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澳大利亚停留 

我有永久签证 

永久居民（PR）签证持有者可以在澳大利亚无限期停留，但如果你打算离开澳大利亚再返回，

请先查看你的永久签证上的旅行权期限（通常为五年阶段）。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 

 使用VEVO服务，或 

 通过你的ImmiAccount查阅你的签证条件。 

如果你在永久签证上的旅行权到期后使用临时签证进入澳大利亚，这会对你产生不利影响。

详情请查看居民返回签证。 

我有临时签证 

我有访客签证或电子签证（ETA） 

根据澳大利亚移民法，访客签证或电子签证不能延期。你必须在当前签证到期之前申请新的

签证。 

如果你的签证附有“不能继续停留”条款，你在提交任何新的签证申请之前需要先申请免除

这一条款。 

如果你无法按计划离开澳大利亚，请查看你的允许停留阶段、签证到期日和签证条件，以确

保你在澳大利亚仍有合法身份。 

你可以在VEVO、myVEVO app、你的签证批准信或你的ImmiAccount里查看你的签证详情。你

可以通过我们的查看电子签证服务查看你的电子签证到期日和条件。 

当你申请新的签证时，你可能会获得过桥签证，让你在新签证申请决定作出之前能在澳大利

亚保留合法身份。 

如果你的签证已经到期，请查看我的签证已经到期。 

 

 

https://online.immi.gov.au/evo/firstParty?actionType=query
https://online.immi.gov.au/lusc/login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resident-return-visa-155-157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already-have-a-visa/check-visa-details-and-conditions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already-have-a-visa/check-visa-details-and-conditions/check-conditions-online/visa-holders#content-index-1
https://online.immi.gov.au/lusc/login
https://www.eta.immi.gov.au/ETAS3/etas
https://covid19.homeaffairs.gov.au/staying-australi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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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条件 

“不能工作”条款 

访客签证和电子签证持有者不得在澳大利亚工作。 

签证停留阶段 

现有签证的停留阶段不能延长。如果你在你的允许停留阶段结束时仍在澳大利亚境内，你的

签证将失效。如果你无法在你的签证允许停留阶段内离开澳大利亚，就应该在签证失效日期

之前申请后续签证。 

如果你乘坐往返邮轮离开并返回澳大利亚，就允许停留阶段而言，这可能不会被视为离开澳

大利亚。请查看邮轮公司向你提供的信息。 

“不能继续停留”条款（包括8503、8534和8535） 

如果你所持签证有8503、8534或8535条款，而且你无法按计划离开澳大利亚，则除非该条款

被免除，否则你在澳大利亚境内不能申请大多数其他签证。如果你的签证将在四个星期内到

期，你可以请求免除这一条款。如果你的请求得到批准，你应该在当前签证到期之前提出新

的签证申请。 

8531条款（在澳停留时间不得超过签证允许停留阶段） 

如果你所持签证有8531条款，而且你无法按计划离开澳大利亚，你应该在签证失效日期之前

申请后续签证。如果你还受8503条款的限制，就需要首先请求免除这一条款。 

我们知道有些人因为旅行限制而无法按计划离开澳大利亚，我们在审理任何未来签证或担保

申请时将予以考虑。 

8558条款（任何18个月阶段内在澳停留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 

如果你所持签证有8558条款，而且你无法按计划离开澳大利亚，则如果你在澳停留一次连续

12个月，你的签证就会失效。 

如果你在18个月阶段内在澳停留累积达12个月，你的签证将依然有效，直到签证到期日。 

如果你的签证在你能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就将到期，你应该申请后续签证。如果你还受8503条

款的限制，就需要首先请求免除这一条款。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already-have-a-visa/check-visa-details-and-conditions/waivers-and-permissions/no-further-stay-wa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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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审理安排 

如果你需要申请新的签证以便在澳停留，你仍然可以通过ImmiAccount探索签证选择和提出

签证申请。我们鼓励申请者尽可能在网上申请，因为这些申请审理速度较快。 

有些签证审理相关服务可能受到冠状病毒病的影响，我们所依赖的一系列服务（比如体检和

生物识别信息收集）越来越无法使用。申请者会得到额外的时间来完成检查和提供所要求的

信息。 

我们在审理你的签证申请时会将服务中断考虑在内。 

你无需联系我们要求更多时间来完成这些检查。 

 

我有学生签证 

最新信息/新闻稿 

 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增加医疗和残疾工作者数量 

 冠状病毒和临时签证持有者 

 澳大利亚各大超市将能临时为国际学生雇员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帮助维持货架上货 

 国际学生将能填补养老行业的严重员工短缺 

对于因冠状病毒病相关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学生签证条件，比如课堂出勤率或采用网上学习等，

