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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由维多利亚
州政府调拨发放休闲钓鱼牌照的收入资助出版。

为听障人士提供的信息
失聪、听力受损或有沟通困难的呼叫者可以通过
全国中继服务（National Relay Service）呼叫。
如需通过语音中继（Voice Relay）服务与我们联
系，请致电 1800 555 727；或致电 133 677 通过
电传打字（Teletypewriter，简称 TTY）服务与我
们联系。

使用其他语言编写的信息
如需了解除中文和越南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版本的
渔业信息，请安排译员致电 13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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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查询：✆136 186。举报渔业违法行为：
13 3474 (13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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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性捕鱼活动在今年 4 月结束，目前我们

部长寄语

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湖中的黑鲷和灰牛鳅的
数量。Gippsland Lakes 计划的关键要素还包括

前言

增加鱼类栖息地，改善水质，改变主要休闲垂钓
鱼类的可捕钓数量和大小限制。同时，必须承认，
你们所支付的钓鱼证费用对我们开展的工作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让我们可以投资改善休闲垂钓者
在全州各地垂钓的体验。
我们实行鱼类放养项目，计划在 2021 年及 2022
2020 年由于爆发了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

年分别放养 8 百万和 1 千万尾；也会开展基层项

全年有多个时期实行禁止出门的措施，不准从事包

目，比如在 Williamstown 和 Warrnambool 设置

括垂钓在内的多项活动，从而对休闲垂钓造成了重

新的洗鱼台设施——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没有你

大影响。

们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限制对于保护本州的安全至关重要，我想借

所以我要感谢你们在 2020 年到 2021 年期间在

此机会感谢每一位在此期间正确行事的休闲垂钓

维多利亚州从事休闲钓鱼活动。你们所做的贡献

者。虽然这是艰难的一年，但我为本州改善休闲渔

让我们能够改善大家的垂钓体验，并继续努力，确

业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也为 2021 年即将到来

保维多利亚州成为全国最好的垂钓之地。

的事情感到兴奋。
我们正在履行我们的承诺，为各个家庭提供更多
的公有土地，用于垂钓和露营，让更多维州人可以
更经常地去参加垂钓活动。改善公有临水区域是

尊敬的 Melissa Horne

我们耗资 3500 万澳元的“目标一百万”计划中

航船及渔业部长

的一项关键承诺，这也是为垂钓者和露营者创造
更便捷通道的极其难得的机遇。
确保我们水道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也是本届政府的
一项重要优先事项，为此我们正通过实施一项休
闲渔业计划来恢复 Gippsland Lakes。

保持联系
并在社交媒体上获取 VFA 最新的公告消息

Victorian Fisheries
Authority

@fisheriesvic

@VicFisheries

Victorian Fisheries
Authority

The Poddy
Mullet podcast

自上一版以来的变化

该钓鱼指南由维多利亚州渔业管理局（VFA）制作。如果
您想对指南发表评论或获得更多副本，请联系VFA。

《2021 年维多利亚州休闲垂钓指南》包含了对法规所
作的更改。更改内容包括：

有关VFA的更多信息，请浏览网站：
www.vfa.vic.gov.au 或致电客户服务中心 136 186。

• 有关鲷鱼（包括柏油鱼在内的所有物种）的法规的变
更。这些变更适用于 Gippsland Lakes 及其支流，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详见第 12 页。

ISSN 1442-7494
版权所有 © Victorian Fisheries Authority,
2021.该出版物受版权保护。除依照 《Copyright Act
1968》的规定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任何部分。如
有任何查询，请联络维多利亚州渔业管理局客服中心
(Victorian Fisheries Authority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致电 136 186）发电邮至：
improving.fishing@vfa.vic.gov.au

• 增加了包括巨型蜘蛛蟹在内的蜘蛛蟹的具体捕捞规
定。详见第24页。
本出版物仅供参考。垂钓规则有时会在不同版本之间发生变
化。 垂钓者有责任了解渔业规则和规章的任何变化。您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最新的垂钓规则：
• 定 期 查 阅 维 多 利 亚 州 渔 业 管 理 局（ V i c t o r i a n
Fisheries Authority）网站上的渔业通告

授权人：Melissa Horne,
1 Spring Street, Melbourne

• 联系客户服务中心
✆ 136 186

设计、制作及印刷管理：Celsius Design

• 订阅 Nibbles 时事通讯

项目经理：Joel Peterson

•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详见第 4 页）。

照片：Marc Ainsworth, Cara Cummings, Corey
Green, John Cahill, The Nature Conservancy, Knox
City Council, Zac Carpenter, Gippsland Ports,
Geelong City Council, Dave Anderson.
插图：Alexis Beckett, Krystii Melaine, Paul Lennon,
NSW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Illustration
© R.Swainston/anima.net.au, AFN/Trevor Hawkins.
封面：和棕鳟合照的 Dean 与 Vera Cummings.
照片：Cara Cummings
(@codandyella)

一般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可能对您有所帮助，但维多利亚州政府及其员
工不保证该出版物没有任何缺陷或完全适合您的特定用
途，因此不承担您依赖本出版物中的任何信息所造成的
任何错误，损失或其他后果的全部责任。
本出版物内容仅供参考，它不能取代《1995年渔业法
(Fisheries Act 1995）》或适用于或影响休闲渔业的其
他法案和附属立法。本指南概述了其出版之时的法例，
不可用作法庭上抗辩。涉及捕鱼的法例不时会有变化。
您有责任确保自己的行为合法。

订阅休闲垂钓者的电子通讯

Nibbles
www.vfa.vic.gov.au/nibbles
综合休闲渔业管理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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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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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00 万
阶段 1：2014–2018
成绩清单
州政府已承诺实施目标 100 万的休闲钓鱼计划
使更多维多利亚人经常钓鱼

废除 Port Phillip Bay 的商业渔网捕捞
拯救 Toolondo 湖
建立海洋放养计划
在 Beechworth 开放鳟鳕鱼渔业
在 Hazelwood Pondage 开设了激动人心的
盲曹渔场
取消 在 Blue Rock 湖的划船限制
向维州钓鱼俱乐部提供 180 份 2000 澳元的补贴
在 Gippsland Lakes 的河口禁止渔网捕捞
让维多利亚渔业管理局成为法定权威
每年鱼的放养量从 300 万尾增加至 500 万尾

州政府基于“目标一百万”计划，扩大对维州休闲垂钓者的承诺，
力图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地方、更频繁地从事垂钓活动。
为了吸引更多人更经常地来钓鱼，
新计划将在以下方面投资超过 3500 万澳元：

开放内陆水库供皮划艇、独木舟和电马达驱动的铁皮船使用

取消维多利亚州内所有公共船坞的停泊费和下水费
在墨尔本都会区的湖泊中饲养本地玛瑞鳕鱼、金鲈和银鲈
通过强制收购逐步淘汰 Gippsland Lakes 的商业性网鱼行为
在 Lake Tyers 饲养东方王虾
授权允许进入用放牧许可证管理的政府土地河的临河，用于
休闲垂钓和露营
实施“人人参与钓鱼活动（Fishing for All）”计划，并继续推
行成功的维州儿童钓鱼（Vic Fish Kids）项目
在维多利亚州北部建造一个新的耗资700万澳元的本地鱼类
孵化场
到2022年，将鱼类饲养数量增加到1000万条
投资60万澳元在Port Phillip Bay 设立新的钓鱼平台和清理台
投资250万澳元在 Port Phillip Bay 进行珊瑚礁开发，以改
善鱼类栖息地
制定一个渔业旅游“目的地”计划，以促进乡郊旅游和商业
机会。
休闲垂钓活动对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福祉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消遣方式之一，对家
庭和社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目标一百万”计划将通过与垂钓者合作，履行其承诺，帮助更多
家庭从事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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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00 万

目标 100 万
阶段 2：2018–2022

水上捕鱼的最佳
安全技巧
行船

1. 穿救生衣 — 选择与您的活动、船只以及活动地点相匹配的救生衣
2. 在出门前和在外面时检查海洋天气报告
3 . 在紧急情况下能发出警报——携带有 GPS 功能的失事信标
4. 将你的手机放在防水袋中
5. 在外出前检查你的电池和汽油情况

充气舟

1. 穿救生衣
2. 检查天气情况
3. 携带防水的通讯设备
4. 练习如何在进入深水区前驶回岸边的技
5. 巧 皮艇不得超载

您是船长
您要负责！

transportsafety.vic.gov.au/msv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无论是在 Port Phillip Bay 钓真鲷，在 Portland 追逐金枪鱼还是在
Gippsland 捕捉暗色牛鳅，我们都希望您享受维多利亚所提供的非常棒的
海洋及河口捕鱼体验。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10–34

海上钓鱼工具

35–40

对于休闲垂钓关闭的水域

41–43

潮间带捕鱼限制

44–45

务必要认识并遵守规则，这样我们才能确保维州的休闲渔业在未来得以健
康发展。祝您垂钓愉快！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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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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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或河口有鳞鱼（MARINE AND ESTUARINE SCALE FISH）
凡未列于第 10-34 页表格的鱼种，捕捞限额（bag limit）均为 5 条。

测量渔获物
有鳞鱼（scale fish）：捕获的鱼必须在第一时
间进行测量，确保其尺寸合规。请从鱼嘴尖端
（闭嘴时）至尾部末端进行测量。
想要保留的鱼应当立即处理，并用冰块冷藏。

不想要和不需要的鱼
太小、太大或不想要的鱼（例如河豚、蟾鱼等）
或不需要的鱼（您不想保留），必须立刻放回水
中，并尽可能减少对其伤害。

长鳍金枪鱼和鲣鱼
(Albacore 及 skipjack tuna)
学名：Thunnus alalunga 及
Katsuwonus pelami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长鳍金枪鱼和/或鲣鱼的总数不超
过 5 条。
长鳍金枪鱼和鲣鱼：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
或水域上切片。必须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
鱼鳞保存（屠体）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
船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切鱼
（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关于其他的金枪鱼的规定请参阅 18 页。

长鳍金枪鱼

凤尾鱼 (anchovy)、沙丁鱼 (pilchard) 以
及其他种类的鲱鱼
学名：Clupeidae 和 Engraul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一种或多种鲱鱼，总数为 40 条。
注意：不适用于购买作为鱼饵的沙丁鱼。
沙丁鱼

澳洲鲱鱼（汤米拉夫）
(Australian herring（Tommy rough))
学名：Arripis georgianu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澳洲鲱鱼和/或澳洲三文鱼的总数不
超过 20 条。
注意：澳大利亚鲱鱼可能被误认为是澳大利
亚三文鱼幼鱼。关于两种鱼区别的图表请参
阅 11 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澳洲鲱鱼

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学名：Arripis trutta and
Arripis truttaceus.
法定最小尺寸：21 厘米 。
捕捞限额：澳洲三文鱼和/或澳洲鲱
鱼的总数不得超过 20 条。

澳洲三文鱼
光滑的鱼鳞

小眼睛

澳洲鲱鱼和澳洲三文鱼
的区别特征：

大眼睛

黑色竖条纹

黑色的尾尖
黄色胸鳍

澳洲三文鱼幼鱼 (Australian
salmon juvenile)

透明的胸鳍

粗糙的鱼鳞

澳洲鲱鱼

蛇鲭 (Barracouta)
学名：Thyrsites atun.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20 条 。
蛇鲭

马林鱼（Marlin）
(包括剑鱼在内的所有种类)
学名：Istiophoridae, Xiphias gladiu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种马林鱼，剑鱼和旗鱼的总数
不超过 1 条。
剑鱼 (Swordfish)

旗鱼 (Broadbill)

条纹马林鱼 (Striped marlin)

黑鳕鱼 (Black cod)
学名：Epinephelus daemelii.
受保护鱼类：禁止捕捉或拥有。

黑鳕鱼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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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三文鱼
(Australian salmon)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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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蓝石斑鱼 (Blue groper)
学名：Achoerodus viridis
and Achoerodus gouldii.
受保护鱼类：禁止捕捉或
拥有。
雌性蓝石斑鱼
(Female blue groper)

雄性蓝石斑鱼
(Male blue groper)
幼鱼蓝石斑鱼
(Juvenile blue groper)

豚鼻鱼/帆鳍鱼 (Boarfish) (所有种类）
学名：Pentacerot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总共1条帆鳍鱼，不分种类。
豚鼻鱼

鳊鱼 (Bream)（包括黄鳍鲷在内的所有种类）
学名：Acanthopagrus spp.和 Rhabdosargus saba。
法定最小尺寸：28 厘米
最大合法尺寸：38 厘米（2021 年 4 月 1 日起，Gippsland
Lakes 及其支流的鲷鱼适用于此项规定）
捕捞限额：一种或多种鳊鱼和黄鳍鲷鱼，总数为 10 条
注意：不得在维州水域的水中或水面上对黑鳍鲷进行切片
处理。必须整条保存或以屠体形式保存（去内脏、鱼鳃和鱼
鳞），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在船的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
台上把鱼切成片
（关于屠体的定义请参阅第 85 页）。
Freestone Creek

海鲫鱼
Nicholson River

Mitchell River

Bairnsdale

Tambo River

Lakes
Entrance
Lake King

Perry River

Avon River
Lake Victoria

Thomson River

Sale

La Trobe River

Lake Wellington

Lake Coleman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学名：Macquaria colonorum.
法定最小尺寸：27 厘米。
捕捞限额：Lake Bullen Merri：一种或多种海鲈、澳洲鲈鱼
及杂交品种，总数为 5 条。维多利亚州的其他水域：总数为
5 条鱼（其中澳洲鲈鱼的数量不得超过 2 条）。
注意：海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澳洲鲈鱼；请参阅第 47 页的
图解，了解这两种鱼类的区别。
海鲈鱼

鲬鱼/辫子鱼 / 牛鳅（Flathead）
(除灰牛鳅外的所有其他种类)
学名：Platycephalidae.
法定最小尺寸：27 厘米。
捕捞限额：各种牛鳅鱼的总数不超过 20 条
(不包括灰牛鳅）。
鲬鱼/辫子鱼 / 牛鳅（除灰牛鳅外的所有其他种类）

灰牛鳅 (Dusky flathead)
学名：Platycephalus fuscus.
法定最小尺寸：30 厘米。
法定最大尺寸：55 厘米。
捕捞限额：5 条。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完整保存或去内
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
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carcass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灰牛鳅

单个、大的黑色斑点（可能在
一些鱼上没有或不太清楚）

灰牛鳅和南部蓝斑牛鳅的
区别特征：
会有 3-5 个
黑色斑点

南部蓝斑牛鳅 (Southern blue
spotted（yank）flathead)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尾巴下半部没
有黑色斑点

灰牛鳅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13

海鲈鱼 (Estuary perch)
(包括澳洲鲈鱼及杂交品种)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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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比目鱼 (Flounder)（所有种类）
学名：Rhombosoleidae.
法定最小尺寸：23 厘米。
捕捞限额：各种比目鱼的总数不超过 20 条。

比目鱼

尖嘴针鱼 (Garfish)（所有种类）
学名：Hemiramph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种尖嘴针鱼的总数不超过 40 条。
尖嘴针鱼

宝石鱼 (Gemfish)
学名：Rexea solandri.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
宝石鱼

鲱鲤 (Goatfish)（所有种类）
学名：Mull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一种或多种鲱鲤，总数为 20 条。

鲂鱼

鲂鱼 (Gurnard)（所有种类）
学名：Trigl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种鲂鱼的总数不超过 10 条。
鲂鱼

乔治王鳕鱼 (King George whiting)
学名：Sillaginodes punctata.
法定最小尺寸：27 厘米。
捕捞限额：20 条。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完整
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直到您离开
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切鱼
（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乔治王鳕鱼

剥皮鱼 (Leatherjacket)
(所有种类)
学名：Monacanth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种剥皮鱼的总数
不超过 20 条。

Six spine 剥皮鱼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Toothbrush 剥皮鱼

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学名：Genypterus spp.
法定最小尺寸：30 厘米。
捕捞限额：各种羽鼬鱼的总数不超过 5 条。
鳕鳘鱼/羽鼬鳚

长鳍狗鱼和箭�/ 金梭鱼
(Longfin pike 及 snook)
学名：Dinolestes lewini and
Sphyraena novaehollandiae.
法定最小尺寸：30 厘米。
捕捞限额：各种长鳍狗鱼或金梭鱼的总数不超
过 10 条。

长鳍狗鱼和箭魣

金梭鱼

黑鱼 (Luderick)
学名：Girella tricuspidata.
法定最小尺寸：23 厘米。
捕捞限额：10 条。
黑鱼

马鲛鱼（Mackerel）
（除了黄尾竹�
鱼 (yellowtail scad) 以外的所有竹�
鱼及鲭鱼（Trachurus 及 Scomber）
品种）
学名：Trachurus 和 Scomber.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一种或多种马鲛鱼（黄尾竹�鱼除
外），总数为 40 条。

Slimy 澳洲鲭/马鲛鱼

唇指鲈鱼 (Morwong)
(所有种类）
学名：Latridae.
法定最小尺寸：23 厘米。
捕捞限额：各种唇指鲈鱼的总数不
超过 5 条。

唇指鲈鱼
(Banded morwong)

唇指鲈（dusky morwong）成年鱼 唇指鲈（dusky morwong）幼鱼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15

鳕鳘鱼/羽鼬鳚 (Ling)
(所有种类）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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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鲻鱼/乌头 (Mullet)（所有种类）
学名：Mugil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种鲻鱼加起来总数不超过 40 条。
鲻鱼/乌头

南极石首鱼 (Mulloway)
学名：Argyrosomus japonicus.
法定最小尺寸：60 厘米。
捕捞限额：5 条。

南极石首鱼

海马，海龙和杨枝鱼
(Seahorses, seadragons
及 pipefish)
学名：Syngnathidae.
受保护鱼类：禁止捕捉或拥有。

海马，海龙和杨枝鱼

鲹鱼 (Silver trevally)

学名：Pseudocaranx spp.
法定最小尺寸：20 厘米。
捕捞限额：各种鱼加起来总数不超过 20 条。

鲹鱼

红鲷鱼 (Snapper)
学名：Chrysophrys auratus.
法定最小尺寸：28 厘米。
捕捞限额：10 条（最多 3 条的尺寸可以
等于或大于 40 厘米）。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
切片。必须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
和鱼鳞保存（屠体）直到您离开该水
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
台上切鱼（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红雕鱼幼鱼（pinky）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红鲷鱼

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学名：Lotella 和 Pseudophycis 属鱼类。
法定最小尺寸：23 厘米。
捕捞限额：一种或多种岩鳕和须鳕，
总数为 20条。

南部石鳕鱼

鲳鱼 (Sweep)（所有种类）
学名：Scorpdidae.
法定最小尺寸：23 厘米。
捕捞限额：各种鲳鱼的总数不超过 10 条。

鲳鱼

裁缝鱼（扁鲹）(Tailor（skipjack))
学名：Pomatomus saltatrix.
法定最小尺寸：23 厘米。
捕捞限额：20 条。

裁缝鱼

蟾鱼和河豚 (Toadies 及 puffers)
学名：Tetraodontidae 科。
不想要的鱼类：有毒勿食。
必须立即放回水里以免对其造成伤害。
违者重罚。
蟾鱼

河豚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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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岩鳕和须鳕（红鳕鱼、须岩鳕鱼、
大齿须鳕以及长须鳕）
(Southern rock cod 及 beardie)
(red cod, bearded rock cod, large
tooth beardie, slender beardie)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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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金枪鱼（蓝鳍金枪鱼，黄鳍金枪鱼和大
眼金枪鱼）(Tuna（southern bluefin,
yellowfin 及 big eye))
学名：Thunnus maccoyii and Thunnus spp.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包括南部蓝鳍金枪鱼、黄鳍金枪鱼及/
或大眼金枪鱼在内，总数为 2 条。
南部蓝鳍金枪鱼的拥有量限制：2 条且
< 160 kg 的任何形式。这是一个人在维多利亚
州任何地方（包括在家中）任何时候可以拥有
某种鱼类的最高限量。请参阅第 10 页了解有
关长鳍金枪鱼（albacore）和鲣鱼（skipjack）
的规定。
注意：不得在维州水域的水中或水面上对这些
鱼进行切片处理。必须整条保存或以屠体形式
保存（去内脏、鱼鳃和鱼鳞），直到您离开该水
域。您可以在船的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把
鱼切成片（关于屠体的定义请参阅第 85 页）。

蓝鳍金枪鱼

黄鳍金枪鱼

大眼金枪鱼

狮鲳鱼（黑线鳕（所有种类）
(Warehou (haddock))
学名：Seriolella spp.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种狮鲳鱼的总数不超过 20 条。
狮鲳鱼

沙（Whiting）
（除乔治王鳕鱼
(King George) 以外的种类）
学名：Sillaginidae/Odac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种沙（除乔治王鳕鱼外）的总数不
超过 20 条。

沙鮻 

濑鱼/隆头鱼（Wrasse）
（鹦鹉鱼）
(除蓝石斑（blue groper）以外的其他种类）
学名：Labridae.
法定最小尺寸：27 厘米。
捕捞限额：除蓝石斑外，各种濑鱼的总数不超过 5 条。
濑鱼 / 隆头鱼（鹦鹉鱼）

蓝喉隆头鱼幼鱼

雌性蓝喉隆头鱼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雄性蓝喉隆头鱼

海洋或河口有鳞鱼

学名：Seriola lalandi.
法定最小尺寸：60 厘米。
捕捞限额：5 条。
黄尾石首鱼/黄尾鰤

黄尾竹荚鱼 (Yellowtail scad)
学名：Trachurus novaezelandi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40 条。
黄尾竹荚鱼

Going
Rock Fishing?

