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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渔业监管员

你知道吗?
目前，已知鱼类共有

30,000种。其中，超过
5000种来自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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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
无论性别、文化、能力或
年龄如何，钓鱼都是一项
有趣且健康的活动。 

本初学者指南将帮助钓鱼新手找到适合垂
钓的淡水湖泊。 

此外，还将通过对以下内容的介绍，帮助您
计划一次轻松安全的垂钓体验：

•	渔业基本法规

•	渔业监管员的角色

•	安全钓鱼方面的提示 

•	如何穿鱼线、绑钩及打结

•	如何摆弄钓上来的鱼

•	如何处理不想要的鱼

•	如何保持鱼的新鲜度和安全食用性，捕
捉各种鱼类的最佳地点、时间和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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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钓鱼?
钓鱼在很多方面都很有趣。 通过钓鱼，可以
很好地:

•	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美好时光，获得终身
难忘的体验

•	远离电子世界，获得减压和放松 

•	沉浸并享受自然世界，获得各种意外的
发现

•	舒展筋骨，有机会走路、弯腰和伸展身体

•	补充维生素D

•	体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钓鱼的过程，孩子们会学到社会责任和
道德的概念。例如,尊重对待:

•	环境——把垃圾带回家

•	渔业——了解和遵守相关法规

•	垂钓者——彼此不过于靠近

•	鱼类——小心对待，不对其造成不必要
的伤害

•	鱼类种群——向13 FISH 热线(电话：13 
3474)举报非法捕鱼的行为。

垂钓的乐趣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等待鱼儿
上钩，把鱼钓上来。所以，在垂钓的过程中，
我们会学到做事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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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垂钓行程 
与大多数活动一样，适当计划可以让一天行程变得更
加顺利。垂钓所需的基本装备是:   

最新的垂钓须知
 垂钓许可证或豁免证明(详见第23页)

 免费《维多利亚休闲垂钓指南》或免费的Vic Fishing APP 

 免费鱼尺

 
渔具(渔具店可以指导您使用渔具)
 钓竿和卷轴或手钓线(2-4公斤级)

 生物可降解钓鱼线(3公斤承重)

 圆型鱼钩和木虾鱿鱼饵

 非铅质钓鱼坠

 毛巾或手套 
 用手抓鱼时，湿毛巾或手套可以为您提供保护，同时也可保护到鱼。

 带绳子的桶或冷藏箱 
 这是用来保持捕获鱼的冷鲜度和安全食用性(同时也可用作漂浮/救援装置)。

 无结扣的抄网 
 这样就可以把鱼钓上来，避免了对鱼造成伤害

 拔钩器或长尖嘴钳

 渔槌
 这是一种木质或金属工具，头部宽钝，用来快速无痛地把鱼杀死。给鱼眼睛后部的头部一
记重击就可把鱼杀死。 

 锋利的刀(用于切割鱼饵、去除内脏、切断钓鱼线)

 诱饵和冰块
 一旦决定了要去哪里，要钓哪种鱼，就可以去买鱼饵和冰块，这样可以让自带的饮用水、
食物和有幸钓上来的鱼保持冷鲜。

使用#familyfirstbite，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您的垂钓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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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鱼线
•	将钓鱼线先穿过鱼坠，再穿过鱼钩(1)，然
后将鱼坠移到鱼竿的顶端(2)。

•	将钓鱼线穿过钩眼两次，形成一个线圈
(3)。拿起线尾端，绕主线(4)缠绕。

•	拿起钓鱼线的末端，穿过前面做好的线
圈(5)。

•	同时拉动主线和钓鱼线的末端，打成一
个结。修剪多余的线头(6)。

6



近水安全
我们的江河湖海环境优美，我们必须做到保护环境。  
要在钓鱼过程中乐趣满满，轻松安全，请核查以下事项。  

 钓鱼出发前，请查看天气和水体环境预报
 气象局掌握维多利亚州天气和水体环境
的准确信息。如果预报的情况不理想，那
就另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或者推迟您
的垂钓之旅。

