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
洲
各
州
概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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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領地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首都領地概況
澳洲首都領地是澳洲聯
邦政府所在地，為澳洲轄區
最小的州級行政區。它全境
位于新州境內，面積為2,358
平 方 公 里 ， 截 至 2014年 12
月，首都領地人口約為38.7
萬人。澳洲首都領地的首
府，亦是澳洲聯邦的首都，
是位于領地北部的堪培拉(Canberra)。
首都領地位于高地(海拔650米)，四季分明。一般1、2月為干燥盛
夏，7、8月為嚴冬。全年平均氣溫為-10°C至40°C，平均降雨量約為620
毫米。
首都領地位處澳洲東部標準時間(AES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0小時
(UTC+10)。每年10月第一個星期日凌晨2時起實施夏令時間，轉為澳洲東
部夏令時間(AED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1小時 (UTC+11)，直至4月的第
一個星期日凌晨3時結束。簡單而言，每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起首都領
地與中國的時差為快2小時，到10月第一個星期日起則快3小時。
首都領地的主要產業是政府行政和國防，佔當地總產值的三分之
一。超過40%的勞動人口服務于這些部門。澳洲不少的國防機構設在堪培
拉市內或周邊地區。
首都領地的政府首腦是首席廳長，相當于各州的州長(總理)。和澳
洲其他領地不同，首都領地不設代表聯邦總督的領地行政官，而由聯邦
總督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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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領地概況
根據2011澳洲人口調查，約有6.4%的華僑華人移民居住在首都領地。
首都領地擁有40多年的華人社團歷史，在首都領地正式註冊的華人
團體不多，其中規模較大和歷史較悠久的包括澳大利亞首都華人社團聯合
會、澳大利亞首都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堪培拉地區華人協會聯合
會、堪培拉華聯社、堪培拉澳華理事會、華人聯誼會、中國留學生及學者
聯誼會、華聯社、澳大利亞華人會和澳大利亞北京會堪培拉分會等。

首都領地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的聯繫方式
服 務
首都領地警察

ACT Policing

簡 介

查詢電話
緊急:000
一般查詢:131 444

維持首都領地治安

首都領地緊服務ACT 協 助 災 難 性 事 故 的 救
State Emergency
災，包括洪水、風暴及
Service (SES)
海嘯
首都領地救護車服務

ACT Ambulance
Service
首都領地消防及救
援隊

ACT Fire & Rescue

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
負責首都領地的滅火
及救災及教育等工作

緊急:000

132 500

網 址

www.police.act.
gov.au
www.esa.act.gov.au
/actses

緊急:000
www.esa.act.gov.au
一般查詢:6200 4126
/actas
緊急:000
一般查詢

6205 2927

www.esa.act.gov.au
/actfr

為首都領地的道路及運
輸使用者提供服務，包
括牌照、車輛登記、道
路安全訊息等

132 281

www.rego.act.gov.
au

首都領地(堪培拉)公
查找堪培拉本地公共
共交通咨詢 Transport
交通工具的資料

132 281

www.transport.act.
gov.au

負責首都領地的社區服
務，包括社區房屋、殘
障支援、兒童、青年及
家庭服務等

社區房屋:133 427
兒童、青年及
家庭服務:

www.
communityservices.
act.gov.au

負責首都領地公立學
校、教育，提供公立學
校資料

6207 5111

www.det.act.gov.au

幫助首都領地消費者調
解交易糾紛，範圍包括
購買商品及服務、買
車、租房等，同時為商
戶提供實用資訊及指南

(02) 6207 3000

www.ors.act.gov.
au/community/
fair_trading

免費電話咨詢服務，
為首都領地的法律個
案提供法律資訊及意見

1300 654 314

www.legalaidact.
org.au

首都領地道路運輸
管理局

ACT Road Transport
Authority
for Canberra

首都領地社區服務

ACT Government
Community Service
首都領地教育廳

ACT Education &
Training Directorate
首都領地監管服務
辦公室

ACT Office of
Regulatory Services
首都領地法律援助

Legal Aid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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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281

