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立駕駛之路

Chinese

••CHINESE ROAD TO SOLO COVER.indd   1 19/12/09   3:34 PM



VicRoads出版

60 Denmark Street, Kew, Victoria 3101
©Roads Corporation, Victoria, Australia 2000

2000年初版

Crown© Copyright 2000
2009年11月再版修訂

澳洲國家圖書館圖書在版編目資料：

Roads Corporation.
獨立駕駛之路

學習駕車——駕車學習包含索引。

ISBN 0 7311 9000 9
1.	機動車駕車者教育——維多利亞州——手冊、說明書等。

2.	交通法規——維多利亞州——手冊、說明書等。

3.	交通安全——維多利亞州——手冊、說明書等。

I. Roads Corporation (Vic)
343.9450946

多家機構在本手冊編制過程中做出貢獻，在此誠摯感謝他們的幫助。

交通法與法律規定

交通法律經常修訂。您有責任確保自己取得本手冊最新版本，您可通

過瀏覽vicroads.vic.gov.au查核。若存有疑慮，請諮詢封底內頁所列的

VicRoads客戶服務中心。

本手冊列明了針對駕車者的很多法律規定。本手冊僅作指南之用。沒

有完整詳述交通法的全部規定。

若需全面瞭解交通法，您應查詢相關的法案和法規。謹記，若您沒有

注意法律對有關具體事項的規定，法庭也不會接受此理由。您可前往

legislation.vic.gov.au查閱維多利亞州立法。

本手冊大部分內容均適用于駕車者。欲知詳情，摩托車手也可參閱

《維州騎車手手冊》。公共汽車和重型車輛駕車者可參閱《維州公

共汽車與卡車駕車者手冊》瞭解詳情。《獨立駕駛之路》多數內容

也適用於自行車騎車人。

駕車者一詞通常用來涵蓋不同的道路使用者，實現語言簡化。該詞並

不意味著某個群體比其他群體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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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駕駛之路》手冊旨在幫助您瞭解交通法規、認識自身法律責

任，做好應對駕車挑戰的準備。初學許可證考試試題依據本手冊而制

定。您還應瞭解《獨立駕駛之路》的內容，才能通過駕車考試取得駕

車執照。

《獨立駕駛之路》是系列手冊的第一冊。成為初學駕車者後，您將領

取《初學駕車者資料包》。該《初學駕車者資料包》包含：

•	 《初學駕車者指南》（配備《初學駕車者記錄簿》）

•	 《駕車督導人指南》

《初學駕車者指南》幫助您合理安排駕車練習並跟蹤您的進展情況，

以順利取得P牌。《初學駕車者指南》含有《初學駕車者記錄簿》，

若在執照考試時您尚不足21歲，則必須用此記錄簿來證明自己至少已

完成120小時的駕車練習。《初學駕車者指南》和《初學駕車者記錄

簿》將幫助您充分利用至少120小時的駕車經驗，幫助您成為更安全的

駕車者。

《駕車督導人指南》手冊將說明您的駕車督導人如何幫助您順利度過

初學期。

維州政府致力於改善道路安全。《獨立駕駛之路》則是有利於實現這

一目標的多項重要舉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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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閱覽《獨立駕駛之路》

若您正準備考取初學許可證、實習執照或將外州或外國執照轉
為維州執照，本手冊都能提供幫助。

本手冊旨在幫助您：

•	 做好應對駕車挑戰的準備

•	 瞭解自己該如何學習駕車

•	 控制並減少駕駛新手的危險

•	 瞭解駕車法規及責任

取得初學許可証前，您要瞭解很多事情，如：

•	 年齡要求

•	 漸進式執照頒發制度

•	 《初學駕車者記錄簿》

•	 初學許可証

•	 P牌執照（P1、P2）

•	 記過扣分

•	 交通法規

•	 駕車執照考試

•	 危險與風險

•	 酒精與毒品等所引發的問題

《獨立駕駛之路》將幫助您更加清楚地瞭解所有這些資訊。初
學許可證考試將以本手冊內容為依據。您還需要掌握這些內
容，才能通過駕車考試並取得實習執照。

與經驗更豐富的駕車者相比，駕駛新手遭遇傷亡交通事故的風
險高了三倍。學習《獨立駕駛之路》內容，是成為安全駕車者
的第一步。單靠閱讀本手冊並不能成為安全駕車者。重要的是
您如何利用這些資訊。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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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分為五個部份。
每節各個頁邊都用垂直色帶做出顏色標注。

