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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使 致 辞 

各位同胞: 
过去一年来，中澳关系取得新的重要进展。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

中澳关系迈上历史新高，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 3月，澳总督科斯格罗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

中澳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加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双方就“一带一路”倡议和澳“北部大开发”等战

略对接达成共识。 
中国继续保持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

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

大农产品出口市场、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一大旅

游收入来源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 
人员往来是中澳关系的重要基础和纽带。据澳方统计，今年截至 8 月，中

国游客已达到 95 万人次，在澳留学生达 22 万人。随着中澳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将来澳旅游、经商、学习、访问。中国驻澳使领馆将继续全

力推动中澳各领域交流合作，积极维护在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为使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更好了解澳法律法规和社会现状，最大程度

地防范和减少安全风险，驻澳使领馆再次全面更新发布本手册。希望给您的澳大

利亚之行以贴心的帮助。愿各位同胞旅居澳大利亚平安、顺利、愉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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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本手册以 PDF 电子书形式发布，提供给中国公民、海外侨胞免费

下载阅读，旨在帮助您了解澳大利亚社会情况，知悉安全风险并采取适当

的预防、应对措施。 
二、本手册的信息主要来源：中国驻澳使领馆、中国领事服务网及澳

政府部门网站，还参考了其他国家发布的澳大利亚国别安全信息。 
三、强烈建议您在来澳前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浏览“领保指南”和“国

际旅行证件温馨提示”，了解关于出国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同时在

线登记您的来澳信息。 
四、虽然我们力图使手册能尽可能多地涵盖最新信息，但仍很难保证

手册信息全面、准确和及时，建议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的澳大利亚国别信

息栏目，以获取最新信息。 
五、本手册信息仅供参考。对安全形势的判断以及采取何种预防、应

对措施，仍需由当事人根据当地法规和现场情况做出决定，并自行承担风

险和责任。 
六、本手册由驻澳大使馆主持编写，得到了驻悉尼、墨尔本、珀斯和

布里斯班总领事馆的支持，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核校了有关内容，在澳侨

胞对本手册亦有贡献。在此谨表示谢意。 
七、欢迎向您的亲友推荐、转发。对本手册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

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联系我们：consulate_aus@mfa.gov.cn。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
http://www.directory.gov.au/
http://www.directory.gov.au/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lsbhzn/
http://cs.mfa.gov.cn/zggmcg/zjzn/
http://cs.mfa.gov.cn/zggmcg/zjzn/
http://ocnr.mfa.gov.cn/expa/
http://ocnr.mfa.gov.cn/expa/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dyz_658636/adly_658638/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dyz_658636/adly_658638/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xn/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merb/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ps/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blsb/
mailto:consulate_aus@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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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旅居澳大利亚 
十大易发安全问题 

 
澳大利亚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但在其他国家遇到的安全事故

同样可能在澳发生。从总体上说，短期来澳人员和留学生在澳安全风险

较大。总结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澳领保、协助案件，以下事故在澳易发，

需特别注意防范： 
 

一、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主要有超速、无照或持伪造驾照、

醉酒驾车或违反交规，行人违章过街、不习惯左行

而错看方向等。交通事故是中国公民在澳常见人身

安全事故，不时致人伤亡。 

二、涉水事故 

涉水事故发生在海上、游泳池、河湖水域，主要

原因有不习水性、在危险水域活动、从事浮潜、岩钓

等危险活动、未采取必要安全措施、自身健康不佳、

水中动物（如鲨鱼、鳄鱼、箱型水母）攻击等。 

三、人身伤害 

人身攻击主要发生在僻静偏远地区，也可能发

生在闹市人多地区，甚至住家，或在与陌生人见面时，

或在夜晚天黑以后。人身攻击大多涉及财物纠纷或抢

劫，可能是性侵害，也可能是对方酒后、吸毒后失去

自我控制能力所致。 

四、财物盗抢 

财物偷盗可能发生在住家，或旅游景点、商业中

心、饭店餐厅等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的地区，或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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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僻静地区。犯罪分子偷盗现金或贵重物品，此类案件的破案率较低。 

五、经济诈骗 

经济诈骗主要有投资类诈骗、租房购房类诈骗、

身份盗用类诈骗、移民类诈骗、支票诈骗、网上消费诈

骗、电话诈骗等。诈骗分子通常以 “低投入、高回报”

为诱饵骗取信任而诈骗钱财。 

六、涉毒犯罪 

涉毒犯罪主要有货物藏毒、行李藏毒、代人领取

藏毒包裹涉毒、大量带入或进口康泰克等管制药品、违

规种植、提炼毒品等。涉毒犯罪属于重罪，处罚苛严。 

七、野外风险 

澳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交通、通讯条件可能较差，

野外地理地貌、有害动植物等自然环境不测，气候条件可能

大起大落，救助条件可能受限。极高温或极低温均易导致健

康状况急转直下而威胁生命。 

八、健康疾患 

除长期病患外，车祸致伤残、工伤、急重病症等突发

医疗事故也时有发生。心理健康问题也危及当事人安全。

老年体弱者来澳尤须注意健康。澳医药费昂贵，应提前办理旅行或医疗

保险，否则如在澳患病将给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 

九、证件安全 

护照遗失、毁损情况较为常见，主要有随财物一同

被盗，或本人不爱惜证件在搬家或旅行途中遗失，或被孩

童撕毁，或被洗衣机洗坏，或因抵押被人扣留等等。补发

护照周期长，将给生活和旅行造成不便。护照不可用作抵

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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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失去联系 

失去联系主要是长时间不主动向亲友或监护人报

告行踪，手机断电或关机，不及时浏览电子邮件或社交

媒体，或其他有意或无意地长时间与亲友失去联系，给

其造成恐慌，也不利于自身安全。 

 
 
 
 
 
 
 
 

 
  牢记报警求救

电话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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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 
遇到麻烦怎么办？ 

 
 

一、预防。安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在很

多情况下，领事保护无法挽回既已造成的损失，因此，预

防是最好的保护。在澳中国公民应了解安全风险，遵守法

律法规，尽可能应预防事故的发生。 

二、自救。您自己在现场，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最

能帮助您的人是您自己，因此，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

来澳中国公民应了解并掌握一定的安全自救知识，在遇

到麻烦时，首先应确保生命安全，冷静处置，妥善应对。 

三、当地。当地警方、医院、社团、法律援助等是

离您最近的可借助资源，因此，第一时间寻求当地资源的

帮助往往是最有效的选择。行前应了解此类信息，并在遇

到麻烦时，特别是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应主动寻求他们的帮助。  

四、亲友。最了解和关心您的是您的父母、亲友，

他们总会在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最贴心的帮助。把行程告

诉他们，持续和他们保持联系，报告平安。在遇到麻烦时，

请务必联系他们，寻求可能的帮助。 

五、领保。领事保护是旅居海外中国公民的有力后

盾。遇紧急情况或重大事故，在尝试以上手段后如若仍需

帮助，可按领区划分拨打驻澳使领馆领保应急电话或外交

部领保热线： 0011 8610 12308。领事官员将在职责范围内为您提供

意见、建议或必要帮助。 

  

http://cs.mfa.gov.cn/gyls/lsgz/ztzl/lsbhyfwyjzx/
http://cs.mfa.gov.cn/gyls/lsgz/ztzl/lsbhyfwyj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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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简况  
 
 

澳大利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面积 769.2 万

平方公里，人口 2,362 万（2014 年 12 月）。英国及爱尔兰后裔占 74%，

亚裔占 5％，原住民占 2.7%，其他族群占 18.3%。澳官方语言为英语。 
澳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由澳

大利亚大陆、塔斯马尼亚岛等岛屿和海外

领土组成。澳东濒太平洋的珊瑚海和塔斯

曼海，北、西、南三面临印度洋及其边缘

海，海岸线长 36,735 公里。澳北部属热带，

大部分属温带，北部年均气温 27℃，南部

14℃。 
澳最早居民为原住民。1770 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抵澳东海岸，

宣布英国占有这片土地。1788 年 1 月 26 日，英国流放到澳的第一批犯

人抵悉尼湾，开始建立殖民地。1900 年 7
月，英议会通过《联邦宪法》和《不列颠自

治领条例》。1901 年 1 月 1 日，澳各殖民

区改为州，成立澳大利亚联邦。1931 年澳

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1986 年，英议

会通过《与澳大利亚关系法》，澳获得完全

立法权和司法终审权。 
澳全国划分为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西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6 个州、堪培拉首都地区和北方领土地区两个地

区。澳首都为堪培拉（Canberra），国家元

首是英国女王。女王任命总督为其代表，任

期 5 年。1 月 26 日澳大利亚日为澳国庆日。 
澳联邦议会实行普选，由总督（代表

英女王）、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主要政党

有工党、自由党、绿党等。澳联邦政府由众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dyz_608952/1206_608954/1206x0_608956/
https://www.nsw.gov.au/
http://www.vic.gov.au/
http://www.qld.gov.au/
http://www.sa.gov.au/
http://www.wa.gov.au/
http://www.wa.gov.au/
http://www.tas.gov.au/
http://www.act.gov.au/
http://www.nt.gov.au/
http://www.act.gov.au/
http://www.aph.gov.au/
http://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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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成，该党领袖任总理，各部部长由总理任命，

一般任期 3 年。联邦高等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对其他各级法院具有上

诉管辖权，并对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做出决定。总督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国防部为军队行政管理机构，国防委员会为三军最高决策机构。 
澳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农牧业产品的生产

和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渔业是世界上第三大捕鱼区。工业

以制造业、建筑业和矿业为主。矿产资源丰富。服务业是澳经济最重要

和发展最快的产业。旅游资源丰富，海外游客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国

际海、空运输业发达。全国铁路总长约 4.4 万公里，公路总长 80 多万

公里，港口 97 个，国际机场 12 个。金融业

成熟完善，拥有全球第五大金融体系和资本

市场，约 54%的成年人持有股票。货币为澳

元，1 澳元≈0.73 美元（2015 年 8 月），外

汇储备：672.82 亿澳元（2015 年 6 月）。 
澳对国际贸易依赖较大。出口主要包

括铁矿石、煤、教育、黄金、旅游、原油、天然气、小麦、铝矾土、铜

矿、牛肉、铜、羊毛制品等。进口主要包括旅游、原油、摩托车、精炼

油、航空器材、药物、通讯器材、黄金等。2014—2015 年度，澳外贸

总额约 6,640 亿澳元，贸易逆差为 99 亿澳元，主要贸易伙伴依次为中

国、日本、美国等。截至 2014 年 12 月，澳海外投资累计达 1.91 万亿

澳元，主要投资对象为美国、英国、新西兰、德国、日本、中国等；外

国在澳投资达 2.78 万亿澳元，主要来自美、英、日和国际资本市场，

集中在金融保险、制造、采矿等行业。 
澳有 4 大报业集团：《先驱报》和《时代周刊》杂志集团、默多

克新闻公司、费尔法克斯公司和帕克新闻联合控股公司；3 家广播电视

管理机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澳大利亚通讯和媒体局、澳大

利亚特别节目广播事业局。教育主要由州政府负责，联邦政府只负责制

定和协调教育政策，向全澳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提供经费。学校分公立、

私立两种，实行学龄前教育、中小学 12 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重视

  

http://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arliamentary_Handbook/Current_Ministry_List
http://www.hcourt.gov.au/
https://www.gg.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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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广泛推行职业教育。澳是高福利国家，福利种类多而齐全，主要包括：

失业救济金、退伍军人及家属优抚金、残疾人救济金、退休金以及家庭

补贴等。 
在坚持巩固澳美同盟、发挥联合国作用以及拓展与亚洲联系三大

传统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升国际影

响力，着力推进“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中等大国外交”。 自 1972 年 12 月

21 日建交以来，我国同澳大利亚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领导人保持

经常接触和互访。2014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澳大利亚成功进行

了国事访问，中澳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 年 3 月，

澳总督科斯格罗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6 月，中澳签署自贸协定。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dyz_608952/1206_608954/sbgx_60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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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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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签证入境 

（一）签证 

中国公民来澳或过境澳前往第三国，应事先申请并办妥签证。网

上流传的“赴澳免签”消息不实。目前，中澳两国往来人员通常仍需按对

方要求办理签证。 
1、签证类别 
澳签证主要分为移民、访客、工作、学生及过境等类别。办理何

种签证取决于停留时间、护照种类、居住地址、访问目的等因素。如到

澳度假、观光、社交、探亲访友、

商务访问，或进行其他如治疗等短

期、非工作访问，通常需申请访客

签证。如到澳学习、工作或生活居住，则需要申请停留期比访客签证更

长的学习、工作或永久居留签证。 
申请何种签证，请点击这里。关于签证收费，请点击这里。 
2、签证机关 
除在北京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外，澳在上海、广州、成都和香

港开设有总领事馆，在北京、上海、广州开设了签证申请中心。如何递

交签证申请，请点击这里（PDF）。签证申请中心只负责受理申请等具

体事务，是否颁发签证及颁发何种签证由澳有关驻华使领馆决定。 
请注意，申请签证应以官方信息为准，

切勿相信网络或他人传言，以免上当受骗。

了解澳签证最新信息，请访问澳移民与边境

保护部、驻华使领馆及澳签证申请中心网站。 
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澳移民与边境

保护部、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合二为一，仍保留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称谓。 
3、电子签证 

澳签证通常以电子签证方式，而非传统的纸质签证贴纸方式发出。

自 2015 年 9月 1日起，澳全面停止（PDF）为签证持有人颁发签证贴纸。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xdt/t1152349.htm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1.html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1.html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1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Fees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home.html
http://www.shanghai.china.embassy.gov.au/
http://www.guangzhou.china.embassy.gov.au/
http://www.chengdu.china.embassy.gov.au/cxdu/home.html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hkngchinese/home.html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hkngchinese/home.html
http://www.australiavisa-china.com/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files/bjng/Where-to-submit-a-visa-application.pdf
http://www.border.gov.au/
http://www.border.gov.au/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
http://www.australiavisa-china.com/
http://www.border.gov.au/aboutyourvisa
http://www.vfsglobal.com/Australia/China/pdf/Attachment_D_Fact_Sheet_for_SD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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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获批后，申请人将收到一份关于签证详细信息的电子签证确

认函，请留意电子信箱。 
持有效澳大利亚电子签证者可凭有效护照入出境并在澳停留，护

照内无需粘贴签证贴纸。为方便旅行，建议自行打印并携带电子签证确

认函备用。 
更多关于无签证贴纸旅行，请点击这里。关于无签证贴纸在澳生

活，请点击这里。 

4、查询更新 
（1）在线查询。在境外办理登机手续时，承运航空公司会通过移

民与边境保护部提供的系统，确认乘客是否持有有效签证。 
您也可自行登录 Visa Entitlement Verification Online-VEVO），或通

过手册设备 myVEVO 软件，免费查询自己的签证号码、种类、停留期、

入境次数、签发日期、作废日期及其他注意事项。 
请注意了解来澳旅客须知，遵守所持签证规定的限制性要求，留

意所持签证的有效期和停留期。如需延期停留，请注意及时申请延期签

证，确保在澳停、居留合法，签证过期，

请点击这里；中文信息，请点击这里。 
（2）信息更新。澳签证号码与护照等信息相关联。如在获签后更

换新护照或变更地址，应填写 929 表并就近递交给移民办事处，更新变

更信息，否则可能被拒绝入境。 
护照是重要的国际旅行证件，遗失后申请补发需时较长，将影响

您的顺利旅行，请注意妥善保管。 
5、便利措施 
（1）3 年多次签证。澳对符合条件的来澳商

务访问或旅游的中国公民实施 3 年多次访客签证、

旅游签证。获签者可在 3 年内多次入境澳，每次允

许在澳停留不超过 3 个月。 
（2）持 APEC 卡免签。如已经澳批准（卡

背面印有 AUS 字样），持有效 APEC 商务旅行卡的

  

http://www.border.gov.au/Visasupport/Documents/travelling-without-visa-label.pdf%23search=visa%20label
http://www.border.gov.au/Visasupport/Documents/living-in-australia-without-visa-label.pdf%23search=visa%20label
http://www.immi.gov.au/e_visa/vevo.htm
http://www.vfsglobal.com/australia/srilanka/pdf/VEVOdl_v4_020915.pdf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i/Info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expired-visas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expired-visas/community-status-resolution-service/languages/chinese-simplified
http://www.border.gov.au/FormsAndDocuments/Documents/929.pdf
http://www.border.gov.au/Lega/Lega/Help/Location/australia
http://www.border.gov.au/Lega/Lega/Form/Immi-FAQs/how-can-i-update-my-address-or-passport-details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hzlxz/blhzlxzxz/
http://cs.mfa.gov.cn/zggmcg/apecshlxk/apeckjj_66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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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可凭有效护照和 APEC 卡免签来澳。 

