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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為您提供服務，
請上網到 www.dmv.ca.gov：

•	 續辦車輛登記。

•	 續辦駕駛執照或身份證。

•	 計算登記費用。

•	 驗證和更新車輛登記保險終止資訊。

•	 參加模擬駕照測驗。

•	 訂購特殊車牌。

•	 獲取表格、宣傳冊和手冊。

•	 尋找有關機動車輛管理局	(DMV)	問題的解答。

•	 進行預約（商業駕照測驗*除外）。

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可致電  
1-800-777-0133 以使用自動化服務：

•	 進行預約（商業駕照測驗*除外）。

•	 續辦車輛登記或駕駛執照。參閱您的續期通告

上的更新標識號	(RIN)。

•	 獲取表格和出版物。

•	 聽取一般資訊。

•	 驗證和更新車輛登記保險終止資訊。

*欲預約商業駕照測驗或與技術人員溝通，請在

我們的正常辦公時間內致電	1-800-777-0133：

聽障人士請致電 

聽障人士專線	(TTY)	1-800-368-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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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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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 路考》

• 固定地連接到車輛的乘客座位。
• 運作正常的安全帶（若車輛在製造時配

有安全帶）。

• 運作正常的緊急/泊車制動。

財務責任

在路考開始前，您必須提供下列其中一種證

明文件，以表明您的車輛已妥善投保（否則

考試將被延期）：

• 責任保險單憑證或擔保書編號。

• 帶有指定保險公司名稱、檔案編號及目

前承保日期的分派風險保險卡。

• 由保險公司代表簽署或連署的現行保險

承諾書或保險單副本。

• 租車合約（若駕駛者作為受保人列于合

約上）。

• D M V 簽發的自我保險證明或保證金 
確認。

• 受保人所選之保險公司的書面確認。

路考後

學習安全駕駛不會因路考結束而終止。您的

駕駛執照意味著您已滿足路考要求。然而，

在日常駕駛中，您將需要處理許多路考過程

以外的狀況和問題。處理意外狀況的最佳方

式，就是始終不變地採用您在路考過程中

所展現的安全駕駛習慣及負責任的態度。

祝您好運！

安全駕駛者注意事項
啟動車輛：

 __調整後視鏡和座位。

 __繫上安全帶。

 __瞭解操作控制位於何處。

行進：
 __打信號燈。

 __在駛入車流前，要看後視鏡並回頭察看情況。

 __將雙手分別放在方向盤兩側。

停車：
 __察看交通狀況（發現危險並作出反應）。

 __將車停在人行橫道或停駛線後方。

 __停車時不要同時踩油門。

轉彎：
 __減速轉彎。

 __在正確的車道上開始並結束轉彎。

 __在必要時讓行。

 __在安全的情況下行使合法先行權。

 __發現危險並作出反應。

倒車：
 __察看後視鏡。

 __在適當時，回頭察看左右兩側的情況。

變換車道：
 __打信號燈。

 __察看後視鏡。

 __回頭察看有盲點的一方。

 __安全地變換車道。

 __保持車速。 

在高速公路上駕駛：
 __察看車流。

 __掌握時機匯入高速公路。

 __在匯入車流前，要檢查後視鏡並回頭察看情況。

 __提前打信號燈並減速駛入出口匝道。

 __依照道路情況調整車速。

防禦性駕駛技巧：
 __在踩煞車以前檢查後視鏡。

 __在通過橫向街道前要檢查情況。

 __察看燈號和標誌。

 __保持目光「移動」。

 __與周圍車輛保持「緩衝空間」。

 __與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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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 的目標
車輛管理局 (DMV) 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讓所

