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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1 – 空的提审审判室 

苏珊：您好，我是苏珊·金博尔。  

 

这段视频将帮助您了解您在今天的提审听证会上的权利和责任。您还将了解到法

院可以免费提供的额外帮助，包括向律师咨询的权利。  

 

如果您在说或理解英语方面有困难，需要一名口译员，请让法院书记员知道。  

 

如果您不是在美国出生，或者不是美国公民，您应该告诉您的律师；或者如果您

没有律师，请告诉法官，然后才认罪或选择不抗辩。  另外，如果您对自己的法

律身份不确定，或者需要更多关于您的移民身份的信息，您应该在认罪或选择不

抗辩之前联系移民法律维权计划（Immigrant Legal Advocacy Project）。  此外，

如果您因为语言障碍或听力受损不能充分参与今天的听证会，或者因为健康状况

需要特殊安排，您应告诉法院书记员或法警。  

 

缅因州的每一个法庭都配备了简单易用的特殊设备来帮助您听得更清楚。  

 

今天来向我们介绍提审过程详情的是缅因州高等法院的韦恩·道格拉斯法官。道格

拉斯法官，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到来。   

 

法庭：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苏珊：如果人们对针对他们的指控有疑问或者对提审过程有疑问，他们该怎么办？ 
 

法庭：如果您对自己所面临的指控、自己的权利、是否接受州为了今天解决您的

案件而提出的建议，或者对整个提审过程有疑问，今天会有律师免费为您提供咨

询。  如果您想在答辩前有机会和那位律师谈谈，可以在您的案件被传唤时告诉

法官。  法官会给您时间与律师交谈。 

 

苏珊：您提到了权利。在刑事案件中人们有什么权利？ 

 

法庭：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有重要的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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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您被指控犯罪，您会被先假定是无罪的。  除非您自愿认罪或选择不

抗辩，或者进行了审判，而且州证明您超越任何合理的怀疑犯了罪，否则您不能

被判有罪。这意味着在审判中，州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说服陪审团或法官几乎

可以肯定指控是真的。 

 

第二，您有权保持沉默。但您要明白，如果您陈述您的案件，您所说的一切可用

于针对您。 

 

第三，在案件的各个阶段您都有权聘请律师。  如果您面临重罪指控但负担不起

律师费，或者有相当的坐牢风险，您可以要求法院指定的律师以很低的费用或免

费为您辩护。要申请法院指定的律师，您需要填写一份申请表，并宣誓您所提供

的信息是真实的。如果您需要帮助，财务审查人员或书记员办公室的人可以帮助

您。不过要记住，书记员不能提供法律意见。法官将审查您经宣誓提供的信息，

以确定您是否有资格聘请法院指定的律师。   

 

第四，您有权在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由陪审团听取并对您的案件做出判决，除

非您选择由法官在审判中做出判决。  如果您今天否认指控，安排审判之前您还

有机会在另一天尝试解决您的案件。 

 

最后，在审判中，您有权听取和查看州的证据，有权盘问州的证人，也有权提出

自己的证人。  您也有权在审判中作证。  或者，您也有权不作证，如果您选择不

出庭作证，则该选择不能用于针对您。  

 

苏珊：谢谢您提供的信息，道格拉斯法官。我们现在要看一场提审，以便对您的

权利和责任了解更多。 

 

屏幕上 免责声明 –根据您所受指控，您的案件所涉及的程序可能会有所不同。如

果您有任何疑问，您应请求法官或您的律师解释适用于您的案件的具体细节，然

后再就案件做决定或采取行动。  

场景 2 – 坐满的提审审判室  

法警：全体起立。 

 

法庭：  谢谢您，请坐。  



 

Chinese 4 

 

早上好。今天提审的目的，是让我解释针对你的指控，并解释你的权利；大多数

情况下，我还会要求你对指控进行答辩或回应。如果你被指控刑事罪，我也会审

查相关的保释问题或释放条件。今天不是审理你的案件的日子。审判日期定在以

后，今天会告知你这个日期。  

 

有两种基本类型的指控：民事违法和刑事指控。  你将被告知对你的指控属于刑

事还是民事指控，以及针对你的指控是什么。如果你到此另有原因，当你的案件

被传唤时，我会和你一起讨论。  

 

民事违法  

 

如果你被指控民事违法，今天你会被询问要承认还是否认这项指控。民事违法不

是犯罪，也不应受到监禁的惩罚。  对民事违法的处罚可能包括罚款、赔偿、吊

销执照或社区服务。在所有民事案件中，都要额外加收附加费用。 

 