下一部份將介紹取得執照並成為駕車者的步驟。

第1章 介紹駕駛新手面臨的挑戰。

第2章 涵蓋學習駕車流程及監督駕車練習的重要性。

第3章 描述駕車風險及控制這些風險的策略。

第4章 描述一些最重要的交通法規及責任。

重要提示

您務必要瞭解，若為交通法條款，則會使用“必須”一詞。

如何使用本手冊

••CHINESE ROAD TO SOLO.indd   6 19/12/09   3:38 PM



執照頒發流程

現在您要開始考駕車執照了。以下快速介紹流程手續。

7

 P

參加初學許可証考
試。此為上機考試，
以《獨立駕駛之路》

為考試依據。

閱讀、學習並理
解《獨立駕駛之

路》。

L
成為初學駕車者後，您應在駕車督導人的指導下盡可能
多地積累駕車經驗。若參加駕車考試時尚不足21歲，

則您必須證明至少已擁有120小時的駕車經驗。

參照《初學駕車者資
料包》裡的四個階段，
確保自己獲得正確的練
習。這也能幫助您決定
何時參加執照考試。參加實習執照考試。

此為上機危險認知考試，隨後參加駕車考試。
您應具備大量駕車經驗後才能通過這些考試。

若您年滿21歲或以上，則可直接考
取P2（綠色）實習執照。

您至少要持P2（綠色）實習執照3年時間。
關於P2駕車者出臺了一些特殊規定，充分體現
了您在即將取得正式駕車執照時提高安全性的

重要意義。

您至少要持P1（紅色）實習執照12個月時間。
關於P1駕車者出臺了一些特殊規定，幫助您作為
年青的獨立駕車者獲得經驗的同時保證安全。

P
若您具備良好、

安全 的駕車記錄，
則 可繼續考取正式駕

車執照。

您在這裡

獲
取
執
照
10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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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碼

1 閱讀並理解《獨立駕駛之路》 9

2 預約初學許可証考試 10

3 通過初學許可証考試 11

4 繳納費用並獲頒初學許可証 13

5 參照《初學駕車者資料包》的四個階段，盡可能多地積累駕車經驗 14

6 預約實習執照考試 16

7 通過實習執照考試 18

8 繳納費用並獲頒實習執照 21

9  遵守P牌法規，保證安全並保住執照 21

10 領取正式駕車執照 25

獲取執照10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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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閱讀並理解《獨立駕駛之路》

確保擁有本手冊最新版本並全文通讀。您可前往vicroads.vic.gov.au
核對自己是否擁有本手冊最新版本，該網站會介紹何時刊印最新版
本。

學習本手冊內容並瞭解交通法規，這是備考初學許可証考試的
首要步驟。

語言選擇

參加初學許可證考試或實習執照考試時，您可從20種備選語
言中選擇一種來參加初學許可證及危險認知上機考試（請前
往第25頁查看語言完整列表)。

獲
取
執
照
10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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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預約初學許可証考試