 确保有人知道你的行程计划
 务必告诉别人你要去哪里钓鱼，要和谁
一起去，包括他们的手机号码和什么时
候回来。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这个人就
能提供正确的信息，帮助寻找你的下落。
记住，如果改变了计划，要让这个人知
道。 

 务必要和朋友一起去钓鱼——绝对不要
独自去钓鱼 

 找一个能照应您的伙伴。水上或近水(任
何地方)的环境变化都非常快。要相信钓
鱼时有人陪伴，安全就会有所保障

 带上安全装备，让其不离左右 

基本安全装备包括急救箱、冷藏箱/水桶
和绳子、电话、饮用水、防晒霜、帽子和防
滑鞋。

 在码头或垂钓平台上钓鱼 

 这些地方比海滩、河岸或岩石更安全。通
常有其他人在附近可以帮助你。

 不要饮酒

 注意水面情况
  水位高度不可预测，且会迅速发生变化。

如果有人落水:

1.  告诉落水者保持冷静，然后翻动身
体，仰面朝上。 

2.  向其扔一些带绳子的水桶或冷藏箱
之类可漂浮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把他
们拉到安全的地方

3.  呼喊或打电话寻求帮助

4.  不要擅自下水，除非你是训练有素的
救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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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bert Park Lake 

Albert Park Lake湖水量充沛，位于城市近
郊的公园之中。公园占地560公顷，环境绝
佳。该公园周围的道路是三月份墨尔本赛
车大奖赛（Melbourne Grand Prix）的举办
地，也是墨尔本体育和水上中心(Melbourne 
Sports and Aquatic Centre)、大型椭圆形体
育场、各色餐馆的所在地。

可能会钓到：鲤鱼、圆尾麦氏鲈和虹鳟鱼。

附近景点：皇家植物园、墨尔本水族馆、圣基
尔达、菲利普港湾、墨尔本月亮公园、墨尔本
艺术中心。

2
 
Allan’s Flat Dredge Hole 

疏浚洞位于亚肯丹达镇8公里处，是19世纪
晚期被用于开采黄金的溪流的一部分，周围
绿树如茵，坡度从平缓到陡峭，是游泳、划独
木舟、野餐以及钓鱼的好去处。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近景点：肯丹达、Vienna Patisserie Chalet、
薰衣草农场，草莓农场。

3
 
Casey Fields Lake  

Casey Fields位于Cranbourne East，占地76
公顷，由Casey市政府开发，是墨尔本东南部
首屈一指的户外运动地点，运动项目包括钓
鱼。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近景点：Cranbourne植物园、Mayuna农场、	
Springfield Estate的旧式奶酪工厂。

4
 
Cato Lake  

Cato Park位于Stawell的中心地带，为游客
和社区提供了一个风景优美的休闲区。充
满田园诗意的Cato湖周围环绕着公园，公
园内部及周围设有步行道，是全年休闲放
松的好去处。绿草如茵的环境最适合全家
人休息放松。

可能会钓到：鳗鱼和虹鳟鱼

附 近 景 点 ：S t a w e l l金矿、格兰屏国家公
(Grampians National Park)、原住民艺术遗址
(Bunjils Shelter)、費安斯湖(Lake Fyans)。

BBQ

BBQ

垂钓地点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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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bden Lake   

Cobden小镇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发建
立，该地因为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奶牛饲养。
与许多邻近城镇一样，Cobden自然资源丰
富，拥有悠久的殖民历史。Cobden湖环境优
美、绿树成荫，位于市中心，周围环绕着步行
道。在钓鱼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到很多鸟类。

可能会钓到：鳗鱼和虹鳟鱼

附近景点：微型铁路、大洋路、瓦南布尔、
观赏鲸鱼、Camperdown的火山湖、坎贝尔
港、Timboon。

6
 
Devilbend Reservoir

Devilbend水库是莫宁顿半岛最大的内陆水
体，为鸟类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地以及充足的
垂钓机会。渔业部门在该水域投入了大量资
金，包括码头升级和密集鱼类放养计划，但
捕鱼只能在某些地区进行。  

