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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準備在澳洲工作
你需要了解的資訊及如何可以找到。  
作為一名在澳洲工作的國際學生，你與任何澳洲在職人
士一樣享有相同的職場保障。這裏有一些你需要了解的
事情，以及讓你確保已作好準備的一張清單。  

你的工資 
澳洲有最低工資，你必須至少獲支付

最低工資的金額–這是法律！

交稅
你可能需要根據收入多少而納稅。開
始工作之前，要取得一個稅號（ TFN）

。將你的TFN交給老闆，以確保你支
付的稅額不超過應有的額度。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TFN，是你一生所用的稅
號！至為重要的是不要讓任何人用你
的稅號 – 就是朋友也不可以。你將需

要每年遞交一次「報稅表」。

工資單
在澳洲，你必須在獲得工資的一個工
作日內取得工資單。通常工人每週、
每兩星期或每月出糧，工資單是一份

重要的文件。

何謂最低工資？ 
• 最低工資每年都會經過審查，而最低工資額也取決於你所做的行

業。因此，請你查究在本財政年度自己應獲支付多少工資。

我如何找出自己的最低工資額？
搜尋“FWO Pay and Conditions Tool”(即FWO薪酬與條件工具） 

• 這是公平工作申訴專員公署的一項工具，可幫助你找出你的工作
的最低工資額。

我如何取得稅號（TFN）？ 
• 使用官方的ATO（澳洲稅務局）網站來申請一個免費的稅號（TFN）。

搜尋“apply TFN ATO”（即申請 TFN ATO） 

我是否需要一個TFN或ABN？ 
• 有些工作可能會要求你持有澳洲商業號碼或簡稱ABN來工作，這

是因爲你被視為一名個體經營者。 

• 你可能不需要ABN。如果你只在固定地點工作，上司是一名老闆或
經理，每週有類似的工作時間，也有一樣的時薪–你可能只需要有
TFN。

提示：如果你持有ABN來工作，則仍然需要繳稅，同時需要有由自己買
的保險。  

我在工資單上會看到甚麼？ 
• 工資單會讓你知道自己所賺的錢有多少，同時有多少稅從你的工

資中扣除。如果你是按時薪支付工資，則工資單會顯示你工作的時
數。 

如果我還沒有收到工資單該怎麼辦？ 
• 通知老闆或經理你沒有收到工資單。通常這只是一個錯誤。當你提

出時，他們必須為你提供工資單。
提示：你若有澳洲銀行賬戶，便更容易獲支付工資。  

搜尋“student bank account”（即學生銀行賬戶） 

由澳洲政府 如要取得資訊，請聯繫： fairwork.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ato.gov.au、 
教育部資助。 你的教育提供者屬下的學生支援服務部或社區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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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數
請記住–作為國際學生，你在學期内每
兩週最多可以工作40小時，而在學校
假期時就沒有工作時數限制。遵守時數
限制是十分重要的–當獲發學生簽證

時，你曾經同意接受這種限制。

工作類型
在澳洲，你可以做兼職或「散工形式」
的工作。在兼職工作中，你有固定的
時數。在散工工作中，你的工作時數

可能每週都不同。

為工作做好準備！
請按此清單，確保你做好準備 
以國際學生身份在澳洲工作。

要做的事

我已計算出我的 
最低工資

我已開了一個
澳洲銀行賬戶

我已申請了一個 
TFN / ABN

我已告知老闆有關
工作時數的限制

我已下載 
FWO Record My Hours應用程式

我已查閲 
我的工作權利

我已要求老闆發給 
我第一張工資單

我已開始在FWO Record My Hours
應用程式中記錄我的時數正

在
工

作
開

始
工

作
未

工
作

前
我如何記錄自己的工作時數？ 
• 首先，你要確保老闆知道你有 40小時的工作限制。如果他們不知

道，便可能會要求你加班。 

• 另外，下載「FWO Record my Hours」應用程式–這是一個有多種語
言而又非常實用的工具，可以幫助你記錄自己工作了多少個小時。 �

散工和兼職工作有何區別？ 
• 如果你做的是散工工作，你獲得的薪金可能會比固定的兼職工作

高，你的時薪最多可以增加25％，這就是所謂的“散工補薪”，是額
外補貼的金錢。 

• 在散工工作中，你的工作時數每週都可能會有變動，而你在生病或
休假的任何天數都不會獲得工資。

我可以在哪裡取得更多資訊？
搜尋“FWO employee entitlements”（即FWO僱員權益）

做完怎樣做 嗎？ 

• 使 用 公 平 工 作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網 站 上 的  PA C T 計 算 器 – 或 搜
尋“minimum wage Australia”（即澳洲最低工資）和今年年份。 

• 搜尋“compare student bank accounts”（即比較學生銀行賬戶），
以找出哪些學生銀行賬戶提供最好的條件，有些賬戶是不會收
取你任何費用的。 

• 搜尋“contractor vs employee”（即合同工對比員工），以了解你是
否需要TFN或ABN。 

• 瀏覽ATO網站 - 搜尋“apply TFN ATO” （即申請 TFN ATO）或“apply 
ABN ATO”（即申請 ABN ATO）以獲取指示。 

• 告訴老闆你在學期内，每兩週只能工作 40小時，但在學校假期
時就沒有工作時數限制。請確保你的老闆同意此點。 

• 從Apple App Store或Google Play Store下載該應用程式-  
搜尋“FWO Record My Hours”（即FWO 記錄我的時數）。 

• 搜尋“Fair Work Ombudsm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即公平工
作申訴專員公署國際學生），以取得有關你的工作權利的資訊。 

• 從老闆那裏取得電子或印刷形式的工資單。要求： 
「請發給我工資單。」 

• 探討該應用程式，以確保你知道如何使用它。 
• 在你每次上班後，記錄下你所做的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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