您必須至少年滿16周歲方可參加此考試。

您可通過以下方式預約初學許可証考試：

•	 前往vicroads.vic.gov.au線上預約（使用有效Mastercard或
Visa卡）

•	 電話預約（使用有效Mastercard或Visa卡)：13	11	71

海外撥號：+	61	3	9854	7764

若您存有聽力或言語障礙，並使用電話打字機（TTY)，則
可致電1300	652	321

•	 親自預約（前往本手冊封底內頁所列的VicRoads客戶服務
中心）

您會被問及：

•	 全名

•	 出生日期

•	 住址

•	 電話號碼

•	 希望在何時何地參加考試。

需要繳納預約和考試費用，且必須在預約時繳納。

隨後會給您一個預約號碼，您應記下來。考試時您應攜帶該號
碼。

注：若您無法按時赴約考試，您應提前24小時通知VicRoads取
消考試。除非您能出具醫療證明或其他證據，否則，費用將不
予退還。若您改變預約時間，則無論何時聯絡VicRoads，都要
另行繳納預約費。

獲取執照10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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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通過初學許可証考試

您應攜帶：

•		 預約號碼

•		 身份及年齡證明，如第12頁所述

•		 10年初學許可證費用。

若您視力不佳，則必須攜帶驗光師或眼科醫師出具的視力證
明。若您身患可能影響駕車的殘障或疾病，則應攜帶醫生出具
的醫療報告，證明您適合駕車。若您不確定或要徵求意見，請
聯絡VicRoads瞭解詳情。

取得初學許可證後，若您身患可能影響駕車的疾病，則必須通
知VicRoads。

初學許可證考試包括：

•		 看視力表，檢測視力

•		 上機多項選擇考試，試題以本手冊為依據，考查您的交通
法和道路安全知識。

最佳備考方式是：

•		 閱讀並研究本手冊，直至完全理解

•		 理解本手冊內容後，前往VicRoads網站vicroads.vic.gov.au
參加模擬考試，幫助您復習學習內容。

網站上的模擬考試試題很有幫助，但不會考查您以後通過初學
考試和實習執照考試所需掌握的全部知識。本手冊則包含了全
部知識。

獲
取
執
照
10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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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明

參加初學許可證或實習執照考試前，您必須攜帶相關文件，
向VicRoads客戶服務中心證明自己的身份及自己居住在維州
境內。

只接受文件原件——不接受影本、認證件或其他非原件形
式。

身份證明所需文件

您可前往任一 Vic R oa ds客戶服務中心或 Vic R oa ds網站
vicroads.vic.gov.au查詢可接受文件清單。

以下每類文件您均必須提供一份證明：

1 “首要證明”文件，如帶有相片的澳洲駕車執照/初學許
可證、出生證明、護照（不得過期超過2年）或澳洲國籍
或公民文件

2 “次要證明”文件以確認您當前在社會上使用的姓名。
這包括煤氣、電話和電費帳單（時間不得超過1年)； 
Medicare及學生證；信用卡或銀行、建房互助協會及信
用社帳號卡。

3 若所提供的首要或次要證明文件上沒有體現，則還應提供
維州居住證明。若無法提供文件證明，則可接受由至少認
識您一年的維州駕車執照持有人所簽署的推薦聲明。該聲
明必須包含推薦人及申請人的姓名和住址。

每份文件上必須有您的簽名。若所提供的文件上沒有您的簽
名，則您應出具見證您簽名之雇主、學校校長或授權見證法定
聲明之人士的信函。

若首要和次要證明文件上的姓名存在差別，則您應提供補充文
件，如澳洲出生、死亡和婚姻註冊官簽發的結婚證或《姓名變
更登記證》。

獲取執照10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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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繳納費用並獲頒初學許可証

通過考試後，您將：

•		 繳納初學許可證費用，該證有效期10年

•		 拍攝供初學許可證使用的照片

•		 領取初學許可證紙質收條

•		 領取《初學駕車者資料包》，內涵帶有《初學駕車者記錄
簿》的《初學駕車者指南》及《駕車督導人指南》。

《初學駕車者資料包》將幫助您順利度過初學期，並通過實習
執照考試。若沒有給您《初學駕車者資料包》，您應索要一
份。

您可憑紙質初學許可證收條練習駕車，直至收到初學許可證
卡。

我們將在大約一周內郵寄初學許可證卡給您。請確保VicRoads
擁有您當前的正確住址。

獲
取
執
照
10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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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執照10步驟