去岩钓?
– Always wear a lifejacket
– Fish with a friend
– Check the weather
conditions before
you leave home
– Enjoy your time but
fish safely
–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lifesavingvictoria.com.au/
rockfishing
A message from Life Saving Victoria support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 时刻穿着救生衣
– 要结伴一起岩钓
– 在离家前查看天气情况
– 享受美好时光，但要安全
钓鱼
– 欲知更多信息，请浏览：
lifesavingvictoria.com.
au/rockfishing

來自 Life Saving Victoria 的問候，由維多利亞州政府提供資助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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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尾石首鱼/黄尾�
(Yellowtail kingfish)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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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鳐鱼和魔鬼鱼 (SHARKS, SKATES 及 RAYS)
测量渔获物
鲨鱼：捕捉鲨鱼后必须立即正确测量，以确定尺寸合规。测量自鲨鱼的鱼鳃最后面的鳃缝至身体任
何一侧鱼尾根部的长度。
魔鬼鱼：测量从魔鬼鱼一侧胸鳍尖端到另一侧胸鳍尖端的长度（身体的最宽距离）。

象鲨 (Elephantfish)
学名：Callorhinchus milii.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1 条。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
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直
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近的
清理台上切鱼（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象鲨

白斑星鲨 (Gummy shark)
学名：Mustelus antarcticus.
法定最小尺寸：45 厘米（部分体长）。
捕捞限额：白斑星鲨及/或长吻翅鲨的总数不超
过 2 条。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
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
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
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白斑星鲨
法定最小尺寸：45 厘米（部分体长)

长吻翅鲨 (School (snapper) shark)
学名：Galeorhinus galeus.
法定最小尺寸：45 厘米（部分长度）。
捕捞限额：白斑星鲨和长吻翅鲨的总数不超
过 2 条。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
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
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
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长吻翅鲨
法定最小尺寸：45 厘米（部分体长)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鲨鱼，鳐鱼和魔鬼鱼 (SHARKS, SKATES 及 RAY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每种鱼 1 条。
不得在维州水域的水中或水面上对这些鱼进行
切片处理。必须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
鳞保存（屠体）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
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 屠体 的
定义请参阅 85 页）。

灰色白眼鲛 (Bronze whaler shark)

澳大利亚虎鲨 (Port Jackson shark)
扁头哈那鲨 (Broadnose sevengill shark)

鳐鱼，魔鬼鱼和犁头鳐 (Skates,
rays 及 guitarfish)（所有种类）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法定最大尺寸：1.5 米。
捕捞限额：鳐鱼，魔鬼鱼和犁头鳐总数不超过
1 条。
不得在任何码头、突堤、岩壁或防波堤 400 米
范围内捕捉。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
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
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
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测量从魔鬼鱼一侧胸鳍尖端到另一侧胸鳍尖端
的长度。

南蟹魟 (Southern fiddler ray（banjo shark))

光鳐 (Smooth Ray)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南鹰魟 (Southern eagle ray)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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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鲨鱼 (Sharks) (除了长吻翅鲨、
白斑星鲨、大白鲨、沙虎鲨和象鲨以外
的鲨鱼种类)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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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鳐鱼和魔鬼鱼 (SHARKS, SKATES 及 RAYS)
大白鲨和沙虎鲨
学名：Carcharodon carcharias
and Carcharias taurus.
受保护鱼类：严禁捕捉或拥有。
大白鲨

沙虎鲨

遇到大白鲨时的应对处理方法
• 垂钓者严禁针对大白鲨去垂钓。如果意外捕
捉到大白鲨，垂钓者必须尽快将其安然无恙
地释放。

• 为了您的安全，请勿尝试取下鱼钩。当割断
鱼线时，要十分小心。用鱼线剪刀在尽可能
靠近鲨鱼的地方剪断鱼线。

• 为了您的安全，请勿尝试将大白鲨拖拽出水
面。让大白鲨处于船侧的水中，从而避免让
大白鲨疲劳以及对其造成伤害。

• 您可以协助我们调查研究大白鲨。
请将具体情况以电邮方式发送给
Russ Bradford（CSIRO），电邮地址为：
Russ.Bradford@csiro.au。

当心鲨鱼出没
• 永远不要独自一人游泳，潜水或者冲浪
• 随时了解 emv.vic.gov.au 的最新公告
• 总是在有救生员巡逻的海滩旗帜之间游泳
• 避免在可能吸引鲨鱼的地方游泳
• 注意鲨鱼出没的迹象，例如野生动物或鱼
类的异常行为

帮助他人及时得到通知
vfa.vic.gov.au/shark-smart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螃蟹 (除了普通滨蟹、蜘蛛蟹、巨型蜘蛛蟹及巨型蟹 * 以外的所有品种）
* 在维州水域，目前不允许休闲垂钓者捕捉皇帝蟹。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禁渔区以外的地方）：
• 30 只蟹
• 1 公升整蟹
禁渔区（Restricted areas）：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
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捕捉螃
蟹（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
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螃蟹
（请参阅 42 页）。
注意：捕捞限额不适用于购买用作鱼饵的
蟹类。

第五条腿有
桨状的游泳肢

紫色斑点

蟹壳最大宽度 7 厘米

沙蟹 (Sand crab)

红滨蟹 (Red shore crab)

沿边有 5 个短锯齿

棕绿色光滑外壳（壳不超过
≤ 7cm 宽）下面是淡橙色

第五条腿弯曲，些许扁平，
没有划水的桨状游泳肢

普通滨蟹

死的普通滨蟹可以用作饵料。为了确保螃蟹已
经死亡，请在冷冻后把它切成两半（沿着眼柄中
间竖着切开）。仅仅冷冻并不能杀死螃蟹。

下载
维州休闲垂钓指南应用程式！
在 App Store/iTunes 及
Google Play

蟹脚有白线和一
层稠密的短毛

浅灰色壳宽
不超过 10 厘米

普通滨蟹
(European green shore crab)
学名：Carcinus maena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仅限 15 只蟹。
禁渔区（Restricted areas）：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
于2米的水域里（潮间带）捕捉螃蟹（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
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螃蟹（请参阅 42 页）。
注意：活的普通滨蟹不得在任何维多利亚州水
域中或水域上用作诱饵。除非捕捉后立即释放，
否则不得将活的普通滨蟹就近放入维多利亚州
的水域。

明显的红/
褐色蟹壳

免费下载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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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巨型蜘蛛蟹在内的蜘蛛蟹类
学名：Family majidae.
最小法定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禁区以外）：
一种或多种蜘蛛蟹共 15 只。
禁区内：
• 不得在 Port Phillip Bay 少于2米深的水域（潮间带）
捕捞螃蟹（详见第 44 至 45 页）。
• 不得在海洋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捕捞螃蟹（详见第
42 页）。
巨型蜘蛛蟹

注意：
• 捕捞限制指的是任何一天您在维多利亚州的任何水域之内、之上或附近可以携带和拥有的螃蟹
最大数量。
（例如，您不能把 15 只螃蟹放到车里，然后在同一天再回来又捕捞 15 只蟹）。
• 为他人捕捞会占用您的捕捞限制配额。
• 仅使用合法渔具。开顶吊网和歌剧院网不能用来抓螃蟹。

捕捞螃蟹的方法
在禁区以外的海域中，只能使用如下方法捕捉螃蟹：
• 用手
• 最多使用 2 个诱饵陷阱（请参阅 37 页）
• 最多使用 2 个圈网。
（注意：从每年的 9 月15 日至 11 月 15 日为圈网禁用期。在此期间，只可在
Port Phillip Bay、Western Port Bay、the Gippsland Lakes 和其他水湾处使用圈网）。
所用设备的数量、大小和形状很重要。只使用合法的渔具。开顶吊网和歌剧院网不能用来抓螃蟹。
多余的渔获物必须立即放回水中，尽量减少可能的伤害或损害。把不用的鱼饵扔进垃圾桶。将饵料丢弃
（在水中或岸上）是乱扔垃圾的行为，将受到处罚。
如果您参加集体捕鱼，请参阅第85页了解有关捕捞限制的规定。

虾类 (SHRIMPS AND PRAWNS)
挖洞虾（所有种类包括海蛄虾）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禁渔区以外的地方）：一个或多个品
种的挖洞虾，总量为 0.5 升。
禁渔区（Restricted areas）：禁止在各国家
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挖洞 虾 （详情请
参阅第 42 页的内容）。
注意：此规定不适用于购买用作鱼饵的虾。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挖洞虾

游水虾 (Swimming shr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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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各种游水虾的总共数
量不超过 0.5 升。
禁渔区（Restricted areas）：
• 不得在 Port Phillip Bay 少于 2 米深的水域
(潮间带）捕捞虾类——详见第 44 至 45 页。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
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游水虾 （详情请参阅第
42 页的内容）。
注意：此规定不适用于购买作为鱼饵的虾。

游水虾

对虾 (Prawns)（所有种类）
学名：Penae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
• 一个或多个品种的整虾总重量为30升，或
• 一个或多个品种的5升虾肉。
禁渔区（Restricted areas）：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捕捉对虾（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
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对虾 （详情请参阅第
42 页的内容）。
注意：此规定不适用于购买用作鱼饵的虾。

对虾

虾的捕捉方法
在禁渔区以外的各种水域中，只能使用如下方法捕虾：
• 用手

• 只能使用 1 个抽饵泵（bait pump）

• 使用 1 个抄网（dip net）

• 只能使用 1 个诱饵网（bait net）。

• 最多使用 2 个诱饵笼（bait trap）
诱饵网只能用于距离任何码头或栈桥至少 30 米远的水域，以及距离 Gippsland Lakes（不包括
North Arm 和 Cunninghame Arm）、Lake Tyers（不包括如第 38 页的地图所示的水域）的任何小溪
或河流口至少 400 米远的水域；或者 Mallacoota 入口下湖、Corner Inlet、Shallow Inlet、Anderson
入口以及任何入口或河口的向海一侧的海水。
注意：诱饵网不能用于任何其他海水。诱饵网的使用在一些内陆水域（河流）也受到限制。有关诱饵网
可在内陆水域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2 页。使用渔具的数量、尺寸和形状非常重要。第 35 页总
结了在维多利亚州水域里可合法使用的渔具。
• 请记住：为他人捕捉的虾，将算在您的捕捞限额里。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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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龙虾 (ROCK LOBSTER)
岩石龙虾（所有种类）
学名：包括东部岩石龙虾（绿色小龙虾）的
Palinuridae、Sagmariasus verreauxi 以及
Jasus edwardsii（南部岩石龙虾）。
法定最小尺寸：
• 雄龙虾头甲长度 11 厘米。
• 雌龙虾头甲长度 10.5 厘米。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2 只，需贴有标签并
剪断尾巴。
拥有量限制：4 只，需贴上标签并剪断尾巴
禁渔区：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
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捕捉岩石龙虾
（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岩石龙虾
（详见 42 页）。
禁渔期：
• 从 9 月 15 号到 11 月 15 号（含当天）为雄
性岩石龙虾休渔期。
在雄性龙虾休渔期间，禁止在任何水域里使
用，安放或投放圈网，除了：
– 菲利普港湾（Port Phillip Bay）和 西海港
湾（Western Port Bay）
– 吉普斯兰湖（Gippsland Lakes）
– 任何水湾。
• 雌龙虾休渔期从 6 月 1 号到 11 月 15 号
（含当天）。

岩石龙虾

注意：
• 必须完整保留龙虾或者其尾部和头甲要连
在一起。
• 不得捕捉或拥有任何产卵的雌性龙虾，或取
走虾卵。
• 严禁捕捉软壳岩石龙虾。
• 必须将产卵的雌性龙虾或带有软壳仔虾的
雌性龙虾立即放回水中，并不能对其造成任
何伤害。

岩石龙虾的捕捉方法
在捕虾之前，您必须先上网注册并配发了岩石龙虾标签（请参阅 29 页了解有关注册详情）。
雄性

每一侧均为
单片甲片

雌性

生殖孔开口位
于第 5 对胸足
基部

每一侧都是
成对的甲片

叉形紧扣
结构通常
带有绒毛
便于携带
虾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第 5 对胸
足有叉爪

生殖孔开口位
于第 3 对胸足
基部

岩石龙虾 (ROCK LOB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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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准用和禁用捕捉岩龙虾的渔具
• 只能使用呼吸管或压缩空气瓶（水肺或水烟型潜水装置）徒手捕捉
• 每艘船最多使用 2 个圈网
• 在岸边只能徒手或者最多使用 2 个圈网。圈网的直径最宽不超过 77 厘米，最深不超过 50 厘米
（详见第 36 页）。
其他渔具均不能用于捕捉或辅助捕捉岩龙虾。有些渔具可以拥有但不能用于捕捉岩龙虾（见下表）。
渔具

状态

岸用或者船用圈网

ü

可以拥有

ü

可以使用

✗

不能拥有

✗

不能使用

饵料
(只能手持)

ü

可以拥有

ü

可以使用

捕鱼枪、手持捕鱼叉

ü

可以拥有

✗

不能使用

渔网/网袋（无论是空的
还是装有任何种类的鱼）

ü

可以拥有

✗

不能使用

手电筒

ü

可以拥有

✗

不能使用

ü

可以拥有

✗

不能使用

浮潜或者潜水时的圈网

潜水设备
(如脱下的脚蹼)

解释说明
仅在岸边或者船上使用合法。

水下压缩空气潜水或者浮潜时
不能使用圈网。
只能手持。不能将饵料放置在
任何东西上使用。
捕鱼枪可以携带但不能以任何
方式用于捕捉或辅助捕捉岩
龙虾。
捕捉/网袋可用于存放您的鱼获
（鱼或龙虾）
（通常在潜水或
浮潜时，或在岸边捕获时）。捕
获/网袋不能用于捕捉、缠绕或
引诱岩龙虾。
可携带电筒用于水下照明，但
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电筒来帮
助您捕捉岩龙虾。
潜水设备可用于潜水或浮潜，
但不能以任何方式用于捕捉或
辅助捕捉岩龙虾。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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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龙虾 (ROCK LOBSTER)
渔具

状态

解释说明

相机
(比如固定在手持杆的
GoPro 运动相机)

ü

可以拥有

✗

不能使用

任何种类的化学品
(例如洗碗液)

✗

不能使用

禁止向岩石裂缝中喷射化学
品。根据环境法，在海水中使
用化学品属违法行为。

陷阱/手钩

✗

不能拥有或者使用

法规禁止使用这些设备。

鱼钩

✗

不能拥有或者使用

杠杆/棍/棒/叉
(无论带诱饵还是不带诱饵)

✗

不能拥有或者使用

您可携带相机设备记录潜水活
动，但不能用于捕捉或辅助 捕
捉岩龙虾。

测量岩石龙虾

给岩石龙虾做记号和贴标签

将测量器的一端紧贴大触角之间的凹槽，从凹槽
量到甲壳的尾端。虾毛不算是甲壳的一部分。潜水
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对岩石龙虾进行测量，要在将
其放在船上或岸上以前完成测量。

休闲垂钓者捕捉的所有岩龙虾都应贴上标签并
在尾部剪掉一块，或者在尾部打一个直径不小
于 10 毫米的孔。这必须在将岩龙虾放到船上后
5 分钟内完成。如果从岸边捕获，须在抵岸 5 分
钟以及 50 米范围内完成。

测量龙虾的尺子可从客户
服务中心免费获得，详情请
致电 136 186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岩石龙虾尾部
剪割

如何注册获取岩石龙虾标签

岩石龙虾标签

• 在捕捉龙虾前，您必须注册并取得标签。

1. 给捕捉的龙虾贴标签是法定要求的。

• 标签是免费的。

2. 任何时候，个人最多可拥有 10 个标签。

• 可以在以下维州政府办事处获得：

– 您必须报告已使用的标签后才能预定更多
3. 您只能使用配发给您的标签。
– 例外情况：18 岁以下的儿童在成人监督下
可以使用成人的标签。
4. 标签可以转让。

– Warrnambool, Queenscliff, Geelong,
Lakes Entrance, Traralgon.
• 可用以下方法获得网上版本
www.vic.gov.au/lobstertag 或 从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下载 VicRLTag 应用程序。

– 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或网站将未使用的标签
转让给另一个已经注册过的钓鱼者。
5. 您必须汇报您的标签使用情况。
– 汇报已用过的标签：日期，使用地点和捕捉
岩石龙虾头胸甲的长度

VicRLTag

– 所有标签（用过的，没用过的，以及丢失的）
必须在季度末汇报。

注册步骤：

6. 标签均单独编号，季节一结束即失效。
– 每年的龙虾标签季从 11 月16 日起延至次
年的 11 月 15 日结束。

1. 上网
2. 创建账户
3. 预订标签
4. 使用标签
5. 汇报标签使用情况
6. 预订更多标签
贴标签的目的是为了估测渔业产量，进而提升渔
业的可持续管理。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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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 (SHELLFISH)
鲍鱼 (Abalone)（所有种类）

黑边鲍（Blacklip abalone）

青边鲍（Greenlip abalone）

法定最小尺寸：请参考以下地图
维州中部水域
捕捞期：每年指定的日子
捕捞期：全年
Melbourne

Lakes Entrance

Mouth of the
Hopkins River
Lorne
Aire River

Arch Rock
11 cm
(Mallacoota airport area)

法定最低尺寸

13 cm

10 cm
(Port Phillip Bay)

12 cm

11 cm（Port Phillip Bay 除外）
除了青边鲍鱼（greenlip）以外的所有鲍鱼品种

12 cm

13 cm
青边鲍鱼（greenlip）（永久禁止在 Port Phillip Bay 捕捞）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
• Port Phillip Bay：5 只黑边鲍（0 只青边鲍）
• 所有其他维多利亚水域：5 只（其中青边鲍不能超过 2 只）
拥有量限制：10 只（其中青边鲍不能超过 4 只）
拥有量限制是指个人在维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包括家中）可拥有某种鱼类的最多数量
禁渔区：
• 禁止在维州所有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捕捞鲍鱼，包括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
（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捞鲍鱼
（详见 42 页）
• 除非在指定的开放日里，禁止在维州中部水域里捕捞鲍鱼（参阅第 31 页）。
如需免费的捕捞鲍鱼工具，请致电 136 186。

