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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使 致 辞 

 
各位同胞: 

欢迎您阅读浏览《中国公民旅居澳大利亚手

册》（2014 版）。 

为使中国公民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法律、法

规及社会现状，最大程度地防范和减少安全风险，

驻澳使领馆于 2013 年编写并发布了《中国公民

旅居澳大利亚手册》，受到公众好评。 

当前，中澳战略伙伴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

头，两国政治、经贸、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来澳中国公民数量已达 82 万人次。 

中国驻澳使领馆致力于维护在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总结过去

一年涉中国公民安全形势的基础上，我们修订并发布《中国公民旅居澳

大利亚手册》（2014 版），希望对您的澳大利亚之行有所帮助。 

祝愿各位旅居澳大利亚平安、顺利、愉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二〇一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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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一、本手册以 PDF 电子书形式发布，免费提供给中国公民阅读，

旨在帮助您了解澳大利亚社会情况，知悉安全风险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性

措施。 
二、本手册的信息来源：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中国领事服务网

及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网站。本手册还参考了其他国家发布的澳大利亚国

别安全信息等。 
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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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出国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

项，同时在线登记您来澳的相关信息。 
四、虽然我们及时审查并更新本手册，力图使手册能尽可能多地涵

盖最新信息，但仍难以保证信息的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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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仍需由当事人根据当地法规和当时情况做出决定，并自行承担相应

风险和责任。 
六、本手册由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主持编写，得到了驻悉尼、墨尔本、

珀斯和布里斯班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在澳侨胞对本手册亦有贡献。 
七、如果您觉得本手册对您的澳大利亚之行有所帮助，请向您的亲

友推荐、转发。如对本手册有任何意见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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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lsbhzn/
http://cs.mfa.gov.cn/lsbhzn/
http://cs.mfa.gov.cn/zggmcg/zjzn/
http://ocnr.mfa.gov.cn/expa/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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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社会治安总体良好，但在其他国家的发生安全事故同

样可能在澳发生。总体上，短期来澳人员和留学生在澳安全风险较

大。在总结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澳发生的安全事故的基础上，中国驻

澳大利亚使领馆联合发布《中国公民旅居澳大利亚十大易发安全问

题》，以帮助旅居澳大利亚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 
一、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主要有超速、无照或持伪造驾照、醉酒驾车或不遵

守交规等，行人违章过街、习惯右行而错看方向等。交通事故是中

国公民在澳常见人身安全事故，不时发生车祸致人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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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系对方酒后、

吸毒后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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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等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地区，或停车场等僻静地区。犯罪分子偷盗

现金或贵重物品，此类案件的破案率较低。 
五、金融诈骗 
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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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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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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严苛。 
七、户外风险 
澳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户外交通、通讯条件可能较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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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须注意身体健康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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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及家人带来严重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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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人抵押扣留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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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失去联系 
失去联系主要是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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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亲友、监护人造成恐慌，也不利于自

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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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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澳大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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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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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ina-embassy.org/chn/lsfw/zggmlsxz/yj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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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结伴而行，防范溺水事故。谨慎从事岩钓、跳水等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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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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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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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安全第一！ 

 

报警电话：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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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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 万（2013 年 6 月）。英国及爱尔兰后裔占 74%，

亚裔占 5％，土著人占 2.7%，其他民族占 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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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北部 27℃，南部 14℃。 
澳最早居民为土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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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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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州和北方领土地区和堪培拉首都地区两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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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为澳国庆日。 
澳联邦议会实行普选，由女王（总督为其代表）、众议院和参议院

组成。主要政党有工党、自由党、国家党等。澳联邦政府由众议院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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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高等法院是澳最高司法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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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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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发达,农牧业、

采矿业为澳传统产业。农牧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

地位。澳盛产羊、牛、小麦和蔗糖，是世界上最大的羊毛和牛肉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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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gov.au/
http://www.act.gov.au/
http://www.act.gov.au/
http://www.aph.gov.au/
http://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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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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丰富，捕鱼区面积比国土面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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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工业以制

造业、建筑业和矿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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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钽的探明经济储量居世

界首位。服务业是澳经济最重要和发展最快的部门，已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产业。澳旅游资源丰富，海外游客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澳国际海、

空运输业发达。悉尼是南太平洋主要交通运输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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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金

融业成熟完善，监管严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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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货币为澳元，1 澳元≈0.93 美元（2014 年 7
月），外汇储备：516.63 亿澳元（2013 年 5 月）。 

澳对国际贸易依赖较大。出口主要包括铁矿石、煤、教育、旅游、

黄金、个人旅游、原油、天然气、小麦、铝矾土、铜矿、牛肉、铜、羊

毛制品等。进口主要包括个人旅行服务、原油、摩托车、精炼油、航空

器材、药物、通讯器材、黄金等。2013 年，澳外贸总额约 6,478 亿澳

元，其中货物贸易额为 5,231 亿澳元，服务贸易额为 1,248 亿澳元。

澳主要贸易伙伴依次为中国、日本、美国等。截至 2013 年底，澳对海

外投资累计达 1.6 万亿澳元，主要投资对象为美国、英国、新西兰、日

本等。外国在澳投资达 2.5 万亿澳元，主要来自美、英、日和国际资本

市场，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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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个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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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只负责给

全澳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提供经费、制定和协调教育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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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广泛推行职业教育。 
澳是一个高福利国家，福利的种类多而齐全，主要有失业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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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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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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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同澳大利亚自

1972 年 12 月 21 日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领导人保持经

常接触和互访。2013 年 4 月，中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dyz_608952/1206_608954/sbgx_60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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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境居留 

（一）签证入境 

1、签证 
中国公民来澳，或通过澳过境前往第三国，通常应事先申请并办妥

签证。 
澳大利亚签证主要分为移民、访客、工

作、学生及过境等类别。关于签证类别的介

绍，请点击这里。 
除在北京的驻华大使馆外，澳在上海、

广州、成都和香港开设有总领事馆，并在北

京、上海、广州开设了澳大利亚签证申请中

心。如何递交签证申请，请点击这里（PDF）。
澳签证申请中心只负责受理签证申请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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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澳政策，澳签证通常以电子签证方

式，而非传统的签证贴纸（Visa Label）方

式发出。获得签证者将收到一份关于签证详

细情况的电子邮件，申请人可自行保存或打

印后携带。在入境澳大利亚时或在澳停留期

间，澳有关部门通常不会要求外国人护照中

必须有贴纸签证。但如果您从第三国过境或

出境前来澳大利亚，请注意向当地主管机关

核实是否要求您护照中贴有澳签证贴纸。如

您想要贴纸签证，需填写相应表格并另外支

付贴纸签证费用。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承运航空公司职员

 
※ 网上流传的“赴澳免

签 3 月”消息不实。中澳之间

未就双边人员往来免签达成

协议，两国往来人员目前仍

需按对方要求申请并办理签

证。 
※ 申请澳签证应以官

方信息为准，切勿相信网络

或他人传言，以免上当受骗。

了解澳签证的最新信息，请

访问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网

站、驻华使馆网站及澳签证

申请中心网站。 

※ 建议持电子签证者

自行打印并携带澳驻华使

领馆发出的有关签证信函备

用。 

 

 

http://www.immi.gov.au/Visas/Pages/Find-a-vis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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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visa-china.com/
http://www.australiavisa-china.com/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files/bjng/Where-to-submit-a-visa-application.pdf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Visa_Evid.html
http://www.immi.gov.au/Help/Pages/Visa-Labels.aspx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Visa_Evid.html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Visa_Evid.html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xdt/t1152349.htm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lxdt/t1152349.htm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
http://www.australiavisa-china.com/
http://www.australiavisa-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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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电子系统确认乘客是否持有有效签

证。您也可自行登录网站（VEVO，Visa 
Entitlement Verification Online），免费查询

本人签证的号码、种类、停留期、入境次

数、签发日期、作废日期及其他注意事项。 
由于签证号码与您的护照相关联，已

在澳外国人如换发了新护照，应填写 929
表并就近递交给移民局办事处，以确保您

的信息得到及时更新。 
自 2014 年 2 月 12 日起澳将向中国商

务访客颁发 3 年多次入境签证。该多次签

证系针对访客签证（600 类别）中的商务访

客子类签证，有效期为 3 年，签证持有人可多次入境澳，每次允许在澳

停留不超过 3 个月。 
持香港、澳门特区护照因旅行、商务等事由需短期访问澳者，可

以持有效期至少 6 个月护照在线申请并延期访客签证（600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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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允许在澳境内停留不超过 72 小时。 
2、入出境 
入境时应向移民官员出示您的护照、签证和入境卡（Incoming 

Passenger Card-IPC)。请点击这里，查看入境卡（中文 PDF）式样。 
移民官员通常会向您询问一些简单的问

题，如“来澳的目的”、“计划停留多久”等，请

如实回答问询。如果您不懂英文，，必要时

可要求提供中文翻译服务。 
除非您主动要求，在离澳出境时，移民

官员通常不会在护照上加盖出境章。 
如有需要，在填写 1359 表格（PDF）后，你可以向各地移民局办

 
※  如事先已经过澳

批准，持有效 APEC 商务旅

行卡的中国公民，可凭有效

护照和 APEC 卡免签入境

澳。 

※  来澳前及在澳期

间，请留意您签证有效期和

停留期。如需延期停留，请

注意及时办理签证延期等手

续，确保在澳停、居留合法。 

 

http://www.immi.gov.au/e_visa/vevo.htm
http://www.immi.gov.au/e_visa/vevo.htm
http://www.immi.gov.au/allforms/pdf/929.pdf
http://www.immi.gov.au/allforms/pdf/929.pdf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140207MRvisa_ch.html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140207MRvisa_ch.html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211.html
http://www.immi.gov.au/Services/Pages/visitor-e600-visa-online-applications.aspx
http://www.immi.gov.au/Visas/Pages/771.aspx
http://www.immi.gov.au/Visas/Pages/77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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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travel/passenger-cards/
http://www.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travel/passenger-cards/_pdf/chinese-simplified-ipc-sample.pdf
http://www.immi.gov.au/allforms/pdf/1359.pdf
http://cs.mfa.gov.cn/zggmcg/apecshlxk/apeckjj_660485/
http://cs.mfa.gov.cn/zggmcg/apecshlxk/apeckjj_66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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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申请获取本人的 “国际旅行记录

