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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安全

入室盗窃是最常见的犯罪之一。大多数入室盗窃都属于随机犯罪，

行窃者多通过敞开的或者未锁上的门窗进入室内。多数行窃者都

物色没有上锁或者门窗没有关紧的房屋以便下手并逃逸。

安全小贴士：™

确保门牌号清晰可见，以便救援人员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尽快

找到。	

当你在房屋后部时应该紧锁前门。

不要在前门上贴留言，这会告诉别人你不在家。

如果约了人送外卖，送外卖的人来时要核实其身份，并在门口

接过送来的物品，不要让其进门。

不要在门前台阶上留下包裹。

出门在外时，如有邮件或包裹，最好请你的邻居代收。

出门在外时，最好开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或者在晚上开着灯，让

人以为有人在家。

晚上开灯后要拉上窗帘，不要让人从窗外看到只有一个人独自

在家的情景。

请妥善保管现金和贵重物品。

熟悉邻居情况，并了解最近警察局的位置，同时将附近警察局

的电话存入手机。

当选择新房时，应该充分考虑家居安全问题。门窗最好配备安全

栅栏或者防盗锁；门上应该装有插锁，安全链以及猫眼；有警报

系统的房屋是最理想的选择。

检查住所内有无完备的防火设备 ( 如灭火器、报警器等 )，并熟

悉住处的求生通道。一旦火灾发生，不要贸然跳楼，先报警，然

后自救逃生 ( 用水蘸湿毛巾、衣服、床单等布类物品，用其掩住

口鼻逃生；浓烟时匍匐前进；也可将被单或窗帘撕成条，拧成绳，

用水沾湿后将其拴在牢固的管道、窗框、床架上，然后顺着绳索

滑到下一楼层或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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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险

如果租房，建议考虑购买财物险

来对个人物品进行保障。财物险

是针对屋内财物的保险。房东通

常会投保房屋险，但是租客的个

人物品没有包括在内。如果投保

了财物险，那么当个人物品因入

室盗窃而受损或被盗走，或者因

房屋起火而受损或者彻底毁坏

时，都能得到赔偿保障。财物险

投保费用依个人物品价值而定，

每年最多花费20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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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安全

出门在外时，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

如果你出门在外：

随身携带身份证和信用卡复印件，以便证件遗失时证明自己的身份。

时刻注意周围环境，提防身边的陌生人，尤其是当你一个人在外

或者天色昏暗时。不要听随身听或者收音机，否则可能会因此而

觉察不到危险的临近。

如果发现有冲突爆发或者其他犯罪活动发生的任何迹象，请立刻

离开现场，并通知警方。

对所去的地方表现出很熟悉的样子。谨慎对待陌生人的请求，例如

向你要一支烟或者换些零钱的人，他们中或许有居心叵测的人。

不要把钱包放到后裤袋，这样既显眼又不安全。

小心饮料被人做了手脚。

走路时要与路人进行眼神接触，让他们知道你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

始终把公文包或者背包放在自已可见贴身的位置。

不要回应陌生人的搭讪，不管他们是在街上还是车上，继续走自

己的路。时刻注意保管好现金和手机。

准备进家门或者开车的时候，要把门钥匙或者车钥匙拿在手里或

者放在容易取到的地方。

提高警惕，勿引陌生人尾随入室。

不妨携带个人遇袭警报器。

如果没有手机，那至少携带一张电话卡或者足够打电话的零钱，

但是请记住紧急求救电话000是免费的。

要尽快了解校园和工作场所的环境，经常注意网站、报纸和学校

有关安全提示。了解学校或工作地点安全出口、紧急通道的位

置。还应知道校内应急报警机构、急救室、医疗站的地点。随身

携带学校的紧急联系电话号码，以便遇险时及时求助。

遇到抢劫时可视情况自卫，或大声呼救、逃跑；面对持刀抢劫时

交钱保命。

要注意防范潜在的危险。进入电梯前发现可疑乘客，不要进入；

单独搭乘电梯时，应靠近控制板。在街上少与陌生人说话，不接

受陌生人的饮料或馈赠。

最好不要在夜深时或僻静之处单独行动。如遇尾随情况，可直奔

人多的地方，或就近敲当地住户房门求助。

平时多注意学习防身、脱身的知识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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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晚间出门，还请记住以下几条：