有駕駛者獲得駕駛執照，但前提條件是他們

能夠安全地駕駛。伴隨該目標的責任是提升

駕駛者的素質從而改善公路安全。DMV 意
識到，駕駛所帶來的獨立性及行動性是影響

大多數加州人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

可期望的事情
在整個考試過程中，您將受到尊重，公平

及友善的對待。如果您未受到此種方式的

對待，請聯絡辦事處經理。

DMV 希望您通過考試
許多人在未做好充分準備或練習不足，或未

以正確方式進行練習的情況下參加路考。

其他人則由於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麽事情而

非常緊張。請記住，DMV 主考人將與您一

起乘車，以確保您可以安全地駕駛並遵守

交通法規。

路考將持續大約 20 分鐘。考試由您在駕駛

時將遇到的各項基本操作組成，例如：左

轉及右轉、在受管制及不受管制的交叉路

口停車、直線倒車、變換車道、在正常的

街道車流中行車，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在高

速公路上行駛。

DMV 希望您通過路考。請研習本小冊

子的內容及《加利福尼亞州駕駛手冊》

(California Driver Handbook)。放鬆心情，

好好發揮。

誰會參加路考？
如果您具備以下條件，您將可以參加 
路考：
• 從未在其他州獲得駕駛執照或您持有外

國駕駛執照。

• 存在與視力相關的問題。

• 獲得向身心 (P & M) 病患者簽發的限期駕

駛執照。

• 身體狀況（佩戴校正鏡片除外）及 DMV 
施加的限制或如果您目前受到限制而要

求移除該限制。

• 持有外州的青少年、臨時性或試用期駕

駛執照。

• 在外州獲得駕駛執照，但並未歸還該駕

駛執照。

通常，駕駛執照更新或者外州或U.S.領地

駕駛執照之持有者可免除路考（若能出示

駕駛執照）。但 DMV 可隨時要求他們參

加路考。

所有路考都一樣嗎？
不論駕駛者的年齡長幼，針對基本駕駛執照

（C 類）的路考都是一樣的。成年駕駛者與

青少年駕駛者參加的路考類型相同。患有

身體和/或精神疾病的駕駛者可能會參加不

同版本的路考，其中包含額外考試項目。

準備路考
• 進行充分練習。某些駕駛者需要比他人

進行更多的練習。在參加路考前，未成

年人必須完成 50 小時的駕駛訓練（其中

必須包含十小時的夜間駕駛）。當您進

行練習時，請假裝您正在參加路考。請

求您的陪同駕駛者冷靜地指出您所犯的

錯誤。提出關於特定駕駛情況下可能使

您困惑的問題。糾正您的錯誤。在您下

一次練習時，請特別注意糾正您在之前

所犯的任何駕駛錯誤。

 請練習下列安全駕駛者注意事項的所有駕
駛操作。DMV 主考人將在場確定您可以

在正常交通狀況下操作車輛，而不是為

了讓您上當。在您進行路考期間，主考

人會留意您如何遵守道路規則及交通標

誌及/或燈號。此外，他/她也會留意您在

哪些其他方面需要改進。

• 安全駕駛技巧。練習這些技巧以提高您

的駕駛技術：

— 時刻保持平穩駕駛。

— 平順地加速。請勿使引擎運轉過速而 
熄火。

— 請緩緩停車。在您必須停車的地方提前

踩煞車，以免突然「急停」。瞭解應在

何處停車。請注意人行橫道上的情況。

如果您的視線在人行橫道處被遮擋，請

小心行進，並在進入交叉路口前察看道

路兩側的情況。

— 請確保您的車輛處於正常檔位。請勿磨蹭

齒輪。請勿滑行停車。

— 請始終遵守標誌告示的限速。如有需要，

請減速以適應當時的天氣，道路和其他交

通狀況。如果您需要在惡劣天氣條件下使

用雨刷，切記要打亮車燈。

— 請與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請遵循「3 
秒鐘規則」。在天氣惡劣或能見度不佳

時，要增加與前方車輛的距離。

— 瞭解交通燈號的含義並時刻遵守。

— 時刻行駛在正確車道上。從正確車道轉入

另一正確車道。

— 每次變換車道和轉彎時都要打信號燈。

— 常常注意潛在危險（掃視）。經常察看後

視鏡。在變換車道或駛離路緣以前，時常

要回頭察看正確的一方。

— 採取防禦性駕駛。預料其他駕駛者的 
錯誤。

如果您對自己的駕駛技術沒有把握，請重

溫下列 DMV 的出版物：《家長-青少年

培訓指南》 (Parent-Teen Training Guide)， 
《長者安全駕駛指南》(Senior Guide for 
Safe Driving)，《加利福尼亞州駕駛手冊》

(California Driver Handbook)，並到網站 

www.dmv.ca.gov/video/ 觀看串流視頻《我們

去開車》(Let’s Go for a Drive)。這些出版物

不僅提供詳細指示以便駕駛者正確地進行路

考規定的駕駛操作，同時也提供道路使用及

實行安全駕駛的法律和規則。

其他考試資訊

為了您的安全，請在考試開始前要求主考人

出示他/她的 DMV 工作證件。在您的路考期

間，除了主考人或其他授權人士外，禁止搭

載任何寵物或乘客。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在駕駛考試開始前

詢問主考人。在考試期間，主考人將會向

您提出問題或者給予您指示，但他/她將不

會跟您進行一般交談。

考試車輛要求

您用於駕駛考試的車輛必須是可以安全開動

的。在考試前，主考人會檢視：

• 兩個車牌。後車牌必須顯示目前的註冊

資訊。

• 前後轉向信號燈及功能正常的煞車燈。

• 功能正常的車輛專用喇叭。

• 未出現斑禿形磨損的輪胎。

• 充足的制動壓力（您將被要求踩煞車以

查看它是否運作正常）。

• 搖下駕駛者一側的車窗。

• 擋風玻璃的視野完全無障礙。

• 兩個後視鏡（其中一個必須位於駕駛者

左側的車外）。

• 駕駛者和前排乘客的車門可從車內和車

外打開。

• 一個牢固的貯物箱門，以確保不會在考

試期間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