新南威爾士州 (新州，New South Wales)
新州概況
新州位于澳洲東海岸，面積超過80萬平方公里，截至2014年12月，全
州人口約為756萬人，佔全國近三分一人口，為全國人口最多的州，其中超
過4百萬人居住在悉尼地區。新州首府城市為悉尼，亦為澳洲最大的城市。
新州位于溫帶氣候帶，一般1、2月為盛夏，7、8月為嚴冬，全州
氣候視乎沿海或內陸而有所差異，內陸西北如 Broken Hill 及Tibooburra
一帶在夏天較為干燥嚴熱，而南部山脈地帶于冬天則會降雪，至于沿海
地區則相對較溫和。新州整體氣候亦算溫和，全年平均氣溫為12°C至
21°C，平均降雨量約為1,100毫米，基本上雨量全年平均分佈。
位處澳洲東部標準時間(AEST)的新州，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0小時
(UTC+10)。每年10月第一個星期日凌晨2時起實施夏令時間，轉為澳洲
東部夏令時間(AED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1小時(UTC+11)，直至4月的
第一個星期日凌晨3時結束。簡單而言，每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起新州
與中國的時差為快2小時，到10月第一個星期日起則快3小時。
由于其地理上的優勢及擁有水深港闊的海灣，新州擁有作為亞洲及
太平洋地區經濟及金融樞紐的條件。而作為澳洲最大的經濟體，新州佔
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1% (2012-2013財政年度資料)。首府悉尼是一個多
元文化城市，同時為澳洲的商業及金融中心。悉尼地區的經濟活動包括
數碼業、製造業、研究及教育業、旅遊業。而在城郊地區則有礦業、農
業、畜牧業、水產業、釀酒業、生物科技及通訊等。
悉尼國際機場為全國最繁忙的機場，距離悉尼市中心約8公里。在
2012-2013年度，機場處理了全國四成的國際航班及超過四成的國際旅客
量。聯邦政府已于2014年4月公佈選址 Badgerys Creek 興建悉尼的第二個
國際機場，以緩解現時設施已經飽和的吞吐量。
悉尼歌劇院及海港大僑舉世聞名，而每年新年煙火盛事更吸引數以
百萬遊客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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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華人
據文獻記載，最早到
達澳洲的華裔移民于悉尼定
居，隨 過去2百多年澳洲
移民政策的不斷演變，作為
新州首府，悉尼于華人人
口、社區歷史、社團發展
仍在澳洲佔 舉足輕重的位
置。
根據2011澳洲人口調查，幾乎一半(46.6%)的華僑華人移民居住在
悉尼，而在悉尼，華裔為緊次于英國后裔的移民族群，佔近15萬人口。
悉尼擁有過百年的華人社團歷史，在悉尼正式註冊的華人團體約
有260多個，他們包括同鄉會、社區服務團體、專業性團體和社團總會
等。其中規模較大和歷史較悠久的同鄉會包括：澳洲要明洪福堂、洪門
致公總堂、澳洲東莞同鄉會等；社區服務團體包括華人服務社、僑青
社、澳華公會、澳洲華裔相濟會等；專業性團體有中醫協會、中華經貿
文化交流促進會等；而社團總會包括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統會)
及澳大利亞華人團體協會。
悉尼唐人街位于Haymarket，位處Dixon Street兩個牌坊之間為唐人
街的中心地帶，其東延至Sussex Street，南至 Hay Street一帶，包括Little

Hay Street、Factory Street、Thomas Street等，這一帶地方華人酒樓和商
店林立。每年傳統華人節日，包括農曆新年、元宵、中秋等，街上張燈
結綵，並有傳統舞獅助慶，熱鬧非常。

隨 華裔人口日漸增多，華僑華人聚居的地方已不斷擴充，現時
Auburn、Ashfield、Bankstown、Burwood、Campsie、Hurstville、
Strathfield、Eastwood、Chatswood等地，都有為數不少的華人居住，儼
如悉尼唐人街的衛星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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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的聯繫方式

服 務
新州警察

NSW Police Force
新州緊急服務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SES)

簡 介

查詢電話
緊急:000
一般查詢:131 444

維持新州治安
協助災難性事故的救
災，包括洪水、風暴及
海嘯

緊急:000

132 500

緊急:000
一般查詢:

新州救護車服務

Ambulance Service 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
of NSW

1300 655 200

網 址

www.police.nsw.
gov.au
www.ses.nsw.gov.
au
www.ambulance.
nsw.gov.au

緊急:000

www.fire.nsw.gov.
au

為新州的道路、海港及
海上航道使用者提供服
務，包括牌照、車輛登
記、道路安全訊息等

132 213

www.rms.nsw.gov.
au

負責新州的交通服務
及基建，提供本地公
共交通服務資料

131 500

www.transportnsw.
info

負責管理新州公共房
屋、社區房屋及原住
民公房

1300 468 746

www.housing.nsw.
gov.au

NSW Public
Schools

提供入讀新州公立學校
資料

(02) 9561 8100

www.schools.nsw.
edu.au

新州教育及社區

負責新州公立學校、教
育、社區及原住民事務

1300 679 332

www.dec.nsw.
gov.au

為新州家長提供實用資
訊，包括育兒資料、托
兒中心等

1800 789 123

www.families.
nsw.gov.au

幫助新州消費者調解交
易糾紛，範圍包括購買
商品及服務、買車、租
房等，同時為商戶提供
實用資訊及指南

133 220

www.fairtrading.
nsw.gov.au

免費政府電話咨詢服
務，為新州的法律個案
提供法律資訊、轉介及
意見

1300 888 529

www.lawaccess.
nsw.gov.au

新州消防及救援隊

負責新州的滅火及救災

Fire & Rescue NSW 及教育等工作
道路及海事服務

Roads & Maritime
Services (RMS)
新州交通

Transport info NSW
新州公房

Housing NSW
新州公立學校

NSW Education &
Communities
新州家庭

Families NSW

新州公平交易處

Fair Trading NSW

新州法律援助

LawAccess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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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州 (維州,Victoria)

維州概況
維州位于澳洲東南，佔地超過22萬平方公里，為澳洲大陸本
土最小的一個州。截至2014年年末，人口近590萬人，為第二大
人口的州。首府城市墨爾本 (Melbourne)，為全澳第二大城市。
維州屬四季分明的地方，而沿海、西北內陸及山區也有稍
為不同的氣候。夏天平均最高氣溫在山區為20°C、沿岸地區為
25°C、西北部為35°C，而冬天各地區的平均最低溫度為0-8°C之
間。6-8月是高山落雪區的旅遊旺季，吸引世界各地的雪地運動愛
好者。
位處澳洲東岸標準時間(AEST)的維州，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0
小時(UTC+10)時區，而每年10月第一個星期日凌晨2時起實施夏
令時間，轉為澳洲東岸夏令時間(AED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1小
時(UTC+11)時區，直至4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凌晨3時結束。簡單而
言，每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起維州與中國的時差為快2小時，到
10月第一個星期日起則快3小時。
維州繼新州之后為澳洲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佔全國民生產
總值近四份一。其經濟活動比較多元。其中最大的金融、保險及
物業行業佔生產總值超過3成；其次還有社區及社會服務、製造
業、批發及零售、農業及礦業等等。
墨爾本已從2011年起連續5年被《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評為全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城市。市內一年一度的
盛事「墨爾本杯」( Melbourne Cup )于11月的第1個星期二舉行，
成為全澳的焦點。而通往著名景點「十二門徒石」 ( The Twelve
Apostles ) 的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也是國內知名的旅游公
路，位列全國遺產 (National Heritage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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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州華人
第一批擁入維州的華人
可追溯至18世紀中葉的淘金熱
潮，經過近二百年的政治、經
濟、社會等因素的演譯，截至
2011年，超過9萬在中國出生
的華僑華人居住在維州，這數
字還未包括在澳洲出生的華裔
后代。
維州華人社團在2013年
約為400間。社團性質百花齊
放，既有社會服務團體、藝術
文化組織、同鄉聯誼會、也有
專業性團體等。
墨爾本的唐人街為澳洲歷史最悠久的唐人街之一，遠至
1854年起，經歷了淘金熱的華僑華人就已經開始在現在的墨
爾本市中心地區聚居並開展商業活動。現今墨爾本唐人街的
中心地帶由東邊的Little Bourke St一直申延，其南北分別延至

Lonsdale Street 及Bourke Street，西邊界為Swanston St，向東延
申至Spring St為東邊界。唐人街還有中國人在澳洲歷史博物館
(The 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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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州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的聯繫方式
服 務

查詢電話

網 址

維持維州治安

緊急:000

www.police.vic.
gov.au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SES)

協助災難性事故的救
災，包括洪水、風暴
及海嘯

緊急:000

維州救護車

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

維州警察

Victoria Police
維州緊急服務

Ambulance Victoria
城市消防隊

簡 介

Metropolitan Fire
Brigade
鄉村消防局

主要由義工組成的社

Country Fire Authority 區為本救火防災組織
Nurse-On-Call
維州路政局

Vic Roads
維州公共交通

Public Transport
Victoria
維州公房

Housing VIC
教育及培訓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維州工作場所安全

WorkSafe Victoria
維州消費者事務處

Consumer Affairs
Victoria
維州法律援助

Victoria Legal Aid

緊急:000
非緊急運送:

1300 366 313
負責維州主要城市的
滅火及救災及教育等
工作

電話當值護士

132 500

提供即時專家健康訊
息
負責規劃及發展維州
的主幹公路，並提供
前線的牌照及登記服
務

www.ses.vic.gov.au
www.ambulance.
vic.gov.au

緊急:000

www.mfb.vic.gov.
au

緊急:000

www.cfa.vic.gov.au

1300 606 024

www.health.vic.
gov.au/nurseoncall/
about.htm

交通事故及交通
狀況: 131 170
牌照及登記:

www.vicroads.vic.
gov.au

131 171

提供維州的公共交通資
訊

1800 800 007

www.ptv.vic.gov.au

負責管理維州公共房
屋、社區房屋等

1300 650 172
(03) 9096 0000

www.housing.vic.
gov.au

為幼兒、學童及成人提
供維州的教育及持續進
修的院校資訊

一般查詢:

(03)9637 2000
資訊及轉介服務:

www.education.
vic.gov.au

1800 809 834

負責職業健康及安全法
的執行，保障勞工于工
作場所的安全

1800 136 089

www.worksafe.vic.
gov.au

幫助維州消費者調解交易糾
紛，範圍包括購買商品及服
務、買車、租房等，同時為
商戶提供實用資訊及指南

1300 558 181

www.consumer.
vic.gov.au

免費政府電話咨詢服務，
為 維州 的 法 律 個 案 提 供
法律資訊、轉介及意見

1300 792 387

www.legalaid.vic.
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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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蘭州,(昆州, QUEENSLAND)
昆州概況
昆州位于澳洲東北，全州面積超
過170萬平方公里，是僅次于西澳州的
澳洲第二大州，人口約為475萬人(截
至2014年12月)，首府城市是布里斯班
(Brisbane)，為澳洲第三大城市。
幅員遼闊的昆州跨越不同的氣
候地區，北部沿海地區夏天潮濕而炎
熱，而冬天則和暖干燥；西部內陸的
夏天干燥炎熱，冬天溫和干旱；東南
沿海地帶的夏天潮濕，冬天干燥，四季溫和。昆州偶爾會受到颱風吹
襲，受影響地區主要為沿海城市。
昆州位處澳洲東部標準時間(AES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0小時
(UTC+10)，與中國的時差為快2小時。昆州不執行夏令時。
昆州物產豐富，種類多樣。農產品包括有香蕉、菠蘿及其他熱帶和
溫帶蔬果；礦業亦非常發達，繼有開採鋁、銅、鉛、鋅、銀、金、鈾、
煤炭和煤層氣等礦產資源；其加工業包括煉鋁業、製糖業等在澳洲均佔
有重要席位。它擁有全澳最大的煉鋁廠(2010年數據)及生產全澳超過九
成的原糖 (2009年數據)；而旅遊業及對外貿易亦為州內的經濟支柱。
昆州共有3個國際機場，分別位于布里斯班、凱恩斯(Cairns)及黃金
海岸(Gold Coast)。
位于州內東南岸的黃金海岸有衝浪者天堂的美譽，更成為澳洲的主
題公園之都，城內共有5個主題公園；而位于東北岸的凱恩斯，亦為進
入大堡礁的必經旅遊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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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州華人
華僑華人移居昆州的人數在過去10年有大幅上升趨勢，在布里斯
班，現時中文(普通話)已成為僅次于英語的在家使用的主要用語言。
在州內的華人社團包括有國泰
會、澳大利亞昆士蘭華人聯合會、
澳中企業總商會、凱恩斯區華人會
等等。
布里斯班的唐人街位于Fortitude
Valley ，以

Chinatown Mall 作為

中 心 ， 其 步 行 區 包 括 整 條 Duncan
Street，路上中式酒樓及商店林立。

而黃金海岸的唐人街中心地帶
位于Davenport及Young

Streets，其

在Southport一帶地段組成其黃金海
岸的商貿區。

國 泰 會
在布里斯班創立于1981年，現時提供家居
護理、煮食、個人護理等服務，長者每週三次
到中心參加活動，又提供多元化活動，包括有
太極組、高爾夫球組、童軍組；同時舉辦不同
的興趣小組，如電腦班、廣東話班、國語班、舞蹈班、粵曲組、編織
班及吉他班等。
鑒于海外華人學生數量不斷上升，加上很多移民家庭都和父母一
起在澳生活，國泰會亦為新移民適應布里斯班的生活提供協助。
網址：www.chinese.cathay.org.au
電話：(07) 3275 3688
電郵：admin@cathay.org.au
地址：71 Annie Street, Coopers Plains, QLD, 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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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州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聯繫方式
服 務
昆州警察

QLD Police Force
昆州緊急服務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SES)