第5步──盡可能多地積累駕車經驗

初學期結束時備考駕車考試的最佳方式就是盡可能多地積累多
種不同駕車環境下的監督駕車經驗。這一點對所有初學駕車
者都很重要——若您的駕車經驗很少，就更難通過駕車考試。

參加駕車執照考試時，若您不足21歲，則必須：

•		 至少完成120小時監督駕車經驗，其中包括10小時夜間駕
車。

•		 參加實習執照考試時，攜帶填寫完整的《初學駕車者記錄
簿》。您應在參加駕車考試前認真核對，確保每一項都準
確填寫。

若您年滿21歲或以上，則建議您使用《初學駕車者資料包》，
但在參加實習執照考試時無需出示《初學駕車者記錄簿》。

本手冊和《初學駕車者資料包》是您積累120小時駕車經驗的
必備文件。

•		 《獨立駕駛之路》介紹了全體駕車者都應瞭解的交通法規
重要資訊。若您準備參加實習執照考試，您應瞭解並遵守
交通法規。

•		 《初學駕車者指南》為您的120小時駕車安排了一個四階
段計劃。

•		 《駕車督導人指南》向您的駕車督導人解釋四階段計劃，
以便他們知道如何提供幫助。

•		 《初學駕車者記錄簿》則記載了您的進度——這也是您是
否達到120小時要求的必要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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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駕車時，您必須：

•		 安排一名持有正式（而非實習）駕車執照的陪同駕車者與
您一同駕車

•		 攜帶初學許可證（或有效紙質收條）

•		 在車輛前後懸掛L牌照

•		 血液酒精含量（BAC）為零（詳情請參閱第71	–	75頁）

•		 不得使用免提或手提移動電話，或發送或閱讀手機短信

•		 不得牽拉活動住房車或拖車

•		 只能駕駛小汽車（而非公共汽車、卡車或摩托車）

定義

血液酒精含量（BAC）用來衡量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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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預約實習執照考試

要取得實習執照，您必須：

•		 至少年滿18周歲

•		 持有初學許可證的連續期限至少達：

-	 12個月，若申請實習執照時不足21歲

-	 6個月，若年滿21周歲但不足25周歲

-	 3個月，若年滿25周歲或以上。

若您持有摩托車駕車執照或許可證，且持有達12個月或以
上，則可縮短初學期。

•		 在維州、澳洲或海外的駕車資格未被取消

•		 通過危險認知上機考試並隨後通過駕車考試（參閱第19	–	20
頁的駕車考試)。

定義

連續期限是指許可證不得由於執照暫扣而在時間上出現中
斷，或由於在取得新證前許可證過期等原因而出現連續性
中斷。

•		 若在申請實習執照時不足21周歲，則您必須出示《初學駕
車者記錄簿》，證明您已完成120小時監督駕車（包括至
少10小時的夜間駕車）：

-	 必須填寫所有必要資料，且每條記錄都要簽名。

-	 《完成聲明》必須由申請人和駕車督導人簽名。必須
填寫《駕車督導人名單》，並由全體駕車督導人簽
名。

-	 您應認真閱讀《初學駕車者記錄簿》前頁的說明，瞭
解該如何正確填寫記錄簿。

16

獲取執照10步驟

••CHINESE ROAD TO SOLO.indd   16 19/12/09   3:38 PM



17

事實

恕不接受填寫不完整或不準確的《初學駕車者記錄簿》。您
將不能參加駕車考試，所有費用都將罰沒，且在六周內不得
參加考試。

若查明《初學駕車者記錄簿》的記錄不完整或不準確，則您要
面臨嚴重後果。您將損失預約費及考試費，且會被禁止參加實
習執照考試，禁止時間至少為六周。根據《1986年道路安全法
案》的規定，您可能還要面臨處罰。

