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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钓鱼

钓鱼是不分性别、文化、能
力或年龄人人可为的健康有
趣活动。

此本新手指南将会帮助钓鱼新手在维多利

亚州东北部的淡水湖泊及河流找到适合垂

钓的地点。

此本指南也会解释以下事项，帮助您计划

一次无压力、安全的垂钓活动：

• 渔业基本规则

• 渔政主任的职责

• 安全垂钓的建议

• 如何装备钓竿

• 如何处理鱼获

• 如何处理不想要的鱼类

• 如何保持渔获新鲜及食用安全

• 捕鱼的最佳地点、时间及鱼饵

去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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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 
钓鱼？
垂钓活动可以带来多种趣味。它是：

• 与亲友相聚获得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的
好办法

• 让您抽身离开电子世界、减压及放松的
好办法

• 融入及享受大自然的好办法——您会有
惊奇发现

• 令您步行、弯身和伸展身体，动起来的
好办法

• 促进身体维生素 D 水平的好办法

• 体验为自己捕获一顿晚餐的惊喜的好
办法。

垂钓活动也让孩子们学会社会责任及道

德。例如，令他们：

• 通过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的行为，学会
尊重环境

• 通过认识并遵守规则，学会尊重渔业法规

• 通过避免推挤他人，学会尊重其他垂钓者

• 通过小心处理鱼获并避免无端伤害它
们，学会尊重鱼类

• 通过拨打电话号码： 
13 FISH（13 3474）举报非法捕鱼行
为，学会尊重我们的鱼类族群。

垂钓活动的其中一项吸引人之处就是等鱼

儿上钩并尝试捕鱼——所以这个过程也会

培养我们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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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您的钓鱼活动
与大多数活动一样，做一点计划可助活动更顺。开展钓
鱼活动的基本装备是：

最新的垂钓信息

 钓鱼证或豁免钓鱼证的证明（详情请参阅第 22 页） 
注：如在 Murray River 的任何地方垂钓，需持有 NSW（新州）的钓鱼证。

 Victorian Recreational Fishing Guide（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或下载免费的  
Vic Fishing App（维州垂钓应用程序） 

 免费的量鱼尺

 
钓鱼装备（渔具店可助您准备这些器材）

	鱼竿及鱼线轮或手线（2 至 4 公斤级）

	可生物降解的钓鱼线（3 公斤级）

	回旋钩

	无铅鱼坠

	毛巾或手套

 使用湿毛巾或手套处理鱼获，既保护自己又保护鱼获。

 绳子拴住的水桶或保温箱 
 这个工具用来为渔获保鲜，令其可安全食用（同时也可以用作漂浮/救生装置）。

 无结的抄网 
 这个工具让您可以在不伤害鱼获的情况下，将其移到陆地。

 解钩器或尖嘴钳

 鱼拍（fishing priest）
 这是一个木或金属制的工具，有一头较重的钝端，用于迅速且无痛地拍死鱼获。拍死
鱼获的方法是用力击打鱼眼下面的鱼头部。

 锋利的小刀（用以割鱼饵、去鱼内脏和割断鱼线）

 鱼饵和冰块
 一旦决定了去哪儿钓鱼和要钓什么鱼，就需要购买鱼饵和冰块，用以保持水、食物还
有可能新鲜起钓的鱼获冰凉新鲜。

上 #familyfirstbite 社交网站分

享您首次垂钓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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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鱼线

• 先把鱼线穿过鱼坠，再穿过鱼钩（图 1 
所示），然后朝着鱼竿端部的方向将鱼

坠移开（图 2 所示）。

• 鱼线两次穿过鱼钩眼，形成一个圆圈 
（图 3 所示）。拿着线的末端，沿着主
线扭回来（图 4 所示）。

• 拿着线的末端，将其穿过之前做好的圆
圈（图 5 所示）。

• 同时拉主线与鱼线的末端，以形成一个
结。修剪多余的线（图 6 所示）。

拉
拉

修剪

拉
拉

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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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安全措施

