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湾海洋区
消遣性捕鱼条例

开始生效日期：2015年12月，或有变动，不另行通知。

峡湾（Fiordland）
(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区

背景

本手册概述了峡湾（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区（Fiordland Marine Area）
的主要消遣性渔业条例。峡湾海洋区位于南地大区（Southland）渔业管理区
之内。2005年6月，根据“峡湾海洋护卫者”
（Fiordland Marine Guardians）的建
议，峡湾海洋区实行了经修订的消遣性和商业性捕鱼条例以及保护措施。
在过去的十年中，代表消遣性和商业性捕鱼者、包租船运营者、Ngai Tahu Iwi
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最初的“护卫者”
（Guardians）们共同协作，应对、减轻
由于捕鱼人数增加、其足迹所到之处扩广、捕获量更高而对峡湾内有限的鱼
类数量及其脆弱的种类造成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保育战略和一系列根据本
地情况特定的规范，是被上述各用户群体称为“馈赠和收获”的长期协商的成
果。2005年，
《2005年峡湾（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管理法》的颁布使“护
卫者”获得了法律认可，承担起倡导管理渔业、海洋生物安全和峡湾环境并向
政府机构提供咨询的角色。

• Blue cod（蓝鳕鱼）每日渔获量限额为3条，不可累积；*

• Groper（石斑鱼）
（hapuku哈普库鱼）/ bass（巴斯鱼）每日渔获量限额为3

条，不可累积。*

峡湾入口和外海岸

• 蓝鳕鱼每日渔获量限额为20条，不可累积*（包括从内部水域捕捞的3条蓝

鳕鱼）；

• 石斑鱼（哈普库鱼）/巴斯鱼每日渔获量限额为5条，不可累积*（包括从内部

水域的3条石斑鱼限额）；

• 龙虾的每日捕获限额为6只，3天累积限额为15只，并受特殊规定所限。
（参

见龙虾规定）。

消遣性捕鱼条例为什么重要

捕鱼是新西兰最流行的户外活动之一。因此，消遣性捕鱼者与保留其业余渔获
量的商业性捕鱼者一道，每年会捕捞大量的有鳍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为了保
护峡湾渔业的可持续性，初级产业部（MPI）根据“峡湾海洋护卫者”的建议制定
消遣性捕鱼条例并监管其实施。捕鱼者们共同坚守这些条例，负责任地捕鱼，
才能确保今天、明天以及世世代代都会有鱼可捕。

要在您的手机上看这些条例？
使用我们的免费手机短信服务。

下载我们的免费智能手机应用软件。
详情见手册背面。

请务必谨记

• 只有亲自捕捞有鳍鱼、龙虾、或水生有壳动物的人才可以把捕捞的水产计入

每日捕获量限额内；

• 在任何一次出行期间捕捞并食用的所有鱼类都必须被计入所允许的每日渔

获量限额之内；

• 在峡湾内要分散捕捞，以免造成局部性枯竭；

• 超出每日渔获量限额的非法鱼获、不合尺寸要求的或处于非法状态的鱼，无

论生死，都必须立即放回到水中；

• 出售或交易您的消遣性捕捞的水产是违法的；

• 违反条例会冒遭受处罚或起诉罚款和没收财产的风险。

峡湾海洋区在什么地方？

峡湾（Fiordland）
（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区包括峡湾沿岸海洋区水域，
从南岛西海岸的阿瓦如阿角（Awarua Point）开始，从春季平均高水位标志向
海中延伸12海里，沿峡湾海岸一直到东南边界点沙丘角（Sandhill Point），但
不包括索兰德群岛（Solander Islands）的沿岸海洋区。

整个峡湾（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区

峡湾内部水域是指在《2013年渔业（业余捕鱼）条例》附件18中所界定的内峡湾
区域。在峡湾内部水域之内禁止所有商业性捕鱼活动，由此为消遣性捕鱼者创
造出一个46,000公顷的非商业性捕鱼区。内峡湾的鱼类繁衍较缓慢，而且鱼的
数量较少，因此，在峡湾内水域实行特殊的限制。例如：