您可通過如下方式預約考試：

•		 前往vicroads.vic.gov.au線上預約（可使用有效Mastercard
或Visa卡預約）

•		 電話預約（參閱第10頁）

•		 親自預約（前往本手冊封底內頁所列的VicRoads客戶服務
中心）。

注：	 若您無法按時赴約，您應提前24小時通知VicRoads取消考
試，否則費用將不予退還，除非您能出具醫療證明或其他證
據。若您改變預約時間，則無論何時聯絡VicRoads，都要另行
繳納預約費。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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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執照10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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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步──通過實習執照考試

您可前往本手冊封底內頁所列的任一VicRoads客戶服務中心接
受考試。

駕車監督者或駕車教練要提供登記過且適於駕車的車輛，儀
錶盤上要能顯示車速，以方便考官看到，同時車上每位乘員
都要有安全帶，並懸掛L牌照，以便參加駕車考試。若您參加
駕車考試時沒有駕車教練，則該車中間還要裝有方便VicRoads
考官操控的手閘。

您應攜帶：

•		 預約號碼

•		 現行有效的初學許可証

•		 填寫完整的《初學駕車者記錄簿》，包括填寫完整的《完
成聲明》及《駕車督導人名單》(若您在申請實習執照時
不足21周歲）

•		 實習執照費用。

若您無法證明已完成120小時駕車練習，包括10小時夜間駕
車，則您就不能參加考試。您的預約費和考試費將被罰沒，
您至少還要再等六周才能參加駕車考試。

若您身患可能影響駕車的疾病，且之前沒有通知VicRoads，則
您必須出具證明您適合駕車的醫療證明。取得實習執照後，
若您身患任何可能影響駕車的疾病，您必須通知VicRoads。

考試包括：

•		 看視力表，檢測視力

•		 上機危險認知考試，看看您如何安全應對交通狀況

•		 評估您駕車技巧的駕車考試（參閱第19–20頁的駕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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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認知考試

危險認知考試旨在考查您如何安全應對交通狀況。

•		 對於危險認知考試的每道題目，您都要觀看一段交通狀況
視頻，問您何時才是採取減速或轉彎等措施的安全時機。

•		 您應安全應對各種交通狀況。

•		 對於有些考試題，您要在可以安全執行駕駛任務時按滑鼠
鍵。

•		 還有一些考試題目沒有可以安全操作駕車的時間，這時您
不要按滑鼠鍵。

年滿17歲零11個月，您就能參加此項考試。您要通過危險認知
考試後才能參加駕車考試。危險認知考試將表明您是否能夠妥
善觀察整個道路環境並預判潛在危險（參閱第41	–	42頁的“練
習是最佳方式”)。

定義

潛在危險是指道路環境中任何可能給駕車帶來危險或風險
的情況。

駕車考試

路上駕車考試旨在鑒別駕車者在積累駕車經驗過程中所掌握的
安全駕車技巧。

若您達到如下要求，您就更可能通過駕車考試：

•		 擁有120小時以上的駕車經驗

•		 擁有各種不同駕車條件下的駕車經驗——如在夜間、潮濕
氣候及不同限速區的道路上駕車。

不過，擁有120小時駕車經驗並不能保證您能通過考試。您還
應在考試期間展示出安全合法的駕車技巧（因此您應在準備參
加駕車考試前復習交通法規或重新閱讀本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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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期間，您要駕車約30分鐘，考試路線包括一系列駕車條件
和任務。您要能表明自己能夠：

•		 正確操控車輛

•		 遵守交通法規

•		 配合其他道路使用者

•		 展示安全駕車技巧

首先考查您在要求不高條件下的安全駕車能力。這是為確保您
掌握基本的車輛操控和交通技巧。若通過這部分考試，您隨
後將在各種交通狀況下接受考查。

若您在考試中出現任何不安全的狀況，將中止考試，且您就不
能通過考試。

欲知駕車考試詳情，請瀏覽vicroads.vic.gov.au

若您駕駛配備雙重操縱的車輛參加考試，且駕車教練持有現
行有效的駕車教練授權號，則您可由駕車教練隨車陪同。否
則，只能由VicRoads考官陪同。不允許有其他乘員。

