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閒釣魚執照資訊
多數人需要以下其中一種休閒執照
才可以在安大略省釣魚
運動性釣魚執照：適合希望享有全部釣獲及擁有魚獲權利之垂
釣者。在本概要中，S – 指持運動性釣魚執照下的限額 (例：
S – 4 = 釣獲及擁有限額為四條)。
保育性釣魚執照︰這是釣獲及擁有限額較少的執照，最適合希
望將大部份魚獲放生的垂釣者。垂釣者持此執照時，必須立刻
放生北美狼魚、大西洋鮭魚和極光鱒魚。在本概要中，C–指持
保育性釣魚執照下的限額 (例：C–2 = 釣獲及擁有限額為兩條)。
請參閱區域表和釣獲及擁有限制之例外規定。

居民的定義

• 根據公路交通法所發有效的安省殘障人士泊車許可證之黑
白影印副本或電子打印本，並同時備有由加拿大聯邦政
府、省或地區政府發出的任何執照、許可證、證書或身份
證，而上述文件能顯示出他們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或
• 任何由加拿大政府或加拿大省政府或地區政府發出之任何
執照、許可證、證書或身份證，且上述文件能顯示出他們
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而該名人士因精神受損或發育殘障、
學習障礙或機能不良或精神紊亂，而必須由另一人陪同及
直接協助才可釣魚和遵守適用的釣魚法規。如協助該名人
士的另一人只是協助，則無需持有執照；但如另一人也希
望參與釣魚，則需要自行持有執照。
被視為持有執照之人士，必須遵守與運動性釣魚執照無異的釣
獲及擁有限制。

切勿為執照封膠，因為封膠過程的熱力會導致執照數據不能被
安大略省居民︰安大略省居民的定義是以安大略省為主要居住
讀取。
地，以及在申請執照前的12個月中至少在安大略省連續居住6
個月的人士。
原住民：擁有已確立的原住民條約及權益的安大略省原住民社
加拿大居民︰加拿大居民的定義是以安大略省以外的加拿大境 群成員，無需戶外卡或安大略省釣魚執照標籤，即可為個人用
內任何地方為主要居住地，以及在申請執照前的12個月中至少 途而在他們的原居地或有關條約領域內捕魚。個人用途乃指作
食物、社群或紀念活動所需。個別人士需要隨時準備身份證明
在加拿大境內任何地方連續居住6個月的人士。
文件，以顯示他們隸屬原住民社群。原住民社群成員在他們的
非加拿大居民：非安大略省居民亦非加拿大居民之人士。
原居地或條約領域以外地方釣魚時，必須持有有效的安大略省
戶外卡和釣魚執照標籤，以及遵守相應的魚季、限制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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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規定。

適用於安大略省居民及加拿大居民

對安大略省及加拿大居民而言，一份完整而有效的釣魚執照包
括一張戶外卡或臨時戶外卡，附上有效的安大略省居民釣魚執
照標籤。戶外卡是一張信用卡大小的塑膠卡，有效期為三個曆
年，用於身份識別和管理用途。當執照和戶外卡在同一時間內
適用於非加拿大居民的休閒釣魚執照資料
購買或更新，執照標籤可以是戶外卡以外的獨立證件，或是壓
印在戶外卡背後者。註：如用一天執照，戶外卡是不需要的。 就釣魚執照規則而言，任何人如非安大略省或加拿大居民 (請
安大略省居民戶外卡及釣魚執照可透過全省發照單位、網站 參閱本頁所述定義)，即被視為非加拿大居民。大部份非加拿
ontario.ca/outdoorscard或自動化電話發照熱線1-800-288-1155 (只限續 大居民如想在安大略省釣魚，均需要安大略省釣魚執照。
期) 申領。
加拿大居民戶外卡和釣魚執照可透過全省發照單位或網站 對於非加拿大居民，一套發給非加拿大居民、完整有效的釣魚
許可證，包括戶外卡或臨時戶外卡伴隨著有效的釣魚執照。戶
ontario.ca/outdoorscard申領。
外卡是一張信用卡大小的塑膠卡，有效期為三個曆年，用於身
任何符合以下情況之人士，則被視為休閒釣魚執照持有人：
份識別和管理用途。當執照和戶外卡在同一時間內購買或更
1. 安大略省及加拿大居民，年齡為18歲以下，或65歲或以上，
新，執照標籤可以是戶外卡以外的獨立證件，或是壓印在戶外
並持有由加拿大政府或加拿大省政府或地區政府發出之任何
卡背後者。註：如用一天執照，戶外卡是不需要的。
執照、許可證、證書或身份證，而上述文件能顯示出他們的
• 18歲 或 以 上 非 加 拿 大 居 民 必 須 購 買 戶 外 卡 和 釣 魚 執 照 。
姓名和出生日期。
(註：65歲或以上非加拿大居民不獲執照豁免。)
2. 殘障的安大略省及加拿大居民有資格領取及持有︰
• 18歲以下非加拿大居民，如由持有有效戶外卡和釣魚執照之
• 由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發出有效的盲人身份證 (Blind
人士陪同，則無需執照即可釣魚。任何魚類，一旦保留，即
National Identity Card)；或
視作執照持有人的釣獲及擁有魚獲限額的一部份。另一選擇
• 根據公路交通法所發有效的安省殘障人士泊車許可證 是，18歲以下的非加拿大居民可以購買戶外卡和執照以擁有
(Accessible Parking Permit)；或 自己的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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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釣魚執照資訊（續前）
• 非加拿大居民戶外卡和釣魚執照都可以通過安省執照發行處
及ontario.ca/outdoorscard得到。