政府正在采取灵活的做法。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即将结束，而你无法离开澳大利亚，你可以申请访客签证（600子

类）。你需要在学生签证到期之前提出申请。 

如果你的课程“停课” 

如果你的课程处于“停课”状态，你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工作。课程的计划停歇阶段内，或

如果学生按计划完成了课程，课程就处于“停课”状态。 

如果你修读研究类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 

如果你已经开始修读研究类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你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工作。 

如果你的课程被推迟 

如果你的课程被推迟，你每两周可以工作超过40小时。 

 

https://online.immi.gov.au/lusc/login
https://minister.homeaffairs.gov.au/alantudge/Pages/boosting-health.aspx
https://minister.homeaffairs.gov.au/davidcoleman/Pages/Coronavirus-and-Temporary-Visa-holders.aspx
https://minister.homeaffairs.gov.au/davidcoleman/Pages/more-help-aussie-shelves-stocked.aspx
https://minister.homeaffairs.gov.au/davidcoleman/Pages/international-students-ready-to-fill-critical-staff-shortages-in-aged-care.aspx


 

 
 

  

      

 

Page 4 of 10  

暂时放宽对学生签证持有者的工作时间限制 

某些学生签证持有者暂时获准每两周工作超过40小时，为澳大利亚人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务，

如果他们： 

 受雇于卫生部门，就读医疗相关课程（比如护理或医学专业），根据卫生官员的指示

协助针对冠状病毒病的工作 

 受雇于注册超市（对于超市，该临时措施将于2020年5月1日结束） 

 受雇于获准养老服务机构或联邦拨款的养老服务机构 

 受雇于注册的国家残障保障计划服务机构。 

请参见暂时放宽对学生签证持有者的工作时间限制。 

 

我能否将学生签证延期？ 

根据澳大利亚移民法，学生签证不能延期。 

以下情况下，你需要申请新的签证： 

 你无法回国，而你的签证即将到期 

 你需要在澳停留更长时间，以完成你的课程。 

你应该在现有学生签证到期前六周时申请新的学生签证。申请学生签证时无需提供有关冠状

病毒病的影响的证据。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即将结束，你可以申请访客签证（600子类）。你需要在学生签证

到期之前提出申请。 

关于访客签证的更多信息。 

有些签证审理相关服务可能受到影响，一系列服务开始无法使用。这包括开展体检的指定诊

所、英语语言测试中心及生物识别信息收集。这些服务无法使用期间，很多申请者无法满足

签证要求。学生会得到额外的时间来完成检查和提供所要求的信息。 

然而重要的是，在当前签证到期之前提出新的申请将使你获得过桥签证，让你在满足所有签

证条件的同时保留合法身份。 

澳大利亚学习要求 

内政事务部不监管对学习方式的要求。 

你应该联系你的教育机构。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student-500/temporary-relaxation-of-working-hours-for-student-visa-holders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ubsite/Pages/visit/600-visitor-land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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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查看TEQSA和ASQA关于灵活授课的联合声明。 

有关旅行限制导致的例外情况，请查看《全国规范》对受影响高校学生开展网上学习的要求。 

通知内政事务部 

如果你回家，或者你的学习境况发生变化，你无需通知内政事务部。 

你的签证将一直有效，直到你提出其他签证申请或你的签证到期。如果你回家或将学习推迟，

你的签证状态将保持不变。 

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 

你应该依靠家庭资助、能找到的兼职工作和自己的积蓄来维持在澳开支。 

如果你无法维持自己的开支，就应该安排返回常住国。请注意，所有学生签证都有一个条件，

即签证持有者应能获得资金维持其在澳期间的开支。 

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如果在澳大利亚已经超过12个月，就可以取用其澳大利亚退休金。 

政府将继续与正在向面临困境的国际学生提供部分经济援助的国际教育部门密切协作。 

 

我有临时技能短缺签证（482子类）或临时工作（技术）签证（457

子类） 

下岗但未被解雇的临时技能短缺签证和457签证持有者的签证将继续有效，企业有机会根据

正常规定延长你的签证。 

企业可以减少你的工作时间，这不会造成你违反签证条件或企业违反雇主义务。 

如果你被解雇，目前没有工作，你应该在60天内找到新的雇主，或在可能的情况下安排离开

澳大利亚。 

如果你无法回国，就应维持有效签证并遵循必要的澳大利亚卫生建议。 

目前受雇于卫生、养老或农业等关键部门的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冠状病毒

病大流行临时活动签证（408子类）澳大利亚政府认可活动（AGEE）细类签证。 

 

