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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家暴？

家暴是指某人对另一人经常作出的一

连串虐待性行为，而双方是有密切关系

的夫妻、同居伴侣、恋人或家庭成员，

包括跨代的家庭成员。家暴有各种不同的

表现形式，包括肢体暴力、性暴力、语言暴

力、威胁或恐吓、精神虐待、社交虐待、秘

密跟踪、经济虐待、毁坏财物等。家暴存在于

社区各界人群，且不分年龄或文化背景。

有时，家暴被称为家庭虐待或家庭暴力。不管我们叫它什

么，所有这些虐待行为都是我们的社区所不能容忍的，而

有些则明显属于违法行为。

南澳警署明白，家暴对受害者及其子女、家庭和朋友有着

破坏性的影响。因此，警方把受害者及其子女的保护工作

和长期安全视为当务之急，只要情况允许，会力求让施暴

者承担他们的责任。

如果你是一个家暴受害者，干预令（原称强制令）或许有

助于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本手册就求助警务人员、申请干

预令等过程做了介绍，希望手册内容可以为你解答一些疑

问，并有助于你决定自己该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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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干预令？

我如何取得干预令？

干预令是由警方或法院颁发的命令，它的作用在于禁止

当事人（被告人）对你（受保护人）有任何可能被视为

骚扰、威胁、虐待或暴力性的行为。干预令会命令当事人 

不得作出某些行动，比如：不准到你的居所或你的工作场

所，不准去你的孩子的学校，不准跟踪或监视你，不准给

你打电话或发短信。干预令也有可能要求当事人做到某些

事情，比如：搬离你们原先共享的居所。干预令是根据你

和你的具体情况来定制的。

当事人（被告人）不遵守干预令被视为违法行为。这叫做违令。

如果你认为当事人有违令行为，你应该通报警方。

干预令可以由警方颁发(这叫做临时干预令)，或由法院颁

发。无论由谁颁发，首先要看是否具备颁发干预令的理

由。也就是说，警方或法院必须认为，如果他们不采取某

些干预措施，你将遭受某人的虐待性行动。所谓虐待性行

动有许多不同的例子，警务人员听了你的情况后，会告诉

你到底你的情况是否符合要求颁发干预令的理由。

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警方会决定是否给施虐者直接发出

临时干预令，还是协助你向法院申请干预令，具体要看你

的情况适合哪一种方法。本手册对两种方法都做了解释。

你应该细读两种方法，这样你才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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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颁发的干预令

首先，警务人员会向你询问事情的经过。他们会评估滋事

者对你和孩子的风险。如果他们认为有理由发出干预令，

认为干预令有助于保护你并让你不再受伤害，他们可以当

场发出干预令。如果你的孩子也面临受伤害的风险，可以

把孩子的名字写入干预令。

作为工作流程，警务人员需向你录取口供，也就是让你说

明事情经过，以及你为何需要干预令。如果警方已因事件

涉及刑事罪行而向你录取了口供（比如说你被滋事者殴

打），那么警方或许可以采用同一份口供。 

你或许还有其它应该告诉警务人员的重要信息。例如，

如果你认为滋事者拥有枪支，你一定要告诉警务人员。这

样，在发出干预令的同时，警务人员会卸除滋事者所拥有

的任何枪支，并将枪支扣押在警察局。

此外，如果你有家事法院颁发的命令，也应该告诉警务人

员。这样，警方才可以确保你的干预令和家事法院的命令

之间不至于产生矛盾。如果你手上持有家事法院的这份命

令，最好能把它交给警务人员。如果你手头上没有这份东

西，警方也可以向家事法院索要。

如有人报警求助，警务人员随即来到家暴事件现场，且事

件中的滋事者有触犯法律的罪行（例如殴打你或破坏你的

财物），或作出要触犯法律的威胁，而滋事者人在现场或

被警务人员羁押，那警务人员有可能发出临时干预令，同

时也可以调查所指称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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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颁发干预令是什么样一种
情况？