维州中部水域（Central Victorian Waters）
维州中部水域指从爱尔河（Aire River）河口以东的水域，到拱岩（Arch Rock）
（利普特拉普角（Cape
Liptrap）附近），包括 Port Phillip Bay。南面边界线是离海岸 3 海里的一条线，这是维州海域朝向大
海的最远距离。

贝类 (SHELL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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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中部水域休闲捕捞鲍鱼开放日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维州中部水域的鲍鱼是永久性禁止捕捞的，除了在每年指定的捕捞开放日里，包括：
• 从 11 月 16 日至次年 4 月 30 日的每个周六和周日（含当天）。
• 从 11 月 16 日至次年 4 月 30 日维州宣布的每个公共假期。
• 从 12 月 25 日至次年 1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含当天）。

鲍鱼的捕捞方式
• 必须携带测量工具。
• 捕捞鲍鱼时必须使用钝器。
• 切勿使用刀具、螺丝刀或其他尖锐物品以免割伤鲍鱼。
• 在维州水域内、水下或水面上，禁止剥鲍鱼壳，拥有剥过壳的鲍鱼，或将剥过壳的鲍鱼带到船上或岸
边（您只能在食用鲍鱼的地方剥鲍鱼壳）。
• 只能在日出和日落期间捕捞鲍鱼。
如需免费的捕捞鲍鱼工具，请致电 136 186。

测量渔获
鲍鱼：无论贝壳完整还是破损，鲍鱼必须在贝壳最宽的部位进行测
量，同时应在捕捉到鲍鱼后立即测量。若发现尺寸过小，应将其放回
到捕捉地点。
鲍鱼测量工具可通过致电 136 186 免费获得。

潜水要注意安全
青口（除 Glenelg 淡水青口之外的所有种类）
潜水捕捞鲍鱼是相对较为安全的行为，
但也有溺水的风险。为了保持安全，您必须：
•学名：
只在海况良好的情况下方可潜水。
Mytilidae.
•法定最小尺寸：
务必要在友人陪伴下潜水，
以便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有人相助。
无。
• 如果海况不佳，
请另寻更好的地点或改天再潜水。
捕捞限额
（禁渔区以外）
：各种青口的总数不超过：
• 每人 10 升带壳青口或。
（除
Glenelg 淡水青口之外的所有种类）
•青口
每人
1 升去壳青口。
禁渔区：
学名：Mytilidae.
•法定最小尺寸：
禁止在菲利普湾
（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
无限制。
捕捞青口
（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捕捞限额
（禁渔区以外）
：各种青口的总数不超过：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
（Marine National Parks
每人 10 升带壳青口或。
捕捞青口（详见 42 页）。
• and
每人 Sanctuaries）
1 升去壳青口。

青口

禁渔区：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
捕捞青口（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捞青口（详见 42 页）。

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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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 (SHELLFISH)
牡蛎 (Oysters)（所有种类）
学名：Ostre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各种牡蛎的总数不超过 50 只。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
(潮间带）捕捞牡蛎（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捞牡蛎（详见 42 页）。
牡蛎

蛤蜊 (Pipis)
学名：Donax deltoide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
• 利普特拉普角滨海公园（Cape Liptrap Coastal Park）位于
Point Smyth 和 Arch Rock 之间，包括维纳斯湾（Venus Bay）：
每人 2 升蛤蜊或 0.5 升去壳蛤蜊
• 所有其他维多利亚水域：每人 5 升蛤蜊或 1 升去壳蛤蜊。
拥有量限制：在维多利亚州任何地方最多只可以拥有 100 公斤蛤蜊。这是
一个人在维多利亚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包括在家中）所能拥有的某种鱼
类的最大数量。
拾蛤蜊方法：只能徒手。
注意：在潮间带禁止使用挖掘工具拾蛤蜊。为别人拾的蛤蜊，将算在您的
捕捞限额里。
禁渔区：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
拾蛤蜊（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拾蛤蜊（详见 42 页）。

蛤蜊

扇贝 (Scallop)
学名：Pecten fumatu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100 个。
禁捕区：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
拾扇贝（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拾扇贝。
（详见 42 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扇贝

鱿鱼、章鱼和墨鱼 (SQUID, OCTOPUS, CUTTLEFISH)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禁渔区以外的地方）：一种或多种鱿鱼、花枝、章鱼以及墨鱼，总数为 10 条。
禁渔区：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鱿鱼、
章鱼或墨鱼（详见 42 页）。

南部鱿鱼 (Southern squid)

让我们令
垂钓活动
更美好
栖息地

栖息地

沙滩章鱼 (Sand octopus)

墨鱼

维州休闲垂钓倡导机构

栖息地

栖息地

浏览 VRFish 的网站：www.vrfish.com.au
加入，并就影响休闲垂钓活动的问题与我们联系。
#makefishingbetter
 info@vrfish.com.au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栖息地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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鱿鱼（包括花枝）、章鱼以及墨鱼（所有种类）(Squid (including calamari),
octopus and cuttlefish) 

在海洋和河口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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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生物* (MOLLUSCS)*
除鲍鱼、青口、牡蛎、蛤蜊、扇贝、鸟蛤、鱿鱼、章鱼和墨鱼以外的所有贝类
(abalone, mussels, oysters, pipis, scallops, squid, octopus
and cuttlefish)
*这些软体动物包括蜗牛、蛞蝓、欧洲玉黍螺、狗岩螺、石鳖和帽贝。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各种软体动物总数量不超过：
• 5 升（一种或多种完整的软体动物）或
• 1 升（一种或多种离壳/去壳软体动物）。
限制区：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捕捉任何软体动物（请参
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所有维州水域包括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潮间带）捕捉任
何单壳软体动物（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任何软
体动物（详见 42 页）。

其他无脊椎生物
无脊椎动物是指没有脊柱的动物

沙虫 (Sandworm) 及其他海生虫（包括多毛类刚毛虫的所有物种）
(polychaete bristle worms)
学名：Polychaeta.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外）：各种蠕虫的总数量不超过：0.5 升。
注意：该数量限制不适用于购买用作鱼饵的蠕虫。
禁捕区：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沙虫及
其他海洋蠕虫。
（详见 42 页）。

海胆 (Sea urchins)
学名：Echinoidea.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禁渔区以外的地方）：一种或多种海胆，总数为 40 只。
注意：禁止在维多利亚水域内、上或附近从海胆上取下海胆籽和其
他软体组织。
禁渔区：
• 禁止在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水深小于 2 米的水域里
(潮间带) 捕捉海胆（请参阅 44-45 页了解详情）。
• 禁止在各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内（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Sanctuaries）捕捉海胆（详见 42 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海胆

在维州捕鱼所用工具的数量、形状及尺寸对确定其是否合法非常重要。此外，一些合法的工具在某些地
方不能使用（如封闭水域），或在某段时间里不能使用（如禁渔期），或捕捉某种鱼类时（如捕鱼枪不用
来捕捉龙虾）。
渔具店和网上销售的渔具并非全部可以在维州水域中合法使用。

海洋水域
海洋水域包括：吉普斯兰湖（Gippsland Lakes）、马拉库塔水湾（Mallacoota Inlet）的下湖区 、
泰尔湖 (Lake Tyers) 和 Wignan 水湾以及不是内陆水域的维州水域，例如（不只限于）菲利普湾
（Port Phillip Bay）和西港（Western Port）详情请参阅 86-87 页。

海洋水域合法渔具汇总
以下渔具只可用于在维州海洋水域中捕鱼或尝试捕鱼（包括无脊椎生物）。在使用这些渔具之前，您必须
了解其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请参阅 35 至 40 页）。
渔具类型

在海洋水域中允许使用的最多数量

带有鱼钩的鱼线

4 条；请参阅 36 页

每条鱼线上的鱼钩

2 个或 1 个假饵；请参阅 36 页

无钩带饵鱼线

10 条；请参阅 36 页

抽饵泵（手动抽吸）

可以使用；参阅第 36 页

诱饵笼带标签

2 个；请参阅 37 页

抄网

可以使用；参阅第 38 页

手摇电动渔线轮

准用；请参阅 37 页

诱饵网（牵引网）

只能在某些水域中使用；请参阅 37 页

圈网带标签

只能在某些水域中使用；请参阅 36 页

手持鱼叉（装备多头倒钩）

只能在某些水域中使用；请参阅 38 页

捕鱼枪

只能在某些水域中使用；请参阅 39 页

注意
• 手钩仅可用于帮助将鱼获拖出水面（参阅第 37 页）。
• 不得在海洋水域使用开顶式吊笼。
• 可以使用鲍鱼工具捕捞鲍鱼（见第 31 页）。
捕捞鲍鱼需使用钝器，不得用刀或螺丝刀。

给渔具正确贴标签
圈网及诱饵笼必须系带一个标签。该标签须
位于水面之上，须有休闲垂钓者的全名以及
清晰可辨的住址。

网兜
深度
最大
不超
过 50
厘米
最大直径 77 厘米

贴有正确标签的圈网示例

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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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水域中使用渔具
渔具使用规定需要与潮间带禁渔区规定（请参阅 44 -45 页）一起阅读理解。

鱼线、鱼钩和假饵

抽饵泵（Bait pump）

鱼线：任何鱼线和鱼竿务必有人看管。您的鱼线
必须在您的视野中，并在您所在位置 50 米范围
内。

允许使用筒径不超过 8.5 厘米的手动抽吸诱饵泵
可用于挖洞虾（包括海蛄虾），海洋蠕虫和其他无
脊椎动物。筛子可以与泵一起使用。

鱼钩和假饵：

抽饵泵

鱼钩指：
• 单钩（single hook）
• 由钩眼连在一起的一组 4 个挂钩
• 1 个假饵

最大筒径 8.5 厘米

注意：禁止将饵料泵用作挖掘工具。

• 1 个鱿鱼饵
• 诱饵钓钩。

圈网（Hoop nets）

防脱落挂钩：

圈网是一种顶部开口的圆
筒形网，由 1 或 2 个直径
不超过 77 厘米的环组成。
网兜深度不得超过 50 厘
米。如从船上置网或无人
看管，则必须在圈网上贴标
签。该标签须浮于水面之
上。该标签须清晰显示出休
闲垂钓者的全名及住址。

防脱落挂钩：
• 指一种由 2 个鱼钩构成的组件，用来将鱼饵固
定在鱼线上的某个位置
• 有 1 个鱼钩系在鱼线的末端，另 1 个鱼钩顺
着鱼线悬挂，并且可以触到第 1 个鱼钩。
诱饵吊钩
诱饵吊钩：

圈网直径最大不
超过77 厘米

• 指最多可连续放置 6 只拟饵，鱼钩长度不超
过 2 厘米，并链接在总长度不超过 3 米的鱼
绳上。
在海洋水域里，每人（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的
垂钓者）最多可以使用 4 根鱼线，无论是否系
在鱼竿上，每根鱼线上最多 2 个鱼钩或 1 个
诱饵吊钩。

系饵鱼线 (Baited lines)
系饵鱼线指不带鱼钩的鱼线。禁止在系饵鱼线系
绑任何鱼钩。
在任何海洋水域里，每人（有钓鱼证或免钓鱼
证的垂钓者）最多可以使用或拥有 10 个系饵
鱼线。

网兜
深度
最大
不超
过 50

圈网

在捕钓开放季期间，在任何海洋水域中或里，
每人（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的垂钓者）最多可
以使用或拥有 2 个贴有标签的圈网。

圈网禁用期
每年 9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含当天）之间，除
菲利普港湾，西海港，吉普斯兰湖或任何海洋入口
以外的任何其他海水水域，禁止使用圈网。

诱饵网 (Bait nets)（牵引网）

手钩（包括倒刺飞钩）仅可用于帮助将鱼获（无脊
椎鱼类除外）拖出水面。

诱饵网的长度不得超过 6 米。系在两端的牵引绳
长度不得超过 6 米。诱饵网不包括手抛网（cast
net），此网为非法渔具。

无倒刺手钩指的是一个无倒刺手钩或一系列的无
倒刺手钩（带把手或不带把手的）。
倒刺飞钩（barbed flying gaff） 由用鱼绳或鱼线
一端拴住单钩（带或不带倒刺的），另一端拴住一
根坚固的杆组成，这样，当鱼钩刺入鱼体时，钩子
会从鱼竿上脱离。

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的垂钓者最多可以使用
1 个诱饵网从允许捕钓的海洋水域中获取鱼
饵。在限制区内禁止使用诱饵网。
限制区：严禁在以下区域使用诱饵网：

不得用鱼叉捕鱼。

• Port Phillip Bay 和 Western Port

手摇电动渔线轮
(Hand-cranked electric reels)

• Gippsland Lakes 的 North 支流 和
Cunninghame 支流

如果渔线轮上有手摇装置，安装在传统的钓鱼鱼
竿上，并且在收鱼时可以手持，则允许休闲垂钓者
使用该种渔线轮。
其他类型的电动渔线轮被看作是商业捕鱼工具，
禁止休闲垂钓者使用。如果残疾人士有正当的合
理需求使用电动渔线轮，而非手摇电动渔线轮，可
以向维州渔政局 VFA 申请许可证。

诱饵笼（Bait traps）
漏斗入口直径不得超过 5 厘米。诱饵笼的尺寸
必须不得超过 25 厘米高，25 厘米宽和 50 厘米
长。
在任何海洋水域里或上，每人（有钓鱼证或免
钓鱼证的垂钓者）最多使用 2 个贴有标签的
诱饵笼。
诱饵笼
最大漏斗直径
5 厘米

• 沿着第 38 页地图所绘路线逆流而上的
Lake Tyers 的 Toorloo 支流 及 Nowa
Nowa 支流水域。
• Tamboon 湾
• Sydenham 湾
注意：在任何维州水域里，禁止使用动力发动机
拖、拉或牵引任何渔网。
许可水域：在距离突堤或码头至少 30 米远的水
域里，并且距离以下水域任何溪口或河口至少
400 米的水域里，允许使用诱饵网。
• Gippsland Lakes（不包括 North Arm 与
Cunninghame Arm）
• Lake Tyers（不包括上述如第 38 页地图所示
的 Toorloo Arm 与 Nowa Nowa Arm 部分
水域）
• Mallacoota Inlet 的 Lower Lake

最大高度
25 厘米

• Corner Inlet
• Shallow Inlet
• Anderson Inlet

最大长度 50 厘米
最大宽度 25 厘米

• 任何小港湾或河口处靠海一边的其他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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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枪射鱼（Spear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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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允许在一些海水水域中使用鱼枪射鱼。
在任何内陆水域里、上或附近，禁止使用
或拥有任何鱼枪或手持鱼叉。
• 禁止使用任何矛或鱼枪来捕捉岩石龙虾
（rock lobster）。

手持鱼叉（Hand-held spear）
手持鱼叉（hand-held spear）指的是带有 1 个
或多个叉齿（有或无倒钩）的长矛状装置。鱼叉
可用手持，其设计使得鱼叉插入鱼体时，叉齿不
会脱离。
在海洋水域，可用它来捕鱼（岩龙虾和鲍鱼除外）。

手持鱼叉Hand-held spear

禁止在以下水域中使用或持有手持鱼叉：
• 任何突堤或码头 30 米内

抄/袋网
抄网是由一个宽度和深度各不超过 90 厘米的开
口网和连接在一起的手柄组成。
持有捕鱼证或豁免钓鱼证的垂钓者可使用抄
网捕捞各种鱼类或无脊椎生物，用不用手电
筒都可以。

• 在任何溪口或河口的 30 米内（有关定义
请参阅 86-87 页）
• 在 Curdies 湾、Tamboon 湾、Mallacoota
湾、Swan Bay、Sydenham 湾、Lake Tyers
以及 Wingan 湾的水域之中或之上
• 在 Gippsland Lakes 的 North支流水域
之中或之上

抄网
最大深度
90 cm

最大宽度 90 cm

潮间带的使用限制
禁止在 Port Phillip Bay 的潮间带使用抄网捕
捞任何无脊椎生物，或从所有其他维州水域的
潮间带捕捞任何单壳软体动物。

• 在 Corner 湾的水域之内、之上或附近，从
入口点（位于 Wilsons Promontory）最北
端的平均高水位线至平均高水位线 Little
Snake Island 最西端的一条线的西面水
迹，沿着岛屿的海岸线一直往北，然后向东
直到 Port Welshpool 长堤的正南点，然
后沿着南北线一直到长堤的尽头，沿着长
堤一直到海岸。

鱼枪 (Spear gun)（包括吊绳）

在除禁渔水域以外的任何海洋水域，每个持证
或免证的垂钓者只能使用或持有 1 个鱼枪。
夏威夷吊索

Lake
Victoria

Paynesville

可用鱼枪捕钓

Trouser Point
Gippsland Lakes
Coastal Park

Waddy
Point

Lake
Victoria

Pelican
Point
Loch Sport

可触发鱼枪

在禁渔水域使用手持鱼叉与鱼枪
限制海域：禁止在以下水域使用或持有鱼枪：
• 任何突堤或码头 30 米内
• 在任何溪口或河口的 30 米内（有关定义
请参阅 86–87 页）
• 在内陆水域中，包括 Curdies Inlet、
Tamboon Inlet、Upper Lake 以及
Mallacoota Inlet 的河流
• 在 Anderson Inlet，Corner
Inlet，Lake Tyers，Mallacoota Inlet 的
Lower Lake，Shallow Inlet，Wingan Inlet
和大部分 Gippsland Lakes（见下文）的
水域中。
在 Gippsland Lakes 允许使用和拥有鱼枪的水
域，仅包含：
• 瑞格比岛东部尾端的 3 个岩石防波堤的
20 米范围
• 位于巴日尔澜定（barrier landing）以西的
候顿海峡 20 米的屏障范围
• 鹰角湾每个罗盘灯塔的 50 米范围
• 从维多利亚湖的沃特角到涛塞角，和从瓦
迪角到鹈鹕角虚拟线（参见上面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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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tle Point

只有当您以直达的方式，往返于船下水坡道到允
许使用手持鱼叉或鱼枪的海域停船处时，才可以
在船通过禁渔海洋水域上持有鱼枪或手持鱼叉。

海洋捕鱼工具

鱼枪是一种能够向鱼叉或箭提供推进力的机械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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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渔具
禁止在维多利亚州的水域里、上或其附近（包括私人水域），使用或拥有非法工具。禁止使用或尝试使

海洋捕鱼工具

用炸药、枪支、弓箭捕捞，伤害或捕杀鱼类。
在任何维州水域里，禁止使用动力发动机拖、拉或牵引任何渔网。
• 排钩长鱼线/串钩

• 青口耙子

• 渔网、掩网

• 鱼叉

• 罗网

• 蟹罐

• 发网

• 弓和箭

• 炸药

• 枪支

• 在海洋水域中使用开顶式吊笼

• 滚筒网

• 歌剧院式捕捉笼（Opera House Nets）
（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在公共和私人水域中使
用歌剧院式捕捉笼 ）。
• 不符合 35 至 39 页合法渔具尺寸和形状的任何工具。

鱼饵和撒饵
注意：将活饵放生于其被捕获之地以外的水
体，是非法行为。
将活饵放生于其他水体，可能导致有害的鱼类
及/或疾病扩散。

贝利撒饵
贝利是为吸引鱼而放置在水中的任何植物或动物
组织或提取物。
除了作为捕鱼作业的一部分之外，不得因其他
目的利用撒饵吸引鱼类。
在 Port Phillip Bay、Western Port、
Gippsland Lakes、任何水湾或距离维多利亚
州海岸线 1 海里的范围内捕鱼，撒饵量绝不
能超过 10 公升。
上述水域以外的地区，撒饵量没有限制。