事先计划好如何回家，如提前预订一辆出租车或者与亲朋好友一

起包车回家。

尽量避免晚间独自外出，始终与大伙在一起，并且确保有人随时

知晓你的所在。

走路要走人行道，走有灯光照明的地方，走有人能看见的地方，

避免走小巷子和两栋楼房之间的小路。

确保有足够的钱回家或者打电话。

要把车停放在灯光明亮的地方；上车前要环顾四周，并检查车内

是否有人躲藏。

不要搭便车

站在路边对素不相识的司机招手，要求司机搭载并且共乘一段路

的人被称为搭便车者。在昆士兰州和维多利亚州，搭便车是非法

的。其他州和地区则禁止在高速公路上搭便车(行人不允许上高

速公路，车辆也不准在那停车)。但是，一些旅行社仍在宣传搭

便车的好处，鼓吹其为周游澳大利亚的廉价方案。

然而，许多犯罪就发生在这些无知的搭便车者身上，因为他们对

所搭车的司机一无所知。

我们的建议是：不要搭便车！很显然不值得去冒险。

远离危险区域及危险活动

时刻保持警惕，注意周边环境，远离危险区域及危险活动，尤其

是晚上。

同一个公共场所在不同的时间段情况都有变化。一个地点在不

同时间段会有不同的人群活动，有时熙熙攘攘，有时门可罗雀，

白天和黑夜也可能迥然不同。因此在不同时间段来到同一个地点

时，感觉也不一样。比如：

上午饭店外满街都是忙碌的上班族和购物族。然而到了晚上，举

目所见往往是各大饭店的顾客。这些地方有很多饮酒的人，于是

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白天在购物中心会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往，但当它关门之后，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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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黑灯瞎火并且人迹罕至。早晨八点到下午五点之间的校园总

是生机勃勃，充满欢声笑语。然而，五点以后或者遇到学校放

假，校园里要么死气沉沉，要么时常被特定人群占据。同一个

地点，热闹时和冷

清时给你的感受是

截然不同的。对此

不必感到害怕，但

是最好保持高度警

惕，处处留神，时

刻注意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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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与法规

过马路时须走人行横道，切莫存侥幸心理闯红灯。

骑自行车需戴头盔，晚间须有提示灯。

驾驶汽车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超速，不抢

行，不闯红灯，更不要酒后驾车。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既安全又舒适，为了确保乘客的安全，澳

大利亚实行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其中包括：配备安全人员、

警察、保安、报警按钮、良好的灯光系统以及安全摄像头。

大多数驾驶员都配备了对讲机，随时可以请求协助。

公交车

等车时：

不要去位置偏僻的站点。

在车到达前不要靠近路边。

上车时不要打开钱包，事先

就把钱或交通卡拿在手里。

晚间等车时，应该呆在照明

充足的地方并且不要落单。

事先查询公交时刻表以避免

长时间等待。

乘车时：

乘坐公交车尽量往前坐或

站立，尤其夜晚乘车应避

免坐后排。

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周围

的人。

如果遇到骚扰，立刻换座

位并且告诉司机。

钱包、手提包、包裹等应该尽可能放在自己可见、贴身的地方。

如果有人对你推搡或者挤压时，迅速检查自己钱包是否还在。

如果你发现任何可疑行为，立刻通知司机。

遇见醉酒者，尽量避开或及早下车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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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许多乘坐公交车的安全贴士同样适用于乘坐火车。乘坐火车还需

额外注意：

大多数市郊火车都装有安全摄像头或

者用来启动安全摄像头的紧急状况警

报装置。

尽可能避免落单。

如果发现孤身一人在一节车厢时，换

到人多或者靠近驾驶员的车厢会让你

更放心，因为离驾驶员最近的车厢总

是门窗开启并且保持照明。

计程车

计程车通常是一种安全的公共交通工具。为了增加乘坐计程车时

的信心，可以考虑如下建议：

尽量用电话预订计程车而不是在路边拦下，因为所有的预订记录

在出租车公司都有留底。

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计程车以及司机。如果司机让你觉得不

自在，你有权换乘另一辆车。

可以坐在任何舒适的地方，包括后座。

可以指定一条路线，让司机按照这条路线开往目的地。如果司机

选择了一条你不熟悉的路线或者没有按照你指明的路线行驶，你

应该提出异议。

记录下出租公司名以及车组编号，这有利于事后找到乘坐过的

计程车。如果是送一个朋

友上车，最好让司机知道

你已经注意到了一些细节，

比如可以对司机说：“开

着 Yellow Cab 公司 436 号

车的这位先生 / 女士，请

照看好我的朋友。”

时刻注意周围环境，与司机交谈时尽量避免涉及个人信息的话题。

如果不想让司机知道你的家庭住址，可以选择让他在离家不远处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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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车内受到司机骚扰，你可以选择：

编造一个理由让司机停车。

当车子在遇到交通指示牌或者红绿灯停下时，迅速下车。

大声向街上的行人呼喊以引起注意并且寻求帮助，这也可能会让

司机停车。

大声读出所在车的编号并且警告司机如果不停车，你就会举报。

驾照要求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州/地区，如果你持有一张他国的有效驾

照，就可以使用该国驾照驾车上路。只要：

你是持有临时签证的海外游客。

你的海外驾照在有效期内。

你在该州或者其他地方并未被取消驾驶资格。

你的驾照未被没收或注销，或者你的临时游

客驾驶员豁免权未被收回。

海外游客只要符合这些条件，或者能继续向所在的州警察局提供

材料证明你的游客身份，大多数海外游客都无需另外考取澳大利

亚驾照。

注意：如果你持有新西兰驾照，那你必须在定居澳大利亚的三个

月之内取得澳大利亚驾照，否则将无法继续驾驶。

在新南威尔士州驾车时必须随身携带海外驾照。驾照必须是英语版

本，如果不是，必须配上一张英语翻译文件或者带上国际驾照。

如果你是持有临时签证的海外游客并且希望获得澳大利亚驾照，

请去当地警局咨询。

自驾车

如果想在澳大利亚驾车，无论是否是拥有国际驾照并且有着多年

驾驶经验的司机，在驾车之前都必须了解道路交通法规。澳大

利亚每年都有很多人在车祸中丧生，而国际游客属于高危人群。

如果你所在地区的车辆靠右行驶(与澳大利亚相反)，那最好在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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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时有人陪同，以便观察路况，并留意交通指示标记，直到适应