5

警方发出干预令后，他们会将干预令送达当事人（被告

人），并给当事人解释其中内容。被告人收到这份干预令

后，立即需要遵守干预令列出的所有限制条件。

警方的临时干预令一旦送达便立即生效。

你自己也会收到这份干预令。事实上，干预令所包含的每

一个受保护的人都会收到一份。因此，如果你的孩子被列

入干预令，他们也会收到一份；如果他们年龄太小，则由

你代收。

警方给被告人发出的干预令也等于是要求当事人出庭应讯

的传票。传票会说明出庭时间、日期及地点。一般而言，

出庭时间都在发出干预令后的八天之内。如在乡镇地区，

出庭时间可能会延后一些，因为乡镇地区的法院不一定天

天开庭。第一次的出庭不需要你出席。 

在这一次的聆讯中，地方法官会审核警方发出的临时干预

令。如果法官认同，干预令将继续以临时形式生效。法官

也有可能予以肯定（亦即将临时干预令确定为正式干预

令），或予以变更（即更改干预令的限制条件并重新给被

告人颁发），或予以撤销（即取消干预令）。

警方的公诉人或负责案件的警务人员会让你知道当天的聆

讯结果。



法院颁发的干预令

在某些不是很紧急的情况下，或滋事者不在现场的情况

下，你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才可以取得干预令。但警务人

员仍然可以协助你，代你准备需要递交给法院的申请表。

最通行的方法就是亲自到警察局。警务人员听了你的诉说

后，会决定你是否有理由要求干预令。如果警务人员认为

你有足够的理由，他们会向你录取口供，让你说明事情经

过，以及为何需要干预令。

录口供的时间可能长达数小时，因此，为了缩短时间，你

应该有备而来，尽量带齐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你认为可

以证明你所说的情况的任何证据或信息。这些东西可能包

括：

• 你或许就滋事者的行为做过的一些记录，包括何时何地

发生过什么事情；

• 滋事者破坏你的财物的任何照片或其它证据；

• 滋事者或许给你发过的字条、信件、邮件、短信等证

据；

• 医疗信息或报告，如果你已经去看过医生；

• 家事法院颁发的涉及孩子的任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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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你认为滋事者拥有枪支，记得告诉警务人员。

如最终发出干预令，法院会同时下令滋事者（被告人）交

出枪支。

如有可能，录口供的时候最好为孩子另作安排，托人代以

看护，以免孩子暴露于不必要的紧张局面。给警务人员讲

述你的情况时，你有可能情绪波动，从而有可能让孩子感

到不安。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另作安排，你完全可以把孩

子带到警察局来。

录完口供后，警务人员会把它整理成一份法院案卷，并送

交警方的公诉部门。警方的公诉人会审核案卷内容，看看

是否有充足的理由要求法院为你颁发干预令。如果理由充

足，警方会代表你出庭。

通常情况下，你是需要到庭的，但警方会代你发言。

你到法院申请干预令时，你的申请对象（即滋事者）不需

要到庭。如果滋事者因其它事由而出现在法庭并让你感到

不安全，你可以告诉警务人员或法院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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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向法院提交了要求颁发干预令的申请，警务人员会

告诉你应该去哪个法院，以及出庭日期和时间。

你应该提早几分钟到达，因为你需要过安检，还需要查看

你的案子被安排在哪个审判室。信息台的工作人员也可以

替你查询你应该去的审判室。

如果你被耽误了，或无法出庭，你应该提前给警务人员或

法院打电话，并说明原因。

如果你去的是城镇上的法院，儿童及家庭事务调查处的一

名警务人员会出来和你碰头。如果是在乡镇地区的法院，

则由警方的公诉人出面接头。

你到法院出庭的当日，可能另有其他好几个人也到法院申

请干预令，所以你会被要求留在审判室外，一直等到法官

即将聆讯你的申请。这是为了保护你的隐私。

待法官即将聆讯你的申请时，一名法院工作人员会传你进

去，并让你坐在后排座位。当你听到有人喊你的申请对象

的名字时，就是在“传讯”你的案子。这是法庭的工作程

序，表明法官要审理你的申请了。

你应该坐在原位不动。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需要做，除非法

官、法院工作人员或警务人员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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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官需要澄清任何疑点，法官可能会要求你走进证