定義

車輛裝有雙重操縱，是指在副駕駛座還有其他腳踏板供陪同
駕車者使用。

若您考試用車裝有自動變速箱，則您在實習駕車期間僅限駕駛
裝有自動變速箱的車輛。儘早消除這一限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駕
駛手動檔車另參加一場駕車考試。

若您持有實習執照，且駕駛手動檔車輛接受教導或考試，則您
必須張貼一個約150毫米 ×	 150毫米的黃色標識，用黑體字寫
明“Driver	 under	 instruction”(“實習駕車者”)。您也必須懸掛P
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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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步──繳納費用並獲頒實習執照

通過考試後，您要：

•		 繳納實習執照費用

•		 拍攝供實習執照使用的照片

•		 領取實習執照紙質收條

您可憑紙質實習執照收條駕車，直至領取實習執照卡。

我們將在大約一周內郵寄實習執照卡給您。請確保VicRoads擁
有您當前有效的住址。

第9步──遵守P牌照法規，保持安全並保住執照

持有實習執照，表明您已具備了獨立駕車所需的最低技能。
新實習駕車者的交通事故風險是經驗豐富駕車者的三倍。維
州針對實習駕車者出臺了一些規定，幫助他們儘量保持安全。

違反這些規定將遭受嚴厲處罰，包括暫扣執照、延長實習期
或吊銷執照。酒後駕車違規還將受到其他處罰，包括安裝酒後
點火自鎖及其他嚴厲處罰。

您要具備良好駕車記錄，才能順利通過執照頒發系統。良好
駕車記錄表明您的執照沒有被吊銷或暫扣，且沒有酒後和/或
服毒後駕車違規記錄。若您被扣分太多，則執照也可能被暫
扣——實習駕車者的扣分限制比其他駕車者更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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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實習執照時，若您不滿21歲：

•		 先領取P1實習執照（P1執照期至少一年）

•		 若駕車記錄良好，則可轉入至少三年的P2執照期

•		 持有實習執照至少四年且駕車記錄良好，則您就能獲頒正
式駕車執照。

申請實習執照時，若您年滿21歲或以上：

•		 先領取P2實習執照（P2實習執照期至少三年）

•		 持有實習執照至少三年且駕車記錄良好，則您就能獲頒正
式駕車執照。

P1實習執照

若您持P1實習執照駕車，則除了要遵守適用於全體駕車者的規
定外，您還必須：

•		 車前車後張貼紅色P牌照（牌照約150平方毫米，紅底白字
注明P)，且必須能在20米距離處清楚看見

•		 隨身攜帶實習執照（或有效紙質收條）

•		 血液酒精含量（BAC）為零（詳情請參閱第71	–	75頁）

•		 不得駕駛實習禁駕車輛（除非您根據雇主的安排在上班時
間駕駛車輛或獲取VicRoads出具的書面免禁證明）

•		 不得使用免提或手提移動電話，或發送或閱讀手機短信

•		 不得牽拉活動住房車或拖車（除非工作所需或有人在旁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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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搭載一名以上16歲至不滿22歲的乘員（除非獲許免
禁)。若有持正式駕車執照的駕車督導人陪同（初學駕車
者均應如此）或駕駛應急車輛，則可自動豁免搭載直系
親屬