簡 介
維持昆州治安

查詢電話

網 址

緊急:000
一般查詢:131 444

www.police.qld.
gov.au

緊急:000

www.emergency.
qld.gov.au/ses

協助災難性事故的救
災，包括洪水、風暴
及海嘯

132 500
緊急:000
一般查詢:

昆州救護車服務

Queensland
Ambulance Service
昆州消防及救援隊

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

137 468
負責昆州滅火及救災

緊急:000

www.qfes.qld.gov.
au

為昆州的道路使用者
提供服務，包括牌
照、車輛登記、道路
安全訊息等

132 380

www.tmr.qld.gov.au

負責昆州的公共交通服
務，並提供有關服務的
資訊

131 230

www.translink.com.
au

137 468

www.hpw.qld.gov.au

137 468

http://education.qld.
gov.au/

Queensland Fire & 及教育等工作
Emergency Services
交通及路政署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and Main
Road
昆州公共交通

Translink

昆州公房及公共項目 負 責 昆 州 公 共 房 屋 及
Department of Housing 社區房屋房等項目

and Public Work

昆州教育及培訓署

提供入讀昆州公立學

Department of
校資料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昆州政府–家長及
家庭

為昆州家長提供實用資

Queensland
訊，包括育兒資料、托
Government –
兒中心、教育、護老等
Parents and families
昆州公平交易處

www.ambulance.
qld.gov.au

(02) 137
9561468
8000

www.qld.gov.au/
families/

Queensland
Government - Fair
Trading

幫助昆州消費者調解交
易糾紛

137 468

www.qld.gov.au/
law/fair-trading/

昆州法律援助

為昆州有需要的人提供
有關刑事、家庭及民事
訴訟的法律意見

1300 651 188

www.legalaid.qld.
gov.au

Legal Aid
Queen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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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州(西澳,Western Australia)

西澳概況
西澳覆蓋澳洲的西面，佔地超過250萬平方公里，面積
佔整個澳洲大陸三分之一。西澳面積為全國最大的州，但
人口只有近260萬(2014年12月數據)，佔全國不足一成五。
超過九成人口居住于西南部。首府城市為珀斯 ( Perth )，位
于西澳西南岸。
西澳西南沿海地區屬地中海氣候，四季分明，氣候怡
人，夏天最高平均溫度為32°C，而冬天則為14°C，而珀斯
更被譽為澳洲境內陽光最充沛的首府城市，全年平均有131
日為陽光普照的藍天。西澳中部則較為干旱，全年平均降
雨量不足300毫米；而北部屬熱帶區域，夏天偶爾會受極端
氣候影響，包括熱帶氣旋及風暴。
西澳位于澳洲西部標準時間(AWST)，為世界標準時間
加8小時(UTC+8)，是澳洲唯一一個與中國同處同一時區的
州份。西澳也是一個不實行夏令時的州。
天然資源豐富的西澳，其礦產品出口是州內經濟的最
主要支柱，礦產有石油、天然氣、鐵、鋁、鎳、金和鑽石
等等，而農業、畜牧業及釀酒業亦佔其經濟的重要席位，
其他經濟活動包括漁業、加工業及旅遊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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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華人
相對于澳洲東部主要城市擁有過百年繁榮的華僑華人社
團歷史，西澳的起步則相對較遲，而以移民人口計算，其華
人移民人口人數始終不及來自英國及新西蘭的人數，但中國
移民人口持續上升，比較2001與2011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在
珀斯的中國人口上升了210%，同期的相關數字在墨爾本為
154%、悉尼為81%，而全國平均為123%。
珀斯唐人街位于Northbridge，傳統上在 Roe Street 街上
的牌坊是唐人街的地標，近年愈來愈多亞洲店鋪在William
Street 、Francis Street一帶開業，成為唐人街的延申。
珀斯的華人社團有中華會館、中華總商會、一些同鄉會
或聯誼會等等。

- 26 -

西澳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聯繫方式
服 務
西澳警察

簡 介

Western Australia
Police

維持西澳治安

消防及緊急服務部

負責統籌西澳的緊急救
災項目，包括火災、自
然天災、海陸空事故等

Department of
Fire & Emergency
Services
交通署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公共交通管理局

Public Transport
Authority
公房署

Housing Authority
教育署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貿易署

Department of
Commerce
西澳法律援助

Legal Aid WA

查詢電話

網 址

緊急:000
一般查詢:131 444

www.police.wa.gov.
au

緊急及火災:

000
災難性事故:

132 500
為 西澳的道路、海港及
海上航道使用者提供服
務，包括牌照、汽車登
記等

www.dfes.wa.gov.
au

131 156

www.transport.
wa.gov.au

Transperth:
136 213
Transwa:
1300 662 205

www.pta.wa.gov.au

參與西澳的土地發展、
公房建設及管理

1800 093 325

www.dhw.wa.gov.au

負責西澳的教育政
策、管理公立學校及
提供入學資料

(08) 9264 4111

www.education.
wa.edu.au

維護工人及消費者的安
全及權益，執行西澳
公平貿易法 ( WA Fair

1300 304 054

www.commerce.
wa.gov.au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法
律援助

1300 650 579

負責西澳的公共交通
服務及基建

Trading Act 1987)

- 27 -

(保障消費者)

www.legalaid.
wa.gov.au

南澳州 (南澳，South Australia)
南澳概況
南澳位于澳洲南部，邊界接連澳洲大陸各主要州份，佔地98萬
平方公里，截至2014年12月，人口近170萬，首府城市為阿德來德
(Adelaide)。
南澳南部處于地中海氣候，州內其他內陸地方則屬干燥氣候，
雨季一般在冬天(6-8月)，氣候溫和，阿德來德冬天平均溫度為8°C至
15.9°C；夏天則為16.5°C至28.3°C。
南澳位于澳洲中部標準時間(ACS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9.5小時
(UTC+9.5)，至每年10月第一個星期日凌晨2時起實施夏令時間，轉為
澳洲中部夏令時間(ACDT)，為UTC+10.5，直至每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
日凌晨3時結束。簡單而言，每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起南澳與中國的
時差為快1.5小時，到10月第一個星期日起則快2.5小時。
傳統上南澳經濟以製造業、釀酒業、農業及礦業和能源為支持，
擁有著名釀酒區Barossa Valley，出產澳洲名酒。其中奧林匹克壩銅鈾
礦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鈾礦山，其探明儲量超過世界總探明儲量的三
分之一。該礦山目前為必和必拓公司擁有。
根據The Property Council of Australia發表的一項全國民意調查顯
示，阿德來德在2011-2013連續3年獲選為在澳洲最適宜居住的城市，調
查以生活指數、可負擔房屋、可持續環境、交通網絡等項目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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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華人
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共有近1萬6千名在中國出生的移民現居
南澳，相對于2006年已上升了一倍。而當年(2011)十大移民人口的出生
地，以中國居首。華僑華人社區約佔南澳1%的人口。
在南澳，有超過40間華僑華人註冊的團體或組織，當中包括有文化及
社交聯誼會、社會服務團體、商業及教育性組織、宗教及藝術協會等等。
阿德來德的唐人街位于 Moonta Street 兩個牌坊之間，街上有中式酒
樓、雜貨店及市場，同時有不同種類的亞式菜館。

南澳華人福利會
福利會于1991年成立，所提供服務包括社區關懷家居及社區護
理、社區探訪、短暫家居護理、照顧者支援、日間護理中心、愛心家居
探訪、中文學校等，其他活動還有廣場舞、交際舞、粵曲班、太極小
組、兒童繪畫班及兒童舞蹈班等。而義工團隊由70多位成員組成，致力
于交通接送、膳食服務、家居及電話探訪、行政工作、活動后勤、文化
表演及教育工作等，福利會同時定期為義工們提供培訓與聚會。
地址：224 Grote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電話：(08) 8212 2988

網址：www.chinesewelfareservices.org.au
電郵：info@ chinesewelfareservices.org.au
微信

ID:CWS-SA

福利會的宗旨為：
- 為在南澳的華人爭取應得的社會福利，提高華人的社會地位；
- 推動華人互相合作，創造集體福利事宜；
- 加強與澳洲各地華人社團緊密合作，謀取政府和社會組織的經濟
或其他方面的協助，促進華人社區的福利工作；
- 發展其他一切有利于華人福利的各項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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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聯繫方式
服 務

簡 介

南澳警察

South Australia
Police
南澳緊急服務 (SES)
South Australian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維持南澳治安

查詢電話

網 址

緊急:000
一般查詢:131 444

www.police.sa.gov.
au

協助災難性事故的救
災，包括洪水、風暴及
海嘯

南澳都市消防服務

South Australian
Metropolitan Fire
Service
南澳鄉村消防服務

South Australian
Country Fire Service
我的牌照(南澳)

