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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爾斯州 
娛樂性淡水捕釣

Chinese Traditional

規則與法規摘要
2016年1月

在新州水域捕釣時，你需要支付新州娛樂性捕釣費 

(除非得到豁免)，並隨身攜帶有效的付費收據。

這一規定也適用於捕釣淡水龍蝦、捕釣小龍蝦、收集 

魚餌、以及在水中、水面上以及水域附近持有漁具。

www.dpi.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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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性捕釣費

我應何時支付?
您在新州水域 (包括淡水與海水)捕釣時，法律規定您需要攜帶一張收據，

以證明已支付新州娛樂性捕釣費。這適用於垂釣 (用魚竿或手釣線)、 

用魚叉捕釣、收集魚餌，或用下列方法捕集無脊椎水生物：手工捕集、 

挖掘、用泵吸、用捕捉籠或用蝦網捕集。

在淡水中，這一規定適用於新州境內的全部內陸 (無潮汐)水域，包括任何

淡水水體。如果您在水中、水面上以及水域附近擁有漁具，這一規定同樣

適用。如果您在私人土地的水庫進行捕釣，且水體表面積 (最高水位)不超

過2公頃，這一規定不適用。新州內陸水域邊界包括南至南澳邊界的整條

墨累河 (Murray River) (但不包括休姆湖 (Lake Hume)水域)、船坡的瑪律瓦拉

湖 (Lake Mulwala)的全部水域 (自亞拉沃加堰 (Yarrawonga Weir)圍牆至歐文

斯河(Ovens River)在班達洛恩(Bundalong)船坡與墨累河(Murray River)交匯

處)、以及在德梅裡斯克河 (Dumaresq)、麥金泰爾河(MacIntyre)、巴爾旺河

(Barwon)新州一側捕釣時 (中線邊界適用於這些河流)。

注意：休姆堰由維州初級產業部管理。在休姆湖 (Lake Hume)(靠近墨累河 

(Murray River)河灣上游直至七裡溪 (Seven Mile Creek)，以及米泰咪塔河

(Mitta Mitta River)河灣上游直至其源頭 )捕釣時，需要維州捕釣許可證， 

並適用維州捕釣法律。

捕釣費用是多少?
  3天7澳元    一個月14澳元     一年35澳元   3年85澳元

如果您在包租漁船上捕釣，或與捕釣嚮導一同捕釣，您會發現船長或嚮導 

持有適用于您的豁免證明。在捕釣之前您應確認是否需要支付此等費用。 

僅在特威德河 (Tweed River)的潮汐水域以及指定的鄰近河灘區域捕釣的人

士可享有百分之五十的費用減免。另有其它豁免適用。欲知更多資訊， 

請參閱《新州淡水娛樂性捕釣指南》或以下網站www.dpi.nsw.gov.au/fisheries。

我如何支付費用?
您可在新州境內的許多網點支付捕釣費，例如大多數漁具商店、 

房車公園、本地商店、加油站、許多凱馬特 (Kmart)商場或通過網路 

www.onegov.nsw.gov.au或致電1300 369 365。

我如何獲得塑膠收據?
如果您通過網路、電話、或Touch代理機構支付一年或三年的捕釣費， 

或是用續費通知為捕釣許可證續費，您將通過郵寄的方式收到一份塑膠 

收據。如以其它形式付款，您將收到一份紙質收據。

補發繳費收據

補發繳費收據的費用為6.70澳元。請致電02 4424 7499獲得補發收據， 

或從我部網站上下載一份表格www.dpi.nsw.gov.au/fisheries

其它州或海外訪客

其它州、領地或國家發出的娛樂性捕釣許可證並不適用於在新州水域 

捕釣。所有訪客都必須支付新州娛樂性捕釣費。

http://www.dpi.nsw.gov.au/fisheries
http://www.onegov.nsw.gov.au
http://www.dpi.nsw.gov.au/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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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釣量限制、尺寸限制、禁漁期
為子孫後代確保漁業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而出臺了法規。尺寸限制確保魚類達到成熟，並完成其繁殖 
週期；捕釣量限制有助於確保每個人可獲得公平的漁業資源份額，以及各水族物種不被過度捕釣。遵守 
此等法規將有助於保護和維護我們的淡水娛樂性漁業。法定長度限制適用於大多數淡水魚類，並對每一 
水族物種有明確的規定。此等限制規定了魚類的尺寸，按照這一尺寸魚類在被捕獲之前可至少產卵一次。