这里靠左驾驶的规定。一个小窍门，就是不要把它看成是相反

的，而是把那条“白线”(道路中央那条划分线)看成是与你并行

的另一个司机，就和在其他国家道路上驾驶的司机一样。如果你

想在澳大利亚道路上独立驾驶，那最好先上一到两节驾驶课。

在任何时候，行人在斑马线上都拥有绝对的通行权，必须停车让行。

购车

登记注册：任何新购买的机动车，在上路前必须要登记注册。你

必须以你的名字进行登记，并且把驾照信息和你在澳的居住地址

提供给你所在州的车辆登记管理委员会。

保险：如果购买了新车，最好购买车险。万一你因自身责任造成

车祸，对自己或他人车辆造成损害，保险公司会替你赔偿。

车速

把车速规定列入交通法规显然是有其道理的。随着车速的上升，

司机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刹车距离越来越长，车辆也更容易失

控，出车祸的机率就会增加。车速越高，撞到行人后造成死亡的

机率越大，所以驾车时要注意道路的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超速

行驶是杀手。

手机与驾驶

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是危险而且违法的(免提式手机除外)，并且

可能会酿成惨剧。驾车时使用手机，会使撞车死亡的机率提高

九倍。交警会加重查处行车中使用手机的驾车者，除了巨额罚款

外，还会被扣分。

交通违章扣分制

澳大利亚在全国推行交通违章扣分制。针对一系列交通违章行为

进行扣分，能够督促司机更加安全和有责任地驾驶。罚款加上扣

分制已成为依法规范驾驶员安全驾驶的有力手段。

针对不同的违章行为，扣分值也有不同。有关各类违章的对应扣

分值以及罚款额的详细列表可在相关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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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与驾驶

饮酒勿驾驶，驾驶勿饮酒。酒精非但对驾驶者本人，而且对其

他驾驶者和行人都是危险的。在所有重大交通事故中，酒精引起

的事故占了约三分之一。当驾驶者体内酒精浓度上升时，遭遇交

通事故的概率也相应增加。当体内的血液酒精浓度超过法定范

围时驾车，这对驾驶者和他人都相当危险，随之而来的是法

律严厉的制裁。如果体内的血液酒精浓度超过规定的浓度，浓

度越高意味着罚款越重，刑期越长。

血液酒精浓度(BAC)

血液酒精浓度(BAC)指驾驶者的血液中酒精的含量。0.05的浓度

意味着每100毫升血液中含有0.05克酒精。因为肝脏每小时可以

代谢分解约1个标准杯的酒精，如果没有更多的酒精被摄入，血

液酒精浓度会下降。血液酒精浓度可以通过呼吸分析器或者化验

血液样本测得。

血液酒精浓度的法定限度

当驾车时，驾驶者体内的血液酒精浓度不能超过法定的上限。新

南威尔士州血液酒精浓度的法定限制分为三种：

1. 初学驾照、一年驾照、两年驾照、海外驾照、跨州驾照：零

2. 出租车、公交车、13.5吨以上大车、危险品运输车驾照：0.02

3. 其他车辆驾照：0.05

血液酒精浓度上限均为0.05。如果超过0.15，则驾照会被当场暂

扣，直至由相关司法机关审理。

影响血液酒精浓度的因素

酒喝得越多，血液酒精浓度也越高。但是两个饮酒等量的人也可

能会验出截然不同的酒精浓度。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影响，包括：

空腹：空腹的人比刚刚进过食的人更快达到一个较高的酒精浓

度，因为胃内食物会减缓酒精进入血管的速度。

脂肪：体内有大量脂肪的人往往血液酒精浓度较高，因为酒精不

能被吸收进入脂肪组织，而集中在相对更小的身体质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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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等量饮酒的情况下，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几乎总是

比男性高。

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计算自己饮用的标准杯数也只能大概估计

出自己的酒精浓度。想知道更多关于酒精的信息并且了解它对你

的影响，请访问澳大利亚药品防治基金会网站：www.druginfo.

adf.org.au。

限量饮酒建议

为使血液酒精浓度低于0.05，司机们最好把自己的饮酒量限制在：	

男性：在第一个小时内不能超过两个标准杯，并且在此后的每

小时不能超过一个标准杯。

女性：在第一个小时内不能超过一个标准杯，并且在此后的每

小时也都不能超过一个标准杯。

随机呼吸检测(RBT)

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里，对司机进行随机呼吸检测以判断他们的

血液酒精浓度以及是否使用毒品，这在澳大利亚是常见的做法。

警察有权在任何时间拦下任何车辆，并且要求司机提供呼吸样本

进行检测。根据法律，任何车辆驾驶者的酒精浓度都必须低于规

定的数值。如果司机的血液酒精浓度超过了相应规定的数值，那

就构成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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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事故机率增加

