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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 
娱乐性淡水捕钓

Chinese Simplified

规则与法规摘要
2016年1月

在新州水域捕钓时，您需要支付新州娱乐性捕钓费 
(除非得到豁免)，并随身携带有效的付费收据。

这一规定也适用于捕钓淡水龙虾、捕钓小龙虾、收集
鱼饵、以及在水中、水面上以及水域附近持有渔具。

www.dpi.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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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捕钓费
我应何时支付?
您在新州水域 (包括淡水与海水)捕钓时，法律规定您需要携带一张收据， 

以证明已支付新州娱乐性捕钓费。这适用于垂钓 (用鱼竿或手钓线)、 

用鱼叉捕钓、收集鱼饵，或用下列方法捕集无脊椎水生物：手工捕集、

挖掘、用泵吸、用捕捉笼或用虾网捕集。

在淡水中，这一规定适用于新州境内的全部内陆 (无潮汐)水域，包括任何 

淡水水体。如果您在水中、水面上以及水域附近拥有渔具，这一规定同样 

适用。如果您在私人土地的水库进行捕钓，且水体表面积 (最高水位)不
超过2 公顷，这一规定不适用。新州内陆水域边界包括南至南澳边界的

整条墨累河 (Murray River) (但不包括休姆湖 (Lake Hume)水域)、船坡的 

马尔瓦拉湖 (Lake Mulwala)的全部水域 (自亚拉沃加堰 (Yarrawonga Weir) 
围墙至欧文斯河(Ovens River)在班达洛恩(Bundalong)船坡与墨累河(Murray  
River)交汇处)、以及在德梅里斯克河(Dumaresq)、麦金泰尔河(MacIntyre)、
巴尔旺河(Barwon)新州一侧捕钓时(中线边界适用于这些河流)。

注意：休姆堰由维州初级产业部管理。在休姆湖 (Lake Hume)(靠近墨累河 
(Murray River)河湾上游直至七里溪 (Seven Mile Creek)，以及米塔米塔河 
(Mitta Mitta River)河湾上游直至其源头)捕钓时，需要维州捕钓许可证，
并适用维州捕钓法律。

捕钓费用是多少?
 3天7澳元       一个月14澳元       一年35澳元       3年85澳元

如果您在包租渔船上捕钓，或与捕钓向导一同捕钓，您会发现船长或向导 

持有适用于您的豁免证明。在捕钓之前您应确认是否需要支付此等费用。

仅在特威德河 (Tweed River)的潮汐水域以及指定的邻近河滩区域捕钓的 

人士可享有百分之五十的费用减免。另有其它豁免适用。欲知更多信息， 

请参阅《新州淡水娱乐性捕钓指南》或以下网站www.dpi.nsw.gov.au/fisheries。

如何支付费用?
您可在新州境内的许多网点支付捕钓费，例如大多数渔具商店、 

房车公园、本地商店、加油站、许多凯马特 (Kmart)商场或通过网络 
www.onegov.nsw.gov.au或致电1300 369 365。

我如何获得塑料收据?
如果您通过网络、电话、或Touch代理机构支付一年或三年的捕钓费，

或是用续费通知为捕钓许可证续费，您将通过邮寄的方式收到一份塑料

收据。如以其它形式付款，您将收到一份纸质收据。

补发缴费收据

补发缴费收据的费用为6.70澳元。请致电02 4424 7499获得补发收据，

或从我部网站上下载一份表格 www.dpi.nsw.gov.au/fisheries

其它州或海外访客

其它州、领地或国家发出的娱乐性捕钓许可证并不适用于在新州水域 

捕钓。所有访客都必须支付新州娱乐性捕钓费。

http://www.dpi.nsw.gov.au/fisheries
http://www.onegov.nsw.gov.au
http://www.dpi.nsw.gov.au/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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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钓量限制、尺寸限制、禁渔期
为子孙后代确保渔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而出台了法规。尺寸限制确保鱼类达到成熟，并完成其繁殖周期；
捕钓量限制有助于确保每个人可获得公平的渔业资源份额，以及各水族物种不被过度捕钓。遵守此等法规将
有助于保护和维护我们的淡水娱乐性渔业。法定长度限制适用于大多数淡水鱼类，并对每一水族物种有明确
的规定。此等限制规定了鱼类的尺寸，按照这一尺寸鱼类在被捕获之前可至少产卵一次。

