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被送達”（當面送交給你）
了一份家庭暴力強制令•
（Family Violence Order, FVO）、•
個人保護令（Personal 
Protection Order, PPO）或個人
（工作場所）保護令（Personal 

Protection (Workplace) Order, 
WPO）。
這意味著有人因為擔憂他們的人
身安全而向法庭申請了這份針對
你的命令。
在你收到的文件中，“申請人”（即
申請法庭命令的人）陳述了他們採
取這一行動的理由以及希望對你
有怎樣的制約條件。
法庭命令規定你必須遵守一系列
條件，例如不能接近、接觸或聯絡
申請人。
你將有機會陳述反對法庭頒發命
令的理由。

如果你同時收到了臨時保護令
法庭可能在裁決是否應該頒發最
終命令之前先同意執行一份臨時
命令（interim order）。臨時命令在
你收到時已經生效，並在最終命令
（final order）送達你之前或臨時命
令撤銷之前將一直有法律效力。這
份命令規定你必須要遵守的一些
條件。如果你不遵守該命令，則可
能受到相應懲罰。
臨時命令規定的條件以及有效期
都會明確地在文件中寫明。此外，
命令還寫明了違反規定條件將導
致你受到怎樣的懲罰。如果你不理
解這份命令，應該向律師諮詢。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如果沒有臨時命令：
該申請案已經由法院排期，在
規定時間與日期召開司法會議
（conference）。如果你反對法庭頒
發最終命令，必須在指定日期前去
法院參加會議。如果你沒有出席，
法庭可能缺席裁決並頒發命令。
如果有臨時命令：
你會收到這份臨時命令以及相
關的命令申請文件。此外，你還
會收到一份臨時命令認可接受書
（endorsement copy）以及要求你前
往法院出席司法會議的時間與日
期的通知。
如果你接受臨時命令可轉為最終
命令，需要填妥臨時命令認可接受
書，然後將這份文件送交回法院。
郵寄或親自前去法院遞交都可以。
如果你選擇這樣做，法庭在收到該
份送還的臨時命令認可接受書當
天就可正式將臨時命令轉為最終
命令，有效期是申請文件上註明的
期限。法院如果是在司法會議日期
之前收到送還的臨時命令認可接
受書，你就不需要再出席司法會•
議了。
如果你沒有送還臨時命令認可接
受書，則仍然需要前往法院參加會
議。你必須按通知規定的時間與日
期出席司法會議，否則臨時命令可
能在你缺席的情況下正式成為最
終命令。

年齡未滿18周歲
如果你年齡未滿14周歲，必須
要有一名訴訟監護人（litigation 
guardian）陪同出庭。如果你年齡已
超過14週歲但尚未滿18週歲，或許
也需要有一名訴訟監護人陪同。

訴訟監護人的年齡必須超過18週歲
（可以是你的父母或受你信任的
成年人），責任是在法庭中為你提
供協助。 如果你沒有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合適的成年人能夠在法庭
中協助你，應該致電02 6207 0707
聯絡Public Advocate（公共代言人服
務處）。

召開司法會議當日會發生•
什麼情況呢？
你到達法院之後應該在接待處報
到，告訴職員你來參加司法會議。
當日主持會議的副常務司法官將
傳喚你的姓名。
在開會過程中，你與申請人將會在
不同的房間內。你可以有人陪同•
出席。 

副常務司法官會瞭解你與申請人
之間是否有可能達成協議。
法院有Legal Aid ACT（ACT法律援
助署）的律師，或許能為你提供
法律指導。 家庭暴力危機服務處
（Domestic Violence Crisis Service – 

DVCS）在法院內工作的職員或許也
能協助與支持你。 如果你需要諮詢
律師或獲取支持幫助，應該告訴在
櫃檯工作的職員或副常務司法官。

司法會議可能帶來的結果
•• 你與申請人都同意法庭頒發最
終命令。此類命令可由警務人員
強制執行。
•• 你與申請人都同意接受作出的
行為保證（undertakings）。行為保
證是向法庭作出的正式承諾。 如
果承諾未能得到遵守，警務人員
無權強制執行。 
•• 如果你們不能達成協議，法院會
擇日安排裁判官聽證審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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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到庭，法庭可以在你缺
席的情況下頒發針對你的最終
命令。
•• 如果申請人未到庭，其申請可能
被駁回。但是，法庭也可能會另
外擇日再審，並要求你再次•
出席。

法庭聽證審理時會發生•
什麼情況？
你需要出庭作證，以便裁判官決定
是否有必要頒發最終命令。 你或許
需要其他人到庭陳述所發生的事
情。這些人稱為證人。 如果有證人
出庭，你應該通知他們在預定聽證
審理當天準時前來法院。 任何與案
件相關的記錄文件，例如照片或訊
息，你都應該帶來法庭，以便提供
證據。 

申請人也同樣有權這樣做。 

如果你對此程序有疑問，應該諮詢
律師意見。

案件排期等候聽證審理之後，
臨時命令將會有何變化？
除非法庭決定取消臨時命令，否則
該命令將繼續有效。如果你反對繼
續執行臨時命令，應該在參加司法
會議當天要求裁判官審理裁決該
命令是否需要持續。

法庭命令的有效期有多長？
個人保護令（PPO）有效期最長可達
12個月；家庭暴力強制令（FVO）有
效期最長可達24個月。特別情況下
有效期可能會更長。申請人有權申
請延長最終命令的有效期限。你也
有權反對另一方申請延長期限。

保護令可以改變嗎？
你可以向法庭申請改變針對你的
保護令。申請人也可以這樣做。

我是否會有刑事犯罪記錄？
除非你違反保護令並經法庭裁決
罪名成立，否則保護令不會為你留
下犯罪記錄。

保護令在其他州同樣有效嗎？
家庭暴力強制令在澳洲與紐西蘭
均有執行效力。 個人保護令在其他
州或領地註冊登記之後也可獲得
強制執行的效力。
如果你在其他州違反了法庭命令，
那麼在ACT以及違反命令行為發生
的州或領地都可能是刑事違法。

重要的電話號碼

緊急服務
000

Protection Unit ACT Magistrates 
Court（ACT裁判法院安全保護科）
02 6205 4939

ACT Policing（ACT警務署）
131 444

Victim Support ACT 
（ACT受害者支持服務處）

1800 822 272

Legal Aid ACT（ACT法律援助署）
02 6207 1874或1300 654 314

Domestic Violence Crisis Service – 
DVCS（家庭暴力危機服務處）
02 6280 0900

無障礙服務
•• 如果你需要翻譯與口譯服務，請
致電13 14 50聯絡TIS或瀏覽網站
www.tisnational.gov.au
•• 如果你是聾啞人士或有語言殘
障，需要使用聾啞人士電話打字
機服務，請先致電13 36 77，然後
要求接通02 6205 0000

 • Speak and Listen用戶可先致電
1300 555 727，然後要求接通
02 6205 0000
•• 如果你需要本份資料的大字體
印刷版本，請致電02 6205 0322
聯絡我們的法庭協助服務主任。

本份資料所含內容不能取代
法律意見。 如果你不能確定
如何辦理或處理你的案件，
必須尋求法律指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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