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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赌所产生的问题

掌控一切



嗜赌 - 常见法律与财务问题解答

这是一本由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 (NCPG) 与新加坡律师公会的义务律师事务所 
(Pro Bono Services Office) 合作出版的简易指南, 目的是要为嗜赌可能产生的常
见法律与财务问题提供解答。

第一部分：如何处理赌博问题 01
 • 嗜赌可能产生的一般性问题

•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第二部分：如何处理债务问题 05
 • 应对未偿还债务的方法

• 当您因欠债而被起诉时可能会面对的情况

第三部分：如何处理离婚问题 08
 • 申请离婚时可能会面对的情况

• 离婚时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

第四部分: 援助资源 11
 • 面临嗜赌所产生的法律、财务/或情绪问题时应向谁求助

如果面临任何与赌博有关的问题, 我们鼓励您:
 • 寻求家人或朋友的情绪支持; 及/或

• 拨打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援助热线 1800-6-668-668。

这本简易指南旨在提供一般性的法律与财务信息, 并不能取代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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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赌博问题

第一部分:

1. 如果家里有人嗜赌我该怎么办?
鼓励家人寻求协助。拨打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援助热线 1800-6-668-668
或参阅本手册的第四部分：援助资源资源所提供的名单。

面临赌场相关的赌博问题时
您可申请禁止您的家人进入本地赌场或限制您家人每个月能造访赌场的次数。
请向以下机构提出申请:

励盛精神专科诊所
电话 : 6397 7300
地址 : 10 Sinaran Dr, #10-03       

 Singapore 307506
网站 : http://resilienz.com.sg
电邮 : enquiry@resilienz.com.sg

您也可以鼓励家人申请禁止进入赌场的自愿禁门令。您的家人可使用他们的
电子政府密码 (SingPass) 登陆NCPG 网站申请。

请拨打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援助热线或造访 www.ncpg.org.sg 索取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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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如何处理赌博问题

2. 我该如何保护我的资产不被嗜赌者波及?
您可以采取一些立即措施来支配您的资产:

 • 妥善记录您的所有资产并保存完整的财务日志, 如资产、捐献、赠礼、帐单、
购买收据等;

 • 将诸如房契、结婚证书、出生证明及税务号码等文件复印下来并存放在安
全的地方;

 • 不要在任何您不了解或不准备支付的单据上签名;

 • 不要替嗜赌者承担债务, 或借钱给嗜赌者;

 • 确保你是你名下银行户口的唯一持有者。取消所有其他和嗜赌者联名的
银行户口和信用卡等。所有的取消须取得书面证明;

 • 限制嗜赌者对家庭的收入和资产的使用权;

您也可以:
 • 鼓励嗜赌者通知信贷机构他们不想再借钱了; 以及

• 警惕家人和朋友不要借钱给嗜赌者。

面临非赌场赌博场所相关的赌博问题时
您可以鼓励家人申请禁止他们自己进入非赌场赌博场所。您的家人可使用他们
的电子政府密码(SingPass) 登陆NCPG 网站申请。

请造访 www.ncpg.org.sg 以获取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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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及其他家人远离家暴威胁?
嗜赌有时可能会产生家暴问题。如果您正在经历家暴，您可以亲
自前往家事司法法庭申请:

 • 个人保护令 
法庭将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受暴者或可能遭受家庭暴力而需 
保护的潜在受暴者核发个人保护令。在核发保护令之前, 法
庭会先听取双方提出的证据和证词再做出裁决。

 • 急速处理令  
急速处理令是临时性紧急法庭命令, 只有在法庭认为家庭成
员面临立即性的人身伤害危险时才会核发。急速处理令从
核发日起生效, 效力可维持 28 天或直到第一次开庭为止, 以
较早者为准。

 
 • 家庭驱逐令 

如果家庭暴力实施者因为伤害或威胁您而违反了个人保护
令, 法庭可对家庭暴力实施者发出家庭驱逐令以阻止其进入
家庭居所。

 • 强制辅导令  
法庭可核发强制辅导令, 命令家庭暴力实施者寻求协助。

欲知家事司法法庭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四部分: 其他社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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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应该如何应对高利贷业者的骚扰?

以下为各种更有效管理金钱以恢复财务稳定性的方法:
 • 将财务控制权 (如支付家庭开支帐单) 交给一个不赌博者;

 • 拟定开销计划; 以及

• 订立债务偿还计划并避免破产。

欲知上述方法的详细信息, 请联系新加坡信贷辅导协会 (CCS) (请
参阅第四部分: 财务问题)。

4. 作为一个嗜赌者,我应该如何恢复并维持财务稳定性?

