
切勿忽视罚款—— 
立即求助 
罚款看似让人不知所措，但总会有办法处理

如欲探索您有哪些选择，您可以：

	◆ 上网使用我们的免费指导路径。有两种可以
帮助您处理罚款的选择路径，即 FineFixer 
NSW（新南威尔士州罚款解决服务）
和 Traffic Offences（交通违法行为）选
择。Legal Aid NSW 的律师们制定了这些选
择路径，旨在帮助您找到适合您情况的最
佳选择。您可以在 LawAccess NSW 法律帮
助网页中找到这些选择以及其他指导路径： 
legalhelp.lawaccess.nsw.gov.au

	◆ 查看一下 Fined Out（摆脱罚款），这是一份
免费的在线手册，旨在帮助
人们了解管理罚款的相关选
择。Fined Out 可以在 Legal 
Aid NSW 网站的出版物页面 
找到：www.legalaid.nsw.
gov.au/publications 

	◆ 如欲联系新南威尔士州税务
局，请参阅本手册背面的电话号码或访问其
网站：  
www.revenue.nsw.gov.au/fines-and-fees/cant-
pay-your-debt

	◆ 您可以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获取免费的法律帮助。

需要帮助吗？
Legal Aid NSW: 请访问 www.legalaid.nsw.gov.au 
或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获取
免费的法律帮助、信息和转介服务。

社区法律中心 (CLC): 免费的法律建议和援助。 
如欲查找距离您最近的社区法律中心，请致电 
9212 7333 或访问：www.clcnsw.org.au

全国债务求助热线（National Debt Helpline）： 致
电 1800 007 007 可获得免费的法律建议和援助。有关
免费财务顾问服务的信息：www.financialrights.org.au

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Revenue NSW）：www.
revenue.nsw.gov.au/fines-and-fees/cant-pay-your-debt

罚款通知书：1300 138 118 
强制执行令：1300 655 805 
工作及发展令热线：1300 478 879

本手册为一般性法律指南。您不应依赖本手册作为法
律建议，我们建议您就具体情况向律师咨询。

上述信息为付印时的正确信息，但可能发生变化。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LawAccess NSW，电话号码
为： 1300 888 529。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in Arabic, English, Farsi, Sim 
Chinese, Spanish, Vietnamese.

 © Legal Aid Commission of NSW 2021

在线订阅手册，网址为：  
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关于 Legal Aid NSW 服务的更多信息：  

您在联系我们时需要帮助吗？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拨打全国笔译和口译服
务处（TIS National）的电话 131 450（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您是否有听力或言语障碍？

如果您有听力或言语障碍，请拨打全国中
继服务（NRS）的电话 133 677，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或访问网站： 
www.relayservice.gov.au 

您是否有
罚款方面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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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有罚款方面的问题？
所有罚款均有缴纳截止日期。 

如果您未在截止日期之前缴纳罚款，新南威尔士
州税务局（Revenue NSW）将对您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 

什么是强制执行措施？
“强制执行措施”意味着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可以：

	◆ 将强制执行费用累计到您的欠款中 

	◆ 吊销您的驾照

	◆ 取消您的车辆登记

	◆ 罚扣您的财产，或

	◆ 从您的工资或银行账户中扣款。

您可以阻止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您仅需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安排付款或管理罚
款。

罚款种类 
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主要负责收取三种罚
款：法院罚款、罚款通知书和受害者赔偿
令。

	◆ 法院罚款是法院判处的罚款，包括法院费用和受
害者援助征缴费用。 

	◆ 罚款通知书是由停车管理人员、警务人员、
巡逻员、公交检查员、新南威尔士州交通局
（Transport for NSW）的摄像头或其他政府部门
开出的罚款。其中可能包括违章停车、超速行
使、乘坐火车、未投票或陪审团方面的违法行
为。

	◆ 受害者赔偿令是由受害者服务处（Victims 
Services）签发的，如果未付款，则将由新南威
尔士州税务局进行处理。

我该怎么办？
减少您的罚款欠款可能比您想象的更容易。 

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您累欠了很多罚款，您仍然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强制执行措施，并让生
活重回正轨。 

如果您遇到严重的财务、医疗或其他个人问题，
有各种选择和服务可以帮助您渡过难关。

本手册对其中一些选择和服务进行了说明。 

处理罚款的选择
	◆ 支付罚款。在截止日期之前支付罚款。或与新
南威尔士州税务局达成协议，制定支付计划并
分期付款。即使罚款逾期也可以这样做。

	◆ 先予执行。您可以申请在罚款逾期之前先执行
罚款。如果您这样做，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不
会将执行费用累计到您的罚款中。然后，您可
以根据付款计划或开展“工作及发展令”（Work 
and Development Order）活动（见下文）来支
付罚款。

	◆ 请求复议。如果您认为不应对您罚款，则可以
向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申请罚款复议。新南威
尔士州税务局网站上有关于请求复议的详细信
息：www.revenue.nsw.gov.au/fines-and-fees/
request-a-review

	◆ 指认其他驾驶员。如果摄像头检测到违章驾
驶，但当时您不是该车辆的驾驶员：www.
revenue.nsw.gov.au/fines-and-fees/nominate-
someone-else 

	◆ 法院选择和上诉。您可以选择到法院对您的罚
款通知书提出异议。如果您已收到法院罚款通
知书，则可以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出上诉。在
您选择法院之前，请先寻求法律意见。在收到
出庭通知后，您将无法再改变主意。

	◆ 工作及发展令（WDO）。如果您有精神疾
病、智力障碍、认知障碍或严重上瘾问题，或
者您无家可归或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包括享
受 Centrelink 或退伍军人事务部所发放福利的
人员或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您可以通过参加
相应活动来支付罚款。这些活动包括针对 25 
岁以下年轻人的无偿工作（志愿服务）、教育
或个人发展课程、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案例
管理、治疗计划或辅导计划。在与新南威尔士
州税务局达成与担保组织的工作及发展令安排
后，强制执行措施便会停止，由于未缴罚款所
导致的驾驶限制也会被解除。

	◆ 如果付款计划不适合您，并且您没有资格参加
工作及发展令活动，您可以向新南威尔士州税
务局申请对部分罚款通知书的罚款予以 50% 
的减免。这些减免只适用于您在违规行为发生
时正在享受 Centrelink 或退伍军人事务部所发
放的福利而且您的罚款尚未逾期的情况。

	◆ 勾销欠款。如果您遇到严重的财务、医疗或个
人困难，且无法支付罚款，则可以向新南威尔
士州税务局申请勾销（取消）欠款。您可以致
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获得
这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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