哺乳动物血液或内脏
严禁在维州水域使用含有哺乳动物血液或内脏的
的贝利撒饵吸引任何鱼类。请注意：可以使用含有
哺乳动物血液或内脏的颗粒饵。

鱼饵限制规定：
尺寸过小的鱼：禁止在维州水域中使用尺寸过小
的鱼作为鱼饵。
有害鱼：禁止在维州水域中使用活的有害鱼（包
括欧洲鲤鱼 European carp、锦鲤和欧洲滨蟹
European green shore crab）作为鱼饵。
鱼卵（蛋）：严禁在维州水域使用鱼卵或未煮过的
鳟鱼或鲑鱼作为鱼饵或贝利撒饵，以获得或试图
获得任何鱼类。
蛙类：蛙卵、蝌蚪以及蛙类——无论死的还是活
的——都受到《1975 年野生生物法》保护，严禁
在维州水域用作诱饵。
受保护的鱼类：除非依据《1988 年动植物保护法
案》获得了授权，否则严禁使用此法案保护的鱼
类作为诱饵。

不对休闲垂钓开放的海洋水域
• 保护关键的栖息地和濒危物种
• 确保垂钓者的安全（航道）
• 保护水产养殖基础设施
• 保护遗产地（例如沉船）。
禁渔限制因地点而异。您有责任了解您打算捕鱼的区域里有哪些限制规定（如果有的话）。

水产养殖保护区
目前在菲利普港湾和西港口开展海水养殖。地点
位于九个水产养殖渔业保护区（AFRs）内的养殖
基地里（官方租赁），面积从 3 公顷至 27 公顷
大小不等。

橙色浮标标志着界限

水产养殖渔业保护区可以通过黄色特殊标志（桩
或浮标）清晰标识。在标志顶部X上刻有黑色字体
的“AQUACULTURE”，黄色同步灯置于外部边界
上（见下图）。
AFR 内的官方租赁区不对公众开放。租约持有人
会安装橙色浮标来标记边界（见下图）。
任何捆绑或干扰 AFR 内官方租赁区里的任何商
业水产养殖设备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

AFR 内的官方租赁区

水产养殖渔业保护区（桩或浮标）

菲利普港湾和西港的水产养殖渔业保护区

不对休闲垂钓开放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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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海域中实施禁渔措施是为了：

不对休闲垂钓开放的水域

42

维多利亚州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
(MARINE NATIONAL PARKS 及 SANCTUARIES)

国家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保护着各类具有维多
利亚独特且多样的海洋环境特点的区域，为当代
和后代带来无穷益处。
禁止在这些区域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捕捞和休闲
垂钓活动。这意味着您不能：
• 在岸边或者船上钓鱼
• 潜水射鱼、捕鱼或者捕捞贝类生物
• 收集鱼饵
• 投放陷阱或者渔网。
违者重罚。
您有责任了解您打算钓鱼或捕捞贝类或甲壳类生
物的区域里有哪些限制。

边界标记
海岸线边界标记位于公园边界的陆地
上，并指向受保护区。

水中特别标志位于受保护区的海上
边界处。
带有边界坐标的地图可从 Parks Victoria 办事处
获得。致电 13 19 63 或浏览：
visit: parkweb.vic.gov.au/explore/find-a-park/
marine-protected-areas
免费的维多利亚休闲娱乐钓鱼向导手机
APP（Victorian Recreational Fishing Guide）有
一项功能是这里可以钓鱼吗？，这个功能使用智能
手机的内置 GPS，用户可以自己判断是否接近或
者已经身处海洋公园或者海洋保护区。

沉船遗址保护区
九处具有非常重要历史意义但结构脆弱的沉船被
列为保护区（protected zones）。
未经许可进入、锚泊、垂钓、拖网或潜入受保护的
区域是违法行为。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若被
发现进入保护区，可导致超过 295 澳元的现场
罚款。若被发现有多项违法行为，可导致多项罚
款。如果被起诉，可能会被处以超过 7000 澳元
的罚款。

沉船遗址保护区包括（WGS 84）：
HMVS Cerebus
0.5 h rectangle -37. 967382；145. 007876
SS City of Launceston
500 m radius
-38. 076829；144. 826321
Clarence
100 m radius

-38. 202570；144. 723253

Joanna
100 m radius

-38. 207960；144. 730102

Will O’The Wisp
50 m radius
-38. 241498；144. 701159

William Salthouse
250 m radius
-38. 272943；144. 705493
SS Alert
500 m radius

-38. 486944；144. 750556

PS Clonmel
50 m radius

-38. 744000；146. 677800

SS Glenelg
500 m radius

-38. 552400；147. 2074000

其他沉船遗址
根据维州和联邦法律规定，所有超过 75 年以上
的沉船都被列为历史古迹。具有历史意义的沉船
有着极为脆弱的结构，这往往指由于长时间水下
浸泡而脆弱易损的船体。垂钓者可以在非保护区
内的历史沉船遗址附近钓鱼。但是，垂钓者应该
小心抛掷船锚以及沉重的缆绳，因为影响、破坏
或毁坏历史沉船及其遗迹是非法的，将受到严厉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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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区

潮间带的捕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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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捕捞限制的规定
潮间带被定义为从最高水位到（任何时候）水深达 2 米之间的区域。
所有生活在潮间带动植物都是食物链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潮间带捕捞无脊椎生物（指没有脊柱
的动物，比如螃蟹、蜗牛、贝类和海胆等）看上去没什么，但实际上这意味着其他物种食物的丧失。为
此，维多利亚的潮间带区域被列为保护区。
最高水位标志

最高水位标志
水位

水位

低

高

潮

潮

时

时

的

低于水位2米

潮

间

带

涨潮时的潮间带区

的

潮

间

带

低于水位2米

退潮时的潮间带区

潮间带保护区
Port Phillip Bay
在 Port Phillip Bay 潮间带，您只能捕捞海
虫子、沙虫、挖洞虾、鱿鱼、章鱼和乌贼。

维多利亚水域（Victorian waters）
(菲利普港湾除外)
在维多利亚州所有其他水域的潮间带，您只
能拾捡双壳贝类（带有 2 个铰链贝壳的水
生物，如蛤蜊、扇贝、青口、牡蛎）、螃蟹、
龙虾、海洋蠕虫和挖洞虾。

在菲利普港湾的潮间带，所有其
他无脊椎生物（无脊柱生物）均
受到保护，禁止拾捡。

在潮间带，所有单壳软体生物
(如鲍鱼、冒贝、滨螺和涡轮螺）
均受到保护，禁止拾捡。

维多利亚州内不同水域的潮间带捕捞限制的规定

潮间带的捕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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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湾的潮间带
您可以拾捡：

禁止拾捡：

	
菲利普湾以外的其他潮间带
您可以拾捡：

所有其他无脊椎生物，
包括：

ü
ü
ü
ü
ü

海洋蠕虫

挖洞虾
鱿鱼
章鱼
墨鱼

✗
✗
✗
✗
✗
✗
✗
✗

鲍鱼
螃蟹
蛤蜊
青口
扇贝
海胆
贝壳生物
海洋蜗牛

禁止拾捡：
任何单壳软体生物，
比如：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双壳贝类，如蛤蜊、
扇贝、青口、牡蛎
螃蟹
岩石龙虾

✗
✗
✗
✗

鲍鱼
冒贝
滨螺
涡轮螺

海生蠕虫
挖洞虾
海胆
章鱼
鱿鱼
墨鱼

潮间带渔具限制的规定
在维多利亚州的潮间带，只允许使用某些渔具捕
捞允许捕捞的生物。捕获数量限制同样适用于这
些生物。
（请参阅 23-34 页）。

潮间带保护区渔具限制的规定
在潮间带保护区内禁止使用任何类型的手持挖
掘工具来拾捡海洋无脊椎动物。例如，手持式挖
掘工具不能用于拾捡潮间带中的蛤蜊、蠕虫、扇
贝和巴斯小龙虾。

当允许在潮间带拾捡海洋生物时，仅可采用以下
捕捞方式：
• 手或脚
• 手持抽饵泵（有关尺寸规定，
请参阅第 36 页）
• 诱饵笼（有关尺寸规定，请参阅第 37 页）
• 用鱼线、鱼枪手持鱼叉来捕鱼、鱿鱼、章鱼
和乌贼（有关鱼枪和手持鱼叉准用和禁用
区域，请参阅第 38-39 页）
• 圈网和诱饵网（这些渔具只能在某些水
域或特定时间内使用，详情请参阅
第 36-37 页）。

淡水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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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内陆）捕钓
无论是在维多利亚州东北部钓野生鳟鱼，还是在我们北部的河流里钓鳕鱼，
或者在 East Gippsland 钓澳大利亚鲈鱼，我们都希望您能享受维多利亚州
为您带来的淡水鱼休闲垂钓乐趣。

47–68

淡水钓鱼

69

淡水垂钓的渔区

70–74

淡水钓鱼工具

务必要认识并遵守规则，这样我们才能确保维州的休闲渔业在未来得以健康
发展。祝您垂钓愉快！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淡水有鳞鱼（本地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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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渔获物

淡水钓鱼

有鳞鱼（scale fish）：捕获的鱼必须在第一时
间进行测量，确保其尺寸合规。请从鱼嘴尖端（
闭嘴时）至尾部末端进行测量。
尺寸过小、过大或不需要的渔获物，请立即放回
水里，并尽可能减少对其伤害。
禁止将活鲤鱼（有害鱼种）放回水中。
想要保留或无法放回水中的渔获物必须立即处
理。死鲤鱼可以放回水中。

澳洲鲈鱼 (Australian bass)
(包括海鲈及杂交品种)
学名：Percalates novemaculeata.
法定最小尺寸：27 厘米。
捕捞限制：Lake Bullen Merri：一种或多种海
鲈、澳洲鲈鱼及杂交品种，总数为 5 条。
维多利亚州的其他水域：总共 5 条（其中澳洲鲈
鱼的数量不得超过 2 条）。
澳洲鲈鱼和河口鲈鱼的区别特征
（请参阅 13 页关于河口鲈鱼的规定）：

澳洲鲈鱼
头部平整

头部平整

澳洲鲈鱼
头部凹陷

突出的下颌
鱼身凹陷

河口鲈鱼

澳洲河鳟 (Australian grayling)
学名：Prototroctes maraena.
受保护鱼类：禁止捕捉或拥有。
受保护鱼类：澳洲河鳟

澳洲胡瓜鱼、宽鳍南乳鱼、普通
南乳鱼、扁头南乳鱼、山区南乳
鱼以及斑点南乳鱼 (Australian
smelt, broad‑finned galaxias,
common galaxias, flat-headed
galaxias, mountain galaxias,
spotted galaxias)
学名：Retropinna semoni and Galaxi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一种或多种鱼类，总数为 40 条。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山区南乳鱼

澳洲胡瓜鱼

淡水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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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有鳞鱼（本地鱼种）
鳗鱼 (Eel)（长鳍和短鳍类）
学名：Anguilla spp.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各类鳗鱼的总数不超过 10 条。

短鳍鳗鱼

扁头白杨鱼 (Flathead Gudgeon)
学名：Philypnodon grandicep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40 条。
扁头白杨鱼

淡水鲶鱼 (Freshwater catfish)
学名：Tandanus tandanus.
法定最小尺寸：30 厘米
合法捕鱼区：淡水鲶鱼只允许在温米拉流域
(Wimmera Basin) 捕捉。
禁渔区：禁止在维州其他水域捕捉淡水鲶鱼。
捕捞限额：
• 温米拉流域（Wimmera Basin）：2 条。
• 维州其他水域：0 条。

淡水鲶鱼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直到您
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屠体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棕银河鱼和侏儒银河鱼
(Brown 及 dwarf galaxias)
学名：Galaxias fuscus and
Galaxiella pusilla.
受保护鱼类：严禁捕捉或拥有。

受保护鱼类：侏儒银河鱼

金鲈鱼（黄腹）(Golden perch（yellowbelly))
学名：Macquaria ambigua.
法定最小尺寸：30 厘米。
捕捞限额：5 条。
不得在维州水域的水中或水面上对这种鱼进行切片处理。
必须整条保存或以屠体形式保存（去内脏、鱼鳃和鱼鳞），
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的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
上把鱼切成片（关于屠体的定义请参阅第 85 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金色鲈鱼

淡水有鳞鱼（本地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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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Atherinidae。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一种或多种鱼类（Murray 硬头鱼及无斑点
硬头鱼除外），总数为 40 条。

淡水钓鱼

硬头鱼（Hardy head）
（除 Murray 硬头鱼及无
斑点硬头鱼（unspecked hardyhead）以外的
所有种类）

硬头鱼

墨瑞硬头鱼及无斑点硬头鱼
(Murray hardyhead 及
unspecked hardyhead)
学名：Crateocephalus fluviatilis
and Craterocephalus fluvus。
受保护的物种：禁止捕钓或持有。
分布范围：Kerang、Swan Hill 以及 Mildura（维州
部分）附近的湿地据记录有墨瑞硬头鱼及无斑点硬
头鱼 。Cardross Lakes、Lake Hawthorn 以及包括
Cullen、Elizabeth、Golf Course、Long、Round、
Tuchewop、Wandella、Woorinen North 及
Yando Lakes 的 Swan Hill-Kerang 域内几条河流也有
墨瑞硬头鱼出没。由于墨瑞硬头鱼容易与其他的硬头
鱼品种相混淆，所以其确切分布范围不可知。

墨瑞硬头鱼

无斑点硬头鱼

麦考瑞鲈鱼 (Macquarie perch)
学名：Macquaria australasica。
法定最小尺寸：35 厘米。
合法捕鱼区：只允许在 Lake Dartmouth 及 Upper
Coliban Reservoir（及其支流）捕捞麦考瑞鲈鱼。
禁渔区：严禁在维州其他任何水域捕捉麦考瑞鲈鱼。
捕捞限额：
（禁渔区以外）：
• 达尔特茅斯（Dartmouth）湖及其支流：1 条。
• 柯里班（Coliban）水库上湖及其支流：2 条。

麦考瑞鲈鱼

禁渔期：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含当日）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完整保存或去内
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屠
体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淡水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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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有鳞鱼（本地鱼种）
玛瑞鳕鱼 (Murray cod)
学名：Maccullochella peelii.
法定最小尺寸：55 厘。
法定最大尺寸：75 厘。
捕捞限额：
定湖泊和水库：2 条（参阅以下内容）。
城市湖泊：2 条（参阅以下内容）。
河流：1 条。
拥有量限制：5 条或总重量小于 30 公斤。这是个人在
维州任何地方（包括家里）、任何时间可拥有该种类
鱼的最大数量。
禁渔期：9 月 1 号至 11 月 30 号（含当日）。
注意：Lake Eildon 和 Great Dividing Range 以南的
水域全年开放捕鱼（YarraRiver 除外）。

玛瑞鳕鱼

人们常常将玛瑞鳕鱼与鳟鳕鱼混淆 (区别
特征请参阅 51 页)。
不得在维州水域的水中或水面上对这种鱼
进行切片处理。必须整条保存或以屠体形
式保存（去内脏、鱼鳃和鱼鳞），直到您离
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的下水坡道附近的
清理台上把鱼切成片（关于屠体的定义请
参阅第 85 页）。

指定的湖泊和蓄水池
Barkers Creek Reservoir

Eppalock Lake

Benalla Lake

First Reedy Lake

Big Meran Lake

Greens Lake

Booroopki Swamp

Hume Lake

Boga Lake

Kangaroo Lake

Buffalo Lake

Kow Swamp

Nillahcootie Lake

Cairn Curran Reservoir

Laanecoorie Reservoir

Rocklands Reservoir

Charlegrark Lake

Lascelles Lake

Taylors Lake

Charm Lake

Lauriston Reservoir

Victoria Lake (Shepparton)

Cullulleraine Lake

Moodemere Lake

Upper Coliban Reservoir

Eildon Lake

Nagambie Weir（指的是
Nagambie Weir 上游包
括 Lake Nagambie 在内
一直到 Goulburn River 的
Chinamans Bridge 的所有积
滞水）

Walkers Lake
Waranga Basin

城区湖泊
Albert Park Lake

Melton Reservoir

Roxburgh Park Lake

Casey Fields Lake
(Cranbourne East)

Navan Park Lake
(Melton)

Spavin Lake
(Sunbury)

Karkarook Lake
(Moorabbin)

Quarry Lake
(Ferntree Gully)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淡水有鳞鱼（本地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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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Maccullochella macquariensis.
受保护鱼类：严禁捕捉或拥有鳟鳕鱼，
除了以下两个湖泊：
• 贝尔湖
• 可福湖。
这两个湖泊位于维州东北部。
如果您在桑贝尔湖（Sambell）和可福湖
(Kerferd) 以外的水域无意中捕捉到鳟鳕鱼，请立
即将它们放回水中，并尽可能减少对其伤害。
法定尺寸（桑贝尔湖和可福湖）：
• 最小：40 厘米。
• 最大：50 厘米。
捕捞限额（桑贝尔湖和可福湖）：1。
条禁渔期：无。
拥有量限制：2条。
不得在维州水域的水中或水面上对这种鱼进行切片
处理。必须整条保存或以屠体形式保存（去内脏、
鱼鳃和鱼鳞），直到您离开该水域。
（关于屠体的定
义请参阅第 85 页）。

淡水钓鱼

鳟鳕鱼 (Trout cod)

鳟鳕鱼

鳟鳕鱼和玛瑞鳕鱼的区别特征：
较短的上颚

马赛克或大理石标记

玛瑞鳕鱼

穿过眼睛的条纹

斑点标记

突出的上颚

鳟鳕鱼

斑鳕鲈 (River blackfish)
(包括双棘鳕鲈 (two-spine blackfish))
学名：Gadopsis marmoratus 及
Gadopsis bispinosus.
法定最小尺寸：30 厘米。
捕捞限制：一种或多种，总数为 2 条。
禁渔期：9 月 1 号至 12 月 31 号（含当日）。
禁渔期只适用于大分水岭（The Great Dividing
Range）以南水域。

淡水黑鱼

整个夏季都可以捕钓您最喜欢的原生鱼类!
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正在城市湖泊放养墨瑞鳕、银鲈及金鲈。
请浏览网站：www.vfa.vic.gov.au/urbanlakes，了解鱼类放养所在水道
的最新清单、捕捞限额及大小限制等信息。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淡水钓鱼

52

淡水有鳞鱼（本地鱼种）
银鲈鱼 (Silver perch)
学名：Bidyanus bidyanus
法定最小尺寸：30 厘米。
捕捞限额：
大分水岭以北的河流和小溪，不包括维米拉流域
(Wimmera Basin)：0 条。
如果您在分水岭以北的溪流中无意中捕捉到了
银鲈鱼，请立即将其活着放回水中，并尽可能减
少对其伤害。
大分水岭以北的湖泊和蓄水池：5 条。
维州所有其他水域：5 条。
禁渔区：禁止在大分水岭以北的河流中（不包括
维米拉流域）捕捉银鲈鱼。

银鲈鱼

Bendigo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
完整保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
直到您离开该水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
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 屠体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禁渔区：禁止在大分水岭以南的水域中（包括维米拉
流域 Wimmera Basin）捕捉或拥有银鲈鱼。

Horsham
Marysville
Ballarat

合法捕渔区：只能在在大分水岭以北的湖泊和蓄水池
中（不包括维米拉流域 Wimmera Basin）捕捉和拥有
银鲈鱼。

塔斯马尼亚银鱼（澳洲银鱼）
(Tasmanian whitebait
(Australian whitebait))
学名：Lovettia sealii
受保护鱼类：严禁捕捉或拥有。在维州已极度濒危。
据知这种鱼生活在安德森湾（Anderson）和吉普斯
兰（Gippsland）的塔尔温河（Tarwin River）中。

塔斯马尼亚银鱼

西方黄黝鱼 (Western carp gudgeon)
学名：Hypseleotris klunzingeri.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制：40 条。
西方黄黝鱼

雄性西方黄黝鱼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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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Cyprinus carpio.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无。
有害鱼种：严禁将活鲤鱼放回到水里。请立即将其杀
死，但不要将死鲤鱼丢弃在钓鱼地点附近的岸边，可
以将其切成小块后再放回水中，以便沉入水里。

淡水钓鱼

鲤鱼 (European carp)