• 扇贝和大鲍每日限额为10只，不可累积。*

峡湾内部水域

• 有鳍鱼类合计渔获量限额总共为30条，不可累积；*

• 石斑鱼（哈普库鱼）/巴斯鱼算在合计的有鳍鱼类渔获量限额之内；

• Jock Stewart（sea perch，海鲫）每日限额为10条，不可累积，包括在合计

的有鳍鱼类渔获量限额之内；*

*注：累积指的是，在一天的合法持有量之上进一步累积和持有超出的每日渔获
量。有鳍鱼类、大鲍和扇贝都是禁止这样累积的。对于龙虾来说，有一个三天累积
限额（15只），但受特殊规定限制。
（参见龙虾规定）
1

有鳍鱼类

有鳍鱼种类

每日渔获量限额和尺寸限制

在峡湾（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保护区内，对于以下所列的有鳍鱼种
类，不论如何组合，每人每天合计渔获量都不得超过30条，而且不得超过单
个种类的限额。累积/持有有鳍鱼类的数量超过每日限额是违法的。
有鳍鱼种类

Barracouta（杖鱼）

Blue Cod（蓝鳕鱼）– 峡湾内部水域
（不包括多特福（Doubtful）、汤普森
（Thompson）和布莱德哮（Bradshaw）
等峡湾）。

Blue Cod（蓝鳕鱼）– 多特福（Doubtful）
、汤普森（Thompson）和布莱德哮
（Bradshaw）等峡湾的内部水域
Blue Cod（蓝鳕鱼）– 在内部水域以外†

Blue Moki（蓝摩基鱼）
Bluenose（蓝鼻鱼）

Blue shark（大青鲨）

Bronze shark（古铜鲨）

Butterfish (Greenbone 鲳鱼)
鳗鲡 – 短鳍，长鳍

Elephant fish（象鼻鱼）

（单个捕鱼
者）每日最高
限额

30

最低长度
（公分）
–

3

33

1

33

20

33

5

–

15
1
1

40
–
–

15

35

5

–

6

–

Flatfish（比目鱼，除了Sand flounder沙鲽)

30

25

Grey Mullet（鲻鱼）

30

–

Sand Flounder（沙鲽）– 包括在30条比目
鱼限额之内
Groper（石斑鱼）(Hapuku 哈普库鱼)/
Bass（巴斯鱼）– 峡湾内部水域
Groper（石斑鱼）(Hapuku 哈普库鱼)/
Bass（巴斯鱼）– 内部水域以外†
Hammerhead shark（锤头鲨）

–

3

5
1

Kahawai（海鳟）

15

Lamprey（七鳃鳗）

30

Kingfish（王鱼）–（不包括在30条渔获量
限额内）*
Ling（鳕）

Mako shark（灰鲭鲨）

23
–
–
–
–

3

75

30

–

1

–

–

（续见下页）

Marblefish（大理石鱼）

（单个捕鱼
者）每日最高
限额

Porbeagle shark（鼠鲨）

Quinnat salmon（大鳞三文鱼）

30
1
2

最低长度
（公分）
–
–
–

蓝鳕鱼关闭区

由于数量少、生境产量低，严禁捕捞或持有来自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 (Piopiotahi)）内部水域的蓝鳕鱼。