• 您的戶外卡不能轉讓給他人使用 － 它賦予的權利只適用於
您個人。

• 成群的非加拿大居民兒童 (最少五位未年滿18歲者)，可申請專
門發給有組織團體的特別執照。有關執照可向參與的
ServiceOntario中心和執照發行處申領。

• 一年期釣魚執照的有效期，將於執照上所印年份的12月31日
屆滿。

注意︰在安大略省西北部政府官地上露營的非加拿大居民須受
保育性執照限制的約束，在邊界水域除外 (見第12頁)。

• 三年期釣魚執照的有效期，將與戶外卡一同於第三年的
12月31日屆滿。您的戶外卡失效年份為15位卡號後面的數
字。

加拿大 / 非加拿大居民之垂釣及狩獵人士回到安大略省釣魚或
狩獵時，請謹記攜帶自己的戶外卡。

• 試圖取得多於一張戶外卡屬違法行為。申請戶外卡時提供
虛假資料亦屬違法。

申請您的戶外卡

• 如遺失戶外卡或戶外卡被盜，請到訪有提供MNRF替換服務
的當地發行單位或安省服務中心 (ServiceOntario Centre)。將
收取替換費用。

戶外卡的送遞需時約20天。如您申請了戶外卡，而於指定日期
內還沒有收到，請致電戶外卡中心電話1-800-387-7011。

您需要知道有關戶外卡的事項
• 如有任何地址或姓名的更改，您必須於出現變更的10天內
通知自然資源部。您可撥打 1-800-387-7011致電戶外卡中
心，更改您的地址或姓名。

• 新垂釣者可以到網站ontario.ca/outdoorscard購買第一張戶外
卡。
• 如需要更多關於戶外卡或釣魚執照的資訊，請於北美洲任
何地方致電戶外卡中心電話1-800-387-7011。

• 釣魚時必須隨身攜帶戶外卡 / 臨時戶外卡和釣魚執照標籤。
如保育員要求查看您的戶外卡，法例明訂您必須按指示
出示。

休閒釣魚執照資訊（續前）
本概要內所列之2015年度執照費用有效期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如需了解您最近的發照單位地點，請瀏覽ontario.ca/outdoorscard或撥打電話號碼1-800-387-7011。註：購買戶外卡和執照時，須
要繳付$2服務費。

申領方式

2015年費用
加拿大居民

非加拿大
居民

互聯網*

自動化電話
發照熱線**

全省發
照單位*

$9.68

$9.68

$9.68

4

4

4

三年運動性釣魚執照標籤

$88.38

$165.47

$249.81

4

4

4

三年保育性釣魚執照標籤

$50.24

$98.07

$154.95

4

4

4

一年運動性釣魚執照標籤

$29.46

$55.16

$83.27

4

4

一年保育性釣魚執照標籤

$16.75

$32.69

$51.65

4

4

一天運動性釣魚執照
+ 此執照不需擁有戶外卡

$13.51

$13.51

$23.01

4

4

八天運動性釣魚執照標籤***

不適用

不適用

$53.54

4

4

八天保育性釣魚執照標籤***

不適用

不適用

$30.53

4

4

有組織露營隊員的非加拿大居民垂
釣執照

不適用

不適用

$6.26

執照種類
戶外卡

安大略省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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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卡續期後，通過互聯網或其他執照發行處所發的執照，將成為須攜帶之獨立證件。在互聯網購買的執照必須打印出來，並
在釣魚時與您的有效戶外卡一同攜帶。
** 只限安大略省居民。購買三年執照須連同戶外卡續期一起辦理。
*** 八天釣魚執照的有效期為連續八個日曆日。一個日曆日是由午夜起計算的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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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釣魚規則
垂釣者釣魚規則指引
注意：本節包含垂釣者必須清楚了解的重要資訊，
以確保他們遵守有關規則。
額外釣魚機會－部份水域對某些品種的規定比區域規定較為
寬鬆。這包括當某一區域的一般魚季已經結束時，區內有些
地點還可以讓垂釣者在部份或全部時間釣魚，也包括某些魚
類有延長魚季或全年開放的釣魚期。很多時這些額外釣魚機
會是因魚量增加而有所提供。
總計限額－總計限額是不同魚類合併計算的釣獲及擁有限
額。在施行總計限額的地方，您不得將每一種魚的釣獲及保
留限額分開計算。本概要內，總計限額適用於碧古和梭格
魚；大口和細口鱸魚；及白花和黑花鰂魚。這些魚類的總計
限額可以在區域表或每一區域的例外規定中找到。同時請參
閱以下釣獲及擁有限額。
鱒魚和鮭魚的總計限額－此外，全省對所有種類的鱒魚和鮭魚
(三文魚) 組合數量均有標準總計限額。如您持有運動性釣魚執
照，一天內可捕釣並帶走合計不超過五條鱒魚和鮭魚 (S–5)；如
持有保育性釣魚執照，則可捕釣並帶走合計不超過兩條鱒魚和
鮭魚 (C–2)。注意：除總計限額外，如另有列明的話，則不得超
過個別魚類的限額。(例如：大西洋鮭魚S限額為一條，則您在
任何時候均不得捕釣和保留或帶走多過一條大西洋鮭魚)。
垂釣－垂釣的定義是用魚線釣魚，而魚線是用手拿著或連繫
到用手握著或被密切注意的魚桿。
人工蒼蠅－人工蒼蠅指在魚鉤上飾以絲質、羊毛、皮毛、羽
毛或其他類似物料，但不包括其他類型的人工誘餌。
人工誘餌－人工誘餌是指匙狀假餌、塞子狀假餌、擬餌手釣
鉤、人工蒼蠅或其他類似裝置，用以在垂釣時幫助釣魚的。
魚餌－安省部份地區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魚餌。魚餌包括活
的或死去的動植物或其部份。請參閱魚餌一欄 (第10頁)，或您
所在釣魚區域的「區域規則」之例外規定。
餌魚－部份品種的魚類可於部份地區當作魚餌使用 (參閱第10
頁魚餌一欄)。
無倒刺魚鉤－無倒刺魚鉤是指本身沒有倒刺的魚鉤，或倒刺
已被壓平至完全服貼在鉤柄上。
釣獲及擁有限額－釣獲限額是您當天可以釣獲及保留的魚
量，包括沒有即時放生的魚及任何吃掉或送給別人的魚。而
擁有限額是您可以在手上擁有、冷藏、運送或存放在任何地
方的魚量。除非另有具體說明，否則擁有限額與當天的釣獲
限額是相同的。
在本概要中︰
• S–指持運動性釣魚執照下的限額
(舉例：S – 4 = 釣獲及擁有限額為四條)。
• C–指持保育性釣魚執照下的限額
(舉例：C – 2 = 釣獲及擁有限額為兩條)。