可能会钓到：棕鳟、鲈鱼和虹鳟鱼。

附近景点：菲利普岛自然保护区、考拉保护
区(Koala Sanctuary)、迷你高尔夫球场、摩托
大奖赛赛道，丘吉尔岛。

7  Dunkeld Arboretum Dam 

邓凯尔德植物园是格兰屏国家公园的热门
景点。这里野花盛开、野生动物众多、风景壮
丽。在植物园内钓鱼，您可在等待鱼儿上钩
时观赏刺喙蜂鸟、水禽、笑翠鸟等。因此，如
果您想享受安静的一天，那么邓凯尔德植物
园就是您的理想选择。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景点：格兰屏国家公园

8
 
Eildon Pondage Weir 

Eildon的储水堰是维多利亚州最受家庭欢
迎的钓鱼地点之一。从墨尔本驱车很方便就
可以到达Eildon储水堰，在这里可以捕到超
大鳟鱼(trophy trout)，特别是在Snobs Creek 
hatchery放养种鱼(鱼重达2公斤)的时候。这
种情况发生在每年春季的第一周左右，会给
钓鱼者带来极大的乐趣。

可能会钓到：棕鳟和虹鳟鱼。

附近景点：艾尔登湖国家公园。

BBQ
BBQ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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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merald Park Lake

艾伯特公园是顶级公园和旅游景点，位于丹
顿农山脉的Emerald中心。作为标志性的普芬
比利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该公园提供各
种活动，包括野餐、步行道、划桨船和最重要
的活动——钓鱼。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近景点：普芬比利、Nobelius Heritage公园
和Emerald博物馆。

10  Fosters Dam 

格林罗旺镇(Glenrowan)是1880年抓捕到奈
德·凯利(Ned Kelly)及其团伙的地点。Fosters湖
位于格林罗旺镇中心的北部。由格林罗旺的
站长为了给运输中的牲畜提供饮水而建造，
而该湖也以这位站长命名。该湖泊为大量的
鸟类提供了栖息地，绿树成荫的环境非常适
合野餐或烧烤.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近景点：奈德·凯利博物馆、自行车道、观
鸟、格林罗旺被捕地点、奈德·凯利雕像。

11  Gutheridge Lake 

Lake Guthridge Parklands绿地公园面积超
过35公顷，设有植物园、步行道、原住民艺
术作品和一个当代动物园。另外还有感官
花园、提供充足的座位、一个主要儿童游乐
场、带遮阳的烧烤设施和免费网球场、Lake 
Guthridge绿地公园区，愉快的环境让您享受
悠闲放松的时光。 

可能会钓到：鲤鱼、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景点：九十英里海滩、Macalister River 
Reg iona l公园、Maf f r a、Ba ta l u k文化步
道、Freestone溪和Bluepool。

12
 
Heyfield Racecourse Lake  

曾经是Heyfield赛马场的所在地，Heyfield 
Racecourse湖和湿地现在是多种鸟类和动物
的栖息地。湿地信息中心位于湖的南端，还
设有Neville-Smith Timber Industries展览。用
休闲垂钓许可证收入建立的一个供大众使
用的钓鱼平台。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景点：Glen Maggie湖。

BBQ

BBQ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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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yland Lake 

Hy l a nd湖是一个小型湖泊，周围环绕着
Strzelecki Rangers山脚下的农田。丘吉尔地
区有一个独特的地标，是温斯顿·丘吉尔雪茄
的巨大复制品。雪茄底座附近是纪念砖墙。
上面列出了1960年代迁入该城镇的第一批
家庭的名字。

可能会钓到：鳗鱼、鲤鱼、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景点：Strzelecki山脉。

14  Jubilee LakE, DAYLESFORD   

从几千年前第一批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	
Dja Dja Wurrung人，到淘金热时期的瑞士	
意大利移民和墨尔本世纪之交的度假
者，Daylesford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地
方。Jubilee Lake是隐秘的好地方。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近景点：Daylesford镇和湖泊、Hepburn泉，
步行道、Castlemaine、Hanging Rock、Convent
画廊。 

