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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地处澳大利亚中部，正
在以其较低的成本优势，将该州打
造成一座集高技能，富有创新意识
的多元化城市，以其多样化的行业
基础和经济吸引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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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有关澳大利亚或南澳州法律的任何信息仅作为一般信息提供，不属于法律建议。本文件仅供参考，不能代替法律
或专业建议。虽然我们试图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对于任何错误或遗漏，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南澳州政府将不对任何人因
使用，参考引用本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责。任何因此造成的风险由该当事人自行承担，当事人应在必要时寻求
自己的法律和/或专业建议。

本文件可能会被南澳州政府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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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地处澳大利亚中部，正在以其较低的成本优势，成
为一座集高技能，富有创新意识的多元化城市，南澳大利亚正
在以其多样化的行业基础和经济吸引新的移民。 

首府阿德莱德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十大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它以丰富的节日、文化生活和体育活动
而闻名。

阿德莱德的高科技增长产业包括国防、航天、技术和先进制造业。

1.1 南澳州偏远地区
南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包括该州东南部的甘比尔山、默里兰地区的默里桥、河滨地区的伦马克、洛
克斯顿和贝里、皮里港、奥古斯塔港和维亚拉港以及西部的塞杜纳。此外，还有许多区域中心，包
括Roxby Downs、Coober Pedy，和Quorn。

许多偏远地区的中心区域有着完善的教育和保健设施，以满足该区域人们的生活需要。

小城镇在居民的心中拥有特殊位置——强烈的社区精神和自豪感使小城镇的生活充满乐趣。

南澳大利亚的主要产业包括农业、园艺、葡萄栽培（葡萄酒）、水产养殖和渔业、建筑和采矿、健康
和社会服务、教育、工程、运输、旅游和酒店业。

请参阅所附的南澳地区地图，或访问移民局网站。

1 欢迎来到南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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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is illustrative only and not drawn t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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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气候
南澳大利亚夏季温暖干燥，冬季短暂温和。

夏季在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之间。南澳州的夏季较干燥且炎热。温度通常在35°C左右，但是偶尔会
超过45°C。

秋季在每年的3月到5月之间。阳光充足，天气通常在20多度。

冬季在每年的6月到8月之间。南澳的大部分降雨量都来自冬季。冬季气温在15.9°C左右。阿德莱德
山和内陆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会低一些，通常10°C左右。

春季在每年的9月到11月之间。平均日气温21.7°C。

有关南澳天气和气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气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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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房及住宿
寻找出租房屋或购买房产最为普遍的方法是通过房地产网站，报纸和中介。 

短期住宿
南澳州移民局已经在阿德莱德与一些酒店式公寓协商为新登陆的技术移民提供住宿折扣。这些公
寓从一个卧室到三个卧室不等，包含所有生活的必要设施。 

请访问网站www.migration.sa.gov.au/support-services/settlement-support-services以查找提供以上住
宿的酒店式公寓列表。

到南澳的新登陆移民可能也选择合租或者爱彼迎住宿。

www.flatmates.com.au/adelaide

http://sharehouses.com.au/adelaide

www.realestate.com.au/share/adelaide-5000

www.airbnb.com.au

长期住房
寻找租赁房屋或公寓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例如，选择一个您喜欢的居住环境，您能承受的价格，靠
近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所需的便利设施，如学校、医院、商店、公园等。 

请访问网站https://propertydata.realestateview.com.au/propertydata/suburb-profile/south-australia/以
查找南澳各区的概况 

租赁实用信息

• 承租人与房东/中介将会签署租赁协议

• 所有承租人需要支付租赁保证金或押金（通常为4-6周租金），该笔资金由业主或中介交由消
费者和商业服务部门管理 (CBS)。如果承租人违反了租赁协议，该保证金将作为财务保护保
障房东的财产利益。保证金将在租赁期结束时返还。

• 租赁期间的房屋检查每3-6个月进行一次，通常由中介或房东来执行。

在南澳，可以通过房产中介或私人房东获取房屋租赁和出售信息。 

有关私人租赁的方式、如何保障住宿以及业主和承租人责任的信息，请访问： 
www.sa.gov.au/topics/housing/renting-and-letting/find-and-secure-a-place-to-rent