常见娱乐性水族物种

澳洲鲈鱼 (Australian Bass) t

澳洲河鲈 (Estuary Perch) t

东澳鳍鳗 (Longfin Eel) t

南部短鳍鳗  

(Southern Shortfin Eel) t

淡水鲶鱼 (Freshwater Catfish) t

大西洋鲑鱼 (Atlantic Salmon) t

溪鳟 (Brook Trout) t

褐鳟 (Brown Trout) t

虹鳟 (Rainbow Trout) t

不得捕钓
禁止捕钓。一旦捕获应立刻放还水中。

河黑鱼 (River Blackfish)与 
双脊黑鱼 (Two-Spined Blackfish)
(河黑鱼种群在雪河流域属濒危物种。) t

濒危物种
禁止捕钓。一旦捕获应立刻放还水中。

东部(淡水)鳕鱼 
(Eastern (Freshwater) Cod)(濒危物种) t

鱼的种类 最低法定限制长度 每日限制 拥有量限制 开放捕钓季节

澳洲鲈鱼 (Australian - 2条 (一个或多个鱼种， 4条 (一个或多个鱼种， 9月至次年4月在低于淡水水库 
Bass)与澳洲河鲈 在河流中仅有一条的长 在河流中仅有一条的长 的河流 (5月至8月允许进行捕获
(Estuary Perch) 度可超过35厘米)。 度可超过35厘米)。 与释放式捕钓)。在淡水水库以及 

高于淡水水库的河流可全年进行
捕钓。

墨累河淡水龙虾 10  – 12 厘米 2 只 4 只 在每年的六月至八月间，在下列

(Murray Crayfish) 水域：马兰比奇河 (Murrumbidgee 
River)及其支流 (不包括刚达盖
(Gundagai)的休姆公路 (Hume 
Highway)桥与干缅因 (Ganmain) 
附近贝瑞姆培德堰(Berembed Weir)
一侧上游100米之间的老人溪 
(Old Man Creek))。墨累河 (Murray 
River)及其支流(奥尔伯里 (Albury)
附近的休姆堰 (Hume Weir)以下
130米至特坎沃 (Tocumwal) 尼维
尔公路 (Newell Highway)桥)。其
他所有水域均不得捕钓。

其它多刺淡水龙虾 9 厘米 5只 (一个或多个种类， 10只 (一个或多个种类， 全年。不得在鳟鱼水域捕钓。

(Other Spiny Crayfish) 仅有一只的长度可超过 仅有一只的长度可超过
12厘米)。 12厘米)。

南部短鳍鳗  30 厘米 10 條 10 條 全年

(Southern Shortfin Eel)

东澳鳍鳗  58 厘米 10 條 10 條 全年

(Longfin Eel)

淡水鲶鱼 (鳗鱼尾)
(Freshwater Catfish, 
(Eel-tailed))

在列出的水库、东部 
水库与东部河流中为 
30厘米。

在列出的水库、东部水
库中为5条，东部河流
中为2条。

在列出的水库、东部水
库中为10条，东部河流
中为4条。

全年 (在列出的水库、东部水库与
东部河流中)。

黄金鲈鱼  30 厘米 5 10 全年

(Golden Perch)

墨累鳕鱼  55 – 75 厘米 2 4 每年12月至次年8月。全年在科
(Murray Cod) 普顿水库 (Copeton Dam)。

银白鲈鱼  
(Silver Perch)

在列出的水库中为 
25厘米。

在列出的水库中为 
5条。

在列出的水库中为 
10条。

全年在列出的水库中。不得在河
流或其它水库中捕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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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鲈鱼 (Golden Perch) t

墨累鳕鱼 (Murray Cod) t

银白鲈鱼 (Silver Perch) t

其它多刺淡水龙虾  

(Other Spiny Crayfish) t

淡水小龙虾 (Yabby) t

鳟鳕鱼 (Trout Cod)(濒危物种) t

麦氏鲈 (Macquarie Perch)(濒危物种) t

墨累淡水龙虾 
(Murray Crayfish)(濒危物种) t

主要害鱼
普通鲤鱼 (Common Carp)  
(活鲤鱼不得用作鱼饵) t

红鳍鱼 (Redfin) (拥有活红鳍鱼属违法。 
活的或死的红鳍鱼均不得用作鱼饵。) t

鱼的种类 最低法定限制长度 每日限制 拥有量限制 开放捕钓季节
鳟鱼 (Trout) 与 在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 在人造虫型鱼钩及 在人造虫型鱼钩及 在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水域 
鲑鱼 (Salmon) 水域与水库为25厘米。 鱼饵水域与水库为2条 鱼饵水域与水库为4条 自10月的长周末起，至6月的 