常見娛樂性水族物種

澳洲鱸魚 (Australian Bass) t

澳洲河鱸 (Estuary Perch) t

東澳鰭鰻 (Longfin Eel) t

南部短鰭鰻  

(Southern Shortfin Eel) t

淡水鯰魚 (Freshwater Catfish) t

大西洋鮭魚 (Atlantic Salmon) t

溪鱒 (Brook Trout) t

褐鱒 (Brown Trout) t

虹鱒 (Rainbow Trout) t

不得捕釣
禁止捕釣。一旦捕獲應立刻放還水中。

河黑魚 (River Blackfish)與 
雙脊黑魚 (Two-Spined Blackfish)
(河黑魚種群在雪河流域屬瀕危物種。) t

瀕危物種
禁止捕釣。一旦捕獲應立刻放還水中。

東部(淡水)鱈魚 

(Eastern (Freshwater) Cod)(瀕危物種) t

魚的種類 最低法定限制長度 每日限制 擁有量限制 開放捕釣季節

澳洲鱸魚 (Australian - 2條 (一個或多個魚種， 4條 (一個或多個魚種， 9月至次年4月在低於淡水水庫 
Bass)與澳洲河鱸 在河流中僅有一條的 在河流中僅有一條的 的河流 (5月至8月允許進行捕獲
(Estuary Perch) 長度可超過35釐米)。 長度可超過35釐米)。 與釋放式捕釣)。在淡水水庫以及 

高於淡水水庫的河流可全年進行
捕釣。

墨累河淡水龍蝦 10  – 12 釐米 2 只 4 只 在每年的六月至八月間，在下列

(Murray Crayfish) 水域：馬蘭比奇河 (Murrumbidgee 
River)及其支流 (不包括剛達蓋
(Gundagai)的休姆公路 (Hume 
Highway)橋與幹緬因 (Ganmain) 
附近貝瑞姆培德堰(Berembed Weir)
一側上游100米之間的老人溪 (Old 
Man Creek))。墨累河 (Murray River)
及其支流 (阿爾伯里 (Albury)附近
的休姆堰 (Hume Weir)以下130米
至特坎沃 (Tocumwal)尼維爾公路
(Newell Highway)橋)。其他所有水
域均不得捕釣。

其它多刺淡水龍蝦 9 釐米 5只 (一個或多個種類， 10只 (一個或多個種類， 全年。不得在鱒魚水域捕釣。

(Other Spiny Crayfish) 僅有一隻的長度可超過 僅有一隻的長度可超過
12釐米)。 12釐米)。

南部短鰭鰻  30 釐米 10 條 10 條 全年

(Southern Shortfin Eel)

東澳鰭鰻  58 釐米 10 條 10 條 全年

(Longfin Eel)

淡水鯰魚 (鰻魚尾)  
(Freshwater Catfish, 
(Eel-tailed))

在列出的水庫、東部 
水庫與東部河流中為
30 釐米。

在列出的水庫、東部水
庫中為5條，東部河流
中為2條。

在列出的水庫、東部水
庫中為10條，東部河流
中為4條。

全年 (在列出的水庫、東部水庫與
東部河流中)。

黃金鱸魚  30 釐米 5 10 全年

(Golden Perch)

墨累鱈魚  55 – 75 釐米 2 4 每年12月至次年8月。全年在科
(Murray Cod) 普頓水庫 (Copeton Dam)。

銀白鱸魚  在列出的水庫中為 在列出的水庫中為5條。 列出的水庫中為10條。 全年在列出的水庫中。不得在河

(Silver Perch) 25釐米。 流或其它水庫中捕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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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鱸魚 (Golden Perch) t

墨累鱈魚 (Murray Cod) t

銀白鱸魚 (Silver Perch) t

其它多刺淡水龍蝦 

(Other Spiny Crayfish) t

淡水小龍蝦魚 (Yabby) t

鱒鱈魚 (Trout Cod)(瀕危物種) t

麥氏鱸 (Macquarie Perch)(瀕危物種) t

墨累淡水龍蝦 
(Murray Crayfish)(瀕危物種) t

主要害魚
普通鯉魚 (Common Carp)  
(活鯉魚不得用作魚餌) t

紅鰭魚 (Redfin) (擁有活紅鰭魚屬違法。

活的或死的紅鰭魚均不得用作魚餌。) t

魚的種類 最低法定限制長度 每日限制 擁有量限制 開放捕釣季節

鱒魚 (Trout) 與 在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 在人造蟲型魚鉤及 在人造蟲型魚鉤及 在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水域 