如果您在達到當日的魚獲或擁有限額後，釣獲一條已滿額品
種的魚，則必須立刻將魚放生至水裡 (參閱第9頁，安大略省
釣獲及保留魚獲規則)。如限額為零，垂釣人士只可在釣獲後
立刻放生，而所用方法不得令被放回水中的魚受到傷害。部
份品種並無限額限制，因此本概要不會提及有關限額 (參閱第
8頁的尺寸限制)。
更改地址－戶外卡持有人的地址或姓名如有任何更改，必須
於出現變更的10天內通知自然資源及林木部。詳情請參閱本
概要第5頁。
檢查站－保育員全年均會隨時隨地設立「魚類檢查站」。在
這些檢查站，保育員會收集魚獲資料，並且確保垂釣者遵守
規則，以便更好地管理我們的漁業資源。請謹記將所有執
照、設備和魚獲放於容易取得的地方以便檢查。
競爭性釣魚活動–沒有許可證不得經陸路運送活魚。競爭性釣
魚活動的活魚放生船隻必須持有許可證，以運送多名垂釣者
的魚獲及擁有多於一天釣獲限額的魚量。
保育員－保育員負責執行安大略省的漁業規定。他們有權根
據所要執行的法規，進行檢查、逮捕、搜查和扣押，其中包
括《魚類及野生動物保育法案》及《漁業法案》。保育員在
執行職務時可能會作出以下行動：
• 截停及檢查車輛、般隻或飛機
• 提出與檢查有關的問題
• 檢查建築物或其他地方
• 要求協助以完成檢查
• 進入私人物業執行他們的職務
• 在有手令下進行搜查
• 在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情況下，即使沒有手令亦會進
行搜查
• 扣押與違法事件有關的物品
• 如保育員認為任何人已觸犯、正觸犯或將觸犯法例，則會
逮捕有關人士。
花鰂魚－就本概要而言，花鰂魚包括黑花鰂魚及白花鰂魚。
例外規定－在指定水域內，每一區域的既定規則都會有一些
例外規定。其中包括魚類禁釣區、魚餌和釣魚工具限制及為
部份魚類品種所訂立的不同魚季、限制和尺寸大小限制。垂
釣者必須查閱他們將前去釣魚的水域之例外規定。
注意︰部份水域會跟具有相同例外管制的水域劃為同一組
別，而有關水域一般會列於最大或最重要水域的名字之下。
如例外規定沒有說明，則該區域的規則便會適用。
魚類的出口－任何人士在離開安大略省時，不得帶走指定限
額限制以外的魚類。
魚類禁釣區－魚類禁釣區在區域規則的例外規定中有加以描
述。魚類禁釣區內全面禁止釣魚。有些水域或這些水域的部份
地區，是被宣佈為全年或一年中的部份時間為魚類禁釣區。魚
類禁釣區並不一定張貼告示。禁釣日期包括起迄日期；概要中
說明的禁釣日期全部包括第一天和最後一天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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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釣魚規則（續前）
漁業管理區域或簡稱區域－安省分為20個漁業管理區域，設
有適用於最多人愛釣魚類的一般規則 (另參閱第7頁的例外規
定)，訂明開放季節、魚量限額和大小尺寸限制 (如適用)。

太陽魚－就本概要而言，太陽魚包括南瓜花鰂魚、青鰓魚、
綠色太陽魚、大口突鰓太陽魚、橙點太陽魚、長耳太陽魚以
及長耳太陽魚雜交魚 (Lepomis hybrids)。

魚鉤－一隻魚鉤包括在鉤柄上的一個或多個尖鉤，但不包括
扣身鉤 (snagger)或彈簧魚叉 (spring gaff)。魚鉤數目包含誘餌
結構中的任何單尖鉤或多尖鉤的魚鉤。