我们拥有美丽的水道，必须待以尊敬。请使用下列清
单，让您的钓鱼经历充满乐趣与平安。 

	在启程去钓鱼之前，要了解天气和水域

的预报。

 BOM（Bureau Meteorology）（气象局）
拥有维多利亚州各地的天气及水域情况

的准确信息。如果预报的情况不佳，则

需另寻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或推迟钓鱼

活动。

 确定有人了解您的行程计划

 一定要把您去哪里钓鱼、和谁一起去 
（包括他们的手机号码）以及何时返回

等信息跟某人交代。万一发生了最坏的

情况，这个人就会有寻找您下落的准确

信息。请记住，您如果改变计划，则请

告知此人。 

 钓鱼一定要结伴——绝不能独自垂钓 

 结伴去钓鱼，这样就可以互相照顾。水

上或临水（任何地方）的情况可能会发

生迅速变化。信任您的同伴，助您保持

安全。

 随身携带安全装置 

基本的安全装置包括急救箱、保温箱/
水桶及绳子、电话、水、防晒油、帽子

以及防滑鞋。

 在码头或钓鱼平台上垂钓 

 这些地方比沙滩、河岸或岩石更加安

全。通常会有其他人可向您施予帮助。

 不要喝酒

 注意观察水面状况

  水位可能迅速出现变化且不可预测

如果有人落水：

1.  叫落水者保持冷静，并尽力向后仰

2.  向落水者扔浮物，如拴绳的水桶或
保温箱——这样可以将其拉到安全

的地方

3.  大声或打电话呼救

4.  除非您是受过训练的救生员，否
则，不要下水救人。

去钓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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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 
地点

1
34

5

10

13

Nillahcootie Lake

Kialla Lakes

Waranga Basin
Greens Lake

Benalla  
 Lake

Goulburn River 

7Lake Nagambi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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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Hume

2

6

8

11 Dartmouth  
 Lake

Mount Beauty

Ovens River, Bright

Kialla Lakes

Benalla  
 Lake

Mount Beauty Pondage9

12 Ovens River, Wangar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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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nalla Lake

Lake Benalla 拥有 4.25 公里长的平静水带，
从宁静的湖泊到曲折的河流，景色优美，
多种多样，带给您启发。

湖泊与周边的水道是多种本土鱼类及其他
动物的栖息之地，包括鸭嘴兽、原生河
鼠、3 种原生龟类以及大量的鸟类。

黄昏时分就开始垂钓，欣赏湖泊生机怏然
的美景。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Brown Trout）、鲤鱼、 
金鲈（Golden Perch）、墨瑞鳕（Murray Cod） 
以及红鳍淡水鱼（Redfin） 

附近的景点：Warby State Park, Winton 
Wetlands, Mt Samaria State Park.

2  Dartmouth Lake 

Lake Dartmouth 是大型的灌溉及水力发电用
储水库。这个湖泊风景极为优美，是允许
岸边垂钓及划船活动的鳟鱼垂钓胜地，深
受钓友们欢迎。除了垂钓活动外，周边地
区还有多处早期的金、锡矿产遗址可供游
览。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鲤鱼、Macquarie
鲈鱼以及彩虹鳟（Rainbow Trout）。

附近的景点：远足、4 驱车旅行、露营、
狩猎以及观鸟活动。.

3  Goulburn River, Shepparton   

Goulburn River 是维多利亚州四大遗产河流
之一。Broken River 流入 Shepparton 中心的
Goulburn。该区周边的冲击平原和沼泽带
极具文化意义，对维持河流健康及支持社
区起到不可划缺的作用。

沿着河流有两处接入点，为舒适的午后垂
钓活动提供了场所：

Shepparton Weir（堰）/Fishway（鱼道） 
建成的目的是为城市水体提取提供可靠的
河流高度，并成为深受欢迎的垂钓及野餐
场所。到了那里，要看看鱼道。这个建筑
使得鱼类把鱼道当做阶梯来用，从而能够
在上下游迁移。