鲤鱼是有害物种：鲤鱼

红鳍（河鲈）(Redfin（English perch))
学名：Perca fluviatili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无。
最好不要将红鳍放回到水中，因为它们捕食本地鱼，
可能影响其他休闲垂钓活动。需要提醒钓鱼者的是：
如果没有渔业局的适当批准，运输活鱼是非法的。

红鳍

斜齿鳊 (Roach)
学名：Rutilus rutilu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无。

斜齿鳊

丁鲷 (Tench)
学名：Tinca tinca.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无。
丁鲷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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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有鳞鱼（鳟鱼和鲑鱼）
关于鳟鱼和鲑鱼法规介绍
维州河流湖泊按照鳟鱼和鲑鱼渔场管理分成不同组别。每个组别按照是否有鳟鱼和鲑鱼禁渔期，捕捞
限额，拥有量限制以及法定尺寸大小来界定。

鳟鱼和鲑鱼(鲑科)
(Trout 及 salmon（salmonids))
学名：
褐鳟 – Salmo trutta.
虹鳟 – Oncorhynchus mykiss.
帝王鳟 – Oncorhynchus tschawytscha.
溪鳟 – Salvelinus fontinalis.
猎豹鳟鱼（Cheetah trout ）—— Oncorhynchus
mykiss x Salvelinus fontinalis. 猎豹鳟鱼是虹鳟鱼和
溪鳟的杂交品种，无生育能力。
虎鳟（Tiger trout）—— Salmo trutta × Salvelinus
fontinalis.
虎鳟是褐鳟与溪鳟的杂交品种，无生育能力。
法定最小尺寸：不同水体，不同河段要求不同；有一些
水域没有最小尺寸要求。
捕捞限额：不同水体，不同河段要求不同（请参阅
54-62 页）。
这种鱼不能在维州水域里或水域上切片。必须完整保
存或去内脏、鱼鳃和鱼鳞保存(屠体）直到您离开该水
域。您可以在船下水坡道附近的清理台上切鱼（关于
carcass 的定义请参阅 85 页）。
禁渔期：2021年各河流的鳟鱼和鲑鱼禁渔期从 6 月
15 日星期二凌晨 12 点 01 分开始到 9 月 3 日晚 11
点 59 分结束。

溪鳟

褐鳟

虹鳟

帝王鳟

豹纹鳟鱼

虎鳟

季节性休渔的水域（鳟鱼和鲑鱼）
以下规定适用于一般的河水和溪流，不适用于在 55 页至 60 页列出有特殊规定的河流、河段和溪流。

普通河道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每天最多 5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禁止在这些河段、河流和溪流里、上或附近，捕捉或拥有任何鳟鱼和鲑鱼。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以下河流有适用于具体河段的特殊规定。

Nariel Creek（Colac Colac Bridge 的上游）
法定最小尺寸：25 厘米。
捕捞限额：3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禁止在这些河水和溪流中捕捉或拥 有任何鳟鱼和鲑鱼。

Nariel Creek（其他所有河段）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在禁渔期间，禁止在这些河水和溪流中捕捉或拥有鳟鱼和鲑鱼。

Mitta Mitta River（Lake Dartmouth 的上游）
法定最小尺寸：25 厘米。
捕捞限额：3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禁止在这些河水和溪流中捕捉或拥有鳟鱼和鲑鱼。

Mitta Mitta River（Peters Bridge 的下游）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禁止在这些河水和溪流中捕捉或拥有鳟鱼和鲑鱼。

Ovens River（Porepunkah 的上游）
法定最小尺寸：25 厘米。
捕捞限额：3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禁止在这些河水和溪流中捕捉或拥有鳟鱼和鲑鱼。

Ovens River（其他所有河段）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禁止在这些河水和溪流中捕捉或拥有鳟鱼和鲑鱼。

在鳟鱼和鲑鱼的禁渔期全面禁捕的河流：
无论钓何种鱼，古尔本（Goulburn），米塔米塔（Mitta Mitta），潭吉（Tanjil）和奇俄洼（Kiewa）河段
在鲑鱼禁渔期间禁止所有钓鱼和垂钓活动。56-59 页的地图包含了鳟鱼和鲑鱼禁渔期间禁止所有钓鱼
和垂钓活动的地区。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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鳟鱼和鲑鱼捕钓规定
古尔本河水坝下游河道
Goulburn River 在 Lake Eildon Pondage 下游至 Trawool Bridge 的河段及其支流被归类为尾水
河，并受下列规定管辖。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全面禁止任何钓鱼和垂钓活动。2021 年各河流的鳟鱼和鲑鱼禁渔期从 6
月 15 日星期二凌晨 12 点 01 分开始到 9 月 3 日晚 11 点 59 分结束。
在禁渔期间：
• 在水坝下游河道，禁止捕钓或拥有任何种类的鱼。
• 捕鱼者不得在 Lake Eildon Pondage 下游至 Trawool Bridge 的 Goulburn 尾水河上或附近持
有鱼钩及钓鱼线。这是违法行为。

图 1：古尔本河及其支流
湖泊和河流之间的分界线指河流的流水与湖泊
的回升湖水相遇的位置，无论湖泊水位高低。

在鲑鱼禁捕期禁止所
有用鱼钩和鱼线的钓
鱼活动的区域。
鲑鱼禁捕期内，严禁
捕捞或拥有鲑鱼。
全年开放。

鲁比肯河（Rubicon River）
鲁比河属于古尔本i河水坝下游河道的一部分。然而，适用的尺寸及拥有量规定略有不同。
法定最小尺寸：25 厘米。
捕捞限额：3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全面禁止任何钓鱼和垂钓活动。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鳟鱼和鲑鱼捕钓规定
Kiewa River 在 Rocky Valley Dam 下游至 Keegans Bridge（近 Dederang）的河段及其支流被
归类为尾水河，并受下列规定的管辖。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全面禁止任何钓鱼和垂钓活动。2021 年各河流的鳟鱼和鲑鱼禁渔期从 6
月 15 日星期二凌晨 12 点 01 分开始到 9 月 3 日晚 11 点 59 分结束。
在禁渔期间：
• 在水坝下游河道，禁止捕钓或拥有任何种类的鱼。
• 捕鱼者不得在 Rocky Valley Dam 下游至 Keegans Bridge 的 Kiewa 尾水河之上或附近持有
鱼钩及钓鱼线。这是违法行为。

图 2：凯瓦河（Kiewa River）及其支流

在鲑鱼禁捕期禁
止所有用鱼钩和鱼
线的钓鱼活动的
区域。

湖泊和河流之间的分界线指河流的流水与湖泊
的回升湖水相遇的位置，无论湖泊水位高低。

鲑鱼禁捕期内，严禁
捕捞或拥有鲑鱼。

全年开放。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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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瓦河（Kiewa River）及其支流

淡水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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鳟鱼和鲑鱼捕钓规定
米泰咪塔水坝下游（Mitta Mitta tailrace）
Mitta Mitta River 在 Dartmouth Pondage 下游至 Peters Bridge (Tallandoon) 的河段及其支流
被归类为尾水河，并受下列规定的管辖。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全面禁止任何钓鱼和垂钓活动。2021 年各河流的鳟鱼和鲑鱼禁渔期从 6
月 15 日星期二凌晨 12 点 01 分开始到 9 月 3 日晚 11 点 59 分结束。
在禁渔期间：
• 在水坝下游河道，禁止捕钓或拥有任何种类的鱼。
• 捕鱼者在 Dartmouth Pondage 下游至 Peters Bridge 的 Mitta Mitta River 尾水河之上或附
近严禁持有鱼钩及钓鱼线。这是违法行为。

图 3：米塔米塔河及其支流
湖泊和河流之间的分界线指河流的流水与湖泊
的回升湖水相遇的位置，无论湖泊水位高低。

在鲑鱼禁捕期禁止所有用
鱼钩和鱼线的钓鱼活动的
区域。
鲑鱼禁捕期内，严禁捕捞或拥
有鲑鱼。
全年开放。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鳟鱼和鲑鱼捕钓规定
Tanjil River 在 Lake Narracan 上游至 Blue Rock Dam 之间的河段及其支流被列为尾水河，并受
下列规定的管辖。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有。在禁渔期间，全面禁止任何钓鱼和垂钓活动。2021 年各河流的鳟鱼和鲑鱼禁渔期从 6
月 15 日星期二凌晨 12 点 01 分开始到 9 月 3 日晚 11 点 59 分结束。
在禁渔期间：
• 在水坝下游河道，禁止捕钓或拥有任何种类的鱼。
• 捕鱼者不得在 Lake Narracan 上游至 Blue Rock Dam 的 Tanjil 尾水河之上或附近严禁持有鱼
钩及钓鱼线。这是违法行为。

图 4：潭吉河及其支流

全年关闭。

在鲑鱼禁捕期禁止所有用鱼钩
和鱼线的钓鱼活动的区域。

鲑鱼禁捕期内，严禁捕捞或拥
有鲑鱼。
全年开放。

湖泊和河流之间的分界线指河流的流水与湖泊
的回升湖水相遇的位置，无论湖泊水位高低。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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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开放捕钓鳟鱼和鲑鱼的场所
以下水域没有禁渔期，全年都可以捕钓鳟鱼和鲑鱼。

Merri, Hopkins, Moyne rivers 以及 Mt Emu Creek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鱼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无禁渔期。

鳟鱼洄游河流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2条鱼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无。
定义：以下水域的特定河段包含有众多洄游褐鳟鱼群，提供了许多全年捕钓鳟鱼和鲑鱼的机会。
Aire River – Great Ocean Road Bridge 的下游
Avon River – Stratford Railway Bridge 的下游
Ford River – Great Ocean Road Bridge 的下游
Gellibrand River – Great Ocean Road Bridge 的下游
Mitchell River – Princes Highway Bridge at Bairnsdale 的下游
Moyne River – Toolong Bridge 的下游
Tambo River – Bruthen Road Bridge 的下游

湖泊和蓄水池
湖泊和河流之间的分界线指河流的流水与湖泊的回升湖水相遇的位置，无论湖泊水位高低。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每天最多 5 条。
禁渔期：无禁渔期。
以下湖泊有特殊的规定，只适用这些湖泊。

图隆都湖（Lake Toolondo）
法定最小尺寸：褐鳟为 45 厘米，虹鳟为 30 厘。
捕捞限额：每天最多 3 条。
禁渔期：无禁渔期。

赫本环礁湖 (Hepburn Lagoon)
法定最小尺寸：褐鳟和虹鳟均为 45 厘米。
捕捞限额：每天最多 3 条。
禁渔期：无禁渔期。
有关最新的投放储备鱼种信息，请致电 136 186。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鳟鱼和鲑鱼的合家欢垂钓湖泊

这些钓鱼活动经常在小湖泊，池塘和滞洪区中进行。
在维多利亚州冬季（六月）和春季（九月）的学校假期之前，这些水域中经常投放储备鱼种，为儿童和
行动不便人士提供钓鱼机会。
Albert Park Lake,
Albert Park

Cato Lake,
Stawell

Expedition Pass Reservoir,
Golden Point (Castlemaine)

Alexandra Lake,
Ararat

Caulfield Racecourse Lake,
Caulfield

Felltimber Creek
Wetlands,
West Wodonga

Allans Flat Dredge Hole,
Allans Flat

Cobden Lake,
Cobden

Ferntree Gully
Quarry Lake,
Ferntree Gully

Anderson Lake,
Chiltern

Coleraine Lagoon,
Coleraine

Forest Lake,
Kangaroo Flat

Arboretum Dam,
Euroa

Crusoe Reservoir,
Big Hill (Bendigo)

Garfield Lake,
Garfield

Bannockburn Lagoon,
Bannockburn

Darlingsford Lake,
Melton

Glenlyon Dam,
Glenlyon

Barge Dam,
Stanley (又名 Stanley
Ditch Dam)

Don Lake,
Healesville

Glenrowan Recreation
Reserve Lake,
Glenrowan

Bartlett Lake,
Tatura

Donald Caravan
Park Lake,
Donald (又名 Foletti
Caravan Park Lake)

Goldfields Reservoir,
Maryborough

Belvoir Park Lake,
(又名 Sumsion Gardens
Lake), Wodonga

Dunkeld Arboretum Dam,
Dunkeld

Goldfields Reservoir,
St Arnaud

Berwick Springs
Estate Lake,
Narre Warren South

Eildon Pondage Weir,*
Eildon

Golf Course Dam,
Longwood

Boyds Waters,
Waurn Ponds

Emerald Lake,
Emerald

Great Western Recreation
Reserve Lake,
Great Western

Calembeen Lake,
Creswick

Esmond Lake,
Ballarat

Guthridge Lake,
Sale

Casey Fields Lake,
Cranbourne

Ess Lagoon,
Casterton

Haddon Reservoir,
Haddon

* 虽然埃尔顿蓄水堰和海鸥湖被归类为蓄水池，但在这里列出它们是因为它们也适用于“家庭钓鱼湖”规定。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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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5 条，其中最多 2 条的尺寸可以超过 35 厘米。
禁渔期：无禁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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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ing Rock Lake,
Hanging Rock

Marysville Lake,
Marysville

Rokewood Reservoir,
Rokewood

Harrietville Dredge Hole,
Harrietville

Merriwa Park Lake,
Wangaratta

Roxburgh Park Lake,
Roxburgh Park

Heyfield Racecourse Lake,
Heyfield

Minyip Wetlands,
Minyip

St Augustines Water Hole,
Highton

Hill Lake,
Rowville

Mooroopna Recreation
Reserve Lake,
Mooroopna

Sambell Lake,
Beechworth

Hyland Lake,
Churchill

Morwell Lake,
Morwell (又名 Kernot Lake)

Sandy Creek Reservoir,
Sandy Creek

Jack Emmett Billabong,
Rupanyup (又名 Jack
Emmett Lagoon)

Mt Beauty Pondage,
Mt Beauty

Simpson Recreation
Reserve Lakes,
Simpson

Jubilee Lake,
Daylesford

Navan Park Lake,
Harkness

Spavin Lake,
Sunbury

Jubilee Lake,
Skipton

Neanger Lake,
Eaglehawk

Sutton Lake,
Rowville

Karkarook Lake,
Moorabbin

Nhill Lake,
Nhill

Tchum Lake,
Narraport

Kennington Reservoir,
Strathdale

Numurkah Lake,
Numurkah

Tea Tree Lake,
Mortlake

Kerferd Lake,
Stanley

Nursery Reservoir,
Macedon

The Gong,
Buninyong

Les Stone Park Lake,
Wodonga

Old Hamilton Reservoir,
Hamilton

Tom Thumb Lake,
Eaglehawk

Lethbridge Lake,
Lethbridge

Ouyen Lake,
Ouyen

Victoria Park Lakes,
Ballarat

Lilliput Lane Reserve Lake,
Pakenham

Pakenham Lake,
Pakenham

Victoria Lake,
Shepparton

Lillydale Lake,
Lilydale

Pertobe Lake,
Warrnambool

Walter J Smith
Reserve Lake,
Riddells Creek

Lismore Golf Club Dam,
Lismore

Police Paddock Dams,
Dooen

Yarrambat Lake,
Yarrambat

Marma Lake,
Murtoa

Quarry Street
Reserve Lake,
Trentham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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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瑞多刺淡水螯虾 (Murray spiny
freshwater crayfish)
学名：Euastacus armatus.
法定最小尺寸：头甲长度大于 10 厘米。
法定最大尺寸：头甲长度小于 12 厘米。
捕捞限额：2 只。
拥有量限制：4 只。
禁渔期：大分水岭以北的水域为每年的 9 月 1 日
至次年的 5 月 31 日。

玛瑞多刺淡水螯虾

重要信息：重要信息：玛瑞多刺淡水螯虾必须
以整只或以屠体形式保存。这意味着您需要保
留整只螯虾（例如：不要从甲壳上移除尾部），
直到将它煮熟、吃掉或带回家为止。请参阅第
85 页了解有关定义及详情。

捕捉玛瑞多刺淡水螯虾的规定：
• 严禁拥有带卵或带幼虾的雌性多刺淡水螯虾。
• 严禁从雌性鳌虾身上取走虾卵或幼虾。
• 您必须立即将雌性玛丽多刺淡水螯虾放回水
中或把幼虾放回到水中以免对其造成进一步
伤害。

玛瑞多刺淡水螯虾的捕捉方法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捕捉玛瑞多刺淡水螯虾:
• 用手
• 最多使用 10 条挂饵无钩鱼线
• 在下列水域的溪流、支流和蓄水池中使用最多 5 个带有标记的圈网：
t
ea
l zon
ida
ert

Int

Carrol’s Creek

The Ovens River System

The Mitta Mitta River System
(Lake Dartmouth 除外)

Ryans Creek

The Tarra River System

The Glenelg River
System（Rocklands Reservoir 除外）

Low tide level

hig
ht
ide

Maximum high watermark
High tide mark

The Latrobe River System
ea
zon
dal
erti
Int

Wodonga Creek

t lo
wt
ide

Low tide level

2 metres

The Kiewa River System

The Goulburn River System
(Lake Eildon 除外)
Waranga Basin

• 在所有其他内陆水域（包括艾尔登湖、罗克兰兹水库和达特茅斯湖）最多使用 10 个带标签的网（圈
网或开顶式吊笼）。

如何测量您的玛瑞多刺淡水螯虾
Measure from the rear
of the eye socket to the
nearest part of the rear
edge of the carapace

甲壳长度

玛瑞多刺淡水螯虾的测量从眼窝后部
到头甲壳（主体外壳）后缘的最近部
分进行测量。

测量工具：致电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 136 186 以获得免费测量工具。
所使用的器材编号、大小、形状及标识等信息很重要。
详情请参阅第 65 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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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刺淡水螯虾 (SPINY CRAYS)
多刺淡水螯虾 (Spiny freshwater
crayfish)（除格莱内尔格多刺淡水螯虾
和玛瑞多刺淡水螯虾以外的其他种类）
学名：Euastacus spp.
法定最小尺寸：头甲长度大于 9 厘米。
捕捞限额：5 只（其中只有1只的头甲长度可以大
于 12 厘米）。
范围：维多利亚州的不同河流系统中均发现了许
多其他种类的淡水多刺螯虾。
关于捕捉多刺淡水螯虾的规定

t
ea
l zon
ida
ert

• 严禁拥有带卵或带幼虾的雌性多刺淡水螯
虾。
• 禁止拥有带卵或带幼虾的雌性多刺淡水螯
虾，或将虾卵取走。
Int
• 您必须立即将带卵或带幼虾的雌虾放回水中
以免对其造成进一步伤害。

中央高地多刺螯虾
（Central Highlands Spiny Crayfish）

重要信息：多刺淡水螯虾必须以整只或以屠体
形式保存。这意味着您需要保留整只螯虾（例
如：不要从甲壳上移除尾部），直到将它煮熟、
吃掉或带回家为止。请参阅第 85 页了解有关定
义及详情。
Low tide level

hig
ht
ide

多刺淡水螯虾的捕捉方法
Maximum high watermark
您可以用下列方法捕拾多刺淡水螯虾：
High tide mark

• 用手

ea
zon
dal
erti
Int

• 至多 10 条挂饵无钩鱼线

t lo
wt
ide

Low tide level
2 metres

• 在下列水域的溪流、支流和蓄水池中使用最多5个带有标记的圈网：
The Tarra River
System

The Latrobe River
System

The Glenelg River System
(Rocklands Reservoir 除外)

• 在所有其他内陆水域（包括艾尔登湖、罗克兰兹水库和达特茅斯湖）使用最多 10 个带标签的网（圈
网或开顶式吊笼）。

如何测量多刺淡水螯虾

Measure from the rear
of the eye socket to the
nearest part of the rear
edge of the carapace

甲壳长度

9 cm

This measure
is a guide only.

Minimum legal carapace length.

Other regulations
apply to Murray
Spiny Freshwater

Measure

It is illegal to take
or possess the
Glenelg Spiny
Refer to the
current Victorian
Recreational Fishing
Guide, the Vic
Fishing App or
call the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on 136 186.