（3）在线签证申请。持有效期不少于 6 个月的香港、澳门特区护

照，因旅游、商务等事由短期访澳者，可在线申请访客签证（600 类别）。

2014 年 12 月，澳开始在我国大陆地区试行网上递交访客签证申请。 
（4）过境签证停留。中国大陆居民如途经澳（包括不出机场）前

往第三国需注意办妥过境签证（免收签证费）。持过境签证者可从中转

机场入境（通过移民检查口），允许停留不超过 72 小时。 
（5）无护照申请。自 2014 年 7 月 1 日，澳对所有亲自到上海、

北京签证中心递交的签证申请人实施无护照申请，申请人只需提交护照

的彩色复印件而无需提供护照。 
（6）打工与度假签证。澳自 2015 年 9 月 21 日在华开放实施打工

与度假（462 类别）签证。 
（7）2015 年，澳已开始在主要国际机场对中国公民试行入境自

助通关（SmartGate）系统。 
（8）澳已宣布将自 2016 年起对中国公民实施 10 年多次签证，具

体实施时间和注意事项，请留意官方信息。 
 
（二）移民检查 

1、入境检查 
入境时，需准备以下材料并递交

给移民官员： 
（1）护照等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2）澳有效签证（包括电子签

证）。 
（3）用英文如实填写的入境卡（Incoming Passenger Card-IPC)。

请点击查看入境卡（中文 PDF）式样。 
2、出境检查 
出境时，需准备以下材料并递交给移民官员： 
（1）护照等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Appl/Visitor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5.html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2014062402.html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i/Visi-1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i/Visi-1
https://www.border.gov.au/Trav/Ente/Goin/Arrival/Smartgateor-ePassport
https://www.border.gov.au/Trav/Ente/Goin/Arrival/Smartgateor-ePassport
http://www.border.gov.au/Trav/Ente/Goin/passenger-cards
http://www.border.gov.au/EnteringorleavingAustralia/Documents/15chs_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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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英文如实填写的出境卡（Outgoing Passenger Card-OPC）。
请点击查看出境卡（中文 PDF）式样。 

（3）登机牌。 
除非主动要求，在离澳出境时，移民官员通常不会在护照上加盖

出境章。 
3、国际旅行记录 
如有需要，可以向各地移民办事处申请获取本人的“国际旅行记录

（International Movement Records）”。 

自 2014 年 2 月起，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向提出

查询的当事人发送电子版国际旅行记录证明。此后，打印或电子版的证

明均不再加盖移民与边境保护部印章。 
4、入境受阻 

根据国际惯例，签证是一国主权。即使当

事人已获发签证,一国也有权在拒绝其认为不

宜入境者进入。 
移民官员通常会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如

“来澳的目的”、“计划停留多久”等，请如实回答

问询。 
如移民官对您的入境动机产生怀疑，您可

能被带到面谈室进行更详细的面谈，如了解访澳

目的、在澳联系人、日程、申请签证情况等。如

果不懂英文，必要时可要求提供中文翻译服务。 

如移民官员最终决定注销您的签证，拒绝入境，通常会出具书面

信函，说明原因。然后将联系安排航班尽快遣返回国。遣返决定一经做

出不会更改，应予配合。否则移民官员可能采取押送登机等强制措施。 
如认为有关处理决定不公平，可先按要求乘机回国，然后向行政

上诉法庭（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AAT）提出行政申诉。请点

击这里，获取联系方式。如对 AAT 裁定仍不服，可聘请律师向法院起

诉移民与边境保护部。 

警示案例 

 

◆ 2015 年 7 月，1 名

中国公民因持旅游签

证在悉尼机场入境时

被怀疑来澳打工而被

拒绝入境，次日被遣

返回国。 

  

http://www.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travel/passenger-cards/
http://www.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travel/passenger-cards/
http://www.border.gov.au/EnteringorleavingAustralia/Documents/16chs.pdf
http://www.border.gov.au/Trav/Ente/Goin/monitoring-people-movement
http://www.border.gov.au/Trav/Ente/Goin/monitoring-people-movement
http://www.aat.gov.au/
http://www.aat.gov.au/contact-us
http://www.aat.gov.au/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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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系移民与边境保护部 

（1）在线咨询。 
（2）境内咨询电话：131 881（上午 8:30—下午 4:30，节假日除

外）。 
（3）移民与边境保护部国内各办事机

构。 
（4）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驻华（使领馆）

办事机构。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make-enquiry/general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make-enquiry/public-holidays-australia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offices-locations/australia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offices-locations/australia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offices-locations/china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offices-location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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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关防疫 

澳远离其他大陆，自然条件独特。法律授权移民与边境保护部负

责检查药物、武器等管制物品，农业部负责检查动植物，以阻止疾病或

其他可能对澳构成威胁的外来物品进入。请注意，澳海关、检疫、免税

等政策不同于其他国家。 
来澳前，请点击访问访客

须知。点击这里，浏览 PDF 册

子。切勿携带海关明文规定的违

禁物品入境。不建议携带食品、

动植物产品入境。如确需携带，

请在入出境时如实申报。在不能

确定是否需申报时，请咨询航空公司乘务人员，或现场咨询移民官员，

或最好选择申报。 
申报并不意味着行李一定会被开箱检查，但未如实申报禁止或限

制入出境物品、应纳税物品，提供伪造票证，则可能被罚没，或被处以

340澳元罚款，被判罚 6.6万澳元以上罚款或 10年监禁。如实申报物品，

即便在检查后不被允许入境，也不会被处罚。 
妥善保管行李，慎为他人，特别是陌生人携带物品，尤其是不知

情的物品，以防被人恶意利用。建议将需要申报物品集中放在一个行李

内以备检查。检查通常针对可疑人员或物品进行，可能采用 X 光机扫

描、开箱、警犬嗅检等方式进行。请注意配合，如实回答问询。 
 
（一）禁止物品 

澳禁止下列物品入出境：大麻（Marijuana、Cannabis）、海洛因

（Heroin）、可卡因（Cocaine） 及安非他明（Amphetamines）。 
澳对涉毒犯罪处罚十分严厉，除《海关法》外，各州对制造、拥

有、贩卖、吸食毒品还有专门的法规。 

  

http://www.border.gov.au/
http://www.agriculture.gov.au/
https://www.border.gov.au/Trav/Ente/Goin/Arrival/Information-for-travellers
https://www.border.gov.au/Trav/Ente/Goin/Arrival/Information-for-travellers
http://www.border.gov.au/EnteringorleavingAustralia/Documents/GuideforTravellers-KBYGFinalAccessible.pdf
https://www.border.gov.au/Busi/Impo/Proh
https://www.border.gov.au/Busi/Impo/Proh
http://www.druginfo.adf.org.au/topics/drug-law-in-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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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通常以“来钱快”为由欺骗学生等代为领取藏有毒品的包

裹。慎为他人代领、代收包裹，在对方以酬劳

为谢时尤要小心。 
 
（二）管制物品 

携带下列管制物品入出境需如实申报： 
1、枪支、武器和弹药 

包括各类刀具、弓弩等。上述物品大多

需事先申请书面许可。点击联系咨询移民与边

境保护部。 
2、非法色情刊物等令人反感的材料 
包括带有儿童色情、暴力的材料，教唆

犯罪和暴力，鼓吹恐怖活动的材料，也包括有

上述内容的硬盘、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点

击联系咨询移民与边境保护部。 
3、药物 

（1）下列可能被误用、滥用，或导致依

赖的药物，需事先得到许可并申报：类固醇

（Steroids）、镇痛药（Opioid analgesics）、大麻或麻醉剂为基础的药物

（Cannabis or narcotic based medications）。联系咨询医疗保险机构：1800 
552 152；或医疗用品管理局：1800 020 653。 

（2）处方药。用量超过 3 个月的处方药需申报。建议将药品放在

原包装内，并携带医生处方（建议用英文并描述病情）。超过 3 个月的

用药应在澳当地就诊、购买。通过邮寄等方式购入药品，需事先得到相

应进口许可。更多情况，请访问卫生部网站。 
（3）生长激素、脱氢表雄酮（DHEA）、类固醇和类固醇激素等

促进身体机能的药物需事先得到许可并申报。可联系咨询运动与反兴奋

剂机构 ：1300 027 232；或医疗用品管理局：1800 020 653。 
（4）某些传统药物可能含有有害动植物成分，亦需要申报。 

警示案例 

 
◆ 2013 年 11 月，2 名

未成年人将地址提供给

犯罪团伙，为其代收毒

品获利，被查获。 
◆ 据媒体报道，2015
年 2 月，5 名中国留学

生因参与贩毒团伙走私

冰毒而被墨尔本法院判

刑 4-9 年，并将被遣返

回国。 
◆ 2015 年 8 月，1 名中

国公民在新州代朋友领

取邮寄包裹时被捕，警

方从包裹中查获大量毒

品。 

  

https://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
https://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
https://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customer/contact-us/
http://www.tga.gov.au/about/contact-help.htm
https://www.tga.gov.au/travellers-visitors
http://www.asada.gov.au/about/contact.html
http://www.asada.gov.au/about/contact.html
http://www.tga.gov.au/about/contact-help.htm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50803/8846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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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 
对带入现金有数额限制：携带 10,000（含）

澳元以上或等值外币入境，必须申报。携带支

票、旅行支票、个人支票、现金支票、邮政汇

票或其他票据，无论其金额均须如实申报。详

细情况，请点击这里，或联系咨询资金流通报

告分析中心，电话：1800 021 037。 
5、食物、动植物和生物制品 

海外食物、动植物制

品可能携有病虫害，威胁

澳农业、旅游业和环境，

应如实申报： 
（1）一般食物类：

包括飞机上提供的各类食

品、烘干的蔬菜、水果、方便面（饭）、草药、

香料、蜂蜜及其他蜜蜂制品、零食。 
（2）牛奶鸡蛋类：婴儿配方奶粉、牛奶制品（含奶粉、奶酪）、

含蛋制品（如沙拉酱、鸡蛋面等）。 
（3）禽肉海鲜类：新鲜、烘干、冰冻、熟制、

熏制、腌制的肉类制品。 
（4）种子坚果类：谷物、爆玉米花、坚果、

松果、鸟食、种子以及带有种子的饰品。 
（5）新鲜果蔬类：新鲜或冰冻的水果、蔬菜。 

（6）其他植物类：含有种子的茶、水果皮（如

柑橘和苹果皮）、水果片；含有种子、树皮、菌类或

其他晾干植物的药；鲜花或干花；含有种子、生坚果

的花环、圣诞饰品等手工制品；木制品。 
（7）动物类：动物、鸟类及鸟蛋、鸟巢、鱼类、

爬行、两栖动物及昆虫；羽毛、骨头、牛角、象牙、羊毛及动物毛发、

警示案例 

 

◆ 2014 年 1 月，1 名

中国香港居民在携带

大额现金离境时因未

申报，在珀斯机场被警

方扣留。 

◆ 2015 年 1 月，1 名

中国公民携带 20 万元

港币自南澳阿德莱德

入境，因未申报被处以

警告和罚款，出境时因

仍未申报而被拘押审

查。 

  

http://www.austrac.gov.au/bnis.html
http://www.austrac.gov.au/contact_us.html
http://www.austrac.gov.au/contact_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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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皮或毛皮；动物标本；贝壳和珊瑚（含珠宝和纪念品）；蜂蜡或其他

蜂产品；使用过的动物相关工具，如兽医用品、马具等；宠物食品（含

罐头）等； 生皮制品和手工艺品（含鼓）。 
（8）其他物品：生物标本；用动植物制成的工

艺品；使用过的体育和露营设备，包括帐篷、鞋靴（需

确保未受土壤污染）等；用过的渔具等。 
特别提示，在传统中国节日期间，勿携带或邮寄

以下物品入境：鸡肉、香肠或牛肉干；鸡鸭蛋；柑橘、柿子或新鲜竹笋；

新鲜或干制水果，如龙眼、荔枝；含有虫草、灵芝的中药材；月饼。 
经过检查后，大多申报物品通常会留给申报人。如对澳生物环境

构成威胁，申报人可能需要支付消毒处理费用，或销

毁物品。可联系农业部在线提交问题，或致电

1800 900 090 咨询。更多该部联系方式，请点击这里。 
更多动植物检疫信息，请点击这里。官方中文申

报须知，请点击这里（PDF）更多有参考价值的中文资

料，请点击这里。携带宠物入境注意事项，请点击这里。 
6、野生生物 
法律严格控制受保护野生生物进出口，包括传统药用野生物、珊

瑚、兰花、鱼子酱、象牙制品及狩猎所获。 
7、文物 
携带以下文物入出境需要申请许可：手工制品、邮票、硬币、考

古文物、矿物样品。联系咨询环境部：（02）6274  1900。 
8、兽医用品 
携带兽医药物入境应一律申报。联系咨询农药和兽医药管理局：

（02）6210 4701。 
 
（三）卫生检疫 

请注意访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提供的澳国别卫生信息（中文）。 
1、根据签证种类、停留时间长短及在澳事由，签证申请人可能被

  

http://www.agriculture.gov.au/general-inquiries?query=compliance
http://www.agriculture.gov.au/import/icon-icd/contact
http://www.agriculture.gov.au/travelling
http://www.agriculture.gov.au/Style%20Library/Images/DAFF/__data/assets/pdffile/0003/2333910/whentravelling-simplified-chinese.PDF
http://www.agriculture.gov.au/languages/chinese
http://www.agriculture.gov.au/biosecurity/cat-dogs
http://www.environment.gov.au/topics/about-us/contact-us
http://apvma.gov.au/contact-us
http://www.who.int/zh/
http://www.who.int/countries/aus/z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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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指定医院进行体检。 
2、1 岁以上人员在抵达前 6 天以内如在黄热病流行国家停留超过

一个夜晚以上，需注射疫苗并持有国际旅行黄皮书。详情请点击这里。 
3、在可能影响公众健康的疾病传播期间，入境时可能被要求进行

健康检查，包括化验等。在疾病没有其他可治疗措施的特殊情况下，可

能被要求隔离观察。 
更多关于对外国人健康要求的信息，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关于

海关和检疫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四）免税退税 

1、入境免税 
大多数个人物品，如随行李携带的服装、鞋袜以及个人卫生和美

容产品（皮草和香精除外）、笔记本电脑等可享受免税优惠（中文）。 
（1）18 岁及以上旅客，可免税带入（含托运）香烟或烟草制品

50 支或 50 克，免税带入价值不超过 900 澳元的一般

物品（包括礼物、旅游纪念品、相机、电器、皮具、

香水、珠宝、手表、运动设备等），免税带入（含托

运及入境后在机场免税店购买的）2.25 升酒精。 
未满 18 周岁者，禁止携带香烟或烟草制品，允

许免税带入物品限价不超过 450 澳元。 
（2）超过限额。如超过限额，将对所有物品（普通物品、酒精类

物品或烟草类物品），而不仅对超额部分征税。未如实申报将被处罚。 
（3）进口免税。除烟草、酒精类商品外，进口等值不超过 1,000

澳元的物品通常无需缴纳关税。超过 1,000 澳元的物品，应申报（PDF）
纳税。 

还有一些物品不允许进入，或需要得到专门批准后方可进口。点

击这里，了解澳禁止或限制进口物品的详细信息。点击这里，了解邮寄

进口物品的相关信息。点击这里，了解网购征税信息。 
2、出境退税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42.html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41.html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health-pubhlth-strateg-communic-factsheets-yellow.htm
http://www.immi.gov.au/allforms/health-requirements/
http://australia.gov.au/topics/tourism-and-travel/customs-and-quarantine
http://www.border.gov.au/EnteringorleavingAustralia/Documents/chinese-simplified-duty-free-concessions.pdf
https://www.border.gov.au/Importingandbuyinggoodsfromoverseas/Documents/importdeclarationsweb.pdf
http://www.border.gov.au/Busi/Impo/Proh
http://www.border.gov.au/Busi/Impo/Proh
http://www.border.gov.au/Busi/Impo/Impo
http://www.border.gov.au/Trav/Impo/B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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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或澳居民在澳购物如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可在出境前申

请退税： 
（1）在离澳前 60 天内购买的商品； 
（2）从一个商户处够买，总价超过 300 澳元（发票可分开）； 
（3）本人付款购买； 
（4）有原始含税发票（注明有 GST 或 WET 金额）； 
（5）本人手持商品，或穿着商品（衣物）。不能携带登机而需申

请退税物品应在托运时报告值班移民官员。 
下列消费不可退税：啤酒、烈酒和烟草；未纳税

商品（如药品、部分食物）；酒店、租车等服务性消

费；礼品卡；在澳已部分使用的商品（如食品、香水

等）；未随本人搭乘的飞机、轮船出境的商品。 
乘客可持护照、登机牌、发票、商品直接前往

TRS（Tourist Refund Scheme）柜台申请退税。事先通

过 TRS APP 申请并向柜台官员出示手机的二维码，可加快退税办理速

度。 
更多情况，请点击这里，或退税中文小册子（PDF）。 

  

  

http://www.border.gov.au/Trav/Ente/Tour
http://www.border.gov.au/Trav/Ente/Tour
http://www.border.gov.au/trs
http://www.border.gov.au/Trav/Ente/Tour
http://www.border.gov.au/EnteringorleavingAustralia/Documents/trs_chinese_high_res.pdf%23search=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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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留入籍 

