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您的强制状态进行重审：

地址: 255 Hay Street, Subiaco WA 6008

在被强制入院 35 天内（如果是儿童则为 10 天内），精神
健康仲裁庭必须对您的案件进行重审，决定您是否还需要
强制治疗指令。但是您也可以随时向仲裁庭申请要求就您
的强制状态进行重审。

T 电话: (08) 9328 8012
在州内可免费拨打: 1800 620 285

投诉：

电子邮件: reception@mhlcwa.org.au

如果您对自己遭受的待遇和/或需要就投诉获得建议，您
可以跟 MHLC 的律师进行商讨。

邮寄地址: PO BOX 8078, Subiaco East WA 6008

传真: (08) 6323 3382
网址: www.mhlcwa.org.au

@MHLCWA
https://www.facebook.com/MHLCWA/

有用的联系资料
精神健康仲裁庭（Mental Health Tribunal）
邮寄地址: PO Box Z5272 St. Georges Tce
Perth WA 6831
电话：(08) 6553 0060

精神健康支持服务（Mental Health Advocacy Service）
地址：Unit 6, 18 Harvest Terrace
West Perth WA 6005
电话：(08) 6234 6300
免费电话：1800 999 057

健康消费者委员会（Health Consumers Council）
地址：6/40 Lord Street
East Perth WA 6004
电话：(08) 9221 3422
免费电话：1800 620 780 (country only)

首席心理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Psychiatrist）
西澳卫生部（Health Department of WA）
邮寄地址 : GPO Box A5
Perth Business Hub WA 6849
电话：(08) 6553 0000

健康残障投诉服务（The Health and Disability Complaints
Service Office）
邮寄地址：GPO Box B61
Perth WA 6838
电话：(08) 6551 7600
免费电话: 1800 813 538

联系资料
精神健康法律中心

https://au.linkedin.com/company/mental-healthlaw-centre

精神健康法律中心介绍
精神健康法律中心（简称 MHLC）是一个西澳洲的社区法
律中心，专门从事精神健康法律。我们是非政府机构，是
独立的社区慈善机构，是为了在整个西澳提供法律服务而
成立的。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保密的法律建议和代表在精神健康
系统里被强制住院的病人。我们也可能可以协助其他方面
的法律问题，但这些问题必须与精神疾病有直接的联系

强制住院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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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被强制住院的病人?
被强制住院的病人是指没有本人同意而须接受治疗的人。您
可能是：
•
被送入有授权的医院并被留在该地（住院本人）；或
•
住在社区并接受社区治疗指令（简称“CTO”）下的治
疗。CTO 的信息我们有另外的单页加以介绍。

怎样会成为被强制住院的病人?
有些人有权力能够将您介绍给精神健康服务或有授权的医院
去进行心理评估。介绍您去的人可能会是医生或有经验的精
神健康从业者，如：
•
心理医生；
•
•
•

注册护士；
职业理疗师；或
社工。

如果他们有理由怀疑您需要住院治疗，以上这些人都可以介
绍您进去。
但是在以下情况下，他们不能够介绍您去进行心理评估，如
果：
•
•

他们没有首先对您进行评估；和
他们对您的评估是在 48 小时前进行的。

如果您被介绍去做心理评估，他们必须给您提供以下信息：
•
介绍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做出的，什么时候到期（通常是
三天时间）；
•
介绍是否可以延期，如果延期需要什么程序；
•
心理测试将在什么地方进行；和
•
初步评估在何时何地进行的。

我检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况?

强制指令通常的时间是多久?

当您抵达安排的检查地点后，您必须在心理医生检查过后方
可离开。心理医生必须在 24 小时内对您进行检查以决定您是
否必须作为病人进行强制治疗。如果超过 24 小时还没有给您

如果您是强制病人，扣留您的指令将是：
•
如果您是成人，可长达 21 天；或
•
如果您是儿童，可长达 14 天。

检查，您可以离开。
在检查完后，您可能会:
•
在住院治疗指令下作为强制病人入院；
•
被心理医生扣留进行进一步检查，但从一开始抵达起不
得超过 72 小时。在这 72 小时内您随时可能收到住院治
疗指令；
•
有可能根据 CTO 而被强制入院；或
•
有可能被释放
注：如果您没有同意，他们不能给您进行治疗，即使您被介
绍了过来，除非是紧急情况，或者有对您颁发了强制治疗指
令。

在做出决定前，心理医生将考虑什么
呢?
只有在符合所有以下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对您颁发强制住院
治疗指令：
1. 您有精神疾病需要治疗；
2. 由于您的精神疾病导致出现以下极大风险：

3.
4.
5.

a. 对您或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或
b. 您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
您没有对自己做出治疗决定的能力；
当时的情况不适合使用 CTO ；和
无法用更为宽松的办法来对您进行治疗，只能使用住院
治疗指令

如有需要，评估您的人员可以扣留您以确保您得到检查。如
果您没有其他安全的方式的话，他们还可以安排交通人员或
警察带您去进行检查。

在扣留的最后 7 天内，您必须得到心理医生的再次检查。他
们必须决定是否：
•
将您的住院治疗指令延长，如果是成人可延长至 3 个月，
如果是儿童可延长至 28 天；
•
•

在 CTO 下让您出院；或
取消住院治疗指令，将您释放。

怎样结束住院治疗指令?
在您住院期间，心理医生可以决定：
•
您不再需要被强制治疗（也就是您可以自愿决定留在医
院或离开）；或
•
您能出院，在 CTO 指令下在社区进行治疗。
或者，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则一定要让您出院离开：
•
您的住院治疗指令到期了；或
•

精神健康仲裁庭重新审核了您的案件，决定您不再需要
被强制住院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