（International Movement Records）”。 

 

 
◆ 2013 年，有报道称，当局在悉

尼非法移民羁留中心的在建工地上查出

包括 2 名中国公民在内的 4 名工人是非

法移民。其中 1 名中国公民所持签证限

制不得打工。 

◆ 2013 年，有中国留学生因签证

过期，在临近毕业时不得不离开澳大利

亚，导致学业受阻，推迟一年毕业。 

 
  

 
※ 澳移民主管部门一直

向查询记录者出具盖有印章的

“国际旅行记录”证明。自

2014 年 2 月 10 起，澳移民与

边境保护部调整国际旅行记录

的签发方式。该部将通过电子

邮件方式向提出查询的当事人

发送其本人的电子版国际旅行

记录证明。打印或电子版的证

明都将不再加盖移民与边境保

护部印章。电子版证明将通过

电子信箱以 PDF 格式附件方

式发出。 

 

http://www.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systems/movement-records.htm
http://www.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systems/movement-records.htm
https://www.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systems/movement-recor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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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关防疫 

1、海关规定 
请注意，澳免税政策不同于其他国家。多数个人物品， 如随身行

李携带的服装、鞋袜以及用于个人卫生和美容的产品（皮草和香精除外）

大多可享受免税优惠。入境前,请仔细

阅读入境卡（IPC)内容并如实填报。

在不能确定所携物品是否需要申报时，

请咨询航空公司乘务人员或最好选择

申报。 
（1）澳海关主要限制如下： 
● 现金。如携带 1 万元（含）以

上的澳元及等值外币，必须申报。如携带本票、旅行支票、个人支票、

汇票，还须按要求填写可转让证券表（BNI）并如实申报。 
● 烟酒。18 岁以上旅客允许免税带入的酒类不得超过 2.25 升，免

税带入的香烟、雪茄或其他烟草制品不得超过 50 支或 50 克。超出限额

部分将被征收关税或被收缴。 

● 药品。下列药品须申报： 
对行为举止或幻觉可能产生影响的兴奋类药品，如荷尔蒙类药品、

脱氢表雄酮及所有类固醇类药品。 
可能被误用、滥用而致依赖性药品，如

类固醇、麻醉镇痛药等。 
传统药品如含有对动植物有害成份，亦

须申报。用量在 3 个月内的处方药通常无需申

报，但建议携带英文处方和说明您需要服用有

关药物的医生证明。 
（2）禁止下列物品入境： 

 
※  切勿携带海关明

文规定的违禁物品入境。

不要为他人，特别是陌

生人携带物品，尤其是不

知情的物品。 

 

http://www.customs.gov.au/webdata/resources/files/ChineseSimp-Duty-freeConcessions_PRINT.pdf
http://www.immi.gov.au/managing-australias-borders/border-security/travel/passenger-cards/
http://www.austrac.gov.au/bn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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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洛因、大麻、可卡因、安非他命等

毒品。拥有、使用或贩卖非法药物可能被判

重刑和高额罚款。 
● 禁止盗版和色情

制品。携带盗版和色情制

品均属违禁。持有未成年

人色情物品系严重刑事

犯罪，最高可被判处 10 年监禁和 27.5 万澳

元罚款。 
在机场行李区或海关区可能遇到检疫

犬对行李或您本人进行“嗅检”的情况，请勿

紧张并给予配合，如实回答海关人员的问询，

并在被要求时开箱配合检查。 
在机场、海港的海关和边境控制区内禁

止使用手机、照相机、摄像机或其他摄录设

备。 
最新详情，请登陆澳海关网站，或了解

入境旅客申报要求，或出境旅客申报要求，

或查阅中文版《旅客指南》（PDF）。 
外国游客离境前 30 天内在当地购物，

如单张发票超过 300 澳元，出境时可在机场

内的 TRS（Tourist Refund Scheme）柜台申

请办理退税。 
 

 
 
◆ 据报道，2012 年 7 月，某贩毒团伙

从中国大量走私非处方药新康泰克感冒胶囊，

 
※ 澳大利亚量对涉毒

犯罪处罚十分严厉，除《海

关法》有规定外，对制造、

拥有、贩卖、吸食毒品各州

还有专门的法规。犯罪分子

通常以“来钱快”为由欺骗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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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旅行途中务必妥

善保管自己的行李，勿将其

置于无人看守状态，以防被

人恶意利用。 

※ 少数处方药物（如新

康泰克）含有麻黄碱等有毒

成分，限制入境。如确因本

人治疗需要，请注意适量

（不超过 3 个月的用量），

并携带中英文处方及医生

证明。  

 

http://www.customs.gov.au/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351.asp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351.asp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350.asp
http://www.customs.gov.au/webdata/resources/files/CHS_GuideforTravellers-KBYG_WEB.pdf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263.asp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26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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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货物或国际邮件系统将药物运送到澳制毒，数名中国留学生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因收送包裹而牵涉其中。 

◆ 2013 年 5 月，一名中国公民来澳旅游时，在布里斯班国际机场

被查出随身行李箱中发现违禁物品安非他命 510 余克，随即被机场联邦

警察拘押并移送审判。 

◆ 2013 年 7 月，一名中国游客因未申报自行携带的几条香烟而被

拘留 7 天并被从重罚款。 

◆ 2013 年，驻悉尼总领馆共处理 10 起代人领取涉毒邮包、贩运

毒品入境等领事保护案件，涉及内地居民 3 人，香港居民 10 人。如：

2013 年 3 月，一名中国公民在新州受网友委托从邮局领取包裹时，被

查出包裹中有大量含麻黄碱成分的药品，随即被澳海关官员逮捕并起诉。 

◆ 2014 年 1 月，一

名中国香港公民因携带

大额现金离境未申报，

在珀斯机场被警方扣留。 
 
2、检验检疫 
澳远离其他大陆，

自然条件独特。法律授

权澳政府阻止疾病或其

他可能对澳构成威胁的

物品进入。 
（1）下列物品须申报： 
● 食品（如生、熟食品及调料等）； 
● 动物制品（如羽毛、骨、角、象牙制品等）； 
● 植物制品（如木雕、草编制品等）。 
（2）严禁下列物品入境： 
● 乳制品、蛋及蛋制品（如月饼，但儿童偕行可携带配方奶粉）； 
● 非罐装的肉类制品（如腊肉、香肠、肉松及宠物食物等）； 

 

http://www.daff.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9/396081/autumn-moon-factsheet-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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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动物（哺乳动物、飞禽、昆

虫等）； 
● 活的植物（如盆景等）； 
● 含有被保护动物成份的传统药

物（如鹿茸制品等）； 
● 各类种子； 
● 新鲜或冷冻的各类水果、蔬菜。 
提取行李后，海关官员会查验入境

卡（IPC)，并询问是否有申报物品。如

其要求，应予配合并请将行李放到专门

设备上检验或接受开箱检查。 
   

3、卫生防疫 
根据签证种类和停留时间长短及

在澳的事由，您可能被要求在申请签证

前接受体检。 
在可能影响公众健康的疾病传播

期间，外国人抵澳时可能被要求进行严

格的健康检查，包括化验、观察等。请

注意访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该网站提供

澳大利亚国别卫生信息（中文）。 
更多关于对外国人健康要求的信息，

请点击这里。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关于

海关和检疫的信息。 
 

 
◆ 有报道称，2006 年，一名留学生因试图携带 400 克牛肉干和

800 克鸡肉肠入澳而被判罚一万澳元。 

 
※ 遵守澳动植物检验

规定，请点击访问澳农业、渔

业和林业部网站，了解关于动

植物检验的最新信息（中文）。 

※ 勿携带当局明文规

定禁止入境物品。建议不要

携带食品、动植物产品入境。

如确需携带，请注意如实申

报，并配合检查、处理。不

按规定申报而带入违禁物品

的，可能被罚款甚至被起诉。 

※ 违规带入含有蛋、

肉馅的月饼入境，违者将被

处以 220至 6万澳元的罚款，

甚至 10 年监禁。请勿向在

澳的亲友寄送或自行携带

月饼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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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int/zh/
http://www.who.int/countries/aus/zh/index.html
http://www.immi.gov.au/allforms/health-requirements/
http://australia.gov.au/topics/tourism-and-travel/customs-and-quarantine
http://www.daff.gov.au/languages/chinese
http://www.daff.gov.au/languages/chinese
http://www.daff.gov.au/languages/chinese
http://www.daff.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9/396081/autumn-moon-factsheet-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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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留入籍 

