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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有什么规则？

渔政主任

您知道吗？
目前已知的鱼类物种超过
30,000 种。其中澳洲占
了 5,000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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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州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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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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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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去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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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网站分
上 #familyfirstbite 社
历
享您首次垂钓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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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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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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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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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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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除 非 您 是 受 过 训 练 的 救 生 员 ， 否
则，不要下水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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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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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地点
1

NEWSTEAD 的 CAIRN CURRAN
RESERVOIR

1956 年由于在 Loddon River 建造水坝而形
成的 Cairn Curran Reservoir 是大型水体。它
是一处休闲场所，深受滑水、划独木舟、
野炊及垂钓爱好者的青睐。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Brown Trout）、
鲤鱼、金鲈（Golden Perch）、墨瑞鳕
（Murray Cod）（偶尔出现）、红鳍淡水
鱼（Redfin）以及丁鲷（Tench）。
附近的景点：金矿历史、Maldon、
Laanecoorie Reservoir 以及 Tullaroop
Reservoir。

3

HALLS GAP 的 FYANS LAKE

适合全家游玩的湖区，公路交通方便，拥
有沙滩、船用斜坡道以及旅行车停车场等
设施，是很好的垂钓场所。遍布湖区的大
型树木为鸟类及放养在水中的众多鱼类提
供了完美的栖息地。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虹鳟、红鳍淡水
鱼以及丁鲷。
附近的景点：Halls Gap、Grampians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Halls Gap Zoo
（动物园）、Brambuk Cultural Center
（文化中心）、葡萄酒厂以及森林散步。

BBQ
4
2

HEATHCOTE 的 EPPALOCK LAKE

Lake Eppalock 是合家进行水上活动的绝
佳场所。这个大型的水体在 1960 年代于
Campaspe River 上修建，从此以后一直深
受家庭游客欢迎。每年都会在那里放养鱼
群，使其成为极佳的垂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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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酒厂、Bendigo 以及自
然保护区。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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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BOROUGH 的 GOLDFIELD
RESERVOIR

Goldfield Reservoir 位于 Maryborough 古
镇。这处树木环绕的湖泊是深受欢迎的合
家欢旅游区，极为适合进行垂钓及划皮艇
活动。它位于小镇的郊区，临近 Maryborough Regional Park。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鲤鱼、金鲈、虹
鳟、红鳍淡水鱼、银鲈（Silver Perch）以及
丁鲷。
附近的景点：Maryborough、State and Regional Parks（州立及乡郊公园）、Art Galleries
（艺术画廊）以及有历史意义的火车站。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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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bower Creek

Gunbower Creek 拥有国际认证的赤桉树
森林、湿地及沼泽，是多种原生鸟类及动
物的栖息地，使其成为深受欢迎的旅游胜
地。家庭游客们可以沿着溪流及河岸进行
垂钓、划皮艇、露营及森林散步等活动。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及
红鳍淡水鱼。
附近的景点：Cohuna及Echuca。

6

KERANG 的 KANGAROO LAKE

农田及柑桔园环绕的 Kangaroo Lake 是游客
们在树荫下进行岸边垂钓、野炊、滑水及
游泳活动的绝佳场地。部分的灌溉系统为
Kerang- Swan Hill 的农业供水，该区是盆地
中最好的垂钓水域之一。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及
红鳍淡水鱼。
附近的景点：Lake Boga、Lake Charm、Kerang
以及 Swan Hill。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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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 Billabong

州立森林及果园环绕的 Kings Billabong 距
离 Mildura 仅几公里之遥，是适合全家人进
行森林散步、观鸟、划皮艇及垂钓活动的
好地方。这个水潭放养着金鲈及银鲈。
可能得到的鱼获：金鲈及银鲈。
附近的景点：Mildura、Murray River、Orange
World、澳洲内陆植物园、明轮船以及 Mildura
水上乐园。

8

DUNOLLY 的 LAANECOORIE
RESERVOIR

从 Dunolly 淘金古镇驱车 15 分钟即可抵达
Laanecoorie Reservior。这个休闲区深受滑水、
划皮艇及垂钓发烧友的青睐。坝的附近有
一个旅行车停车场及船用斜坡道。这个水
库有大量的直立原木，为鱼类提供极佳的
栖息场所。
可能得到的鱼获：金鲈、墨瑞鳕及红鳍淡
水鱼。
附近的景点：淘金古村落——Maldon 及 Dunolly、
保育保护区、淘金及 Laanecoorie W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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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LLS GAP 的 LAKE BELLFIELD