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migration.sa.gov.au/live-work/living-here/a-place-where-you-can-afford-to-do-more or  
www.realestate.com.au or www.domain.com.au 

私人租户和房东均受1995年《住宅租赁法》保护，该法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详情请访问： 
www.cbs.sa.gov.au/renting-letting-advice

如果您认为中介/房东对您不利或不公平，请联系：

• 消费者与商业事务办公室：www.cbs.sa.gov.au/

• 平等机会委员会：www.eoc.sa.gov.au

http://sharehouses.com.au/adelaide
http://www.sa.gov.au/topics/housing/renting-and-letting/find-and-secure-a-place-to-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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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保健及私人医疗保险
不同类型的签证对应不同的医疗保险要求，因此检查和了解您签证的具体情况非常重要。

澳大利亚永居签证持有人有权享受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障 (Medicare)，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医疗
保险计划，允许您和您的家庭免费或获得政府大幅补贴的医疗服务。如需申请澳大利亚国民医疗
保障卡，请联系澳大利亚政府公共服务部网站：www.humanservices.gov.au/individuals/subjects/
medicare-services 

如果您是临时签证持有人，您可能没有资格享受此项国民医疗保障服务，除非您来自具有互惠医
疗保健协议的国家。如果您不能享受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障服务，您的就医可能会比较昂贵。所以
强烈建议您购买私人健康保险，并选择适合您家庭情况的保险方式。 

救护车服务不是免费的，而且可能非常昂贵；您应该认真考虑将救护车保险作为首选。一些医疗保
险包括救护车费用。

您需要研究和比较来自不同私人健康保险提供商的保险产品，并做出最适合您需要的选择。在签
署任何合约之前，请确保您明白您签署的内容。

请注意，以上仅为参考，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健康保险供应商。

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网站：www.privatehealth.gov.au/ 

寻找更多关于澳大利亚政府的互惠医疗协议，请访问网站： 
www.humanservices.gov.au/individuals/services/medicare/reciprocal-health-care-agreements

房产印花税

如果您正在考虑购买房产，请注意除房产成本外的交易
费用。印花税是一种政府契税，由购房者在购买房产时
缴纳。澳大利亚不同的州的印花税的计算方式不同，有
关南澳印花税税率的信息，请访问澳大利亚税务局网站 
www.revenuesa.sa.gov.au/taxes-and-duties/stamp-duties/
real-property-land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individuals/subjects/medicare-services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individuals/subjects/medicare-services
http://www.revenuesa.sa.gov.au/taxes-and-duties/stamp-duties/real-property-land
http://www.revenuesa.sa.gov.au/taxes-and-duties/stamp-duties/real-property-land


4 一般医疗服务
获取关于健康问题和支持服务的信息，请访问

• 一般健康信息可通过南澳州健康网站获得：www.sahealth.sa.gov.au/

•  Healthdirect – 或7天24小时电话热线 1800 022 222

找医生
要查找当地的全科医生或药房，包括下班后开放的药房，请访问Healthdirect service finder或访问 
Adelaide PHN Adelaide After Hours service finder。

健康信息
全科医生和诊所为社区居民提供普通全科医疗服务和一系列的其他服务。同时还包括不需要预约
的就医看诊服务。

全科医生+医疗保健中心和全科医生+超级诊所与普通诊所和其他服务密切合作，更好地满足当地
社区的健康需求。它们补充了一般全科医疗无法提供的服务，帮助人们了解并运用医疗保健知识，
保持健康，避免不必要的住院治疗。

医院
南澳大利亚卫生部为阿德莱德八家现代化医院提供服务，并为南澳州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提供保
障。这些医院的详细信息可在南澳州健康网站Metropolitan Hospitals找到。

南澳农村地区有医院和卫生服务机构，致力于提供城区以外地区的最佳卫生保健解决方案。有关
详细信息，请访问南澳健康网站Country Hospitals ，通过搜索选项查找您所在地区/城镇的卫生保
健服务。 

