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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悉尼附近的岩石平台和浅沙滩採集动物及
植物 
2021 年 5 月 
 
採集海生动物及植物在悉尼地区是一项很普遍的活动，但是对有些区域是有限制规定的。特别是有一些水生

保护区和潮间带保护区是完全禁止或限制採集海生动物和植物的。本指南之用途如下：  
 
• 指明这些限制区域以及适用于这些区域的法规，并且； 
• 对于所有其它容许採集海生动物及植物的区域，指明普通海生动物的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以及採集它

们的合法方式。 

保护区综述：水生保护区（A.R）、潮间带保护区（I.P.A）、以及其它捕钓

关闭区 

地图 1: 北部海滩（Northern B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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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2: 悉尼港（Sydney Harbour）、邦迪（ Bondi）、以及布荣缇（ Bronte） 

 
 

地图 3: 南部海滩（Southern Beaches） 

 
  

捕钓完全关闭区 

贝类关闭区 

( 禁捕区 ) 
 

( 庇护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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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地图图例 
 

 

 

 

 
 
 

包括（但不仅仅是）： 
 
 

 

 
渔具法规 
 

 禁止採集  

 

 

 

禁捕蚶 禁捕海胆 禁捕章鱼 禁捕螃蟹 

    

禁捕牡蛎 禁捕海鞘 禁捕小螯虾 禁捕腹足纲软体动物/螺 

    

禁捕海滩蠕虫 禁捕鲍鱼* 禁捕龙虾* 禁採海生植物* 

 
 

 
*容许在某些区域捕捉鲍鱼，欲知详

情请查地图 

 
*容许在某些区域捕捉龙虾，欲知详

情请查地图 

 
*容许在某些区域採集饵草，欲知详情请

查地图 

禁止叉鱼 禁止钓线捕钓 容许叉鱼 容许钓线捕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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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地图 

地图 4: 拜仁鸠依岬（Barrenjoey Head）水生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地图 5: 班根岬（Bungan Head）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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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6: 莫纳维尔角（Mona Vale Headland）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地图 7: 娜拉碧恩岬（Narrabeen Head）水生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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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8: 长礁（Long Reef）水生保护区* 
*只可以用手持式钓线或鱼叉捕有鳍鱼类。 

 

地图 9: 迪外角（Dee Why Headland）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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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0: 凯比吉树湾（Cabbage Tree Bay）水生保护区 

 

地图 11: 谢丽海滩角（Shelly Beach Headland）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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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2: 悉尼港潮间带保护区以及贝类关闭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对龙虾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定。 
*禁止在鸭河（Duck River）及鸿布旭湾（ Homebush Bay）捕钓，而且禁止在曼利湾 （Manly Cove ）水生保护区以北叉鱼。 

 
 

地图 13: 北港（North Harbour）水生保护区* 
*只准用钓线捕钓有鳍鱼类，禁止在此区域捕乌贼。也禁止在曼利湾 （Manly Cove ）水生保护区以北叉鱼。 

 

 

( 欲知此区域的法规，请看下面的地图 ) 
 

( 贝类关闭区 ) 
 

禁止在这些区域捕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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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4: 邦迪（Bondi）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地图 15: 布荣缇（Bronte） – 酷基（Coogee）水生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禁止在科楼富力湾（ Clovelly Bay）及高登斯湾（Gordons Bay）叉鱼。 
*禁止以任何方法在科楼富力湾（ Clovelly Bay）及高登斯湾（Gordons Bay）捕蓝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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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6: 长湾（Long Bay）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地图 17: 班克斯角（Cape Banks）水生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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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8: 碑文岬（Inscription Point）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地图 19: 陶拉岬（Towra Point）水生保护区 – 禁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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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20: 陶拉岬（Towra Point）水生保护区 – 庇护区*、乌鲁外尔湾（Woolooware 
Bay）**、以及考格拉湾（Kogarah Bay）*** 
*在此庇护区也可以使用娱乐性渔网。  
**容许在乌鲁外尔湾（Woolooware Bay）及考格拉湾（ Kogarah Bay）叉鱼。 
***禁止在考格拉湾（ Kogarah Bay）捕捉蚬、蚶、及蛾螺。 

 

地图 21: 舟港（Boat Harbour）水生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捕钓指南：从悉尼附近的岩石平台和浅沙滩採集动物及植物 
 

13    新州初级产业局，2021 年 5 月 

地图 22: 船岩（Shiprock）水生保护区* 
*禁止在哈金港（Port Hacking）任何水域叉鱼。 

 
 

地图 23: 戛纳玛塔湾（Gunnamatta Bay）*以及辛普森湾海滩（ Simpson's Bay 
Beach）至考斯滕斯岬（Costens Point）** 
*戛纳玛塔湾（Gunnamatta Bay）不向捕捉蠕虫、小螯虾、贝类者开放。可在此区域捕捉头足类动物及棘皮动物，包括章鱼及海胆。 
**辛普森湾海滩（Simpson’s Bay Beach）至考斯滕斯岬（Costens Point）不向捕捉任何种类的双壳贝和腹足纲软体动物者开放，