鮭魚 (Salmon) 水域與水庫為25釐米。 魚餌水域與水庫為2條 魚餌水域與水庫為4條 自10月的長週末起，至6月的長 
(一個或多個魚種)。 (一個或多個魚種)。 週末結束。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

水庫全年開放捕釣。

在鱒魚產卵的水域為 在鱒魚產卵的水域 在鱒魚產卵的水域為 自5月1日起至6月的長週末。 

50釐米。 為1條 (任一魚種)。 2條 (一個或多個魚種)。 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水域的規定
自10月長週末至4月30日適用。

在所有其它水域為 在所有其它水域為5條 在所有其它水域為10條 在一般鱒魚水域自10月的長週末 

25釐米。 (一個或多個魚種)。 (一個或多個魚種)。 至6月的長週末結束。一般鱒魚水庫
及其它所有水域全年開放捕釣。

淡水小龍蝦 - 200 200 全年

(Yabbies, Freshwater)

其它本地有鰭魚類 - 10(除無脊椎水生物之 10(除無脊椎水生物之 全年

外的一個或多個種類) 外的一個或多個種類)

非本地有鰭魚類 - - - 全年

(不包括鱒魚 (Trout) 
與鮭魚 (Salmon))

在以上表格中，“東部水庫 ”與 “東部河流 ”是指位於新州東部流域的水域。

擁有量限制是指在捕釣超過一天時，每個人擁有的魚類的最大數量。一天是指從午夜至午夜的24小時。

自6月的長週末後至10月的長週末開始前禁止在一般鱒魚水流、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水流、鱒魚產卵水流捕釣任何種類的魚類。 
季節性的休漁期可能適用於其他水域。欲查詢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被歸類為鱒魚水域的水流與水庫清單，請參閱《新州娛樂性淡水 
捕釣指南》或網站www.dpi.nsw.gov.au/fisheries。如果某水流未列出，請查找其匯入的主要河流。

可捕釣銀白鱸魚與鯰魚的水庫清單 :  
銀白鱸魚 (Silver Perch): 本奇夫利水庫 (Ben Chifley)、布洛茵水庫 (Blowering)、巴倫東水庫 (Burrendong)、巴林賈克水庫 (Burrinjuck)、 
查菲水庫 (Chaffey)、科普頓水庫 (Copeton)、葛籣邦水庫 (Glenbawn)、格萊尼溪水庫 (Glennies Creek)、古貢水庫 (Googong)、朱納瑪水庫
(Jounama)、基皮特水庫 (Keepit)、阿爾伯特湖水庫 (Lake Albert)、平德里水庫 (Pindari)、斯普利特岩水庫 (Split Rock)、溫德米爾水庫 
(Windamere)、懷安加拉水庫 (Wyangala)、懷安甘水庫 (Wyangan)、亞斯水庫 (Yass)。

淡水鯰魚 (Freshwater Catfish): 本奇夫利水庫 (Ben Chifley)、巴倫東水庫 (Burrendong)、查菲水庫 (Chaffey)、科普頓水庫 (Copeton)、 
葛籣邦水庫 (Glenbawn)、格萊尼溪水庫 (Glennies Creek)、基皮特水庫 (Keepit)、平德里水庫 (Pindari)、斯普利特岩水庫 (Split Rock)、 
溫德米爾水庫 (Windamere)、懷安加拉水庫 (Wyangala)、也可從所有其它東部水庫與東部河流中捕捉鯰魚。

測量魚的尺寸

最小/最大長度是魚吻處與尾部尖端的距離

測量淡水龍蝦的尺寸

最小長度是眼眶後部與甲殼後部中央的距離

背殼(Carapace)

著眼於未來的捕釣 對尺寸與捕釣量作出限制是為了確保留有數量充足
的健康魚種，以及捕釣者可公平地分享捕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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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的捕釣方法

