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准备好站出来了吗？
Right now VictoriaPolice需要您。我们有多种令人振奋、充满挑战的角色。选择您感兴
Police wants you. We have a diverse range of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现在，Victoria
roles.
Choose
which
you are interested in...
趣的…
POLICE
MEMBERS
警员
Policing
is
a career that is both challenging and rewarding. It’s an
警察是一份挑战与收获并存的事业。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
extraordinary job where you’ll protect the rights of all Victorians to
作岗位，您可以借此来保护全体维州民众在安全和保障下幸
go about their lives in safety and security.

福生活的权利。

PROTECTIVE SERVICES OFFICERS

安保员
Provide ongoing support to our developing railway network. You
为发展中的铁路网提供长期护卫支持。您的职责是保护社区
will be involved with protecting the community and around
及每天约40万名火车乘客的安全。
400,000 people using the train service each day.
维州公共服务
VICTORIAN PUBLIC SERVICE
Victoria Police
employs about 2,900 support staff around Victoria,
Victoria
Police在维多利亚州雇佣了超过3000名支持人
providing
essential
support to police members in a range of
员，为Victoria Police在多种富有挑战的角色上提供必要的
challenging
roles.
支持。
TO BECOME A VICTORIA
POLICE MEMBER OR A PROTECTIVE SERVICES OFFICER
要成为VICTORIA
POLICE警员或安保员，您必须：
YOU MUST:
• 年满18周岁或以上
Be 18 years or over
• 身为澳大利亚公民或拥有永久居留权
 Be an Australian citizen or have permanent residency
• 若未满21周岁，则您必须通过维州教育证书(VCE)或同等学历(维州应用学习
 If you are under 21, you must have passed th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高级证书(VCAL)亦可)。
(VCE) or equivalent (Senior Level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Applied Learning (VCAL)
• 符合刑事与交通违规方面的资格要求。
is accepted.
• 视力达标。请咨询当地验光师，了解自己是否符合要求。
Meet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regarding criminal and traffic convictions
Meet eyesight standards. Consult with your local optometrist to see if you
• 身体健壮，能够承担严格及高身体素质要求的职责。
 are suitable
 Be fit and ready to work in a demanding and physically challenging role
除了上述资格条件外，警员还必须持有有效的维州手动挡汽车驾驶证。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police members must also hold a current
我们的价值观
manual Victorian
drivers licence.
Victoria
Police深受社区大众的信赖，民众满意度极高。我们致力于确保全体警员恪守
警队的核心价值理念：
Our Values
Victoria Police enjoys considerable community trust and satisfac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全体警员均必须恪守如下核心价值：
ensuring that all our people follow our core values:
正直诚信
The following core values are essential in all members:
领导才能
Integrity
灵活应变
Leadership
尊重他人
Flexibility
相互支持
Respect
专业敬业
Support
Professionalism

Leave
Upon graduation as a police member or protective services officer, your leave entitlements will
be…

休假
毕业成为警员或安保员后，您可享受如下假期福利…
• 每年7周休闲假，此外累计还可请假10天。
• 每年15天病假。
• 一系列其他周到的休假福利，包括产假与陪产假及进修假。

警员
您是否具备了成为Victoria Police一员的条件？
若您充满了服务于大家所在社区的动力、热情和渴望，那么我们敬候您的加盟。
警察是一份挑战与收获并存的事业。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作岗位，您可以借此来保护全
体维州民众在安全和保障下幸福生活的权利。
您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希望在维州各地招募能够体现多元化社区色彩的社区成员，
男女不限。
若欲深入了解自己，并检验自己是否具备成为Victoria Police一员的条件，请前往网站参加
我们的资格与适合性在线测试。
工作时间
维州警察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为民服务。作为警员，您应接受各类班次安排，包括周末、
夜班、公共节假日，工作地点也各有不同。全职警员正常工作时间为每两周80小时。
培训
您在维多利亚州警察学院(Victoria Police Academy)受训时，体验真正的警务是什么。这项
为期33周的培训计划旨在让您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与信心，以便在实习期履行职责时顺
利完成在岗培训。
要顺利毕业成为实习警员，您必须圆满完成各个方面的培训，表明自己具备了成为Victoria
Police合格一员的个人素质、性格与态度。
警察学院毕业后
毕业后，您会被要求指定三个都市区域来完成自己的实习培训，不过您也可能被安排到维
州其他地区，包括乡村地区。

