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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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港
湾（Port Phillip Bay）找到适合垂钓的好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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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捕捉各种鱼的最佳地点、时间和鱼饵

使用#familyfirstbite，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您的垂钓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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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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线(3公斤承重)

 鱼钩和木虾鱿鱼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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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选购环保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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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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回
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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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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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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won River Mouth Bridge

Cunningham 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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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ona pier

在这座建于1888年、全长400米木墩码头的
尽头就是菲利普港湾三个近岸钓鱼礁之一。
这些人工钓鱼礁距离码头尽头仅40至65
米，为鲷鱼和鲬鱼等鱼类创造了绝佳的栖息
环境。

可能会钓到：鲷鱼、鲬鱼和鱿鱼。

附近景点：科学展览中心 (Scienceworks)、 
颚 骨 海 洋 保 护 区（Jawbone Marine 
Sanctuary）、Glow Golf 迷你高尔夫球场、  
墨尔本海港新区。

2
 
Barwon River mouth BRIDGE

风景宜人的度假小镇巴旺海德（Ba rwon 
Heads）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拥有平缓的河
口、多岩海岬和面积广阔的海滩。河口和大
桥的景色静谧宜人，为垂钓新手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钓鱼体验。

可能会钓到：鳊鱼、乔治王鳕鱼、黄眼鲻鱼、
大象鱼。

附近景点：Queenscliff历史悠久的铁路、众多
步道和自行车道，包括柏拉连铁路（Bellarine 
Rail Trail）、巴望崖海洋保护区（Barwon Bluff 
Marine Sanctuary）、吉拉林加考拉和野生
动物保护区（Jirrahlinga Koala and Wildlife 
Sanctuary）。

3
 
Cunningham pier

这座标志性的19世纪50年代码头位于吉朗
中部，是吉朗海滨区的一部分。该区在20世
纪90年代进行了重新开发。该区为家庭垂钓
的理想选择。 

可能会钓到：鲷鱼、澳大利亚鲑鱼、乔治王鳕
鱼、银鲹。

附近景点： 旋转木马、商店、冒险乐园、各色
餐馆。
提示：您可驾车来此码头，并在附近钓鱼。但
要注意的是，该码头是私人码头，对钓鱼的
时间有所限制。

4  frankston PIER

建造于1857年的弗兰克斯顿码头（Frankston 
P i e r）一直是垂钓者的热门目的地。  
这里一年到头都可以捕到各种各样的鱼。码
头附近的人工近岸岛礁改善了多个物种的
栖息环境。

可能会钓到：腭针鱼、澳大利亚三文鱼、鲷
鱼、鲬鱼、银鲹。

附近景点：“视线”航海雕塑、弗兰克斯顿周日
集市、表演艺术中心。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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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地点

BBQ

BBQ

BBQ

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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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rdialloc pier

这座修长的码头位于Mordialloc的海滩路
（Beach Road）之上，为垂钓者提供一系列
绝佳的垂钓选择。默迪洛克溪流（Mordialloc 
Creek）沿该码头流入海湾，也为垂钓者提供
了钓鱼的好机会。请注意，如果决定在河里
钓鱼，只可使用两根鱼线。(参见第23页)

可能会钓到：鳊鱼、澳大利亚三文鱼、黄眼鲻
鱼、鲷鱼。

附近景点：默迪洛克滑冰中心（Mordialloc 
Skating Centre）。

BBQ

HIRE

6
 
Mornington Pier

风景如画的莫宁顿码头（Mornington Pier）也
是一个船港防波堤，全年提供优质的钓鱼体
验，夏天和秋天是最好的垂钓季节。莫宁顿
以其乡村氛围和美丽的海滩闻名。这里也是
可能有意外收获的好地方。

可能会钓到：鱿鱼、澳大利亚三文鱼、鲷鱼、
鲬鱼、银鲹、乔治王鳕鱼、剥皮鱼、腭针鱼和
黄尾鰤。

附近景点：咖啡馆、购物、电影院。

BBQ

7  Port arlington Pier

阿灵顿港码头（Port arlington Pier）静谧祥和，
为垂钓者提供绝佳的钓鱼机会。在等待鱼儿
上钩的同时，可将科里欧湾(Corio Bay)和墨
尔本天际线的全景尽收眼底。 