北美狼魚－就本概要而言，北美狼魚包括北美狼魚和北美狼
魚與白斑狗魚的雜交品種。

魚鉤與魚線－除非規則中另有說明，否則一位垂釣者只可用
一條魚線。在大湖區部份地區從船上釣魚時 (參閱一般規則的
例外規定) 及在許多地區冰釣時 (參閱第11頁有關冰釣一欄)，
可以使用兩條魚線。一條魚線最多只能繫上四個魚鉤。
立即釋放魚隻－被非法釣獲或非法持有的魚 (例如禁釣季節、
禁釣大小，或超出魚獲及持有限額)，必須在捕獲的時間和地
點立即釋放，這包括在釣魚時受傷的魚。這規則並不適用於
像鰕虎魚等具入侵性的魚種，在這情況下，必須立即釋放或
銷毀魚隻 (參看一般性禁止)。
鉛墜和擬餌手釣鉤－在加拿大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區內使用
或持有鉛釣墜或擬餌手釣鉤即屬違法。有關詳情請瀏覽www.
ec.gc.ca/flf-psp/default.asp?lang=En&n=80A2A&AF-1
活魚存放箱－如您使用活魚存放箱或盛裝魚類的器具，則必
須清楚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且無需提起箱子便可看到，除非
它是船的一部份或繫於船上。任何存放箱內的魚類均屬您限
額的一部份。您必須時刻注意察看您所擁有的魚；任由魚類
浪費屬違法行為。釣獲及保留限額均適用於活魚存放箱。
活魚艙－活魚艙是船上用以保持魚獲鮮活的間隔艙。用作選
擇性地放生鱸魚、碧古和北梭子魚的活魚艙，必須繫於船上
或是船身的一部份、可盛載總容量不少於46公升 (10加侖) 的
水、具有換水功能並且於盛載活魚時不停有機械打氣 (參閱第
9頁安大略省釣獲及保留魚獲規則)。請謹記，沒有許可證不
得經陸路運送活魚。離開一個水域時應排乾活魚艙內的水。
開放釣魚的季節－釣魚季節的開放與結束因地區和魚類而有
不同。季節日期包括起迄日期；概要中說明的第一天和最後
一天均是開放或關閉的。試圖捕釣釣魚季節已經結束的魚類
即屬違法，即使您打算釣獲後將牠們放生。在釣魚季節結束
後意外釣獲的魚類必須立即放回水中。除非有特別說明，沒
有列出的魚類 (例如亞口魚和石鱸) 全年均可捕釣。

量度單位－本概要中引用許多量度單位。省政府規則採用十
進制系統，並且把它們轉換為英制單位以方便垂釣人士。本
概要使用了以下簡稱︰
• km = 公里 (或mi.= 英哩)
• cm = 公分 (或in.= 英吋)

• m = 公尺 (或ft.= 英呎)

一般禁止的行為 - 以下行為均屬違法：
• 沒有運送或放養魚類的特別執照，即運送從安省水域中捕
獲的活魚 (餌魚除外)，或將任何魚類轉移或放養至安省水域
中。
• 未經自然資源及林木部准許，即將活魚或活卵從一個水域
轉移至另一水域。
• 擁有以下任何入侵品種的活魚：紅眼魚、梅花鱸、大頭鱅
魚、黑鯉、草鯉、銀鯉、圓蝦虎魚、管鼻蝦虎魚或鱧魚科
中的任何品種。
• 使用准許餌魚 (見第10頁) 以外的活魚作魚餌。
• 捕釣或擁有以下受到特別保護的魚類：美洲鰻魚、cutlip鯉
科和紅邊鰷魚。
• 販售或購買任何休閒釣魚的魚獲 (包括標本在內)、小龍蝦、
水蛭、青蛙、魚卵或水生動物卵。只有持商業漁業或商業
魚餌執照之人士才可販售他們的魚獲。
• 在任何水域30公尺(98英呎) 範圍內擁有彈簧魚叉、扣身鉤
或矛槍。彈簧魚叉，除了張力魚竿，包括任何替垂釣者設
置釣鉤以鉤起魚嘴的裝置。任何人均不得用彈簧魚叉、暗
樁、扣身鉤或矛槍釣魚。彈簧魚叉以外的魚叉可用來協助
卸下以合法方式所得的魚獲。
• 以魚叉刺穿或扣身鉤鉤穿魚嘴以外的任何部份來釣魚 – 任
何以這種方式鉤住的魚類均必須立刻放生。
• 以垂釣、矛叉、弓箭、魚網或餌魚陷阱以外的方式釣魚。

太平洋鮭魚－就本概要而言，太平洋鮭魚 (三文魚) 包括奇努
克鮭魚、高豪鮭魚和粉紅鮭魚。

• 在任何水域邊緣30公尺 (98英呎) 或以內範圍，攜帶矛叉作釣
魚之用，符合規定的釣魚活動除外 (參閱第11頁非垂釣式的
捕獲方法)。

尺寸限制－所有尺寸大小指的是總長度，即從下顎合起的魚
嘴最尖端量度至魚尾最末端，並要將尾鰭壓平以得到最長的
長度。省府訂立的規則均是採用十進制。

• 在以下情形之外，使用人工照明吸引魚類︰
– 捕釣胡瓜魚、湖白魚或用浸網捕釣湖鯡

注意：如您捕獲的魚在限制尺寸之內，則必須立刻將之放生
(參閱量度單位下文)。

• 使用炸藥或其他爆炸品來捕釣或毀滅魚類。

– 照明是裝在垂釣釣線上誘餌的一部份。
• 在離魚塘網或魚類養殖檻25公尺 (81.8英呎) 範圍內釣魚。
• 在離任何魚道或運河、魚障或任何協助魚類繞過魚障的裝
置下方入口的下游22.9公尺 (75英呎) 範圍內釣魚。
• 如該魚類適合人類食用，卻仍然拋棄魚類或任由魚
肉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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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釣魚規則（續前）
安大略省釣獲及保留魚獲規則
一般來說，每天的魚獲限額包括所有被保留若干時候而沒有立刻放生的魚類。
在船上垂釣之人士現在可以捕釣、持有及選擇性地放生比每
日限額更多的碧古、白斑狗魚、大口或細口鱸魚，但需符合
以下條件：
(a) 魚獲必須放在備有不停開動的機械泵氣裝置之活魚艙內
(參閱第8頁垂釣者指引有關活魚艙的規定)，
(b) 魚獲符合任何適用的大小尺寸限制，
(c) 任何時候均沒有超過運動性或保育性釣魚執照下每日釣
獲及保留碧古或白斑狗魚的限額，