Victoria Park Lake Precinct 是吸引人的公共
开放空间，用于进行多种休闲活动。它临
近当地的游泳池、咖啡馆、游乐场以及滑
板公园。

Jorden’s Bend 为 Shepparton 中心地带残存
植被区的一部分，是频危物种——Squirrel 
Glider（鼠袋鼯）的栖息地。

Stuar ts Reser ve 位于游乐场附近“The 
Boulevard”边上的封闭环道，是观赏 Goulburn 
River 美景和垂钓的好地方。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以
及红鳍淡水鱼

附近的景点：Shepparton 城镇、美食与美
酒、游乐场、购物、河边导览步行径、滑
板公园、Kidstown 以及 Australian Botanic 
Gardens（澳大利亚植物园）。

BBQ

BBQ

垂钓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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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ROP 的 GREENS LAK  

Greens Lake 与周边的休闲保护区是深受欢迎
的水上活动胜地，包括游泳、划船、观鸟
还有最重要的垂钓活动。该地坡度较小，
是露营的好地方；而且适合宠物玩耍，因
而是合家欢的游乐场所。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
红鳍淡水鱼以及Tench（丁鲷）。

附近的景点：Bendigo、Echuca 以及  
Shepparton 城镇、Warranga Basin、 
Greater Bendigo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 
和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地。

5  SHEPPARTON 的 KIALLA LAKES

这些湖泊由民居环绕，其岸边满是绿地与
树木。湖泊距 Shepparton 镇区仅数分钟之
遥，是岸边垂钓与散步的绝佳场地。这些
湖泊现在定期放养金鲈。  

可能得到的鱼获：金鲈、红鳍淡水鱼以及
Silver Perch（银鲈）。

附近的景点：Shepparton 城镇、美食与美
酒、游乐场、购物、河边导览步行径、滑
板公园、Kidstown 以及 Australian Botanic 
Gardens（澳大利亚植物园）。

6  TALLANGATTA 的 LAKE HUME 

毋庸置疑地，Lake Hume 是维多利亚州与新
南威尔士州边界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此湖
泊储水量是悉尼港的六倍，也是深受欢迎的
旅游胜地。该地全年都有活动。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鲤鱼、金鲈、墨
瑞鳕以及红鳍淡水鱼。

附近的景点：Albury、Wodonga、酿酒厂、 
Lake Hume 大坝墙体、鳟鱼场、游乐场、
艺术中心、步行及自行车道、滑水、滑板公
园、高尔夫球场以及市场等。  

BBQ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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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ake Nagambie 

Nagambie 城镇提供多种湖上及湖边的户外
活动。您可以租一条独木舟，沿着壮丽的
Goulburn River 划行，沿途可观赏多种鸟类和
原生动植物。坐船往来于 Mitchelton Wines 
与富有历史意义的 Tahbilk Winery 之间的河
道，或者选择边垂钓，边观赏湖泊日落的景
致。

可能得到的鱼获：金鲈、墨瑞鳕以及银鲈。

附近的景点：农夫市场、跳伞运动、历史
古镇、Nagambie Brewery and Distillery（酿
酒厂）、Black Caviar Statue 和历史、河流
游船以及 Strathbogie National Park（国家
公园）。

8  MOUNT BEAUTY 的 KIEWA RIVER 

Mt Beauty 小镇隐藏在维多利亚州山区——
该地的自然美景将令您赞叹不已。Mount 
Beauty 是深受青睐的户外活动基地——从骑
山地自行车到观赏 Kiewa River 宁静清澈山 
泉里的鱼儿，或者垂钓于 Mt Beauty Pondage 
（第 9 号地点），活动多种多样。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虹鳟以及墨瑞鳕

附近的景点：Alpine National Park（国家
公园）、Falls Creek、Mt Beauty 小镇、步
行径、游泳洞、啤酒厂、葡萄酒厂、Sweet 
Valley Sounds Music Festival（音乐节）、自
行车道以及滑水。