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安居信息指南6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australian-health-services
https://www.adelaideafterhours.com.au/
https://www.sahealth.sa.gov.au/wps/wcm/connect/public+content/sa+health+internet/health+services/hospitals+and+health+services+metropolitan+adelaide
https://www.sahealth.sa.gov.au/wps/wcm/connect/public+content/sa+health+internet/health+services/hospitals+and+health+services+-+country+south+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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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紧急服务
在危及生命或紧急情况下，请拨打000
该号码供您在紧急情况下联系警察，火警以及救护车。

救护车
南澳救护车服务部是该州救护车服务的首要提供者，其提供：

• 紧急救护车服务

• 紧急医疗病人护理，治疗以及护送

• 非紧急病人护理和护送

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障(Medicare)不包括救护车费用，即使您有私人健康保险，您的保险单也可能
不包括救护车费用。

南澳救护车服务部提供全州范围的救护车服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在SA Ambulance Service 网
站或致电1300 136 272了解如何申请救护车保险。

警察
南澳大利亚警察的宗旨是：

• 维护法律

• 保持和平

• 预防犯罪

• 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公众

• 协调和管理针对紧急情况的应对措施

• 规范道路使用以及预防交通事故 

查询您本地的警察局，请访问网站：www.police.sa.gov.au/contact-us/find-your-local-police-station

针对非紧急情况的警务热线是 131 444，犯罪阻止热线是1800 333 000

消防
南澳大利亚城区消防部(MFS)是为南澳州阿德莱德和16个区域中心提供消防和救援服务的机构。

了解更多情况，请访问Metropolitan Fire Authority网站 www.mfs.sa.gov.au

乡村消防队
南澳大利亚乡村消防部(CFS)是一个为南澳州城区以外的城市、地区和农村社区提供消防和应急服
务的机构。CFS是全国主要的森林火灾和草地火灾消防服务提供商。详情请访问：www.cfs.sa.gov.au

州紧急服务
南澳大利亚紧急服务部(SES)是以志愿者为基础的为南澳州提供极端天气和洪水救援服务的部
门。 详情请访问：www.ses.sa.gov.au

如果您发生下列紧急情况而需要SES 的帮助，请致电132 500： 

• 树枝或树木掉落在房屋或车辆上造成破坏

• 洪水

• 暴风雨破坏

其他紧急和安全服务
欲了解不同类型紧急情况和人身安全情况的服务和组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sa.gov.au/topics/emergencies-and-safety

http://www.saambulanc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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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立银行账号
建议您尽快开立一个银行帐户。当您在寻找租赁住房、购买手机等时，可能会需要您提供银行账单
以确认您的住址。

强烈建议您选择和比较不同的银行，比较他们的服务和收费，以便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需要的供
应商。在南澳有相当多的银行提供多语言服务。请注意，如果银行的服务不再能够满足您的需要，
您可以随时更换银行。

您最好在登陆澳大利亚后的6周内开立银行账户，因为这时您通常只需要提供护照作为身份证明。
请与银行联系，以获取有关额外身份证明的更多详细信息。

阿德莱德有一些银行提供以商业移民为中心的服务和多语言服务，如果您需要特定的服务，请与
银行联系。

请注意，以下银行仅供参考。 

Commonwealth bank 
www.commbank.com.au
Ground Floor,  
96 King William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Phone: 08 7210 0723

ANZ bank 
www.anz.com.au
107 Gouger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Phone: 08 8410 9702

Westpac bank 
www.westpac.com.au
64 Gouger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Phone: 08 8202 1088

NAB bank 
www.nab.com.au
Level 1, 48 Greenhill Road, 
Wayville SA 5000
Phone: 08 8291 3325

Bank SA
www.banksa.com.au
97 King William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Phone: 13 13 76

6 申请税号
每个在澳大利亚有储蓄或收入的人都需要一个税号(TFN)。收入包括工作工资、投资所得和政府补
贴。您可以一周7天，每天24小时在网上注册。您也可以填写申请表纸质申请。如果您选择在线申
请，请保留申请确认号，您的税号TFN将在28天内邮寄给您。

在获得税号以后，请尽快告知您的银行，以避免税务局对您的利息所得征收更高的税率。

请注意，以上仅为参考，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澳大利亚税务局(ATO):