•		 若駕駛裝有自動變速箱的車輛通過駕車考試，則只能駕
駛裝有自動變速箱的車輛

•		 12個月期內記過扣分少於5分

•		 擁有能夠獲頒P2駕車執照的良好駕車記錄——否則，P1執
照將延期，您要受到更嚴格的乘員限制。

建議

欲知實習禁駕車輛（PPV）或乘員限制詳情，請瀏覽VicRoads網

站vicroads.vic.gov.au。

P2實習執照

若您持P2實習執照駕車，則除了要遵守適用於全體駕車者的
規定外，您還必須：				

•	 車前車後張貼綠色P牌照 (牌照約150平方毫米，綠底白字注
明P)，且必須能在20米距離處清楚看見

•		 隨身攜帶實習執照（或有效紙質收條）

•		 12個月期內記過扣分少於5分

•	 擁 有 能 夠 獲 頒 正 式 駕 車 執 照 的 良 好 駕 車 記 錄 — — 否
則，P2執照將延期

•		 不得使用手提移動電話

•		 血液酒精含量（BAC）為零（詳情請參閱第71	–	75頁）

•		 不得駕駛實習禁駕車輛（除非您根據雇主的安排在上班
時間駕駛車輛或獲取VicRoads出具的書面免禁證明）

•		 若駕駛裝有自動變速箱的車輛通過駕車考試，則只能駕
駛裝有自動變速箱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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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禁駕車輛（PPV）

實習執照持有人不得駕駛下列車輛：

•	 八個或以上汽缸

•	 渦輪或增壓發動機（柴油動力車輛或一些豁免的並可由
獲取VicRoads頒發之書面免禁證明的實習駕車者操作的
低功率渦輪或增壓車輛除外）

•	 改裝發動機來提高車輛性能（汽車製造商在車輛生產過
程中的改裝除外）或

•	 指定高性能六缸發動機。

低性能渦輪或增壓車輛是指下列帶有六個或六個以下汽缸的車
輛：

•	 動力重量比低於每噸100千瓦的渦輪或增壓車輛

•	 動力重量比介於每噸100千瓦至125千瓦、且被歸為家用型
（四座或以上）而非跑車型的渦輪或增壓車輛。家用型車輛

是指一般用來搭載家人/乘員並配備兒童約束固定件的四座
或四座以上轎車、旅行車或掀背車。家用型車輛不包括跑
車型車輛（雙門跑車)。

若您獲得VicRoads豁免，則可駕駛PPV。您可前往vicroads.vic.gov.au
下載申請表。若在實習期獲得豁免可駕駛PPV，您應隨身攜帶
VicRoads出具的證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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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步──領取正式駕車執照

P2實習執照到期前，您會收到通知您換新的通知單。您要攜
帶換新通知單前往所附小冊上的任一照相點，繳納換新費並照
相。隨後我們會簽發一份正式駕車執照紙質收條，並將您的駕
車執照卡郵寄給您。

您必須具備良好駕車記錄才能從P2執照轉為正式駕車執照。若
您不具備良好記錄，您持有P2執照的時間就要超過三年。

若您沒收到換新通知單，則您仍有責任要在到期日前換新執
照。

語言選擇

參加初學許可證考試或實習執照考試時，交通法試題與危
險認知考試均可採用如下語言：

阿爾巴尼亞語
阿拉伯語
柬埔寨語
中文（普通話）
克羅地亞語
英語
德語

希臘語

義大利語
老撾語
馬其頓語
波蘭語
羅馬尼亞語
俄語

塞爾維亞語

僧伽羅語
索馬里語
西班牙語
土耳其語
越南語

若您的語言或方言不在此列，則考試時可安排傳譯員陪
同。若您存在聽力障礙，可要求安排啞語或手語傳譯員陪
同。傳譯員服務免費提供。預約考試時，請告知VicRoads
工作人員您需要傳譯員。

獲
取
執
照
10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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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駕車者最低年齡

駕車者資格

有效期

P1實習執照

L P P

• 身體適合
• 身份證明

• 視力測試
• 知識測試

 

 

 18周歲 16周歲

10年

 

1年(P1)

考評 

條件

初學許可證

22周歲

10年 (或可申請3年)

正式駕車執照

19周歲

3年(P2)

