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址：www.dpi.nsw.gov.au 

CHINESE 
traditional script 

從雪梨附近的巖石平台和淺沙灘採集動物及
植物 
2021 年 5 月 
 

採集海生動物及植物在雪梨地區是一項很普遍的活動，但是對有些區域是有限制規定的。特別是有一些水生

保護區和潮間帶保護區是完全禁止或限制採集海生動物和植物的。本指南之用途如下：  

 

• 指明這些限制區域以及適用於這些區域的法規，並且； 

• 對於所有其它容許採集海生動物及植物的區域，指明普通海生動物的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以及採集它

們的合法方式。 

保護區綜述：水生保護區（A.R）、潮間帶保護區（I.P.A）、以及其它捕釣

關閉區 

地圖 1: 北部海灘（Northern B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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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2: 雪梨港（Sydney Harbour）、邦迪（Bondi）、以及布榮緹（Bronte） 

 
 

地圖 3: 南部海灘（Southern Beaches） 

 
  

貝類關閉區 

捕釣完全關閉區 

( 禁捕區 ) 

( 庇護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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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地圖圖例 
 

 

 

 

 

 

 

包括（但不僅僅是）： 

 

 

 

 

漁具法規 

 禁止採集  

 

 

 

禁捕蚶 禁捕海膽 禁捕章魚 禁捕螃蟹 

    

禁捕牡蠣 禁捕海鞘 禁捕小螯蝦 禁捕腹足綱軟體動物/螺 

    

禁捕海灘蠕蟲 禁捕鮑魚* 禁捕龍蝦* 禁採海生植物* 

 

 

 

*容許在某些區域捕捉鮑魚，欲知詳

情請查地圖 

 
*容許在某些區域捕捉龍蝦，欲知詳

情請查地圖 

 
*容許在某些區域採集餌草，欲知詳情

請查地圖 

禁止叉魚 禁止釣線捕釣 容許叉魚 容許釣線捕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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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地圖 

地圖 4: 拜仁鳩依岬（Barrenjoey Head）水生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地圖 5: 班根岬（Bungan Head）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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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6: 莫納維爾角（Mona Vale Headland）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地圖 7: 娜拉碧恩岬（Narrabeen Head）水生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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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8: 長礁（Long Reef）水生保護區* 

*只可以用手持式釣線或魚叉捕有鰭魚類。 

 

地圖 9: 迪外角（Dee Why Headland）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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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0: 凱比吉樹灣（Cabbage Tree Bay）水生保護區 

 

地圖 11: 謝麗海灘角（Shelly Beach Headland）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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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2: 雪梨港潮間帶保護區以及貝類關閉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對龍蝦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禁止在鴨河（Duck River）及鴻布旭灣（ Homebush Bay）捕釣，而且禁止在曼利灣（Manly Cove）水生保護區以北叉魚。 

 
 

地圖 13: 北港（North Harbour）水生保護區* 

*只准用釣線捕釣有鰭魚類，禁止在此區域捕烏賊。也禁止在曼利灣（Manly Cove）水生保護區以北叉魚。 

 

禁止在這些區域捕釣 

(欲知此區域的法規，請看下面的地圖) 

(貝類關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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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4: 邦迪（Bondi）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

定。 

 

地圖 15: 布榮緹（Bronte） – 酷基（Coogee）水生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禁止在科樓富力灣（Clovelly Bay）及高登斯灣（Gordons Bay）叉魚。 

*禁止以任何方法在科樓富力灣（Clovelly Bay）及高登斯灣（Gordons Bay）捕藍唇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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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6: 長灣（Long Bay）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地圖 17: 班克斯角（Cape Banks）水生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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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8: 碑文岬（Inscription Point）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地圖 19: 陶拉岬（Towra Point）水生保護區 – 禁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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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20: 陶拉岬（Towra Point）水生保護區 – 庇護區*、烏魯外爾灣（Woolooware 

Bay）**、以及考格拉灣（Kogarah Bay）*** 

*在此庇護區也可以使用娛樂性漁網。  

**容許在烏魯外爾灣（Woolooware Bay）及考格拉灣（Kogarah Bay）叉魚。 

***禁止在考格拉灣（Kogarah Bay）捕捉蜆、蚶、及蛾螺。 

 

地圖 21: 舟港（Boat Harbour）水生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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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22: 船巖（Shiprock）水生保護區* 

*禁止在哈金港（Port Hacking）任何水域叉魚。 

 
 