税号注册：www.ato.gov.au/individuals



8 工作权利及义务
澳大利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有权利在工作中受法律保护。

要了解南澳州工作人员的权利，请访问： 
www.sa.gov.au/topics/work-and-skills/working-and-workers-rights/your-rights-at-work

您工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因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各种理由受到歧视。如果您认为自己被歧
视或性骚扰，请访问平等机会委员会网站： 
www.eoc.sa.gov.au/about-equal-opportunity/employment/work

平等工作
公平工作委员会可以帮助解决工人与其雇主之间的一般争端。更多信息请访问：www.fwc.gov.au

公平工作委员会可以帮助您了解您在工作中的权利、利益和责任。

公平工作委员会与雇员、雇主和社区合作，通过教育和鼓励各方遵守澳大利亚工作的相关法律为途
径，来维护各方遵守并执行澳大利亚的法律。公平工作委员会与各方合作解决可能出现的工作场所
问题。这些服务对澳大利亚的所有工人和雇主都是免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fairwork.gov.au

安全工作
在南澳大利亚安全工作(Safework SA)网站上可以查找如何满足工作健康和安全法律要求的实用信
息和指南：www.safework.sa.gov.au/law-compliance/laws-regulations/legislation

如果您对工作场所安全有任何疑问或顾虑，请拨打1300 365 255致电Safework SA帮助中心。

雇主有法律义务在其工作场所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或危险事件时立即通知Safework SA。如果您在工
作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寻求Safework SA提供帮助和支持。

其他帮助

如果您感到身体受到威胁，需要帮助，请致电131 444报警。

南澳法律服务委员会就大多数法律事务向需要帮助的任何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电话 
1300 366 424或访问：www.lsc.sa.gov.au

9

http://www.eoc.sa.gov.au/about-equal-opportunity/employment/work
http://www.safework.sa.gov.au/law-compliance/laws-regulations/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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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业及培训
一般来说，要在南澳开始求职，您需要有一份好的简历和良好的人脉。强烈建议您建立人际网络
以寻找就业机会。工作通常通过口碑、求职网站、招聘或就业机构以及当地报纸获得。

如果您在求职过程中需要帮助，您可以通过政府和私人服务获得帮助。

Skilled Careers: www.skills.sa.gov.au

Job Outlook: www.joboutlook.gov.au

Universities: www.universityreviews.com.au/list-of-universities/adelaide-sa

Vocational education: www.training.gov.au

南澳移民局
南澳移民局为新登陆的技术移民提供求职帮助服务，并对他们的海外学历资质进行评估。欲了解
您是否有资格注册此服务，请访问： 
www.migration.sa.gov.au/support-services/recognition-of-overseas-qual 

澳大利亚政府 
一般来说，如果您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您可以在寻找工作时获得一定的政府收入补贴，详情请访
问CentreLink网站：www.humanservices.gov.au/centrelink

Job active提供将符合条件的求职者与雇主联系起来的就业服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jobsearch.gov.au/serviceproviders 

私人就业与招聘机构以及职业顾问�
在南澳州有许多私营的就业与招聘机构为雇主寻找候选人。虽然大多数就业中介涵盖了各种行业，
但有些专业从事某些行业，例如金融、信息技术、工程或贸易。请注意，私人雇佣/招聘机构是由雇
主支付的，作为求职者，您完全不必支付费用，也不应使用任何要求您支付费用的招聘机构。欲查
找当地机构，请搜索“阿德莱德招聘/就业机构”。

如果需要更专业的求职服务，您应寻求相关的专业服务，他们通常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所以在您
向他们咨询前，一定要询问他们的资历和经验。有关注册职业从业人员名单，请访问澳大利亚职业
发展协会网站：www.cdaa.org.au



10生活成本
您会觉得您的钱在阿德莱德更经花。统计数据显示，墨尔本的生活成本比阿德莱德高21%，悉尼比
阿德莱德高23%。阿德莱德比布里斯班和珀斯(2014年经济学家情报部门) 低4%。