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移民法规、制度和审批、

管理程序。以下外国人在澳被认为是非法移民：无（有效）签证抵澳者、

超过签证允许时间在澳停留者、签证被吊销者。非法移民可能被拘禁，

遣返或运送至拘押中心关押。 
 
（一）在澳学习 

1、留学教育 
全澳约有 1,200 所学校、机构为

外国留学生提供从英语培训、中小学到

大学的学习机会，课程达 2.2 万门。 
留学生须持学生签证，在教育部

（CRICOS）登记注册的留学机构就读。

TEQSA 负责监督高等教育,ASQA 负

责监督假期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

请注意了解澳教育部承认的留学机构

及其职责。 
来澳留学通常要完成以下步骤：

选择课程和学校；向学校提出申请；得

到学校录取通知书；收到电子注册确认

（electronic 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eCoE)；申请签证。 
申请学校或签证通常需要学历证明、经费来源证明、健康证明等，

并通过英语测试。 
2、留学签证 
澳学习签证（500 系列）有多种，申请何种签证取决于选修课程。

请点击这里帮助选择签证种类。 
获得学习签证后，请注意了解行前准备事项。点击这里，了解抵

澳注意事项。点击这里，了解来澳后租住房屋信息。点击这里，了解留

  

http://www.border.gov.au/Busi/Comp/Immigration-detention/facilities
http://cricos.education.gov.au/
http://www.teqsa.gov.au/
http://www.asqa.gov.au/
https://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5L00899
https://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5L00899
http://www.border.gov.au/Busi/Educ/Educ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Student-Visa-Living-Costs-and-Evidence-of-Funds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Student-Visa-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www.border.gov.au/about/reports-publications/reviews-inquiries/student-visa-programme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1/570-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Plan-your-departure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arrival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accommodation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support-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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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帮助相关信息。 
在澳期间，要确保签证有效：须在校注册并满足学业和课时要求；

如变更注册，应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向校方提供

并及时更新住址；确保经费足够。 
留学生延长在澳停留时间，请点击这里。

校方留学生办公室可以提供签证帮助。部分符合

条件的家长可在澳陪读。陪读注意事项，请点击

这里。 
3、半工半读 
留学生在澳学习期间一般可兼职从事零售、

餐饮、旅游、农业、销售、行政、文秘、家教或

其他实习等工作，以贴补费用并获得工作经验。

大多数学生签证允许持有者在开学期间每两周

工作不超过 40 小时。假期无此限制。切勿超出

签证允许的工作条件非法就业。 
留学生工作请注意维护以下规定的基本权

益：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不受不公平解

雇；休息时间；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更多关于留学生工作的权利，请点击这里。关于在澳工作纳税，

请点击这里。关于留学生工作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关于留学生毕业

后的有关信息，请点击这里。更多关于在澳留学信息，请点击这里。 
 
（二）在澳工作  

1、澳公民、永久居民在澳就业不受限制。 
2、其他外国人在澳就业需持有允许工作或不限制就业的相应种类

的签证。按规定，雇主应检查签证是否允许工作。点击这里，可自行查

询本人签证情况。违反签证条件或签证过期在澳工作属非法就业，将受

到处罚。 
了解工作签证情况，请点击这里。工作签证持有者家属随居，请

警示案例 

 

◆ 2015 年 4 月，新州

某公司出售假学位和

文凭，引发当地媒体关

注。该公司造假主要面

向中国留学生，涉澳多

所知名大学。 

◆ 2015 年 8 月，1 名

中国留学在悉尼机场

被扣留，原因是其申请

退学后相关大学取消

了录取通知资格，签证

随之作废。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Visa-conditions/visa-conditions-students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Changing-courses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Extending-Your-Stay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Brin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Visa-conditions/visa-conditions-family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Visa-conditions/visa-conditions-family
http://www.fairwork.gov.au/pay/minimum-wages
http://www.findlaw.com.au/articles/4249/unfairly-dismissed-from-work-what-you-should-know.aspx
http://www.findlaw.com.au/articles/4249/unfairly-dismissed-from-work-what-you-should-know.aspx
http://www.fairwork.gov.au/employee-entitlements/hours-of-work-breaks-and-rosters/breaks
http://www.business.gov.au/business-topics/employing-people/workplace-health-and-safety/Pages/default.aspx
http://www.fairwork.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www.ato.gov.au/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working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after-graduation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
http://www.border.gov.au/Busi/Visa
http://www.border.gov.au/Trav/Work/Empl/Visa-options-comparison-charts


22 

点击这里。请注意防范工作签证诈骗。 
3、打工与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Maker-WHM）安排包括 417

类（Working Holiday Visa）签证和 462 类（Work and Holiday Visa）签

证，是一项专门针对年轻人的签证安排。417 签证颁发给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国等 19 个国家或地区的公民。462
签证颁发给包括中国、美国等 16 个国家公民。 

根据《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的

《关于假日工作签证安排的谅解备忘录》（PDF），
澳大利亚将根据其国内法律和程序，向满足要

求的中国公民签发临时居留期为 12 个日历月、

可多次入境的“假日工作”签证或许可（462 签

证），每年签发数量最多 5000 个。 
打工与度假签证基本要求包括申请人年

龄须在 18-30 岁之间；持有效护照；在澳期间不

偕行儿童；健康状况达标；资金满足要求。打

工与度假签证持有者在澳的 12 个月内可工作，

但在一名雇主下工作不得超过 6 个月。签证持

有者还被允许最多可学习 4 个月。462 签证与

417 签证的主要区别是，462 签证有年度总量限制，签证持有者只有一

次获得 462 签证来澳打工度假的机会。此外，除上述基本要求外，462
签证申请者还需满足有效的英语沟通能力、

至少完成两年大学本科学习的额外要求。 
了解打工与度假签证更多情况，请点

击这里。 
4、在澳工作请注意维护自身权益。请点击这里（PDF），浏览中

文小册子。 
 
（三）永久居民 

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并享有以下权利：在澳

警示案例 

 

◆ 2015 年 4 月，在澳

移民部在西澳的一次

行动中，12 名中国公

民因逾期滞留并非法

从事装修等工作而被

抓捕、遣返，引起舆论

关注。 

◆ 2015 年 5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来澳处理

家人后事后，滞留在新

州打工，被拘捕遣返。 

  

http://www.border.gov.au/Trav/Work/Brin
http://www.border.gov.au/Trav/Work/Work-1
https://www.border.gov.au/Trav/Visa-1/417-
https://www.border.gov.au/Trav/Visa-1/417-
https://www.border.gov.au/Trav/Visa-1/462-
https://www.border.gov.au/Trav/Visa-1/462-
http://fta.mofcom.gov.cn/Australia/australia_special.shtml
http://fta.mofcom.gov.cn/Australia/annex/xdwb_bwl_jrgzqz_cn.pdf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33.html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33.html
http://www.border.gov.au/Trav/Work/Work
http://www.border.gov.au/WorkinginAustralia/Documents/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www.border.gov.au/Trav/Life/Au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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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居住、生活、工作、学习；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福利；高等教育

贷款计划 Higher Education Loans Program-HELP)；加入澳国籍；担保外

国人永居签证等。 
与澳公民不同的是，永久居民通常无选举权；出国返回时需确保

永久居民签证有效（否则将被拒绝入境）。 
澳为成年的永久居民提供 510 小时的免费英语培训 Adult Migrant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AMEP。 
为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建议阅览《在澳大利亚生活》中文手册。 

 
（四）加入澳籍 

永久居民、被收养儿童等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加入澳国籍。

入籍通常须完成入籍考试、宣誓等入籍程序。 
在线申请入籍，请点击这里。入籍费用，请点击这里。申请入籍

材料，请点击这里。在线入籍向导，请点击这

里。入籍申请被拒，可以申请上诉。请点击这

里（PDF），下载浏览入籍须知。 
澳承认双重国籍，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法》，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公民

在加入澳或其他国家国籍后，原有中国国籍自

动丧失，前往中国须持用外国护照申请签证，而不得继续持用或申请办

理中国护照手续。 
 

（五）移民诈骗 

移民诈骗以假乱真，手段多样。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专门开设网

页，介绍常见移民诈骗类型及防范办法。建议认真阅知。请注意，鉴别

和避免诈骗是您自己的责任。遇到下列情况，可能遭遇了移民诈骗： 
1、收到通过 Yahoo、Hotmail、Gmail 等免费电子信箱发来的邮件。 
2、陌生人发来的带有网站广告的电子邮件（切勿点击）。 

  

http://www.border.gov.au/Trav/Stud/More/Visa-conditions/visa-conditions-family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
http://www.studyassist.gov.au/sites/StudyAssist
http://www.studyassist.gov.au/sites/StudyAssist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
http://www.border.gov.au/Trav/Life/Help/Learn-English
http://www.border.gov.au/Trav/Life/Help/Learn-English
http://www.border.gov.au/LifeinAustralia/Documents/chinese.pdf%23search=chinese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How-to-apply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Lear/Citizenship-test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How-to-apply/Application-process-for-Australian-citizenship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Application-fees-forms-and-appeals/Citizenship-online-applications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Application-fees-forms-and-appeals/Citizenship-online-applications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What-documents-do-you-need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Citizenship-wizard
http://www.border.gov.au/Trav/Citi/Appl/Citizenship-wizard
http://www.aat.gov.au/
http://www.border.gov.au/Citizenship/Documents/acis-july-2014.pdf
http://www.border.gov.au/Citizenship/Documents/acis-july-2014.pdf
https://www.border.gov.au/Trav/Citi/Curr/Dual-citizenship
http://cs.mfa.gov.cn/zlbg/flfg/crjxg/t9783.shtml
http://cs.mfa.gov.cn/zlbg/flfg/crjxg/t9783.shtml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migration-fraud-and-scams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migration-fraud-and-sc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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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亲爱的消费者”而非您的姓名称呼，

或索要个人信息的电子邮件。 
4、声称您被重新安置计划抽中的电子邮

件。 
5、声称单身女子寻找伴侣，要求汇款的

婚恋诈骗邮件。 
6、声称保证您能获得高收入就业机会的

邮件。 
7、要求支付超出正常收费的签证服务网

站。只有移民与边境保护部官方网站是唯一权

威的网站。所有澳政府官网域名均以 gov.au 结

尾。 
8、当心以下诈骗谎言：保证能得到签证

（事实是无人能保证）、立即付款以便参加移

民计划（事实是先申请后付款，点击收费标准）、

百年不遇的移民机会（事实是移民选择很多）、

只有通过我才能向移民部付款（点击付款方式）、

在移民部有特殊关系（一视同仁，点击访问注册

移民代理）、别急，移民部还在处理中（直接联

系移民部或自己在线查询申请）、移民部要求提

供文件原件（如需，移民部会主动联系）。 
常见受害者案例，请点击这里。 
 
 

  

警示案例 

 

◆ 2013 年 10 月，澳

移民部长发布新闻稿，

对通过一家公司以假

结婚或假文件骗取居

留和技术移民签证者

发出警告，称他们将被

拒签，或被吊销已批的

签证并被起诉。该公司

的诈骗受害者大多是

中国留学生。涉及金额

超过 1 ,230 万澳元。 

◆ 2015 年 5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新州被捕，

罪名是冒充留学中介

骗取钱财。 

  

http://www.border.gov.au/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Fees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Fees/How-to-pay-for-an-application
https://www.mara.gov.au/
https://www.mara.gov.au/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
https://online.immi.gov.au/ola/app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migration-fraud-and-scams/victims-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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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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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治安 

从总体上看，澳政局稳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但发生在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安全事故，同样也可能在澳大利亚发生。中国公民在日常

工作、生活中应遵守澳法律、法规，加强自我保护。 
澳犯罪案件主要类型有：毒品、酒精类犯罪、家暴、谋杀、抢劫、

性侵犯、非法武器、车辆偷盗、身份盗用、网络诈骗、商业欺诈等。罪

案有可能是有组织性犯罪，罪犯可能使用武器，也可能与毒品贩卖、帮

派斗殴、吸毒或饮酒（酒吧易发斗殴）有关。了解更多澳社会治安信息，

请点击这里。 
 
（一）居家安全 

1、尽量选择在治安良好的社区居住，并

安装防盗、录像、报警

等设施。 
2、勿在家中存放

大量现金。 
3、在家时及出门

前要确认并保持门窗关闭。 
4、夜间回家应尽量乘坐电梯而不要走楼

梯。 
5、提前准备钥匙，而不要到门口才找钥

匙。 
6、开门时留意是否有人跟踪或藏匿在附

近。发现可疑情况时，不要进屋，及时报警。 
7、勿轻易为陌生人开门，更不要轻易将

陌生人带回家。 
8、勿在家从事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警示案例 

 

◆ 2015 年 4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珀斯闹市

区停泊的车辆窗户被

砸，被窃物品包括家中

钥匙，但因未及时换

锁，两日后寓所被盗。 
◆ 2015 年 4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新州寓所

吸毒过量而坠亡。 

  

http://www.crimeprevention.gov.au/Informationresource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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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出安全 

1、勿单独与陌生人约会，勿向陌生人透露您的个人信息。女性尤

需小心。 
2、尽量减少夜出。如确有需要，则尽量

选择在灯光明亮的地方，并留意周边安全。不

建议女性在夜晚单独外出。 
3、勿搭乘陌生人车辆，也不要轻易让陌

生人搭车。勿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 

4、锁好车门，勿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 

5、尽量不要前往偏远或人烟稀少的地方。 
6、尽量在白天且在人多的地方使用自动

取款机。勿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不要露富。留

意自己的行李包裹。外国人在旅游热点地区易

成为小偷小摸的目标，一般难以破案。 
7、勿携带儿童色情制品、恐怖有关物品，

以及任何鼓励吸毒、犯罪或暴力的材料。 
8、避免与他人争吵，亦勿围观他人争吵。 
9、在机场、监狱、军事设施及其他有“禁

止拍照”标识地方，请勿拍摄。 
10、随身携带身份证件或复印件。遇警察

检查护照等证件，应请对方先出示证件，并记

下警牌号和警车号。 
 

（三）工作安全 

在澳就业，需重视工作安全。了解农业、建筑业、矿业、运输业、

装卸搬运业等相关用工安全信息，请点击这里。更多信息，请点击访问

Safe Work Australia。 
如遇到劳资纠纷问题（欠薪、工作环境恶劣等），可联系公平工

作委员会（Fair Work OMBUDSMAN），该机构负责受理和调查劳资投

警示案例 

 

◆ 2013 年 7 月，1 名

阿德莱德中国女留学

生在与陌生人见面时

遭受攻击而致重伤。 

◆ 2013 年 12 月，6
名中国游客在悉尼皇

家植物园遭遇抢劫，

财产损失严重。 
 

  

http://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sites/swa/whs-information/pages/whs-information
http://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sites/swa/pages/default
https://www.fairwork.gov.au/
https://www.fairwork.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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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等。联系电话：131394,更多联系方式，请点

击这里。 
 

（四）恐怖威胁 

全澳恐怖威胁公众预警系统分低、中、高、

极高 4 级，视情适时调整。点击这里，订阅您

所在地区发布的手机预警信息。请注意根据预

警信息，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警示案例 

 

◆ 2014 年 12 月，悉

尼马丁广场发生咖啡

馆发生暴力劫持人质

事件，致 2 名人质死

亡。 

  

https://www.fairwork.gov.au/contact-us
https://www.fairwork.gov.au/contact-us
http://www.nationalsecurity.gov.au/Securityandyourcommunity/Pages/NationalTerrorismPublicAlertSystem.aspx
http://www.emergencyaler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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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灾害 

澳地域辽阔，地理、气候等条件差异较大。丛林火灾、水灾、风

暴、滑坡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请关注当地政府发布的灾情预警和中国

驻澳使领馆网站发布的预警提示，留意媒体报道，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如当地政府决定采取灾害应急措施，请根据指引前往避险地点并服从安

排。 
 
（一）恶劣气象 

1、热带风暴。每年 11 月到 4 月，主要发

生在昆士兰州大部分地区、北领地和西澳州。 
2、极端高温。各地夏季均可能出现极端高

温天气。 

3、干旱。最近一次旱灾在 2002 年到 2007 年期间发生在东部及南

部地区。 
4、紫外线。澳全年（特别是每天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期间）紫外线辐射强度高，可致晒

伤或脱水，建议外出时采取涂抹防晒霜和戴帽等

防护遮阳措施。 
请访问气象局网站，跟进最新气象信息和

预警信息。 
 
（二）洪灾火灾 

1、洪灾。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降雨易致洪水。

洪灾大多发生在北领地、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

州。 
2、火灾。丛林火灾通常在 11 月到 2 月的夏

季发生，可能殃及房屋、公路、铁路、电信等基

础设施，甚至威胁生命。 

警示案例 

 