地圖 23: 嘎納瑪塔灣（Gunnamatta Bay）*以及辛普森灣海灘（Simpson's Bay Beach）

至考斯滕斯岬（Costens Point）** 

*嘎納瑪塔灣（Gunnamatta Bay）不向捕捉蠕蟲、小螯蝦、貝類者開放。可在此區域捕捉頭足類動物及棘皮動物，包括章魚及海膽。 

**辛普森灣海灘（Simpson’s Bay Beach）至考斯滕斯岬（Costens Point）不向捕捉任何種類的雙殼貝和腹足綱軟體動物者開放，

包括蚶、螺、及牡蠣。可以在此區域捕捉甲殼綱動物、棘皮動物、及頭足類動物，包括小螯蝦、螃蟹、章魚、及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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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24: 凱比吉樹岬（Cabbage Tree Point）潮間帶保護區* 
*可從此保護區漁取龍蝦和餌草，而且可在周末及相鄰的紐省公眾假期從此處捕捉鮑魚。對龍蝦和鮑魚有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規定。 

 

其它區域 
你可以沿雪梨其它前灘用手捕釣及採集海生動物和植物，但須遵守以下法規。 

禁用漁具  

篩孔網 拋網 榔頭和鑿子 用燈光叉魚 

    

普通准捕海生動物每天捕獲量及尺寸限制 

蚶、貽貝、蜆 蠑螺 海膽 

 

蜆：僅餌用  
 

捕獲量限制：總共 50 

法定長度：無 20鸟蛤 

捕獲量限制：總共 20 

法定長度：7.5 釐米（僅限雪梨螺和

軍螺） 

捕獲量限制：總共 10 

法定長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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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魚 牡蠣 扇貝 

 

禁止從海洋巖石平台或雪梨港捕捉  

 

捕獲量限制：總共 10 

法定長度：無 

捕獲量限制：總共 50 

法定長度：無 

捕獲量限制：總共 50 

法定長度：無 

鮑魚 東部巖石龍蝦 波子蟹 

 
  

捕獲量限制：總共 2 

法定長度：11.7 釐米 

捕獲量限制：總共 2 

法定長度：10.4 釐米至 18釐米 

捕獲量限制：總共 100 

法定長度：無 

鋸緣青蟹 遠海梭子蟹 其它蟹類 

  

  

除旭蟹以外 

捕獲量限制：總共 5 

法定長度：8.5 釐米 

捕獲量限制：捕獲量限制 10,總共 20 

法定長度：6.5 釐米 

捕獲量限制：總共 10 

法定長度：無 

小螯蝦 海灘蠕蟲 其它蠕蟲 

  

  
 

捕獲量限制：總共 100 

法定長度：無 

捕獲量限制：20 （完整或部分） 

法定長度：無 

捕獲量限制：總共 100 

法定長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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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鞘 對蝦 其它海生螺類 

 

  

 
 

捕獲量限制：總共 20 

法定長度：無 

捕獲量限制：總共 10 公升 

法定長度：無 

捕獲量限制：總共 20 

法定長度：無 

其它無脊椎動物法規 

禁止從植物灣（Botany Bay）、喬治斯河（the Georges River）、庫克斯河（Cooks River）、及其支流水

域漁捕牡蠣。  

 

可以用以下方式合法採集海生動物（無脊椎動物）： 

• 用手摘取（容許使用手套）； 

• 用單刃刀（其刃必須比其寬度長） 

• 可以使用鉗子，以便收集無脊椎動物，但不准在巖石平台上。 

• 手持式（小螯蝦）泵通常用於捕捉海水小螯蝦（筒管直徑不超過 85毫米） 

 

以下事情不准你做： 

• 用鮑魚內臟做餌； 

• 將鮑魚、巖石龍蝦、或蠑螺改樣或剝殼（例如：去除頭、殼、尾、或肉），除非已經離水足夠距

離； 

• 將法定尺寸大小的無脊椎動物剝殼和/或去除頭/殼/尾從而改變其長度，除非已經離水足夠距離。 

• 用魚叉或槍式魚叉從潮間帶的巖石平台漁捕螃蟹。 

娛樂性捕釣執照費 

在紐省漁捕、採集無脊椎動物、海萵苣、黑魚草（餌草）必須支付一筆“紐省娛樂性捕釣執照費”，可以通

過以下方式購買： 

• 網站：www.onegov.nsw.gov.au/new/categories/recreational-fishing; 

• 致電 1300 369 365 （僅適用於維薩或萬事達卡）或者； 

• 從紐省的普通和金牌捕釣費代理處以及大多數 Kmart 店購買。 

處罰 

處罰適用於違法在捕釣關閉區（包括水生保護區和潮間帶保護區）捕魚（包括無脊椎動物、貝類等等）、或

者持有在捕釣關閉區（包括水生保護區和潮間帶保護區）違法捕到的魚類（包括無脊椎動物、貝類等等）之

人士。 

非法捕釣 

請向漁人監管所報告任何非法活動，電話 1800 043 536（全省 24小時免費電話）。 

進一步信息 

欲知有關紐省捕釣限制的更多信息，請瀏覽 www.dpi.nsw.gov.au/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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