9  Mount Beauty Pondage

从 Bright 驱车 30km 的美景公路即可抵达
美丽的 Kiewa Valley 中心——Mt Beauty 
Pondage。它在 Alpine National Park 怀抱之
中，是通向维多利亚州最高峰的门户。当
地有很多合家欢的设施，水库垂钓是打发
午后时光的理想方法。岸边垂钓的最佳地
点是沿着墙边的地方。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鲈、虹鳟及红鳍淡水
鱼。

附近的景点：Alpine National Park（国家
公园）、Falls Creek、Mt Beauty 小镇、步
行径、骑马、Mt Beauty 音乐节以及社区市
场。

10  SWANPOOL 的 NILLAHCOOTIE LAKE 

位于 Strathbogie Ranges 与 Mount Samaria 之
间的美丽湖泊。这里的山脉为家庭野炊、岸
边垂钓、划船及划独木舟等活动提供了绝美
的背景。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以
及红鳍淡水鱼。

附近的景点：Mount Samaria State Park, 
Strathbogie Ranges Stat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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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RIGHT 的 OVENS RIVER

Bright 和周边的村落以贯穿其中的河流和小
溪为特色。Ovens 和 Buckland Rivers 在山谷
群中辟出一条小河道，创造恬静的空间，令
您可以拥抱高山环境，融入原生态的水域。

Lake Buffalo 周边拥有如画的美景，是垂钓的
好地方。这里也提供卫生间、烧烤及公园设
施，成为合家欢的旅游胜地。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

附近的景点：Mt Alpine National Park（国
家公园）、Harrietville 鳟鱼和三文鱼场、瀑 
布、游泳洞、步行径以及 Mt Buffalo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

12  WANGARATTA 的 OVENS RIVER

Ovens River 景点以 Victorian Alps 为起点，
而终点是 Wangaratta。这处湿地为原生鱼类
及动物繁殖生长提供完美的条件。该地也
是频危野生物种的栖息之地，包括 Powerful 
Owl（大猫头鹰）和鼠袋鼯。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金鲈、墨瑞鳕以
及虹鳟。

附近的景点：Wangarat ta、划独木舟、
步行径、观鸟、露营、商店与咖啡馆、 
啤酒厂与葡萄酒厂、Glenrowan and Ned  
Kelly、淘金、Wangaratta Memorial Gardens、 
Wangaratta Nature Reserve（自然保护地）、 
Milawa、Eldorado 及有历史意义的剪羊毛
工棚、骑自行车以及骑马等活动。

13
 
RUSHWORTH 的 WARANGA BASIN

位于平坦的乡村地区，通过水渠注满的 
广阔水域，深受游客欢迎。非常适合进行
合家欢的活动，如垂钓、游泳、划船以及
划水。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偶尔）、鲤鱼、
金鲈以及红鳍淡水鱼。

附近的景点：淘金历史、Shepparton、Goulburn  
River 以及葡萄酒厂。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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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钓到什么

棕鳟
注：以下所述的钓棕鳟规则仅适用于此本
指南所列的地点。您如果在其他地方（如
河流或小溪）钓棕鳟，则请参阅《维多利
亚州休闲垂钓指南》，因为可能有其他的
限制规定。

旺季：六月至九月

禁渔季：禁渔季适用于此本指南所述的以
下水域：Kiewa River - Mt Beauty (8)、 
Ovens River - Bright (11) 以及 Ovens River - 
Wangaratta (12)。

鳟鱼季的日期每年都有变化。请参阅《维
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了解最新的信
息。

法定最低尺寸：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
不执行法定最低尺寸：Benalla Lake (1)、 
Dartmouth Lake (2)、Lake Hume - Tallangatta 
(6)、Kiewa River - Mt Beauty (8)、Mt Beauty 
Pondage (9)、Ovens River - Wangaratta (12)  
以及 Waranga Basin - Rushworth (13)。