15  Karkarook Lake  
Karkarook公园绝对会超出您的预想。位于喧
嚣之间的休闲游乐场所。这个占地40公顷
的人造公园是一个静谧的乐园，由如茵的绿
草、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湖泊组成，湖泊周围
遍布当地的植物。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景点：Braeside公园，DFO购物中心，高
尔夫球场。

16  Kennington Reservoir  

在欧洲人定居之前，该地区被传统的土地所
有者称为Jaara Jaara国。1850年至1900年，
由于淘金热，本迪戈(Bendigo)成为世界上最
富有的城市。现在它是一座多元城市，拥有
许多水道，包括Kennington水库。这座湖位于
一个宁静的公园里，周围环绕着丛林。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的景点：历史文化之旅、金矿之旅、咖啡
馆和餐馆、艺术中心、城市电车。 

BBQ

BBQ

BBQ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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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ake Petobe  
瓦南布尔 (War r namboo l )精彩纷呈的帕	
多比湖冒险乐园(Lake Pertobe Adventure 
Playground)是一个适合家庭且全年开放的
景点。这座面积8公顷的冒险乐园是孩子们
的天堂，拥有巨大的滑梯、狐蝠、迷宫和乘船
游览，非常适合全家人享受钓鱼的乐趣。 

可能会钓到：鳗鱼、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的景点：小划桨和摩托艇、有人巡逻的
海滩、中岛和Meriam’s(电影《企鹅小守护》
所在地)，弗拉格斯塔夫海事博物馆(Flagstaff 
maritime museum)和灯光秀、迷你高尔夫球
场、滑板公园、咖啡馆。

18  Lillydale lake  

Lillydale湖是人工湖和湿地区。公园占地超
过100公顷，湖面占地28公顷，水坝堤壁长
440米。19世纪50年代Cashin的面粉厂遗址
位于堤壁的北端。为了吸引垂钓者，渔业部
门专门在该湖放养了大型鱼，是一个适合全
家游玩的景点。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 近 景 点 ：希尔斯维尔野生动物保护区
(Healesville Sanctuary)、火车轨道、博物馆、丹
顿农山脉。 

19  Morwell Lake   
前往Latrobe山谷的中心地区，到莫韦尔探索
维多利亚州的能源中心。您可以参观享有盛
誉的区域艺术画廊和文化中心，步行穿过著
名的玫瑰园，探索包括莫韦尔湖在内的周边
自然景观。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近景点：世纪玫瑰园、Tarra Bulga国家公
园、移民公园和名人墙、Fosters Gully自然徒
步道、高尔夫球场、咖啡馆和餐馆。

20  Pakenham Lake   

Pakenham是墨尔本的一个卫星区，也是通往
吉普斯兰地区的门户。Pakenham湖主要是商
业和住宅中心，拥有风景优美的公共空间，
深受当地人喜爱——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
日子。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

附近景点：烧烤设施、步行道、游乐场、咖
啡馆。 

BBQ

BBQ

BBQ



21  Police Paddocks Dam   
Horsham Police Paddock Reserve保护区是一
个备受欢迎的休闲场所，拥有独一无二、景
色绝佳的公园，还可进行丛林露营。该保护
区是一座岛屿，其独特的自然条件使之在19
世纪成为警察马队休息的场所。

可能会钓到：鲤鱼、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景点：Horsham市、格兰屏国家公园、咖
啡馆和餐馆、游乐场、Little Dessert国家公园、
費安斯湖(Lake Fyans)。

22  St Augustine’s Water hole   

St Augustine’s水洞是一个风景如画、开阔畅快	
的观赏湖，位于吉朗 ( G e e l o n g ) 的
Highton，South Valley路的旁边。这里非常适
合钓鳟鱼，或愉快地散步、抑或只是坐下来
放松一下，观赏美妙的鸟类。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的景点： 咖啡馆、探险公园、吉朗市、酿
酒厂、高尔夫球场。 

23  Tea Tree Lake    

Mortlake坐落在维多利亚州最新活跃的火山
之一的底部，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
早期定居者历史。Mortlake还拥有该地区最
丰富的历史遗产小径(Heritage Trails)。顺着
这条小径走，可以来到20座主要青石建筑
群，这些建筑可追溯到1857年左右。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的景点：游乐场、烧烤设施、瓦南布尔
市、咖啡馆、游泳池(仅夏季开放)、Lake Bolac
湖。