(一个或多个鱼种)。 (一个或多个鱼种)。 长周末结束。人造虫型鱼钩及 
鱼饵水库全年开放捕钓。

在鳟鱼产卵的水域为 
50厘米。

在鳟鱼产卵的水域 
为1条 (任一鱼种)。

在鳟鱼产卵的水域为 
2条 (一个或多个鱼种)。

自5 月1 日起至6 月的长周末。 
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水域的规定
自10月长周末至4月30日适用。

在一般鳟鱼水域自10月的长周末 
在所有其它水域为 在所有其它水域为5条 在所有其它水域为10条 至6月的长周末结束。一般鳟鱼水库 
25厘米。 (一个或多个鱼种)。 (一个或多个鱼种)。 及其它所有水域全年开放捕钓。

淡水小龙虾 - 200 200 全年
(Yabbies, Freshwater)
其它本地有鳍鱼类 - 10(除无脊椎水生物之 10(除无脊椎水生物之 全年

外的一个或多个种类) 外的一个或多个种类)
非本地有鳍鱼类 - - - 全年
(不包括鳟鱼 (Trout) 
与鲑鱼 (Salmon))

在以上表格中，“东部水库”与 “东部河流”是指位于新州东部流域的水域。

拥有量限制是指在捕钓超过一天时，每个人拥有的鱼类的最大数量。一天是指从午夜至午夜的 24小时。

自 6月的长周末后至 10月的长周末开始前禁止在一般鳟鱼水流、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水流、鳟鱼产卵水流捕钓任何种类的鱼类。 
季节性的休渔期可能适用于其他水域。欲查询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被归类为鳟鱼水域的水流与水库清单，请参阅《新州娱乐性淡水 
捕钓指南》或网站 www.dpi.nsw.gov.au/fisheries。如果未列出某一水流，请查找其汇入的主要河流。

可捕钓银白鲈鱼与鲶鱼的水库清单:
银白鲈鱼 (Silver Perch): 本奇夫利水库 (Ben Chifley)、布洛茵水库 (Blowering)、巴伦东水库 (Burrendong)、巴林賈克水库 (Burrinjuck)、 
查菲水库 (Chaffey)、科普顿水库 (Copeton)、格伦邦水库 (Glenbawn)、格莱尼溪水库 (Glennies Creek)、古贡水库 (Googong)、朱纳玛水库
(Jounama)、基皮特水库 (Keepit)、阿尔伯特湖水库 (Lake Albert)、平德里水库 (Pindari)、斯普利特岩水库 (Split Rock)、温德米尔水库 
(Windamere)、怀安加拉水库(Wyangala)、怀安甘水库 (Wyangan)、亚斯水库 (Yass)。

淡水鲶鱼 (Freshwater Catfish): 本奇夫利水库 (Ben Chifley)、巴伦东水库 (Burrendong)、查菲水库 (Chaffey)、科普顿水库 (Copeton)、 
格伦邦水库 (Glenbawn)、格莱尼溪水库 (Glennies Creek)、基皮特水库 (Keepit)、平德里水库 (Pindari)、斯普利特岩水库 (Split Rock)、 
温德米尔水库 (Windamere)、怀安加拉水库 (Wyangala)、也可从所有其它东部水库与东部河流中捕捉鲶鱼。

测量鱼的尺寸

最小/最大长度是鱼吻处与尾部尖端的距离

测量淡水龙虾的尺寸

最小长度是眼眶后部与甲壳后部中央的距离

背壳(Carapace)

着眼于未来的捕钓 对尺寸与捕钓量作出限制是为了确保留有数量充足
的健康鱼种，以及捕钓者可公平地分享捕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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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捕钓方法