驾车前滴酒不沾是最安全的。体内酒精含量越高，交通意外发生

的几率就越大。

当血液酒精浓度是0.05%时，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机率是滴酒

不沾时的两倍。

当血液酒精浓度是0.1%时，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机率是滴酒

不沾时的七倍。

当血液酒精浓度是0.15%时，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机率陡增至

滴酒不沾时的二十五倍。		

切勿酒后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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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安全与危险防范

确保抵澳时能够登录互联网

大多数主要城市都有网吧，也可以在社区图书馆里预订使用电脑

上网。建议查询所就读学校电脑上网设施的相关信息。

对大部分澳大利亚人来说，互联

网已经成为商业，社会，娱乐和

教育领域必不可少的资源。互

联网上的商业交易活动日益频

繁，这也使其成为滋生犯罪的

温床。互联网用户应该懂得保护

自己不成为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以下一些注意事项将有助于你避

免成为网络犯罪的受害者。

1. 安装杀毒软件和其他安全软件，例如反间谍软件和反垃圾邮

件软件。经常使用这些软件并且定期升级。

2. 定期为电脑软件 ( 包括网络浏览器 ) 下载并且安装最新安

全补丁。尽可能使用自动安全更新。	

3. 设置防火墙并且确保其处于打开状态。防火墙可以阻止未授

权的入侵及对外连接。

4. 迅速删除可疑电子邮件。不要打开这些邮件。

5. 不要点击可疑邮件中的链接。点击这些链接打开网页将可能

导致一些恶意软件 ( 比如木马程序 ) 自动下载到你的电脑中，

这是入侵他人电脑的惯用手段并且很有成效。

6.只有当你认识邮件发件人并且知晓邮件中所含附件内容时，

才去打开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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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要从可疑站点下载文件或者应用程序。这些文件或者应用

程序可能是恶意软件。有时这些恶意软件甚至可能伪装成用来

保护电脑的安全软件。

8. 对于任何涉及到个人身份信息的应用程序，使用尽可能长

而随机的登录密码，包括开机登录密码，不要使用字典上出

现的单词作为密码，密码长度最好是大于或等于八个字符，并

经常更换密码。

9. 在浏览网页，创建文件，阅读电子邮件或者玩游戏时，使

用受限帐户。一个受限帐户，就是一个没有“管理员”权限

的帐户。如果你的操作系统允许你创建一个受限帐户，那么这

将阻止恶意代码被装入你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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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 , 吸烟及毒品

酒精

对于年满 18 岁的澳大利亚人来说，饮用酒精饮料是合法的。澳

大利亚各州及地区都有相关法律对酒精使用做了具体规定。如需

了解更多关于饮酒限制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nhmrc.gov.au/your-health/alcohol-guidelines

不同酒精饮料的酒精度也是不同的。一个标准杯指的是含有 10

克纯酒精的饮用量。

以下这些都约等于一个标准杯：

一密迪啤酒 (285ml)= 少量 (30ml) 烈酒 = 一小杯 (100ml) 葡

萄酒 =一小杯 (60ml) 加烈葡萄酒例如雪梨酒

请记住：

一些酒店不提供标准杯，他们的杯子更大。大的葡萄酒杯容量相

当于两个标准杯，甚至可能更多。

家里喝的酒精饮料往往超过一个标准杯的酒精含量。

鸡尾酒所含酒精可以达到五六个标准杯，具体依配方而定。

预先调配好的瓶装酒精饮料通常酒精含量超过一个标准杯。

吸烟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向未满十八周岁者销售或者提供烟草产品是

违法行为。未满十八周岁者不能购买烟草产品。对于烟草产品的

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包装工序，均有相应法律加以管理和限制。

标准杯

使用标准杯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酒精摄入量，从而控

制饮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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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定，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例如购物中心、宾馆、

餐馆以及某些工作场所等。

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禁止在封闭的工作场所、特定室外餐饮场

所吸烟，但开放空间超过 25% 的公共场所除外。

新南威尔士州吸烟政策详细情况可查阅：http://www.health.

nsw.gov.au/public-health/health-promotion/tobacco/

在北部地区，自 2010 年 1 月 2 日起禁止在封闭的工作场所、特

定室外餐饮场所、带顶的公共交通场所吸烟。

在昆士兰州，禁止在封闭的工作场所、特定室外餐饮场所吸烟；

自 2009 年 5 月起，车内若有不满 16 岁的乘客，禁止吸烟。

在南澳大利亚州，自 2007 年 11 月起禁止在封闭的工作场所、特

定室外餐饮场所、带顶的公共交通场所吸烟。

在维多利亚州，禁止在封闭的工作场所、特定室外餐饮场所、带

顶的公共交通场所吸烟。

在西澳大利亚州，禁止在任何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但

开放式的餐厅以及 Burswood Casino 的国际厅除外。

在塔斯马尼亚州，禁止在任何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自	

2008 年 1 月起，车内若有不满 18 岁的乘客，禁止吸烟。

毒品

各个州或者地区，对于毒品合法或非法的生产、持有、售卖以及

使用，都有相关法律进行规范。澳大利亚涉及毒品的法律对于毒

品使用者与毒品提供或贩卖者做了区分。《联邦海关法》只管辖

海外输入的毒品，而各个州对毒品合法或非法的生产、持有、售

卖以及使用都有各自的法律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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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注意：