(d) 任何時候均沒有保留超過六條運動性釣魚執照下釣獲的
大口或細口鱸魚 (或任何組合)，以及
(e) 任何時候均沒有超過保育性釣魚執照所訂的大口及細口
鱸魚 (或任何組合) 捕釣及保留限額。
在此提醒垂釣者要密切監察活魚艙裡魚的狀態。只准放生狀
態顯示在放生後能繼續生存的魚放生不能存活的魚，任由該
條魚的魚肉損壞浪費屬違法行為。任何沒有放生的魚都是您
每天捕釣及保留限額的一部份。

在安大略省運送運動魚獲
沒有持有許可證而貯存或運送活的運動性魚類，即屬違反
《安大略省漁業規則》。
垂釣者需要確保他們按照有關保護魚類資源的規定運送魚
獲。您釣獲和想要保留的魚可予以清潔處理。然而，請謹記
從設有尺寸管制的水域捕獲得來的魚類必須在任何時候均易
於量度長度，除非有關魚獲是：
• 用作即時烹調
• 在留宿地方處理以便貯存
• 正從留宿地方經水路運送至您的家中，而您並非作運動性
的釣魚活動

• 正經由陸路運送。
請勿以盛水的活魚艙經陸路運送活魚。有關魚類必須已死，
並應放在冰上運送。
此外，包裝魚獲時，您必須確保保育員能容易確定︰
• 您擁有的魚獲數量
• 您擁有魚獲的品種。視乎魚的種類，您可能需要保留一大
塊魚皮、魚頭或其他可供辨認的特徵 (例如：湖白魚與湖
鯡魚互相比對)。

包裝魚類的提示
1. 所有魚類 (不只限於有規定的魚類) 的包裝必須易於點算數
量和辨別品種。
2. 為確保魚獲數量易於點算，每一條魚應分別包裝，或將
魚片攤開平放在透明冰格冷藏袋內。不得將魚片放入牛奶
盒、牛油盒或其他容器內冷藏。一大堆魚片在袋裡凍成一
團也是不允許的。
3. 由於垂釣人士往往運送各種不同的魚類，因此他們有責任
確保自己魚獲裡的每一片魚片均可易於鑑別。請確保在每
一塊魚片上保留最少一大片魚皮以便鑑別品種。部份品種
(如：湖白魚或湖鯡魚) 可能需要額外的辨認特徵，例如頭
部。
4. 保育員可能隨時檢查您的魚獲。準備好您的魚獲和執照隨
時備查，並將盛載魚獲的冷藏箱放在容易檢查的地方。
5. 如果保育員檢查您運送運動性釣魚活動的魚獲時，發現牠
們並沒有正確包裝好：

• 沒有連著魚皮的結凍魚片
• 無法鑑別品種
• 無法點算魚片的數量

• 魚片凍成一團
• 無法點算魚片的數量
• 無法鑑別所有魚片的品種

• 正確包裝的碧古魚片
• 附著整片魚皮
• 可以點算魚片數量和鑑別品種

• 碧古魚片
• 附著一片魚皮
• 可以點算魚片數量和鑑別品種

• 鱸魚和碧古魚片
• 附著一片魚皮

• 梭子魚片
• 每片個別包裝

• 您的魚獲可能會被扣留作證物
• 您可能會收到罰單並被罰款
• 您可能要上法庭應訊，該法庭通常位於檢查地點的附近，
那可能距離您的住處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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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釣魚規則（續前）
安大略省級擁有限制
個別的漁業管理區條例規定限制了個人可以從該區域釣捕及擁
有魚的數量，省級的擁有限制卻對特定魚種類限定了一個人從
多於一個區域捕穫所能擁有的數額 (包括儲存)。經常在您釣魚
省級的擁有
限制

魚種類

碧古或梭格或任何組合

6

大口黑鱸，或小口黑
鱸，或任何組合

6

6

白斑狗魚

省級的擁有
限制

魚種類

省級的擁有
限制

魚種類

北美狼魚

1

太平洋鮭魚

5

布魯克鱒魚

5

大西洋鮭魚

1

棕鱒魚

5

湖白魚

25

彩虹鱒魚

5

鱘龍

1

湖鱒

3

溝鯰魚

12

加拿大鱒

5

極光鱒魚

1

魚餌

輸入魚餌

只有持有有效魚餌執照之人士才可販售魚餌和水蛭。持有有
效休閒釣魚執照之垂釣者可按以下規定捕捉自己的魚餌作私
人之用：

攜帶任何小龍蝦、蠑螈、活魚或水蛭進入安大略省當作魚餌
使用均屬違法。

魚餌
餌魚

數量限制
120
包括捕捉及/或
購買得來的。
參閱准許使用
的餌魚品種清
單。

備註
只有居民垂釣者才可以下述方法捕
捉餌魚。
可於日間或夜間使用一個不超過51公
分 (20英吋) 長和31公分 (12.2英吋) 寬
的餌魚陷阱。餌魚陷阱必須清楚註
明執照持有人的姓名和地址。
只可在白天 (日出後和日落前) 使用
一個浸網，方形網每邊不得超過183
公分 (6英呎)，圓形網則直徑不得超
過183公分 (6英呎)。
浸網及餌魚陷阱均不得在阿崗郡公
園 (Algonquin Park) 內使用。

水蛭

不論日間或夜間，只可使用一個任
120
包括捕捉及/或 何尺寸均不超過45公分 (17.7英吋) 的
購買得來的。 水蛭陷阱來捕捉水蛭。水蛭陷阱必
須清楚註明執照持有人的姓名和地
址。