非潮汐水域 有人照看釣線的最大許可數量 每條釣線許可的最大釣鉤數量

一般內陸水域 (非鱒魚水域) 2條 (手釣線或魚竿與釣線) 2
一般鱒魚水庫 2條 (僅可用魚竿與釣線) 2 (魚餌)或3(僅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

一般鱒魚流域 1條 (僅可用魚竿與釣線) 2

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水庫 (禁止餌釣) 1條 (僅可用魚竿與釣線) 3 (僅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

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流域 (禁止餌釣) 1條 (僅可用魚竿與釣線) 2 (僅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

鱒魚產卵流域 (禁止餌釣) 1條 (僅可用魚竿與釣線) 2 (僅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

注意：有人照看的釣線必須位於50米範圍內，並在您的視線之內。任何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上最多可掛三個三頭鉤。一個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作一個單個魚鉤。如果您使用、攜帶或擁有的掛好釣鉤的釣線超過有人照看釣線的最大
許可數量，或在每根有人照看的釣線上使用的掛鉤超過最大許可數量，即屬違法行為，並將受到嚴厲處罰。

捕捉網與捕捉籠
在放置您設置的漁具時，運用您的常識。請勿在船隻交通量大或航道
處放置漁具。為了儘量減少因人或船隻造成的纏繞風險，用於標記放置
漁具的浮標繩必須盡可能短。

干擾安放的漁具屬違法行為。所有安放的漁具必須在24小時內提
起，但鼓勵捕釣者定期檢查漁具，確保將所有不要的捕獲物安全地放
還水中。

特定的禁漁規定可能禁止使用捕捉網與捕捉籠或限制其數量。

圈網或敷網

   最大尺寸：網上附著的網圈、圓環
或網框不超過2個，但不得通過任
何硬質網框彼此連接。網深 (包括
網圈、圓環或網框)不得超過1米。
圈網或敷網的最大直徑或網圈、圓
環或網框對角線的長度不得超過
1.25米。

   網眼尺寸：網眼不得小於13毫米。

   最大數量：除非另有規定，您可放
置、使用或擁有最多五 (5 )個捕捉
籠。

   最長放置時間：放置時間不得超過 
24小時。

   識別：浮標必須位於圈網或敷網的 
上方，各個方面的尺寸不得小於100 
毫米，且應高於水面50毫米，浮標應清楚地顯示字母HN、使用者的 
名字縮寫、姓氏、出生年份及郵遞區號，字母不小於15毫米高，清
晰可見，而且字母顏色應與浮標顏色有明顯差異。浮標上附著的所
有繩索均不得漂浮於水面之上。

   水域：除封閉水域與鱒魚水域外，用來在內陸水域捕捉淡水小龍蝦 
(但可在古貢水庫 (Googong Dam)、賴爾湖 (Lake Lyell)、華萊士湖
(Lake Wallace)、尤坎本湖 (Lake Eucumbene)或金達拜恩湖 (Lake 
Jindabyne)使用最多5張圈網或敷網捕捉淡水小龍蝦)。

注意：此等網僅用作手動工具，操作方法僅為將網放入水中然後垂直

提至水面。

最少 
13毫米

最多 
1米

最多1.25米

HN
名字縮寫與姓氏

出生年份
郵遞區號

捕蝦籠

  最大尺寸 ：0.6米x0.5米x0.5米。

  網眼尺寸 ：對角線的最大尺寸為13
毫米。

  入口漏斗 ：內孔的最大寬度為35毫
米。

  最大數量 ：您可放置、使用或擁有一

個捕蝦籠。

  最長放置時間 ：放置時間不得超過

24小時。

  識別 ：一個不小於80毫米x45毫米的 

標籤應附於捕捉籠位於水面或水面之上的部分，該標籤應標注字母

ST、捕釣者的名字縮寫、姓氏、出生年份與郵遞區號，字母應清晰

可見，字母高度不小於15毫米，且字母顏色應有明顯反差。

  水域 ：捕蝦籠可用於在內陸水域捕捉淡水蝦與淡水小龍蝦，但封閉

區域與鱒魚水域除外。

 

最長13毫米

最長0.5毫米

最長 
0.5毫米

最長0.6毫米

最多 
35毫米

ST
名字縮寫與姓氏

出生年份
郵遞區號

   