24  Victoria Parks LakeS    

维多利亚州最大的内陆城市巴拉瑞特
(Ballarat)是当代艺术、各种活动、美食和葡萄
酒的中心，拥有悠久的传统。维多利亚湖位
于维多利亚公园，由巴拉瑞特市西侧面积达
130公顷、集户外活动、娱乐休闲为一体的
绿地公园组成。

可能会钓到：虹鳟鱼和河鲈。

附近景点：Lake Wendouree湖、游乐场、疏
芬山、野生动物园、咖啡馆和餐馆、Eureka 
Stockade、艺术画廊。 

钓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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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钓到什么？

棕鳟
请注意：下面概述的棕鳟规则仅适用于本指
南中列出的水域。如果您在其他水域捕钓棕
鳟，例如河流或溪流，请参阅钓鱼指南，因为
可能会有其他限制。	

旺季:六月至九月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5种鲑鱼(棕鳟或虹鳟鱼或两者
兼有)

 
超过35厘米的，每人每天不超过2条。

鱼饵：Power bait鱼饵、蠕虫、玉米。

时间：清晨/傍晚。

地点：

6  8      

鲤鱼
请注意：鲤鱼是有害物种	
(参见以下垂钓须知)

旺季:全年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无要求

鱼饵：玉米、面包。

时间：清晨/傍晚 
 
最容易钓到，但其他时间也可以。

地点： 

1
 

11
 

13
 

21

有害物种不得放回水中。 

        如果捕到鲤鱼，请立即将其杀死并 

妥善处理。不要放在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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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鱼
旺季:全年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10条

鱼饵：面包、蠕虫。

时间：清晨/傍晚 
 
最容易钓到，但其他时间也可以。

其他地点：

4  5  13  17

鲈鱼
旺季:十一月至二月

法定最小尺寸：27厘米 

钓鱼量上限：5

鱼饵：沙虫、小龙虾、小虾、螃蟹。

时间：从黄昏到整个晚上。

地点： 

6
 

请保持鱼的完整，以便渔业监管员测量鱼的尺寸，确保合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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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鲈
旺季:全年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无要求

鱼饵：蠕虫、小龙虾。

时间：清晨/傍晚最容易钓到，但其他时间
也可以。

地点：

7
 

11
 

12
 

13
 

15
 

16

17
 

21
 

22
 

23
 

24

虹鳟鱼
请注意：下面概述的虹鳟鱼规则仅适用于本
指南中列出的水域。如果您在其他水域捕钓
虹鳟鱼，例如河流或溪流，请参阅钓鱼指南，
因为可能会有其他限制。	

旺季:六月至九月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5种鲑鱼(棕鳟或虹鳟鱼或两者
兼有)

超过35厘米的，每人每天不超过2条。

鱼饵：Power bait鱼饵、蠕虫、玉米。

时间和潮汐:清晨/傍晚。

其他地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圆尾麦氏鲈(黄腹鱼)
旺季:十月至十一月

法定最小尺寸：30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5条

鱼饵：蠕虫、小龙虾、小虾。

时间和潮汐:傍晚

地点：

1

法定最小尺寸

在鱼嘴闭合的状态下，从吻的顶端

到尾巴的末端，测量鱼的长度。

钓鱼 19



负责任的垂钓
负责任的垂钓不仅仅意味着遵守钓鱼规定，同时也包
括尊重和爱护鱼类、本地动物、环境、其他水边作业
的人士和渔民。

负责任的垂钓者会关爱:

• 所钓到的鱼: 

	– 从不扔下鱼竿不管

	– 用无结扣的渔网把鱼捞上来

	– 用湿手套或毛巾小心抓鱼

	– 将鱼水平托起，而非将鱼悬在鱼线上 

	– 用拔钩器或长尖嘴钳快速将钩从鱼口
中取出 

	– 如果鱼吞下了鱼钩，尽可能靠近鱼嘴将
鱼线切断

	– 立即辨别鱼的种类

	– 在凉爽潮湿的表面上快速测量鱼的尺
寸，确保鱼的尺寸符合规定

	– 如果可能，快速判定是否想要留下这条
鱼。

• 要释放的鱼: 

