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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罚款 (intro) 

您是否曾因违反 COVID-19 的限制令被罚款？ 

现在Fitzroy Legal Service 能帮助您处理您的罚款.* 

我们创建了自助工具包帮助您处理您的罚款，包括在认为罚款不公平或因特殊原因不应缴

纳罚款时应如何申请复议。  

是否有与 COVID-19 相关的其他法律或社会问题？ 

请访问我们的COVID-19 资源页面，了解如何获得信息和帮助。或者在这里查看Victoria 

Legal Aid的帮助页面。 

 

*请注意，该项服务不针对企业。如果您的企业因违反 COVID-19 商业限制令而被罚款，

请联系维多利亚法律协会，他们可以帮助您联系法律咨询。  

  

免责声明： 

• 这些页面和子页面中的信息是一般信息，不是法律建议。 

• 这些页面上的信息是为帮助已经收到罚单的人士，而不是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限制

令。  

• 这些信息并没有涵盖所有离家外出的合法原因。 

有关限制令请查看：https://www.dhhs.vic.gov.au/victorias-restriction-levels-covid-19 

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的常见问题页面请查看：https://www.dhhs.vic.gov.au/stage-4-

restrictions-summary-covid-19 

 

 

 

 

 

https://www.fitzroy-legal.org.au/covid_19_resources
https://www.legalaid.vic.gov.au/find-legal-answers/covid-19-coronavirus
https://www.dhhs.vic.gov.au/victorias-restriction-levels-covid-19
https://www.dhhs.vic.gov.au/stage-4-restrictions-summary-covid-19
https://www.dhhs.vic.gov.au/stage-4-restrictions-summary-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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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罚款自助工具包 (self-help kit) 

如果我收到关于 COVID-19 的罚单，我有哪些选择？ 

 

在选择诉诸法庭之前，一定要先寻求法律咨询。如果警方把这件事诉诸法庭，一定要寻求

法律咨询。  

 

如果我对罚款置之不理会怎样？ 

 

图片引用自 Fines Victoria 网站：www.fines.vic.gov.au 

如果您无视罚款，罚款不会消失。如果您无视罚款，罚款金额会增加。  

如何应对以下情形 

我违反了限制令并愿意缴纳罚款：您可以在到期日之前全额缴纳罚款。 

我违反了限制令，但我付不起罚款：  

• 如果您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凑足罚金，您可以申请延期。您必须在新的到期日全额缴

纳罚款金额。 

o 我们将根据您的收入、财务状况、付款记录、您正在经历的任何困难、和/

或您是否持有医疗卡/养老金领取卡/退伍军人卡等情况，对您进行评估 

• 如果您不能全额缴款，您可以申请分期缴款计划。分期缴款计划意味着您可以分期

缴款或分批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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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们将根据您的收入、财务状况、付款记录、您正在经历的任何困难、和/

或您是否持有医疗卡/养老金领取卡/退伍军人卡等情况，对您进行评估 

我没有违反限制令，或者我不知自己违反了限制令，或 

我违反了限制令，但我有特殊或例外情况（包括家庭暴力）： 

• 如果您认为您被开出的罚款是错误或不公平的，或者您身处特殊或例外处境，您可

以要求维州警方复议并撤销罚款。这是您第一次申请复议的机会。如果得到批准，

您就不必缴纳罚款。 

o 请点击这里 查看申请内部复议的指南。 

• 如果您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且家庭暴力是您被罚款的重要原因，那么您

的罚款可能会被撤销。这意味着您不必缴纳罚款。如果这条规定对您适用，请通过

电话联系我们或咨询律师。 

• 如果您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家庭暴力、无家可归，精神残疾，和/或药物或

酒精成瘾，您也许可以通过工作偿还罚款。请联系 WDP 团队 

(https://www.justice.vic.gov.au/wdp), 财务顾问或您当地的 CLC 以确定您是否符合

条件。  

• 在您的罚款进入“执行令阶段”后，您也可以申请复议。一旦罚款到了这个阶段，罚

款金额可能接近 $160。 

o 如果您想等到这个阶段再申请执行令复议，请尽快通过电话联系我们或咨

询律师。 

 

 

 

 

 

 

 

 

 

 

 

https://www.justice.vic.gov.au/w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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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内部复议 (internal reviews) 

内容： 

• 我们何时可以离家外出？ 

• 何时可以申请内部复议？ 

• 如何申请内部复议？ 

• 此时会发生什么？-如果被拒绝，您应当做什么？ 

 

我们何时可以离家外出？(what are the 

restrictions?) 