如果遭到高利贷业者或放债人骚扰时, 您应该立刻到最近的邻里警
局报案, 或在需要紧急协助时拨打 '999'。警方将对高利贷业者的
骚扰案件展开调查。您也可以考虑在住所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以防止骚扰, 并将画面提供给警方以协助办案。

您绝对不能将个人银行帐户或银行 ATM 卡借给高利贷业者使
用。如因协助高利贷活动被逮捕, 您可能会被判罚款、入狱及/或
鞭刑。

第一部分: 如何处理赌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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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债务问题

第二部分:

1. 我该如何保护我的资产, 避免被嗜赌者的债权人拿去

还债?
除非您了解您所签的文件, 您不应在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上签名。

一般而言, 只要资产是登记在您个人的名下或您没有替欠债的家人作担保, 嗜赌者

的债权人将无法扣押您的资产。如果您的财产因为家人的欠债而被债权人查封,

您可以向法院申请解除查封。您必须出示文件来证明遭查封物品属于您。

2. 如果我有债务时该怎么办？

如果您需要借贷, 应使用合法渠道如通过银行、合法放债人的借贷服务。不要向

非法放债人借款来偿还债务。

在借款前, 您应该留意重要细节如利率、迟还罚金、偿还时间表和其他合同条款。

欲索取合法贷款公司的名单, 请联络贷款公司注册局或浏览他们的网站

https://www. mlaw.gov.sg/content/rom/en.html。

若您无法解决债务, 您有以下选择:

• 直接协商
您可以直接与债权人联络, 向其说明您的财务困境并提出下列

要求:
• 合理的债务分期偿还计划;

• 债务折扣; 以及

• 债务偿还展期 (以清算资产或寻求其他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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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愿偿债安排
如果您有一个以上的债权人, 您可以委托合格的专业人员, 如律
师或会计师, 协助您与债权人进行协商。

• 债务管理计划
如果您与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存有无担保债务, 例如信用卡债
务、医药帐单、水电帐单及任何其他类型的贷款或信贷, 您可
以寻求信贷辅导协会 (CCS) 的协助 (请参阅第四部分: 财务问
题)。

在进行免费的债务管理信息咨商及一对一财务辅导之后, 信贷 
辅 导 协 会 将 评 估 您 的 情 况 是 否 适 合 参 与 债 务 管 理 计 划 
("DMP")。债务管理计划是一项由欠债人提交给债权人审核
并批准的自愿债务偿还计划。如果您的情况适合, 信贷辅导协
会将协助您拟定债务管理计划。

• 债务偿还计划

债务偿还计划 ("DRS") 可用于协助欠债人避免破产, 亦可用于
协助债权人收回欠款。债务偿还计划是由产业处理局管理
的一项分期还款计划, 主要用于协助您偿还债务。此计划的
最长偿还期限为五年。

您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才能参加债务偿还计划:
• 负债金额不可超过 $100,000;

• 您是受薪雇员并且有稳定的月收入;

• 您在过去五年内没有破产记录;

• 您在过去五年内没有接受法院债务安排 (如债务偿还计
划) 的记录; 以及

• 您不是公司的独资经营者、合伙公司的合伙人或有限责
任合伙公司的合伙人。

第二部分: 如何处理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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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处理局

电话 : 1800 2255 529

地址 : 45 Maxwell Road
#07-11 The URA Centre (East Wing)
Singapore 069118

网站 : https://www.mlaw.gov.sg/content/io/en.html

电邮 : oneminlaw@mlaw.gov.sg

3. 如果我因欠债而被起诉时会发生什么事?

 • 破产
提出破产申请应当是最后手段。破产后，破产者仍须要偿还
债务。另外，破产者将面临一些限制。例如，不能在未经破
产清算人的批准的情形下出国。破产者也将较难取得贷款。
欲知详情，请联系产业处理局。

如果您有欠债, 并且未能在约定日期前全额清偿债务, 债权人可以到法院控告
您。如果债权人赢得胜诉, 法院将会命令您在指定日期前偿还欠债。

如果您不遵从法院命令, 债权人可以通过一项称为 "查封与变卖令"的法律程序
查封您的资产和私人财物(如电视、电脑等)。被债权人查封的资产和私人财
物将被变卖, 变卖所得将用于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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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婚的法律条件是什么?