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有一套较

为严密的移民审批程序。 
澳居留签证分为临时居留签证和

永久居留签证两大类。临时居留签证分

长期商务签证（如 457 类别）和非商务

临时居民签证

（如文化、体育

交流人员和访问

学者），最长为

4 年。永久居留

签证为 5 年。您可以向澳驻华使领馆

或移民与边境保护部在各地的办事机

构递交申请，也可以通过在澳注册的

移民代理申请。 
符合条件的临时居民可申请转为

永久居民。获

得永久居留

权后 5 年内

在澳居住满

2 年以上，即有资格申请加入澳国籍。

加入澳国籍前须通过公民考试、入籍

宣誓等。澳永久居民在澳所生子女自

动获得澳国籍。 
澳承认双重国籍，但澳政府建议双

重国籍者持澳护照出入国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我国不承认双

重国籍。中国公民在加入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国籍后，其中国国籍自动

 
※ 移民诈骗是一种较为常

见的诈骗方式。澳移民与边境事

务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移民诈骗

活动。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网站的

“Migration Fraud”网页，发布有关移

民诈骗及预防措施的信息。如遇移

民诈骗，应立即报警，或拨打移民

与边境保护部热线电话（1800 009 
623）报案。以下情况可能是移民

诈骗： 
● 对方要您事先支付现金而

不给收据。 
● 费用出奇地高。移民收费

标准，请点击这里。 
● 对方不与您签合同。 
● 对方不告知具体办公地

点，而约您到咖啡厅或其他公共

场所见面。 
● 只向您提供一个邮政信箱

或手机号码。 
● 没有移民代理注册号码

（ Migration Agents Registration 
Number-MARN)。请点击这里，

验证对方的注册情况。 
在澳境外的移民机构无需强

制注册，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也

可能给部分海外机构识别号，但

其已经注册。 

 

http://cs.mfa.gov.cn/zlbg/flfg/crjxg/t9783.shtml
http://cs.mfa.gov.cn/zlbg/flfg/crjxg/t9783.shtml
http://www.immi.gov.au/migration-fraud/_pdf/fraud-summary-chinesest.pdf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immi.gov.au/migration-fraud/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immi.gov.au/Visas/Pages/Pricing-Estimator.aspx
https://www.mar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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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前往中国须持用外国护照申请签证，而不得申请办理或继续持用

中国护照。 
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护照、旅行证，请点击这里。外国人申请中国签

证，请点击这里。 
 

 
 

◆ 曾发生不法分子以办理“投资移

民”为幌子，在骗取中国公民数额不菲的

钱款后消失无踪的案件。 

◆ 曾发生犯罪分子给持短期打工度

假签证者发诈骗短信，自称是移民官员，

要求支付所谓的“签证申请费”，还有个别

不法分子冒充移民局工作人员，以违反签

证条款为由要求留学生支付罚金。 

◆ 2013 年

10 月澳移民部

长发布新闻稿，

警告通过一家

顾问公司以假

结婚或假文件取得居留和技术移民签证

的人士的签证申请将被拒绝，已批的签证

会被取消并被起诉。据估计，这家顾问服

务公司的诈骗活动，其“生意”超过 1,230
万元，受害者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申请签证的文件是伪造的。 

 
 

  

 
※ 防范移民诈骗 
建议直接登录移民与边境

保护部而不是其他网站获取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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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确认网站安全

之前，不要输入个人信息；如对某

个网站产生怀疑，搜索网上评论，

或访问到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网站，了解最新的诈骗案件信息；

小心来自免费 公众 电子信 箱

（如 Gmail 等）的邮件、陌生人发

来的广告或网站链接、以“亲爱的

消费者”之类称呼的邮件或为声

称可提供高收入就业机会的

邮件。 

※ 澳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网

站的“Living in Australia”网页为

初到澳定居的外国人在当地

生活、就业、入学等提供了比较全

面的信息，建议浏览访问。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hzlxz/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lsfw/qz/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scamwatch.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694239
http://www.scamwatch.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694239
http://www.immi.gov.au/
https://www.immi.gov.au/living-in-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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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防范 

（一）社会治安 

总体上看，澳政局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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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澳法律体系与中

国不同。中国公民在澳应遵守澳法律、法规，同时要在日常工作、生活

中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澳犯罪案件主要类型有：涉药品、酒精类犯罪、家暴、谋杀、抢

劫、性侵犯、非法持有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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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

吸毒或饮酒有关。 
1、 居家安全 

● 选择在安

全环境良好的社

区居住，并在居住

地安装防盗、录像、

报警设施。 
● 勿在家中

存放大量现金。 
● 在家时及出门前要确认并保持门窗

关闭。 
● 夜间回家应尽量乘坐电梯而不走楼

梯。 
● 提前准备好钥匙，不要到家门口才

找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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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民近年曾遇到

以下几类治安案件，需多加

留意： 

※ 小偷小摸。游客在

公众聚集的旅游地区容易

成为小偷小摸的目标。 

※ 人身攻击。曾发生

过女学生在与陌生人见面

时遭受攻击致重伤的案件。 

※ 入室抢劫。曾有中

国公民遭遇过入室抢劫案

件。 

※ 搭车遇害。曾发生过

女留学生夜晚搭乘陌生人车

辆进城，在途中被侵害、杀

害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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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屋，及时报警。 
● 不要轻易为陌生人开门，更不要轻易将陌生人带回家。 
了解更多居家安全的信息，请点击这里，访问司法部网站。 

2、外出安全 
● 不要单独与陌生人约

会，不要向陌生人透露您的

个人信息。女性尤要注意。 
● 尽量减少夜出，确有

需要则尽量选择在灯光明亮

的地方行走或逗留，并留意

周边安全。不建议女性在晚

上单独外出。 
● 不要搭乘陌生人车辆，

也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乘您的车辆。不要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 

● 锁好车门，不要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 

● 尽量不要前往偏远或人烟稀少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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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您的行李包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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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避免与他人争吵，也不要围观他人

争吵。 
● 在机场、监狱、军事设施及其他有

“禁止拍照”标识的地方，请勿照相。 
● 随身携带身份证件或复印件。如警

察检查您的护照等证件，应先请对方出示证件，并记下他的警牌号和警

车号。 

 
※ 澳虽未发生大规模

恐怖活动，但有恐怖袭击预

警体系。澳司法部网站发布

恐怖威胁等级信息。您也可

以致电国家安全热线（1800 

123 400）了解情况。请注

意根据预报保持警惕并适

当采取预防性措施。 

 

http://www.crimeprevention.gov.au/Informationresource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nationalsecurity.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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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援助 
澳各州均有受害者救助机制，为犯罪受害者提供必要帮助。了解

到当地救助机构的信息，请点击这里。当您遇到法律问题时，可向所在

地法律援助机构寻求帮助。如果需要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律师，须提交正

式申请。申请表可以从法律援助机构获得。 
法律援助机构将根据您的具体案情、经济情况、胜诉可能性以及

其他因素，决定是否为您提供律师。如果法律援助机构批准并为您指派

律师代理诉讼，通常情况下，仍需收取一些费用，具体金额视案情和诉

讼结果而定。 
各州和领地设有法律援助委员会(Legal Aid Commissions)。该机构

为刑事、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一些法律帮助，如电话咨询、

宣传册等免收费用。如需律师到场等服

务，需要满足有关机构公布的相关条件。 
如果您不会讲英语又希望打电话进

行法律咨询，可以先拨打翻译热线（131 

450），请会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的翻

译员帮您拨打并通过三方通话为您现

场翻译。与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当面咨询

如需中文翻译，应在预约时提出要求。 
如在澳遇民事、刑事等复杂的法律

问题，建议向专业律师进行咨询，或聘请专业律师代为起诉或应诉。 
 

 
◆ 2008 年 10 月，一名留学生在悉尼住处遭遇入室抢劫跳楼逃生

而坠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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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support.org.au/services.php
http://australia.gov.au/content/legal-aid
http://www.tisnational.gov.au/
http://www.tisnatio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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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请留意媒体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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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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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常见自然灾害有： 
 
1、恶劣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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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高温天气。澳各地夏季均可能

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3）干旱。最近一次旱灾于 2002 年到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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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致晒伤或脱水，建议外出时采取涂抹防晒霜和戴

帽等防护措施。 
请访问澳气象局网站，了解最新气象

信息，以及预警信息。 
 
2、洪水火灾 
（1）洪灾。澳洪水多由热带风暴带来

的强降雨所致，大多发生在北领地、昆士兰

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2）火灾。澳丛林火灾主要发生在每年 11 月到 2 月的夏季，可

能殃及房屋、公路、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甚至威胁生命。 

 
※  请勿驱逐小动

物，也勿擅自向鸟类投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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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类动物。 

 

http://www.abc.net.au/news/emergency/find-an-emergency/
http://www.bom.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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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qld.gov.au/e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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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州、南澳州、新南威尔士

州、塔斯马尼亚州、西澳州、北领

地及堪培拉首都地区。 
请点击这里（PDF），了解防

火方面的信息。 
 
3、动物攻击 

遵守澳野生动物保护法。请注

意，澳动物可能有危险，如水母（箱

形水母）、鳄鱼（淡水和咸水鳄鱼）、

鲨鱼、有毒昆虫（如

红背蜘蛛、漏斗网蜘

蛛）和毒蛇（内陆大

毒蛇）等。 
点击这里，了解

澳 30 种最危险动物的有关信息。点

击这里，了解澳野生动物保护的有

关信息。 
 

 
◆ 2009 年初，肆虐澳大利亚

东南部的山火致 180 余人死亡。 

◆ 2013 年 11 月，一名 18 岁

冲浪者在新州北岸科夫港遭到鲨鱼

袭击咬断双腿后身亡。 

 
※ 只在指定时段和有救生员

值守的红黄双色旗帜之间的海域活

动。 

※ 下水前应特别注意并遵守

现场公告栏上发布的提示信息。如

有必要，还可向海岸救生人员寻求

建议。 

※ 选择在天气良好的白天从

事水上活动，尽量结伴而行，并将

自己的去向告知家人或朋友。 

※ 未成年人在海边、河边活动

时，家长或亲属须注意看护、监管。 

※ 健康不佳，长时间驾车或剧

烈运动后不要从事水上活动，否则

容易出现体力不支或抽筋。 

※ 随时注意海浪、潮汐变化。

特别要警惕离岸流。离岸流是一种从

海岸快速流向海洋的狭窄而强劲

的水流，受海岸线的形状影响而形成。

在有礁石环绕的海滩，离岸流会可能

突然出现。如陷入离岸流之中，要保

持冷静，向离岸流垂直的方向游出

（如图示）。 

※ 建议不要从事跳水或岩钓

等高危活动。 
关于海岸活动的安全预防，请

点击这里。点击这里观看安全视频

（中文字幕）。 关于各种水上安全预

防，请点击这里。关于海上安全预

防，请点击这里。 

 

http://www.cfa.vic.gov.au/
http://www.cfs.org.au/
http://www.rfs.nsw.gov.au/
http://www.rfs.nsw.gov.au/
http://www.rfs.nsw.gov.au/
http://www.fire.tas.gov.au/
http://www.dfes.wa.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dfes.wa.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pfes.nt.gov.au/Fire-and-Rescue.aspx
http://www.pfes.nt.gov.au/Fire-and-Rescue.aspx
http://esa.act.gov.au/actfr/
http://esa.act.gov.au/ac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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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gov.au/topics/environment-and-natural-resources/wildlife
http://australia.gov.au/topics/environment-and-natural-resources/wildlife
http://beachsafe.org.au/visiting_the_beach/beach_safety/beach_safety_flags
http://beachsafe.org.au/surf-ed/ripcurrents
http://www.safefishing.com.au/
http://www.safefishin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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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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亚热带风暴“奥斯瓦尔德”持续在澳大利亚东部沿岸肆