All species
Bag limit/possession: 5

www.vfa.vic.gov.au

多刺淡水螯虾的测量方法是从眼
窝后部到甲壳（主体外壳）后缘
的最近部分进行量度。

13 FISH (13 3474)

(of which no more than 1 cray

Y

You must not remove eggs from freshwater crayfish.

Effective August 2020
Only 1 spiny cray
may exceed

12 cm

carapace length.

测量工具：致电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 136 186 以获得免费测量工具。
所使用的器材编号、大小、形状及标识等信息很重要。详情请参阅第 65 页。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捕捉各种多刺淡水小龙虾允许使用的工具及其合法尺寸（受保护的 Glenelg 多刺
淡水小龙虾除外）
重要提示：不符合以下设计和尺寸的网不允许在维多利亚水域使用。
正确贴标签：圈网及开顶式吊笼必须系带一个标签。该标签须位于水面之上，须有休闲垂钓者的全名以
及清晰可辨的住址。
带标记的
（在所有水域）

带标记的（除开 11 个水域以外的所
有水域，参见第 73 页）
最小
20 厘米

正确标识的箍网示范

最小
20 厘米
最大高度
15 厘米

网兜深
度最大
不超过
50 厘米

最大
60 厘米

最大
60 厘米

圈网直径最大不
超过 77 厘米

格莱内尔格多刺淡水螯虾
(Glenelg spiny freshwater crayfish)
学名：Euastacus bispinosus.
受保护物种：在其生活区域里，严禁捕捉或拥有。
生活区域：在 Warrnambool 以西及 Grampians 山
脉的大部分南向溪流里，均有发现
格莱内尔格多刺淡水螯虾。在 Grampians 山脉的两
侧，均有发现格莱内尔格多刺淡水螯虾。
注意：在奥特威山脉（Otway Ranges）里并未发现
格莱内尔格多刺淡水螯虾。出于物种可持续性的考
虑，禁止捕捉格莱内尔格多刺淡水螯虾。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受保护物种:
格莱内尔格多刺淡水螯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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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 (YABBIES)
小龙虾（淡水）
学名：Cherax spp.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
• 最多 20 升整虾；或
• 150 只整虾；或
• 5 升虾肉，不超过 150 只虾尾（包括虾爪或其他部位）
拥有量限制：
• 60 公升的整只小龙虾；或
• 400 只完整的小龙虾；或
• 10 公升的小龙虾（完整的小龙虾除外），但不得超过
400 个虾尾。
拥有量限制指的是在维多利亚州任何地方（包括家中），
单人可以拥有的某种鱼类的最多数量。
注意：
• 严禁拥有带卵或带幼虾的雌性小龙虾。
• 严禁从雌性小龙虾身上取走虾卵或幼虾。
• 必须立即将怀卵或带幼虾的雌虾放回水中，并不能对其
造成任何伤害。
必须立即将怀卵或带幼虾的雌虾放回水中

小龙虾

小龙虾的捕捉方法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捕捉龙虾：
• 在私人水域，如农用水坝里，使用开顶式吊笼（open top lift nets）
• 最多使用 10 条带饵的鱼线（无鱼钩）
• 最多使用 2 个贴有标签的诱饵陷阱（bait trap）
• 在溪流、支流以及以下水域蓄水池中，最多使用 5 个贴有标签的圈网（hoop net）。
注意：这些水系里有许多 Murray 多刺淡水螯虾以及多种受保护的多刺淡水螯虾，据此，只能使用圈网
来捕捉小龙虾。在这些水系中不能使用开顶式吊笼，因为这会误捉到 Murray 多刺淡水螯虾。
Carrol’s Creek

The Ovens River System

The Mitta Mitta River
System（Lake Dartmouth
除外）

Ryans Creek

The Tarra River System

The Glenelg River
System（Rocklands
Reservoir 除外）

Wodonga Creek

The Latrobe River System

The Goulburn River
System（Lake Eildon 除外）

The Kiewa River System

Waranga Basin

• 在所有其他内陆水系，总共最多可使用 10 个贴有标签的虾网（圈网或开顶提升网），这些内
陆水系包括艾尔顿湖（Lake Eildon），罗克兰兹水库（Rocklands Reservoir）和达特茅斯湖
（Lake Dartmouth）。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小龙虾 (YABBIES)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维多利亚州所有水域（公共及私人水域）均禁止使用歌剧院型捕捉笼。
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在私人水域
中使用歌剧院式捕捉笼 。

开顶式吊笼在私人水域和大多数公共水域中，都可以
使用。
最小
20 厘米

最小
20 厘米
最大高度
15 厘米
最大
60 厘米

最大
60 厘米

ü

在维州水域捕捉小龙虾允许使用的工具及其合法尺寸
开顶式吊笼

最小
20 厘米

圈网

诱饵陷阱
最大漏斗
直径 5 厘米

最小
20 厘米
最大高度
15 厘米

最大
60 厘米

最大高度
25 厘米

最大高度
50 厘米

最大
60 厘米

最大长度
50 厘米

最大宽度 25 厘米

圈网直径最大不
超过 77 厘米

重要提示：不符合上述图样和尺寸的虾网不允许在维州水域中使用。

给渔具正确贴标签

贴有正确标签的圈网示例

圈网及开顶式吊笼必须系带一个标签，并且位于
水面之上。标签上须有休闲垂钓者的全名以及清
晰可辨的住址。
网兜深
度最大不
超过
50 厘米
圈网直径最大不
超过 77 厘米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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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虾 (FRESHWATER SHRIMP)
淡水虾 (Freshwater shrimp)
学名：Paratya australiensis.
法定最小尺寸：无限制。
捕捞限额：0.5 升。
注意：该限制不适用于购买作为鱼饵用的淡水虾。
捕捉方法：
• 徒手。
• 使用 1 个抄网。
• 使用最多 2 个贴有标签的诱饵陷阱。

淡水虾

Glenelg 淡水青口
学名：Hyridella (Protohyridella)
glenelgensis。
受保护的物种：禁止捕捉或拥有。
范围：Glenelg 淡水青口生长于
Glenelg、Wannon Rivers 及其支流。
Glenelg 淡水青口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在一些水域中设立禁渔区是为了：
• 保护濒危本地鱼类和重要鱼类种群的繁殖
• 确保垂钓者安全（拦河坝和水坝泄洪道附近）
• 保障供应生活用水水质的纯净
禁渔区在各个地区不尽相同。垂钓者有义务了解
所到垂钓地区里的钓鱼限制规定。
七溪（Seven Creeks）：禁止在 Polly McQuinns
Dam 及 Galls Gap 公路桥（在 Euroa-Mansfield
Road 附近跨过 Seven Creeks）之间的 Seven
Creeks 河岸上或附近垂钓、使用或拥有渔具。

古尔本河（Goulburn river）：从 Eildon
Pondage 拦河坝水闸门（Bourke Street 附近）
上的人行通道到下游 200 米处的之间垂钓边界
（fishing boundary）标识之间的 Goulburn 河
段严禁捕鱼，使用或拥有渔具。
生活用水蓄水池：许多蓄水池不对外开放并且禁
止任何形式的钓鱼活动。即使当允许钓鱼时，通
常也仅限于水池附近具体的一些区域。蓄水池由
地方水利部门管理。垂钓者必须在进入这些区域
前向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后，方可进入。

Goulburn 河,
在 Eildon Pondage 下方

未列出的鱼种最大捕获量限制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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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陆水域中使用渔具
在维州捕鱼所用工具的数量、形状及尺寸对确定其是否合法非常重要。此外，一些合法的渔具在内陆
水域中不能使用（如捕鱼枪不能在内陆水域中使用），或在某些地方上不能使用（如封闭水域）。在维
州，渔具店和网上销售的渔具并非全部合法。

内陆水域
内陆水域指从河口到水源之间的水道以及与之连接的任何水湾和泻湖，和任何沼泽地，湖泊、泻湖、死
水滩、水坝、河流、溪流或公共蓄水池。内陆水域并不包括吉普斯兰湖（Gippsland Lakes），马拉库塔
水湾（Mallacoota Inlet）的下湖区 ，泰尔湖（Lake Tyers）和 Wignan 水湾以及不是内陆水域的维州水
域，例如（不只限于）菲利普湾（Port Phillip Bay）和西港（Western Port）详情请参阅 86-87 页。

内陆合法渔具汇总
以下渔具只可用于在维州内陆水域中捕鱼或尝试捕鱼（包括无脊椎生物）。在使用这些渔具之前，您必
须了解其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请参阅 71 至 74 页）。
渔具类型

在内陆水域中允许使用的最多数量

带有鱼钩的鱼线

2 条；请参阅 71 页

每条鱼线上的鱼钩

2 个或 1 个假饵；请参阅 71 页

无钩带饵鱼线

10 个；请参阅 71 页

抽饵泵 Bait pump（手动抽吸）

可以使用；参阅第 71 页

诱饵笼– 带标签

2 个；请参阅 72 页

抄网 Dip/landing net

可以使用；参阅第 72 页

手摇电动渔线轮

准用；请参阅 73 页

诱饵网（拉网）

仅在某些水域准用；请参阅 72 页

圈网Hoop nets - 带标签

在 11 条河流水系中（请参阅 73 页）最多准用 5 个圈网。
在所有其他内陆水域中，允许使用的圈网和/或开顶式吊
笼的总和数量最多 10 个。

开顶式吊笼

在 11 条河流水系中（请参阅 73 页）禁止使用开顶式吊
笼 -（带标签）。在所有其他内陆水域种，允许使用的圈网
和/或开顶式吊笼的总和数量最多 10 个。

注意：
• 禁止在内陆水域使用手持式捕鱼枪（hand-held spears）和捕鱼枪（spear guns）。
• 手钩仅可用于帮助将鱼获拖出水面（参阅第 72 页）。

给渔具正确贴标签

免脱落挂钩

圈网、开顶式吊笼及诱饵笼必须系带 1 个标签。
该标签须位于水面之上，须有休闲垂钓者的全名
以及清晰可辨的住址。

免脱落挂钩指一种由 2 个鱼钩构成的组件，用来
将鱼饵固定在鱼线上的某个位置。
它的第 1 个鱼钩系在鱼线的末端，另一个鱼钩顺
着鱼线悬挂，并且可以触到第 1 个鱼钩。
诱饵钓钩：
诱饵钓钩指的是最多可连续放置 6 只拟饵，鱼钩
长度不超过 2 厘米，并连接在总长度不超过 3 米
的鱼绳上。
在内陆水域里，每个持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的
捕鱼者最多可以使用 2 根鱼线（可以是手线
或带卷轴的鱼竿），每根鱼线上最多 2 个鱼钩
或 1 个诱饵吊钩。

网兜深度
最大不超过
50 厘米

圈网直径最大不超过
77 厘米

贴有正确标签的圈网示例

系饵鱼线
系饵鱼线指不带鱼钩的鱼线。
禁止在系饵鱼线系绑任何鱼钩。

鱼线、鱼钩和假饵
鱼线：
任何鱼线和鱼竿务必有人看管。您的鱼线必须在
您的视野中，并在您所在位置的 50 米范围内。

在内陆水域里，每人（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
的垂钓者）最多可以使用或拥有 10 个条饵
鱼线。

鱼钩和假饵：
鱼钩指：

抽饵泵

• 单钩（single hook）

允许使用筒径不超过 8.5 厘米的手动抽吸诱饵泵
可用于挖洞虾（包括海蛄虾），海洋蠕虫和其他无
脊椎动物。筛子可以与泵一起使用。

• 由钩眼连在一起的 1 组 4 个挂钩
• 1 个假饵
• 1 个鱿鱼饵
• 1 个诱饵吊钩

注意：禁止将抽饵泵用作挖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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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陆水域中使用渔具
诱饵网（牵引网）

手钩

您只能使用诱饵网从以下内陆水域获取鱼饵：

手钩（包括倒刺飞钩）仅可用于帮助将鱼获（无脊
椎鱼类除外）拖出水面。

• 任何湖泊、湿地、沼泽或泻湖
• 位于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大洋路上
的‘窄河（Narrows）’和桥梁之间的柯迪
斯河（Curdies River）。
• 船下水坡道开始的菲茨罗伊河
(Fitzroy River) 下游
• 从格莱内尔格国家公园（Glenelg
National Park）下公园南部边界起格莱内
尔格河(Glenelg River) 下游。
• 从罗旺斯河道（Rowans Lane）到河
口 200 米范围内霍普金斯河（Hopkins
River）下游。
• Merri River 下游到 Pickering Point 行
人天桥
• 马洛（Marlo）政府码头（Government
Wharf) 的斯诺伊河（Snowy River）下
游。
• 从位于 Narrawong 的 Princes Highway
下游的 Surrey River
• 从斯达威 - 玛瑙路（StawellMarnoo Road）上的桥到欣德马什
湖 (Lake Hindmarsh) 的威姆拉河
(Wimmera River) 下游。
诱饵网的长度不得超过 6 米。系在两端的牵
引绳长度不得超过 6 米。诱饵网不包括手抛网
(cast net)，该网为非法渔具。
注意：在任何维州水域里，禁止使用动力发动机
拖、拉或牵引任何渔网。
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的垂钓者最多可以使
用 1 个诱饵捕捉网从允许的内陆水域获取鱼
饵。禁止在任何上述准用地区以外的任何内
陆水域使用诱饵捕捉网。

无倒刺手钩指的是一个无倒刺手钩或一系列的无
倒刺手钩（带把手或不带把手的）。
倒刺飞钩（barbed flying gaff） 由用鱼绳或鱼
线一端拴住单钩（带或不带倒刺的），另一端拴住
一 根坚固的杆组成，这样，当鱼钩刺入鱼体时，
钩子会从鱼竿上脱离。
不得用鱼叉捕鱼。

诱饵笼
每人最多可以使用 2 个诱饵笼捕鱼或无脊椎
生物。有关诱饵笼最大尺寸请参阅 73 页。

抄/袋网
抄网是由一个宽度和深度各不超过 90 厘米的开
口网和连接在一起的手柄组成。
每个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的垂钓者只能使用
1 个抄网捕捞各种鱼类或无脊椎生物，同时可
用亦可不用手电筒。

在内陆水域中使用渔具
开顶式吊笼

圈网是一种顶部开口的圆筒形网，由 1 或 2 个
直径不超过 77 厘米的环组成。网兜深度不得超
过 50 厘米。

开顶式吊笼是一种顶部开放的任何圆容器或网。
顶部不超过 60 厘米长或超过 60 厘米宽，或者
网高度超过 15 厘米，顶部开口不小于 20 厘米×
20 厘米的，内部没有其他装置 设计以使用或者
能够被用于捕捉小龙虾。

• 每个有钓鱼证或免钓鱼证的垂钓者最多
可以使用或拥有 5 个贴有标签的圈网在
以下 11 条河流水系上或之内：Carrol’s
Creek, Ryans Creek, Wodonga Creek,
The Ovens River System, The Kiewa
River System, The Tarra River System,
The Latrobe River System, Waranga
Basin, The Mitta Mitta River System, 除
了 Lake Dartmouth）；The Glenelg River
System（除了 Rocklands Reservoir）以
及 The Goulburn River System（除了
Lake Eildon）。

• 允许在私人水域，如水坝中使用开顶提升网。
• 在大部分公共水域允许使用开顶式吊笼。
但是禁止在左栏列出的 11 条河流水系中
使用。
• 在其他所有内陆其他水系中，使用的圈网和开
顶提升网的组合总数最多为 10 个。

• 在其他所有内陆其他水系中，使用的圈网和开
顶提升网的组合总数最多为 10 个。
准用渔具和合法渔具的尺寸
重要：不符合上述渔网设计和尺寸的渔具禁止在维州水域中使用。
开顶提升网

诱饵笼
最大漏斗直径
5 厘米

最小长度
20 厘米

最小长度
20 厘米
最大高度
15 厘米

最大高度
25 厘米
最大长度
50 厘米

圈网

最大长度
60 厘米

最大长度
60 厘米

最大宽度 25 厘米

抄网
诱饵泵
最大深度
90 厘米
最大筒径 8.5 厘米

网兜深
度最大
不超过
50 厘米

圈网直径最大不超过
77 厘米
最大宽度 90 厘米

手摇电动渔线轮
如果渔线轮上有手摇装置，安装在传统的钓鱼鱼竿上，并且在收鱼时可以手持，则允许休闲垂钓者使用
该种渔线轮。其他类型的电动渔线轮被看作是商业捕鱼工具，禁止休闲垂钓者使用。如果残疾人士有正
当的合理需求使用电动渔线轮，而非手摇电动渔线轮，可以向维州渔政局 VFA 申请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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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渔具

贝利撒饵 (Berley)

禁止在维多利亚州的水域里、上或其附近（包括
私人水域），使用或拥有非法工具。禁止使用或尝
试使用炸药、枪支、弓箭捕捞，伤害或捕杀鱼类。

贝利是为吸引鱼而放置在水中的任何植物或动物
组织或提取物。

在任何维州水域里，禁止使用动力发动机拖、拉
或牵引任何渔网。
在维州，使用以下工具属违法行为:
• 排钩长鱼线/串钩
• 滚筒网
• 渔网、掩网
• 罗网
• 发网
• 炸药
• 枪支
• 青口耙子
• 鱼叉
• 蟹罐
• 弓和箭

除了作为捕捞作业的一部分，不得因其他目的
利用撒饵吸引鱼类。
海洋水域对撒饵用量有限制。参阅第 40 页。

哺乳动物血液或内脏
严禁在维州水域使用含有哺乳动物血液或内脏的
的贝利撒饵吸引任何鱼类。
请注意：可以使用含有哺乳动物血液或内脏的颗
粒饵。

鱼饵限制规定：
活鱼：任何人不得在 Seven Creeks 或该河流
系统上游的任何支流中使用活鱼作为诱饵，该
河流系统从 Galls Gap 公路大桥横跨 Seven
Creeks，从其与 Watchbox Creek 的交汇处向
下游延伸。
尺寸过小的鱼：禁止在维州水域中使用尺寸过小
的鱼作为鱼饵。
有害鱼：禁止在维州水域中使用活的有害鱼（包括
欧洲鲤鱼、锦鲤和欧洲青蟹）作为鱼饵。

• 在海洋水域中使用开顶式吊笼

鱼卵（蛋）：严禁在维州水域使用鱼卵或未煮过的
鳟鱼或鲑鱼作为鱼饵或贝利撒饵，以获得或试图
获得任何鱼类。

• 歌剧院型捕捉笼（从 2019 年 7 月 1 日
起，维多利亚州的公共及私人水域均禁止
使用）。

蛙类：蛙卵、蝌蚪以及蛙类——无论死的还是活
的——都受到《1975 年野生生物法》保护，严禁
在维州水域用作诱饵。

• 如需了解哪些器材的大小及形状不合法，
请参阅第 73 页。

受保护的鱼类：除非依据《1988 年动植物保护法
案》获得了授权，否则严禁使用此法案保护的鱼
类作为诱饵。

• 鱼枪

鱼饵和撒饵
注意：将活饵放生于其被捕获之地以外的水
体，是非法行为。
将活饵放生于其他水体，可能导致有害的鱼类
及/或疾病扩散。

帮助我们的
玛瑞鳕鱼渔业发展
• 做好准备工作

• 轻缓处理

• 减少暴露在空
气中的时间

• 使用正确的工具

浏览 www.vfa.vic.gov.au/careforcod
详情请访问

休闲钓鱼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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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信息

携带您的休闲钓鱼许可证或豁免证明

谁需要许可证?