Halls Gap 往南 4 公里的 Lake Bellfield 位于迷
人的 Grampians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
中心地带，是垂钓的好地方。当您在享受恬
静并等待鱼儿上钓之时，请注意观察袋鼠等
本地野生动物的出没。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鲈、虹鳟及红鳍淡
水鱼。
附近的景点：Halls Gap、Dunkeld、Grampians
National Park 以及 Halls Gap Zoo（动物
园）。

10

Lake Boga

11

Lake Cullulleraine

若不是有了 Lake Cullulleraine 这一处绿洲，
这一带还是恶劣的半干旱环境。此湖泊原本
是干旱的天然洼地，只有在 Murray River 发
大水时才会满水。而今由于铺设了 1600 公
里长的管道，Murray River 可以全年为此地
供水了。
可能得到的鱼获：金鲈、墨瑞鳕及红鳍淡
水鱼。
附近的景点：Murray River、Mildura 以及
Ned’s Corner。

12

Lake Wartook

临近 Lake Boga 镇及 Little Murray River、适合
全家游玩的热门湖泊。围绕着湖泊的是步行
小径、成荫绿树、烧烤以及卫生间等设施。
在湖泊沿岸垂钓是享受午后时光的好办法，
湖边同时也是欣赏日落的好地方。

垂钓及划独木舟的发烧友不会想错过这个
被 Grampians National Park 的山脉及森林
环绕的小宝藏。从 Halls Gap 驱车到此仅需
半小时。这个湖泊适合岸边垂钓及划独木舟
等活动。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及
红鳍淡水鱼。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鲈、虹鳟及红鳍淡水
鱼。

附近的景点：Swan Hill、Flying Boat Museum
（博物馆）、Little Murray River、Murray River、
观鸟、农场大门摊位销售以及 Lake Boga 故
事墙。

附近的景点：Halls Gap、Dunkeld、Grampians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以及Halls
Gap Zoo（动物园）。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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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WAN HILL 附近的 LITTLE
MURRAY RIVER

15

BALMORAL 的 ROCKLANDS
RESERVOIR

这一段 30km 长的 Murray River 支流在末端
有一个坝（位于 Loddon River 河口及 Little
Murray Weir 上游的 Fish Point Weir）。沿
着 Fish Point 公路即可轻易地进入此地，是
极好的岸边垂钓场所。其中的一段河流适
合进行合家欢的划皮艇冒险活动。

适合全家一起去垂钓度过长周末的好地
方。坝墙附近设置了露营设施，湖泊周边
还有晴天可以通行的道路，使得家庭游客
可以探索这一处广大的水域。湖中放养了
金鲈及墨瑞鳕，而红鳍淡水鱼则是最主要
的垂钓目标。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及
红鳍淡水鱼。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鲤鱼、金鲈、墨
瑞鳕、虹鳟、红鳍淡水鱼及丁鲷。

附近的景点：Swan Hill 镇、高尔夫球场、
滑水、Murray River、Lake Boga Aviation
Museum（航空博物馆）、The Giant Murray
Cod（大墨瑞鳕）、Pioneer Settlement（先
民定居点）、Lake Boga Observatory（瞭望
台）以及 Swan Hill 户外泳池。

附近的景点：Grampians National Park（国
家公园）、Hamilton以及Horsham。

16
14

Malmsbury Reservoir

位于 Malmsbury 淘金古镇郊外的 Malmsbury
Reservoir 风景如画。该水域是民用水库，只
可以进行岸边垂钓活动。早上就来到这里游
玩，然后在岸边享受土特产，并在午后垂钓。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及红鳍淡水鱼。

HORSHAM 的 TAYLORS LAKE

农田环绕的 Taylors Lake 是一个狭长的湖泊，
是深受欢迎的垂钓及划船之地。在湖边的
水中散落着一些直立的原木。水位较低的时
候，东岸可见一处小沙滩。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墨瑞鳕、
红鳍淡水鱼及银鲈。
附近的景点：Grampians National Park（国
家公园）、Horsham 以及 Wimmera River。

附近的景点：Malmsbury, Kynton、Daylesford、
保育保护区、Upper Coliban 和 Lauriston 水
库以及 Coliba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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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um Lake

Tchum Lakes 水系位于 Birchip 以东 8 公里的
Birchip Wycheproof 公路，交通很方便。主
湖是家庭游客露营、滑水及垂钓的度假胜
地。湖区有卫生间及烧烤设施，很适合进行
游泳、划船、滑浪风帆、垂钓、滑水或探索
湖边步行径等的活动。
可能得到的鱼获：金鲈、虹鳟、红鳍淡水
鱼及银鲈。
附近的景点：Birchip 镇及其“Mallee 大公
牛”、Whycheproof 镇及其大型谷粮仓、
Whycheproof 山——澳洲有记录的最小的山
以及 Whycheproof 博物馆。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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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ONDO 的 TOOLONDO
RESERVOIR