多特福（Doubtful（Patea））、汤普森（Thompson）和布莱德哮
（Bradshaw）峡湾内部水域的蓝鳕鱼限额

Red Cod（红鳕鱼）

10

25

在多特福、汤普森和布莱德哮峡湾内部水域之内，每日最大的捕捞和持有
限额为每人一条蓝鳕鱼，不可累积。

Red moki（红摩基鱼）

15

40

捕杀或持有任何大白鲨都是非法行为。

Red Gurnard（红鲂鮄）
Rig（鳉）

School shark（翅鲨）

Sea Perch/Jock Stewart（海鲫）

Seven gilled shark（尖吻七鳃鲨）
Skate ray（鳐）

30
5
5

10
1
5

25
–
–

• 任何人都不得使用或持有一条以上的鱼线（除了手线或钓竿和鱼线轮

–
–

30

25

Stargazer（瞻星鱼）

30

–

Tarakihi（唇指鲈）

15

–

15

25

Trevally（鲹）

30

25

Warehou（镰鳍蓝狮鲳鱼）

15

–

Thresher shark（长尾鲨）
Trumpeter（刺鱼）
Wrasse（隆头鱼）

所有其他未另外提及的鱼

1

15
30

无限额

–

35
–
–

† 为了避免出现困惑，对于捕捞自峡湾内部水域之内的blue cod（蓝鳕鱼）以及
groper（石斑鱼）(hapuku哈普库鱼)/bass（巴斯鱼），其各自每日捕捞限额均分
别计入各自种类最大限额内。不可累积。
* 除了kingfish（王鱼）
（种类限量3条）以外，对于未列在上面的有鳍鱼种类，没有数
量限额。

有鳍鱼类长度的测量

从鼻子的末端到鱼尾的V型分叉部位进行测量。

有鳍鱼类的捕捞限制
蓝鳕鱼鱼钩建议

线钓限制

线钓包括使用任何有排钩的长钓鱼线、长线和dahn（浮标垂钓）鱼线，但
不包括钓竿和鱼线轮线或手线。在峡湾海洋区内，有以下线钓限制：
• 系在任何鱼线上的水面浮漂都必须用耐久、工整的方式写有捕鱼者名
字的首字母和姓氏。船只的名字也有用；

–

Snapper（啮鱼）

Spiny dogfish（白班角鲨）

禁捕大白鲨

• 任何人都不得使用或持有带有超过5个钓钩的鱼线；

上的鱼线）；

• 当一条船上使用鱼线的人数超过一人时（不包括钓竿和鱼线轮上的鱼

线或手线），该船上不得使用、放出或拥有两条以上的鱼线（不包括钓
竿和鱼线轮上的鱼线或手线）。

严禁使用固着渔网

在峡湾海洋区之内使用、设置或持有任何固着渔网皆属违法。

水生有壳动物

每日渔获量限额和尺寸限制

当水生有壳动物无法自由地返回水中时，例如，被装入一个渔获袋或类似
的容器里，就算被捕获了。在捕捞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您的持有量都不得
超过您的每日渔获量限额。
水生有壳动物种类
Cockles（鸟蛤）

Kina (sea eggs，海胆)
Mussels（贻贝）

Oysters（牡蛎） – 疏浚†
Paua（大鲍）

– 普通黑足*		
– 黄足*

单个捕捞者每日
限额

150
50
25
50

无
无

58

125
80

10

100

50

无

Pipi（皮皮双壳贝）

150

在峡湾内部水域禁止使用或设置蓝鳕鱼捕鱼笼。

Tuatua（图阿图阿双壳蛤蜊）
所有其他（合计）•

150

禁止使用蓝鳕鱼捕鱼笼

无

10
10

在钓蓝鳕鱼时，推荐使用6/0号或更大号的、宽口或圆型的不带歪嘴的鱼
钩，以避免伤害尺寸不足的蓝鳕鱼，提高它们的生存率。

Scallops（扇贝）*†

最小
尺寸（毫米）

无
无

2

* 在峡湾海洋区之内，大鲍或扇贝的每日限额不可累积。

† 一艘船上的潜水员可以为该船上担任潜水安全保护工作的最多两人		
捕捞额外渔获量限额的牡蛎或扇贝。注意：这仅针对捕捞牡蛎和扇贝。

• 这是混合种类的合计渔获量限额。它适用于以上没有特别列出名		
字的所有水生有壳动物种类，并且包括所有的蟹、猫眼蜗牛、Cook's
turban（钭沟蝾螺）、帽贝、海星、滨螺和淡水螯虾（koura）。

