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居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生活必须知道的事情



01 计划: 抵达前的 12 - 24 个月

查找潜在工作机会

联系移民代理，助您安排行程

向移民代理咨询澳洲签证选择: www.mia.org.au/find-an-agent

02 准备工作: 抵达前 6 - 2 个月

办理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

备好全部所需的医疗及财务文件

如有必要，更新护照，确保签证期间护照有效

订购飞往澳洲的机票

换澳币

办理邮寄 Optus 手机 SIM 卡给你

03 抵达: 第一个月

找到住所，签署租约

开通生活设施，如电话、水、电及网络

用手机注册 Optus SIM 卡
申请税号

如符合资格，填写 Medicare 国民保健登记表

04 安置: 前三个月

如符合资格，联系 Centrelink 福利署，了解就职及财务福利

参加社区团体，出席社交活动

05 生活: 接下来的 3 个月

获取澳大利亚驾驶证

通过澳大利亚公平工作署了解法定工作权利: www.fairwork.gov.au

移居澳大利亚

http://www.mia.org.au/find
http://www.fairwork.gov.au


祝贺您为在澳大利亚开启新生活而行动!

任何人远走他乡到不同的国度生活工作，都需要时间和体会来慢慢适应。

希望澳大利亚移民协会 (Migration Institute of Australia) 为您准备的“移居澳大利亚”的信息手册能帮您
更好的融入新生活。

本手册含有在澳洲生活工作所需的必要信息。附件中带有表格、指南，以及对法律信息和澳洲政府法规
的解释说明。信息包能给您带来更好的开始，帮您了解您不熟悉的新概念。这里面也包含了‘移居澳大
利亚’的准备清单，列出您需要做的重要事项。

澳大利亚移民协会 (简称 MIA) 是全球澳大利亚移民服务提供者的专业协
会，致力于与各个提供者同心协力，为澳大利亚的利益努力工作。

MIA 建立于 1992 年，是代表全澳注册移民代理 (简称 RMA) 的成员制组
织。在处理相关机构的事宜上，我们代表着行业的最高专业水准，相关机
构包括联邦及州政府、议会议员、移民与边境保护局 ( 简称 DIBP)、技能
评估机关，以及本协会的很多会员。

我们的愿景，是要令社会意识到移民对澳大利亚的价值，让MIA会员的专
业性得到相关机构的认可。

澳大利亚移民协会是

什么机构?

在澳大利亚，移民代理必须与移民代理注册机构（简称 MARA ）进行登
记。使用注册移民代理的服务可以保护您的权益，代理对现有法律和程序
的了解更有保障，以便给您提供正确的建议。

MIA 鼓励想要移民的人士通过注册移民代理，对自己的选择进行全面的了
解，并准备签证申请。所有 MIA 的会员都是注册移民代理。但是只要签
证申请递交无误，移民和边境防护局均可接收。

为何需要使用注册
移民代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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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澳大利亚!



所有海外工作者必须持有有效的，并带有工作权利的澳大利亚签证。带有工作权利的暂时签证
包含工作度假签证、学生签证和 457 类别签证。

雇主要负责检查员工是否有在澳洲工作的权利，为此，可以要求查看工作者的护照或其他证明
文件。雇主必须在检查您的工作权利前，先得到您的许可。

雇主不能取消签证。只有移民和边境防护局 (DIBP) 能够批准、驳回或取消签证。移民和边境防
护局可以提供签证选择、签证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信息，包括如何更改担保人或申请永久居民
权。

担保 457 类别签证持有人的雇主:

• 给予海外工作者的相应付款和工作条件，必须与给同工作地点、同工作内容的澳大利亚永居工
作者的一致。

• 必须只能按照海外工作者获批的技能职业对其进行雇佣。

• 如果您或移民局以书面形式提出要求，雇主必须在海外员工雇佣期结束后，支付返程机票。

• 未经员工许可，不可削减员工应得付款（所得税除外）。

来源: 移民和边境防护局 
www.border.gov.au/WorkinginAustralia/Documents/english.pdf

更多信息:
移民和边境防护局: www.border.gov.au 或131 881

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 www.fairwork.gov.au 或 13 13 94

移民代理注册办公室: www.mara.gov.au 或 1300 22 6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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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权利

http://www.border.gov.au/WorkinginAustralia/Documents/english.pdf
http://www.border.gov.au
http://www.fairwork.gov.au
http://www.mara.gov.au


Optus 是澳大利亚的通讯公司，为数百万用户提供手机短信、通话和网
络服务。本手册附带 Optus 通讯连接套餐，附有手机 SIM 卡和服务激
活优惠，以便您到达澳洲后能尽快与朋友、家人取得联系。

更多有关预付服务计划的信息请登录 optus.com.au/prepaidplans

Optus 的手机 SIM 卡可以通过 MIA 网站 (www.mia.org.au) 预订，在您
抵达澳洲前邮寄给您，以便您一到澳洲就可以使用。

开通移动电话

在澳大利亚，如果您打算赚取收入、赚取投资回报或者领取政府补贴，
您必须有税号。税号由澳大利亚税务局 (简称 ATO) 签发给个人和团
体，均为不重复的 9 位数。税号的使用能协助澳大利亚税务局进行税
务和其他澳洲政府系统的管理。