由于 COVID-19 疫情爆发，制定了新的法规以限定我们

离家外出的时间和原因。 

这些法规经常变化，有时难免跟不上。您可能会被罚款，即使在您确实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属于违法的情况下还是可能受到罚款，不知道可以是对罚款的一种抗辩理由。  

以下是让您和您的社区了解情况的有用方法： 

• 阅读DHHS 网站上的“居家”的指示。  

向下滑动地图即可看到所有当前的指引（限制）列表。 

• 这些限制的摘要已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点击这里查看。  

• 常见问题（英文），请在这里查询。 

•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可靠中文新闻账号或社区群组，分享有关限制规定的变化。 

• 如果您的朋友或家人在理解或阅读英语方面有困难，请帮助他们联系能讲他们的语

言并能助其了解情况的社区群组。 

限制令一直在变化，因此如果您前段时间被罚款，您可能需要查看导致被罚款时的限制令

。DHHS 网站只显示当前的限制规定。如果您需要查询以前的限制规定，请拨打 COVID-

19 热线，我们可以帮助您。 

 

https://www.dhhs.vic.gov.au/victorias-restriction-levels-covid-19
https://www.dhhs.vic.gov.au/translated-resource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https://www.dhhs.vic.gov.au/stage-4-restrictions-summary-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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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可以申请内部复议 (when can you 

request an internal review?) 

在以下情形中，您可以申请内部复议： 

• 您有“特殊情况” 

• 您有“例外情况” 

• 您认为罚款是违法的（错误的） 

• 您的行为是合法的 

• 身份有误：您不是违法的人 

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是指在您被处于罚款时影响您行为的原因，也就是说： 

• 您不理解自己当时已经违法；或者 

• 即使您知道自己违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有

心理健康问题，或有严重依赖药物或酒精的情况存在）。 

特殊情况是指有智力障碍、精神疾病或失常、严重药物或酒精成瘾、无家可归或遭受家庭

暴力等情况。  

如果您需要申请特殊情况，您需要医生或支持工作者出具的信函。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没有确切定义。一般来说，例外情况是影响您的行为或您缴纳罚款能力的其他因

素。  

诸如您的年龄、经历贫困、经济困难、导致生活能力不足的事件（如急性疾病）、语言或

读写障碍及文化差异等。仅存在这些情况还不够，您需要证明这些情况是导致您行为的原

因。 

也可以是您无法控制的状况，比如医疗急救或者您的车出了故障。  

例外情况还可以包括行为的相对严重性，是否是您的初次违法或长期以来的首次违法。  

如果可以，请附上有助于证明您的行为出于例外情况而应得到谅解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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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律的罚款 

如果您没有违法，您可以要求对罚款进行复议。根据维多利亚州的限制令，这包括您是否

有违反限制令的“合理理由”。  

这也可以包括如果罚款因某种原因无效，或者警方行为是非法、不公平、不正当或超出其

权限。 

如果您以此为由提出申请，维多利亚州警方可能会考虑该警员： 

• 是否有权开出罚单， 

• 是否有错误行为，或 

• 是否行为不当或不公平。 

他们也会考虑维多利亚州警方是否已履行其职责。  

维州居民的 “居家”指南 不适用于无家可归和未得到适当住房的人。如果您被处

以 COVID-19 罚款，并且目前无家可归（包括住在应急住所），请通过电话联系我们。  

您不是实施违法行为的人 

如果罚单被误发给您，您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如果其他人士驾驶您的车被罚款，但收到

罚单的是您：您可以“指认”该名人士。仅当罚款还在“罚单阶段”时，您才可以这样做。 

如果您是暴力家庭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无法“指认”具体的人，请通过电话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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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内部复议？(how do you request an 

internal review?) 

您可以写信给维多利亚警方要求内部复议，但是必须在

到期日之前。 

您的信中应包括： 

• 您的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 

• 您的罚单号码 

• 您要求复议的理由是什么： 

o 特殊情况 

o 例外情况 

o 身份错误 

o 罚款是违法的（错误），或 

o 您有违反限制令的合理理由 

• 对您的情况或处境的解释。这可能包括 

o 如果您是儿童或年轻人 

o 您有智力障碍、后天性脑损伤或认知障碍 

o 您有与被罚款原因有关的身体残疾 

o 您的心理健康 

o 您是否酒精或其他药物成瘾 

o 目前无家可归 

o 正在经历家庭暴力  

• 任何支持文件或信函（如支持工作者、保健医生或其他可以帮助证明您的理由的人

出具的信函）。 

我应该找谁出具支持信函？ 

如果您 

• 有智力障碍或精神健康问题  

o 请找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或精神科护士； 

• 酒精或药物成瘾 

o 请找医生、个案负责人、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戒毒机构、药物咨询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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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无家可归 

o 请找个案工作者、个案负责人、支持机构、社区服务组织； 

• 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 

o 请找个案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医生、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学家、作业治疗