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执行 25cm 的法
定最低尺寸：Ovens River - Bright (11)。

    禁渔季保护鱼类繁殖， 确保将来的鱼类供应。

在鱼嘴闭合的时候 
从鼻端量到尾端。

限捕量：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执行每
天 5 条鲑科鱼类的限制：Benalla Lake (1)、 
Dartmouth Lake (2)、Lake Hume - Tallangatta 
(6)、Mt Beauty Pondage (9) 以及 Waranga 
Basin - Rushworth (13)。

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执行每人每天 5 
条鲑科鱼类（棕鳟、虹鳟或两者的组合）
的限制（超过 35cm 的不得多于 2 条）： 
Kiewa River - Mt Beauty (8) 和 Ovens River - 
Wangaratta (12)。

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执行每人每天 3 
条的限捕量：Ovens River - Bright (11)。

鱼饵：Power bait（能量鱼饵）、worms 
（蚯蚓）以及玉米。

时间：清晨及傍晚。

地点：

1
 

2
 

6
 

8
 

9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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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鲈（黄腹鱼）
旺季：十月至十一月

法定最低尺寸：30cm

限捕量：每人每天 5 条

鱼饵：Scrub worms（红色蚯蚓）、螯虾以
及小虾。

时间：近傍晚。

地点：

1
 

3
 

4
 

5
 

6
 

7
 

10
 

12
 

13
 

Macquarie 鲈鱼
注：以下有关钓 Macquarie 鲈鱼的规则仅适
用于此本指南所列的地点。您如果在其他地
方（如河流或小溪）钓 Macquarie 鲈鱼，则
请参阅《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因为
可能有其他的限制规定。

旺季：一月至三月

禁渔季：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法定最低尺寸：35cm
仅可在某些水域垂钓，请参阅《维多利亚
州休闲垂钓指南》了解详情。

限捕量（仅适用于 Lake Dartmouth）：
每人每天 1 条（必须以整条或屠体形式保
存——参阅第 18 页的鱼类说明）

鱼饵：蚯蚓。

时间：黎明及傍晚。

地点：

2
 

法定最低尺寸：

在鱼嘴闭合的时候 
从鼻端量到尾端。



您会钓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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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鳍淡水鱼
旺季：全年

法定最低尺寸：无规定

限捕量：无规定

鱼饵：蚯蚓及螯虾。

时间：清晨和近傍晚的时光最佳，但全天
任何时候都可以捕钓。

地点：

1
 

3
 

4
 

5
 

6
 

9
 

10
 

13
 

墨瑞鳕
注：以下有关钓墨瑞鳕的规则仅适用于此本
指南所列的地点。您如果在其他地方（如河
流或小溪）钓墨瑞鳕，则请参阅《维多利亚
州休闲垂钓指南》，因为可能有其他的限制
规定。

旺季：十二月至二月

禁渔季：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法定最低尺寸：55cm

法定最大尺寸：75cm
（必须以整条或屠体形式保存——参阅第 18
页的鱼类说明）

限捕量：每人每天 1 条（从河流钓上来的）
每人每天 2 条（从此本指南所列的河流及
水库钓上来的）。请注意：这则规定对 Lake 
Nagambie 尤为重要。

全州拥有量限制：任何时候，您在维多利亚
州所拥有的墨瑞鳕量不得超过 30kg 或 5 条。

鱼饵：Bardi 虫、红色蚯蚓、螯虾以及小虾。

时间：清晨和近傍晚的时光

地点：

1
 

3
 

4
 

6
 

7
 

8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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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鳟
注：以下有关钓虹鳟的规则仅适用于此本
指南所列的地点。您如果在其他地方（如
河流、湖泊或小溪）钓虹鳟，则请参阅 
《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因为可能
有其他的限制规定。

旺季：六月至九月

禁渔季：禁渔季适用于此本指南所述的
以下水域：Kiewa River - Mt Beauty (8) 与 
Ovens River – Wangaratta (12)。