申请
若您确定自己符合资格条件，并已参加了“适合性”测试，您就可进入后续招募步骤，准备
迈入Victoria Police这个充满激情与挑战的职业，成为其中一员。

安保员
您是否认为自己能够保护社区并做出不凡成绩？
现在，Victoria Police正在寻找能够在维多利亚州承担重要社区服务角色的人选。
作为一名安保员，您将帮助保护每天使用我们火车网的40万名乘客。
您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公众解决一般事项查询，提供建议并确保人们感觉安全。您可能也要解
决一些反社会事件，包括与酒精和毒品有关的犯罪和财产损失。
工作时间
安保员每次轮班工作八、九或十个小时来保护铁路网。他们需要在下午6点前到达指定的车
站，一直待到最后一班火车离开。
一些特殊工作时间可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额外享受轮班补贴。
培训
您要到位于Glen Waverley的Victoria Police Academy参加为期12周的全面培训课程。按照
规定，您应从周一至周五上午7:30至下午4:10参加全日制培训。
PSO培训旨在帮助安保员做好在动态环境中安全工作的准备，让您随时能够应对具有高度
不可预测性的各种情况。
和警员一样，您也将参加同样的火器和防御技巧培训，并学会如何尊重对待弱势人群，如无
家可归者、青少年、吸毒者、酗酒者、老年人及精神健康疾病患者。

警察学院毕业后
12周培训课程后，您就将毕业成为安保员，届时Victoria Police Academy将举办毕业典礼。
一开始您会在环市区（city loop）车站和中央枢纽车站，包括Footscray、North Melbourne、
Clifton Hill和Richmond。作为您持续培训的一部分，您将会得到运输警察的支持，最终可能
被派往更远的郊区车站。
申请
为决定您是否符合成为PSO的条件，请浏览Victoria Police职业生涯的网站
policecareer.vic.gov.au/pso参加适合性测试。

维州公共服务
在您想到警察的时候，想到的是在外面走动的警员，但是Victoria Police也雇佣了成千上万
的人担任支持角色，可能我们正巧有适合您的工作。
Victoria Police的工作岗位丰富多样，从法医到媒体、到IT专家，充分体现了警队组织的多
样化要求。
虚位以待的就业机会包括：
• 财务与采购
• 人力资源管理
• 信息技术
• 一般行政事务
• 研究、战略规划与政策分析
• 指纹专家、分析员和法医科学家等专业岗位。
在大机构里工作的好处之一，就是有机会在不同业务部门工作，接触不同的领域和技术。
Victoria Police为职员提供晋升机会，并在各种领域培养他们掌握多种技能。从维州的一端
到另一端，每个都市区和乡村地区都有岗位聘人。
Victoria Police是一家机会平等的雇主机构。
我们的业务
加入Victoria Police，意味着您有机会为社区做出贡献，发挥自己的作用。与我们的合作机
构一起，帮助我们实现创造更安全维州的目标，共同致力于：
•
•
•
•
•

通过执法活动，保证安全稳定的社会局面
调查罪案，起诉罪犯
为社区提供援助与宣传教育
实施犯罪预防策略
与其他政府部门、机关及当地社区协调合作。

作为Victoria Police内部的公共服务员，您将协助警队组织推动并支持战略举措的顺利实
施。您可为一线警员提供日常警务工作所需的必要资源，共同创造更安全的维州。
为维州政府及Victoria Police这个了不起的组织工作，您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福利。
申请
Victoria Police所有招聘岗位均刊登在维州政府网站：www.careers.vic.gov.au。
顺利通过的应聘人员均需接受多项安全审查，包括犯罪记录审查、指纹检查和经济审查，
之后才会收到预约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