可能会钓到：鲷鱼、乔治王鳕鱼、鲬鱼。

附近景点：波塔灵顿湾畔微型铁路、咖啡馆、
安全的游泳海滩、码头渡轮

BBQ

8
 
Portsea Pier

波特西（Portsea）位于一片只有两公里宽的
狭长陆地上，北面是菲利普港湾平静的水
域，南面是巴斯海峡（Bass Strait）崎岖的冲浪
海滩。波特西码头（Portsea Pier）从隐蔽的海
湾伸出来，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在休闲
垂钓的同时，还可欣赏海湾醉人的景色。此
外，还可穿上潜水装备，对水下世界一探究
竟。

可能会钓到：鲷鱼、鱿鱼。

附近景点：内皮恩角国家公园（Point Nepean 
National Park）、与海豚和海豹一起游泳、发
现名人、潜水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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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ueenscliff Jetty

女皇崖辖区（Borough of Queenscliff）让人叹
为观止，周遭美景让人一见倾心。Queenscliff
的历史是由渔船和帆船船队书写的，这些船
过去在这个历史性的码头进出海港。该码头
很适合休闲垂钓。

可能会钓到：澳大利亚三文鱼、鲷鱼和鳕鱼。

附近景点：往来Queenscl i f f和Sorrento的
渡轮、海事博物馆、朗斯代尔点灯塔（Point 
Lonsdale Lighthouse）、Queenscliff历史性铁路。

BBQ

10  Rye Pier 

海滨小镇拉伊（Rye）位于莫宁顿半岛著名的
度假胜地，坐落在Rosebud和Blairgowrie之
间。拉伊镇的主要海滩，面向菲利普港湾，沙
滩迷人且安全，是游泳和划船的理想场所。
这里拥有一个码头以及引人入胜的海滨设
施。

可能会钓到：三文鱼、鱿鱼、鲬鱼、剥皮鱼和
鳕鱼。

附近景点：仲夏嘉年华、半岛温泉、酒
庄、Gunnamatta骑马场、高尔夫球场、步道。

 

11
 
st kilda pier

一群小企鹅在这个美丽的码头和圣基尔达
阁安家。圣基尔达码头（St Kilda Pier）这个历
史性地标建于1853年。随后，在1904年又
建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圣基尔达阁(St Kilda 
Pier Kiosk)。这里也是一个绝佳的钓鱼场所。

可能会钓到：鲷鱼、鲬鱼、鱿鱼。

附近景点：露娜公园（Luna Park）、圣基尔达植
物园、菲茨罗伊购物街。

BBQ

12  Werribee south beach

谈到Werribee，人们一般不会想到宜人的白
色海滩、大片的草地和绝佳的钓鱼场所，但
这正是Werribee所具备的，就坐落在市场花
园之中。在码头就可以钓到鱼。

可能会钓到：鳊鱼、澳大利亚三文鱼、黄眼鲻
鱼、鲷鱼。

附近景点：威勒比野生动物园 (Wer r ibee 
Open Range Zoo)、威勒比庄园（Werribee 
Mansion）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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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钓到什么？

澳大利亚三文鱼
旺季:三月至九月

法定最小尺寸：21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20条

鱼饵：沙丁鱼、银鱼、花蛤、鱿鱼。

时间和潮汐:上午或傍晚。  
涨潮前后几个小时。

地点：

3
 

4
 

5
 

6
 

9
 

10
 

12

鳊鱼
旺季:六月至十一月

法定最小尺寸：28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10条 
(必须整条保存——参见第16页垂钓须知)

鱼饵：小龙虾（Bass yabbies）、沙虫、虾、
贻贝。

时间和潮汐:上午或傍晚。  
涨潮前后几个小时。

地点： 

1
 

2
 

5
 

12

法定最小尺寸

在鱼嘴闭合的状态下，从吻的顶端

直至尾巴的末端测量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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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鱼
旺季:三月至五月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1条 
(必须整条保存——参见第16页垂钓须知)  