如果你决定进行民事违法审判，那么州在审判中的举证责任将少于刑事案件。  

对于民事违法，州必须通过优势证据原则（即相比于无罪，你触犯法律的可能性

更高）证明你的违法行为。 

 

 

刑事指控  

 

在刑事案件中，判决可能包括监禁、罚款、赔偿、吊销执照和缓刑、社区服务，

或这些处罚的组合。  在所有刑事案件中，都要加收附加费用。  在某些案件中，

有强制的监禁刑罚。  当我传唤你的案件时，我会告诉你强制监禁是否适用于你

面对的指控。 

 

罪行是分级的，每一级都有刑期和罚金上限。  当我传唤你的案件时，我会告诉

你你被指控的罪行分级。 

 

首先我要讲的是 D 类和 E 类犯罪，它们通常被称为轻罪。   

 

• D 类罪行最多可判处 364 天监禁，最高可判处 2,000 美元罚款。 

• E 类罪行最多可判处 6 个月监禁，最高可判处 1,000 美元罚款。 

 



 

Chinese 5 

如果你被指控犯了 D 类或 E 类罪，你会被要求在今天进行答辩。  你可选择认罪、

不认罪、或选择不抗辩。如果你认罪，就是承认你犯了罪，你将被判有罪。如果

你选择不抗辩，你不承认你犯了罪，但你同意州可以证明对你的指控，并且同意，

你将不经审判被判有罪。   

 

如果你认罪或选择不抗辩，你将被判有罪并放弃我之前向你解释的所有权利，包

括要求进行审判且州必须超越任何合理的怀疑证明你犯了罪的权利。  判决可能

会在今天执行。 

 

如果你今天被判关进看守所或入狱，你可能会被立即拘留，或者法官可能会设定

保释或条件，允许你在稍后的时间或日期报到。如果你要求延期，你需要向法官

解释你请求延期的原因。 

 

我现在要讲的是 A 类、B 类和 C 类犯罪，通常被称为重罪。   

 

• A 类罪行最多可判处 30 年监禁，最高可判处 5 万美元罚款。   

• B 类罪行最多可判处 10 年监禁，最高可判处 2 万美元罚款。   

• C 类罪行最多可判处 5 年监禁，最高可判处 5,000 美元罚款。  

 

如果你被指控犯有 A 类、B 类或 C 类罪行，你今天不会进行答辩。  这是因为，

对于重罪指控，在你进行答辩之前，州需要先向大陪审团提交案件，如果大陪审

团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你，大陪审团将发回起诉书。  你可以决定放弃让

大陪审团审议你的案件的权利，并在起诉书发出前对重罪指控认罪；但是，在与

律师交谈之前你不应该这么做。 

 

不认罪 / 未来的诉讼 

 

如果你今天不认罪或否认指控，或者针对尚未起诉的重罪指控首次出庭，你将获

得几个下次出庭的备选日期。  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下次出庭是为了参加意向

会议。  会议出席者包括法官、你或你的律师以及检察官，目的是看你和检察官

能否在无需审判的情况下，就解决案件达成一致意见。 

 

在意向会议上或会议之前，检察官可能会给你一个答辩提议，你可以选择接受或

拒绝。  在会议上，你将有机会讨论你对州提议的任何担忧，或者提出你自己的

提议（如果你和你的律师尚未这样做）。  如果你和检察官能就案件的解决达成

一致，建议的解决方案将提交法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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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案件在会议上没有得到解决，将继续安排对其进行审判，审判日期会在

意向会议当天告知你。 

 

最后，缅因州的法律要求被指控犯有某些罪行的人留下指纹。如果这个要求适用

于你的案件，我会在处理你的案件时要求你留下指纹。 

 

好，现在传唤第一个案件。 

 

场景 3 – 两名被告出庭 

法庭：缅因州对多萝西‧吉布勒。吉布勒小姐在吗？   

 

吉布勒：是。 

 

法庭：请前来。据称，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你当时不到 21 岁，但在缅因州的南

波特兰发现你持有 6 罐啤酒。这是民事违法，不是犯罪。关于你的法律权利或责

任，你有什么疑问吗？ 

 

吉布勒 – 所以，如果我认罪，我不会进监狱。 

 

法庭：对。这是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件，所以不可能坐牢。 

 

吉布勒：好的。 

 

法庭：  你如何答辩—承认还是否认投诉中的指控？ 

 

吉布勒：嗯，有罪，我猜。  

 

法庭：听起来你不是很确定。虽然我不能为你指派一名律师，因为这是一项民事

违法行为，但今天有一位律师在场，你可以和她谈谈。你想在答辩前这么做吗？ 

 