虐，在昆士兰州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至少造成 4 人在洪灾中死亡。 

4、涉水危险 

澳海岸线长，水上运动盛行，但

各地海域的地形、洋流、气候等情况复

杂，中国公民在澳海域游泳或从事其他

水上运动而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需特

别注意安全。 
 

 
 
◆ 2012 年 12 月，一中国公民在西澳奥古斯塔海边抓鲍鱼时不慎

溺水身亡。 

◆ 2013 年 11 月，一中国游客来澳旅游时，在凯恩斯一家酒店游

泳池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 

◆ 2014 年 2 月，一参团来澳的中国游客在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游

玩时发生严重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 

◆ 2014 年 4 月，2 名中国公民在新州中央海岸岩钓时为搭救被

冲下海的同行友人落水，1 人溺亡，1 人失踪。 
 

5、户外活动 
澳地形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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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大

风大雨等恶劣天气，包括直升机等在内的

急救措施均可能无法及时抵达。中国公民

在澳从事户外活动时务必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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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必要知识。从事野外作业或探险运动需具备一定的野外

生存知识和能力。如有可能，建议事先参加必要的培训或训练。 
（2）确保身体健康。应只在身体健康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从事户外

活动，建议确认已办妥涵盖户外活动的医疗保险或人身意外伤害险。 
（3）事先研究行程。注意事先通过网络或相关旅游手册研究目的

地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天气变化等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计划好线路。 
（4）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好足够而适量

的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或设备，对万一

出现的意外要做好应急预案，以便沉着应对。 
（5）注意结伴而行。最好数人同行，事

先将你的行程告知您的亲友，并在旅行过程

中时常主动联系他们，告知您的健康状况和

旅行情况。 
（6）小心极端天气。留意当地天气预报，不在可能出现高温、低

温或大风大雨等极端天气的日子里从事户外活动。确需出行的，应采取

适当防暑或保暖等措施。 
（7）避免危险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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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事任何可能

有潜在危险的活动。 

※ 更多关于澳自然灾害及防范措施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 2014 年 1 月，一中国公民与友人在西澳皮尔巴拉矿区采集矿石

标本时因户外高温发生严重中暑导致身亡。 

◆ 2014 年 2 月，一名留学生在塔斯马尼亚州国家公园户外探险时

遇气温骤降、装备不足而致体温过低死亡。 
  

 

http://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australian-story/natural-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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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卫生 

澳对食品生产和销售有严格的监管标准，食品较为安全。大城市

自来水达到饮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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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年初，在堪培拉的 4 名华人误

食毒蘑菇死亡帽（Death Cap Mushroom,又
称“毒鹅膏”)，造成两死两伤。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industry/safetystandard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health.act.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death-cap-mush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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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急求助 

1、紧急电话 000 
●紧急电话：000（匪警、急救、消防共

用）。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 
● 备选紧急电话：112。112 是除 000

外的备选紧急电话，且仅限手机用户拨打。 
 
2、警方 
●  警方帮助热线：131 444。如遇车辆

偷盗、盗窃、交通小事故、财物丢失等非特

别紧急情况，通常可拨打此电话求助。在维

多利亚州，请联系当地警方。各地警方联系

方式，请点击这里。 
 
3、其他热线 

● 风暴洪灾热线：132 500。北领地是：

131 444。更多灾害求助方式，请点击这里。 
● 制止犯罪热线：1800 333 000。 
● 翻译热线： 131 450。 
● 生命求助热线：131 114。 
● 家庭暴力求助：1800 200 526（24 小

时）。了解更多当地家暴求助方式，请点击

这里（PDF）。 
更多紧急求助联系方式，请点击这里。 

 
※ 拨通 000 号码后，

接线员通常会让您选择警

察、消防队或救护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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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注意提供尽可能

详细的信息，特别是准确的位

置信息，如城区、街道名称、

门牌号等。如果在公路上，

应告知刚刚经过的城镇名称

和公路名称。 

※ 不要挂机，直到接

线员已获得所有需要的信

息。 

※ 紧急电话不接受短

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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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zero.gov.au/Pages/defau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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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gov.au/content/disaster-assistance
https://crimestoppers.com.au/
http://www.magenta.org.au/resources/Chinesetelephoneinterpreter.pdf
http://www.lifeline.org.au/
http://napcan.org.au/contact/
http://salvos.org.au/scribe/sites/sclqld/files/DOMESTIC_VIOLENCE_21.9.2012.pdf
http://salvos.org.au/scribe/sites/sclqld/files/DOMESTIC_VIOLENCE_21.9.2012.pdf
http://www.triplezero.gov.au/Pages/default.aspx


27 

三、交通出行 

（一）空中交通 

澳空中交通网络完善。40 余家航

空公司开通有往来世界各大城市的国

际航班。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深圳、香港均有直达澳航班。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南航、东航、海航、国

泰等航空公司在澳设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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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承运部分支线。不少国内、国际航

班需要从悉尼等大城市转机。 
从机场往返市区，通常可以选择

乘坐公共汽车、机场巴士、轻轨或出租车。详情请访问相关机场网站： 
● 堪培拉机场 
● 悉尼国际机场； 
● 墨尔本国际机场； 

 
※ 行李限制。各航空公司对

托运行李的重量限制不一，请根

据相关航空公司的规定办理。乘坐

国内支线航班，特别是小型飞机，对

行李重量或尺寸的限制十分严格。 

※ 禁止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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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须放入托运行李中。但通过安

检口后在免税店购买的液体类物品

不受此限。 
请注意，部分物品被禁止随身

携带登机。部分物品被禁止托运。

如果您无法判定物品可否托运或携

带登机，请向承运航空公司咨询。更

多关于澳航空安全的信息，请点击

这里。 

※ 自助登机。澳主要航空公

司（如 Qantas）在各机场一般安装

有自助设备。在刷护照资料页或手动

输入姓名后，设备自动打印登机牌和

行李托运牌。乘客需自行将托运行李

送往指定行李传输口。在自助服

务现场一般有航空公司职员为

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协助。 

 

http://www.qantas.com.au/
http://www.virginaustralia.com/au/en/
http://www.jetstar.com/
http://www.airlinkairlines.com.au/
http://www.canberraairport.com.au/
http://www.sydneyairport.com.au/
http://www.melbourneairport.com.au/
http://travelsecure.infrastructure.gov.au/international/onboard/prohibited_list.aspx
http://www.casa.gov.au/dg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aviation/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aviation/
http://www.qantas.com.au/travel/airlines/international-airport-checkin/glob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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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 
● 珀斯国际机场； 
● 霍巴特机场； 
● 阿德莱德国际机场； 
● 凯恩斯机场； 
● 达尔文机场。 

  

 

http://bne.com.au/
http://www.perthairport.net.au/
http://www.hobartairpt.com.au/
http://www.adelaideairport.com.au/
http://www.cairnsairport.com/
http://www.darwinairpor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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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路交通 

1、步行 
澳交通规则是左行，初来乍到

者对此尤其要

时刻小心。步

行外出时须随

时提醒自己交

规左行，并留

意路上行驶的

车辆（包括自行车）。请注意，中

国公民在澳因忽略左行交规而导

致的悲剧时常都有发生。 
 

 
 

◆ 2014 年初以来，悉尼公交

车连续发生撞死路人事件。据媒体

报道，1 至 5 月，新州一共有 21
名行人（包括骑自行车者）死亡，

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一起行人在道

路上被撞死的案件。 

◆ 2014 年 1 月，一名中国游

客澳旅游期间， 在昆士兰州

Banderburg 违规横穿马路,被正常

行驶的车辆撞成重伤，责任自负。 

◆ 2014 年 3 月，一名中国公民在新州 Auburn 市一环岛处横穿马

路时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 

 
※ 不要穿越有“禁止行走”标志

牌或两个红灯同时闪烁的路口。 

※ 只从专门的人行通道，且在行

人一侧绿灯亮起时穿越街道。在人行

过街路口，通常设置有指示灯按钮，需

要先按按钮，再等候绿灯。 

※ 不要从非人行通道穿越街道。

即使数人同行，也不要想当然认为汽

车驾驶员会因人多而让行。驾驶员通

常不会想到会有行人从非人行横道穿

越，因而不会有任何停车准备，极易

发生事故。 

※ 即使您拥有绝对的过路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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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车辆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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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横穿街道时注意力要集中，留

意双向交通情况以及前方行人或自行

车等情况，不要打闹或做边走边看地图

等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 不要在路边停泊的车辆，特别

是停在斜坡上的车辆后方停留，避免

被失控的车辆撞到。请点击这里，了

解澳道路规则（PDF）。 

 

http://www.ntc.gov.au/filemedia/Reports/ARRFeb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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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一名中国公民在布里斯班南区 Sunnybank 过马路