◆ 2013 年，昆州和新

州发生洪水。昆州 4 天

内雨量超过 1,000 毫

米，Bundaberg 河水暴

涨，导致 2,000 余户居

民和 700 家商店被淹。 

◆ 2013 年 10 月，新

州发生丛林火灾，高峰

时着火点超过 100 处，

造成 2 人死亡，248 处

房屋被毁，过火面积达

11.8 万公顷。 

  

http://www.disasterassist.gov.au/Currentdisasters/Pages/default.aspx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
http://www.abc.net.au/news/emergency/find-an-emergency/
http://www.bom.gov.au/cyclone/about/
http://www.bom.gov.au/catalogue/warnings/
http://www.pfes.nt.gov.au/Emergency-Service/Public-safety-advice/Cyclones.aspx
http://www.pfes.nt.gov.au/Emergency-Service/Public-safety-advice/Cyclones.aspx
http://www.emergency.qld.gov.au/emq/
http://www.ses.nsw.gov.au/
http://www.ses.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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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访问有关州政府的网站，了解当地丛林火灾的最新情况：

堪培拉首都地区、北领地、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

西澳州、昆士兰州、南澳州。 
请点击这里（PDF），了解防火方面的信息。 
 
（三）动物攻击 

请注意，澳动物与其他大陆动物的习性可能不同。

箱形水母、淡水鳄鱼、咸水鳄鱼、鲨鱼、有毒昆虫（如

红背蜘蛛、漏斗蜘蛛）和内陆大毒蛇等动物具有攻击

性，并可致命。 
点击这里，了解澳 30 种最危险动物的有关信息。 
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点击这里，了解澳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信息。 

请勿驱逐动物，也勿擅自投掷食物或其他物品。在未确定是否需

要许可证之前，勿打猎或钓鱼，亦勿收集植物或贝类动物。 
 
（四）涉水事故 

澳海岸线漫长，水上运动盛行，但各海域

地形、洋流、气候等情况复杂。在澳涉水死亡

事故是中国公民常见的安全事故之一。从事水

上活动，请务必注意： 
1、只在指定时段和有救生员值守的红黄

双色旗帜之间海域活动。 

2、留意并遵守现场公告栏上发布的提示。

如有必要，向海岸救生人员寻求建议。 
3、选择在天气良好的白天从事水上活动，

尽量结伴而行，并将去向告知亲友。 
4、未成年人在水边活动时，家长或亲属

须注意看管。 
5、健康不佳，长时间驾车或剧烈运动后易出现体力不支或抽筋，

警示案例 

 

◆ 2014 年 2 月，1 名

中国游客在昆州黄金

海岸冲浪者天堂溺水

死亡。 
◆ 2015 年 8 月， 1 名

中国留学生在悉尼海

边摆姿拍照时被大浪

卷走而溺亡。。 

  

http://esa.act.gov.au/community-information/bushfires/
http://www.lrm.nt.gov.au/bushfires
http://www.rfs.nsw.gov.au/
http://www.cfa.vic.gov.au/
http://www.fire.tas.gov.au/
http://www.dfes.wa.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qfes.qld.gov.au/
http://www.cfs.org.au/
http://www.unisdr.org/2000/campaign/PDF/Articulo_6_Australia_eng.pdf
http://www.australiangeographic.com.au/journal/top-30-deadly-animals-in-australia.htm
http://www.australiangeographic.com.au/topics/wildlife/2013/03/australias-dangerous-animals-the-top-30/
http://beachsafe.org.au/visiting_the_beach/beach_safety/beach_safety_flags
http://beachsafe.org.au/visiting_the_beach/beach_safety/beach_safety_flags
http://www.smh.com.au/nsw/woman-drowns-after-being-swept-off-rocks-at-la-perouse-20150809-giv2jv.html
http://www.smh.com.au/nsw/woman-drowns-after-being-swept-off-rocks-at-la-perouse-20150809-giv2jv.html
http://www.smh.com.au/nsw/woman-drowns-after-being-swept-off-rocks-at-la-perouse-20150809-giv2j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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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从事水上活动。 
6、留意海边和海面状况。海边岩石不牢、

土壤松软，突然发生断裂崩塌，海面或瞬间掀起

大浪将人卷入。在海边散步、游玩、摄影时亦不

可掉以轻心。 
7、要特别警惕离岸流。离岸流是受海岸线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从海

岸快速流向海洋的狭窄而强劲的水流。在礁石环绕的海滩，离岸流会可

能突然出现。如不慎陷入其中，应保持冷静，

向离岸流垂直的方向游出（如右图）。 
8、跳水和潜水是高危险水上活动。每年

都有中国公民因潜水，特别是浮潜（Snorkeling）
溺亡的事故。在昆士兰州大堡礁沿线（布里斯

班、黄金海岸、凯恩斯等地）尤为突出。建议

中国公民慎重参加浮潜。确要参加需注意： 
（1）切勿独自浮潜，应参加有资质公司

组织的浮潜活动。 
（2）认真听取并

遵从浮潜教练、安全瞭

望员或导游的指导。 
（3）如果不会游

泳或没有浮潜经历，或有其他任何顾虑，在下

水前应告知浮潜教练、导游并充分沟通。 
（4）请注意，即使在平静水域，浮潜也

是一项很耗体力的活动。 
（5）使用漂浮装备。 
（6）结伴浮潜，相互关照。 
（7）始终处于浮潜教练、瞭望员或导游

可监视的区域。 
（8）合适着装并使用防晒霜防晒。 

警示案例 

 

◆ 2014 年 8 月，1 名

中国访问学者在凯恩

斯 GREEN ISLAND 浮

潜时，溺水身亡。 

◆ 2014 年 11 月，1 名

中国留学生在昆州凯

恩斯浮潜溺水死亡。 

◆ 同月，另 1 中国公

民在 AIRLIE BEACH
浮潜溺水身亡。 

◆ 2015 年 2 月，又 1
中国公民在凯恩斯

GREEN ISLAND 浮潜

溺水身亡。 

◆ 2015 年 8 月，1 名

与家人来澳旅游的中

国公民，于抵达次日在

昆州 1770 镇浮潜时溺

水身亡。 

◆ 据报道，2015 年 10
月，1 名香港居民在西

澳洲浮潜时溺水死亡。 

  

http://beachsafe.org.au/surf-ed/ripcurrents
http://www.perthnow.com.au/news/western-australia/snorkeller-who-died-at-coral-bay-was-visiting-from-hong-kong/news-story/0483966b31899a975e860f9f8771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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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实填写健康状况声明表。健康不佳者不要浮潜。 
（10）根据教练、导游指导，了解附近船只航道、海洋动物、风

向、洋流情况，以及急救设施位置。 
（11）避免摒住呼吸入水。深呼吸数次后摒气入水更加危险。 
更多关于浮潜和水肺潜水注意事项，请点击这里（中文 PDF）。 
9、岩钓（Rock Fishing）是又一项高危险活动。中国公民在澳因

岩钓意外死亡事故时有发生。钓鱼者可能不慎滑落海中，或被大浪卷入，

溺水而亡。建议慎重参加岩钓活动，确要岩钓亦需注意： 
（1）结伴而行，知会亲友：至少 3 人以

上结伴而行并相互留意关照。如有人不幸被海

浪卷入海中，一人可现场施救，另一人可报警

求救。把外出岩钓的计划（包括钓鱼地点和返

回时间等）告知亲友。 
（2）预做准备，自我防护： 着轻便装：在遇险时，着短衣裤或

防水外套等轻便衣物更易于游泳；穿防滑鞋：

根据岩石情况穿合适的防滑鞋靴，以免打滑；

戴防护帽：保护头部，很多岩钓受害者系因头

部受到岩石撞击，失去自救能力而溺亡；穿救

生衣或者浮力背心；携带救生圈、救生绳和手

电筒备用。 
（3）留意观察，保持警惕：事先研究当

地天气、海浪潮汐情况；钓鱼前至少要花 30 分

钟了解现场环境，特别是潮汐涨退情况；观察

地形，计划逃生路线；向当地人了解有关海域、

海岸情况，避免在危险时间、在危险地点岩钓；

切记不要背朝大海。   
（4）合理施救，及时求援：当心瞬时可

能发生的突变。在发现海面上升可能危及到安全时，应及时撤离。如被

大浪卷入，要保持冷静，游离岩石区域，寻找可能的安全地点等待救援；

警示案例 

 

◆ 2015 年 4 月，1 名

中国公民与友人在西

澳 ALBANY 地区岩钓

时，不慎被大浪卷走，

2 人溺亡。 

◆ 2015 年 8 月，1 名

中 国 公 民 在 新 州

Batemans Bay 岩钓时

不慎被大浪卷入海中

溺亡。 

  

https://www.worksafe.qld.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7/82834/dive_chinese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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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卷入海中的同伴施救应使用绳索或救生圈等，而不要直接跳海施救；

报警求救电话：000，手机用户也可拨打：112。 
海岸活动安全预防，请点击这里。点击这里，观看中文字幕视频。

各种水上安全预防，请点击这里。海上作业安全预防，请点击这里。 
 
（五）野外活动 

不少地区人迹罕至，医疗、交通、通

信条件可能较差，部分地区天气变化无常，

气温易大起大落，如遇意外，直升机等救

援措施均可能无法及时到达。从事野外作

业或探险运动需注意： 
1、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知识和能力。

如有可能，建议参加必要的培训或训练。 
2、只在身体健康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从事

野外活动，建议确认已办妥涵盖野外活动的医疗

保险或人身意外伤害险。 
3、注意通过网络或旅游手册研究目的地

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天气变化等可能出现的各种

风险，规划好路线。 
4、准备好足够而适量的食品、饮用水、

急救药品或设备，做好应急预案。  
5、最好结伴同行，事先将行程告知亲友，

并在旅行过程中主动保持联系，告知健康状况和

旅行情况。 
6、留意天气预报，不在可能出现极高温、

极低温或暴风骤雨等极端天气时从事野外活动。确需出行亦应采取有效

的防暑或保暖等措施。 
7、听从当地管理人员意见和建议，并遵照其指引，保持警惕，

避免危险路线、动物、水域、岩石等，不从事任何有潜在危险的活动。 

警示案例 

 

◆ 2014 年 1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西澳皮尔

巴拉矿区采集矿石标

本时因高温中暑而身

亡。 

◆ 2014 年 2 月，1 名

中国留学生在塔州探

险时，遇气温骤降而致

体温过低死亡。 

  

http://beachsafe.org.au/
http://beachsafe.org.au/surf-ed/multilingual/chinese-simplified
http://www.watersafety.com.au/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transport/security/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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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澳自然灾害及防范措施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三、食品卫生 

澳对食品生产和销售有严格的监管标准，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较为良

好。大城市自来水达到直接

饮用标准。 
澳动植物种类、特性

可能与其他大陆不同。外观

看上去和中国差不多的植

物（如蘑菇），却可能含有剧毒，切勿私自采食。 
  

警示案例 

 

◆ 2012 年 1 月，4 名

堪培拉华人误食毒蘑

菇致 2 死 2 伤。 

◆ 2015 年 2 月，新州

卫生部门发布警告，称

有 10 人因误食野生蘑

菇而中毒住院。 

  

http://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australian-story/natural-disasters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industry/safetystandard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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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警求助 

（一）报警求救：000 

000 是全澳通用匪警、急救、消防共用求救电话。 
1、如果不会英文，请告诉接线员需要“Chinese”（中文）翻译，

以便其转在线翻译。 
2、拨通 000 后，接线员通常会让您选择警察、消防队或救护车。 
3、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特别是城区、街道名称、门牌号等准

确的位置信息。如果在公路上，应告知刚经过的城镇和公路名称。 
4、在接线员获得所有需要的信息前，不要挂机。 
5、000 电话不接受短信服务。 
000 中文宣传册，请点击这里（PDF）。 
112 是备选求救电话，仅限手机用户拨打。

聋哑人士求救可拨打 106。 
 
（二）警方求助：131 444 

遇车辆偷盗、盗窃、交通小事故、财物丢失等非紧急情况，通常

可拨打 131 444，向警方帮助热线求助。在维多利亚州，

请就近联系警方。 
各地警方更多联系方式，请点击这里。 

 

（三）法律援助 

1、受害者求助热线 

澳各州均有受害者帮助机制，请注意视情

善加利用： 

地区 热线电话 
堪培拉首都地区 1800 822 272 
北领地 1800 672 242 
新南威尔士州 1800 633 063 

  

http://www.acma.gov.au/Industry/Telco/Carriers-and-service-providers/Emergency-call-service/the-acma-emergency-call-services-emergency-call-service-i-acma
http://www.triplezero.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triplezero.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acma.gov.au/webwr/_assets/main/lib100534/poster_triplezero_mandarin.pdf
http://www.triplezero.gov.au/Pages/Usingotheremergencynumbers.aspx
http://www.triplezero.gov.au/Pages/Usingotheremergencynumbers.aspx
http://www.afp.gov.au/contact.aspx
http://www.police.vic.gov.au/content.asp?Document_ID=7
http://www.afp.gov.au/contact.aspx
http://www.afp.gov.au/contact.aspx
http://www.victimsupport.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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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联系方式，请点击这里。 
2、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委员会(Legal Aid Commissions)为需要者提供刑事、民事

方面的法律援助。某些服务项目对所有人免费，如发放小册子、宣讲会

或电话咨询。如需提供律师，通常需满足其规定条件并按要求提出申请。 

地区 机构名称 热线电话 联系方式 
堪培拉首都地区 Legal Aid ACT 1300 654 314 点击这里 

北领地 Legal Aid Commission 1800 019 343 点击这里 

新南威尔士州 Legal Aid NSW 1300 888 529 点击这里 

维多利亚州 Legal Aid Victoria 1300 792 387 点击这里 

塔斯马尼亚州 Legal Aid Commission 1300 366 611 点击这里 

西澳州 Legal Aid WA 1300 650 579 点击这里 

昆士兰州 Legal Aid Queensland 1300 651 188 点击这里 

南澳州 Legal Aid Services 1300 366 424 点击这里 

如遇民事、刑事等复杂的法律问题，建议正式聘请律师代理。 
 
（四）其他热线 

1、风暴洪灾：132 500，在北领地，请拨打 131 444。
更多灾害求助方式，请点击这里。 

2、生命求助热线：131 114。 
3、制止犯罪热线：1800 333 000。 
4、家庭暴力求助：1800 200 526。了解更多家暴求

助方式，请点击这里（PDF）。 
5、感到抑郁或焦虑，请联系 Beyondblue: 1300 224 

维多利亚州 (03) 8684 6700 
塔斯马尼亚州 1300 663 773 
西澳州 (08) 9425 2850 
昆士兰州 1300 546 587 
南澳州 1800 182 368 

  

http://www.victimsupport.org.au/services.php
http://australia.gov.au/content/legal-aid
http://legalaidact.org.au/
http://legalaidact.org.au/contactus/
http://www.ntlac.nt.gov.au/
http://www.ntlac.nt.gov.au/
http://www.legalaid.nsw.gov.au/
http://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http://www.legalaid.vic.gov.au/
http://www.legalaid.vic.gov.au/contact-us
http://www.legalaid.tas.gov.au/
http://www.legalaid.tas.gov.au/contact/
http://www.legalaid.wa.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legalaid.wa.gov.au/Pages/ContactUs.aspx
http://www.legalaid.qld.gov.au/Pages/Home.aspx
http://www.legalaid.qld.gov.au/about/Pages/Contact-us.aspx
http://www.lsc.sa.gov.au/
http://www.lsc.sa.gov.au/cb_pages/contact.php
http://www.disasterassist.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lifeline.org.au/
https://crimestoppers.com.au/
http://www.dvirc.org.au/
https://www.lifeline.org.au/ArticleDocuments/581/Domestic%20Violence%20Tool%20Kit%202012.pdf.aspx
http://www.beyondblue.org.au/
http://www.beyondblu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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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6、自杀帮助热线：1300 659 467。 
7、儿童帮助热线：1800 551 800。 
8、男士帮助热线：1300 789 978。 
更多各州求助电话，请点击这里。 

 

  

http://www.suicidecallbackservice.org.au/
http://www.kidshelp.com.au/
http://www.mensline.org.au/
http://www.triplezero.gov.au/Pages/StateandTerritoryEmergencyServicesOrganisat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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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中交通 

澳空中交通网络较为完善。40 余家航空公司开通有往来世界大大

城市的国际航班。中国国航、南航、东航、川航、海航、国泰等航空公

司开通有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

圳、香港等地直达澳主要城市的定期航班。 
澳 国 内 航 空 业 务 主 要 由 澳 航

（Qantas）和维珍蓝（Virgin Blue）航空

公司主导。捷星（Jetstar）和空联（Air Link）
等一些中小型航空公司承运部分支线。 

不少国内、国际航班需从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机场转机。 
 

（一）国际航班 

澳机场对搭乘国际航班的乘客、托运或手提行李有严格的安检要

求，对随身携带液体，气溶胶和凝胶有严格的

数量和包装限制。 
乘坐国际航班携带通过安检口的液体类

物品（酒类、香水等）不得超过 100 毫升，否

则须托运，但通过安检口后在免税店购买的液

体类物品不受此限。严禁随身携带刀具、改锥

等危险物品登机。 
点击浏览中文版乘客安检须知（PDF）。 
 
（二）国内航班 

澳机场对国内航班乘客、托运、手提行李进行严格的安检。除未

限制携带液体物品登机外，澳国内航班安检要求禁止随身携带行李要求

与国际航班相同。 

澳主要航空公司在各机场一般安装有国内航班自助办理登机手续

设备。在扫描护照资料页或手动输入姓名后，设备将自动打印登机牌和行

李托运牌。乘客需自行将托运行李送往指定行李传输口。遇问题可向现场
  

http://www.qantas.com.au/
http://www.virginaustralia.com/au/en/
http://www.jetstar.com/
http://www.airlinkairlines.com.au/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screening/passenger_screening.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screening/baggage_screening.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index.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index.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lags/index.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onboard/prohibited_list.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files/INFRA1601_Body_Scanner_FAQ_Mandarin.pdf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domestic/screening/passenger_screening.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domestic/screening/baggage_screening.aspx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domestic/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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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班职员寻求帮助。 
 