P2實習執照

• 身體適合
• 身份證明
• 連續持有初學許可證至少一年
• 《初學駕車者記錄簿》至少120小

時監督駕車練習，包括10小時夜
間駕車

• 視力測試
• 危險認知考試
 (必須通過該考試才能參加實際駕車考試。
年滿17歲零11個月即可參加該考試）

• 實際駕車考試

• 駕車時車前車後均要張貼紅色P牌
照

• 駕車時必須攜帶實習執照
• BAC為零
• 不得使用免提或手提移動電話，

或發送任何形式的短信
• 實習禁駕車輛
• 不得牽拉活動住房車或拖車 (除非

工作所需或有人在旁指導）
• 不得搭載一名以上年齡在16歲和

21歲之間的乘員
• 若駕駛自動檔車輛考試，則只能

駕駛配備自動變速箱的車輛

• 持有P1實習執照至少一年 
(未被暫扣執照）

• 身體適合

• 良好駕車記錄

• 駕車時車前車後均要張貼綠色P
牌照

• 駕車時必須攜帶駕車執照
• BAC為零
• 實習禁駕車輛限制
• 若駕駛自動檔車輛考試，則只

能駕駛配備自動變速箱的車輛
• 駕車時不得使用手提移動電話

• 持有P2實習執照至少三年
(未被暫扣執照）

• 良好駕車記錄

• BAC低於.05
• 若不足26周歲，則必須攜帶駕

車執照
• 駕車時不得使用手提移動電話

• 駕車時車前車後均要張貼L牌照
• 駕車時必須攜帶初學許可證
• 由持正式駕車執照 (非實習執照)

的駕車者陪同
• BAC為零
• 不得使用免提或手提移動電話，

或發送任何形式的短信
• 不得牽拉活動住房車或拖車
• 只能駕駛小汽車 (而非公共汽車、

卡車或摩托車）

面向於申請實習執照時尚不滿21周歲人士的漸進式執照頒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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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車者最低年齡

駕車者資格

考評 

條件

有效期 L P10年

初學許可證

24周歲

10年 (或可申請3年)

正式駕車執照

21周歲16周歲

3年(P2)

P2實習執照

• 身體適合
• 身份證明

• 視力測試
• 知識測試

• 駕車時車前車後均要張貼L牌照
• 駕車時必須攜帶初學許可證
• 由持正式駕車執照 (非實習執照)

的駕車者陪同
• BAC為零
• 不得使用免提或手提移動電話，

或發送任何形式的短信
• 不得牽拉活動住房車或拖車
• 只能駕駛小汽車 (而非公共汽車、

卡車或摩托車）

• 持有P2實習執照至少三年
(未被暫扣執照）

• 良好駕車記錄

• BAC低於.05
• 若不足26周歲，則必須攜帶駕車執照
• 駕車時不得使用手提移動電話

• 身體適合
• 身份證明
• 若介於21至24周歲，則連續持有初學許

可證至少6個月；若年滿25周歲或以上，
則為3個月

• 視力測試
• 知識測試（必須通過該考試才能參加實際駕車考試）

• 實際駕車考試

• 駕車時車前車後均要張貼綠色P牌照
• 駕車時必須攜帶駕車執照
• BAC為零
• 實習禁駕車輛限制
• 若駕駛自動檔車輛考試，則只能駕駛配備

自動變速箱的車輛
• 駕車時不得使用手提移動電話

面向於申請實習執照時已年滿21周歲及以上人士的漸進式執照頒發項目。
要
點

••CHINESE ROAD TO SOLO.indd   27 19/12/09   3:38 PM



28

要點

初駕車頭幾個月和幾年內，發生交通事故導致死亡或受傷的風
險遠高於以後。

維州漸進式執照頒發項目（GLS）旨在降低這一風險。這一項
目循序漸進指導駕駛新手學會駕車。這能確保他們順利度過初
學許可證和P1及P2實習執照階段，從而可以做好充分準備來應
對各種充滿挑戰的駕車狀況，順利取得正式駕車執照。

GLS有關申請實習執照時尚不滿21周歲人士的條件詳見第26
頁。而有關申請實習執照時已年滿21周歲或以上人士的條件則
請參閱第27頁。

事實

駕車者法規因各州而異。您應聯絡州際交通管理局
（Interstate Transport Authority)，看看是否還有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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