非潮汐水域 有人照看钓线的最大许可数量 每条钓线许可的最大钓钩数量
一般内陆水域(非鳟鱼水域) 2条 (手钓线或鱼竿与钓线) 2
一般鳟鱼水库 2条 (仅可用鱼竿与钓线) 2 (鱼饵)或3(仅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
一般鳟鱼流域 1条 (仅可用鱼竿与钓线) 2

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水库(禁止饵钓) 1条 (仅可用鱼竿与钓线) 3 (仅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

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流域(禁止饵钓) 1条 (仅可用鱼竿与钓线) 2 (仅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

鳟鱼产卵流域(禁止饵钓) 1条 (仅可用鱼竿与钓线) 2 (仅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

。 

   

   

   

   

可许大最的线钓看照人有过超线钓的钩钓好挂的有拥或带携、用使您果如。个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作一个单个鱼钩一。何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上最多可挂三个三头钩任。在您的视线之内并，范围内米50人照看的钓线必须位于有：注意
。罚处厉严到受将并，为行法即属违，或在每根有人照看的钓线上使用的挂钩超过最大许可数量，数量

捕捉网与捕捉笼
 请勿在船只交通量大或航道处。运用您的常识，在放置您设置的渔具时

用于标记放置渔具，为了尽量减少因人或船只造成的缠绕风险。放置渔具

。的浮标绳必须尽可能短

小时内提起，但所有安放的渔具必须在。干扰安放的渔具属违法行为 24
。确保将所有不要的捕获物安全地放还水中，鼓励捕钓者定期检查渔具

。特定的禁渔规定可能禁止使用捕捉网与捕捉笼或限制其数量

圈网或敷网

 圆环或、网上附着的网圈： 最大尺寸 

但不得通过任何硬质，个网框不超过2
(  圆环、包括网圈网深。网框彼此连接

)  圈网或敷网的。米不得超过或网框 1
 圆环或网框对角线、最大直径或网圈

米。的长度不得超过 52.1

米。毫网眼不得小于： 网眼尺寸 13

、您可放置，除非另有规定： 最大数量 

)( 。个捕捉笼使用或拥有最多五 5

 放置时间不得超过： 最长放置时间 

时。小24

各个方面的尺寸不得小于，浮标必须位于圈网或敷网的上方： 识别 010
使用者的名字、浮标应清楚地显示字母，毫米且应高于水面，毫米 HN50

，清晰可见，毫米高字母不小于，出生年份及邮政编码、姓氏、缩写 15
浮标上附着的所有绳索均不得。而且字母颜色应与浮标颜色有明显差异

。漂浮于水面之上

 用来在内陆水域捕捉淡水小龙虾，除封闭水域与鳟鱼水域外： 水域 

  keaL()lle LyekaL() 华莱士湖、莱尔湖、但可在古贡水库 ma DgnogooG((
)尤坎本湖、 L)或金达拜恩湖 enybdan Jieka(eenmbcuu EeakL()ecallWa

)。张圈网或敷网捕捉淡水小龙虾使用最多5

操作方法仅为将网放入水中然后垂直提，此等网仅用作手动工具：注意

。至水面

最少 
13毫米

最多 
1米

最多1.25米

HN
名字缩写与姓氏

出生年份
邮政编码

捕虾笼

 米： 最大尺寸 0.5x0.5x 米。米0.6

 米。毫对角线的最大尺寸为： 网眼尺寸 13

 米。毫内孔的最大宽度为：入口漏斗  53

 使用或拥有一个、您可放置： 最大数量 

。捕虾笼

 放置时间不得超过： 最长放置时间 24
小时。

 x  毫米的毫米一个不小于： 识别 4580
、该标签应标注字母，标签应附于捕捉笼位于水面或水面之上的部分 ST
 ，字母应清晰可见，出生年份与邮政编码、姓氏、捕钓者的名字缩写