2. 离婚时我名下的政府组屋及其他资产会被如何处置?
组屋是否为婚姻资产必须由法院裁决, 而不是根据组屋的所有权决
定。如果政府组屋是婚姻资产, 法院将裁决双方各自份额并核发必
要的法院命令。法院可以下令配偶将其组屋份额转让给您, 或下令
卖掉组屋并将卖屋所得按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您必须结婚满三年才能提出离婚呈请。为能顺利提出离婚呈请，
您必须证明您有下列其中一项情形:

 • 配偶的行为令您无法合理期望可与他/她共同生活;

 • 配偶有通奸 / 外遇行为, 令您认为无法忍受与他/她共同
生活;

 • 配偶遗弃家庭 2 年以上;

 • 您与配偶已分居 3 年以上, 而他/她也同意离婚；或

• 您与配偶已分居 4 年以上但您的配偶不同意离婚。

如何处理离婚问题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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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将裁决财产的所有人及其份额比例, 其方法与裁决未婚双方之
间的财产争端相同。法院将考虑:

 • 双方各自的直接财务贡献, 例如薪资所得;

 • 子女的需求;

 • 双方各自对家庭福祉的非财务贡献, 包括照顾家庭及家人;

 • 双方针对离婚后的婚姻资产划分所达成的任何协议。

法院将根据您的个案情况做出公正的份额裁决。

3. 法院将如何裁决资产的所有人及份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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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向家事司法法庭提出赡养费申请:

 • 为您孩子申请, 如果您的配偶疏忽或拒绝为子女提供合理的赡养费。
*孩子应该年满 21 岁及以上。但若年满 21 岁的子女在经济上仍无
法独立, 则申请年龄可以展延。这包括仍在服兵役的子女、仍在就学
中的子女及患有残疾的子女。

• 为您自己申请, 如果您的先生疏忽或拒绝为您提供合理的赡养费。

*丧失能力的先生可以向疏忽或拒绝提供合理赡养费的妻子申请赡
养费。妻子可以在婚后的任何时间点提出赡养费申请。

4. 如果我先生不供养家庭时我该怎么办?

您在法庭上必须出具的文件包括:

 • 每月个人开支清单及子女开支清单;
 • 家庭、个人及子女的开支收据;
 • 薪资单;
 • 所得税申报表;
 • 债务证明文件;
 • 任何其他与双方有关的文件证明。

欲知家事司法法庭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四部分: 其他社区资源。

第三部分: 如何处理离婚问题

Melmin
Highlight

Melmin
Highlight

Melmin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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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资源

法律协助: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2

电话 
地址 

: 1800 777 5555 (星期一 - 星期五下午3时 - 晚上9时30分)
 : 5 Dover Crescent

#01-22
Singapore 130005

网站 : http://www.aware.org.sg/
电邮 : aware@aware.org.sg

社区司法中心
电话 : 6557 4100
地址 : 1 Havelock Square

Level 1 State Courts Complex
 Singapore 059724

网站 : www.cjc.org.sg
电邮 : help@cjc.org.sg

法律援助局
电话 : 1800 2255 529
地址 : 45 Maxwell Road

#07-11 The URA Centre (East Wing)
 Singapore 069118

网站 : https://www.mlaw.gov.sg/content/lab/en.html
电邮 : oneminlaw@mlaw.gov.sg

2 为女性所提供的服务。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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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援助资源

您也可以洽询附近的民众俱乐部，它们可能也有提供定期的法律咨询服务。

新加坡女律师协会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电话 : 6837 0611
地址 : 96 Waterloo Street

SCWO Centre
 Singapore 187967

网站 : http://www.sawl.org.sg/
电邮 : info@sawl.org.sg

社区法律咨询 (由新加坡律师公会义务律师事务所管理）
电话 : 6536 0650
网站 : http://probono.lawsociety.org.sg/Help-for-Public/personal 

-legal-issue/CommunityLegalClinic/
电邮 : ProBonoServices@lawso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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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问题:

新加坡信贷资料中心
电话 : 6565 6363
地址 : 2 Shenton Way

#20-02 SGX Centre 1
 Singapore 068804

网站 : http://www.creditbureau.com.sg/
电邮 : consumer_services@creditbureau.com.sg

新加坡信贷辅导协会
电话 : 6225 5227
地址 : 210 Middle Road

#05-04 Singapore Pools Building
 Singapore 188994

网站 : http://www.ccs.org.sg/
电邮 : enquiry@ccs.org.sg

益博睿信息服务公司

电话 
地址 

网站 

: 6320 1900
: 10 Kallang Avenue

#14-18 Aperia Tower 2
 Singapore 339510
: http://www.experian.com.sg

电邮 : support@experiandirect.com

反阿窿X计划
联络电话 : 1800 924 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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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援助资源