小龍蝦

36

必須在捕獲的同一水域內使用。不
得經陸路運送至其他地方。可使用
上述有關捕捉餌魚的方法捕捉。

青蛙

12

只可捕捉北方豹蛙當作魚餌使用。

注意：部份水域不容許捕捉及使用魚餌 (參閱其他區域規則或
您釣魚所在區域的例外規定)。
不得在安大略省捕捉、進口或使用蠑螈 (SALAMANDER) 作魚
餌。

9

的區域查閱該區的條例，以確保您不會超過該區域的釣捕及擁
有魚的限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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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放生魚餌
在任何水域或任何水域30公尺範圍內，放生任何活魚餌或棄
置魚餌桶內的盛載物 (包括水)，均屬違法 (參閱第13頁)。

餌魚
請注意：餌釣規則已有若干修改，以保護稀有及瀕臨絕滅物
種、保護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入侵性物種擴散。垂釣人士不得在
安大略省任何地方使用活黃鱸魚和大肚鯡 (alewife) 作魚餌。
餌魚
垂釣人士有責任確保自己擁有的魚餌為准許使用之魚餌。只有
下列魚類才可以當作活魚餌使用︰
鰷魚 (Minnows)
鯪魚(Blacknose dace)
異鱗美洲鱥 (Blacknose shiner)
異齒美洲鱥 (Blackchin shiner)
鈍吻胖頭鱥 (Bluntnose minnow)
銅色突頜魚 (Brassy minnow)
曲口魚 (Central stoneroller)
角閃光美洲鱥 (Common shiner)
鉛魚 (Creek chub)
銀側美洲鱥 (Emerald shiner)
小眼鬚雅羅魚 (Fallfish)
胖頭鱥 (Fathead minnow)
细鳞鱥 (Finescale dace)
金美洲鱥 (Golden shiner)
雙點美鱥 (Hornyhead chub)
北方鮈鱥 (Lake chub)
吻鱥 (Longnose dace)
偽美洲鱥 (Mimic shiner)
北方紅腹魚 (Northern redbelly dace)
珍珠魚 (Pearl dace)
蟄居美洲鱥 (Redfin shiner)
小鬚美鱥 (River chub)
紅美洲鱥 (Rosyface shiner)
沙美洲鱥 (Sand shiner)
斑鰭真小鯉 (Spotfin shiner)
斑尾美洲鱥 (Spottail shiner)
閃光美洲鱥 (Striped shiner)

亞口魚科魚 (Suckers)
真亞口魚 (Longnose sucker)
黑葉唇亞口魚 (Northern hog sucker)
大鱗吸口魚 (Shorthead redhorse)
銀吸口魚 (Silver redhorse)
白亞口魚 (White sucker)
其他
泥蔭魚 (Central mudminnow)
湖鯡 (西斯克魚) (cisco)
鮭鱸 (Trout-Perch)
刺魚 (Sticklebacks)
溪刺魚 (Brook stickleback)
八棘多刺魚 (Ninespine stickleback)
三刺魚 (Threespine stickleback)
杜父魚 (Sculpins)
南方杜父魚 (Mottled sculpin)
粘杜父魚 (Slimy sculpin)
鏢鱸及小鱸 (Darters and Logperch)
黑斑小鱸 (Blackside darter)
扇尾鏢鱸 (Fantail darter)
細鏢鱸 (Iowa darter)
黑鏢鱸 (Johnny darter)
小鏢鱸 (Least darter)
藍鏢鱸 (Rainbow darter)
舒氏小鱸 (River darter)
奧姆氏鏢鱸 (Tessellated darter)
俄亥俄小鱸 (Logperch)

一般釣魚規則（續前）
兩棲動物及爬蟲類獵物
開放季節期間，持有有效休閒釣魚執照之人士可捕釣並保留牛蛙和鱷龜。有關捕獵區、季節日期和捕釣與擁有限額之詳情，請參閱安大略省捕
獵規則概要 (Ontario Hunting Regulations Summary)。

冰釣
除了絕少數水域外 (參閱您所在釣魚區域的「例外規定」)，均可使用兩條魚線冰釣。冰釣期間任何時候您均須身處釣魚地點之60公尺 (197英呎)
範圍內，並須於任何時候與使用中的魚線保持清晰無遮擋的視線。在任何水域30公尺 (98英呎) 內，均不得擁有任何替垂釣者鉤起魚嘴的彈簧機
關裝置。

冰釣小屋登記
如果冰釣小屋是在以下的漁業管理區域使用，則必須登記，並在下面所示日期或之前遷走。您必須透過網上(ontario.ca/icefishing)登記冰釣小
屋。一旦登記後，該冰釣小屋即可在安大略省的任何地方使用。在省立公園和保育區使用冰釣小屋，可能需要額外批准。個人用戶只需登記一
次，已擁有冰釣小屋登記號碼的個人不需要重新登記。

需要登記冰釣小屋的區域

冰釣小屋遷移日期

17, 20

3月1日

14, 16, 18, 19

3月15日

9, 10, 11, 15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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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Timiskaming水壩以上地區 - 3月31日
Lake Timiskaming水壩以下地區 - 3月15日

冰釣小屋登記號碼須最少高6.3公分 (2.5英吋) 並清晰顯示於屋外。

以下情況無需登記冰釣小屋或遵從指定的遷移日期：
• 區域1-8及13，或
• 如果冰釣小屋為布料或合成纖維製成的帳篷，且豎立後底部
面積不超過7平方公尺 (75.4平方英呎)。