水生有壳动物被带至陆地时须处于能够被测量的状态。

受最小尺寸规定限制的所有水生有壳动物（包括大鲍、扇贝和疏浚牡
蛎）在被带上岸时，都必须带壳，不得在平均高水位标志的靠海一侧去
壳。这包括在水上运输时也必须带壳。
疏浚牡蛎和扇贝可以在船上打开立即食用。所食用的任何扇贝和疏浚
牡蛎都算入您的每日渔获限额。任何未食用的扇贝和疏浚牡蛎都必须
带壳上岸。

测量水生有壳动物

大鲍：沿着与下面的大鲍足平行的直线测量壳的
最长部位。不要沿着壳的弯曲部分来测量。

如何测量驮马龙虾

龙虾的捕捞限制（续）

累积限额

在峡湾（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区之内，一条有限制的辩护条款
允许持有将3天或以上天数所捕捞的数目相累积的、多于每日持有量限
额的龙虾，如果符合以下条件的话：
• 持有的龙虾不超过15只；并且
• 在任何一天里都未超过每日6只的捕捞限额；并且

• 从峡湾的米尔福德峡湾内部水域捕捞的龙虾不超过3只；并且

• 如果龙虾是存放在船上或者是从船上捕捞至岸上的（包括从龙虾笼

子里抓出来的龙虾），龙虾应存放在有标签的容器或袋子里，这些容
器或袋子应符合以下条件：

–– 里面只有一天之内捕到的龙虾；并且
–– 有清楚的标签，写着：

(3) 在该容器或袋子中持有的龙虾的数目；以及

(4) 从峡湾的米尔福德 峡湾内部水域捕到的龙虾		
		 数目（如有的话）。

水生有壳动物捕捞限制
水下呼吸器（UBA）

• 任何人都不得使用UBA捕捞大鲍。这不包括潜水呼吸管。

• 任何人都不得在持有UBA的同时持有大鲍。包括在任何船只上和车

辆内。

开放季节

• 疏浚牡蛎：开放季节为3月1日至8月31日（含）。

注：据所知，南地大区FMA（包括峡湾海洋区）不存在岩石牡蛎或太平
洋牡蛎。在南地大区FMA捕捞的所有牡蛎都受有关季节、每日限额和
尺寸规定的限制。

• 扇贝：开放季节是10月1日到3月15日（含）。

如果龙虾是被临时关在一个仍在海中的存放笼里的话，捕捞者须保留
一份清楚的书面记录，并且在渔业官员提出要求时能够当即出示，记录
应包含以下信息：
(1) 捕捞者个人的全名；以及

(2) 该捕捞者捕到这些龙虾的日期；以及

(3) 每个龙虾存放笼所装的龙虾数目，包括从峡湾的米尔福德峡
		 湾内部水域捕到的龙虾的数目；以及
(4) 每个龙虾存放笼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坐标或实际位
		 置；以及
(5) 捕捞者从每个存放笼里取出龙虾的日期；以及
(6) 从每个存放笼里取出的龙虾的数目。

禁止耙网

在尾部第二节上两个大（主要）脊椎的
末端之间直线测量尾部宽度。

保护珊瑚

任何人都不得采集或持有任何黑珊瑚或红珊瑚。

如无法确定性别，则使用60毫米度量。

龙虾

最小尺寸

每日渔获量限额

在峡湾（Te Moana o Atawhenua）海洋区之内，任何人都不得捕捞或持
有6只以上的龙虾（刺龙虾和驮马龙虾两个种类合计）。
任何人在任何一天里都不得捕捞或持有3只以上的来自峡湾内米尔福
德峡湾（Milford Sound (Piopiotahi) ）内部水域的龙虾。不可累积。