人席，然后再向你提出问题。更多的时候，法官不会叫

你走到前面便会直接问你问题，这时你可以就在原位回答

问题。如果警务人员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们也可以问你问

题。你要仔细听这些问题，并诚实地回答。法官作出决定

后，便会告诉你干预令是否获准，以及干预令所包含的限

制条件。

如果你听漏了什么或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你可以在聆讯

完毕后寻问公诉人或家暴事务的警务工作人员，他们会为

你解释清楚，并回答你的任何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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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法院颁发的干预令，你会在出庭后的几天时间内，

通过邮局或通过警务人员收到一式三份的干预令。你最好

妥当保存其中一份，另一份随身带在身边（例如放在你的

手袋或车里），第三份则交给一个可能有必要持有的人  

(例如，你的工作单位或孩子的学校）。如果需要，你还可

以自行拷贝。

仔细阅读你收到的干预令，以了解当事人（被告人）可以

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即干预令的限制条件）。这样，

你才会知道当事人是否做了违反任何限制条件的事。如有

这种情况，你应该联系警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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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令颁发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是警方发出的干预令，一旦警务人员将干预令送达干预

令中指明的被告人便立即生效。如果是法院颁发的干预令，

你必须明白，只有在警务人员将干预令当面交给当事人后才

生效(这叫做文件送达被告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时

间，尽管警务人员会在法院下达命令后尽快送交。

如有可能，你最好不要跟对方说警务人员要给他们送干预

令。因为，他们或许会故意避开警务人员，使警务人员无

法送达文件。如果当事人不好找，你或许可以给警务人员

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当事人的工作地址或他们经常喜欢

去的地方。

一旦干预令送达当事人手中，警务人员就会通知你。但是，如

果你迫切想知道警务人员是否已经开始行动，你可以随时

到附近的警察局询问进展情况。



然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干预令会指定一个出庭日期。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不同

意干预令所包含的限制条件，他们必须在指定的这一天出

庭应讯。无论是警方或法院颁发的干预令都含有这样一个

出庭日期。警方会协商处理产生异议的地方。如干预令内

容有任何变动，警务人员会通知你。

如果在这次出庭应讯后，当事人还是不能接受这个干预

令，那就必须立案并择日处理。到这个时候，由于当事人

对你的干预令提出异议，你有可能被要求出庭作证。如果

某一天，当事人与你同时出现在法院而使你感到不安全，

你可以告诉警务人员，他们会为你做必要的安排，以便让

你感到安全。

你必须明白，在法院没有更改或取消干预令的情况下，干

预令是一直生效的。如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可询问警务人

员，让他们给你解释干预令的最新状况。你一定要明白干

预令是怎么运作或是怎么保护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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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违令会怎么样？