鳟鱼季的日期每年都有变化。请参阅《维多
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了解最新的信息。

法定最低尺寸：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
不执行法定最低尺寸：Dartmouth Lake (2) 
与 Mt Beauty Pondage (9)。

限捕量：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执行每
天 5 条鲑科鱼类的限制：Dartmouth Lake (2) 
与 Mt Beauty Pondage (9)。

此本指南所述的以下水域执行每人每天 5 条 
鲑科鱼类（棕鳟、虹鳟或两者的组合） 
的限制（超过 35cm 的不得多于 2 条）： 
Kiewa River - Mt Beauty (8) 和 Ovens River - 
Wangaratta (12)。

鱼饵：Power bait（能量鱼饵）、蚯蚓及玉米。

时间：清晨/傍晚。

地点：

2
 

8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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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鲈
注：以下有关钓银鲈的规则仅适用于此本
指南所列的地点。您如果在其他地方（如
河流或小溪）钓银鲈，则请参阅《维多利
亚州休闲垂钓指南》，因为可能有其他的
限制规定。

旺季：一月至三月

法定最低尺寸：30cm
（必须以整条或屠体形式保存——参阅下
面的鱼类说明）

限捕量：每人每天 5 条

鱼饵：小虾、蚯蚓及螯虾。

时间：黎明和近傍晚的时光。

地点：

5
 

7
 

保存整个鱼体，使得渔政主任可以测量鱼体
确保符合法定尺寸。

丁鲷
旺季：五月至八月

法定最低尺寸：无规定

限捕量：无规定 

鱼饵：蚯蚓、玉米粒以及面包。

时间：一天之内的任何时候。

地点：

4
 

您会钓到什么



有害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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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
注：鲤鱼是有害物种 
（参阅下面的鱼类说明）

旺季：全年

法定最低尺寸：无规定

限捕量：无规定

鱼饵：玉米、面包以及蚯蚓。

时间：清晨和近傍晚的时光最佳，但全天
任何时候都可以捕钓。

地点： 

1
 

2
 

3
 

4
 

6
 

10
 

13
 

出于很多原因，鲤鱼被确定为有害物种。

• 它们的食性具破坏力——包括在觅食时
吸吮并搅拌淤泥。

• 它们的繁殖力很强，而且幼鱼的存活率
很高。

• 它们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环境生存。

• 它们吃原生鱼类及蛙类的卵。

钓获鲤鱼应如何处理？

用鱼拍猛击鲤鱼的头部背面（参阅第  5 
页）。确定鲤鱼死后，将其扔回水中使其
成为食物链的一部分；也可选择在离河岸
较远的地方将其埋掉；或者带回家埋在花
园——鲤鱼是很好的肥料。 