（接下页）

216 mm

以下龙虾受法律保护，必须立即放回水中：
• 尺寸不足的龙虾；

• 体外携卵的雌龙虾（携于尾巴底部的腹肢之间）；

• 任何处在软壳阶段的龙虾（已脱壳但外骨骼尚未长到完全的硬度）；
• 无法测量的龙虾（例如，由于尾部受损，无法准确测量）。

一般性限制

以下为违法行为：
• 从任何龙虾身上去掉体外卵或携卵附属器官；

• 在捕捞龙虾时使用尖矛或任何能够刺穿龙虾壳的工具，或持有任何被

刺过的龙虾；

• 使用带有自动弹簧装置的环或套索，这种做法是被禁止的。只可以使

用用手操作的环或套索；

• 使用或设置带诱饵的网来捕捞龙虾，或同时持有龙虾以及带铒网。

对龙虾笼子的限制

捕龙虾的笼子指能够捕捉或关住龙虾的任何笼子，不论其是否设有诱饵；
也包括能够捕捉、关住或存放龙虾的任何其他器具，除了套环、浮子或有
环笼子。

龙虾笼子的逃生口

任何人设置或持有不带逃生口的龙虾笼子都属违法。
• 设置逃生口或敞口是为了使尺寸不足的龙虾可以逃逸。
• 逃生口或敞口不得位于捕虾笼的顶部或底部。

• 圆形或蜂窝形笼子：必须有至少三个逃生口/或敞口（除了笼口以外）。

每个逃生口的内尺寸都必须至少有54毫米 x 200毫米。

如何测量刺龙虾

在峡湾海洋区之内使用或持有任何耙网皆属违法。

受保护的龙虾

任何船只上将任何其尾部无法被测量的龙虾带上岸；

(2) 该捕捞者捕到这些龙虾的日期；以及

疏浚牡蛎：不得穿过一个内直径为58毫米的
硬质圆形金属环。

龙虾的捕捞限制

• 在平均高水位标志向海一侧持有任何处于无法测量状态的龙虾，或从

(1) 捕捞者个人的全名；以及

扇贝：测量壳的最大直径。

从第一节上的钙化条后部到尾扇中部的末端
沿着底部直线测量尾巴的长度。

• 正方形或长方形笼子：笼子相对的两面笼壁上至少有两个逃生口/或敞

口（除了笼口之外）。每个逃生口都不可小于其所在之笼壁的高度或宽
度的80%。每个逃生口的内尺寸都须至少有54毫米 x 200毫米。

任何人都不得捕捞或持有：
• 尾宽小于54毫米的雄性刺龙虾。
• 尾宽小于60毫米的雌性刺龙虾。

• 尾长短于216毫米的驮马龙虾（不论雄雌）。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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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笼如果是完全用未经改动的点焊网制做的，并且最小内尺寸为54毫

米 x 140毫米，则不需要有逃生口/或敞口。网笼可以带有盖子或衬里，
前提是必须在相对两面笼壁的每一面都留出至少80%的面积不得有
障碍物阻挡。

龙虾笼子的使用限制

在峡湾海洋区之内，任何人在任何一天都不得：
• 持有、使用或设置3个以上龙虾笼子；

• 在任何船只上持有或使用或设置3个以上的龙虾笼子。

海洋保护区

地图1：在峡湾海洋区有10个
由环境保护部管理的海洋保
护区，对所有渔业活动关闭
（见下图橙色部分）。在海洋
保护区内，所有水生物都得到
完全保护，禁止所有的非商业
性或商业性渔业活动。

鱼笼的使用限制

• 所有的笼子和浮漂都必须用醒目、耐久的方式写有主人的姓氏和名字
• 禁止在峡湾内部水域使用蓝鳕鱼捕鱼笼，但是可以在峡湾内部水域之
• 个人可以在任何一天里使用、设置或持有最多三个捕鱼笼；

• 如果一只船上有两人或多人，船上最多可以有六个捕鱼笼；这可以是不

同的用于专捕特定种类鱼的特制鱼笼合在一起，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
包括最多两个龙虾存放笼。

存放龙虾的笼子

龙虾存放笼是指用于或能够被用于，存放或盛装龙虾的笼子，但是不包括
任何能够捕捞龙虾的笼子。在峡湾海洋区内，有允许在捕捉龙虾的笼子之
外，使用存放龙虾的笼子的特殊规定。存放笼不受对其他龙虾笼的限制以
及逃生口要求的制约。但以下限制适用：
• 每人限一个存放笼，或每艘船最多可以有两个存放笼，如果船上人数为
两个或以上的话；