包括蚶、螺、及牡蛎。可以在此区域捕捉甲壳纲动物、棘皮动物、及头足类动物，包括小螯虾、螃蟹、章鱼、及海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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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24: 凯比吉树岬（Cabbage Tree Point）潮间带保护区* 
*可从此保护区渔取龙虾和饵草，而且可以在周末及相邻的新州公众假期从此处捕捉鲍鱼。对龙虾和鲍鱼有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规

定。 

 

其它区域 
你可以沿悉尼其它前滩用手捕钓及採集海生动物和植物，但须遵守以下法规。 

禁用渔具  

筛孔网 抛网 榔头和凿子 用灯光叉鱼 

    

 

普通准捕海生动物每天捕获量及尺寸限制 

蚶、贻贝、蚬 蝾螺 海胆 

 
蚬：仅饵用   

捕获量限制：总共 50 
法定长度：无 20 鸟蛤 

捕获量限制：总共 20 
法定长度：7.5 厘米（仅限悉尼螺和

军螺） 

捕获量限制：总共 10 
法定长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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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鱼 牡蛎 扇贝 

 
禁止从海洋岩石平台或悉尼港捕捉  

 

捕获量限制：总共 10 
法定长度：无 

捕获量限制：总共 50 
法定长度：无 

捕获量限制：总共 50 
法定长度：无 

鲍鱼 东部岩石龙虾 波子蟹 

   

捕获量限制：总共 2 
法定长度：11.7 厘米 

捕获量限制：总共 2 
法定长度：10.4 厘米至 18 厘米 

捕获量限制：总共 100 
法定长度：无 

锯缘青蟹 远海梭子蟹 其它蟹类 

  
  

除了旭蟹 
捕获量限制：总共 5 
法定长度：8.5 厘米 

捕获量限制：捕获量限制 10, 总共
20 
法定长度：6.5 厘米 

捕获量限制：总共 10 
法定长度：无 

小螯虾 海滩蠕虫 其它蠕虫 

  
  

 

捕获量限制：总共 100 
法定长度：无 

捕获量限制：20 （完整或部分） 
法定长度：无 

捕获量限制：总共 100 
法定长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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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鞘 对虾 其它海生螺类 

 

  
 

 

捕获量限制：总共 20 
法定长度：无 

捕获量限制：总共 10 公升 
法定长度：无 

捕获量限制：总共 20 
法定长度：无 

其它无脊椎动物法规 
禁止从植物湾（Botany Bay）、乔治斯河（the Georges River）、库克斯河（Cooks River）、及其支流水

域渔捕牡蛎。  
 
可以用以下方式合法採集海生动物（无脊椎动物）： 

• 用手摘取（容许使用手套）； 
• 用单刃刀（其刃必须比其宽度长） 
• 可以使用钳子，以便收集无脊椎动物，但不准在岩石平台上。 
• 手持式（小螯虾）泵通常用于捕捉海水小螯虾（筒管直径不超过 85 毫米） 

 
以下事情不准你做： 

• 用鲍鱼内脏做饵； 
• 将鲍鱼、岩石龙虾、或蝾螺改样或剥壳（例如：去除头、壳、尾、或肉），除非已经离水足够距

离； 
• 将法定尺寸大小的无脊椎动物剥壳和/或去除头/壳/尾从而改变其长度，除非已经离水足够距离。 
• 用鱼叉或枪式鱼叉从潮间带的岩石平台渔捕螃蟹。 

娱乐性捕钓执照费 
在新州渔捕、採集无脊椎动物、海莴苣、黑鱼草（饵草）必须支付一笔“新州娱乐性捕钓执照费”，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购买： 
• 网站：www.onegov.nsw.gov.au/new/categories/recreational-fishing; 
• 致电 1300 369 365 （仅适用于维萨或万事达卡）或者； 
• 从新州的普通和金牌捕钓费代理处以及大多数 Kmart 店购买。 

处罚 
处罚适用于违法在捕钓关闭区（包括水生保护区和潮间带保护区）捕鱼（包括无脊椎动物、贝类等等）、或

者持有在捕钓关闭区（包括水生保护区和潮间带保护区）违法捕到的鱼类（包括无脊椎动物、贝类等等）之

人士。 

非法捕钓 
请向渔人监管所报告任何非法活动，电话 1800 043 536（全州 24 小时免费电话）。 

进一步信息 
欲知有关新州捕钓限制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dpi.nsw.gov.au/fishing 
 
©新南威尔士州(新州工业、技术及地区发展局) 2021 年版权所有。你可复制、分发或自由处理本出版物用于任何用途，但须注明新州初级产业局为所有权

人。 

新州初级产业局出版。 

http://www.onegov.nsw.gov.au/new/categories/recreational-fishing
http://www.dpi.nsw.gov.au/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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