吉布勒：不。就这样解决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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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那么你承认你民事违法，也就是说你在持有啤酒时未满 21 岁。  对吗？  

 

吉布勒：  是的，法官。  

 

法庭：  检察官女士，这是初犯吗？ 

 

地区检察官：是的，法官。我们建议罚款 200 美元。 

 

法庭：好的。吉布勒小姐。在我宣布处罚前，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吉布勒：我当时只差 4 天就到 21 岁生日了。 

 

法庭：听起来最低处罚是适当的，我将处以 200 美元的罚款。你今天能交罚款吗？ 

 

吉布勒：是的，可以。  

 

法庭：  好的，在你的文件准备好之前，请坐。  你可以去书记员窗口缴纳罚款和

附加费用，然后就可以走了。谢谢。 

 

法庭：下一个案件，缅因州对威廉·布朗。布朗先生，请前来。  

 

布朗先生，您被指控受酒精或毒品影响驾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据称，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雷蒙德，你驾车时受到酒精或毒品的影响，而你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为 0.08 或更高。布朗先生，你有律师吗？  

 

布朗：没有，女士。  我现在失业了，几乎无法养活我的孩子，更不用说请律师

了。 

 

法庭：布朗先生，你要请求法庭为你指定一名律师吗？ 

 

布朗：是的，法官。 

 

法庭：  你是否填写了之前发出的用于法庭指定律师的宣誓书？ 

 

布朗：  是的，法官。  在这儿。 

 

法庭：  好的。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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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你的宣誓书后，我发现你没有能力聘请律师，因此我将指派一名律师来代

表你。州是否希望法院重新审查布朗的保释状况？  

 

地区检察官：不，法官。  他符合保释条件。 

 

法庭：谢谢。布朗先生，你对现行有效的保释金有什么异议吗？ 

 

布朗：不，法官。  

 

法庭：关于你的法律权利和责任，你有什么疑问吗？ 

 

布朗：不，法官。  

 

法庭：法警现在给你一张纸，上面写着后续法庭诉讼程序的日期。包括意向会议

日期、动议日期及审判日期，纸上还有你律师的相关信息、姓名和联系方式。  

你有责任与律师取得联系，而且一定要立即联系。  你可以离开了，但要确保尽

快和你的律师取得联系。 

 

布朗：  是的，法官。谢谢。  

 

 

场景 4 – 空的法庭  

苏珊：我和道格拉斯法官回来了。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提审程序，但是我还想问其

他一些问题。首先，在进行答辩前与律师交谈有什么好处？ 

 

法庭：法律及其细则可能很复杂；而且必须对每个人一视同仁。  没有受过法律

训练的人很难进行自我辩护。州将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律师代表。在任何

可能的情况下，面临州指控的人都应该聘请律师，或者至少与律师交谈，以确定

如何最好地处理他们面临的指控，因为法官不能提供法律援助或建议。 

 

苏珊：  缅因州有很多猎人。定罪对购买或拥有枪支的能力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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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如果你被判犯有某些罪行，你可能会丧失购买、持有或拥有枪支或任何类

型的弹药的权利。  如果拥有枪支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应该询问法官，你面临的

指控是否会导致你丧失这一权利，并且在认罪或选择不抗辩之前应与律师沟通。   

 

苏珊：最后，我们来谈谈罚款。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时候该交罚款吗？如果不交罚

款会怎么样？ 

 

法庭：罚款以及任何必要的附加费用或鉴定费最好在处罚生效当日全额支付。如

果你确实不能在罚款生效的当天全额支付，告诉法官，也许可以提供付款计划。

如果你没有按时缴纳罚款，也没有出庭，法院可能会发出逮捕令，因而导致你从

缅因州获得的任何执照被吊销，包括驾照。 

 

苏珊：听起来按时缴纳罚款或者回到法庭解释无法按时缴纳的原因很重要。 

 

法庭：是的，的确如此。   

 

苏珊：非常感谢您，道格拉斯大法官。 

 

法庭：谢谢您，苏珊。 

场景 5 – 伍德曼法官面对镜头 

法庭：您带着美国和缅因州的法律和宪法保障的重要权利来到法庭。虽然法官可

能会对这些权利提供一些指导和澄清，但法官不能以律师的身份代表您行事，也

不能告诉您应如何行动。再次重申，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担忧，您应该咨询律师。 

 

当您到书记员窗口时，请记住，书记员没有对您提出指控或判刑。书记员只是在

为您的案件做文书工作。请对他们以礼相待。谢谢。法庭现在将休会。 

 

法警：  全体起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