（三）行李限重 

各航空公司对托运行李的重量限制不一，

超重需额外付费。请注意访问有关航空公司网站并按其规定办理。

国内支线航班，特别是小型飞机，对行李重量或包装尺寸的限制更为严

格，手提行李可能被要求在旋梯下交取。 
 
（四）机场交通 

从机场往返市区，通常可选乘公共汽车、机场专线巴士、轻轨，

或在指定区域排队搭乘出租车。详情请访问有关机场网站： 
● 堪培拉机场； 
● 达尔文国际机场； 
● 悉尼国际机场； 
● 墨尔本国际机场； 
● 霍巴特机场； 
● 珀斯国际机场； 
●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 
● 凯恩斯国际机场； 
● 阿德莱德国际机场。 

 
  

  

http://www.canberraairport.com.au/
http://www.darwinairport.com.au/
http://www.sydneyairport.com.au/
http://www.melbourneairport.com.au/
http://www.hobartairpt.com.au/
http://www.perthairport.net.au/
http://bne.com.au/
http://www.cairnsairport.com/
http://www.adelaideairpor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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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路交通 

（一）步行 

据统计（PDF），2014 年，全澳行人死亡 152 人，占全部道路交

通死亡事故的 13%。早上 6-9 点之间、中午 12 点到 3 点之间是行人车祸

死亡的高峰时段。6 成涉事车辆时速在 60 公里左右。  
中国公民步行外出因忽略左行交规而导致的悲剧

时有发生。澳交通规则是左行，初来乍到者尤其要时刻

提醒自己左行，并留意路上行驶的车辆（包括自行车）。 
1、勿穿越有“禁止行人”标志牌或两个红灯同时闪

烁的路口。 
2、在过街路口通常设置有指示灯控制按钮，过街

需要先按按钮，再等候绿灯。注意只从人行横道，且在行人一侧绿灯亮

起时过街。 
3、勿从非人行通道穿越街道。即使数人同

行，也不要想当然认为驾驶员会因人多而让行，

他们通常不会想到有人违章过街，因而不会有任

何停车准备，极易发生事故。 
4、即使拥有绝对的过路权，在横穿街道或

公路时也务必要做到：一停（在路口要停下来）、

二想（提醒车辆左行）、三看（看红绿灯、先看

右侧再看左侧，确认双

向无车辆）、四通过。

切忌抢道，抢时间。 
5、过街时集中注

意力，留意双向交通情况以及前方行人或自行

车等情况。切勿打闹，或做边走边看地图等其

他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6、勿在路边停泊的车辆，特别是停在斜

警示案例 

 

◆ 2014 年 1 月，1 名

中国游客在昆州邦德

堡违规横穿马路时，被

正常行驶的车辆撞成

重伤。 

◆ 2014 年 11 月，2 名

中国游客在黄金海岸

冲浪者天堂违规横穿

马路，被车辆撞致重

伤。 

  

https://bitre.gov.au/publications/ongoing/files/Road_trauma_Australia_2014_statistical_summary_N_ISS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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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上的车辆后方停留，以免被失控车辆撞到。 
 
（二）驾车 

2014 年，全澳车祸死亡 1,155 人。在澳驾

车要注意，澳交规和路面状况与国内不同。新司

机，特别是在澳留

学生、来澳旅游自

驾者，更勿超速，

无证驾驶或出现

其他违章驾驶情

况。请点击了解澳道路规则（PDF）。 
请注意，车辆事故也是在澳中国公民最容

易发生的事故之一。 
1、安全驾车 
（1）交规左行。随时提醒澳交规与中国相

反，右舵左行，环岛让右。路口尤要小心，切勿

将车辆逆行开进右侧车道。 

（2）安全乘车。无论前后座，驾驶员和乘

客必须全部系好安全带，婴幼儿须坐安全椅，否

则将被罚款。 
（3）行人优先。行人在人行通道上拥有绝

对通行权，任何情况下

须停车让行人先通过。

要特别留意路边的儿

童。 
（4）慎用手机。

驾车时直接使用手机（拨打、接听或收发短信）

违法。 
（5）小心路况。澳路况总体较好，但行车道较我国内狭窄，部分

道路甚至高速公路路面状况较差。大城市之外的高速公路大多是单向两

警示案例 

 

◆ 2014 年 3 月，3 名

中国公民在珀斯高速

路夜行时发生爆胎侧

翻，系安全带驾驶员幸

无大碍，而后排 2 人因

未系安全带而重伤。 
◆ 2015 年 3 月，1 名

中国游客在昆州超速

驾驶后闯入逆向车道，

与另一汽车相撞，致 2
名当地男子死亡，被拘

审。 
◆ 2015 年 3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新州驾车

闯红灯与另一辆汽车

相撞，受重伤。 
◆ 2015 年 5 月，1 名

中国游客西澳因忽略

左行交规，误入对方车

道，酿车祸而致对方人

员死亡。 
◆ 2015 年 8 月，5 名

中国留学生在新州驾

车越线与对面车辆相

撞，致 1 人重伤。 

  

http://www.ntc.gov.au/Media/Reports/%28F1D63B25-98A0-8E5A-EBD4-BA6FC69ABF7D%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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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并道前要确认安全无误。留意道路关闭标志。路肩狭窄（大多无

紧急停车道）、松软，时常发生因滑至路外而致

人死亡的事故。如不慎驶离道路，切勿矫枉过正，

应减速回到路上。过水路面看似平静但可能冲走

车辆。遇超长卡车超车，应保持安全车距。袋鼠、

鸸鹋等动物在日落、日出前后最活跃，小心动物

穿行。如遇到应注意减速安全通过，勿突然转向

避让。 
（6）勿醉酒或疲劳驾驶。醉酒和无证驾车

属刑事犯罪。避免长途飞行后（特别是时差还没

倒过来时）驾车；让有驾照的同伴开车；一次不

要试图开太远；疲劳时及时在休息区停车休息。

禁止在吸食毒品，或在服用影响判断能力药物后

驾车。详细情况，请点击这里（PDF）。 
（7）切勿超速。澳限速要求严过大多数国

家，不同路段限速不时变化。没有限速提示而有

红绿灯的道路，或路边有房屋的道路，限速通常

为 50 公里/小时。没有路灯或房屋的道路，限速

为 100 公里/小时。遇下雨或大雾等不佳天气，

还应减速行驶。超速会被重罚。 
（8）长途驾车安全。遇恶劣天气，勿前往

偏远地区。内陆人烟稀少，城镇相距很远，供给

不足。长途驾车旅行前要维护车辆，确认车况良

好，计划好路线，携带备胎、足量汽油、水、食品、手机，并把行程留

给亲友。遇车辆故障，也不要随意离开，可用

车遮阳防晒。必要时，应使用海事卫星电话或

紧急定位设备 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 Beacon-EPIRB。 

（9）留意标识。中间线为单虚线路段允

警示案例 

 
◆ 2015 年 1 月，1 名

持打工度假签证的香

港居民在北领地搭乘

友人汽车旅行时，因轮

胎脱落而撞击路边大

树，造成重伤。 
◆ 2015 年 2 月，1 名

中国留学生在昆州布

里斯班疑因超速驾车

撞击护栏死亡。 
◆ 2015 年 5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阿德莱德

驾车驶入主路时，疑未

观察主路交通情况并

依规让行而被拖挂车

撞击身亡。 
◆ 2015 年 10 月，据报

道，1 名中国公民因所

搭乘的车辆在塔州滑

出道路撞击路边大树

而死亡。 

  

http://www.druginfo.adf.org.au/attachments/400_Drugs_and_Driving_in_Australia_fullreport.pdf
http://www.transportsafety.vic.gov.au/maritime-safety/recreational-maritime/emergency-procedures/emergency-position-indicating-radio-beacons
http://www.transportsafety.vic.gov.au/maritime-safety/recreational-maritime/emergency-procedures/emergency-position-indicating-radio-beacons
http://www.abc.net.au/news/2015-10-12/chinese-tourist-dies-in-car-crash-in-tasmanias-north-east/6847526
http://www.abc.net.au/news/2015-10-12/chinese-tourist-dies-in-car-crash-in-tasmanias-north-east/684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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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在安全情况下并道、越线超车。双线道靠实线一侧任何情况下均不允

许越线超车。遇 STOP 停车标志，或在路口白色实线处，须停车让行。 
（10）依规停车。留意停车标识，并在许可的路段和时间段停放。

几乎所有停车场均自助交费，请自觉交费，并将凭据置于车辆前窗。切

勿将车辆停于残疾人车位、专用预留停车位。 
2、事故处理 
（1）如发生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请注意：尽快将车

辆从车流中移到可能的安全位置；如有人受伤，立即自行或请路人协助

报警求助：000 或 112（手机拨打）；尽可能详尽地记录对方以下信息： 
● 司机姓名、地址； 
● 车主姓名、地址（如非驾驶员的车辆）； 
● 车牌号和驾驶证信息； 
● 其他任何可以鉴别车辆的信息； 
● 保险信息； 
● 现场证明人及联系方式； 
● 如可能，对现场照相，或可记下时间、

天气状况等。对现场情况了解越多越有助于理赔。 

接受警察询问时，应保持冷静，证词要前后一致。如果不会英语，

至少要对警察讲出“Chinese”（中文）等词，以便联系提供翻译。 
（2）各州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略有不同。详细情况如下： 

● 堪培拉首都地区； 

● 北领地（PDF）； 
● 新南威尔士州； 
● 维多利亚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西澳州； 
● 昆士兰州（PDF）； 
● 南澳州。 
（3）不要为伤者或任何财产损失现场赔钱，保险公司将对事故进

  

https://www.accesscanberra.act.gov.au/app/answers/detail/a_id/39/kw/car%20crash
http://www.transport.nt.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20/38108/handbook.pdf
http://roadsafety.transport.nsw.gov.au/stayingsafe/afteracrash/index.html
https://www.vicroads.vic.gov.au/safety-and-road-rules/road-rules/a-to-z-of-road-rules/crash-responsibilities
https://www.reportacrash.police.tas.gov.au/TCR/crashReport/welcome
http://www.police.wa.gov.au/Traffic/Reportatrafficcrash/tabid/1216/Default.aspx)
https://www.police.qld.gov.au/apps/reports/trafficCrash/
http://www.sa.gov.au/topics/transport-travel-and-motoring/motoring/roads-and-traffic/reporting-road-hazards/reporting-a-road-c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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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处理。应尽快将事故情况通知保险公司（即便不是您的责任）。

保险公司也可能因为没有立即报告而拒绝赔付，另外一方可能会在事后

推卸责任而索赔。保险理赔可通过邮寄、电话或在线申请等方式办理。 
凭罚款单及时到银行等指定地点缴纳罚款，勿当场支付罚金。 
3、驾照规定 
驾车需持用当地或外国有效驾照。请确保驾照有效。澳对初学驾

驶者的学习、训练及考试要求十分严格。澳各州对使用外国驾照驾车规

定不尽相同： 
（1）北领地允许短期来澳的外国人在 3 个

月内使用外国有效驾照。超过 3 个月须申请取得

当地驾照或豁免当地驾照证明。其他各州允许短

期入境外国人在驾照有效期内驾车。 
（2）外国人签证或国籍发生变化，或驾照

到期，需申请取得当地驾照。 
（3）持澳永久居留签证者最多被允许持外国驾照在澳驾车 3 个月

（自入境之日算起，但塔斯马尼亚州从签证签发之日算起）。超过 3 个

月，须申请取得当地驾照。 
（4）外国人在澳只能驾驶其外国驾照许可的车型，并须遵守该驾

照上的其他要求。 
（5）使用外国驾照开车须随身携带外国驾照。 
（6）如果驾照非英语，须同时携带正式英文翻译件。 
建议短期来澳持用国内驾照开车者要确保中国护照、签证、驾照

有效，在国内事先做好翻译件公证。来澳后如需翻译驾照，请联系有资

质的翻译员翻译。 
各州对外国驾照使用的具体规定及联系方式，见下表： 

驾照规定 主管机关联系方式 

堪培拉首都地区 Road transport information Authority 
北领地 Driver licensing 
新南威尔士州 Roads and Traffic Authority 

警示案例 

 

◆ 2015 年 4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新州涉藏

毒、冒用他人驾照、无

照驾驶被捕。 

  

http://www.rego.act.gov.au/licence/overseas-and-interstate-licence-information
http://www.rego.act.gov.au/functions/contact-us
http://www.transport.nt.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19997/G7-Information-for-Visitors-to-the-NT-DoT-09-March-2011.pdf
http://www.transport.nt.gov.au/about-us/contact-us
http://www.rta.nsw.gov.au/licensing/visitorstonsw/faq.html
http://www.rms.nsw.gov.au/cgi-bin/index.cgi?action=feedback.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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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州 Vic roads 
塔斯马尼亚州 Transport Tas 
西澳州 Licensing services 
昆士兰州 Licensing & registration 
南澳州 Transport SA 

更多公路交通的信息，请点击这里。请点击了解澳各州道路规则。

关于澳驾照、车检、路费、强制保险、租车和驾驶的有关信息，可访问

澳旅游者委员会网站。 
 
（三）自行车 

澳当地人喜好骑自行车，将其作为休闲、

运动或短距离绿色出行的方式。2014 年，全澳涉

自行车死亡 45 人。 
骑车从装备要求到骑行规则均与中国有很

大不同，如要求骑自

行车者必须戴头盔，

夜间使用照明设备

和警示灯等。骑车需

时刻注意行人和来往车辆。请点击这里，了解各

州骑自行车规定。 
 

（四）长途客车 

乘搭长途客车旅行方便、经济。通常可在客运公司网上预订车票。 
请点击这里，了解各州长途客运信息。请点击这里，访问澳灰狗公

司网站。 
 
（五）铁路  
澳铁路有 150 多年历史，以电气化铁路

为主。2004 年南北铁路干线贯通，成为连接

警示案例 

 
◆ 2015 年 3 月，1 名

到西澳探亲的 65 岁中

国公民清晨骑车外出，

在横穿马路时未看红

绿灯而被车辆撞击身

亡。事发时，老人未戴

安全头盔，所骑自行车

亦无车灯。 

  

https://www.vicroads.vic.gov.au/licences/renew-replace-or-update/new-to-victoria/overseas-drivers
https://www.vicroads.vic.gov.au/contact-us
http://www.transport.tas.gov.au/licence_information_folder/transferring_an_overseas_licence
http://www.transport.tas.gov.au/contact
http://www.transport.wa.gov.au/licensing/overseas-visitors-vehicle-licence.asp
http://www.transport.wa.gov.au/aboutus/contact-us.asp
http://www.tmr.qld.gov.au/Licensing/Visitors-and-new-residents/International-drivers.aspx
http://www.tmr.qld.gov.au/About-us/Contact-us.aspx
http://www.sa.gov.au/topics/transport-travel-and-motoring/motoring/interstate-and-international-motorists/driving-with-an-overseas-licence
http://www.transport.sa.gov.au/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roads/
http://www.australia.gov.au/information-and-services/transport-and-regional/roads-and-road-transport/road-rules
http://www.australia.com/explore/itineraries-ideas/drive-australia.aspx
http://cyclingresourcecentre.org.au/post/enforcement_road_safety/enforcement_bicycle_regulations/road_rules_for_bicycle_riders
http://www.busaustralia.com/
http://www.greyhoun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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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陆南北两端的大动脉。 
乘客可提前在 6 个月内预订车票。如需卧铺和餐点，通常需另付

费用。 
上车时大多无人检票，但车上有巡检员。一旦被发现逃票，将要

被处以高额罚款，并记录在案。 
详情请查阅澳铁路网，或访问基础设施和地区发展部网站。 

  

  

http://www.railaustralia.com.au/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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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路交通 

澳海运发达，主要港口有墨尔本、悉尼、

布里斯班、丹皮尔、伯尼、德文波特和珀斯等。

有的城市市内，或在大陆与部分离岛之间还开

通有渡轮。 
关于水路交通的详细情况及安全信息，请

访问基础设施和地

区发展部网站。 
海上搜救和漏

油电话： 1800 641 
792。运输安全中心

电话：1300 307 288。 
 

 
 

  

警示案例 

 

◆ 2014 年 3 月，某中

资公司所属货轮在停

泊昆州韦帕港外约 12
海里锚地等待进港靠

泊期间，1 名船员失踪。 

◆ 2015 年 4 月，1 名

中 国 船 员 在 昆 州

FRASER ISLAND 附

近海域落水失踪。 

  

http://www.portsaustralia.com.au/aus-ports-industry/map-of-australian-ports/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maritime/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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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内交通 