时疑因误判车辆行驶方向而闯红灯，从而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 
 
2、驾车 
自驾车是当地主要的陆路交通方式，但车辆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澳

官方统计，每年公路交通事故导

致的损失多达 270 亿澳元，2012
年公路死亡人数为 1,307 人。 

车辆事故也是在澳中国公

民最容易发生的事故之一。老司

机在澳驾车要注意：澳交规和路

面状况与国内不同。新司机，特别是在澳留学生，更要注意不要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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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驾照规定 
在澳驾车需持用当地或外国有效驾照。澳

对初学驾驶者的学习、训练及考试要求十分严

格，请注意遵守。 
请注意，澳各州对使用外国驾照驾车规定

不尽相同： 
● 北领地允许短期来澳外国人在 3 个月

内使用外国有效驾照开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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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签证或国籍发生变化、驾照到期的外

国人，需申请取得当地驾照。 
● 持澳永久居留签证者，自其入境之日算起（塔斯马尼亚州从签证

签发之日算起），最多被允许持外国驾照在澳驾车 3 个月。3 个月后如

需继续驾车，须申请取得当地驾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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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保驾照有效。

如短期来澳持用国内驾

照开车，要确保中国护

照、签证、驾照有效，随

身携带上述证件及驾照

正式英文翻译件。请注意

了解并遵照当地驾照规

定，提前申请换发当地驾

照。 

 

http://www.ntc.gov.au/filemedia/Reports/ARRFeb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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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外国驾照开车须随身携带外国驾照。 
● 如果驾照非英语（如我国内驾照），须同时携带正式驾照英语翻

译件。建议持中国驾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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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见下表： 

各州/地区驾照规定 驾照主管机关联系方式 
堪培拉首都地区 Road transpor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新南威尔士州 Roads and Traffic Authority 
北领地 Driver licensing 
昆士兰州 Licensing & registration 
南澳州 Transport SA 
塔斯马尼亚州 Transport Tas 
维多利亚州 Vic roads 
西澳州 Licensing services 

 
（2）驾车安全 
● 随时提醒澳交通规则与中国不同，右舵左行,环岛让右。 
● 行人在人行通道上拥有绝对通行权，须停车让行人先通过。特别

要留意路边的儿童。 
● 驾驶员和乘客（无论前后座）均须系安全带（孕妇可视情而定），

婴幼儿须使用儿童安全椅，否则将被罚款。 
● 勿醉酒或疲劳驾驶。醉酒和无证驾车

属于刑事犯罪，将被罚款甚至入狱。禁止在

吸食毒品，或在服用影响判断能力的非违禁

药品后驾车。详细情况，请点击这里。 

● 勿超速行驶。超速会被重罚。不同路段的车速限制时常变化。街

道或公路上有固定或流动的摄像头测速。在没有限速提示的道路上，如

设有红绿灯，或路边有房屋，限速通常为 50 公里/小时。 

 

http://www.rego.act.gov.au/licensing/licenceoverseas.htm
http://www.rego.act.gov.au/licensing/licenceoverseas.htm
http://www.rta.nsw.gov.au/licensing/visitorstonsw/faq.html
http://www.rta.nsw.gov.au/licensing/visitorstonsw/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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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gov.au/transport/mvr/
http://www.tmr.qld.gov.au/Licensing/Visitors-and-new-residents/International-drivers.aspx
http://www.transport.qld.gov.au/home/Licensing/Driver_licence/
http://www.sa.gov.au/subject/Transport%2C+travel+and+motoring/Motoring/Interstate+and+international+motorists/Motorists+from+overseas/Driving+with+an+overseas+licence
http://www.transport.sa.gov.au/
http://www.transport.tas.gov.au/licence_information_folder/transferring_an_overseas_licence
http://www.transport.tas.gov.au/licence_information_folder/transferring_an_overseas_licence
http://www.vicroads.vic.gov.au/Home/Licensing/NewResidentsVisitors/OverseasDriversLicences.htm
http://www.vicroads.vic.gov.au/Home/Licensing/NewResidentsVisitors/OverseasDriversLicences.htm
http://www.transport.wa.gov.au/licensing/20668.asp
http://www.dpi.wa.gov.au/licensing/566.asp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roads/safety/publications/2007/pdf/Child_restraints.pdf
http://www.druginfo.adf.org.au/attachments/400_Drugs_and_Driving_in_Australia_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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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路况总体较好，但行车道比中国的狭窄，部分街道、公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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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

在并道前要确认安全无误。路肩比较狭窄、松

软。北领地时常发生因车速过快而滑至松软路

肩致人死亡的事故。 
● 在恶劣天

气时不要前往偏

远地区。内陆人烟

稀少，城镇相距很远，供给条件不好。长

途驾车旅行前要维护车辆，确认车况良好，

计划好路线，带足汽油、水、食品，带上

手机，并把行程留一份给亲友。 
● 留意停车标识，在许可的时间停放。

几乎所有停车处均无人看守，但有人巡查

交费情况，请自觉付费，并将交费凭据置

于车辆前窗。切勿将车辆停在残疾人车位

及单位或个人专用预留停车位。 
（3）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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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或请路人协助

报警：000 或 112（手机拨打），可找警

察、救护车或消防车。非紧急情况，可致

电 131 444 报警。应尽可能详尽地记录对

方以下信息： 
● 司机的姓名、地址； 

● 车主的姓名、地址（如非驾驶员

的车辆）； 

 
※ 在乡村驾车要注意

避让突然出现的动物（如袋

鼠）和超长车辆。 

※  驾车时直接使用手

机（拨打、接听或收发短信）

违法，但可使用车载蓝牙等

方式免提接听。 

※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无安全措施或专业人员陪

伴，建议不要到人迹罕至的

深山、戈壁（即便是国家公园）

旅行。 

※ 凭罚款单及时到

银 行 等 指 定 地 点缴纳罚

款，勿当场将现金交给警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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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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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会说英语，至少要对警察讲出“Chinese”（中文）等词，警察

会设法提供翻译。接受警察询问时，应保持冷静，证词要前后一致。 

各州对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有一定差异。详细情况，请点击以下链

接： 
● 堪培拉首都地区； 

● 新南威尔士州； 
● 北领地； 
● 昆士兰州（PDF）； 
● 南澳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维多利亚州； 
● 西澳州。 

保险公司将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事故任何一方不要在现场为伤者

或任何财产损失付钱。应尽快将事故情况通知保险公司（即便是不是自

己的责任），因为另外一方可能会在

事后以责任在您而索赔，而保险公司

可能因为您没有立即报告而拒绝赔

付。理赔可以采用填写表格、电话或

在线申请等方式办理。对现场情况了

解越多越有助于您理赔。 

※ 澳交通规则，请点击访西澳

州交通部门发布的信息。更多公路交通的信息，请点击这里。各州驾照

的相关规定，请点击这里。关于澳驾照、车检、路费、强制保险、租车

和驾驶的有关信息，还可以访问澳旅游者委员会网站。 

 

https://www.canberraconnect.act.gov.au/app/answers/detail/a_id/39/%7E/report-a-car-crash
http://roadsafety.transport.nsw.gov.au/stayingsafe/afteracrash/index.html
http://notes.nt.gov.au/dcm/legislat/legislat.nsf/d989974724db65b1482561cf0017cbd2/6776d434f54416b269257c730083a060?OpenDocument%23Northern%20Territory%20Traffic%20Reglutions
http://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CURRENT/T/TrantOpRURR09.pdf
http://www.sa.gov.au/topics/transport-travel-and-motoring/motoring/roads-and-traffic/reporting-road-hazards/reporting-a-road-crash
http://www.dier.tas.gov.au/roadsafety
http://www.vicroads.vic.gov.au/Home/SafetyAndRules/RoadRules/CrashResponsibilities.htm
http://www.ors.wa.gov.au/Office-of-Road-Safety
http://www.transport.wa.gov.au/licensing/20425.asp
http://www.transport.wa.gov.au/licensing/20425.asp
http://www.transport.wa.gov.au/licensing/20425.asp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roads/
http://australia.gov.au/topics/transport/registration-and-licences
http://www.australia.com/explore/itineraries-ideas/drive-australi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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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3 月，3 名中国留学生驾驶的汽车在堪培拉和新州之间

的金斯高速公路上因超速行驶而发生侧翻，撞击路边大树，致前排 2 名

留学生遇难。 

◆ 2012 年 4 月，在北领地芬克

峡谷国家公园，一名中国公民开车进

入沙漠，因事发地没有手机信号而被

困 2 日。 

◆ 2013 年 1 月，一名中国公民

驾驶车辆在维多利亚高速公路

（Victoria Highway）上发生车祸，

伤情严重，并被空运至医院治疗。 

◆ 2013 年 6 月，一名中国留学生与同伴在假期与朋友驾车出游时，

被马路另一侧迎面而行的大货车货厢翻压，不幸死亡。 

◆ 2013 年 12 月，一名中国留学生酒后在新州以 200 公里时速超

速行驶，并与同车人袭警，被控罪。 

◆ 2014 年 1 月，一对刚旅居澳大利亚不久的新婚夫妇深夜驾车在

昆州路口等候红绿灯时被一辆汽车追尾，致夫妻双方罹难。 

◆ 2014 年 2 月，三名中国公民在新州 Hay 市附近驾车行驶时车辆

失控，撞上迎面驶来的集装箱卡车，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 2014 年 3 月，三名到西澳旅游的中国公民租车夜里在珀斯北部

地区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因爆胎发生侧翻，驾驶员系了安全带而无

大碍，后排两人未系安全带受重伤。 

◆ 2014 年 4 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维州高速路上以 150 公里速度

超速行驶而面临多项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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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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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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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骑行自行车，需要注意行人和来往车辆。

请点击这里，了解各州对骑自行车的规定。 
请点击了解澳道路规则（PDF）。 
 

 
 