不要把鲤鱼留在河岸任由其腐烂。这是乱扔
垃圾的行为，并使得该地发出难闻的气味。

请记住，将活鲤鱼放回水中是非法行为。 

您也许会见到的另外一种有害物种是 Gambusia 
（食蚊鱼），常常在捞饵网中捕获。这种
鱼繁殖能力也很高，并与小型的原生物种
（如鲦鱼和矮鲈）竞争。

Gambusia 也是害虫，不得用作鱼饵或迁移
养殖。



负责任的垂钓行为

负责任的垂钓行为指的是不仅要按照规则钓鱼，而且要
尊重并爱护鱼类、原生动物、环境、其他的水域使用者
和垂钓者。

负责任的垂钓者爱护：

• 捕获的鱼类，方式如下： 

 – 绝不会让自己的鱼竿无人看管

 – 用无结节网格的渔网捕鱼

 – 用湿手套或毛巾小心处理鱼获

 – 以水平方式托起鱼获，不会将其挂在
线上

 – 用解钩器或尖嘴钳迅速地从鱼嘴取出
鱼钩

 – 鱼获若吞下鱼钩，则尽可能在靠近鱼
嘴的位置将鱼线割断

 – 立即对鱼获进行辨别

 – 迅速将鱼获放在清凉湿润的平面上进
行测量，以确保其符合法定尺寸

 – 迅速就能否或想不想保留鱼获作出
决定。

• 放生的鱼类，方式如下：

 – 为了减少进一步的伤害，使用拴着绳子
的水桶轻轻地、讯速地将其放入水中

 – 立即并小心翼翼地将不想要的鱼获放回
水中。不要放生有害物种，如鲤鱼。

• 合法可以保留的鱼类，方式如下： 

 – 使用第 5 页所述的方法，用鱼拍迅速
将其杀死

 – 用冰块将其保鲜，确保食用安全。

• 我们的鱼类资源，方式如下：

 – 永远遵守规则

 – 通过拨打电话号码： 
13 FISH（13 3474）举报非法捕鱼行为

 – 尊重帮助人们认识法规并执行法规的
渔政主任。

• 钓鱼点，方式如下：

 – 保持地方干净，并将包括剩余鱼饵及
鱼体垃圾在内的垃圾带回家处理

 – 使用环保的渔具

 – 要有礼貌地与其他使用者共享空间，包
括其他的垂钓者、游泳者和潜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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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钓鱼规则

在维多利亚州，与休闲垂钓有关的规则很多。此本新手指
南不可尽录。如需获得所有钓鱼规则的信息，可上网搜
寻“Victorian Recreational Fishing Guide（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或
下载免费的“Vic Fishing”程序。
我们为什么会制定钓鱼规则？

钓鱼规则能保证我们现在和未来的鱼类

供应。钓鱼规则确保：

• 我们可以维持鱼类种群，方式如下：

 –  不会滥捕滥钓

 – 将幼鱼和小鱼放回水域，令其可以
生长繁殖

 – 将较大型、最佳的产卵鱼放回水域

 – 在某些区域和某段时期禁止捕鱼，
以保护鱼类资源。

• 我们可以分享鱼类资源，方式如下：

 – 具体规定每人每天的限捕量

 – 具体规定可以使用的渔具种类和
数量。

• 我们能够发展渔业，方式如下：

 – 给垂钓者发证，并将所得用于改善
设施、鱼类种群以及垂钓体验。

钓鱼规则保护了鱼类种群。因为鱼类物

种各不相同，所以针对不同的鱼类，不

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规定。

我需要钓鱼证吗？

一般情况下，18 岁以上、70 岁以下
在维多利亚州垂钓的人士均需持有钓鱼

证——即使您只是协助孩子钓鱼，也需

要持有钓鱼证。

某些人士可获得豁免，无需持有钓鱼

证。请上网搜寻有关豁免的清单。

我在哪里可以买到钓鱼证？

可上网购买钓鱼证（搜寻  Vic to r ian 
Recreational Fishing Licence < 维多利亚
州休闲钓鱼证>）。大部分的渔具店也
出售钓鱼证。

可选择购买有效期为 3 天、28 天、1 
年及 3 年的钓鱼证。

售卖钓鱼证的收入用于改善我们的休闲

渔业。

重要信息：如在 Murray River 垂钓，则
需购买新州的钓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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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有什么规则？
基本的钓鱼规则