澳主要城市市内公共交通系统较为完善。除公共汽车外，部分城

市有地铁、轻轨、轮渡等。大多数交通枢纽、图书馆和游客中心都提供

当地公共交通信息。 
市内公共汽车的票价通常取决于乘坐的距离，有的不是逢站必停。

需要乘车时，可在站台向公交车司机招手示意。需要下车时，提前按车

上的下车呼唤按钮。乘客可以在上车时直接向司机付费，也可以在汽车

站购买公交储值卡，上下车时刷卡付费。 
请点击了解各州公共交通方式： 
● 堪培拉首都地区； 

● 北领地； 
● 新南威尔士州； 
● 维多利亚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昆士兰州； 
● 西澳州； 
● 南澳州。 
由于乘客和车辆数量有限，大多数城市，特别是非商业中心地区

的出租车不沿街揽客。如乘出租车，需要到专门的出租车停车点或拨打

电话提前预订。全国通用出租车订车电话：131 008。 
请点击这里，了解出租车收费标准。 

  

http://www.assistance.act.gov.au/child/transport_and_registration/public_transport_concessions_action_buses
http://www.transport.nt.gov.au/public/about-us
http://www.transport.nsw.gov.au/
http://ptv.vic.gov.au/
http://www.hobartcity.com.au/content/InternetWebsite/Transport/Getting_Around_Hobart/Public_Transport.aspx
http://www.qld.gov.au/transport/public-transport/
http://www.pta.wa.gov.au/
https://www.sa.gov.au/topics/transport-travel-and-motoring/public-transport-and-travel
http://www.131008.com/
http://www.taxifare.com.au/rates/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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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城市 

（一）堪培拉 

堪培拉（Canberra）是澳首都、澳联邦议会和政府各部门所在地。

“堪培拉”源于土著语，意为“相会之地”。
堪培拉既有城市特色，又具乡村风光，市

内湖光山色、绿树成荫，是一座幽静的“花
园城市”，也被称为“丛林首都”。每年有

上百万旅游者来此参观游览。 
堪培拉现有人口 32.3 万。除联邦议会、政府部门外，市内有澳科

学院、科技馆、澳国立大学、堪培拉大学及战争纪念馆、国立图书馆、

国家美术馆等机构。 
驻澳大使馆（请点击浏览地图）位于堪培拉市区，其领区为堪培拉

首都地区、南澳州和北领地。 
 
（二）悉尼 

悉尼（Sydney）是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澳最大、最古老、最繁华的

国际化大都市和港口城市。通常所说的

悉尼指悉尼地区，包括悉尼市及附近 44
个卫星城，总人口约 400 万，占全国总

人口的五分之一。 
悉尼是澳商业、贸易、金融、文化、

旅游中心，也是大洋洲海陆空交通和通讯枢纽。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

大学、麦夸里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位于悉尼。有 5 家全国性电视台和广

播电台总部设于悉尼。 
驻悉尼总领事馆（请点击浏览地图）位于悉尼市区，其领区为新南

威尔士州。 
 
（三）墨尔本 

  

http://www.canberra.com.au/
http://www.aph.gov.au/
http://australia.gov.au/
http://science.org.au/
http://science.org.au/
http://www.questacon.edu.au/
http://www.questacon.edu.au/
http://www.anu.edu.au/
http://www.canberra.edu.au/
http://www.awm.gov.au/
http://www.nla.gov.au/
http://www.nla.gov.au/
http://nga.gov.au/
http://goo.gl/maps/iTni5
http://www.sydney.com.au/
http://sydney.edu.au/
http://www.unsw.edu.au/
http://www.unsw.edu.au/
http://mq.edu.au/
http://mq.edu.au/
http://goo.gl/maps/GCheD
http://www.melbour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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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Melbourne）是维多利亚州首府、澳第二大城市。该市面

积 6,129 平方公里，人口约 352 万。该市气候常年温和，环境优美，素

有“花园城市”的美称。该市又因温差较大

且晴雨无常而号称“一天之内有四季”的城

市。 
墨尔本是澳主要的制造业和金融业

中心。市中心办公大楼林立，集中了澳各

大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墨尔本

还是一座文化名城。除著名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外，市内还有诸多体育

运动设施、画廊和工艺品市场。 
驻墨尔本总领事馆（请点击浏览领事部地图）位于墨尔本市区，其

领区为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 
 
（四）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Brisbane）是昆士兰州首府、澳第三大城市。该市面积

1，220 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该市为亚

热带气候，年均气温 24℃，平均日照 7.5 小

时/天，有“太阳城”之称。著名景点有黄金海

岸、南岸公园、袋鼠角和库萨山公园等。 
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请点击浏览地图）

位于布里斯班市区，其领区为昆士兰州。 
 
（五）珀斯 

珀斯（Perth）是西澳州首府、澳第四大城市。该市始建于 1892 年，

面积 54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190 万。珀斯

气候宜人，市内环境优美，有“野花之都”
美称。珀斯在全球宜居城市评比中多次名列

前茅。天鹅河（Swan River）横贯全市。市

内主要景点有珀斯铸币厂、珀斯野生动物园、

国王公园、钟楼等。 

  

http://www.ngv.vic.gov.au/
http://goo.gl/maps/6qbl8
http://www.brisbane.qld.gov.au/
http://www.goldcoast.com.au/
http://www.goldcoast.com.au/
http://www.visitsouthbank.com.au/
http://www.kangaroopoint.com.au/
http://www.kangaroopoint.com.au/
http://www.queenslandholidays.com.au/things-to-see-and-do/mt-cootha/index.cfm
http://goo.gl/maps/FOo3F
http://www.perth.com.au/
http://www.swanrivertrust.wa.gov.au/
http://www.swanrivertrust.wa.gov.au/
http://www.perthmint.com.au/
http://www.perthzoo.wa.gov.au/
http://www.bgpa.wa.gov.au/kings-park
http://www.thebelltower.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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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珀斯总领事馆（请点击浏览地图）位于珀斯市区，其领区为西澳

州。 
 
（六）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Adelaide）是南澳州首府、全澳第五大城市。该市面积

2,000 平方公里，人口约为 108 万。该市

位于托伦斯河岸，西靠圣文森特湾，东倚

阿德莱德山，是澳东部各州前往中西部的

交通中心。该城市风格独特，随处可见典

雅的维多利亚式和爱德华式建筑物。该市

每年 11 月举办方程式赛车，每两年举行

盛大的艺术节活动，因而拥有“节日之城”
的美誉。阿德莱德地区葡萄酒产量位居澳首位，也被称为“酒城”。 

目前，驻阿德莱德总领事馆（领区南澳州）尚在筹建之中。南澳州

目前仍属驻澳大使馆（请点击浏览大使馆地图）领区。 
 
（七）达尔文 

达尔文（Darwin）是澳北方领土地区首府。该市人口近 7 万，近半

数为土著，其他族裔还包括托雷斯海峡岛民、华人、印尼人及欧洲人。

达尔文属于热带气候，全年只有两个季节：11 月至 4 月是雨季，5 月至

10 月是旱季。 
达尔文市所属北领地系驻澳大使馆（请点击浏览大使馆地图）领区。 

 
（八）霍巴特 

霍巴特（Hobart）是塔斯马尼亚州首府，也是塔斯马尼亚岛上最大

的城市，被称为澳最适宜休闲的城市。该市位于塔斯曼公路的南端，占

地约 77.9 平方公里，人口约 13 万。 
霍巴特所属塔斯马尼亚州系驻墨尔本总领事馆（请点击浏览总领馆

领事部地图）领区。 
 

  

http://goo.gl/maps/A1URg
http://www.adelaide.com.au/
http://goo.gl/maps/iTni5
http://www.darwin.com.au/
http://goo.gl/maps/iTni5
http://www.hobart.com.au/
http://goo.gl/maps/6qb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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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凯恩斯 

凯恩斯（Cairns）位于昆士兰州东北

海岸，是昆州第三大城市，也是澳东北部

著名的旅游城市。该市面积 1，700 平方公

里，人口约 15.2 万。 
农业和旅游业是凯恩斯市的经济支

柱。农产品主要有蔗糖、热带水果、烟草、

玉米等。大堡礁是世界最大最长的天然珊瑚礁群，1981 年被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名录。 

凯恩斯所在昆士兰州系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请点击浏览总领馆地

图）领区。 
  

  

http://www.cairns.qld.gov.au/
http://www.greatbarrierreef.org/
http://goo.gl/maps/FOo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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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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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产物价 

（一）物产 

澳自然资源丰富，盛产羊、牛、小麦和蔗糖，是世界上最大的羊毛

和牛肉出口国；渔业资源丰富，捕鱼区面积大出国土面积 16%，是世界

上第三大捕鱼区，主要水产品有对虾、龙虾、鲍鱼、金枪鱼、扇贝、牡

蛎等；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上最大的铝矾土、氧化铝、钻石、钽生产

国，铅、镍、银、铀、锌、钽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 
澳货币为澳大利亚元。澳元近年汇率波动较大。2015 年 8 月，澳

元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约为 1:4.5，美元与澳元比价约为 1:1.3。 
 
（二）金融 

澳金融业发达，服务完善。主要银行有澳新银行（ANZ）、联邦

银行（Commonwealth Bank）、国民银行（NAB）和西太银行（Westpac）
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在悉尼均设

有分行。 
外币现金通常需要兑换成澳元后使用。国际信用卡被广泛接受。使

用银联卡可在分布在各大城市的逾 22 万家商户消费，也可从贴有银联标

志的 ATM 机上提取澳元现金。银联在澳 24 小时服务电话：1800 649 612。
在部分商店刷卡消费，可能需按要求另付刷卡手续费。建议避免携带大

量现金，尽量使用银行卡支付。 
个别超市设有自助缴费柜台。几乎所有商

店都装有摄像装置，购物时务请如数付款。 
 
（三）税负 

澳实行分税制，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联邦政府主要征收的税

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销售税、福利保险税、关税、消费税

等。各州政府主要征收的税目有：工资税、印花税、金融机构税、土地

税、债务税以及某些商业买卖的交易税等。在澳任何有收入的居民都需

要有税号（TFN）。申请税号及有关税率详情请查询税务局网站。 

  

http://www.anz.com.au/personal/
https://www.commbank.com.au/
http://www.nab.com.au/
http://www.westpac.com.au/
http://www.bankofchina.com/au/cn/index.html
http://www.icbc.com.cn/icbc/%E6%B5%B7%E5%A4%96%E5%88%86%E8%A1%8C/%E6%82%89%E5%B0%BC%E7%BD%91%E7%AB%99/cn/
http://au.ccb.com/sydney/cn/index.html
http://www.au.abchina.com/cn/
http://www.unionpayintl.com/column/zh/card/oceania/Australia/index.shtml
http://www.ato.gov.au/


56 

（四）消费者权益保护 

如遇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价格欺诈、租房纠纷、出租车绕路等，

可联系各州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 

地区 单位及联系方式 

堪培拉首都地区 Office of Regulatory Services 
北领地 Northern Territory Consumer Affairs 
新南威尔士州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 
维多利亚州 Consumer Affairs Victoria 
塔斯马尼亚州 Consumer Affairs and Fair Trading 
西澳州 Department of Commerce—Consumer Protection 
昆士兰州 Queensland Office of Fair Trading 
南澳州 Office of Consumer and Business Affairs 

  

http://www.ors.act.gov.au/community/fair_trading
http://www.consumeraffairs.nt.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
http://www.consumer.vic.gov.au/
http://www.consumer.tas.gov.au/
http://www.commerce.wa.gov.au/
http://www.qld.gov.au/law/fair-trading/
http://www.cbs.sa.gov.au/w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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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房产 

（一）租房 

房屋出租者通常会在当地报纸和房产中介办公地发布出租信息。中

介公司会帮助寻找合适的房屋并看房。租房者可能被要求预付租金。首付

通常包含合同到期后可返还的违约金。在澳租房需注意： 
1、一定要签署合同，否则合法权益没有保障。如果对合同条款有

疑问或有顾虑，建议签署前寻求专业律师咨询。租房者需履行相应义务，

建议访问各州官网了解更多信息： 
● 堪培拉首都地区； 
● 北领地； 
● 新南威尔士州； 
● 维多利亚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昆士兰州； 
● 西澳州； 
● 南澳州。 
2、在未仔细阅读、理解并接受租约所有内容前，勿轻易签署租约。 

3、与人合租的房租一般较低，但与合租者产生矛盾的可能性远大于

单独租房。尊重合租人的生活习惯，合理安排起居，注意卫生。勿介入合

租人隐私或家庭事务。 
4、切勿拒交房租。 
5、爱护房屋家具设施，未经书面同意，勿擅自对房屋设施进行改动。 
6、与邻居和睦相处，注意室外卫生。勿制造噪音，特别是在深夜。 
各州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公租房（Public Housing），但排队等候

时间通常会很长。关于公租房的更多信息，请点击访问各州相关网站： 
● 堪培拉首都地区； 

● 北领地； 

  

http://www.canberraconnect.act.gov.au/
http://www.nt.gov.au/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Tenants_and_home_owners/Renting_a_home.html
http://www.consumer.vic.gov.au/
http://www.consumer.tas.gov.au/renting
http://www.rta.qld.gov.au/
http://www.commerce.wa.gov.au/consumer-protection/renting-home
http://www.ocba.sa.gov.au/tenancies/index.html
http://www.dhcs.act.gov.au/hcs
http://www.territoryhousing.n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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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威尔士州； 
● 维多利亚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西澳州； 
● 昆士兰州； 
● 南澳州。 

 
（二）买房 

当地居民通常会根据就业、上学、社区条件等因素考虑购买房屋及

地产。在购房前，一般会选择先租住一段时间。

大多数房屋出售由中介机构完成，也有个别房

主直接出售房屋。 
非居民（非澳公民或澳永久居民）在澳

购买住宅房地产 ，应事先向外国投资审查委

员会申请并获得批准。 
点击这里，了解临时居民（PDF）和非居民（PDF）购买不动产的

要求。请点击这里（PDF），了解外国人购房的基本信息。 
如何申请住宅房地产的信息，请点击这里。常见问答，请点击这里。 
关于在澳出售、购买或建造房屋的信息，请点击访问澳商务部网站。 
各州房屋购买、出租、出售的要求，请点击这里。 

 

  

http://www.housing.nsw.gov.au/
http://www.housing.vic.gov.au/
http://www.dhhs.tas.gov.au/
http://www.housing.wa.gov.au/
https://www.qld.gov.au/housing/public-community-housing/public-housing-tenants/
http://www.chcsa.org.au/
http://www.firb.gov.au/content/default.asp
http://www.firb.gov.au/content/default.asp
http://www.firb.gov.au/content/guidance/downloads/gn2_jan2012.pdf
http://www.firb.gov.au/content/guidance/downloads/gn3_jan2012.pdf
http://www.firb.gov.au/content/publications/buying_a_home.pdf
http://www.firb.gov.au/content/real_estate/residential.asp
http://www.firb.gov.au/content/faq.asp
http://www.australia.gov.au/information-and-services/family-and-community/housing-and-property
http://www.australia.gov.au/information-and-services/family-and-community/housing-and-property/buying-selling-or-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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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诈骗 

澳大利亚法律体系和中国不同。请注意，不少在中国被认为是经

济犯罪而触犯法律的案件，在澳可能被视为普通经济纠纷而不会追究

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据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报告，2014年，全澳 9万多人报告被骗，

涉及金额超过 8,000 万澳元；截至 2015 年 7 月，委员会又接到 4.5 万

件诈骗投诉。 
在澳中国公民盲目投资而上当受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案件时

有发生。来澳投资除了要了解投资项目本身的情况外，还要了解联邦及

各州相关法规，降低风险，特别要注意防范各类诈骗。 
 
（一）常见诈骗 

澳常见诈骗种类： 
1、快速赚钱类：编造看似合理可信的项目，以快速

赚钱做诱饵骗取钱财。主要形式有遗产骗局、尼日利亚骗

局、回扣骗局、预付款骗局。不存在可以快速致富的计划，

在提供个人信息或付款之前要三思而行。了解此类骗局的特点和防范措

施，请点击这里。 
2、虚假中奖类。以您赢得一个从未参加的彩票或其

他中奖项目，试图欺骗您先期付款或提供个人信息，主要形

式有彩票中奖、免费或打折旅行等。了解此类骗局的特点和

防范措施，请点击这里。 
3、虚假慈善类。冒充慈善机构人员，以为自然灾害

慈善捐款等为由骗钱。了解此类骗局的特点和防范措施，

请点击这里。 
4、浪漫约会类。利用交友网站、软件或社交媒体，假

装约会，利用感情引诱您给钱、送礼或提供个人信息。了解

此类骗局的特点和防范措施，请点击这里。 
  

http://www.scamwatch.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693900
http://www.scamwatch.gov.au/news/australians-lose-over-80-million-to-scams-in-2014
http://www.scamwatch.gov.au/news/australians-lose-45-million-to-scams-in-2015
http://www.scamwatch.gov.au/news/australians-lose-45-million-to-scams-in-2015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unexpected-money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unexpected-winnings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fake-charities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dating-romance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unexpected-money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unexpected-winnings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fake-charities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dating-ro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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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品买卖类。引诱您购买商品或服务。诈骗形式