◆ 据统计，2013 年，全澳共有 1,193 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比上

一年下降 8%，但骑自行车者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数增加了 14 人，

比 2012 年增加一倍。 

◆ 2013 年 10 月，一名骑自行车旅行的中国公民在北领地爱丽丝

泉附近骑行时被旅游大巴撞击，不幸身亡。 
 
4、长途客车 
澳公路网络完善，乘搭长途客车旅

行方便、经济。旅客通常可在长途客运公

司网站上预订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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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这里，了解澳道路规则（PDF）。 
 
5、铁路 

澳铁路有 150 多年的历史，以电气化铁路为主。2004 年南北铁路

干线贯通，成为连接澳大陆南北两端的大动脉。 

 

http://cyclingresourcecentre.org.au/post/enforcement_road_safety/enforcement_bicycle_regulations/road_rules_for_bicycle_riders
http://www.ntc.gov.au/filemedia/Reports/ARRFeb12.pdf
http://www.busaustralia.com/
http://www.greyhoun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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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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记录在案。 
详情请查阅澳铁路网，或访问

澳基础设施和交通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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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澳大利亚基

础设施和交通部网站。 
海上搜救和漏油电话：1800 641 792。运输安全中心电话：1300 307 

288。 
 

 
 

◆ 2014 年 1 月，一艘香港籍货轮在从镇江驶往澳大利亚纽卡斯尔

装货途中意外失火，导致全体 24 人中国籍船员护照和海员证损毁，1 名

船员在船上作业时受伤。 
◆ 2014 年 3 月，一家中资公司所属的货轮在停泊澳北昆士兰州韦

帕港外约 12 海里锚地等待进港靠泊期间，一名船员失踪。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maritime/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maritime/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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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内交通 

澳公共交通系统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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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逢站必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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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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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击了解各州公共交通方式： 
● 堪培拉首都地区； 

● 新南威尔士州； 
● 昆士兰州； 
● 西澳州； 
● 维多利亚州； 
● 南澳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北领地。 
由于乘客和车辆数量有限，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通常不沿街揽客。

要乘坐出租车，需要到专门的出租车停车点上车或拨打电话提前预订。

全国性出租车订车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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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gov.au/
http://www.qld.gov.au/transport/public-transport/
http://www.pta.wa.gov.au/
http://ptv.vic.gov.au/
https://www.sa.gov.au/topics/transport-travel-and-motoring
http://www.hobartcity.com.au/content/InternetWebsite/Transport/Getting_Around_Hobart/Public_Transport.aspx
http://www.transport.nt.gov.au/public/about-us
http://www.131008.com/
http://www.taxifare.com.au/rates/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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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城市 

1、堪培拉 

堪培拉澳是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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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超过

百万旅游者来此参观游览。 
堪培拉是澳联邦议会和政

府各部门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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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澳大使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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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悉尼 

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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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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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墨尔本 

 

http://www.canberra.com.au/
http://www.aph.gov.au/
http://australia.gov.au/
http://science.org.au/
http://www.questacon.edu.au/
http://www.questacon.edu.au/
http://www.a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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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edu.au/
http://mq.edu.au/
http://goo.gl/maps/GCheD
http://www.melbour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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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

府，是澳第二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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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首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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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珀斯 

珀斯是西澳州首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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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gv.vic.gov.au/
http://goo.gl/maps/6qbl8
http://www.brisbane.qld.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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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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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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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是南澳州首府，

全国第五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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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莱德市所属南澳州系驻

澳大使馆（请点击浏览大使馆地

图）领区。 
7、达尔文 

达尔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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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霍巴特 

霍巴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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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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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凯恩斯 

 

http://www.thebelltower.com.au/
http://goo.gl/maps/A1URg
http://www.adelaide.com.au/
http://goo.gl/maps/iTn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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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irns.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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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位于昆士兰州东北海岸，

是昆州第三大城市，也是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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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barrierreef.org/
http://goo.gl/maps/FOo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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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消费 

（一）物产物价 

1、物产。澳自然资源丰富，物资供应

充足。农牧业、采矿业为传统产业，盛产牛、

羊、小麦和蔗糖等。 
澳货币为澳大利亚元。外币现金通常需

要兑换成澳元后方可使用。澳元近年汇率波

动较大。2014 年 7 月，澳元与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约为 1:5.8，美元与澳元比较约为

1:0.9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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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用卡及澳各银行借记卡被广泛使用和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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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行或办事处。使用带有中国银联“UnionPay”标志的银行卡，可在澳

境内的免税店、大型商场、餐厅、宾馆、著名旅游景点等近 3 万家商户

刷卡消费，也可从遍布全澳大利亚的 7,000 多台贴有银联标识的 ATM

机上提取现金。自 2013 年 7 月起，澳洲境内

17 万联邦银行刷卡机开始接受中国银联卡。更

多信息可访问银联网站，或咨询银联在澳的 24
小时免费服务电话 1800 649 61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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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借方税、培养保证金等。

 
※  澳部分超市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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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议避免携带大

量现金，尽量使用银行卡支

付。 

※  在部分商店刷卡

消费，可能需按要求另付刷

卡手续费。 

 

http://www.anz.com.au/personal/
https://www.commbank.com.au/
http://www.nab.com.au/
http://www.westpac.com.au/
http://cn.unionpay.com/
http://www.chinaunionpay.com/
http://www.chinaunionp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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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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税务局网站。 

 

http://www.ato.gov.au/
http://www.ato.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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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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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中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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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房合同是重要的法律文件。如果对

合同条款有疑问或有顾虑，建议在签署前

寻求专业律师咨询，或可向各州的法律援

助办公室寻求帮助。租房者在享有权利时

也需履行相应义务，建议访问各州官方网

站，了解更多信息： 
● 堪培拉首都地区； 
● 新南威尔士州； 
● 北领地； 
● 昆士兰州； 
● 南澳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维多利亚州； 
● 西澳州。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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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访问各州政府相

关网站： 

 
※  租房一定要签署合

同，否则合法权益没有保障。

如对租约有疑虑，可以向澳

各州商务部公平交易办公室

（Office of Fair Trading）咨

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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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未仔细阅读、理

解并接受租约所有内容前，

请不要轻易签署租约。 

※  切记不要拒交房

租。  

※  爱护房屋设施及家

具，未经房东书面同意，勿

擅自对房屋设施进行改动。 

※ 与邻居和睦相处，注

意室外卫生，不要制造噪音，

特别是在深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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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ss.gov.au/our-responsibilities/settlement-services/settle-in-australia
http://www.dss.gov.au/our-responsibilities/settlement-services/settle-in-australia
http://www.canberraconnect.act.gov.au/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Tenants_and_home_owners/Renting_a_home.html
http://www.nt.gov.au/
http://www.rta.qld.gov.au/
http://www.ocba.sa.gov.au/tenancies/index.html
http://www.consumer.tas.gov.au/renting
http://www.consumer.vic.gov.au/
http://www.commerce.wa.gov.au/consumer-protection/renting-home
http://www.business.gov.au/BusinessTopics/fairtrading/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usiness.gov.au/BusinessTopics/fairtrading/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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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培拉首都地区； 

● 新南威尔士州； 
● 昆士兰州； 
● 北领地； 
● 南澳州； 
● 塔斯马尼亚州； 

● 维多利亚州； 
● 西澳州。 
留学生可向学校的留学生办公室或住房服务中心等机构咨询租房事

宜。 

 

http://www.dhcs.act.gov.au/hcs
http://www.housing.nsw.gov.au/
https://www.qld.gov.au/housing/public-community-housing/public-housing-tenants/
http://www.territoryhousing.nt.gov.au/
http://www.chcsa.org.au/
http://www.dhhs.tas.gov.au/
http://www.housing.vic.gov.au/
http://www.housing.w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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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置业 

澳大利亚人通常会根据就业、上学、社区条件等因素考虑购买房屋

及地产。在购房前，通常会选择先租住一段时间。购房开支通常相当于

8-10 年的工资，或需要 25-30 年才能还

清贷款。大多数房屋出售由中介机构完

成，有也有个别房主直接出售房屋。 
非澳公民或澳永久居民，在购房或

购买地皮前，需要得到外国投资审查委

员会的批准。请点击这里（PDF），了

解关于在澳购房的信息。购买地皮自建

房屋需要得到政府许可并由有执照的建筑商负责建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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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各州房屋租赁、

购买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http://www.firb.gov.au/content/default.asp
http://www.firb.gov.au/content/default.asp
http://www.firb.gov.au/content/publications/buying_a_home.pdf
http://www.commerce.wa.gov.au/building-commission
http://australia.gov.au/life-events/buying-or-renting-a-property


50 

（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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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而可能触犯法律的案件，在澳

大利亚可能被视为普通经济纠纷而

不会追究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在澳中国公民盲目投资而上当

受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时

有发生。个人来澳投资除了要了解

投资项目本身的情况外，还要了解

澳及其各州相关法律，降低风险，

特别要注意防范诈骗。 
据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报告，

2013 年该委员会接到的诈骗投诉涉

及损失达 8,900 多万澳元。澳常见

诈骗案件类型有： 
1、预付费用诈骗。不法分子以

退款、优惠、折扣等为诱饵，要求

当事人提前支付有关费用等。   
  2、网络钓鱼诈骗。通过电子邮

件或短信，冒充政府部门或其他机

构，提供虚假网站链接并索要个人

信息。   
  3、电脑黑客入侵。通过电脑病

毒或冒充电脑专业机构人员要求远

程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个人信息。   
  4、彩票抽奖诈骗。通知受害人彩票或在某项抽奖活动中奖，但要

求提供个人信息并提前支付费用，以便获取奖项。   

 