注意：不論登記及遷移日期是否適用，冰面裂開後仍將您的冰
釣小屋留在外面，則屬違反《公共土地法》(Public Lands Act)。

非垂釣式的捕獲方法
持有有效休閒釣魚執照的居民及非加拿大居民，可使用一
個浸網、一個圍網、一支矛叉或一副弓箭，於下述期間捕
捉下列品種。

魚的品種及
魚具種類

胡瓜魚 (Smelt)
3月1日至5月
浸網和圍網 (日或夜) 31日

浸網如為方形網，則每邊不得超過183公分 (6英呎)，如為圓
形網則直徑不得超過183公分 (6英呎)。
圍網之長度不得超過10公尺 (32.8英呎)，高度不得超過2公尺
(6.5英呎)。
矛叉除本頁所描述有關以矛叉捕捉鯉魚和白亞口魚外，不
得於水邊30公尺 (98英呎) 及以內的範圍持有矛叉。北梭子魚
不許使用矛叉。
弓箭：包括所有長弓。
魚的品種及
魚具種類
弓鰭魚 (Bowfin)
弓箭 (只限白天時
間內)

開放季節
5月1日至
7月31日

區域
10, 13, 14, 19

限制
沒有限制

湖白魚
(Lake Whitefish)
浸網 (日或夜)

5月1日至
7月31日

5, 6, 9, 10, 12, 13, 14, 15
(阿崗群公園除外),
16, 18, 19, 20

湖鯡 (Lake Herring)
浸網 (日或夜)
沒有限制

沒有開放季節 1, 2, 3, 4, 7, 8, 11,
區域15的阿崗群公園

不適用

限制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阿崗群公園除外), 16,
18, 19, 20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沒有開放季節 1, 2, 3, 4, 5,區域15的阿崗
群公園

不適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沒有限制
12, 13, 14, 15 (阿崗群公園
除外), 16, 18, 19, 20
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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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開放季節 區域15的阿崗群公園

不適用

10月1日至
12月15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與區域
垂釣限制
相同

10月1日至
12月15日

10, 11, 15 (註：只限於指
定水域，參閱ontario.ca
或向當地自然資源及林
木部辦事處查詢地點)

與區域
垂釣限制
相同

沒有開放季節 12, 13,14, 區域15的阿崗群 不適用
公園, 16, 17, 18, 19, 20

沒有限制

5月第2個星期 17
六至7月31日

區域

5月第2個星期 17
六至5月31日

白亞口魚
3月1日至5月
31日
(White Sucker)
弓和箭，矛叉和浸
網 (只限白天時間內)
5月第2個星期
六至5月31日

沒有開放季節 1, 2, 3, 4, 5, 6, 7, 8, 9, 11, 12, 不適用
15, 16, 17, 18, 20
鯉魚 (Carp)
弓箭、矛叉和浸網
(只限白天時間內)

開放季節

10月1日至
12月15日

1, 2, 3, 4, 5, 6, 7, 8, 10, 11, 15 沒有限制
(註：只限於指定水域，
參閱ontario.ca/fishing或
向當地自然資源及林木
部辦事處查詢地點)

沒有開放季節 9, 12, 13, 14, 區域15的阿 不適用
崗群公園, 16, 17, 18, 19, 20

2015年休閒釣魚規則

10

一般釣魚規則（續前）
在政府官地露營及
邊界水域地區規則

邊界水域
省邊界水域執照

在政府官地露營

安大略省－魁北克省邊界

在安大略省，到政府官地或水域作休閒旅遊一般不會收費或
受到限制。大部份官地容許加拿大居民每曆年於任何一處營
地免費露營最多21天。21天後，露營者必須遷移至離該營地
最少100公尺的另一處營地。請注意，部份官地範圍可能禁止
露營或另有其他限制；有關地點設有告示，並受《公共土地
法》所管制。此外，部份官地可能設有限制旅遊地帶，以防
止森林大火，也有部份通往山林的道路被關閉，或有某些特
定地區張貼禁止所有用途或旅遊的告示。

持有安大略省居民釣魚執照或魁北克省居民釣魚執照之垂釣
者可於以下水域釣魚。
• Clarice Lake (48°20'N., 79°32'W)
• Labyrinth Lake (48°14'N, 79°31'W)
• Raven Lake (48°03'N, 79°33'W)
• Lake Timiskaming (47°20'N, 79°30'W)
• Ottawa River (45°34'N, 74°23'W)
• Lake St. Francis (45°08'N, 74°25'W) 以及
Robert H. Saunders發電廠水壩與安大略省—魁北克省邊界
之間的St. Lawrence河水域。

安大略省—緬尼托巴省邊界
持有安大略省居民釣魚執照或緬尼托巴省居民釣魚執照之垂
釣者可於以下水域釣魚。
• Garner Lake (50°48'N, 95°11'W)

所有18歲或以上的非加拿大居民，除非是向持有安省商業執
照 (旅行用品商) 的人士租用露營裝置，否則必須持有許可證
才可於安省北部 (弗倫奇河與馬特瓦河以北) 官地上露營。有
關許可證的規定另有其他一些限制，請聯絡您附近的自然資
源部辦事處查詢詳情。露營裝置的定義，是指用作戶外住宿
的設備，包括營帳、掛車、汽車拖的營帳、休閒旅遊車、露
營拖車及任何可供住宿的水運工具。請向ServiceOntario服務
中心或發照單位申領許可證。
安省北部部份官地的特定範圍全年禁止非居民在該處露營。
這些地區一般都有顯眼的告示，惟建議釣魚人士向附近的自
然資源部辦事處查詢所有禁止非居民露營之地點及詳情。