抄網

僅可作為輔助工具，用於取回用手釣線或 

魚竿捕獲的魚類。

手拖式淡水小龍蝦捕捉網

 最大尺寸 ：最大長度為6米 (沿浮繩測量)
 網眼尺寸 ：對角線的最大尺寸為40毫米。

 最大數量 ：由一個人操作。可由另一個人協助操作漁網。

使用時可用或不用拖繩或拖杆。

 最長放置時間 ：零。必須持續手工 

操作。不可與任何其它網一道放置、 

附於木樁上或一起使用。

 水域 ：僅可用於在內陸水域捕釣淡水 

小龍蝦，包括地面水池、地下水排水渠

或淺水湖。不得在任何河流、公共 

水庫、或封閉區域或鱒魚水域使用。

 僅可作為手動工具使用 。
長40毫米

米6最長

最

小龍蝦捕捉籠 (包括歌劇院式捕捉籠與金字塔式 (Kulkyne)捕捉籠)
   最大尺寸為1米x0.6米x0.3米。

   網眼大小：最小為13毫米，以網上繩結之間拉伸對角線的尺寸為准。 

禁止使用硬質網，如金屬或硬塑膠網。

   入口漏斗：必須安裝內徑不超過90毫米的硬質內圈，即最窄處內徑不 

超過90毫米。這是為了保護鴨嘴獸、海龜以及鳥類，防止它們因進入 

捕捉籠尋找食物而被困籠中。

   鼓勵捕魚者在所有小龍蝦捕捉籠的最高點放置一個環形逃生口，防止所

有呼吸空氣的動物誤入捕捉籠。逃生口必須包括一個90毫米的硬質內

圈。

   最大數量：除非另有規定，您可設置、使用或擁有最多五 (5)個捕捉

籠。

   最長設置時間：放置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識別：以浮標或標籤確定捕捉籠的位置。如果用浮標標記捕捉籠，該浮

標必須位於捕捉籠上方，各個方面的尺寸不得小於100毫米，且應高於

水面50毫米。如果用標籤標記捕捉籠，該標籤必須附於捕捉籠之上， 

並位於或高於水面，最小尺寸為80毫米x45毫米。識別浮標或標籤應

清楚地顯示字母YT，以及使用捕捉籠人士的名字縮寫、姓氏、出生年

份及郵遞區號，字母應清晰可見，字母高度不小於15毫米，且字母顏

色與浮標或標籤顏色應有明顯差異。

   水域：可在內陸水域用來捕捉小龍蝦及淡水蝦，但不得在鱒魚水域、 

封閉水域或下列有鴨嘴獸出沒的區域使用捕捉籠：

 a. 尼維爾公路 (Newell Highway)以東的水域

 b. 從特坎沃 (Tocumwal)尼維爾公路 (Newell Highway)至下游的伊丘卡

公路橋 (Echuca Road Bridge)之間的墨累河 (Murray River)段
 c.  野餐角 (Picnic Point)與下游的史蒂文斯堰 (Stevens Weir)之間的墨累

河 (Murray River)段至愛德華河 (Edward River)
 d.  從納蘭德拉 (Narrandera)至達靈頓角公路橋 (Darlington Point Road 

Bridge)之間的馬蘭比奇河 (Murrumbidgee River)段。

射魚

一項允許箭射鯉魚的試點計劃已經於2015年晚些時候在部分特定內陸 

水域開始實施。該計劃被嚴格控制在新州內陸有限的數個地點，由初級 

產業部狩獵証照科與漁業司共同管理。欲知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dpi.nsw.gov.au/hunting/game-and-pests/bowfishing-for-carp。

http://www.dpi.nsw.gov.au/hunting/game-and-pests/bowfishing-for-c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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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禁的捕魚方法與活動
垂釣 : 您不得

 放置釣線、放落釣線或者鉤魚 違規鉤魚

 在鱒魚水域使用手釣線 (僅許可使用魚竿與釣線)
 使用、攜帶或擁有的掛好釣鉤的釣線不得超過有人照看釣

線的最大許可數量，如果超過即屬違法，可能會受到嚴厲處

罰。備用釣線不得掛上釣鉤，即不得掛有釣鉤或魚餌，並應

妥善保管。

( )