※ 建议采取以下办法防范投

资骗局： 
● 在投资项目（包括购房）前，

建议了解清楚情况并寻求专业律

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人士的独立

建议。 
● 检查对方是否在澳证券

投资委员会 -ASIC 的“Professional 

Registers”注册。 
● 检查对方是否在“黑名单”公

司之列。 
● 向澳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

或当地的警察局报告（如可能，请

说明对方公司名称、地址和联系方

式等）。 
● 如您已经开始付钱给对方

了，请停止给付。 
● 告诉家人和朋友不要上当。 
● 不要通过电话注册投资，或

可向电话公司申请“叫停投资电话”
服务以减少此类电话骚扰。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相信“天
上掉馅饼”的事情发生。骗子们擅长

说服您投资是真实的、回报率高、

风险低或无风险。这类“好事”通常

是骗局。 

 

http://www.scamwatch.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693900
http://www.asic.gov.au/asic/asic.nsf/byheadline/Report%2Bmisconduct%2Bto%2BASIC?openDocument
http://www.asic.gov.au/asic/asic.nsf/byheadline/Report%2Bmisconduct%2Bto%2BASIC?openDocument
https://connectonline.asic.gov.au/RegistrySearch/faces/landing/ProfessionalRegisters.jspx?_adf.ctrl-state=4rcu8gqiq_13
https://connectonline.asic.gov.au/RegistrySearch/faces/landing/ProfessionalRegisters.jspx?_adf.ctrl-state=4rcu8gqiq_13
https://www.moneysmart.gov.au/scams/companies-you-should-not-deal-with
http://www.asic.gov.au/asic/asic.nsf/byheadline/Report%2Bmisconduct%2Bto%2BASIC?openDocument
http://www.asic.gov.au/asic/asic.nsf/byheadline/Report%2Bmisconduct%2Bto%2BASIC?o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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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上购物诈骗。通过虚假购物广告要求买家先付款，但收到款

项后并不发货。在网上购物并使用假支票或汇票付款后，要求卖家退还

多付部分款项。   
  6、意外中奖诈骗。与彩票抽奖诈

骗类似，引诱受害人相信自己在某项未

参加过活动中中奖，并要求提前支付税

款和手续费。   
  7、虚假账单诈骗。向受害人寄送

假账单并要求其付款。   
  8、虚假工作诈骗。向受害人提供

虚假工作机会，但要求提前支付培训费、

制装费等。   
  9、约会婚恋诈骗。以谈恋爱为名

与受害人建立发展关系并取得信任，随

后以各种借口索要财物。   
  10、手机电信诈骗。以订购手机铃

声或信息服务、抽奖、未接电话回拨为

名收取受害人高额费用。拨打以 19 开

头的澳电话号码通常会被收取高额电

话费。   
投资骗子可能是您的熟人，也可能

会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与您联系。

主要有三类投资骗局：投资项目子虚乌

有；投资项目存在，但对方根本不会把

您的钱拿去投资；骗子谎称代表著名的

投资公司。在所有这些案件中，您的“投
资”就直接进了骗子的银行账户。骗子

可能给您提供以下方式作为诱饵：高额、

快速，有时甚至是免税的回报；声称投资于参股、抵押借款或不动产投

 

※ 建议采取以下措

施，防范网络诈骗：及时更

新电脑安全软件并定期扫

描查毒；打开操作系统和

软件的自动更新功能；采

用复杂的密码口令，为不

同程序设置不同的密码；在

点击打开“附件”前，三思而后

行；在线购物要小心，注意

研究售货者情况，并使用安

全的支付方式；只从有信誉

的出版商处下载客户端应用

（APP），并阅读有关许可协

议；经常检查您社交群里的

隐私设置；在线提交照片和

金融信息前，请三思而后

行；告诉您的孩子注意安

全；把您在线遇到的不愉快

或感受到的威胁告诉亲友。 

更多关于银行卡类、传

销类、医药健康类、身份盗

窃类、投资类、就业骗局、

彩票类、手机类、转账类、

网络类骗局及防范措施，请

点击这里。 

 

http://www.scamwatch.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6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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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高回报计划、选购权计划或外汇买卖；无风险或低风险投资，“保
证”您赢利；内部渠道提供的公众持股或优惠打折等等。 

以下情况，很可能是投资骗局： 
● 对方没有澳金融主管部门签发的许可，而谎称他们不需要许可。 
● 对方不厌其烦地反复拨打您的电话，并设法把您留在电话上。 
● 对方总是提醒您需要尽快做出决定，否则就错失良机。 
● 声称他们是专业经纪人或证券投资经理，听起来很专业，而实

际是在演戏。 
● 用一家很有名的机构（如

NASDAQ 等）的名义，或声称和它们

有关系。 
● 给您一份很光鲜的计划书、小

册子或持股证明等，或让您访问一家华

而不实的网站。记住，不要轻信任何小

册子之类的投资“证明”。 
澳中介只从卖方收费，在法律上不对买方负责。因此，在置业时，

对卖方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要仔细研究和甄别，注意不要被中介误导。 
 

 
 
◆ 2009 年 11 月,当地人自称认识航空公司员工，能以优惠价购

买机票，但订票人在交付现金后登机时发现所购票者使用的信用卡被冻

结而被取消机票。买机票一定要索取正式发票或收据，尽早出票，并注

意向航空公司查询机票情况。还发生过犯罪分子利用银行需要 3 个工作

日才能确定支票到账的漏洞，用假支票支付车款等案件，在接收支票交

易时要多加防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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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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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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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150 澳元礼品券为手段骗取消费者银行账户信息。骗子通常通过社交

媒体或电子邮件发送调查问卷，你需要在回答问题，包括提供银行账户

信息后方可获得礼品券，而礼品券是假的，商家不予接受。在此类骗局

中，骗子通常会借用知名商家名义获取你的个人信息，从您的账户中盗

取您的钱款，甚至盗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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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险医疗 

1、医疗体系 
澳医疗发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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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医院包括政府或者宗教、福利组

织建立后由政府接管的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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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就诊 
患者在入院时可选择作为公立病

人或私人病人。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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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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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将由私人医疗保险和 Medicare 共同承担。 
患者还可以选择在私人诊所就诊，但需要支付医生和其他服务人

员的费用。如果患者有私人医疗保险，则保险可以支付这些费用。

Medicare 也可以分担一部分医生的收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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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Home%E2%80%94
http://www.medicareaustralia.gov.au/
http://www.medicareaustralia.gov.au/
http://www.publichospitals.com.au/
http://www.clinic.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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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 Medicare

报销费用：向医生付款后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向 Medicare 申请支票；医生直

接向 Medicare 报销。 
3、购药 
澳实行医药分离的原则。澳法律规定，

医生只负责看病开处方，处方药物通常需

要到专门药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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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澳药品实行 “药品福利计划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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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只支付一定限额的药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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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医疗保险 
● Medicare 和 OS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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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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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网站还提供澳大利亚

国别卫生信息（中文）。 

※ Medicare 服务热

线：132 011。PSB 服务热线

1800 020 613。 

 

http://www.pbs.gov.au/pbs/home
http://www.pbs.gov.au/pbs/home
http://www.pbs.gov.au/pbs/home
http://www.health.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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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int/countries/aus/z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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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费、救护车费，以及到私人诊所的牙科、理疗、配镜等费用。 
外国学生必须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OSHC)。保险费不高，医疗保险期限与学生本人在澳学习时间相

同。OSHC 可支付留学生在澳求学期间大多数的医疗费、住院费用，还

可支付大多数的处方药费和急诊救护车费。留学生注册学校时，校方会

通常会帮助学生一并办好该保险手续。 
● 私人保险 
作为 Medicare 的重要补充，不少澳大利亚人还会选择购买私人（商

业）医疗保险，以获得更好、更快捷、更有效的医疗服务。全澳每年约

有 11%的医疗费由私人医疗保险分担。办理私人医疗保险者既可去私立

医院看病，也可到公立医院以自费病人身份就医，可选择医生和优先住

院，由保险公司支付费用。保险公司还可支

付非医疗服务费用，如理疗费、购买眼镜费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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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鼓励公众办理

私人医疗保险。 
澳洲的医疗体系收费极为昂贵，单以住

院普通病床费为例，每晚收费约在 1,000 至

1,200 澳元之间。加护病房每天的费用更可

高达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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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建议来澳洲前，务必选择购买适合自己情况的医疗保险，以应对遇

到不可预见的健康问题。 
当地私人医疗保险分单人险和家庭险，保险的保险类型、条款和收

费差别迥异，在购买前，须仔细了解保险条款。在选择时，除考虑个人

需求与保费外，要注意了解保单所列给付范围，如包括是否意外伤害、

突发疾病的门诊及意外身故等。旅游医疗保险的保障天数通常最多为

 
※  澳医药费用昂

贵，建议来澳前事先在

国内或在澳境内办理旅

行或医疗保险。 

※  除按规定办理

强制险外，还建议购车

者办理车辆全险。 

 

http://www.bupa.com.au/health-insurance/cover/oshc?s_cid=54001s054&amp;gclid=CLfUroKL27gCFcdYpQodyiUAZw
http://www.bupa.com.au/health-insurance/cover/oshc?s_cid=54001s054&amp;gclid=CLfUroKL27gCFcdYpQodyiUAZw
http://www.bupa.com.au/health-insurance/cover/oshc?s_cid=54001s054&amp;gclid=CLfUroKL27gCFcdYpQodyiUAZw
http://www.bupa.com.au/health-insurance/cover/overseas-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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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天，请注意选择适合自己且保障足够天数的保险产品。 
以治病为目的前来澳者需要申请相应的签证，并了解清楚需要支付

的总费用。 
请访问人力资源部网站，浏览有关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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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承担巨额费用或得不到赔偿。总领馆建

议中国公民提高保险意识，酌情购买健康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商务旅

行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以做到有备无患。详细情况，请点击这里。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customer/information-in-your-language/chinese
http://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chn/lsbhyxz/t11418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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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用信息 

（一）风俗禁忌 

澳倡导多元文化，其居民来自世

界各地，以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者居多，

也有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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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居民十分关注自然和野生动物