 

https://www.teqsa.gov.au/latest-news/articles/joint-teqsa-and-asqa-statement-relating-flexible-delivery
https://www.teqsa.gov.au/latest-news/articles/novel-COVID-19-also-called-2019-ncov-compliance-update-and-fact-sheets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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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打工度假者签证 

我在冠状病毒病关键部门（农业、食品加工、医疗、养老、残疾护理或托儿）工作 

打工度假者签证不能延期。但是，如果你已经在澳大利亚完成了三个月或六个月的指定工作，

你或许可以申请第二份或第三份打工度假者签证。 

澳大利亚政府针对冠状病毒病采取了新的措施。受雇于农业、卫生、养老和残疾护理及托儿

等关键部门的打工度假者将免受为同一雇主工作不得超过六个月的限制。 

受雇于关键部门的打工度假者如果尚未完成申请第二份或第三份打工度假者签证所要求的3

个月或6个月指定工作，而且无法回国，就可以申请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临时活动签证（408子

类）澳大利亚政府认可活动（AGEE）细类签证且不会产生签证申请费。该签证将允许你在澳

大利亚继续合法停留并根据你的意愿继续工作，直到你能安全可行地回国。 

如要获得新签证，你必须满足该签证的要求，包括任何年龄限制、英语语言、健康和品行要

求。 

8547签证条款 - 为同一雇主工作不得超过六个月的限制 

打工度假者在澳停留期间可以从事任何类型的工作，但为任何一个雇主工作的时间通常限于

六个月，除非内政事务部允许其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六个月。 

内政事务部以不可预见的特殊情况为理由，允许在卫生、养老或农业等关键部门工作的打工

度假者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六个月。 

内政事务部允许打工度假者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六个月的其他情况包括： 

 工作位于不同地点，且任何一个地点的工作都不超过六个月 

 澳大利亚任何地方的动植物养殖工作 

 仅限澳大利亚北部的特定行业工作 

 协助丛林大火恢复的工作。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你需要请求允许才能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6个月。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what-we-do/whm-program/specified-work-conditions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already-have-a-visa/check-visa-details-and-conditions/waivers-and-permissions/work-longer-than-6-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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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冠状病毒病非关键部门工作 

打工度假者签证不能延期。但是，如果你已经在澳大利亚完成了三个月或六个月的工作，你

或许可以申请第二份或第三份打工度假者签证。 

详情请查看指定工作条件。 

如果你因为冠状病毒病而尚未完成申请第二份或第三份工作假期签证所要求的三个月或六个

月指定工作，而且你不在关键部门工作，你应该申请另一份签证以保留合法身份，直到你可

以回国。 

如要获得新签证，你必须满足该签证的要求，包括任何年龄限制、英语语言、健康和品行要

求。 

8547签证条款 - 为同一雇主工作不得超过六个月的限制 

打工度假者在澳停留期间可以从事任何类型的工作，但为任何一个雇主工作的时间通常限于

六个月，除非内政事务部允许其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六个月。 

有些情况下，内政事务部允许打工度假者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六个月，包括： 

 工作位于不同地点，且任何一个地点的工作都不超过六个月 

 澳大利亚任何地方的动植物养殖工作 

 仅限澳大利亚北部的特定行业工作 

 协助丛林大火恢复的工作。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你需要请求允许才能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六个月。 

 

我是季节性工人或太平洋劳工计划参加者 

太平洋劳工计划中的403子类签证持有者 

如果你和你的雇主获得外交贸易部认可参与该计划，你就可以申请另一份太平洋劳工计划中

的403子类签证。该签证将允许你在澳大利亚合法停留，并根据你的意愿继续工作，或直到

你能回国。 

季节性工人计划中的403子类签证持有者 

你的签证不可以延期。但是，澳大利亚政府针对冠状病毒病为在关键部门工作的人士采取了

新的措施。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what-we-do/whm-program/specified-work-conditions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already-have-a-visa/check-visa-details-and-conditions/waivers-and-permissions/work-longer-than-6-months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work-403/pacific-labour-scheme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work-403/pacific-labour-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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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如果你有以下情况，或许就有资格获得临时活动（408子类澳大