鱼饵：沙丁鱼、鱿鱼、鱼块。

时间和潮汐:整天都可钓到涨潮前后几个
小时。

地点：

2

大象鱼实际上是鲨鱼的一种。 

鲨鱼和有鳍鱼的测量方法不同。 

必须从最后面的鳃缝到尾鳍底进行测量 

法定最小尺寸

鱼 甬鱼
旺季:十月至次年三月

法定最小尺寸：27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20条 

鱼饵：沙丁鱼、银鱼、虾、鱿鱼。

时间和潮汐:整天都可钓到涨潮前后几个
小时。

地点：

4
 

6
 

7
 

10
 

11
 

12

都会钓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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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王鳕鱼
旺季: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法定最小尺寸：27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20条 
(必须整条保存——参见第16页垂钓须知) 

鱼饵：花蛤、贻贝、小龙虾（bass yabbies）、
鱿鱼。

时间和潮汐:上午或傍晚。 
涨潮前后几个小时。

其他地点：

2
 

3
 

6
 

7
 

9
 

10

腭针鱼
旺季:十一月至次年七月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40条 

鱼饵：花蛤、虾或任何鱼肉。

时间和潮汐:整天都可钓到涨潮时。

其他地点：

4
 

6



都会钓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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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皮鱼
旺季:全年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20条 

鱼饵：小块的花蛤或鱿鱼。

时间和潮汐:整天都可钓到受潮汐影响不大

其他地点：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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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鱼 参 
旺季:十月至次年五月

法定最小尺寸：20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20条 

鱼饵：沙丁鱼、银鱼、花蛤、鱿鱼。

时间和潮汐:上午或傍晚。  
涨潮前后几个小时。

其他地点：

3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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鲷鱼
旺季:十月至次年五月

法定最小尺寸：28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10条  
其中超过40厘米的鱼不可超过三条，必须整鱼
保存（无论死活）——见16页垂钓须知)

鱼饵：沙丁鱼、银鮻、银鱼、鱿鱼。

时间和潮汐:上午或傍晚。  
涨潮前后几个小时。

地点：

1
 

3
 

4
 

5
 

6
 

7
 

8
 

9
 

11
 

12
 

旺季:四月至十月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10条 

鱼饵：沙丁鱼、银鮻。

时间和潮汐:可在白天或夜间开灯的情况下
捕捉到。涨潮时最佳

地点：

1
 

6
 

8
 

9
 

10
 

11
 

鱿鱼



都会钓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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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眼鲻鱼
旺季:三月至九月

法定最小尺寸：无要求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40条 

鱼饵：沙虫、小块的花蛤肉、银鱼或鸡肉、面
包皮或生面团。

时间和潮汐:整天都可钓到，涨潮或退潮。

地点：

2
 

5
 

12

黄尾鰤
旺季:十二月至次年一月

法定最小尺寸：60厘米

钓鱼量上限：每人每天5条 

鱼饵：塑料假鱼 

时间和潮汐:上午和下午是钓鱼的最佳时段，
但整天都可钓到。 有无潮汐无关紧要。

地点：

6



钓鱼  19

不需要的鱼 (例如：河豚、蟾鱼)或无意保留的鱼 (不想要/不必保留) 立即放回水中且不得伤害
或弄伤。

十一腕海星 鳐鱼

河豚蟾鱼

不想要的鱼

对于鳐鱼的捕捉数量有新出台的限制。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vfa.vic.gov.au/recreational-fishing/ray-protection-fishing-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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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即小心地将蟾鱼、黄貂鱼和海星等不
想要的放回水中。

•	合法保留的鱼：	

	– 用第5页描述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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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初级指南并未涵盖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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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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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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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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将不想要的鱼放回水中，不对其造成
任何进一步的伤害。

4.		合法钓鱼设备

 每个钓鱼者都可以有： 

•	两个钓竿和两个鱼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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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在本初级指南中未提及的区域钓
鱼，您还需要核查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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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垂钓法规都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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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