保护，不少人拒绝使用受保护动物皮制

成品。 
澳全国性节假日主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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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觉排队。在银行、提

款机、超市柜台等地排队时，要

注意和前面的人保持适当距离。 

※ 欲与儿童合影应事先征

得家长的同意，勿擅与儿童发生

身体接触（如摸头等），以免被误

认有骚扰嫌疑。 

※ 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

不要殴打儿童，否则易被举报并

被追究责任，留下家庭暴力记录。 

※ 当地人时间观念强，参

加活动注意守时。 

※ 土著居民较为保守，大

多不喜欢游客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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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ss.gov.au/our-responsibilities/settlement-and-multicultural-affairs
http://australia.gov.au/topics/australian-facts-and-figures/public-holidays%23NationalPublic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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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信电源 

1、通信目前有上百家公司提供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和付费

电视服务。 
澳手机 2G 网络是 GSM 制式，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兼容。3G 网

络是 WCDMA 制式，与中国联通兼容。4G 网络是 FDD-LTE 制式，与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目前开展的 4G 网络试验所使用的制式相同。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和当地运营

商签署了国际漫游协议，如已开通国际漫游服务，

在澳期间可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由于 3G/4G 网络

制式的差异，部分国内手机（特别是运营商定制手

机）在澳可能无法使用 3G、4G 网络访问互联网，

建议在来澳前咨询国内运营商并视需要开通相关的

国际漫游服务。 

澳手机信号覆盖了澳 99%的人口，但仅覆盖了全国 25%的面积。沃

达丰（Vodafone）、奥普特斯公司（Optus）和澳电信有限公司（Telstra）
三家主要电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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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

体上讲，比中国而言，澳通信费较贵。更多关于澳通信的信息，请点击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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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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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网络供应商较多。请点击这里，帮助您选择合适的网络服务。点

击这里，了解更多关于宽带网络的信息。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关于固

定电话的信息。 
 

http://www.vodafone.com.au/
https://www.optus.com.au/
http://www.telstra.com.au/
http://www.dbcde.gov.au/
http://www.dbcde.gov.au/
http://www.dbcde.gov.au/broadband/broadband_for_consumers/choosing_a_broadband_service
http://www.dbcde.gov.au/broadband
http://www.dbcde.gov.au/broadband
http://www.dbcde.gov.au/telephone_services
http://www.dbcde.gov.au/telephone_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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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250 克以下的物品须通过 Australia Post 邮寄，收费标准

统一。其他邮寄服务开放给市场竞争。 

 

http://auspost.com.a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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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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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电器如对电压要求不

高，在使用转换插头后通常可

在当地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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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联系方式 

 
 
单位 电话 传真 备注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02 8235 5888 02 9262 1794 银行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02 9232 7277 02 9232 7465 航空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02 9290 1148 02 9290 1153 航空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02 9233 9788 02 9231 1968 航空 

中国海南航空公司 02 8188 0155  航空 

国泰航空公司 131 747  航空 

政府门户网站 导航 

澳驻华使馆 010 5140 4111 010 5140 4204 综合 

移民与边境保护部 点击这里 签证、入出境 

海关 点击这里 旅客指南 

农业、渔业和林业部 点击这里 动植物检疫 

司法部 点击这里 

 
 

恐怖袭击 

气象局 点击这里 气象 

基础和交通部 点击这里 道路信息 

自行车协会  自行车 

铁路网 点击这里 铁路 

卫生部 点击这里 医疗信息 

医疗保健系统 点击这里 医保信息 

留学官方网 留学信息 

旅游局中文网站 旅游综合 

昆士兰州旅游局 安全手册 

 

mailto:banking_au@bank-of-china.com
http://www.bocau.com.au/cn/4-18-656.html
http://www.airchina.com.au/
http://www.ce-air.com/
http://www.cs-air.com/
http://www.hnair.com/
http://www.cathaypacific.com/
http://www.directory.gov.au/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immi.gov.au/contacts/
http://www.customs.gov.au/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5834.asp
http://www.customs.gov.au/webdata/resources/files/ChineseSimplified-GuideforTravellers-KBYGBrochure.pdf
http://www.daff.gov.au/languages/chinese
http://www.daff.gov.au/about/contactus
http://www.nationalsecurity.gov.au/
http://www.nationalsecurity.gov.au/Pages/ContactUs.aspx
http://www.nationalsecurity.gov.au/Pages/ContactUs.aspx
http://www.bom.gov.au/
http://www.bom.gov.au/inside/contacts.shtml?ref=hdr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roads/
http://www.infrastructure.gov.au/utilities/contact.aspx
http://cyclingresourcecentre.org.au/page/enforcement_road_safety/enforcement_bicycle_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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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udyinaustralia.gov.au/
http://www.australia.com/zhs
http://www.queenslandholidays.com.au/fms/documents/visitor_safety_hand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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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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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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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官方认可注册译员翻译的驾驶执照等文件。 
2、为便于在澳非英语外国人交流，澳提供全国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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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情况，请

点击这里（中文版 PDF）。 
3、澳联邦及各州的医院、警局、公立学校、

社区中心、移民办事机构等公共服务场所，如

提供翻译帮助服务，会粘贴统一的“全国翻译标

识-National Interpreter Symbol”（下图）。在贴

有标识的地方如需翻译帮助，可现场向职员咨

询。 
4、澳工业部提供成年移民英语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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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enta.org.au/resources/Chinesetelephoneinterpreter.pdf
http://www.tisnational.gov.au/%7E/media/Files/Non%20English%20FAQ/PDF/Frequently%20Asked%20Questions%20in%20Simplified%20Chinese%20v2.ashx
https://www.immi.gov.au/living-in-australia/help-with-english/NIS/
http://www.industry.gov.au/skills/skillsandtrainingforindividuals/AdultMigrantEnglishProgra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ndustry.gov.au/skills/skillsandtrainingforindividuals/AdultMigrantEnglishProgram/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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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差与气温 

1、时差 
澳大利亚境内分三个时区。东部标准时间（AEST），包括新南威尔

斯州、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维多利亚、塔斯曼尼亚洲和昆士兰州，与北

京时差（早）2 小时。 
堪培拉首都地区、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每年 10 月的第 1 个星

期日至次年 4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实行夏令时，其时间与北京相差（早）3
小时。 

2、天气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季节与我国国内正好相反。了解澳实时天气

预报，请点击这里。 
 

  

 

http://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our-country/time
http://www.bom.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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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领事服务联系方式 

1、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010-12308。 
2、驻澳使领馆网站、电邮、电话及地图 

使领馆（网站） 领区 电子信箱 应急电话 地图 
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堪培拉首都地区、南澳州、北领地 请点击这里 041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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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申请领事证件或接受其他领事服务，通常应按领区划分向大使馆或相应的总领事馆提出。

应急电话仅限中国公民在涉领事保护紧急情况下使用。 

3、微博、微信 
（1）大使馆 
新浪微博：@澳洲飞鸿，http://weibo.com/aozhoufeihong； 
腾讯微博：@澳洲飞鸿，http://t.qq.com/aozhoufeihong2014； 

微信订阅号：澳洲飞鸿（aozhoufeihong）。 
（2）驻悉尼总领馆 
微信订阅号：悉尼之家（xinizh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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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bo.com/aozhoufeihong
http://weibo.com/aozhoufeihong
http://t.qq.com/aozhoufeihong2014
http://t.qq.com/aozhoufeihon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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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 
（摘要） 

 
● 什么是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是指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时，中

国驻当地使、领馆依法向驻在国有关当局反映有关要求，敦促对方依法

公正、妥善处理，从而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实施领事保护的主体是政府，在国外是驻外使领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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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保护的内容是海

外中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合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法定社会福利、人道主义待遇等，

以及当事人与我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持正常联系的权利。 
领事保护的方式主要是依法依规，向驻在国反映有关要求，敦促公

平、公正、妥善地处理。依据的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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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具有中国国籍者，都可以得到

中国政府的领事保护。也就是说，只要您是中国公民，无论是定居国外

的华侨，还是临时出国的旅行者；无论是大陆居民，还是香港、澳门和

台湾同胞，都是我们提供领事保护的对象。 
 
●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一、当您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

或涉及刑事案件，中国驻外使、领馆可以应您的请求推荐律师、翻译和

医生，帮助您进行诉讼或寻求医疗救助。 
二、可以在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您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

询和必要的协助。 
三、可以在您被拘留、逮捕或服刑时，根据您的请求进行探视。 
四、可以在您遭遇意外时，协助您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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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以在您遇到生计困难时，协助您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

解决费用问题。 
六、可以协助您寻找失踪或久无音讯的亲友。您提出请求时须提供

被寻人员的详细信息。 
七、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法规为在国外合法居留的

中国公民颁发、换发、补发旅行证件及对旅行证件上的相关资料办理加

注。 
八、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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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为中

国公民办理有关文件的公证、认证；在与所在国的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

情况下办理中国公民间的婚姻登记手续（注：不能直接认证中国国内公

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也不能为中国国内有关机关出具的其他证书或文

书办理公证）。 
 
●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一、不可以为您申办签证。 
二、不可以为您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 
三、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或行政行为。 
四、不可以参与仲裁或解决您与他人的经济、劳资和其他民事纠纷。 
五、不可以替您提出法律诉讼。 
六、不可以帮助您在治疗、拘留或监禁期间获得比当地人更佳的待

遇。 
七、不可以为您支付酒店、律师、翻译、医疗及旅行（机、船、车

票）费用或任何其他费用。 
八、不可以将您留宿在使、领馆内或为您保管行李物品。 
九、不可以为您购买免税物品。 

※ 请浏览《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全文。 

 

http://cs.mfa.gov.cn/lsbh/l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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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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s.mfa.gov.cn/zggmcg/zjzn/
http://cs.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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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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zggmcg/zj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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