• Davidson Lake (50°21'N, 95°09'W)
• Ryerson Lake (50°23'N, 95°09'W)
• Mantario Lake (49°95'N, 95°10'W)
• Frances Lake (51°43'N, 95°08'W)
• Moar Lake (52°00'N, 95°07'W)
• High Lake (49°42'N, 95°08'W)
邊界水域內的規定
在位於安大略省與另一省份的水域釣魚之垂釣者，將魚獲帶
入安大略省時，必須將在有關水域內任何地點所釣獲的魚量
總數計算在「安大略省休閒釣魚規則」所規定的釣獲或擁有
數目內。

非加國居民如在FMZs 2、4、6及部份FMZ 5地區的官地上露
營，所帶走的魚獲不得超過保育規則的釣獲與擁有限額。非
加國居民於FMZ 5「受國際邊界水域規定限制的地區」(參閱
第22頁地圖) 的官地露營，所釣獲的碧古、梭格魚及湖鱒則受
不同的釣獲與擁有限額限制。有關邊界水域的準確資料及適
用的垂釣限制，請向附近自然資源部辦事處查詢。
溫尼伯河及悉尼湖地區
溫尼伯河第5區及悉尼湖地區第2及第4區對非加國居民垂釣人
士另有例外規定 (參閱第 2, 4, 5區例外規定)。

小百科

魚類養殖小百科:

自然資源及林木部經營九個孵化場或魚類養殖站，每年生產大約850萬條放養魚類，放入超過
1,000個湖泊河流裡。我們也有18個圈養的親魚種作為育種。

ontario.ca/fishc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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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外來魚種擴散的法規
被引進的有害物種，往往是在不知不覺間散播的。作為垂釣
者或駕船者，您應當時刻採取防範措施，幫助制止入侵品種
散播。以下是現行防止未經授權引入品種的法規。

擁有活魚
擁有入侵性活魚，包括：圓蝦虎魚、管吻蝦虎魚、草鯉、大
頭鱅魚、黑鯉、銀鯉、紅眼魚、梅花鱸及任何品種的鱧魚，
均屬違法。如釣獲以上品種，應予毀滅而非放回任何水域。

圓蝦虎魚
圓蝦虎魚經常被垂釣人士釣到。牠是北美洲水域面臨的許多
嚴重威脅之一。自1990年於St. Clair河被發現以來，這種在水
底生活的魚類已迅速擴散至大湖區及許多內陸水域。圓蝦虎
魚可以把土生的魚類趕離其理想棲息地，吃掉牠們的魚卵和
幼魚，並於一季內多次產卵。垂釣者應當知道如何辨別圓蝦
虎魚 － 這種具侵略性的魚很容易用魚鉤和魚線捕釣。
魚鰭可能帶有綠色

運送活魚

黑點

繪圖︰Donna Francis

像青蛙般的凸眼

許多新的魚類族群都是透過未經授權的畜養而形成。這種做
法實屬違法，並會對現有漁業和水棲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破
壞。在安大略省水域內運載和畜養任何魚類 (包括活卵) 均須
持有執照，而運輸來自安大略省水域的活魚 (餌魚除外) 亦須
持有執照。此外，清理胡瓜魚時務必小心。請勿用湖水或河
水清洗工具，或將魚的內臟丟入湖或河中。已受精的胡瓜魚
魚卵能輕易入侵新的水域。

水族箱養魚
絕不可將水族箱、後院水池或水花園的養魚、植物或水隨意排
放或沖掉。此乃違法行為，也會危害環境。如有想棄置的水族
箱養魚，可以把牠們送返就近的水族店、送給學校，或致電
「魚類拯救計劃」(Fish Rescue Program) 905-839-6764。

小龍蝦
小龍蝦只能在捕獲的水域內用作魚餌，並且不能經陸路運送
至其他地方。

厚唇
身體多是瓦灰
色，帶有斑駁的
黑點或棕點
如吸盤般的單一腹鰭

您可以怎麼辦......
• 向當局報告新發現。如釣獲圓蝦虎魚，應予毀滅而非放回
任何水域裡。
• 務必把您不用的魚餌和魚餌桶內的東西或桶內的水於陸上
傾倒或棄置於垃圾桶內。在任何水域的30公尺範圍內 傾倒
魚餌桶的盛載物均屬違法。
• 切勿把蝦虎魚當作魚餌用。把蝦虎魚當作魚餌或擁有活蝦
虎魚均屬違法。
如需更多資訊或報告發現蝦虎魚，請致電入侵品種熱線
1-800-563-7711或瀏覽www.invadingspecies.com。

透過宣傳這些資訊和採取行動對抗入侵品種，您可以為保育安大略省的漁業環境出一分力！

您應該知道關於VHS的事
幫助減慢VHS的傳播
病毒性出血性敗血病 (Viral Hemorrhagic Septicemia，簡稱
VHS) 是一種魚類傳染病。VHS對人類健康並無威脅。帶有
VHS病毒的魚類可以安全食用及用手處理。
請釣魚人士自律，切勿從VHS管理區域或Lake Simcoe管理
區域移送魚餌至區域以外的其他地方。只要您遵守上述

法規(《防止外來魚種擴散的法規》) 和第57頁的指引(《保
持我們所有湖泊清潔》)，便能幫助減慢該病毒及其他入
侵物種的擴散。
詳情請瀏覽ontario.ca/fishing或致電自然資源資訊中心，
電話1-800-667-1940。

安省保育官信息
您有責任知道您的餌桶內所盛載的東西。法例容許擁有作魚餌用途的
活魚只可以是餌料魚。
舉報濫用資源 1-877-847-7667

2015年休閒釣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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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例外，這兩條河的界線向上游伸展至第一度水壩。

- 區域12的界限延展跨越各支流的河口，但Madawaska和Mississippi

註：
- 如需執照資訊及邊界水域內的規定，請參閱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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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管理區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