据建议每人每年在南澳州的生活费用预算在3万至4万澳元之间。如果个人有伴侣和孩子陪伴，这一
估计将增加。

下表中所列费用仅供参考。

在阿德莱德平均每周生活成本

SACOSS是南澳州社会服务理事会，是南澳州非政府卫生和社区服务部门的最高权威机构。

SACOSS 生活成本报告：www.sacoss.org.au/reports/cost-living

您也可以通过一些网站和论坛了解南澳州的生活成本信息。

www.expatistan.com/cost-of-living/adelaide

www.budgetdirect.com.au/interactives/costofliving/compare/adelaide-vs-melbourne

开销 每周� 每月

住宿（合租或单租） $120 - $380 $480 - $1520

日用开支 $90 - $130 $360 - $520

电话/网络 $15 - $40 $60 - $160

交通 $20 - $40 $80 - $160

电费/煤气费 $35 - $50 $140 - $200

衣服/娱乐 $50+ $200+

共计 $330 - $645 $1320 - $2580

11



11 驾驶及交通
如果您从海外来澳旅游，或刚刚移民澳大利亚，请确保您驾驶的合法性与安全性。 

有关获得驾驶执照与使用海外驾照驾驶，登记车辆和保险的所有信息，请访问：www.sa.gov.au/
topics/driving-and-transport

阿德莱德公共交通信息详见：   
www.sa.gov.au/topics/driving-and-transport/adelaide-metro-buses-trains-and-trams 

www.adelaidemetro.com.au

阿德莱德公共交通信息热线

电话：1300 311 108 (市区顾客)

电话：1800 182 160 (非市区顾客) 

文本电话：8303 0844

热线电话每周七天，每天早上7.00 至晚上8.00开放 

阿德莱德铁路站点信息热线 

North Terrace, Adelaide

周一至周日早上7.00 至晚上8.00开放

特殊日期早上7.00至凌晨12.15开放

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安居信息指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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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儿童保育及教育
在南澳州，有一系列幼儿保育方案可供选择以帮助在职的父母。通常家长可以选择送孩子去政府、
私人或社区儿童保育中心，包括注册的儿童保育和早期学习中心、家庭日托、课余时间保育和幼儿
园。 

要在您附近寻找幼儿保育中心，请访问:  
www.sa.gov.au/topics/education-and-learning/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child-care-options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财政援助，以帮助支付儿童保育和教育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a.gov.au/topics/education-and-learning/financial-help-scholarships-and-grants/payments-and-
financial-support-schemes 

在阿德莱德的某些地区，对儿童保育的需求很高，因此您可能会遇到名额已满的情况。为了最大限
度地提高您获得儿童保育服务的机会，我们建议您在抵达时尽快注册，因为等待期可能很长。 

在南澳州，6岁至16岁的儿童必须接受全日制教育，并且16岁的学生必须接受批准的学习课程直到17
岁。南澳州的教育系统主要有三个种类：政府学校、私立学校或天主教学校。 

欲了解更多关于学校选择和如何入学的信息，请访问:  
www.sa.gov.au/topics/education-and-learning/schools

有关公立学校的资料，请浏览教育署网站: www.education.sa.gov.au

有关南澳私立学校的信息，请访问: 

www.privateschoolsguide.com/all-south-australia-private-schools

www.ais.sa.edu.au

www.cesa.catholic.edu.au

关于如何为您的孩子注册入学，以及可能需要缴纳的赞助费用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www.internationalstudents.sa.edu.au/en/students/dependants/  
www.education.sa.gov.au/parenting-and-child-care/your-childs-education/visa-sub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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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支持及服务

社区参与

在南澳州，有许多资源和支持服务促进文化多样性，并致力于建设让所有人都认为有价值的包容性
社区和工作环境。

总理和内阁部：www.dpc.sa.gov.au/responsibilities/multicultural-affairs

澳大利亚移民资源中心：www.amrc.org.au

南澳州多元化社区理事会：www.mccsa.org.au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www.welcoming.org.au

阿德莱德城市护理：www.adelaidecitycare.com.au

阿德莱德节日：www.festivalsadelaide.com.au

南澳州提供广泛的宗教服务、学习团体和支持。可以通过访问SA Community网站找到这些列表:  
www.sacommunity.org/thesaurus/14616-Religions_%2526_Philosophies

