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死亡证明
验尸后，医生将向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递交
一份表格，说明死亡原因，据此正式注册死亡。
您可从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获得死亡证明，
或请殡仪师代为办理。

验尸辅导服务
验尸辅导服务的提供地点在布里斯班昆士兰卫生
法医和科学服务处。经验丰富的辅导师可为正在
由验尸官调查死因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和免费的
心理辅导。辅导师可帮助回答有关验尸程序方面
的问题，并能提供有关本地支持服务的信息。

澳大利亚自杀研究与预防研究所
（AISRAP）
格里菲斯大学通过 AISRAP 研究所从事研究，以
更好地了解自杀行为的性质及促成自杀的因素，
目的是在澳大利亚推广、从事及支持预防自杀的
全面研究行动计划。与自杀死亡有关的任何信息
都对我们了解自杀行为至关重要，让我们能够最
终找到预防方法。这些信息对提高社会对自杀的
关注度以及减少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对自杀存在的
耻辱感很有帮助。

信息收集

昆州验尸官办公室
电话： 3239 6193
本地电话 1300 304 605
传真：3239 0176
电邮：state.coroner@justice.qld.gov.au
网址：www.courts.qld.gov.au/129.htm

GPO Box 1649
Brisbane QLD 4001

警方查询

昆士兰警察服务处会协助 AISRAP 研究所收集这
些信息 ，而 且如 果您 同意 ，您的 授权 将转 发给
AISRAP 的研究人员，如果需要更多信息，他们
可能会联系您。所有提供的个人信息都将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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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警官

警察应该已经在本小册子的前面写上了联系信息。如果没有
写，请联系您本地警察局获得帮助。
在布里斯班
验尸支持小组
电话：3274 9197
法医与科学服务处
(Rank)

(Name)

验尸辅导服务
昆士兰卫生法医与科学服务处
39 Kessels Road
Coopers Plains QLD 4107

电话: 3000 9342
免费电话：1800 449 171
传真：3274 9166
电邮：fss_counsellors@health.qld.gov.au

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
PO Box 15188
City East QLD 4002
电邮: bdm-mail@justice.qld.gov.au

电话: 1300 366 430

自杀研究与预防

(Reg. No.)

(Station)

(Phone No.)

为何警方要参与？
有些死亡案例是一定要由验尸官进行调查的，包
括死因不明、怀疑自杀、在他人照管中死亡、非
自然死亡或暴死。警方要协助验尸官展开调查。

现在会发生什么？

澳大利亚自杀研究与预防研究所（AISRAP） 电话: 3735 3382
网址：www.griffith.edu.au/health/
australian-institute-suicide-research-prevention

警方获知死亡事件后将：
• 确定死亡是否需要验尸官调查。

支持协会
您能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有助于继续进行研究，而
且也将用于制定培训课程，培训在自杀预防领域
工作的人员。

验尸调查和
警方响应

受害人辅导与支持服务

电话: 1300 139 703

凶杀受害人支持小组

电话: 1800 774 744

• 从家人、朋友和证人处获取一些死亡初始信
息，以便向验尸官报告死亡事件。有时，警察
可能需要再次联系家属，为验尸官获得更详细
的信息。

昆士兰 SIDS 与 KIDS

电话: 1300 308 307

• 安排政府签约殡仪师将死者送至停尸房。

自杀生还者丧亡协会

电话: 1300 767 022

• 安排正式确认死者身份。

昆士兰同情之友

电话: 3254 2657

Salvocare

电话: 1300 363 622

生命热线

电话: 131 114

布里斯班 StandBy

电话: 3250 1856/0438 150 180

跨文化精神健康服务

电话: 1800 188 189

布里斯班

电话: 3167 8333

验尸官的职责是什么？
在警方的协助下，验尸官调查死因，查出死者身
份、死亡时间和地点、死亡方式及医学原因。验
尸官还将考虑是否举行调查庭审。验尸官将与家
属商量是否将举行调查庭审。验尸官调查结束后
将提供给家属一份书面结果。