小心饮料被做手脚！不管你是在喝酒精饮料还是其他饮料，始

终把它放在身边并且时刻盯紧。对饮料做手脚 ( 偷偷将额外的酒

精或者药物或者毒品加入他人杯中 )，会给那些只想在外放松娱

乐的人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任何人的饮

料都可能被做手脚：无论男女老少，也

无论他 / 她在喝哪种饮料。若有人给你

一罐打开的饮料，但是你之前没有看到

里面的饮料被倒出来的情形，绝对不要

接受。如果你怀疑你或朋友的饮料里被

人做了手脚，赶紧拨打 000 紧急电话举

报并寻求帮助。



18

社交活动

结交新朋友

交朋友并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身处异国他乡，那么要找到真正能

够“合得来”的人似乎更加困难。不要对自己要求太苛刻，时刻

提醒自己交朋友是需要时间的。在澳大利亚生活期间，如果能充

分利用各种社交机会(就和在自己国家一样)，那就能更快更方便

地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结交到新朋友，使自己的生活轻松自在。

然而，当与别人相处时，一定要有防范意识。初次与他人见面

时，切记谨慎行事，直到对对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觉得可以

信任为止。如果有陌生人主动与你交谈，他们或许只是为了表示

友好，但是安全第一，不要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包括全名，手机

号码以及家庭住址。对于那些不太熟悉的人，在对他们有更多

了解并且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前，切记每次都约在一个公

共场合见面，比如咖啡厅或者公园，不要邀请他们来家里或去他

们家里。

许多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喜欢和来自同一个国家及文化地区的

人结伴而行。这些人会让你有认同感，与他们沟通也往往比和本

地人打交道更加方便顺畅。尤其是刚来澳的时候，当处在一个全

新而且迥异的环境中时，遇到来自同样文化背景的老乡，会有种

如释重负的归属感。但是记住，交往之初还是要保持警惕，就

像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样，直到进一步了解对方。即使觉得和对方

有很多共同点，在没有充分了解对方并且建立起信任关系时，

依旧要保持警惕。需要提醒的是，许多针对国际学生的犯罪都

是由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文化背景)的人犯下的。

如果对于所遇到的人有疑虑或者

疑问，或者想找个人了解在澳大

利亚应该注意的言谈举止以及沟

通“准则”(约定俗成的做法)，

请和你的国际学生辅导员预约

时间，向其咨询。



19

晚间聚会

成人饮酒务必适量。

时间不宜过晚。

选择正规餐厅和娱乐场所。

远离醉酒者和有吸毒嫌疑者。

不参与斗殴，遇见他人斗殴，及时报警，不要贸然介入劝解。

什么是高中生毕业假期 ?

如果你是在澳大利亚读高中的国际学生，就会听到很多人谈论“毕

业生假期”。毕业生假期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传统，即高中毕业生

在 11 月底或者 12 月初完成期末考试之后享有的一周假期。

官方举办的毕业生假期活动通常在毕业生的旅行目的地举办，包

括音乐会，舞会以及聚会狂欢，期间禁止一切酒精饮料和毒品药

物。只有在册高中毕业生才能参加这类正式活动。他们还需在此

之前凭有效学生证并缴纳小额费用办理贴有照片的毕业生证，届

时持有效毕业生证入场。在许多地方，毕业生正式活动往往在封

闭的场所或者夜总会举行，以防止动机不良的人进入，并且可以

更好地控制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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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高中毕业生并且想参加相关庆祝活动，以下几条安全贴

士会对你有帮助：

尽量和朋友们呆在一起，不抱侥幸心理，人多才可以保障安全。

事先要和朋友们商量好如何分担费用以及如何互相照应。

预订好自己的住处，毕竟并不是总和朋友呆在一起。

知道要去哪里以及怎样去。

出门前要先想好如何回住所，并且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去向。

在晚会开始前和朋友协商由谁驾车，并且鼓励他们不饮酒。一

个星期内，最好所有的人都轮流驾车。

不要让饮酒或者使用药物(或毒品)的人驾车。如果是孤身一人，

可寻求官方机构志愿者陪同返回住所，切记晚上不要单独回家。

携带足够打电话、叫计程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钱。

即便是成年人也须提防陌生人：不搭陌生人的便车，不要在陌

生人的住所逗留。

不要在晚间游泳。如果喝醉了酒或服用了药物，千万不要下水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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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犯

性侵犯属于刑事犯罪。性骚扰、强制触摸、猥亵、强暴以及任何

形式的身体侵入都属于性侵犯。性侵犯可能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

何人身上，但是如果能够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那么将大大降低被

侵犯的机率：

在社交场合，要时刻保持警惕。饮酒要适量，以便于能够清醒

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如果饮料脱离视线很容易被做手脚。

走路时要充满自信，不要漫无目的地瞎走。

要提防路上、车上或者聚会上碰到的陌生人。

远离人迹罕至、灯光昏暗的地方。

注意身边人的举动。

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当感到不自在或者气氛不太对劲时，应该要大声并且坚定地说“不!”

如果被侵犯了该怎么办?