My Licence SA
阿德來德公共交通

Adelaide Metro
南澳公房

Housing SA

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

負責南澳都會城市的滅
火及救災工作

青年健康專線

Youth Healthline
家長輔助專線

Parent Helpline

提供南澳的道路規則、
牌照等資訊

131 084

www.mylicence.
sa.gov.au

提供阿德來德的公共交
通資訊

1300 311 108

提供南澳的公營房屋
及可負擔房屋的訊息

131 299

131 366

為個人及家庭于危機
時提供輔導及幫助

為家長提供育兒及兒
童健康資訊

確保南澳的消費者、
商人及貿易都依據法
行事，並受有關法例
保障

南澳法律援助

Legal Services
Commission of SA

www.adelaidemetro.
com.au
www.dcsi.sa.gov.au/
services/housing-sa
www.sapowernetworks.
com.au

131 611

1300 131 719

青年健康專線

Violence Services
of South Australia,
Consumer and
Business Services

www.mfs.sa.gov.au

www.cfs.sa.gov.au

南澳地區家庭暴力輔
為受家庭暴力的人士提
助服務
SA Regional Domestic 供輔導及支援
南澳政府消費者及商
易服務處Government

一般查詢:

8204 3600
1300 737 637

www.saambulance.
com.au

緊急:000

SA Power Networks 提供南澳供電資訊
Crisis Care Unit

1300 136 272
緊急:000

www.ses.sa.gov.au

由義工提供南澳城郊及
鄉村地區的消防及救災
服務

南澳供電
危機輔導

132 500

緊急:000
一般查詢:

南澳救護車服務

Ambulance Service
of SA

緊急:000

提供法律援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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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364 100

1800 800 098
(辦公時間)

1800 003 308
(其他時間)

131 882

www.cbs.sa.gov.au

1300 366 424

www.lsc.sa.gov.au

塔斯馬尼亞州 (塔州，Tasmania)
塔州概況
塔斯馬尼亞位于澳洲大陸東南角約240公里的外海，是澳洲唯一
的島州，面積近7萬平方公里，截至2014年12月，全州人口約為51萬
人，其中約一半人口居住在首府霍巴特(Hobart)。
塔州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夏天(12月至次年2月)气候溫和，冬
季寒冷、多雨，特別是7、8月間山區下雪。全年平均氣溫為4°C至
21°C，平均降雨量約為900毫米，基本上雨量平均散佈全年，西部沿
海地區較多降雨。
塔州位處澳洲東部標準時間(AES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0小時
(UTC+10)。每年10月第一個星期日凌晨2時起實施夏令時間，轉為澳
洲東部夏令時間(AEDT)，為世界標準時間加11小時(UTC+11)，直至4
月的第一個星期日零晨3時結束。簡單而言，每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起塔州與中國的時差為快2小時，到10月第一個星期日起則快3小時。
傳統上塔州重要的產業有礦產、農業、林業、造船業及旅遊
業。塔斯馬尼亞有 蓬勃的葡萄酒業。食物方面，塔省出產鮑魚、大
西洋鱒魚、扇貝、淡水螯蝦等海鮮，此外還有乳酪和奶類製品。旅遊
業是近年發展迅速的產業，在2014年有超過一百萬人到塔省觀光。
塔州的主要機場是霍巴特國際機場和朗塞士頓(Launceston)機
場。兩城之間並無直通商業航班。飛抵的地點包括悉尼、墨爾本、
布里斯本，視乎航空公司和所在機場而定。此外塔州的對外交通還
包括每天往來伯爾尼(Devonport)至維州墨爾本的渡輪。
塔州百分之四十的地區被列為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世界自
然遺產地，森林覆蓋率是全澳之首，這里茂密的國家森林公園、天
然純凈的原始湖泊、令人神往的景致全球知名，吸引很多遊客慕名
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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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州華人
據文獻記載，最早到達塔州的華裔移民于東北部的小鎮
史考茲戴爾(Scottsdale)定居，從事採礦工作。
根據2011澳洲人口調查，約有7000名的華僑華人移民居
住在塔州，不到總人口的2%。
塔州的華人社團不多，其中有文華會、塔省華人聯誼
會、塔省澳中友協、朗塞華人協會、塔州中華商會及塔州中華
藝術交流協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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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州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聯繫方式
服 務
塔州警察

Tasmania Police
塔州緊急服務

Tasmania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SES)