抵达后与更广泛的南澳社区相连，是确保新移民和普通社区社会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区参与不仅对新移民的社会和情感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新移民建立联系、个人和职业网络。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有助于改善社区联系，并为新移民提供展示技能和经验的机会，从而改善就业机会。

新移民可以注册成为社区志愿者，如当地社区团体或俱乐部、子女学校、非营利组织、当地政府、专
业志愿者组织、以及紧急服务部等。 

有关志愿服务机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volunteeringsa-nt.org.au

www.sa.gov.au/topics/family-and-community/volunteering/finding-opportunities

社区活动
您可以通过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进一步了解社区的信息，如参加当地的体育活动，在本地购物，参
加学习课程或团体等。当地的图书馆或理事会也可以是了解当地社区的一个起点，您可以访问以下
网站了解相关社区信息：

南澳多元文化活动: www.dpc.sa.gov.au/responsibilities/multicultural-affairs/calendar

南澳地区市政府: www.lga.sa.gov.au/councils

南澳州各地的图书馆提供丰富多样的活动、项目与服务，以满足不同年龄人群的需求和兴趣。图书
馆还提供免费的电脑与互联网使用。

南澳的图书馆: www.libraries.s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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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相关问题
有关您或您家人的签证事宜，请联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民政事务部。

www.homeaffairs.gov.au

电话: 131 881

使用移民中介
如果您决定向移民中介寻求关于移民申请的帮助，请确保该中介是联邦移民局移民代理注册机构
(MARA)的注册移民代理。

您可在MARA网站上查询您所选择的中介是否为注册中介: www.mara.gov.au

如果您需要口译与笔译翻译服务，请访问:

The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Centre

www.translate.sa.gov.au

Level 4, 44 Pirie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Phone: 1800 280 203

或者，您可以联系NAATI或致电84105233，或访问  
www.naati.com.au 寻找翻译

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是新移民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有效途径。一些网站和应用程序能够为您提供与当地居民互
相了解的机会，并帮助您与所在地区不同类型的群体建立联系。

Facebook: www.facebook.com/LiveInAdelaide

SA Community: www.sacommunity.org

Meet up: www.meetup.com/en-AU/cities/au/adelaide

建立关系网络

南澳州有许多商务群体，您可以加入并拓展您的关系网络，获取宝贵的知识和支持，以及参与活
动。您可能需要首先成为他们的会员。

Adelaide Abroad帮助人们与能够协助其更轻松的完成抵达阿德莱德过渡期的关系网络与组织建
立联系。无论您是希望寻找工作机会，还是寻找合适的学校，亦或寻找志愿服务机会，Adelaide 
Abroad都可以为你提供协助。

www.committeeforadelaide.org.au/adelaide-abroad/

口译与笔译服务

http://www.homeaffairs.gov.au
http://www.mar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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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

更多信息

成人移民英语计划(AMEP)为符合条件的移民提供英语辅导与课程。AMEP在澳大利亚主要城市以及
农村和地区307个地点提供。

欲了解您是否有资格注册参与该计划，请访问: 

AMEP: www.education.gov.au/learn-english-for-migrants 

TAFE SA英语语言服务是一家南澳州政府教育机构，在整个南澳州开设成人移民英语课程(AMEP)。

英语语言服务: www.tafesa.edu.au/english-language-services

对于南澳公民和企业来说，sa.gov.au是一个了解南澳州政府服务的门户网站，也是了解政府信息和
联系方式的主要途径。

访问: www.sa.gov.au

政府部门电话簿: www.sa.gov.au/topics/about-sa/directories/phone

欲了解更多关于南澳州的信息或寻求有关移民问题的帮助，请访问: www.migration.sa.gov.au

民政事务部提供安居信息支持与其他网站和资源的链接: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settling-in-australia/settle-in-australia/beginning-a-life-in-australia

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安居信息指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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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Immigration SA

GPO Box 320 
Adelaide SA 5000

网上询问可以通过Immigration SA申请网站递交:				
apply.migration.sa.gov.au 

电话：(08) 8303 2420

更新时间：2020年2月

migration.sa.gov.au

https://apply.migration.sa.gov.au/user/login.php
http://www.migration.sa.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