师、学校校长或学校福利协调员。  

如果我需要护理他人，应当做什么？ 

根据首席卫生官的指示，为以下人士提供护理和帮助而离家外出一直是合法的理由： 

• 由于年龄、体弱（身体或精神虚弱）、残疾、疾病或慢性健康状况而有特殊需要的

人； 

• 因健康（包括精神健康或怀孕）而需要帮助的人； 

• 如果您在 2020 年 8 月 5 日之前开始提供儿童保育服务，那么可以继续。 

如果您在护理他人时被罚款，并且您想要求进行内部复议--应以您认为罚款是“违法”为理

由申请复议。 

  

我们制作了一些模板和样本信函供您参考！ 

  

如果您满意写好的信函，就可以寄出了。您必须及时将信寄出，以便在到期日之前送达。  

如果您没有打印机，您可以使用这里的在线表格。您可以将信函以 PDF 或 Word 文档的

形式附上。  

 

 

 

 

 

 

 

 

https://online.fines.vic.gov.au/Request-a-review/Fine-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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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和样本信函 (templates and sample 

letters) 

为帮助您申请复议，我们制作了一些模板和样本信函。 

• 您可以在模板上添加您的详细信息，生成信函。 

• 样本信函是为了向您展示成品信的样子。 

重要提示：这些只是申请的示例，不是成功申请的示例。 

违法 

违法模版 

违法样本信函 

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模版 

特殊情况样本信函 

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模版 

例外情况样本信函 

如何使用模板？ 

1. 在更改任何内容之前，请仔细阅读模板 

2. 请输入您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罚单号码和当天的日期 

3. 去掉不适合自己的部分 

4. 加入与您有关的内容请参考“我们何时可以离家外出”的页面 

5. 将信再读一遍——如果可以的话，请朋友或家人读一遍 

o 是否讲得通？ 

o 是否还有灰色背景色覆盖的内容？  

o 您的详细资料是否都正确？ 

灰色背景色覆盖的部分是什么？ 

• 需要填写详细资料的地方； 

• 需要选择正确信息（特殊情况、例外情况、违反法律等）的地方； 

• 关于您可以补充内容的建议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fitzroylegal/pages/1719/attachments/original/1599528874/template_-_contrary_to_law.docx?1599528874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fitzroylegal/pages/1719/attachments/original/1599528889/sample_-_contrary_to_law.pdf?1599528889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fitzroylegal/pages/1719/attachments/original/1599528884/template_-_spec_circs.docx?1599528884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fitzroylegal/pages/1719/attachments/original/1599528901/sample_-_spec_circs.pdf?1599528901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fitzroylegal/pages/1719/attachments/original/1599528880/template_-_exc_circs.docx?1599528880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fitzroylegal/pages/1719/attachments/original/1599528897/sample_-_exc_circs.pdf?159952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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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情况？(what happens now?) 

在您请求内部复议后，您的罚款会在复议期间被搁置。 

等待期间，您不需要支付费用，也不会产生任何滞纳金。 

维多利亚州警方有90天时间对您的申请作出决定或要求您提供更多信息。  

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回复您，您应该咨询律师。  

  

如果申请成功，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的申请成功，维多利亚州警方会： 

1. 撤销您的罚款，不采取任何行动，或 

2. 撤销您的罚款，并给予您正式警告，或 

3. 撤销罚款，并将此事提交法庭处理（详见下文）。 

. 

如果申请被拒，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的申请被拒绝，维多利亚州警方会给您一个新的罚款到期日。 

您的罚款仍在罚单通知阶段。您可以缴纳罚款、申请延期或申请分期缴款计划。更多关于

这些选择的信息，请查看这里。 

部分人士还可通过工作和发展许可计划(WDP)申请免除罚款。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请

查看这里。 

如果我仍认为警方有误，应当做什么？ 

可以给警方写信，要求他们以书面形式说明拒绝您请求的原因。  

还有最后一个复议选择。此选项只有在罚款进行到“执行阶段”时才可用。如果您什么都不

做，罚款会进入“执行阶段”。但罚款金额会变得更高。 

https://online.fines.vic.gov.au/
https://www.justice.vic.gov.au/w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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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选择在新的到期日之前将案件提交法庭。在选择提交法庭之前，应该咨询律师。 

如果您考虑什么都不做，等待执行阶段申请第二次复议，请通过电话联系我们或您当地

的 CLC，以获得建议。  

. 

警方已经撤销了罚款，但他们已将此事提交法庭审理 

如果警方已将您的案件提交法庭，请通过电话联系我们或您当地的 CLC，以获得建议。  

在这个网页上输入相应邮政编码，即可找到当地社区法律中心：

https://www.fclc.org.au/find_a_community_legal_centre 

Victoria Legal Aid 有许多有关法庭审理的有用信息，如有需要，请查看这里。 

 

https://www.fclc.org.au/find_a_community_legal_centre
https://www.fclc.org.au/find_a_community_legal_centre
https://www.legalaid.vic.gov.au/sites/www.legalaid.vic.gov.au/files/vla-resource-your-day-in-cour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