利亚政府认可活动（AGEE）细类签证： 

 你的签证即将到期 

 你的签证已经到期 

 你无法离开澳大利亚 

 你在卫生、养老或农业等关键部门工作。 

该签证将允许你在澳大利亚合法停留，并根据你的意愿继续工作，或直到你能回国。季节性

工人计划和太平洋劳工计划的相关安排，包括与雇主有关的安排，将延续到新的签证安排中，

保持与农业部门的联系。 

签证条件：8503（不能继续停留）和8577（换雇主） 

对于季节性工人计划或太平洋劳工计划中的403子类签证，8577条款意味着你通常只能为一

个担保人/获准雇主工作，除非内政事务部允许你改换担保人/获准雇主。 

在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你将能改换担保人/获准雇主。如果你需要改换担保人/获准雇主，

你的雇主必须联系： 

 教育、技能和就业部（如果你是季节性工人） 

 外交贸易部（如果你在太平洋劳工计划中工作）。 

在这些临时安排中，雇主仍需遵守所有相关澳大利亚劳工法律，你将继续和所有其他雇员一

样拥有澳大利亚劳工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利。 

对于季节性工人类别中的403子类，在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你的签证所附的8503条款（不

能继续停留）将被自动免除，使你能申请临时活动（408子类澳大利亚政府认可活动（AGEE）

细类）签证。 

你无需申请免除8503条款。 

 

我有特殊类别签证 

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有相关安排，可以互相在对方国家停留和工作。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temporary-activity-408/australian-government-endorsed-event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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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桥签证A、B或C 

过桥签证A、B和C让你能在当前签证到期后且新的签证申请正在审理期间在澳大利亚停留。 

工作权利 

取决于你的过桥签证条件，你或许能在澳大利亚工作。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 

 使用VEVO服务，或 

 通过你的ImmiAccount查阅你的签证条件。 

如果你陷入经济困境，而且你的过桥签证不允许你工作或对工作有限制，你可以申请允许你

工作的过桥签证A。但是，你需要证明你陷入了经济困境。 

如果你不符合关于工作的签证要求，而且你仍然有资格获得过桥签证，我们会给你签发与你

此前的过桥签证条件相同的新过桥签证。 

以下情况下，你不会获得允许你工作的新过桥签证： 

 你获得当前的过桥签证A是因为你申请了对你的最初签证申请决定的司法审查，或 

 你申请了保护签证。 

请查看：关于如何申请的信息。 

 

即将到期的过桥签证 

如果你想在签证到期以后在澳大利亚停留，就必须申请新的签证。 

我有过桥签证E 

该临时签证允许你在以下情况下在澳大利亚停留： 

 你在安排离澳  

 你在解决你的移民事务 

 你在等候移民决定。 

工作权利 

https://online.immi.gov.au/evo/firstParty?actionType=query
https://online.immi.gov.au/lusc/login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bridging-visa-a-010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help-support/applying-online-or-on-paper/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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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你的过桥签证条件，你或许能在澳大利亚工作。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 

 使用VEVO服务，或 

 通过你的ImmiAccount查阅你的签证条件。 

即将到期的过桥签证 

如果你想在签证到期以后在澳大利亚停留，就必须申请新的签证。 

身份解决服务 

身份解决服务（SRS）计划可以为你提供临时支持。 

以下情况下，你可能有资格获得服务： 

 你没有签证而生活在澳大利亚 

 你是海上非法入境者（IMA），且已提出有效的临时保护签证（TPV）或避风港计划签

证（SHEV）申请 

 你是非海上非法入境者（non-IMA），且已提出有效的临时保护签证申请 

 你持有过桥签证E（BVE） 

 你面临重大障碍，影响了你解决自己移民身份的能力。 

 

我的签证已经到期 

到期不满28天 

如果你的签证已经到期，你需要立即申请过桥签证E（BVE），从而获得合法身份。过桥签证

E是一种短期签证，让你在安排离澳期间保留合法身份。 

如果你想要在澳大利亚合法停留，就必须申请新的签证。你的情况将决定你的签证选择以及

你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保留合法身份。取决于你的签证已经到期多久，你在澳大利亚境内申

请新的签证可能会受到限制。 

有些签证审理相关服务可能受到冠状病毒病的影响，我们所依赖的一系列服务（比如体检和

生物识别信息收集）越来越无法使用。申请者会得到额外的时间来完成检查和提供所要求的

信息。 

到期已满28天 

如果你的签证到期已超过28天，请联系身份解决服务（SRS）获取解决移民身份的协助。 

https://online.immi.gov.au/evo/firstParty?actionType=query
https://online.immi.gov.au/lusc/login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what-we-do/status-resolution-service/overview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sitesearch?k=Bridging%20visa%20E%20(BVE)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what-we-do/status-resolution-service/over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