。且字母颜色应有明显反差，毫米字母高度不小于15

 但封闭区域，捕虾笼可用于在内陆水域捕捉淡水虾与淡水小龙虾： 水域 

。与鳟鱼水域除外

最长13毫米

最长0.5毫米

最长 
0.5毫米

最长0.6毫米

最多 
35毫米

ST
名字缩写与姓氏

出生年份
邮政编码

抄网

 用于取回用手钓线或，仅可作为辅助工具

。鱼竿捕获的鱼类

手拖式淡水小龙虾捕捉网

)(沿浮绳测量米最大长度为： 最大尺寸 6

米。毫对角线的最大尺寸为： 网眼尺寸 40

可由另一个人协助操作渔网。由一个人操作： 最大数量 

使用时可用或不用拖绳或拖杆。

必须持续手工操。零： 最长放置时间 

附于、不可与任何其它网一道放置。作

。木桩上或一起使用

仅可用于在内陆水域捕钓淡水小： 水域 

地下水排水渠或、包括地面水池，龙虾

、公共水库、不得在任何河流。浅水湖

。或封闭区域或鳟鱼水域使用

。 仅可作为手动工具使用 

最长40毫米

長6米最

捕捉笼包括歌剧院式捕捉笼与金字塔式小龙虾捕捉笼 ))enyklKu((
xx 米。米米 最大尺寸为 0.30.61

。以网上绳结之间拉伸对角线的尺寸为准，毫米最小为： 网眼大小 13
。如金属或硬塑料网，禁止使用硬质网

即最窄处内径不，毫米的硬质内圈必须安装内径不超过： 入口漏斗 90
防止它们因进入，海龟以及鸟类、这是为了保护鸭嘴兽。毫米超过90

。捕捉笼寻找食物而被困笼中

防止所， 鼓励捕鱼者在所有小龙虾捕捉笼的最高点放置一个环形逃生口 
毫米的硬质内逃生口必须包括一个。呼吸空气的动物误入捕捉笼有 90

圈。

个捕捉笼。 最大数量：除非另有规定，您可设置、使用或拥有最多五 (5)
时。小放置时间不得超过： 最长设置时间 24

该，如果用浮标标记捕捉笼。以浮标或标签确定捕捉笼的位置：别 识 
应米，且毫各个方面的尺寸不得小于，浮标必须位于捕捉笼上方 100

该标签必须附于捕捉笼，如果用标签标记捕捉笼。毫米面高于水 50
x 识别浮标或。毫米毫米最小尺寸为，并位于或高于水面，上之 4580

、姓氏、以及使用捕捉笼人士的名字缩写，标签应清楚地显示字母YT
米，且毫字母高度不小于，字母应清晰可见，出生年份及邮政编码 15

。字母颜色与浮标或标签颜色应有明显差异

 、但不得在鳟鱼水域，可在内陆水域用来捕捉小龙虾及淡水虾： 水域 
：封闭水域或下列有鸭嘴兽出没的区域使用捕捉笼

以东的水域尼维尔公路 )yawhgi Hllewe(Na.
至下游的伊丘尼维尔公路从特坎沃 )yawhgi Hllewe(N)alwmcuoT(b.

段之间的墨累河卡公路桥 )reviy RarrMu()egdri Bado RacuhcE(
之间的墨累与下游的史蒂文斯堰野餐角 )ries WneevtS()ntio PcincPi(c.

段至爱德华河河 )re RivdrawdE()reviy RarrMu(
至达灵顿角公路桥从纳兰德拉  ado Rtnio PnotgnirlaD()aredanrarN(d.

段。之间的马兰比奇河 )re RivedgebimurruM()egdriB

射鱼
 年晚些时候在部分特定内陆一项允许箭射鲤鱼的试点计划已经于 5012
 该计划被严格控制在新州内陆有限的数个地点，由初级。水域开始实施

 请访问，欲知更多信息。产业部狩猎证照科与渔业司共同管理
。parc-rof-gnihsfiowb/stsep-d-anegam/gnitunh/ua.vog.wsn.idp.www

http://www.dpi.nsw.gov.au/hunting/game-and-pests/bowfishing-for-c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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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的捕鱼方法与活动
垂钓：您不得

  放置钓线、放落钓线或者钩鱼 (违规钩鱼)

 在鳟鱼水域使用手钓线 (仅许可使用鱼竿与钓线)

 使用 、携带或拥有的挂好钓钩的钓线不得超过有人照看钓线的

最大许可数量，如果超过即属违法，可能会受到严厉处罚。

备用钓线不得挂上钓钩，即不得挂有钓钩或鱼饵，并应妥善

保管。

渔具与方法：您不可使用下列渔具

 在内陆水域使用鱼叉 

 在内陆水域使用鱼叉 、捕鱼枪或弓箭 (见射鱼部分)