	– 用栓绳子的水桶轻轻快速地将鱼放入
水中，减少对鱼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 立即小心地将不想要的鱼放回水中。
请不要放生有害物种，例如鲤鱼。  
(参阅第16页)

• 合法保留的鱼： 

	– 用第5页所描述的方法，用渔槌迅速把
鱼杀死

	– 把鱼放在冰块上，以保证鱼的安全食用
性。

• 渔业资源： 

	– 总是遵守规则

	– 向13 FISH 热线(电话：13 3474)举报非
法捕鱼的行为

	– 尊重那些帮助人们理解和执行法规的
渔业监管员。

• 钓鱼地点： 

	– 保持该区域清洁，将垃圾带回家，包括
剩余的鱼饵和任何鱼废料

	– 使用环保渔具

	– 礼貌地与其他人分享空间，包括其他垂
钓者、游泳者和浮潜者。

20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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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垂钓法规
维 多 利 亚 州 有 许 多 与 休 闲 钓 鱼 相 关 的 法 规 。  
本初学者指南并未涵盖所有内容。有关所有垂钓
法规的信息，请在网上搜索“维多利亚州休闲钓
鱼指南”或下载免费的“Vic Fishing”应用程序。
为什么设立垂钓法规？ 

垂钓法规可保证我们在现在和将来都有
鱼可捕。垂钓法规可确保：

•	保障鱼类种群数量，方式有：

 –  不过度钓鱼

 –  将幼小的小鱼放回水中，以便它们
能够生长和繁殖

 –  将体型较大、繁殖力最好的鱼放回
水中

 –  在特定区域和特定时间停止捕鱼作
业，以保护鱼类资源。

•	分配钓鱼比例：

 –  指定一个人每天可钓的数量

	– 指定一个人可使用钓鱼设备的类型
和数量。

•	发展渔业：

	– 向垂钓者发放许可证，并利用这笔
钱改善设施、鱼类种群和垂钓体验。

垂钓规则可保护鱼类种群所有的鱼类都
是不同的，所以需要针对不同的鱼、不同
的地方设立不同的法规。

我是否需要钓鱼许可证？
一般来说，年龄在18岁以上、70岁以下
在维多利亚州钓鱼，则需要钓鱼许可证，
即使只是在帮助孩子钓鱼的大人，也需
要钓鱼许可证。

有些人可豁免钓鱼许可证。请在线搜索
豁免情况列表。 

在哪里可以购买钓鱼许可证？
钓鱼许可证可在网上购买(搜索维多利
亚州休闲钓鱼许可证)。你也可以在大多
数渔具店买到。

一般可购买3天、28天、1年和3年的钓鱼
许可证。

从钓鱼许可证中获得的收入用于改善休
闲渔业。 

22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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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法规有哪些?
基本垂钓法规
如果去本手册列出的地方钓鱼，则需知道以
下规则:

1. 法定尺寸

 可合法保留最小(最小合法尺寸)和最大	
(最大合法尺寸)的鱼。超出法定尺寸范围
的鱼必须立即无伤害地放回水中。

	 必须快速核查鱼的法定尺寸。在鱼嘴闭合
的状态下，从吻的顶端到尾巴的末端，测
量鱼的长度。想要保留的鱼应该立即杀死
并放在冰上。

2.  钓鱼量上限

 一天内捕获某种符合尺寸规定的鱼的最
大数量。 

3.  放生不想要的鱼

 除了鲤鱼等有害物种外，对于其他不想要
的鱼，请立即放回水中，不要对其造成任
何进一步的伤害。不要把有害物种活着放
回水中(见第16页)。

4.  合法钓鱼设备

 每个钓鱼者都可以有： 

•	两个钓竿，两个鱼钩，在指定河流和湖
泊(内陆水域)中钓鱼

•	四根钓竿，两个鱼钩，在指定海域钓鱼。

•	当钓竿在水里时，钓鱼者不得弃竿离
开。

5.钓鱼时不要把鱼切成鱼片

 然而，你可以将死鱼的内脏取出并刮掉鱼
鳞。

如果您在本初学者指南中未提及的区域
钓鱼，您还需要核查您: 