被性侵犯往往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事实上，性侵犯属于严重

犯罪，且无论男女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事发后，你应该第一时

间联系警方或者性侵服务行动组。	

1. 用公用电话或者手机拨打000报警。

2. 在向警方报案并且去医院之前，切勿冲洗、淋浴、换洗衣物或

做任何形式的清洁行为，否则你会因此毁掉重要的证据。

3. 切勿饮酒或者服用镇定剂或其他药物，因为你需要向警方描述

案情。

4. 尽量回忆侵犯者的所有体貌特征。

作为受害者，没有必要感到内疚或者羞耻。警方十分清楚，当一

个人被侵犯时(无论是性侵犯还是其他形式的侵犯)，被害人常常

会处于情绪休克状态。他们会想方设法简化办案手续，帮助受害

者稳定情绪。通常他们会派女警员来询问女性受害者，受害者也

有权主动要求他们这样做。可以要求警方联系朋友，家属，翻译

或者宗教顾问陪同前往案发现场做笔录调查。

可以联系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的相关机构获得更多的帮助，以下

是部分州和地区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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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犯罪受害者援助电话提供 24 小时信息、引导和援

助服务：1800 633 063。更多信息可访问 http://www.lawlink.

nsw.gov.au/vs。如果在新南威尔士州遭到性侵犯，被侵犯者能获

得援助和咨询服务，可访问 http://www.sexualassault.nsw.gov.

au。如需要紧急援助，可拨打 1800 633 063。

维多利亚州设有 15 个反性侵中心，提供紧急或危机护理、咨询及

支助、宣导和传译，具体事宜参见 http://www.casa.org.au/; 维多

利亚性侵危机专线：1800 806 292	(一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在西澳大利亚州，性侵犯服务中心 (Sexual Assault Resource 

Centre) 为 13 岁以上的人士提供紧急或危机护理、咨询及支助、

宣导和传译，具体事宜参见：

http://www.kemh.health.wa.gov.au/services/sarc/index.htm

塔斯马尼亚州设立性侵协助服务 (SASS)，提供危机宣导、协助

向警察陈述、协调医疗或法庭检查，具体事宜参见 http://www.

sass. org.au/；劳雷尔之家 (Laurel House)，提供有关性侵危机

护理等服务，具体事宜参见：http://www.laurelhous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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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

在获得赴澳留学签证的同时，需要签署一份文件 (Australian Values 

Statement Temporary)，承诺尊重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并且在逗留期间

遵守澳大利亚法律。违反法律(包括各州 /地区法律)会遭致罚款，

吊销签证甚至遣送回国等处罚。如果犯了重罪，还可能会被监禁。

若想全面了解澳大利亚各州及地区的法律及司法体系的整

体概况，请登录：

法律服务与咨询

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你会遇到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或法律纠纷，

有可能需要聘请律师进行咨询或代您诉讼，比如民事纠纷、经济

赔偿等，也可能需要上法庭打官司。

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政府都设有法律援助机构(Legal Aid)，主要

工作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有关法律的信息、建议和律师代理服务，

维护他们的正当法律权益。如需要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律师打官

司，则必须提交正式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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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查询自己是否符合有关的资格。

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你可以咨询首都地区的法律援助委员会

(Legal Aid ACT)，获得刑事法律、家庭法或其他民事法律服务。

具体事宜请登录http://www.legalaidact.org.au/查询。

咨询电话：1300 654 314。

联邦各州及地区 网址

澳大利亚法律体系框架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http://www.australia.gov.au/

http://www.act.gov.au/

http://www.nt.gov.au/

http://www.sa.gov.au/

http://www.vic.gov.au/

http://www.wa.gov.au/

http://www.qld.gov.au/law/

http://www.lawlink.nsw.gov.au/新南威尔士州

北部地区

昆士兰州

南澳大利亚州

维多利亚州

西澳大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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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南威尔士州，你可以获得免费官方法律咨询服务，具体

事宜请登录http:// www.lawaccess.nsw.gov.au/查询；咨询电

话：1300 888 529(周一至周五9:00-17:00，节假日除外)；131 

450(免费法律翻译服务)。也可以获得一般法律知识咨询服务，

具体事宜请登录http://www. legalanswers.sl.nsw.gov.au/查询。

在北部地区，你可以通过北部地区法律援助委员会(Northern 

Territory Legal Aid Commission)，获得刑事法律、家庭法或其

他民事法律服务。具体事宜请登录http://www.ntlac.nt.gov.au/查

询。咨询电话：1800 019 343(周一至周五9:00-16:00)。

在昆士兰州，你可以通过昆州法律援助(Legal Aid Queensland)，

获得刑事法律、家庭法或其他民事法律服务。具体事宜请登录

http://www.legalaid.qld.gov.au/查询。

咨询电话：1300 65 11 88。

在南澳大利亚州，你可以通过南澳州的法律服务委员会(Legal 

Services Commission of South Australia)获得法律咨询或援助。

具体事宜请登录http://www.lsc.sa.gov.au/查询。

咨询电话：1300 366 424(周一至周五 9:00-16:30)。

在维多利亚州，你可以咨询维州法律援助 (Victoria Legal Aid)，

获得刑事法律、家庭法或其他民事法律服务。具体事宜请登录	

http://www.legalaid.vic.gov.au/ 查询。

咨询电话：+61(03) 9269 0120( 墨尔本 );1800 677 402( 乡村地

区 )。

在西澳大利亚州，你可以咨询西澳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Western Australia) 申请法律援助。具体事宜请登录 http://www. 