正式身份识别
验尸官要求先正式识别死者身份，然后才可以交
由家属举行葬礼。警方通常将根据熟人的目视识
别来确定死者身份。如果不能识别，则警方可能
采用其他方法，如指纹、牙齿或 DNA 识别。

察看死者
在葬礼上或殡仪馆察看死者与警方所要求的正式
身份识别是不同的。您可通过您选定的殡仪师安
排这种察看。

个人物品
在某些案例中，可能要扣留在死者身上找到的个
人物品 ，直 至调 查结 束。 通常死 者送 至停 尸房
后，受损或玷污的衣物将被销毁。如果您对衣物
或物品的归还有任何疑问或要求，请联系调查警
官。

剖验信息
剖验是对尸体进行的详细的医学检查，要由接受
过专门训练的医生或病理师完成。剖验在死亡后
很快就要进行——通常是第二天，几乎总是在三
个工作 日内 进行 。在 剖验 时，死 者得 到尊 敬对
待，会极力谨慎保持他们的尊严。

在多数案例中，验尸官将要求进行剖验，以查找
死亡原因和方式。验尸官可要求进行尸体外表检
验、部分内部剖验或全部内部剖验。验尸官将根
据案件的情况决定采取什么类型的剖验方式。外
表检验需要对尸体进行目视检察、可能会照 X光，抽取血液及其他体液样本进行测试。

您可以告知警方或联系验尸官办公室。验尸官需
要倾听您的担忧，但是否需要内部剖验的最终决
定是要由验尸官做出的。如果验尸官决定仍然需
要进行内部剖验，则验尸官必须给您一份剖验命
令。您可向最高法庭申请复审验尸官的决定。关
于此问题您可以寻求一些法律建议。

内部剖验需要对尸体的内部器官进行检察。在完
全内部剖验中，胸腔、腹腔和头颅的器官都要取
出检查。部分内部剖验只是检查某些特定器官或
身体部位。

验尸后保留器官和组织

可能提取血液、体液和组织样本用于分析检验。
解剖检验结束时，器官会重新放回体内。然而，
有时医生可能有必要保留整个器官或身体部位，
如大脑或心脏，以便进行进一步详尽的检查和测
试。
内部剖验的优点是可以详细了解死因，包括潜藏
的病情或疾病，这些可能会对家属有用。另外一
点也很重要，即在某些情况下，不进行内部剖验
是无法确定医学死因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
进行内 部剖 验， 则死 亡证 明中死 因一 项将 记为
‘未确定’。
进行剖验的医生或病理师将向验尸官提供一份详
细的报告，如果您想要一份剖验报告，您需要写
写给验尸官。

对内部剖验提出担忧
在命令进行内部剖验前，验尸官必须考虑家属提
出的任 何担 忧。 如果 您对 进行内 部剖 验有 何担
忧，您需要尽快通知验尸官表达您的看法。

通常会保留小块组织样本用于将来检验。在某些
情况下，有必要保留整个器官或身体部位，如大
脑或心脏，以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检验。这些器官
一直要保留到病理师完成了必要的检验。在某些
非常复杂的案例中，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
的时间。
如果需要保留器官的话，家属将有机会表达他们
的观点。验尸官必须考虑家属的担忧，只有在认
为对调查真正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保留器官。
验尸辅导服务处的辅导师会讨论向家属返还器官
或身体部位的安排。家属可决定推迟葬礼，直到
检验结束，或可能决定之后再埋葬或火化这些器
官。

组织葬礼
一旦剖验结束，验尸官认为没有必须再保留尸体
进行进一步检查或检验，则验尸官将签署‘验尸
官命令允许将尸体退还埋葬’，之后才能将尸体
交还家属举行葬礼。尸体通常会交给家属所选择
的殡仪师。
警方必须使用政府签约殡仪师将死者运至停尸房
进行剖验。然而，家属没有责任一定要使用政府
签约殡仪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