 使用炸药 、火器或电器装置

 捕鱼笼 、刺网、滚筒网、捕蟹网、抛网或任何其它非法渔具

 用灯光或用手 (例如 “胳肢” )来捕捉鳟鱼或鲑鱼

 在河流或水库中使用手拖式小龙虾捕捉网来捕集小龙虾 

 禁止在鳟鱼水域使用捕捉笼或捕捉网 ，除了在下列区域使用圈

网或敷网捕捉小龙虾：古贡水库 (Googong Dam)、莱尔湖 (Lake 
Lyell)、华莱士湖(Lake Wallace)、尤坎本湖(Lake Eucumbene)或金

达拜恩湖(Lake Jindabyne)。

切鱼

当您在水中、水面上以及在任何水域附近时，除了去除鱼鳃、内

脏及鱼鳞之外，您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动有最大或最小尺寸限制

的鱼的长度。您不得去掉鱼头或鱼尾。如果捕获的鱼立即用作食

用，或立即用作鱼饵，或在清理鱼类的区域清除内脏，或在船坡

的鱼类清理台进行清理，又或此种鱼类没有法定长度限制，则上

述规则不适用。

鱼饵 – 您不得使用 :
  青蛙

  包括活鲤鱼在内的内陆水域的活的有鳍鱼类，或其它种类的

害鱼

  非本地鱼类或其部分，无论活鱼或死鱼，但死鲤鱼除外

  活的鸟类或活的哺乳动物

  违禁尺寸的鱼类作为鱼饵

  鳟鱼卵或鲑鱼卵，或者包含此种成分的产品

  在人造虫型鱼钩及鱼饵水域以及鳟鱼产卵的水流中，不得使用 

Power bait™鱼饵或任何其它类似的的人工制造的鱼饵产品。

淡水龙虾 – 您不得 :
   在每年的六月至八月间 (含六月与八月)，在下列水域之外的新

州任何水域中捕钓墨累小龙虾：马兰比奇河 (Murrumbidgee 

River)及其支流 (不包括刚达盖 (Gundagai) 的休姆公路

(Hume Highway) 桥与干缅因 (Ganmain) 附近贝瑞姆培

德 (Berembed) 堰一侧上游 100 米之间的老人溪 (Old Man 

Creek))；墨累河 (Murray River)及其支流 (奥尔伯里 (Albury)附

近的休姆堰 (Hume Weir) 以下 130 米至特坎沃 (Tocumwal) 

尼维尔公路(Newell Highway)桥)

   在任何水域之中或水域之上去除或拥有虾头、虾尾或虾钳。

如果淡水龙虾立即用作食用，或立即用作鱼饵，或在清理鱼

类的区域进行清理，或在其它专门或通常用于清理鱼类的地

点进行清理，而此等地点不在任何水域之中或之上，则这一

规定不适用

   保留含有虾卵的淡水龙虾，包括小龙虾、墨累淡水龙虾或其

它多刺淡水龙虾，或是去除虾卵。含有虾卵的淡水龙虾必须

放还水中。

一般规定 – 您不得 :
   在禁止捕钓的水域捕钓或试图捕钓任何水族物种

   在水中、水面上以及水域附近拥有过多或违禁的渔具

   捕钓濒危或受保护的水族物种

   保留违禁尺寸的鱼类，违禁尺寸的鱼类应立即无损地放还水中

   在运输或储存此等鱼类时超过拥有量限制。一个例外的情况

是：此等鱼类是从注册鱼类接收机构处购买的，例如鱼店

   在禁止捕钓的区域使用任何方法 (例如垂钓、捕捉笼、捕捉

网、收集鱼饵)

   出售娱乐性捕获物。

更多信息

本手册中包含的捕钓规定在印刷之时为最新，并不得用于法庭辩

护。欲知有关捕钓规定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本地的新州初级产

业部渔业办公室，或查阅下列网站 www.dpi.nsw.gov.au/fisheries

另有海水捕钓的规定与法规摘要，其格式类似于本文件。还为您

提供详细的娱乐性捕钓指南。

举报非法捕钓行为，请联系您附近的新州初级产业部渔业办公室 

(NSW DPI Fisheries Office)或拨打捕钓监督热线1800 043 536

http://www.dpi.nsw.gov.au/fishe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