有虚假账单骗局、网上购物骗局等。了解此类骗局的特点

和防范措施，请点击这里。 
6、就业投资类。允诺提供所谓的就业或投资机会。

骗局形式包括传销骗局、工作就业骗局等。了解此类骗局

的特点和防范措施，请点击这里。投资诈骗，请见后文。 
7、盗用身份类。盗用您的个人、信用卡信息，或盗

用身份开设诈骗账户等。诈骗形式包括盗用身份、网络钓

鱼、黑客等。了解此类骗局的特点和防范措施，请点击这

里。 
8、威胁敲诈类。盗用您的身份或钱财，包括以威胁生

命或“绑架”电脑进行敲诈。了解此类骗局的特点和防范措施，

请点击这里。 
跟进最新诈骗预警信息，请点击这里。 

 
（二）防范诈骗 

1、诈骗无处不在。在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当面或通过社

交媒体与不认识的人或机构接触时，首先要排除是否是骗局。遇到“天
上掉馅饼”则更可能是骗局。 

2、了解您的交往对象。如果通过网络相识，或不确认对方身份，

最好搜索了解对方以及与他们交往过的人员情况。 
3、不要打开可疑文档、广告或电子邮件（应直接删除），通过第

三方如电话黄页、网上搜索等，而不是对方提供的联系方式验证其身份。 
4、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锁好信报箱，粉碎个人账单等重要文件，

妥存密码，勿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和照片可能被利用

去伪造身份或把您列为诈骗目标。 
5、妥善保存手机及电脑。采用密码保护，不要告诉他人，更新杀

毒软件，备份数据，保管 WIFI 密码，避免使用公用计算机或免费无线

网络登录银行账号或提供个人信息。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buying-or-selling/online-shopping-scams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jobs-investment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attempts-to-gain-your-personal-information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attempts-to-gain-your-personal-information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threats-extortion
http://www.scamwatch.gov.au/news/radar-alerts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jobs-investment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attempts-to-gain-your-personal-information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threats-extortion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buying-or-s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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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心设置密码。使用不容易猜出来的复杂密码并时常更新。安

全密码应包括大小写字母、数字、符号。不同的账号使用不同密码。 
7、当心任何索要个人信息或钱款的请求。

切勿把信用卡信息、在线账号信息或个人身份

资料给不认识或不信任的人，勿轻易将钱物汇

寄给他人。 
8、网上购物要谨慎。尤其要小心难以置

信的“便宜好事”。在信得过的网站购物。了解网

上购物骗局，请点击这里。 
 
（三）投资诈骗 

1、常见投资骗局 
（1）投资电话。以股票经纪或投资经理

身份，打电话称可提供低风险，快捷，高回报

的投资机会，或鼓励投资海外公司，还编造理

由称不需要澳金融服务执照（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AFS）。电话推销通常涉及股

票、财产抵押或高回报不动产投资计划、外币

交易等。 
（2）股份促销。通过电子邮件，或在网上发布帖子鼓励您购买行

情上涨的公司股份。骗子可能认为操控股价大起大落，从而骗取钱财。 
（3）投资说明会。以投资专家或白手起家者的身份提供投资建议，

故意引导您投资高风险行业，或通过收取入场费、兜售高价投资资料等

骗取钱财。 
（4）养老金诈骗。扮演理财顾问，声称有办法让您提前支取养老

金。一旦到手，骗子就会收取高额手续费或让您血本无归。了解养老金

有关规定，请点击这里。 
2、骗局征兆 
遇以下情况，可能是投资骗局： 

警示案例 

 

 ◆ 2013 年 12 月，澳

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发布信息，

提醒消费者注意防范

“Woolworths 消费者满

意度调查”骗局。该调

查以支付 150澳元礼品

券为手段骗取消费者

银行账户信息。 

 ◆ 2015 年 4 月，多名

中国公民通过网络向

新州某公司投资贵金

属。后该公司突然倒

闭，当事人财产损失重

大。 

  

http://www.scamwatch.gov.au/types-of-scams/buying-or-selling/online-shopping-scams
http://asic.gov.au/for-finance-professionals/afs-licensees/
http://asic.gov.au/for-finance-professionals/afs-licensees/
https://www.moneysmart.gov.au/superannuation-and-retirement/how-super-works
http://www.scamwatch.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1088298
http://www.woolworths.com.au/wps/wcm/connect/website/woolworths/about+us/woolworths-news/scamalert
http://www.woolworths.com.au/wps/wcm/connect/website/woolworths/about+us/woolworths-news/scam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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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方不请自来，反复拨打电话，设法把您留在电话上，或以

错失良机为借口提醒您应该尽快行动。 
（2）收到陌生人不是指定给您本人的电子邮件，提供一家特定公

司的股份投资建议，有的还给您一种误发给您的印象。 
（3）声称“无风险”、“3 年内成百万富翁”或“快速致富”的广告或

投资说明会。 
（4）受邀参加免费投资说明会，实际上要继续参加今后的说明会

需要支付高额入场费。骗子可能告诉您愿意为入场费或投资提供贷款。 
（5）承诺可提前帮助解冻养老金

账户的广告。 
3、自我保护 
 （1）勿把个人信息给不请自来者，

勿回复提供投资建议或机会的电子邮件。

挂断电话或删除邮件。 
（2）警惕任何无风险或低风险、

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3）检查对方是否在安全投资委员会-ASIC 网站注册登记，所有

合法投资机构均应在网上注册，并持有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AFS
执照。 

（4）检查对方公司是否在 ASIC 录入的黑名单公司之列。如在，

则勿与对方交易。 
（5）即便对方施压，也不要急于在投资说明会上承诺投资，而应

向专业人士寻求独立的投资建议。 
（6）勿回复陌生人提供股份预测、投资建议的电子邮件，务必核

查有关公司的股票交易现值和近期表现情况。 

（7）55 岁以下人士切勿相信可提前解冻养老金账户。对老年人

预防被骗的专门忠告，请点击这里。 
更多投资诈骗信息，请点击访问《澳大利亚有组织严重投资犯罪

报告》（PDF）。 

  

http://asic.gov.au/
http://asic.gov.au/for-finance-professionals/afs-licensees/
http://asic.gov.au/for-finance-professionals/afs-licensees/
https://www.moneysmart.gov.au/scams/companies-you-should-not-deal-with
http://www.scamwatch.gov.au/get-help/advice-for-the-elderly
https://www.crimecommission.gov.au/sites/default/files/SOIFA_Report_030812.pdf
https://www.crimecommission.gov.au/sites/default/files/SOIFA_Report_0308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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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寻求帮助 

如果钱财被骗或个人信息被泄露给骗子，一般很难挽回损失，但

还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或防止更多损失： 
1、立即停止付款，并联系银行或信用卡公司，通知其停止转账或

冻结账户，或申请返还您的信用卡额度。 
2、恢复被盗身份。联系 iDcare，电话：1300 432 273；申请受害

者证明（Commonwealth Victims' Certificates）。 
3、及时报告主管部门： 

案件类别 报告单位 

银行相关诈骗 开户行或信用卡公司 

网络犯罪 Australian Cybercrime Online Reporting Network  

财经投资诈骗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欺诈和盗窃 当地警方：131 444，维州请点击这里。 

垃圾邮件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税收相关诈骗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其他诈骗 
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Scamwatch：1300 795 995，
在线报告诈骗，请点击这里。更多联系方式，请点

击这里。 

4、提醒他人。通知网站、社交媒体、电子邮件或电话供应商，以

便其采取措施，告知亲友，或报告所在行业协会等。 
5、更新网上密码。如果认为电脑或手持设备被入侵，应使用杀毒

软件检查，并更新网上密码。 
6、联系各州消费者保护机构。  
7、避免继续受骗。在骗局被识破后，骗子可能采取其他方式继续

行骗，如以执法机构名义联系要求支付案件调查费等，需继续保持警惕。 
8、请访问本手册紧急求助方式，联系其他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 
了解诈骗案例，请点击这里。 

  

  

http://www.idcare.org/
http://www.ag.gov.au/RightsAndProtections/IdentitySecurity/Pages/VictimsofCommonwealthidentitycrime.aspx
http://www.acorn.gov.au/
http://asic.gov.au/
http://www.police.vic.gov.au/content.asp?Document_ID=7
http://www.acma.gov.au/
https://www.ato.gov.au/
http://www.scamwatch.gov.au/report-a-scam
tel:1300795995
https://www.scamwatch.gov.au/report-a-scam
https://www.scamwatch.gov.au/about-scamwatch/contact-us
https://www.scamwatch.gov.au/about-scamwatch/contact-us
http://www.scamwatch.gov.au/get-help/real-life-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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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医疗 

澳大利亚医疗体系收费极为昂贵，单以住院普通病床为例，每晚

收费上千甚至数千澳元，且不包括医生诊治费、检验费及药物费等。临

时来澳中国公民不在 Medicare 保健范围内，如无保险而在澳发生重大

意外或疾病，医疗支出将可能给您及家人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建议

短期来澳者事先在国内或抵澳后在当地购买适

合自己的医疗保险、旅行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

购车、租车购买车辆全险。 
 
（一）医疗体系 

澳医疗体系健全。自 1984 年，澳建立起

了全民基础保健计划（Medicare）与私人（商业）

医疗保险相结合的综合医疗服务体系。 
澳医疗机构按管理分公立和私立两种，按

业务分为社区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专

科医生和综合性医院。 
公立医院包括政府建立医院，或由宗教、

福利组织建立后由政府接管的医院。公立医院

由联邦或地方政府管理并支付医生工资。大多

数床位、急诊或综合性诊治都在公立医院。私

立医院由盈利或非盈利机构所有，大部分为营

利性机构。社区医疗服务由公立或社区非政府

机构提供。除急诊外，普通疾病须先由社区医

生处理，大病由家庭医生转介到专科医院或综

合性医院诊治。 
请访问人力服务部网站，浏览有关医疗服

务的中文资料。 
 

警示案例 

 

 ◆ 2014 年，驻悉尼总

领馆处理多起涉中国

公民意外伤害和突发

疾病案件，当事人因未

购买保险，需承担巨额

费用。详情请点击这

里。 

 ◆ 2015 年 4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昆州布里

斯班其住家突发心脏

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 2015 年 4 月，另 1
名有心脏病史的中国

公民在航班上呼吸困

难，抵达凯恩斯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  

◆ 2015 年 5 月，1 名

中国公民抵达昆州布

里斯班机场后突发脑

溢血，经抢救无效死

亡。 

  

http://www.bupa.com.au/health-insurance/cover/overseas-visitors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Home%E2%80%94
http://www.medicareaustralia.gov.au/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customer/information-in-your-language/chinese
http://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chn/lsbhyxz/t1141848.htm
http://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chn/lsbhyxz/t11418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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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诊 

如果遇到意外伤害或病重而不能自行前往医院，可拨急救电话

000，呼叫救护车。就诊时，请携带有效证件（如护照）。 
查找公立医院，请点击这里。查找就近的诊所或医院，请点击

这里。如果您不会说英文，也可寻找华人开办的医疗诊所。 
患者在入院时可选择作为公费病人或自费病人。公费病人则不需

要支付药费、医院指派医生的诊疗费、床位费、餐费或其他医疗服务

费用。自费病人需要向医生和医院支付住院费，但

也不必缴纳全部费用。如果病人有私人健康保险，

大多数费用通常由私人医疗保险和 Medicare 共同

承担。 
患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Medicare报销费用：

向医生付款后再向申请报销；向 Medicare 申请支

票；医生直接向 Medicare 报销。 
澳偶有流行性感冒，在传播季节到来前可到诊所或医院注射流感

疫苗。流行性疾病预警，请点击这里。您也可访问世卫组织网站。该

网站还提供澳国别卫生信息（中文）。 
 
（三）购药 

澳实行医药分离，医生只负责看病开处方。处方药物通常需要到

药店购买。公立医院为住院患者可免费提供药物（含处方药）。非处方

药可以在药店或一些超市购买。 
澳实行药品福利计划（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PBS）。全

国4,800余所药店向Medicare者免费提供600余类1500余种价格合理、

高效、必要的常用处方药物。通常，患者只承担一定限额的药费，超过

部分由 PBS 承担。 
如欲进一步了解有关信息，请访问澳卫生部网站。 

 
（四）医疗保险 

  

http://www.myhospitals.gov.au/
http://www.healthdirect.gov.au/australian-health-services
http://www.healthdirect.gov.au/australian-health-services
http://www.medicareaustralia.gov.au/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Health%2BWarnings-1
http://www.who.int/zh/
http://www.who.int/zh/
http://www.who.int/countries/aus/zh/index.html
http://www.pbs.gov.au/pbs/home
http://www.pbs.gov.au/pbs/home
http://www.health.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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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dicare 
澳对本国公民、新西兰公民、澳永久居民和来自互惠医疗保健协

议国家（与中国无此协议）的外国人实行基础保健计划（Medicare）。

Medicare 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财政税收。 
符合条件者可以申请医疗保健卡（Medicare Card），持卡人就诊

费用大多由 Medicare 承担，通常不需要自己付

费。持卡人享有以下权利：在公立医院或指定

慈善医院、私人医院享有免费住院、用药、照

护或其他医疗服务；在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可

选择作为医生的私人病人对待。Medicare 不负

责海外医疗费用、美容费、救护车费，以及到私人诊所的牙科、理疗、

配镜等费用。 
2、私人保险 
作为 Medicare 的重要补充，不少当地居民还会选择购买私人（商

业）医疗保险，以获得更快捷、更有效的医疗服务。 
购买私人保险者可选择去私立医院，也可到公立医院以自费病人

身份就医，还可选择医生和优先住院。全澳每年约有 11%的医疗费由私

人医疗保险分担。联邦政府对全国 40 余家提供私人医疗保险的保险公

司进行监管，鼓励公众办理私人医疗保险。 
除考虑个人需求与保费外，购险要注意了解保单所列给付范围，

如是否包括意外伤害、突发疾病的门诊及意外身故等，并确保涵盖在澳

停留时限。 
请点击这里，获得澳私人保险公司相关信息。点击这里，咨询或

投诉医疗保险问题。 
 
（五）留学生健康 

在澳留学生是安全高风险人群。除交通、涉水等易发事故外，在

澳中国留学有意无意地和亲友失去联系，或因身体疾患、心理疾病等原

因而意外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留学生本人及其家人应关注学生身心健

  

http://www.medicareaustralia.gov.au/
http://www.privatehealth.gov.au/
http://www.phio.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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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外国学生在入学时须通过校方或自行在线申请办理留学生医疗保

险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OSHC。保险可支付留学生在澳求学期

间发生的大多数的医疗费、住院费用、处方药费和急诊救护车费。 
1、自身重视。疾病不分年龄，切勿自恃年轻，盲目认为身体健康

无虞。 
2、注意饮食。有的学习压力大，有的年

龄偏小而无家人陪伴照料，更要注意饮食卫生

和营养搭配。 
3、注意锻炼。经常和适度的身体锻炼不

但有利于自身健康，而且有助于提高学习质量。 
4、定期体检。即便自我感觉十分健康，

仍有必要每年做一次全面体检。 
5、及时就诊。身体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

院就诊，不能熬时间，更不能只靠自服药物应

付了之。 
6、保持联系。定期与国内家人或亲友保持联系，及时告知健康情

况，并通报行踪。 
7、重视心理健康。积极上进，与人友善相处，如在学习、生活中

遇到难题，应及时与亲友沟通，或看心理医生，也可在当地寻求帮助。 
  

警示案例 

 

◆ 2015 年 6 月，1 名

中国留学生疑因感情

问题在新州烧炭自杀。 

◆ 2015 年 6 月，1 名

中国留学生疑患抑郁

症在昆州黄金海岸住

地附近湖中被发现溺

水死亡。 

  

https://www.oshcallianzassistanc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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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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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俗禁忌 

澳居民来自世界各地，以信仰基督教者居多，也有信仰伊斯兰教、

佛教、印度教者。原住民有自己的信仰。澳倡导多元文化。主要禁忌、

穿着、饮食和丧葬习俗等因族裔不同而呈现多样化。 
无论财富、地位，当地人喜欢平等待人，通常喜欢称呼人名，用

伙计（Mate）而不是先生、女士之类的尊称。说话一般开诚布公，比较

直接，喜幽默自嘲。“没事儿（No worries）”是常见口头语。 
 
（一）社交礼仪 

朋友聚会通常轮流买单或平分账单。 
应邀参加烧烤等非正式聚会，可携带啤

酒等以示谢意，也可询问主人是否需要带些吃

食，或是否需要帮忙准备或收拾。 
参加晚宴通常可携带品质较好的红酒、

巧克力或鲜花。 
除非请柬明示或主人明确要求，或正式

商业谈判需要穿着正装，一般可着便装。 
到访要提前预约。正式活动需要准时到达，参加烧烤活动或非正

式聚会通常不要迟于１５分钟抵达。 
 
（二）公众场合礼仪 

在银行、提款机、超市、车站等地注意

排队，并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 
与儿童合影应先征得家长同意，勿擅与

陌生儿童发生身体接触（如摸头等）。遵守未

成年人保护法，勿殴打儿童，否则易被举报并

被追究责任，留下家庭暴力记录。 
土著居民较保守，大多不喜欢游客拍照。 

警示案例 

 