Toolondo 被誉为维多利亚州最佳的鳟鱼水域
之一，垂钓者在这里有机会捕获大型鳟鱼及
红鳍淡水鱼。此地也是深受欢迎的夏季滑水
湖泊。游客也可以选择进行游泳及露营等
活动。
可能得到的鱼获：棕鳟、虹鳟、红鳍淡水
鱼及丁鲷。
附近的景点：Grampians National Park（国
家公园）、Horsham、Wimmera River 以及
Golden Plains Museum（博物馆）。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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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HARLTON 的 WOOROONOOK LAKE

这个适合全家游玩的水域是进行野炊、游
泳及划船活动的胜地，提供多处大树护荫
的岸边垂钓场所。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水
域，当水位高的时候，它们会组合形成一
个湖泊。每年都会在此放养金鲈。
可能得到的鱼获：鲤鱼、金鲈及红鳍淡
水鱼。
附近的景点：Charlton 镇及 Donald 镇。

您会钓到什么

棕鳟

金鲈（黄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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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至十一月

旺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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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e Toolondo: 45 cm
其他水域：无规定

其他水域：每天 5 条鲑科鱼类（棕鳟、虹鳟
或两种鱼的组合）
鱼饵：Power bait（能量鱼饵）、蚯蚓及玉米。
时间：清晨及傍晚。
地点：

2

3

14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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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捕量：
Lake Toolondo：每天 3 条鲑科鱼类（棕鳟、
虹鳟或两种鱼的组合）

1

法定最低尺寸： 30cm

4

9

1

2

4

5

6

7

8

10

11

13

15

16

17

19

在鱼嘴闭合的时候
从鼻端量到尾端。

12
法定最低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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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钓到什么

墨瑞鳕

虹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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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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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指南未提及的河流、小溪或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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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至二月

旺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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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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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整条或屠体形式保存——参阅第 18 页
的鱼类说明）
限捕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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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捕量：任何时候，您在维多利亚州所拥
有的墨瑞鳕量不得超过 5 条。

法定最低尺寸：
Lake Toolondo: 30cm
其他水域：无规定
限捕量：
Lake Toolondo：每天 3 条鲑科鱼类（棕鳟、
虹鳟或两种鱼的组合）)
其他水域：每天 5 条鲑科鱼类（棕鳟、虹
鳟或两种鱼的组合）
鱼饵：Power bait（能量鱼饵）、蚯蚓及玉米。

鱼饵：Bardi 虫、红色蚯蚓、螯虾及小虾。

时间：清晨/傍晚。

时间：清晨和近傍晚的时光

地点：

3

地点：

1

2

5

6

11

13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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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18

4

9

12

15

17

红鳍淡水鱼

银鲈

旺季：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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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不能在 Great Dividing Range 以北的河流钓
银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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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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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鱼饵：小虾、蚯蚓及螯虾。

14

15

16

17

18

19

时间：黎明和近傍晚的时光。

限捕量：每人每天 5 条

地点：

4

7

16

17

禁渔季保护鱼类繁殖，
确保将来的鱼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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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钓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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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4

15

18

测量鱼体

保存整个鱼体，使得渔政主任可以
确保符合法定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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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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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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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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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饵：玉米、面包以及蚯蚓。

请记住，将活鲤鱼放回水中是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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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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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蚊鱼）也是害虫，不得用作
鱼饵或迁移养殖。

地点：

1

2

4

5

13

15

16

19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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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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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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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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鱼类资源，方式如下：
– 永远遵守规则

– 用解钩器或尖嘴钳迅速地从鱼嘴取出
鱼钩

– 通过拨打电话号码：
13 FISH（13 3474）举报非法捕鱼行为

– 鱼获若吞下鱼钩，则尽可能在靠近鱼
嘴的位置将鱼线割断

– 尊重帮助人们认识法规并执行法规的
渔政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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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参阅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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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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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Fishing”程序。
我们为什么会制定钓鱼规则？

我需要钓鱼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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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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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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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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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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c t o r i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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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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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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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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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最低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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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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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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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最新规则
在这里免费下载
Vic Fishing App

• 在河流及湖泊（内陆水域），可持有
2 根鱼竿及 2 个鱼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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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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政主任有什么权力？

渔政主任通常穿着显示其名字及职务的深蓝
色制服。

渔政主任可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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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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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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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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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州渔业管理局（The State of Victoria, Victorian Fisheries Authority）——2019 年 10 月
此本指南根据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Australia 牌照制作，但其中的徽标、徽章、商标、插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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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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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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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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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a.vic.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