电话 

地址 

网站 

: 8428 6377
: 18 Arumugam Road

#05-01 Antioch@MacPherson 
 Singapore 409962
: http://www.bgss.org.sg

樟宜综合医院 （心理医药中心）

电话 

地址 

网站 

: 6850 3333 (会诊需要预约) 
: 2 Simei Street 3
 Singapore 529889
: http://www.cgh.com.sg

湖畔家庭服务中心

电话 : 6265 6522

地址 : 21 Yung Ho Road
#03-01 Taman Jurong Centre , The Agape

 Singapore 618593
网站 : http://www.lakeside.org.sg/

电邮 : lfstj@lakeside.org.sg

嗜赌协助机构:

兴起社区关怀
电话     ：6909 0628
地址     ：5 Harper Road

#02-01A

    Singapore 369673
网站     ： arise2care.sg
电邮     ： admin@arise2care.sg

蒙恩戒赌中心

亚杜兰生命辅导中心 

电话 
地址 

网站 

: 6659 7844 (星期一至五 10am - 6pm)
: 151 Chin Swee Road
  #08-04 Manhattan House
  Singapore 169876 
: http://adullam.org.sg  
:  admin@adullam.org.sg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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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成瘾治疗服务
戒瘾援助热线 : 6-RECOVER (6-7326837)
询问热线 : 6389 2000
预约热线 : 6389 2200
地址 : 万国青健保园

10号，万国景
 新加坡邮区 539747

网站 : www.nams.sg
电邮 : nams@imh.com.sg
预约电邮 : imh_appt@imh.com.sg

一望中心
电话 : 6547 1011
地址 : 8 New Industrial Road

#04-04B LHK3 Building
 Singapore 536200

网站 : onehopecentre.org/
电邮 : help@onehopecentre.org

太和观家和中心
电话 
地址 

网站 
电邮 

: 6747 7514
: 37 Circuit Road

#02-455 
   Singapore 370037
: http://www.thkmc.org.sg 

: cfh@thkmc.org.sg

励盛精神专科诊所
电话        ：6397 7300
地址        ：10 Sinaran Drive

     #10-03 Novena Medical Centre
     Singapore 307506

网站        ：http://www.resilienz.com.sg/services/resilienz-clinic
电邮        ：appointment@resilienz.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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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援助资源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 (NCPG)
电话 
地址 

网站 
电邮 

: 1800-6-668-668 (8am- 11pm) 
: 510 Thomson Road

#05-01 SLF Building
 Singapore 298135
: www.ncpg.org.sg
: admin@ncpg.org.sg

晨曦社区关怀
电话 : 6749 0400
地址 : 11 Playfair Road

 Singapore 367986
网站 : http://www.silver-lining-community.weebly.com/
电邮 : admin@silver-lining.org

WE CARE 社会服务中心
电话 
地址 

网站 
电邮 

: 3165 8017

: 11 Jalan Ubi, Block 5
#01-41 Kembangan-Chai Chee Community Hub 

 Singapore 409074
: http://www.wecare.org.sg/
: admin@wecare.org.sg / help@weca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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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区资源:

家事司法法庭
电话 : 6435 5110
地址 : 3 Havelock Square

 Singapore 059725
网站 : http://www.familyjusticecourts.gov.sg/
电邮 : FJCourts_QSM@fjcourts.gov.sg

家庭服务中心
家庭服务中心 (FSC) 是设立在社区中的重要社会服务联络据点，专为有需要的家
庭提供服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MSF) 的网站提供了新加坡FSC 的完整名单。

网站:
http://app.msf.gov.sg/Policies/Strong-and-Stable-Families/Supporting-
Families/Family-Service-Centres

社会服务中心
社会服务中心（SSO）的宗旨是为有需要的组屋区居民提供服务。这些中心将会
提供更便捷的社会援助，包括邻近和综合化的社会服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网站
提供了完整的新加坡SSO 名单。

网站：
http://app.msf.gov.sg/Press-Room/Social-Service-Offices-to-be-set-up-in-
HDB-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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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1800-221 4444
地址 : Block 10 Cantonment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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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 sos.org.sg /
https://www.sos.org.sg/contact-us/enquiries (查询) / 
https://www.sos.org.sg/contact-us/feedback (意见反馈)

电邮 : pat@sos.org.sg

3 自杀防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