legalaid.wa.gov.au/ 查询。

咨询电话：1300 650 579。

在塔斯马尼亚州，你可以咨询塔州法律援助委员会 (Legal Aid 

Commission of Tasmania) 申请法律援助。具体事宜请登录	

http://www.legalaid.tas.gov.au/ 查询。

咨询电话：1300 366 611(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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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残疾人保障、住房与社区服务部儿童、青
少年和家庭援助办公室)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

北部地区
(卫生与家庭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处)
http://www.nt.gov.au/ lant /hansard/
hansard.shtml

主要立法：
《儿童照顾与保护法》2007	(NT)
《儿童照顾与保护法草案》(NT)	 ( 内阁
审议中 )
其他相关立法：
《信息法》2006	(NT)
《残疾人服务法》2004	(NT)
《刑法典》2006	(NT)
《家事法条例》1975	(Cth)

主要立法：
《儿童及青少年保护条例》2008 (ACT)
其他相关立法：
《收养法》1993(ACT)
《人权法》2004 (ACT)
《人权委员会法》2005	(ACT)
《公共利益倡导法》2005 (ACT)
《家事法条例》1975	(Cth)

儿童保护法

各州的儿童保护法不尽相同。请登录下表提供的网址获取

你所在州 / 地区的相关法规内容。国际学生必须知道，他

们在帮助儿童，与儿童一起生活或者为儿童当义工时，需

要申请获得“对儿童无妨害证明”。

新南威尔士州
(社区服务部)
http://www.legislation.nsw.gov.au/

主要立法：
《儿童及青少年 ( 照顾与保护 ) 条例》
1998	(NSW)
其他相关立法：
《儿童及青少年 ( 照顾与保护 ) 条例修
正案 (家长责任条款 )》2006(NSW)
《儿童保护 ( 罪犯登记注册 ) 条例》
2000	(NSW)
《犯罪法》1900 (NSW)
《儿童及青少年委员会条例》1998 
(NSW)
《巡察员法》1974	(NSW)
《家事法条例》1975 (Cth)

相关立法管辖地

昆士兰州
(社区服务部)
ht tp: / /w w w.legis lat ion.q ld .gov.au /
OQPChome.htm

主要立法：
《儿童保护条例》1999	(QLD)
其他相关立法：
《儿童，青少年以及儿童监护人委员会
条例》2000 (QLD)
《教育法 (总则 )》2006 (QLD)
《公共卫生法》2005	(QLD)
《儿童收养法》1964	(QLD)
《家事法条例》1975 (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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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州
(儿童保护部 )
http://www.slp.wa.gov.au/legislation/
statutes.nsf/default.html

主要立法：
《儿童及社区服务法》2004  (WA)
其他相关立法：
《协助儿童(犯罪记录调查)法》2004  
(WA)
《家庭事务法》1997 (WA)
《收养法》1994 (WA)
《家事法条例》1975  (Cth)

主要立法：
《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管理条例》
1997 (TAS)
其他相关立法：
《家庭暴力法》2004 (TAS)
《家事法条例》1975 (Cth)

塔斯马尼亚州
(卫生与人文服务部儿童保护事务处)
http://www.thelaw.tas.gov.au/index.
w3p

维多利亚州
(人文服务部儿童保护与青少年司法处)
www.legislation.vic.gov.au/

主要立法：
《儿童，青少年及家庭法》2005 (VIC)
其他相关立法：
《协助儿童法》2005 (VIC)
《儿童福祉及安全法》2005  (VIC)
《人权宪章及责任法》2006  (VIC)
《家事法条例》1975  (Cth)u/

南澳大利亚州
(南澳家庭事务署；家庭及社区服务部)
ht tp: / /www.legislat ion.sa.gov.au /
index.aspx

主要立法：
《儿童保护条例》1993 (SA)
其他相关立法 / 条例：
《青少年犯罪条例》1994	(SA)
《收养法》1988	(SA)
《儿童保护规章》2006	(SA)
《家事法条例》1975	(Cth)
《家庭及社区服务条例》1972 (SA)

管辖地 相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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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 购买医疗和人身意外保险(Medical and Accidental Insurance)。

2. 当你抵达澳大利亚时，请到你所在领区的中国驻澳使领馆教育处

(组)注册。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联系方式：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教育处联系方式：

电话：+61 (02) 62864351, 传真：+61 (02) 62901652

电子邮件：educhem@sino-education.org.au 

地址：6 Dalman Crescent, O'Malley, ACT2606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教育组联系方式：

电话：+61 (02) 96621723, 传真：+61 (02)96973368 

电子邮件：zhengdemin@moe.edu.cn

地址：19 Anzac Parade, Kensington, NSW 2033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教育组联系方式：

电话：+61 (03) 95092788, 传真：+61 (03) 95099600 

电子邮件：guoliangzhu@hotmail.com 

地址：14 Selborne Road, Toorak, VIC 3142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教育组联系方式：