建议您随身携带休闲钓鱼许可证（除非具有豁免
权）。如拥有豁免权，建议您携带有关证件以作
为证明。

休闲钓鱼许可证（RFL）涵盖了在维多利亚州的
海洋、河口和内陆水域进行任何形式的捕捞垂钓
活动。
除非你有豁免权，否则在以下情况需要休闲钓鱼
许可证：
• 通过任何方式从公众水域捕获或试图捕
获任何种类的水产品，包括钓鱼，拾捡诱
饵或贝类，捕捉小龙虾，对虾和用鱼叉捕
鱼，且/或
• 在维多利亚州水域里，上或水域边使用或
持有休闲垂钓渔具。
除非你有豁免权，否则您有义务在维多利亚州垂
钓时持有休闲钓鱼许可证。你的休闲钓鱼许可证
不得转借或转让给他人。

豁免权
在以下情况您不需要购买休闲钓鱼许可证：
• 未满 18 岁
• 70 岁或以上
• 维多利亚州政府老年卡（Victorian
Government Seniors Card）或其他州同
类卡的持有人
• 退伍军人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
（Veterans’Affairs Pensioner
Concession Card）持有者
• 退伍军人健康卡（Veterans’Affairs
HealthCard）持有者，金码 TPI
• 英联邦因年老，残疾或照顾者身份
派发的优惠卡持有人，附有代码为
DSP，AGE，CAR 且/或
• 确认为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人。
普通医疗保健卡（Ordinary Health Care
Card）、PPS卡（单亲父母育儿卡）、寻工者福利
卡（Newstart benefit ）和老年人商业折扣卡
(Seniors Business Discount Card）持有人不享
有RFL（休闲钓鱼许可证）豁免。

如果您从内陆水域或海洋捕捞或试图捕捞任何种
鱼，在维多利亚水域上，或旁边使用或持有休闲
钓鱼设备，而且声明拥有休闲钓鱼许可证，则必须
根据要求即时出示许可证。如您未随身携带许可
证，授权人员或警员可要求在 7 天内在执法人员
指定时间和地点出示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去钓鱼
或其他捕捞活动都会被处罚。

许可证费用和有效期
RFL（休闲钓鱼证）的有效期分为 3 天（10 澳
元）、28 天（21.20 澳元）、1 年 34.95 澳元（网
上购买可节省 2.25 澳元），或者 3 年 95.40 澳元
（网上购买可节省 5.30 澳元）。RFL 免征产品及
服务税（GST）。
新收费由每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然而，考虑到新
冠病毒疫情对维多利亚州家庭的影响，州政府已
冻结了一系列费用，包括 2020/21 年的休闲捕鱼
证收费。详情请浏览网站：
www.vfa.vic.gov.au/fishinglicence。
要获得 1 年或 3 年的耐用防水的塑料许可
证，请通过 VFA 维州渔政局网站购买：
www.vfa.vic.gov.au/fishinglicence
电子版本的 3 天和 28 天许可证（PDF 版本）也
可从网上购买然后储存在手机里。传统纸质许可
证仍然可通过在维州许多指定零售店购买，包括
在大部分渔具店。 所有期限的钓鱼证都有电子版
可供选择。
休闲钓鱼许可证购买时可设置生效日期，自实际购
买日起最多 3 个月。

更新提示会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网上购买
1 年和 3 年许可证的购买者。纸质提醒会邮寄到
从柜台购买 1 年和 3 年的购买者家中。

跨州访问者

• Lake Hume 由维多利亚州管辖，受维州法规
管理。除非得到豁免，在 Lake Hume 捕鱼只
需持有 Victorian RFL。Lake Hume 的上游延
伸到 Talmalmo 附近的 Seven Mile Creek，
全部适用于维多利亚州的渔业管理法。

私人或公共水域

• 穆尔瓦拉湖属于新南威尔士州的规章管辖
范围。除非获得豁免，在穆尔瓦拉湖钓鱼只
需新南威尔士州钓鱼许可证。新南威尔士州
钓鱼规章适用于穆尔瓦拉湖所有地带，从雅
拉翁伽水坝（Yarrawonga Weir）上游到欧
文斯河（Ovens River）进入墨累地区（the
Murray）的地方，以邦德隆（Bundalong）船
坡道为标记。

如果要捕捞的水域属于“私人”水域（比如土地所
有者在私人土地上建造水坝或其他建筑）那么不
需要钓鱼许可证。如果要捕捞的水域属于“公共”
水域（如小溪流，河流），即使它穿过私人领域，
也需要有钓鱼许可证。如穿越私人土地需要获得
土地所有者的许可。

注意：持有老年卡 ，医疗卡或健康卡不能免于购
买新南威尔士州休闲钓鱼许可证。请和新南威
尔士州渔政署联系，致电 1300 550 474 或浏览
网站 www.fisheries/nsw.gov.au/licence-fee/
exemptions 来确定您是否在穆雷河或穆尔瓦拉
湖钓鱼前可以免于购买许可证。

州际边界

南澳格雷尔河（Glenelg River）

新南威尔士州的墨累河（Murray River）

维多利亚州的钓鱼规章适用于格雷尔湖在南澳
的短流部分。在这部分河段不需要维多利亚州钓
鱼许可证。

其他州或地区颁发的休闲钓鱼许可证在维多利亚
州无效。
维多利亚州休闲钓鱼许可证在其他州和地区也无
效。因此如打算跨州钓鱼，请查明您是否需要许
可证。

在墨累河钓鱼需要获得新南威尔士州的休闲钓鱼
许可证。墨累河的南岸，包括被淹水域下的河岸
的原始位置，是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之间
的边界。除了穆尔瓦拉湖（Lake Mulwala）的边界
以南地区，所有维多利亚州的钓鱼规定都适用。

休姆湖（Lake Hume）和穆尔瓦拉湖
(Lake Mulwala)
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州政府就 Lake Hume 和
Lake Mulwala 的边界水域渔业管理安排达成协
议：

网上购买许可证!

邦和洲际水域
如果在钓鱼地区没有休闲钓鱼规定，在英联邦或
维州水域所捕捉到的渔获必须符合维州的捕捞限
额和尺寸限制。例如，休闲渔民在距离维多利亚
海岸3海里（即英联邦水域）以上水域捕获到的白
斑星鲨然后在维州登岸，则维州捕捞限额和尺寸
限制均适用，因为该地区没有英联邦对此鱼类的
休闲捕获或尺寸限制的规则设置。

网上购买有以下几个优点：

如果您可以使用网络，不如在网上购买
休闲钓鱼许可证 –
www.vfa.vic.gov.au/fishinglicence
价钱更便宜!

• 网上购买 1 年或 3 年许可证更便宜。

您的许可证会即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给您。

• 如果您不小心丢失了许可证，可以致电 03 8392 6867 得到新的
许可证

• 您将收到 PDF 版本的许可证，可以在家打印出来或存放于手机里。
如果购买的是 1 年或 3 年休闲钓鱼许可证，塑料许可证会通过
邮寄方式发送给您。

• 网上购买减少了管理成本，这意味着可以在有价值的项目投入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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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钓鱼许可证费用正在发挥作用

谁可申请?

休闲渔业资金补助计划

补助金将提供给法人团体，法定机构和政府机
构。如果您个人有很好的想法，请寻求您的钓鱼俱
乐部，协会或当地政府，帮助您准备申请。如需获
得更多信息，请致电（03）8392 6872 联络 VFA
或浏览网站：www.vfa.vic.gov.au/fishinggrants
通过网上申请。

维多利亚州政府每年都会将出
售休闲钓鱼许可证的收入用于
改善维多利亚州休闲钓鱼活动
的项目开展。
自 2001 年以来，休闲渔业资金补助计划已为维多
利亚州的 750 多个项目提供了资金。
资助计划包括：
• 小型资助计划，持续性用于资助小型项目
(高达 5000 澳元不包含消费税 GST)

休闲渔业资金补助运作组
运作组向部长提供有关钓鱼许可证收入的开支建
议。小组会员包括 8 名休闲垂钓者（以及一位独
立主席），他们将共同提供一系列有关全州休闲
钓鱼的知识，经验和观点。

• 大型资助计划（项目从 5,001 澳元至
10 万澳元 - 不包含消费税 GST
• t项目调试计划超过 100 万澳元的
(取决于直接与渔民的协商内容)
每年的大额拨款申请都会在以下 4 个类别中
甄选：
• 钓鱼通道和设施
• 渔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 与渔业有关的教育，信息和培训
• 与渔业相关的研究
Rocklands 水库鳕鱼放养

关于所有鱼苗的具体投放方案，请在工作时间致
电 03 5770 8045 联系渔政署。

原生管道救助计划

投资贝类珊瑚礁

学校假期进行的鱼类放养活动

自 2010 年以来，广受欢迎的
小额补助计划已经资助了 390
多个项目，为地方的钓鱼俱乐
部和团体提供了超过 101.5 万澳元的资助。

2019 至 2020 年发放休闲钓鱼证（RFL）的收入
还资助了：
• 为了执行由维多利亚州渔业管理局所推行的
计划放养项目，购买并放生了本地鱼种和鳟
鱼。

该计划将 549,354.61 澳元拨给了 10 个新项目，
其中包括：

• 维多利亚州 Fishcare 计划。

• 一年内投入 110,000 澳元，用于资助维多利
亚州野生鳟鱼渔业管理项目。

• VRFish。

• 一年内投入 110,000 澳元，用于资助
Gippsland Lakes 栖息地恢复项目。
• 一年内投入 60,000 澳元，用于资助 Fishcare
Responsible Anglers Academy（负责任垂钓
者学院）计划。

• RFL 信托帐户和补助金计划的管理。
• 部署 13 名渔业官员。
每年都会向议会提交报告，显示 RFL 信托账户的
所有收入和支出情况。
www.vfa.gov.au/fishing/feesatwork

• 一年内投入 39,381 澳元，用于资助 Mitta
River 的 Katie Peters 保护区河流恢复项目。
• 一年内投入 24,921 澳元，用于资助彩虹休闲
钓鱼湖通道改善项目（Rainbow Recreational
Fishing Lake Access Improvements
project）。
• 一年内投入 24,238 澳元，用于增加 Kow 沼
泽附近 Box-Pyramid 小溪的鱼类栖息地。
• 一年内投入 22,440 澳元，用于提供沿 St
Helen’s 岩石墙而设的太阳能照明设备。
除了这些项目外，463,000 万澳元将通过试运行
计划分配给以下两个项目：
• 290,000 澳元用于制作一系列大众教育和通
信产品，帮助休闲垂钓者了解和遵守渔业法
规。
• 163,000 澳元用于监测 Port Phillip
Bay、Western Port、Corner Inlet、Gippsland
Lakes 以及 Lake Entrance 沿海渔业供休闲
垂钓的鱼类品种。

Snowy River 内的更优质的鱼类栖息地。

另外拨款 2,218,270 澳元，用于执行“目标一
百万”计划，该计划包括全州范围的鱼类放养计
划，基础设施和接入工程，以及休闲垂钓节日和
活动。

位于 Lakes Entrance，经改良的
Reeve Landing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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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Ferntree Gully 的 Quarry Lake
的垂钓设施。

在 Howqua River 中填充卵石播撒鱼苗。

虎鳟变成了紫斑鳟。

进一步认识石首鱼。

Lower Goulburn 的障碍物。

经改进的 Geelong Rippleside 码头

垂钓中的女性

在休闲垂钓社区内将女性聚集在一起

加入我们
www.facebook.com/groups/womeninrecfishing

休闲渔获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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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

例如，食用以下地区收集到的贝类是不安全的：

钓鱼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把一些鱼带回家享用。
如果您打算享用您的渔获，这里有些重要技巧可
以帮助您健康安全享用战利品。

• 游艇码头或其他船只排放废物的地方

安全处理您的渔获

• 有化粪池的区域

捕获或采集水生物种的提示包括：

• 近期受大雨影响的地方

• 将新鲜的渔获保持冷藏，立即放入冰块里
或放进冰箱里。
• 保持设备和处理台表层干净。
• 不要让渔获或鱼饵滴到其他食物上。
• 只在水质良好时才捕捉或采集。请记住
水质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有害物质非肉眼
可见。
• 遵守所有公共卫生指示。

贝壳类
在吃休闲捕获到的贝类包括蛤蜊，牡蛎，青口和
扇贝时要格外小心。因为贝壳类是滤食动物，吃
水中的藻类和其他微生物。如果水质被污染，贝
壳类会在其肉体和器官中积聚有害物质，增加了
暴露于引起麻痹性贝类中毒（PSP）等疾病的毒素
的风险。食用受此类毒素污染的渔获可导致严重
疾病或死亡。为了降低此类风险，避免食用在水
质不佳的水中捕获的贝类。

• 污水道，工业或雨水排放口

• 受有毒藻类大量繁殖影响的区域。
维多利亚州出售的贝类是受到严格的食品安全保
障程序监管的，所以是可以安全食用的。为了尽量
减少休闲渔民的风险，维省渔政署在 Venus Bay
部署常规的蛤蜊和水质测试 - 该地区被认为是休
闲采集贝壳的主要地区。建议渔民们留意观察该
地区的所有指示标志。也请记住，烹煮并不能破
坏或去除在贝壳中有可能存在的毒素。
如需进一步了解有关 Venus Bay 蛤蜊毒素的信
息，请浏览网站
www.vfa.vic.gov.au/toxinsinvenusbaypi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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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垂钓行为
钓具选择
• 使用适合鱼的大小和类型的钓具（轻型装
置可能会导致鱼在放生后不久就因耗尽力
气挣扎或疲累过度而死亡了）。
• 放生后使用圆钩可以增加鱼的生存机会。
• 一定要随时注意你的垂钓装备，以确保一旦
鱼被捕获，就会被收回（尽量减少压力和潜
在的伤害）。

松开钩子
尽可能的情况下，放生鱼时，在鱼仍然在水中时取
下钩子；尽量不要将鱼从水中取出。
• 如果鱼钩在颚或嘴中，请使用吊钩拆卸器
或长鼻钳，尽可能利落地拆下鱼钩。
• 鱼钩若深入鱼肚，则不要尝试松钩，就把
钩子留在那里，并且在最靠近鱼口的地方
把鱼线割断。

不需要的鱼
当你捉到一条鱼：
• 不属于渔期内可供捕捉的鱼类
• 或超出法定限制（大小，捕获数量限制或
持有数目限制）
• 您不希望保留（例如蟾鱼或者叫河豚鱼，
黄貂鱼或者叫魔鬼鱼，本地海星，非目标物
种）立即释放它并以最少的伤害或伤害（即
最少的处理量）方式释放它。

如果您在放生鱼之前必须拿鱼下来（如需要检查
其鱼的种类或是否大小符合法律标准），请通过
以下方式减少对鱼的损害：
• 使用没有打结点的网
• 用湿手或湿毛巾来处理它
• 将鱼放在凉爽潮湿的表面（不要放在干燥
和热的表面上）。

释放鱼
在放鱼时，如果可能的话，将鱼温和地水平放置
在水下。等到它复活然后松开你的手，这样它就
可以游走了。
不要释放有害的鱼类 - 这是非法的（参见第
93 页）。你必须杀死有毒物种并带走尸体。

处理鱼
如下处理方法也是很好的做法：
• 快速打击头部即可发送它们
• 将死鱼放入冰浆中，并将其存放在远离
阳光的地方（最好放在潮湿的袋子或冷
却器中）。

清理您的鱼获
钓鱼时，有些物种不得切成片状。这是为了确保
遵守关键物种的规模和捕捞限制。
在您清理鱼之前，请记住检查您捕获的物种
是否必须以整体形式保存（参见第 10-34 和
47-68 页）。

处置旧渔线和鱼类废弃物

如何处理鱼

将旧钓鱼线丢弃在垃圾箱中。如果没有垃圾箱，
请将其带回家，将其切碎并将其丢弃在一般生活
垃圾中。

鱼身一般有一层黏糊糊的保护层，会因过度的处
理操作而受损。错误的处理操作会损害鱼类，即
使放生后也降低了其生存机会。当不正确地提起
或不当处理时，鱼也会窒息（缺氧）并遭受内部软
组织损伤（器官被压碎）

将鱼类废弃物（胴体，骨骼，内脏等）放入垃圾
箱。如果没有垃圾箱，请将其带回家并将其丢弃
在一般生活垃圾中。不要将鱼类废弃物扔到海
滩或靠近清洁台的水中，因为它可能吸引鲨鱼和
魔鬼鱼。

捕钓限制：一种用于描述捕获数目或持有数目限
制的通用术语。捕获数目限制和最大持有数目限
制都是捕钓限制的类型。负责任的垂钓者捕获/收
集自己的鱼。
最大捕获量限制：在维多利亚州的水域内之内、
之上或附近，一个人在一天中所拥有的特定类型
鱼类的最大数量。一旦你拿走了你的最大捕获量
限制，你就不能捕获更多的物种供其他人保留，
或者升级捕获物（即扔回较早捕获的小鱼并保留
大鱼）。
• 捕捞限额的例子：Tiffany 的大篷车里可以有
超过捕捞限额的鱼量（10 条鲷鱼），因为她不
在水域之中、之上或旁边。当 Tiffany 从她的
船、在船坡道或从岸上（即位于维多利亚州水
域之中、之上或旁边）捕鱼时，则不能拥有超
过 10 条鲷鱼。所以她前一天的渔获必须留在
大篷车营地里。
• 跨午夜垂钓的捕捞限额例子：Trevor 是一名冲
浪爱好者，他通宵钓鱼。Trevor 在海滩上只能
拥有 2 条白斑星鲨或长吻翅鲨，尽管他在午夜
前就捕获了它们。
• 关于集体垂钓或捕捞的例子：一个家庭正在捕
捞蜘蛛蟹。一个人一天只可抓捕 15 只蜘蛛蟹。
如果您选择把这些蜘蛛蟹送给另一个人，它们
仍然算在您的捕捞限额中。所以您不能在当天
再抓捕蜘蛛蟹了。
占有限制：维多利亚州（包括您的家）任何时间任
何人可以拥有的特定类型鱼类的最大数量。适用
于南方蓝鳍金枪鱼，墨累鳕鱼，鲍鱼，淡水小龙
虾，墨累多刺淡水小龙虾和岩龙虾。

去内脏整鱼（有鳞鱼）：除去消除肠道，鱼鳃或鱼
鳞外，鱼体不得切割或去头去尾。
去内脏整鱼（包括象鲨在内的鲨鱼）：鲨鱼或象
鲨的鱼体，除了去除肠道和头部向前移开并清理
最后面的鳃缝之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切割或去头
去尾。
残骸（鳐类，黄貂鱼，犁头鳐）：鳐类，黄貂鱼，犁
头鳐的身体，除了去除肠道之外，没有任何其他
方式切割或肢解。
渔获整体（多刺淡水小龙虾）：除一条或多条腿或
爪以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切割小龙虾体，或者除了
缺少一条或多条腿或爪以外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动
渔获的本体。
有鳞鱼：除鲨鱼，鳐鱼和鱼（魔鬼鱼）以外的有
鱼鳍的鱼种。
渔期：一个特定物种的“休渔期”是你不能捕捉，
试图捕捉或持有该物种的时期。有休渔期的物种
只能在开放季节捕捞。在休渔期意外捕获的鱼必
须立即放生，并尽可能减少对其的伤害。
湖泊和河流的边界：就规定而言，湖泊与河流之
间的分界指的是，在不考虑胡泊水位高低的情况
下，河流流动水体与湖泊后备水体的交汇点。
大小限制：您可以合法拥有的最小（最小合法尺
寸）和最大（最大合法尺寸）的鱼获。超出法定大
小范围的鱼获必须立即放回水中，而且不能造成
伤害。必须迅速检查鱼获的合法大小。鱼嘴闭合
时，从鱼嘴的尖端到尾巴的末端来测量鱼。应立
即把您想保留的鱼获拿出并放在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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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定义
内陆水域包括：
• 从河口到河源的任何水路以及与之相连的任
何入口或泻湖；还有
• 任何沼泽，湖泊，泻湖，滞留水，死水洼地，大
坝，河流，小溪或公共蓄水池。

海湾、入口水湾
或湖泊即为海
水，如 Anderson
Inlet、Shallow
Inlet、Gippsland
Lakes 以及
Wingnan Inlet。

Inlet/Lagoon

(Marine)

RIVER

内陆水域不包括：

(Inland)

• 吉普斯兰湖，马拉库塔湖近海湖（见图 5），泰
尔斯湖（见地图 7）和永安湾（经常被认为是
海洋水域）。

SEA

(Marine)