你应该注意，不要做出任何有可能导致对方违令的事情。

例如，如果干预令不允许当事人接触你，那你就不应该去

找他们、探访他们或联系他们。

当事人（被告人）违反干预令中的任何一条规定，都被视

为违令。这是一种刑事罪行，被告人会受到指控。

如果被告人违反干预令的行动正在你眼前发生，或让你感

到面临危险，你应该立即拨 打131 444（如属紧急情况则拨打

000)，巡警会到现场来协助你。

如果你认为被告人有违反干预令的行动，但没有对你造成

直接的危险（例如被告人给你打电话，尽管干预令规定不

能打），你应该向区内的警察局通报情况，以便警方调查

此事。

切记：没有你的配合是没有办法保证干预令的有效性的，配合得

越好效力就越高。凡有违令情况，务必立即通报。



家事法禁制令又是什么情况？

2017年11月25日以后颁发的干预令

如果事情涉及孩子，你可能需要寻求法律意见，以帮助你

决定是否需要向家事法院申请禁制令。也许，你已经持有

一份家事法禁制令。

你必须明白，家事法禁制令所包含的限制条件很可能会否

决了干预令中的某条规定。警务人员可以为你做出解释。

根据澳大利亚的新法规，凡于2017年11月25日以后颁发的

与家暴相关的干预令，无论是澳大利亚任何什么地方颁发

的，都可以在全国各地产生效力。这就是说，无论你身在

澳大利亚的哪一个角落，你的干预令都能够给予你保护。

同样，无论当事人（被告人）身在澳大利亚的任何哪一个

角落，也都必须遵守对他们发出的干预令。

在干预令文书上，一般在列明限制条件的上端，你会看

到“全国认可的家暴干预令”的字样。对于全国认可的干

预令，发生违令事件时，无论它是哪个州或哪个领地颁发

的，任何地区的警务人员都可以就违令事件采取必要的行

动。同样，无论是哪里颁发的干预令，只要是全国认可

的，就可以由任何一个法院强制实施、变更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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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5日以前颁发的干预令

如果你的干预令是2017年11月25日以前颁发的，它只能够

在所颁发的州或领地生效（例如，阿德莱德市颁发的干预

令只能够在南澳州境内生效)。

如果你曾经另作登记，让你的干预令在其它某一个州或领

地也同时生效，那这种情况将继续不变。你的干预令可以

在颁发地的州或领地为你提供保护，同时，在你登记生效

的另一个州或领地也会为你提供保护。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干预令在澳大利亚任何哪个地方都生

效，那你必须要求法院公布你的干预令。你可以在澳大利

亚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法院提出此项申请。

在南澳州，你需要填写一份名为Form 46A的法院申请表。

表格可以从www.courts.sa.gov.au网站下载或到法院办公处索

取。填写完毕的Form 46A表格可以直接交到法院办公处。

你也可以向家庭暴力调查员或警方的公诉人求助（如果你

正好有法院的事情需要处理)，请他们帮你向法院提出公

布干预令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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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需要更改干预令该怎么办？

如果你的情况有变化，并想更改（变更）干预令的任何限

制条件，或想取消（撤销）干预令，你需要联系警务人

员，说明你为何想要更改干预令。

•	 城镇地区的人可以联系儿童及家庭事务调查处。

•	 乡镇地区的人可以联系当地的警察局。

更改或取消干预令，需由法院另安排聆讯时间。你必须明

白，只有法院才可以更改或取消干预令。干预令不能由你

和另一方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就自行更改。

你和另一方当事人都会被告知出庭时间和日期。这次出庭

你是需要出席的。另一方当事人通常也需要出席，但也有

不需要的时候。

警务人员和法院都明白，有时是因为情况好转而需要更改干预

令。尽管如此，警方仍需确定你的人身安全，确保你不是因为对

方给你施压而要更改干预令，以致让你或你的家人面临更大的风

险。

有些情况下，如果警方相信，干预令的更改会加大你或你的家人

遭受更多家暴的风险，他们不会同意代你出庭申请干预令的变更

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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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里求助

紧急情况请拨打 000

报警求助/现场协助请拨打 131 444

城镇地区的人可以联系所属区域的儿童及家庭事务调查处:

东区 7322 4890  公余  7322 4800

北区 8207 9381  公余  8207 9411

南区  8392 9172  公余  8392 9000

西区 8207 6413  公余  8207 6444

乡镇地区的人可以联系当地的警察局。

登陆www.police.sa.gov.au网站，查询你所在区域的警察局。

如果你是来自非英语背景的家

暴受害人，且不能理解干预令的相关程序，为寻求支

援和帮助，请联系移民妇女支援计划（这是南澳妇女安全服务处的

一项计划)，电话号码：08 8152 9260。

各地警察局还备有可供家暴受害人索取的资料，上面列举了可以让

受害人寻求更多帮助和支援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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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