簡 介
維持塔州治安
協助災難性事故的救
災，包括洪水、風暴及
海嘯

塔州救護車服務

查詢電話

網 址

緊急:000
一般查詢:131 444

www.police.tas.
gov.au

緊急:000

132 500

緊急:000
一般查詢:

www.ses.tas.gov.au

1300 135 513

www.ambulance.
tas.gov.au

負責塔州的滅火及救
災及教育等工作

緊急:000

www.fire.tas.gov.au

為塔州的道路、海港及
海上航道使用者提供服
務，包括牌照、車輛登
記、道路安全訊息等

1300 851 225

www.transport.tas.
gov.au

提供在霍巴特( Hobart)
、Launceston及Burnie
的公共交通資料

132 201

www.metrotas.com.
au

Housing Tasmania

負責管理塔州公共房屋

1300 135 513

www.dhhs.tas.gov.
au/housing

塔州教育署

提供入讀塔州公立學

1800 816 057

www.education.tas.
gov.au

為塔州家長提供實用
資訊

1300 135 513

www.dhhs.tas.gov.
au/children

幫助塔州消費者調解交
易糾紛，範圍包括購買
商品及服務、買車、租
房等，同時為商戶提供
實用資訊及指南

1300 654 499

www.consumer.tas.
gov.au

免費政府電話咨詢服
務，為塔州的法律個案
提供法律資訊、轉介及
意見

1300 366 611

www.legalaid.tas.
gov.au

Ambulance
Tasmania
塔州消防

Tasmania Fire
Service
塔州交通

Transport Tasmania

塔州公共交通

Metro Tasmania
塔州公房

提供緊急救護車服務

Department of
校資料
Education Tasmania
塔州兒童及青年服務

Tasmania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塔州消費者及公平
交易處 Tasmania

Consumer Affairs
and Fair Trading
塔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Commission of
Tas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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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領地 (Northern Territory)
北領地概況

北領地位于澳洲中部和中北部，面積近135萬平方公里，
截至2014年12月底，領地人口達24萬4千人，人煙稀少的北領
地成為澳洲聯邦第三大的地區和人口最少的地區。
北領地首府城市為達爾文(Darwin)。其人口不集中在沿海
地區，而是沿 斯圖爾特高速公路 ( Stuart Highway )分布。其

他主要的定居點是帕默斯頓 ( Palmerston )、愛麗絲泉 ( Alice

Springs ) 、凱瑟琳 ( Katherine ) 、Nhulunbuy和滕南特克里克
(Tennant Creek)。
北領地位于澳洲中部標準時間(ACST)，為世界標準時間
加9.5小時(UTC+9.5)，與中國的時差為快1.5小時。北領地不
執行夏令時。

北領地的歷史始于40000年前，當時澳洲的土著人已落戶
該地區。公元18世紀，Makassan 的貿易商開始與北領地的土
著人交易海參。
今天，北領地的經濟以旅遊業和採礦業為基礎，而境內
有位列世界遺產的鳥魯魯(Uluru)，為澳洲具代表性的象征之
一；烏魯魯 - 卡塔丘塔國家公園(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是最著名的旅遊勝地之一。同時，位于領地北部的卡卡
杜國家公園 ( Kakadu National Park ) 也十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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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領地華人
北領地華人的歷史可以上溯至18世紀70年代的採礦及建
路時期，隨 政治氣候及政策的改變，移居當地的華人有所起
落。
較具規模的華人團體有中華會，該會更于達爾文會址旁
興建了北領地華人博物館，館內陳列了北領地華人先驅的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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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領地主要公營機構及服務的聯繫方式
服 務

簡 介

查詢電話

北領地警察

Northern Territory
Police

維持北領地治安

緊急:000
www.police.nt.gov.
一般查詢:131 444
au

統籌緊急事故的救災

緊急:000
www.pfes.nt.gov.au
一般查詢:131 444

北領地緊急服務

Northern Territory
Emergency Service

網 址

北領地消防及救援隊

Northern Territory
Fire and Rescue
Service

負責北領地的滅火及救
災及教育等工作

緊急:000

www.pfes.nt.gov.au

負責包括公共交通、牌
照、道路規劃及政策

1300 654 628

www.transport.
nt.gov.au

北領地運輸署

Northern Territor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北領地公房署

Northern Territor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ousing
北領地公立學校

NSW Public Schools
北領地消費者事務處

Northern Territory
Consumer Affairs
北領地法律援助

Northern Territory
Legal Aid
Commission

負責管理北領地公共房
屋

www.housing.
nt.gov.au

提供入讀北領地公立學
校資料

www.schools.
nt.edu.au

幫助北領地消費者調解
交易糾紛，範圍包括購
買商品及服務、買車、
租房等，同時為商戶提
供實用資訊及指南

1800 019 319

www.
consumeraffairs.
nt.gov.au

免費政府電話咨詢服
務，為北領地的法律個
案提供法律資訊、轉介
及意見

1800 019 343

www.ntlac.n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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