ATO 建议申请人上网申请:
https://iar.ato.gov.au/IARWeb/default.aspx?pid=4&sid=1&outcome=1

如欲上网申请，您需要有效护照或相关旅行证件，并且必须：

• 有移民和边境防护局的批准可以在澳大利亚工作，或持有带工作许可

的有效学生签证，或

• 有永久停留澳洲的许可，并且

• 递交申请时人在澳大利亚

上网申请谁好事，无需提供身份证明文件本身。 ATO 会对您提供的个
人和旅行文件中的信息，与移民局的记录进行比对。一经确认信息属
实，会给您接受编号。

或者，如果您无法使用网络，您可以亲自到 ATO 的办事地点或使用公
共网络服务，如在公共图书馆使用。

申请税号 (简称 T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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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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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或暂时访客，您可以上网申请税号，税号将被寄到您申请时提供的地址处。
如果您没有税号，可能会比正常情况多缴税，或者可能无法申请本来有权申请的政府福利。收到税号
后，请通知银行，避免为收到缴过高比例的税。

来源: 澳大利亚税务局 
www.ato.gov.au/Individuals/Tax-fil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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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钱通常都存在银行、建房互助协会或信用合作社，银行卡和信
用卡也很常用。支付账单方面，比较广泛的办法是通过网络银行线上支
付。在到达澳大利亚后，请携带身份证明到银行开设银行账户。银行可
能会要求您提供多种证明，去银行之前，请先查询银行的网站。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The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开设于 
1949 年，为客户提供财务服务。该银行组建了专门的移民理财服务团
队，将财务交于他们管理，您尽可放心。

在联邦银行开户很方便、快捷、无忧，可即刻给您提供账户明细。开户
后即可转账到澳洲账户中，并且随时可以上网查询余额信息。

抵达澳洲后，您可以到联邦银行的支行证明自己的身份。随后可以从账
户中取钱，并拥有澳洲第一的线上银行-Netbank 的使用权限。

有关账户开设或更多其他信息，请登录:
commbank.com.au/mia

福利署 (Centrelink) 是政府机构，为新居民提供一些列服务，包括寻工
协助（如有资格）、家庭补贴信息提供、课程使用、海外抚恤金申请
等。

新到澳洲的移民可联系福利署，获取有权享受的相关服务的信息。可致
电离自己最近的福利署分部，询问需提供哪些证明文件。

福利署可为提供多种语言的服务，回答任何有关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和
惯例的问题。

更多信息，可登陆: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customer/subjects/support-for-new-
arrivals-to-australia

注册福利署 
(Centrelink)

开立银行账户

http://www.ato.gov.au/Individuals/Tax
https://www.commbank.com.au/personal/can/moving-to-australia/setting-up-your-banking.html?agentid=MAP164.html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customer/subjects/support


国民医保 
(Medicare)

驾驶证

如果您持有暂时工作签证或者您是永久居民，满足下述条件，即可在澳大
利亚开车:
• 持有有效的本国驾照；并且

• 驾照内容为英文

更多详细信息可登陆:
http://www.australia.gov.au/content/drivers-licence-application

澳大利亚国民医保是一项全国公立医疗保险计划。国民保健的资金来源于
税收，但是加入国民保健没有任何费用。国民保健可帮您支付必须的医疗
服务费用和公立医院看护费用。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居民，如持有永久性签
证，一般都有资格使用该服务。永久性签证持有人可即时享受健康医疗服
务及项目，如免费的公立医院服务、门诊服务费用补贴和药品费用补贴
等。

其他有权在澳洲注册该服务的包括:
• 澳大利亚公民

• 新西兰公民

• 已申请永久性签证的人士，但有附加条件。

抵达澳洲后，您可以亲自去国民保健的办事处。请带上护照或旅游文件来
填写相关注册表格。在使用国民保健包含的相关服务时，出示本卡可作为
您和受赡养人的身份识别。

多家澳大利亚医院及大型卫生服务中心都有为地方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专
业卫生服务团队。服务项目包括，问诊、就医建议提供、转诊和卫生信息
提供。请联系您所在的地方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询问是否有讲您语言的
多元文化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公立医院的联系方式可在白页簿前部中的紧
急状况、卫生及帮助项中查询

来源: 人事服务署
www.humanservices.gov.au/customer/subjects/medicar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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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如有紧急情况（火警、警察和救护车），请拨打 000 
(24 小时开通). 接线员会询问您需要的服务。请注意保持冷静，讲话
要清晰。您需要:

• 表明需要哪项服务。

• 讲明具体位置，指明清晰可见的地标或可识别的标志。

• 概括说明紧急情况（如，从悬崖跌下、车祸等）。

• 告知接线员伤员人数和伤员情况。

• 说明所在区域的危险情况（如，丛林火源、着火、化学物品泄露、

浓烟）。

• 提供电话号码，以便获取更多信息或指示。

登录下述网站，了解您所在地区的景区和休闲娱乐: 

新南威尔士州 NSW
www.visitnsw.com

澳大利亚首府领地 ACT
www.visitcanberra.com.au
www.communitiesonline.org.au

维多利亚州 VIC
www.visitvictoria.com

昆士兰州 QLD
www.queensland.com

西澳大利亚州 WA
www.tourism.wa.gov.au
www.cabwa.com.au

南澳大利亚州 SA
www.southaustralia.com

塔斯马尼亚 TAS
www.discovertasmania.com.au

北领地 NT
www.tourismnt.com.au

Level 1, 75 King Street Sydney NSW 2000

(02) 9249 9000

info@mia.org.au

www.mia.org.au

澳大利亚移民协会 Migration Institute of Australia
ABN 83 003 409 390

紧急电话- 拨打 “000”

了解您的社区:

http://www.visitnsw.com
http://visitcanberra.com.au/
http://communitiesonline.org.au/
http://www.visitvictoria.com
http://www.queensland.com
http://www.tourism.wa.gov.au
http://www.cabwa.com.au
http://www.southaustralia.com
http://www.discovertasmania.com.au
http://www.tourismnt.com.au
mailto:info@mia.org.au
http://www.mia.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