漁具與方法 : 您不得使用下列漁具

  在內陸水域使用魚叉

  在內陸水域使用魚叉、捕魚槍或弓箭(見射魚部分)
  使用炸藥、火器或電器裝置

  捕魚籠、刺網、滾筒網、捕蟹網、拋網或任何其它非法漁具

  用燈光或用手 (例如 “胳肢” )來捕捉鱒魚或鮭魚

  在河流或水庫中使用手拖式小龍蝦捕捉網來捕集小龍蝦

  禁止在鱒魚水域使用捕捉籠或捕捉網，除了在下列區域使用圈

網或敷網捕捉小龍蝦：古貢水庫 (Googong Dam)、賴爾湖 (Lake 
Lyell)、華萊士湖 (Lake Wallace)、尤坎本湖 (Lake Eucumbene)或金

達拜恩湖 (Lake Jindabyne)。

切魚

當您在水中、水面上以及在任何水域附近時，除了去除魚鰓、 

內臟及魚鱗之外，您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動有最大或最小尺寸限制

的魚的長度。您不得去掉魚頭或魚尾。如果捕獲的魚立即用作食

用，或立即用作魚餌，或在清理魚類的區域清除內臟，或在船坡

的魚類清理台進行清理，又或此種魚類沒有法定長度限制，則上

述規則不適用。

魚餌 – 您不得使用 :
 

 

 

 

 

 

 

 青蛙

 包括活鯉魚在內的內陸水域的活的有鰭魚類，或其它種類的

害魚

 非本地魚類或其部分，無論活魚或死魚，但死鯉魚除外

 活的鳥類或活的哺乳動物

 違禁尺寸的魚類作為魚餌

 鱒魚卵或鮭魚卵，或者包含此種成分的產品

 在人造蟲型魚鉤及魚餌水域以及鱒魚產卵的水流中，不得使

用Power bait™魚餌或任何其它類似的的人工製造的魚餌產品。

淡水龍蝦 – 您不得 :
   在每年的六月至八月間(含六月與八月)，在下列水域之外的

新州任何水域中捕釣墨累小龍蝦：馬蘭比奇河 (Murrumbidgee 
River)及其支流 (不包括剛達蓋 (Gundagai)的休姆公路 (Hume 
Highway)橋與幹緬因 (Ganmain)附近貝瑞姆培德 (Berembed) 
堰一側上游100米之間的老人溪 (Old Man Creek))；墨累河 

(Murray River)及其支流 (阿爾伯里 (Albury)附近的休姆堰

(Hume Weir)以下130米至特坎沃 (Tocumwal)尼維爾公路

(Newell Highway)橋)

   在任何水域之中或水域之上去除或擁有蝦頭、蝦尾或蝦鉗。

如果淡水龍蝦立即用作食用，或立即用作魚餌，或在清理魚

類的區域進行清理，或在其它專門或通常用於清理魚類的地

點進行清理，而此等地點不在任何水域之中或之上，則這一

規定不適用

   保留含有蝦卵的淡水龍蝦，包括小龍蝦、墨累淡水龍蝦或其

它多刺淡水龍蝦，或是去除蝦卵。含有蝦卵的淡水龍蝦必須

放還水中。

一般規定 – 您不得 :
   在禁止捕釣的水域捕釣或試圖捕釣任何水族物種

   在水中、水面上以及水域附近擁有過多或違禁的漁具

   捕釣瀕危或受保護的水族物種

   保留違禁尺寸的魚類，違禁尺寸的魚類應立即無損地放還

水中

   在運輸或儲存此等魚類時超過擁有量限制。一個例外的情況

是：此等魚類是從註冊魚類接收機構處購買的，例如魚店

   在禁止捕釣的區域使用任何方法 (例如垂釣、捕捉籠、捕捉

網、收集魚餌)

   出售娛樂性捕獲物。

更多資訊

本手冊中包含的捕釣規定在印刷之時為最新，並不得用於法庭 

辯護。欲知有關捕釣規定的更多資訊，請聯繫您本地的新州初級

產業部漁業辦公室，或查閱下列網站 www.dpi.nsw.gov.au/fisheries

另有海水捕釣的規定與法規摘要，其格式類似於本檔。還為您

提供詳細的娛樂性捕釣指南。

舉報非法捕釣行為，請聯繫您附近的新州初級產業部漁業辦公室

(NSW DPI Fisheries Office)或撥打捕釣監督熱線1800 043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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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