电话：+61 (07) 32106509-231, 传真：+61 (07) 32106517 

电子邮件：chinaconsul_bri_au@mfa.gov.cn

地址：Level 9,79 Adelaid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馆联系方式：

电话：+61 (08) 92220302, +61 (0)4 1613233

传真：+61 (08) 92216144

电子邮件：chinacon@iinet.net.au 

地址：45 Brown Street, East Perth, WA 6004

3. 遇险要“三报”求助：

报警察局。在有生命危险的紧急情况下，并需要警察、消防队

或救护车的帮助，立即拨打000。如果无法说话，可在000后拨

打55，警方即可查出拨打报警电话(固定电话和手机)所注册的

地址，因此，务必及时更新电话注册的地址。这些紧急情况包

括你目击的正在实施的犯罪活动。如果你不是处于紧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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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警察的帮助，你可以拨打警察援助热线131444(澳大利

亚首都地区、新南威尔士州、塔斯马尼亚州、北部地区、南澳

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如果你住在维多利亚州或者昆士兰

州，你可以联系当地的警察局。

报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领事组或教育组。

报就读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

4. 保存好护照等重要证件，并将护照、信用卡等重要证件复印留

底，不随身携带过多现金。

5. 勿入赌场，勿借高利贷，远离毒品。

6. 常与家人、房东、同学和朋友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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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消费者权益保护

澳大利亚致力于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培训，但也有可能

在你就读的课程或学校中存在一些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颁布

了一系列的法律来保障国际学生在这些情况下的权益。当然，你

要理解自己所拥有的权益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ESOS) 为保护国际学生权益提供了

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根据这个框架，澳大利亚所有招收持学生

签证的国际学生的院校都必须依法提供优质的课程，并且必须在

学生服务和学校设施方面符合国家标准。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包含以下主要要求：

如果学生未能就读或学校不能提供该生已注册的某项课程，《海

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就会为该生提供消费者权益保护，例如，

通过学籍保障计划等方式为该生安排合适的替代课程，或退还学

费等。

课程信息

学校必须确保向国际学生提供的宣传材料 ( 如留学手册和指南 )

中的信息都真实可靠，避免误导。

在发出注册录取确认书之前，学校必须向你提供有关课程的信息，

例如：

课程内容和修读时限

可获得的学历资格

教学和成绩评定方式

英语语言能力要求

课程的入读要求，包括以往的相关工作经历及学历资格

修完课程所需达到的条件

课程相关的费用

课程学习中可使用的设备、学习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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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服务

学校必须帮助国际学生适应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和生活，帮助他们

达到学习目标和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

这些帮助包括为学生提供以下方面的信息：

新生入学介绍活动

学业进展情况

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住宿情况

投诉

如果您对课程的教学质量感到不满，首先应尝试与所就读的教育

机构协商解决问题。学校通常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布有关投诉和如

何申诉的信息。

	

海外学生申诉专员（Overseas	 Students	 Ombudsman）受理私立教

育机构海外学生的投诉并进行调查。公立教育机构海外学生的投

诉由不同的州 /地区申诉专员办公室受理。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 (ESOS) 咨询联系方式：

电话：+61 (02) 6240 5069

传真：+61 (02) 6123 5870
在线咨询：http://www.aei.gov.au/Regulatory-Information/Education-

Services-for-Overseas-Students-ESOS-Legislative-Framework/Pages/

ESOSEnquiry.aspx

网 址：http://www.aei.gov.au/Regulatory-Information/Consumer-

Protection/Pages/Consumerprotection.aspx

有关网站：

中国教育部：	

http://www.moe.edu.cn

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http://www.jsj.edu.cn

中国留学网：	

http://www.csc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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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工业创新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部国际教育司 (AEI)：	

http://www.aei.gov.au

留学澳大利亚官方网站：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http://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

http://melbourne.china-consulate.org/chn

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馆：

http://perth.chineseconsulate.org/chn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

http://brisbane.china-consulate.org/chn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http://www.det.act.gov.au

新南威尔士州：	

http://www.internationalstudents.nsw.gov.au/living_in_nsw

北部地区：	

http://www.det.nt.gov.au

昆士兰州： 
http://www.studyqueensland.qld.edu.au

南澳大利亚州：

http://www.studyadela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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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州：

http://www.pertheducationcity.com.au/English/Live-in-Perth/

Safety

塔斯马尼亚州：	

http://www.education.tas.gov.au

澳大利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http://www.sucsa.com

新南威尔士州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http://www.nswcssa.org

堪培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http://www.actcssa.org.au

西澳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http://www.wacssa.org 

以上部分信息来源：

1. www.thinkbefore.com

2.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3. 昆士兰州警务署	

4. 新南威尔士州道路及交通管理局

5. 澳大利亚通讯与媒体管理局

6. 澳大利亚毒品防治基金会

7. 昆士兰州政府网毕业生假期专栏



免责声明：

《留学澳大利亚中国学生安全手册》( 下称《安全手册》) 为赴

澳留学生提供一般性的建议，可能不完全符合某些特殊情况，为

此，在使用本手册的过程中，可能带来个别的负面后果，《安全

手册》编纂者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谨慎使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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