多特福（Doubtful）峡湾
（Patea）蓝鳕鱼综合限
制区

地图2：在多特福（Doubtful）、
汤普森（Thompson）和布莱
德哮（Bradshaw）峡湾内部水
域之内，每日最大的捕捞和持
有限额为每人一条蓝鳕鱼，不
可累积。

• 在船上使用的或者船上运载的存放笼以及上面系的浮漂，都必须用清

楚、耐久的方式标有船只名称，并且在第一个存放笼上标有HP1字样，
在第二个上面须标有HP2字样（如有的话）；

• 不是在船上使用的存放笼以及上面系的浮漂，必须用清楚、耐久的方式

标有捕捞者的姓氏、名字首字母以及HP字样。

关闭区和限制区

关闭区

关闭区是指不允许捕鱼的地区。这些地区有可能是作为禁区被MPI关闭，
也有可能是被环保部（DOC）作为海洋保护区关闭。欲了解海洋保护区的
详情，请与DOC联系。

米尔福德峡湾（Piopiotahi）内部水域蓝鳕鱼关闭区

禁止捕捞或持有从米尔福德(Milford)峡湾（Piopiotahi）内部水域捕捉的
蓝鳕鱼。该区域是指在Piopiotahi海洋保护区以外、位于44°35.99’S和
167°49.12’E的戴尔角（Dale Point）一直到44°36.33’S和167°48.71’E坐标
点之间的界线以内的所有水域。

正确对待鱼获的方法

对于不要的或以不合法方式捕获的鱼，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它（例如，放生时
用湿润的手或手套）或将其及时放回水中，可以增加鱼的生存机会，以便以后
将其合法地捕捞。如需更多信息，请查阅MPI网上“正确对待鱼获指南（Fish
Handling Guide）”，或者从MPI办公室取阅。

保护海鸟

海鸟善于发现水中的鱼饵和鱼的残片，时而有可能被钩住或被鱼线缠住。请
访问此网站以了解如何避免吸引海鸟以及如何安全地对待它们：
www.southernseabirds.org

防范非法捕捞

的首字母；这包括在任何船上持有的这些渔具。
外使用。

用可持续性的方式捕鱼

在多特福（Doubtful）峡
湾（Patea）的彭都罗海峡
（Pendulo Reach）, 禁
止使用捕龙虾的笼子。
地图3：在被称为彭都罗海
峡的多特福峡湾内部水域以
内（见地图所示），使用或设
置任何捕龙虾或存放龙虾的
笼子 ，都是违法的。这是为
了保护海底脆弱的物种和敏
感的海底山脊生境。

MPI需要您的协助，报告您当地的任何可疑捕鱼行为或非法偷捕活动。

如果您看到有人违法行事，捕捞超过他们每日限额的渔获量或尺寸不足的
鱼，或出售、交易他们捕捞的水产品，请报告。您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将被完全
保密。

报告违法捕捞、可疑或非法活动——请打电话
0800 4 POACHER (0800 476 224)。

《新西兰渔业条例》轻轻一点即可查看

本手册是峡湾海洋区消遣性渔业条例的扼要简述。这只是一份简要指南，可
能没有包括所有的地方性限制和法规或任何自印制以来出现的变更。为了
了解最新信息，请您每次捕鱼之前查看条例。出售或交易您捕捞的水产是违
法的。

使用我们的免费服务之一：
• 下载我们的免费智能手机应用软件，
方法
是发送“app”一词到9889 或扫描二维码。
即使您是在手机信号区以外，应用软件也
可以使用。
•

•

免费发送短信到9889，告知您打算捕捞的
水产种类名称（例如blue cod或paua），即
可通过短信获知法定尺寸和渔获量限额。
访问www.mpi.govt.nz

联系您本地的MPI办公室
因沃卡格尔（Invercargill）办公室
(03) 211 0060

137 Spey Street, Invercarg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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