如果前往此本册子所列举的地方垂钓，需

了解这些规则：

1. 法定尺寸

 您可以保留的最小（法定最小尺寸）及

最大（法定最大尺寸）的鱼获。鱼获如

果超出或小于法定尺寸，则必须在不伤

害它们的情况下，立即将其放回水中。

 必须迅速测量鱼获的尺寸。在鱼嘴闭合

的时候从鼻端量到尾端。应立即处理您

希望保留的鱼获，然后将其放在冰块上

保鲜。

2.  限捕量

 指的是在一天内您可以捕捞并保留的合

法尺寸范围内的某种鱼类的最大数量。

3.  将不想要的鱼获放回水中

 应立即将不想要的鱼获放回水中，并不

得对其造成更多伤害（有害物种除外，

如鲤鱼）。绝不能将活的有害物种放回

水中。

4.  合法的钓鱼工具

 每位垂钓者可以： 

• 在河流及湖泊（内陆水域），可持有 
2 根鱼竿及 2 个鱼钩

• 在海洋水域，可持有 4 根鱼竿及 2 个
鱼钩

• 鱼竿还在水中时，您绝不能离开。

5. 垂钓之时不得杀鱼切片

 但是您可以为死鱼去内脏及刮鳞。

您如果在这本新手指南所述的区域之外

垂钓，则需要同时查询确定：

• 不要在禁渔淡水区（如 Sevens Creek、 
Goulburn River 及 Ryan’s Creek）或民用
给水区垂钓

• 不要在禁渔期垂钓。

可查阅《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及 Vic 
Fishing App 了解所有的钓鱼规则。

到哪里获得准确的信息

随时了解最新的信息，以保护我们的渔业：

• 下载 Vic Fishing App 或致电 13 61 86 索
要免费的《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

• 渔业局的办事处以及维多利亚州内大部
分的鱼饵渔具店都提供《维多利亚州休

闲垂钓指南》。

若违反钓鱼规则，则可能招致重罚或面临

其他的严重后果。

法定最低尺寸：

了解最新规则 
在这里免费下载 
Vic Fishing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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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政主任

渔政主任的主要职责是帮助人们遵守法规。

如何识别渔政主任？

渔政主任通常穿着显示其名字及职务的深蓝

色制服。

渔政主任有时候不穿制服。在这种情况下，

当他们走近您的时候，一定会出示其正式的

身份。

渔政主任走近我的时候，会怎么样？

渔政主任可以：

• 给您发放有关渔业的教育性材料及信息

• 要求您出示有效的钓鱼证或豁免钓鱼证
的证明以及驾照

• 要求查看您的袋子、钓鱼工具、保温
箱、容器、车辆及/或船只

• 对您所持有的鱼获进行测量并清点，以确
定是否符合尺寸大小及限捕量的规定。

渔政主任有什么权力？

渔政主任可依法：

• 截停并检查任何船只或车辆

• 查问您的姓名及住址

• 搜查任何器材，如篮子、保温箱或其他
的容器

• 发出“当场”罚款通知书（罚单）

• 没收任何鱼获及可能用作违法行为的垂
钓工具或其他器材，包括车辆及船只

• 逮捕可疑的违规者。

渔政主任经授权也可以执行相关以下内容

的法律：

• 乱扔垃圾、海上安全及受保护的区域。

如因违反渔业规则而被逮，将会如何？

根据《1995 年渔业法（Fisheries Act 1995）》
的规定，渔政主任拥有逮捕、搜查及没收

等的多项权力。

渔政主任如果发现或怀疑您违规，将会：

• 向您解释所指称的违规性质

• 查问您的全名及住址，而且您必须提供
这些信息

• 要求您参加面谈

• 就所没收的鱼获、财物或文件发出收据

• 告诉您可能的处理结果。



举报非法捕鱼行为 
您如果看到或认为有人违反钓

鱼规则，则要走开，并致电

13 FISH (13 3474)。

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包括：

• 时间及日期

• 地点

• 车辆或船只的注册号码

• 参与的人数

• 他们在做什么。

您所提供的信息非常宝贵，

并会被严格保密。这些信息

帮助我们安排巡逻及其他的

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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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此本指南

如需此出版物的其他格式版本，请致电 136 186 与客服中心联系，发电邮至 improving.fishing@vfa.vic.gov.au，
或联系全国中继服务（National Relay Service）——电话号码：133 677 或网站：www.relayservice.gov.au

免责声明

此出版物也许对您有帮助，但维多利亚州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能保证其信息无误或完全正确地用于您的

特定用途，因此，对于您依靠此出版物而导致的任何错误、损失或其他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请致电 136 186 或浏览网站：www.vfa.vic.gov.au 与客服中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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