• 没 有在受限制的淡水区，如S e v e n s 
creek、Goulburn River、Ryan's Creek和
民用给水库等地钓鱼

• 没有在海洋国家公园或保护区钓鱼

• 没有在潮间带保护区域(禁止捕捉某些
类型的鱼)钓鱼

• 没有在禁渔季节钓鱼。

所有的钓鱼法规都可以在《维多利亚州休闲
钓鱼指南》和Vic Fishing APP中找到。

从哪里获得正确的信息
始终获得最新的信息，为保护渔业出一份
力：

•	下载免费的Vic Fishing App或通过拨打13 
61 86获得免费的纸质版《维多利亚州休
闲钓鱼指南》 

•	《维多利亚州休闲钓鱼指南》也可在维多
利亚州的任何渔业办公室和大多数鱼饵
和渔具商店找到。

违反垂钓法规会导致巨额罚款和其他严重
后果。

法定最小尺寸

了解最新信息 
在此下载免费的	
Vic Fishing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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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监管员
渔业监管员的主要职责是帮助人们在规则范围内钓鱼。  

怎样才能识别渔业监管员？
渔业监管员通常穿着深蓝色制服，制服上会
显示官员的姓名和头衔。 

有时，渔业监管员不会穿制服。如果渔业监
管员没有穿制服，那么当找上你的时候，一
定会出示官方证件。

当渔业监管员接近我时，会发生什么？
渔业监管员可:  

•	向您提供关于渔业的教育材料和信息 

•	要求您出示当前的钓鱼许可证或者豁免
证明和驾驶执照

•	要求查看您的包、钓鱼设备、冷藏箱、容
器、车辆和/或船只 

•	测量并清点您钓到的鱼，检查是否符合尺
寸和数量的限制。

渔业监管员有什么权力？
根据法律，渔业监管员可以:

•	拦下任何船只或车辆进行检查  

•	询问您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	搜查任何设备，如篮子、冷藏箱或其他容器 

•	"当场"签发罚单(违规通知单)

•	没收全部所钓的鱼以及任何可能被用于
违规行为的渔具或车辆和船只等其他设
备。

•	逮捕涉嫌触犯法规的人。

渔业监管员还有权执行与以下方面有关的
法律：

•	垃圾、海上安全和保护区。

如果我被抓到违反渔业规定会怎样？
根据1995年《渔业法》，渔业监管员拥有
广泛的逮捕、搜查和扣押权力。 

如果被裁定做错了事情，或者被认定犯了
罪，渔业监管员将:

•	解释所指控罪行的性质 

•	要求提供全名和家庭住址，您必须配合。 

•	要求您参加面谈 

•	如果任何所钓的鱼、财产或证件被扣押，
则会向您出具收据 

•	告诉您可能的处理结果。



举报非法捕鱼 
如果您看到或认为有人违反了
渔业法规，请离开现场，拨打		
13 FISH (13 3474)。

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包括:

•	时间和日期	

•	地点

•	汽车或船只牌照号	

•	涉及的人数

•	他们都在做什么。

您提供的信息非常有价值，我
们会严格保密。您的信息有助
于我们规划巡逻和其他执法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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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维多利亚州渔业管理局。

除了任何徽标、标志、商标、图案和照片外，本手册均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4.0 澳大利亚(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Australia)授权提供。欲查看本许可证，请访问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可及性
如果您想以另一种格式收到本出版物，请致电客户服务中心136 186，向improving.fishing@vfa.vic.gov.au发
送电子邮件，或拨打133 677或www.relayservice.gov.au联系国家中继服务中心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可能对您有所帮助，但维多利亚州及其员工并不保证本出版物没有任何瑕疵或完全适合您的特定
目的，因此，对于您依赖本出版物中的任何信息可能导致的任何错误、损失或其他后果，我们不承担任何责
任。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136 186客户服务中心或访问www.vfa.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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