 ◆ 2015 年 7 月，1 名

中国公民在新州因触

碰未成年儿童隐私部

位，被控性骚扰被捕。 

  

https://www.dss.gov.au/our-responsibilities/settlement-and-multicultural-affairs/programs-policy/a-multicultural-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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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交通工具、商店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禁止吸烟。 
澳实行垃圾分类管理，请注意按要求分类并投入相应垃圾桶。 
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不靠小费，小费不是必须的。如服务人员

为你提供了额外服务，可适当给小费。 
 
（三）节假日 

澳全国节假日主要有：新年（1 月 1 日）、澳大利亚日（1 月 26
日）、复活节、澳新军团日（4 月 25 日）和圣诞节（12 月 25 日）等。 

各州公众节假日有所不同，详情，请点击这里。 
 

  

http://www.environment.gov.au/protection/national-waste-policy
http://australia.gov.au/topics/australian-facts-and-figures/public-holidays%23NationalPublic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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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信电源 

（一）通讯 

澳手机网络是 GSM 制式，与中国“全球通”兼容。手机信号覆盖了

澳 99%的人口，但仅覆盖了全国 25%的面积。澳电信有限公司（Telstra）、
奥普特斯公司（Optus）和沃达丰（Vodafone）都声称其服务能覆盖 95%

以上的人口，但事实上，在偏远地区可能信号不好，

甚至在大城市的某些地方信号也不稳定。 
澳网络供应商较多。请点击这里，帮助您选

择合适的网络服务。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关于固

定电话的信息。 
如已开通国际漫游服务，中国国内主要电信

商的手机号通常可在澳使用。具体情况，请咨询国内电信商。 
从总体上讲，较中国而言，澳通信费偏贵。在大部分华人超市、书

报亭均有国际 IP 电话卡的销售，可按照电话卡背面的使用说明拨打国际

长途电话。 
澳国家电话区号为 61。从中国国内拨打澳电话号码方式为：0061+

地区号+电话号码，如拨打当地电话（02）区号的座机方法是：0061+2+
座机号。从澳拨打国际长途电话方法是：0011+国家号码+地区号+电话

号码。比如拨打中国手机，方法是：0011+86+手机号；拨打北京的座机

的方法是：0011+86+10+座机号。 
更多关于澳通讯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二）电源 

澳标准电压为 230 伏（允许+10%及

-6%的误差）、50Hz，插头标准为 I 型。 
如对电压要求不高，在使用转换插

头后，国内带来的电器通常可直接使用。 

  

http://www.telstra.com.au/
https://www.optus.com.au/
http://www.vodafone.com.au/
https://www.mybroadband.communications.gov.au/
https://www.communications.gov.au/what-we-do/phone/phone-services
https://www.communications.gov.au/what-we-do/phone/phone-services
https://www.communication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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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译帮助 

英语是澳官方语言。需要英语翻译服务的中国公民可通过如下途径

获得帮助： 
（一）澳全国翻译资格认证网（NAATI-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是澳全国外语翻译的专业网站，

登录该网站，可了解有资质的翻译员情况，包括姓名、技能、特长、地

址、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注册译员翻

译的驾驶执照等文件，通常可直接使

用。 
（二）为便于在澳非英语外国人

交流，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提供全国

翻 译 服 务 (TIS-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并开通 24 小时热线：131 450。该热线为符合一

定条件的当事人提供部分免费翻译服务。 
点击阅览免费翻译服务的中文手册（PDF）。在线预约翻译服务，

请点击这里。电话翻译服务，请点击这里。文本翻译，请点击这里。翻

译服务其他联系方式，请点击这里。 
（三）澳成年移民英语计划（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为符

合条件的非英语人士提供最长达 510 小时的英语培训。 
 

 
  

  

https://www.naati.com.au/online/
https://www.naati.com.au/online/
https://www.naati.com.au/online/
http://www.tisnational.gov.au/
http://www.tisnational.gov.au/
http://www.magenta.org.au/resources/Chinesetelephoneinterpreter.pdf
http://www.magenta.org.au/resources/Chinesetelephoneinterpreter.pdf
https://www.tisnational.gov.au/Agencies/Forms-for-agencies/New-Job-booking-form
https://www.tisnational.gov.au/Agencies/Help-using-TIS-National-services/Telephone-interpreting
https://www.tisnational.gov.au/Non-English-speakers/Document-translations
https://www.tisnational.gov.au/Help-using-TIS-National-services/Contact-TIS-National
https://www.education.gov.au/am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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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用联系方式 

 
 

单位 总机、热线 
 

更多联系方式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02 8235 5888 点击这里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1 800 860 0999 
   

点击这里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02 9373 8600 
   

点击这里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1 300 889 628 点击这里 

国泰航空公司 131 747 点击这里 

政府门户网站 

澳驻华大使馆 （010）5140 4111 更多方式 

外交贸易部 点击这里 
移民与边境保护部 点击这里 境内办事处 

农业部 点击这里 各地联系方式 

基础设施和地区发展部 点击这里 

铁路网 点击这里 

卫生部 点击这里 

医疗保健系统 点击这里 

教育部 点击这里 

留学官方网 点击这里 

气象局 点击这里 各地办事处 
 
 

  

http://www.bankofchina.com/au/cn/index.html
http://www.bankofchina.com/au/cn/4-18.html
https://www.airchina.com.au/AU/CN/Home
https://www.airchina.com.au/AU/CN/contact-us/asia-pacific/
http://au.ceair.com/
http://au.ceair.com/muovc/main/en_AU/Static_pages/ServiceLocation.html
http://www.csair.com/au/zh/index.shtml
http://www.csair.com/au/zh/tourguide/before_ready/static/gnxsjg/index.shtml
http://www.cathaypacific.com/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x/en_AU/about-us/contact-us.html
http://www.directory.gov.au/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
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ontact.html
http://dfat.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dfat.gov.au/Pages/contact-us.aspx
http://www.border.gov.au/
http://www.border.gov.au/about/contact
http://www.border.gov.au/Lega/Lega/Help/Location/australia
http://www.daff.gov.au/
http://www.daff.gov.au/about/contactus
http://www.daff.gov.au/about/contactus/our-offices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roads/
https://infrastructure.gov.au/utilities/contact.aspx
http://www.railaustralia.com.au/
http://www.railaustralia.com.au/contactUs.php
http://www.health.gov.au/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health-central.htm
http://www.medicareaustralia.gov.au/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customer/contact-us/
https://education.gov.au/
https://education.gov.au/contact-department
http://studyinaustralia.gov.au/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footer/about-us/about-us
http://www.bom.gov.au/
http://www.bom.gov.au/inside/contacts.shtml?ref=hdr
http://www.bom.gov.au/inside/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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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驻澳使领馆联系方式 

使领馆（网站） 领区 电子信箱 领保应急电话 地图 
驻澳大使馆 堪培拉首都地区、南澳州、北领地 请点击这里 0418 452 387 请点击这里 
驻悉尼总领事馆 新南威尔士州 请点击这里 0413 647 168 请点击这里 
驻墨尔本总领事馆 维多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 请点击这里 0417 114 584 请点击这里 
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 昆士兰州 请点击这里 0406 318 178 请点击这里 
驻珀斯总领事馆 西澳州 请点击这里 0416 132 339 请点击这里 

 
请注意： 
1、外交部领保呼叫中心 24 小时值班电话：0011 86 10 12308。 
2、驻澳使领馆应急电话仅限中国公民在涉领事保护紧急情况下使用，请注意按上表区分领区。 
3、申请领事证件或接受其他领事服务，通常应按领区划分提出申请。驻澳使领馆已统一办证须知。 
4、大使馆新浪微博：@澳洲飞鸿；腾讯微博：@澳洲飞鸿；微信订阅号：aozhoufeihong。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
mailto:consulate_aus@mfa.gov.cn
http://goo.gl/maps/iTni5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xn/
mailto:visa_passport_sydney@mfa.gov.cn
http://goo.gl/maps/GCheD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merb/
mailto:consulate_melbourne@mfa.gov.cn
http://goo.gl/maps/6qbl8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blsb/
mailto:chinaconsul_bri_au@mfa.gov.cn
http://goo.gl/maps/FOo3F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qhf/ps/
mailto:chinacon@iinet.net.au
http://goo.gl/maps/A1URg
http://cs.mfa.gov.cn/gyls/lsgz/ztzl/lsbhyfwyjzx/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xdt/t1045780.htm
http://weibo.com/aozhoufeihong
http://t.qq.com/aozhoufeihon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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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旅居澳大利亚 
十大安全忠告 

 
为进一步加强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在总结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澳

发生的安全事故的基础上，驻澳使领馆联合向公众发布《中国公民旅居

澳大利亚十大安全忠告》，以帮助旅居澳大利亚中国公民公众提高防范

能力。 
 
一、留意预警信息。浏览中国领事服务网，了解澳大利亚国别信

息。关注中国驻澳使领馆网站发布的动态安全信息，遵从安全指导。摘

记并携带驻澳使领馆紧急联系方式，做到有备无患。 
二、注意人身安全。澳总体治安良好，但涉及人身安全的事故仍

时有发生。保持和亲友联系，及时提供行踪及联系方式。外出及在与人

交往时要注意安全。女性独行，夜间外出，场所偏僻或会见陌生人尤需

小心。 
三、注意财物安全。在旅游景点、商场、交通枢纽及其他人员流

动大的地区易发生偷盗案件。尽量少带现金，采取信用卡方式支付。妥

存贵重物品，切勿炫富。 
四、注意交通安全。交规左行，与国内相反。过街根据交通灯指

示，先右后左观察，确保双向安全。驾车乘车均须系安全带，儿童须使

用安全座椅。切勿疲劳、超速、醉酒或无照驾驶。行人优先，留意路况

和周边环境，防范人畜突然穿行。 
五、注意涉水安全。最好结伴而行，防范溺水事故。谨慎从事浮

潜、岩钓等高风险水上活动，小心离岸流。只在有安全人员值守区域从

事水上活动，遵守着救生衣或钉鞋等安全要求。注意看管儿童。 
六、防范自然灾害。遇热带风暴、极端高温、干旱、洪灾、丛林

火灾、危险动物攻击高发期，留意当地政府部门网站信息和新闻媒体报

道，及时跟踪事态，在必要时遵从当地政府部门指导，采取相应避险措

施。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xdt/t1120462.htm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xdt/t1120462.htm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dyz_658636/adly_658638/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dyz_658636/adly_658638/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zggmlsxz/yjdh/


76 

七、当心诈骗陷阱。在租房、投资、移民、找工作或网上购物时，

易发生诈骗。注意通过正规渠道，寻求专业咨询，维护自身权益。切勿

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越“划算”时越要当心。保护自身隐私，特别是银

行账户信息。 
八、重视身心健康。澳医药费昂贵，来澳前或抵澳后建议购买旅

行或医疗保险。注意沟通交流，及时调整心态。勿擅自采食野外食物，

特别是野生菌类。勿接受陌生人赠予的食物或香烟，或将食品、饮料等

置于公共场所无人看管，慎防恶意投毒。 
九、注意证件安全。护照、签证等是重要的身份证件，不可用作

抵押、代用品。注意携带复印件及备用护照照片。遗失或损毁证件将给

生活和旅行带来极大不便，注意妥善保管，及时换发护照并办理签证延

期。 
十、遵守当地法规。澳法律体系与中国不同。遵守当地法规，违

法将受到当地管辖。切勿主动并注意防范被动涉毒。尊重当地习俗，文

明出行。服从警察等强力部门指挥。遇到复杂法律问题应咨询专业律师

或寻求法律援助。 
 

在任何情况下，请切记：生命安全第一！ 

牢记报警求救电话：000！ 
  

  



77 

 
附件 1：《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 

（摘要） 
 
● 什么是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是指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外外交、领事机构维护海外中国

公民和机构安全及正当权益的工作。领事保护的实施主体是中国政府及

其派驻国外的驻外使领馆。中国目前有 260 多个驻外使领馆，他们都是

实施领事保护的主体。 
领事保护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向驻在国当局提出交涉、表

达关切或转达当事人诉求，敦促其依法、公正、及时、妥善地处理。 
领事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有关国际公

约、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中国和驻在国的有关法律法规。 
领事保护的内容是中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

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必要的人道主义待遇，以及与我国驻当地使领馆

保持正常联系的权利等。 
公民要求获得超出所在国国民待遇或因从事非法活动造成的法律

后果等，不属于领事保护合法权益的范围（详见“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

做什么”） 。 
在实践中，领事保护一般针对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受到

严重威胁或侵害的情况，如驻在国发生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重大事故

等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领事协助一般针对中国公民因

客观原因或者自身原因陷入困境的情况，如海外中国公民因疏忽大意丢

失财物等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领事服务一般指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的

证件办理、民事登记等服务，如换/补发旅行证件、办理公证/认证、婚

姻登记等。 
 
● 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一、如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为您撤离危险地区提供

咨询和必要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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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您在外国服刑，或被拘留、逮捕，可以应您的请求或经您

的同意进行探视。 
三、如您遭遇意外，可以协助您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 
四、如您遇到生计困难，可以协助您与国内亲属联系，请其协助

解决费用问题。 
五、如您在所在国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或涉及刑事案件，或突

发疾病，可以应您的请求，协助提供当地律师、翻译和医生等名单供您

参考，但并不保证其服务质量达到您的预期。 
六、如您需要寻找国外失踪或失联亲人，可以代为向所在国有关

部门提出请求。 
七、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颁发、换发、

补发旅行证件并进行加注。 
八、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为遗失旅行证件或无证件的中国公

民签发旅行证或回国证明。 
九、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为中国公民办理公

证或为当地相关部门签发的拟送往中国使用的文书办理领事认证。 
十、在与所在国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情况下，为居住在驻在国的

中国公民办理婚姻登记。 

 
● 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一、不可以为您申办他国签证或办理签证延期。 
二、不可以为您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  
三、不可以替您提起诉讼，不可以替您调查海外犯罪或死亡案件。

有关请求应由当事人向所在国当局提出。 
四、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程序或法律事务，不可以仲裁或解

决您与他人的劳资争议、商业纠纷、刑事案件、子女抚养权纠纷或家庭

事务。 
五、不可以帮助您在治疗、拘留或服刑期间获得比当地人更优的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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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可以为您提供导游、翻译等服务，或为您支付酒店、律师、

翻译、医疗及旅行（机、船、车票）费用或任何其他费用。 
七、不可以将您留宿在使领馆内，或为您保管行李物品。 
八、不可以为您购买免税物品。 
 
更多信息，请点击下载《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15 版）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lbsc_660514/P0201504303329053694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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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国际旅行证件温馨提示》 
（摘要） 

 
● 复印备用。为备急需，建议在出国前复印护照（护照资料页及加

注页、外国签证、出入境记录等），以及公证认证法律文书等资料。必

要时，也可事先办理重要文件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公证认证手续备用。 
● 应急资料。建议随身携带外方邀请函和邀请人姓名、地址、联系

方式等基本信息（有的国家规定当事人必须随身携带）。建议行前访问

中国领事服务网，摘记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以备

不时之需。 
● 入出外国。在外国入境、出境时，请主动向外国移民官员出示有

效护照和签证。请务必如实回答外国移民官员相关提问。在回答问题时，

请注意要与申请签证时提供的情况相一致。 
● 入出境材料。请根据要求如实填写外国人入境、出境卡及海关申

报单等表格，或按要求出示相关证明材料。请注意确认护照已加盖入境

或出境验讫章，并妥善保管入出境卡等材料，以免停留或出境时受阻，

甚至被处罚。 
● 留意护照有效期。在国外停留期间，请务必及时检查并留意护照

的有效期。如护照有效期不足一年，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换发新的

护照。 
● 留意签证有效期和停留期。通常凭签证许可的有效期或停留期限

内在目的国停留。个别国家签证没有停留期限，由移民官员在入境时批

注停留期。请留意签证或移民官批注的有效期或停留期，勿超期停留。 
● 慎重签署外文文书。各国法律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外期间，在完

全了解并接受外文文书内容、权利义务和使用目的前，请不要轻易在外

文文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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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官方公布信息为准。请事先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及我国驻

居住国相关使领馆官方网站，以了解最新办证须知、表格、费用等信

息,并预做准备。请勿轻信其他机构、个人或网站提供的各类资讯，

谨防上当受骗。 
● 妥善保存。请妥善保管护照、公证认证法律文书及其复印件。

为稳妥起见，请尽可能将上述证件存放在防火、防水、防盗的安全处

所。 
● 防范遗失。除非有关国家有特别要求，外出时宜携带护照复

印件。如确需携带正本，请随身妥善保管，特别是在机场、购物、餐

饮场所等人员密集区更应小心。请勿将护照单独放置在交通工具或手

提箱包内，也勿将护照与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等一并携带外出，以免

同时遗失。 
 
※ 请浏览《国际旅行证件温馨提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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