河流或江河口最临海或外围河岸之
间的虚构分界线，其水流入海湾、
入口或湖泊。

TH
OU
M

地图 3：内陆和海洋水域边界的例子
Dorey St

海洋水域包括：
• the Gippsland Lakes, Lower Lake of
Mallacoota Inlet（见地图 5）, Lake Tyers（见
地图7), Wingan Inlet

然而，内陆/海洋水域界线（入海口）的位置
因以下水道而异（见地图 4-9）。

Curdies Inlet

• 维多利亚海域不是内陆水域，例如 (但不只限
于）Port Phillip Bay, Western Port.
注: 私人领地上的水域，如农场水坝，既不是内陆
水域，也不是海洋水域。

(Inland)

Irvin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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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UTH
Curdies Inlet
(Marine)

入海口: 河流或江河口最靠海的两岸之间的虚构
分界线，位于：

GREAT OC
EAN RD

在彼得伯勒的大洋
路大桥下游一侧的虚
拟线。

PETERBOROUGH

• 那些水域与海相遇的地方（例如见地图
1 和 2)
Genoa River
• 那些水流入被定义为海洋水域的海湾，入口或
湖泊（e.g. Gippsland Lakes, Wingan Inlet）
(见地图 3）。
SEA
(Marine)

Newfield Bay

地图 4：柯迪斯海湾的内陆和海洋水域边界

TOP LAKE

MOUTH

河流，湖泊或河口的海
岸之间的一条虚拟线，
于此处这些水域与大海
交汇。

(Inland)
LAGOON
(Inland)

The Narrows

MOUTH

RIVER
(Inland)

MALLACOOTA
INLET

LOWER LAKE

CROAJINGOLONG
NATIONAL PARK

(Marine)

地图 1：内陆和海洋水域边界的例子
Narrows 南端的虚线

SEA
(Marine)

SEA
(Marine)

Ma
llac
oot
a

MOUTH

RIVER
(Inland)

地图 2：内陆和海洋水域边界的例子

I河流，湖泊或河口
的海岸之间的一
条虚拟线，于此处
这些水域与大海
交汇。

MOUTH
Rd

MALLACOOTA

LAGOON
(Inland)
BASS STRAIT

地图 5：马拉库塔入海口的内陆和海洋水域边界

RIVER
(Inland)

水域定义

BARWON RIVER

Ba
rw
on
He
ad
s

TH
OU
M

Oc
ea
nG
rov
eR
d

e
idg
br
ot
Fo

OCEAN
GROVE

Fli
nd
er
Pd
e

ME
RR
IR
IV
ER

(Inland)

Hitchco
ck Ave

假想线穿过人行桥的下
游，跨过通往防波堤和
皮克令角的高架桥之间
的河流。

(Inland)

WARRNAMBOOL
Br
ea
kw
at
er
Rd

MOUTH
(Marine)

Ewing Bly
th

Dr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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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巴望头 - 到海林 桥
下游侧的虚线

BARWON HEADS
BASS STRAIT

(Inland)

地图 8：巴望河的内陆和海水边界

Hyde St

地图 6：梅里河的内陆和海洋水边界

NOWA NOWA

Boggy Creek

沼泽溪 - 从铁石溪最向海的
一角向南延伸到沼泽溪对岸
的虚线。

SPOTSWOOD

铁石溪 – 从一个极端
向海或向外的点延伸
到对岸和沼泽溪相连
的极端向海或向外的
点的虚线

WE
ST
GA
TE
FW
Y

MO
UT
H

Westgate Park

Yarr
a Riv
er

(Marine)

横跨西门大桥下
游侧的虚线

TH
OU
M
Dougl
as Pde

Princess
Hwy

TOORLOO ARM

(Marine)

多石溪 - 横跨王
子公路大桥下游
的虚线

LAKE TYERS
WILLIAMSTOWN

LAKE TYERS
BEACH

地图 7：泰尔斯湖的内陆和海洋水域边界

地图 9：Yarra River 内陆与海洋水体的边界

Rd
Todd

(Inland)

(Inland)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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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政巡警
渔政巡警是受聘来保护我们的渔业发展并促进
有责任感的钓鱼行为的。他们的其中一个职责是
确保渔民遵守钓鱼捕捞法规。巡警们还被授权执
行以下法规：随意乱丢垃圾的行为（丢弃烟头，鱼
钩，鱼饵和普通垃圾）；在海洋国家公园地区的行
为（非法钓鱼捕捞活动）；划船安全事项方面（超
速行船，错误安全装备）；野生动物方面；使用公
共土地方面（篝火，车辆使用以及公园和森林法
规）；和沉船区域的行为。

在检查期间会遇到什么程序?
在例行渔业检查期间，渔政巡警会对您进行以下
几项程序：
• 会给您提供在钓鱼方面的义务责任的有
关信息
• 要求您提供现有的钓鱼许可证或其他许
可，或豁免证明
• 要求检查您的行李，钓鱼设备，冷藏箱，包
装盒，汽车或船只
• 测量和计算您拥有的渔获，以检查是否符
合尺寸和捕获限量要求。

渔政巡警有哪些权力来保护维多利亚
州渔业？
依法来说，渔政巡警可以：
• 要求任何船只或车辆停止行驶并进行检查
• 询问您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 搜索任何设备如篮子，冷冻箱，或其他容器
• 将被指控的罪犯拘捕
• 发出违法处理通知
• 扣押在被指控行为中所使用的或由嫌犯
持有的任何渔获，渔具或设备，包括船只
和车辆。

如被认为有违规违法行为，会有什么执
法程序？
如果被巡警发现或认为有违法违规行为，巡警会
对您：
• 解释被指控违法行为的性质
• 要求您告知姓名和家庭地址
• 邀请您和巡警进行一次对话
• 如果没收渔获，财产或文件，发出缉获收据
• 告知您可能的处置方案。

渔政巡警使用的执法处罚有哪些？
选择范围从提供教育资料到起诉等。如果违法行
为确切，渔政巡警会视违规行为情节轻重来采取
适当的处罚。
执法处罚包括：
• 教导处罚
• 口头警告和正式警告
• 发出处罚通知
• 起诉
• 取消许可证或其他许可。

如果不遵守渔政巡警的指示，会有什么
后果?
在调查或检查过程中，巡警会根据其立法权力要
求您提供某些事项。
若未遵从巡警的合法要求，您可能将导致：
• 被逮捕和转送到警察局
• 被起诉并被传唤出庭
• 附带条件被保释。

如果您怀疑有人违反了钓鱼法规，请不要接近他
们，请远离一定距离然后致电 13FISH（13 3474）
报告我们您所看到的。
• 这个电话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都可打通
• 您会被告知要留下电话号码和名字。
• 当值的渔政巡警会得到寻呼然后与您联系。
• 所有信息都将严格保密。
虽然巡警可能无法立即回应，但您提供的信息帮
助我们捕获不负责任的钓鱼者和防止非法钓鱼行
为。我们使用您的 13 FISH 信息来帮助我们确认
执法工作的目标。
一般渔业咨询问题应该直接拨打客服中心电话
136 186。

规则提醒
• 出售您的休闲渔获是违法行为：您不得把渔获
包括鱼饵进行出售，或交换，或购买，或以此
作为商业操作。对违法出售，交易或购买任何
渔获的最高处罚会是高达超过 $30,000 的罚
款并且长达 12 个月的监禁。对于违法出售，
交易，和购买休闲捕捞渔获中的鲍鱼，龙虾，
墨累鳕鱼和蓝鳍金枪鱼的最高处罚会是超过
$180,000 的罚款和最高 10 年的监禁。
• 放置鱼线是违法的：如果您用钓鱼竿，鱼线或
手持线，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确认鱼线必
须在视线范围内而且您必须在距离竿或线不
超过 50 米范围内。
• 栓住活鱼是非法行为：您不得在维多利亚州水
域内、水面上或附近的地方，以绳线拴住或保
存活鱼。您可以保留您希望保存在护鱼网中的
鱼获。请记住：放在护鱼网的鱼获都会计入您
的捕捞限量。

• 分享您的钓鱼许可证是非法的：您的休闲钓鱼
许可证是您自己的，不能分享。每个使用钓鱼
设备的人必须持有自己的钓鱼许可证或拥有
有效豁免。
• 高级筛选您的渔获是非法的：高级筛选渔获涉
及到一个钓鱼者捕获并保留了他每天在合法
尺寸限制范围内的捕获限量渔获。然后他们继
续捕获更多的物种，随后丢弃之前没那么优质
的渔获，不管是活的或死的。
记住：保存在活水井里，捕获袋，冷冻箱，桶里或
任何其他容器，或赠送给他人的渔获都属于您的
渔获，不得超过捕获限制。
• 篡改或干扰商业捕鱼设备是违法的：所有商用
设备必须贴上其所属商业渔民的许可证号码。
如果您认为该设备被非法使用，请致电
13 FISH（13 3474）并报告。
• 栓住活鱼是非法行为：您不得在维多利亚州水
域内、水面上或附近的地方，以绳线拴住或保
存活鱼。您可以保留您希望保存在护鱼网中的
鱼获。请记住：放在护鱼网的鱼获都会计入您
的捕捞限量。
• 休闲渔民使用或持有商业钓鱼设备是违法行
为：请务必查明哪些设备绝对不能使用，哪些
可以使用且何时可以，在哪里可以。
（具体请查
看 35-40 页 和 70-74 页））。
• 使用枪支，火药和弓箭来捕获或试图捕获，伤
害或摧毁鱼类（包括鲨鱼）属于违法行为：鲨
鱼具有危险性，所以如果你没有捕获鲨鱼的打
算但见到一条鲨鱼，请立即停止钓鱼且远离鲨
鱼。如果您不小心捕获到一条鲨鱼，请立即把
鱼线剪断放其游走。有关如何应付鲨鱼的有用
提示，请参见第 22 页。
规则可以并且确实会改变。请定期查看是否有任
何规则更新。
请参阅在 www.vfa.vic.gov.au 列出的渔业通知
或致电客户服务中心 13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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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既有趣又健康的活动
从河岸，岸边，码头和平台钓鱼
为保证安全钓鱼，请注意以下事项：
•
•
•
•
•
•

去之前检查水情和天气状况。
总是告诉朋友和家人你的计划 - 你要去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回来。
永远不要单独钓鱼 - 总是和朋友一起钓鱼。
佩戴个人漂浮装置并携带安全装备和急救箱。
穿着合适衣服和防滑鞋。
随时观察水情，因为情况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

玩得开心点多多上鱼

岩钓
岩钓时的安全提示：
• 出发前检查水域和天气情况。
• 切记一定告诉朋友或家人你的计划 - 你要去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回来。
• 永远不要一个人钓鱼。
•
•
•
•

要穿合适的有防滑鞋底的鞋。
穿戴个人漂浮装置如救生衣，并携带安全装备和急救包。
要穿轻便的衣服，如果意外落水的话可以让您轻松游泳。
切勿在岩钓或矶钓时穿齐胸防水裤鞋。

• 针对您预期的钓鱼点寻找当地人的建议 - 有关潮汐状况和可行性。
• 先观察，然后再垂钓。花点时间在钓鱼前判断你意向的地点是否安全，了解潮汐和海水状况以及
可行通道和逃生的路线。
• 永远切记遵守危险指示标志，永远不要轻易以为利用通道和逃生设备如绳索和临时步骤等就可
以逃离危险。
• 准备一个逃生计划。如果涨潮威胁到你的位置，立即离开。
• 切勿背对着海面。
• 您应该随时观望大海的变化，因为天气状态可能会瞬时突变。
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水上运动安全”宣传活动正在积极努力提高社区对水上活动安全的认识。有关信
息，请浏览水上安全网站如需了解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
www.watersafety.vic.gov.au 。

RockFishing_Advert_RecFishingGuide_FA.pdf

1

11/10/13

12:16 PM

在危急情况下，请拨打 000（急救电话号码）

我们建议所有船钓者在下水之前阅读维多利亚州休闲划船安全手册。
可在以下网址下载：www.transportsafety.vic.gov.au/maritime safety 。
划船时的安全提示：
• 检查天气预报。如果天气不利，请考虑推迟行程，并避免处于强风和海浪的地区。
• 确保您的船已妥善维护，电池已充满电，并且确保船上有足够的燃料。
• 寻求最新的本地知识，并获取您将要导航的区域的适当图表或地图的副本。
• 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要去哪里以及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 确保您的船上有正确的安全装备，并且知道如何正确使用。
• 划船时不要喝酒。
• 注意观察速度和距离。
• 以安全的速度运行并始终保持良好的警觉。
• 总是穿救生衣。必须在 Port Phillip Heads 穿救生衣。Port Phillip Heads 是指在 Shortland
Bluff 和 Point Nepean 之间绘制的虚线之间的所有水域，以及以 Point Lonsdale 为中心的半
径为3海里的圆弧构成的虚线的向海界限。地图上的红色阴影区域标志着必须穿救生衣的地方。
有关划船安全的信息，请浏览 www.transportsafety.vic.gov.au 或致电 1800 223 022 获取维多利亚
州休闲划船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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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风速警报和预测
在出发前务必检查最新的天气预测。请访问气象局网站 – 关于海洋气候

PORT PHILLIP HEADS – 了解你的
边界
Port Phillip Heads 是主要的航运渠道，潜水地点
和广受欢迎的钓鱼地。它也是海洋国家公园和保护
区的所在地，不能垂钓。避开海洋国家公园和保护
区的最佳方法是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使用“我能
在此钓鱼吗”功能。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我们的 Vic Fishing 应用程序。

切勿驶近
重要的安全信息
(

维州港务局 (Victorian Ports Corporation) (Melbourne) 电话: (03) 8347 8300
网址: www.vicports.vic.gov.au/community-and-bay-users

水生有害物种是指引入维多利亚州的非本地物
种。这些物种有可能会迅速传播并入侵本地生态
环境。水生有害生物一旦扎根落户，会以本地水生
物种为食，或者淘汰我们的本地野生物种，会严
重影响鱼类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
水生有害物种包括：
• 淡水物种包括鲤鱼，马龙鳌虾，食蚊鱼和泥
鳅。
• 海洋物种包括北天平洋海星、欧洲扇虫、欧洲
青蟹和日本海带。
有关水生有害生物的具体清单，请浏览网站
www.vfa.vic.gov.au/noxiousspecies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防止水生有害
物种的蔓延繁殖：
• 检查，清洁和擦干您的船只、皮划艇、摩托艇、
渔具、绳索、锚和潜水服。去除任何附在其上
的野草，小生物，水和沉积物，并且务必放到
垃圾箱里（请不要放回水里）。
• 每次出游归来，请在您的院子里或在洗车场里
用淡水彻底清洗船只和车辆。请将船上和设
备的水排到地上。不要让水回流到排水道。
（
微小的鱼卵和植物孢子可以在潮湿地带存活
数月之久）

请不要收集或去除可疑水生有害生物（除了鲤
鱼—详情请查看第53页）因为一些本地物种很容
易被误认为是有害物种。

北太平洋海星
北太平洋海星常见于 Port Phillip Bay，是维多利
亚州的海洋有害生物。这些海星对鱼类和海洋环
境构成威胁，它们释放出数百万颗卵而且可以从
一条触手上生长出整个身体。它们很容易被误认
为是本土物种，因此请您确保可以区分它们。
如果您认为您在 Port Phillip Bay 见到北太平洋
海星，请报告情况。

虫害
北太平洋海星
尖触角
• 5 个触手，朝上尖触角
• 主体黄色但有时有紫
色细纹
• 有许多小刺覆盖触手，
锯齿状末端沿着触手不
规则的排列

本地物种
11 腕海星

• 彻底擦干您的船只和设备

圆触角

• 不使用活的水生有害生物或欧洲青蟹作为鱼
饵

• 棕色或蓝灰色
• 通常 11 只触角，有时少
于 11
• 大间距的刺

• 如果您在已知范围外发现水生有害生物，请
报告可疑之处。请拍照并记下日期、时间和地
点，并将这些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enforcement@vfa.vic.gov.au
或致电 136 186。

CRIMP, CSIRO
Marine Research

T. Bogue

锯齿海星
圆触角
• 棕黄色带紫红色
• 五只触角带圆状钝尖

T. B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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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本地孵鱼场会为
原住民提供就业机会

维多利亚州渔业管理局
已为新建的本地鱼类孵
鱼场设定了 50% 的原住
民就业目标——这个孵
鱼场计划将于 2021 年
底在 Shepparton 附近
建成。
这个孵鱼场将重点培育本地鱼
类，如墨瑞鳕和金鲈。
VFA 致力于发展多元化的工作团
队，并很高兴能为原住民在澳洲
本土从事培育本地鱼类的工作提
供了机会。
我们鼓励所有有意从事该工作的
人员在以下网站上登记求职意
愿：improving.fishing
@vfa.vic.gov.au。

标志：Reanna Bono 创作的艺术品。她是来自维多利亚州北部伊丘卡的 Wiradjuri 和
Wemba Wemba 女士。该作品代表了维多利亚渔业战略，代表了咸、淡水渔业的颜色。
水印图像代表当代鱼鳞。

有用的信息
维州 Fishcare 爱鱼组织
www.fishcare.org.au
非法钓鱼报告热线
13 FISH（13 3474）
内陆垂钓指南
www.vfa.vic.gov.au
报告乱扔垃圾热线
1300 372 842
www.epa.vic.gov.au/litter
水生有害生物
136 186
enforcement@vfa.vic.gov.au
维州交通安全
1800 223 022
www.transportsafety.vic.gov.au

维州国家公园
131 1963
www.parkweb.vic.gov.au

Marine and
Freshwater Discovery
Centre（Queenscliff）
03 5258 3344
www.vfa.vic.gov.au/
marineandfreshwater
discoverycentre

Futurefish 基金会
03 5996 6614
www.futurefish.com.au

VRFish
info@vrfish.com.au
www.vrfish.com.au

潮汐信息
澳大利亚气象局
bom.gov.au/australia/tides

维州水上警察局
1800 135 729
www.police.vic.gov.au

VICTAG
1800 677 620

气象局
全天 24 小时天气预报
www.bom.gov.au

新州初级产业厅
1300 550 474
information-advisory@dpi.
nsw.gov.au

客户服务中心
所有电话查询请打 136 186
办公地点
Altona North
136 186
Apollo Bay
136 186
31 Nelson Street, 3233
Bacchus Marsh*
03 5367 2922
219A Main Street, 3340
Ballarat
03 5336 6856
402–406 Mair Street, 3350
Bendigo
03 5430 4444
Cnr Midland Hwy
& Taylor Street,
Epsom, 3551
Braeside
136 186
55 Mills Road, 3195
Cowes
136 186
*渔业官员不在此办事处长期办公

Horsham
03 5362 2111
110 Natimuk Road, 3400
Lakes Entrance
03 5155 1539
10 Staunton Street, 3909
Mallacoota
136 186
Cnr Buckland Street
& Allan Drive, 3892
Mornington
136 186
Archer Drive, 3931
Portland
136 186
83 Bentinck Street, 3305
Queenscliff
03 5258 0111
2a Bellarine Hwy, 3225

Snobs Creek
136 186
Swan Hill
03 5033 1290
324 Campbell Street, 3585
Tatura
03 5833 5222
Ferguson Road, 3616
Warrnambool
136 186
703–709 Raglan Parade,
3280
Wodonga
02 6043 7900
1 McKoy Street, 3690
Yarram
03 5183 9100
310 Commercial Road, 3971

联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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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渔业违法行为，请致电13 FISH（13 3474）

举报非法捕捞行为
致电13 FISH（13 3474）

有用信息包括：
• 非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和日期以
及是否还在继续进行中或已经
结束

• 涉及的人数
• 车辆或船只的牌照号码

• 地点

• 设备

• 具体的行为

所有信息都将严格保密。如果没有可能立即现场处理，您所提供的信
息将有助于规划巡逻和执法行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网站 www.vfa.vic.gov.au/13F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