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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伊利诺伊州驾驶执照

要在伊利諾州合法開車，你必須有一個有效的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臨時訪客駕駛證
、試用許可證、學習許可證、限地區駕駛許可證或監測裝置許可證。要獲得駕照，你必須:
 去駕駛服務設施，拿出需要的身份證明文件和拍照。
 交出所有伊利諾州或外州執照、身份證、學習許可證和商業駕駛執照。
 支付適當的費用。
 通過相應的考試（視力檢查，書面測試和路考)。

年齡限制‐開車人16‐21 你必須至少18歲才可以獲得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以下例
外:
 如果你是16歲或17，你可以拿到駕駛執照如果你成功地完成州批准的駕駛人教育 課

程，完成50個小時的練習駕駛，並通過駕照考試的三個部分。 如果父母不能陪 伴未
成年人去設施，宣誓書/同意為讓未成年開車必須由法定監護人或一個負責任 的成年
人簽名。如需要駕駛執照18歲之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14頁。

 從2014年7月1日，18‐20歲的第一次駕駛牌照申請人若沒有完成駕駛教育必須成功通
過六小時的認證成年人駕駛教育課程才可以獲得駕駛執照

 21歲以下的開車人不得駕駛被汽車出租超過10名乘客，任何車輛為聘用，或駕駛通
勤車，宗教組織客車，校車，車輛運輸老人或兒童護理車。

附加要求
 當你開車時你比需要帶你的駕駛執照或指令證。
 如需取得經營摩托車或商用車輛執照的程式，請參閱Illinois Motorcycle Operating 

Manual, the Rules of the Road for NonCDL Vehicles，或Commercial Driver’s License Study
Guide，可在國務卿的任何設施找到或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有關獲取一個臨時遊客駕駛執照的程式，請參閱Temporary Visitor Driver’s License 
Quick Guide，在任何設施都能找到或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要操作校車必須滿足其他的規定（請聯繫你當地的學區）; 宗教組織接駁車; 托兒車輛
;以營利為目的車輛 ; 或用於老年人運輸車輛。請與你的雇主確認，當地的Driver
Service，或撥打國家的辦公室秘書的安全的旅程科。

豁免
在以下狀況你可以沒有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但也可以駕駛：
 如果你已經從另一個州或國家永久性的搬到伊利諾伊，你另一州或國家的駕駛執照

有90天的效期。你必須在90天的期限內或另一州或國家的駕駛執照過期前獲得伊利
諾州的駕駛執照，以比較早到的日期為主。

 如果你正在探訪或開車經過伊利諾州，你必須擁有你的州或國家的有效駕駛執照。

 如果你是外州的學生在讀伊利諾州的學院/大學，你、你的配偶和子女可以用你
們的州或國家的有效駕駛執照開車。

 如果你是現役的美國軍人，你、你的配偶和子女可以用你們的州或國家的有效的駕
駛執照開車。

 如果你是駐外的美國軍人，而且是伊利諾州的合法居民，你可以會在首120天內用
軍隊延期許可證開車。

 如果你是美國政府的公務員或為美國軍人，而且你是在駕駛美國政府公用或租的車
在執行公務，你並不需要一個有效的伊利諾州執照。

 如果你駕駛的工程機器暫時在車行道或駕駛的農用拖拉機只在農場建築物和附近的農田
之間行駛，你並不需要一個有效的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

改變你的姓名/地址
你必須在合法改變你的名字30天以內去Driver Service 設施申請新的駕駛執照。你必須
提供文件證明你的新名字和駕駛執照上的和在Secretary of State檔案裡的名字是同一
個人。在你的駕照上顯示的名稱必須是你出生記錄上的全名和姓，婚姻證書上的，與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登記的或其他方式透過法律行動成立名字。必須支付相應
的費用才可以擁有新的許可證和/或身份證。

你也必在10天內去Drivers Services設施;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或寫信到:
Secretary of State, Driver Services Department, Address Change, 2701 S. Dirksen Pkwy.,
Springfield, IL 62723, 通知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在提供目前居住證明和支付相應
的費用之前不會收到反應新地址駕駛執照。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CDL持有人更改姓名/地址時必須在10天內通知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和必須在姓名/地
址該更後的30天內拿到新的駕駛執照。

注：Driver Services 設施在州和聯邦假日都不辦公。出門前請檢查你的設備的時間。設施
的電話號碼可在電話簿裡的政府篇找到或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辦駕駛執照需要的身份證檔案/證明
要獲得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身份證，必須提供合適的文件證明你的身份，須證明資料包
括你的合法姓名，出生日期，社會安全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或SSN)，居住和簽名。
請參閱第6 頁的圖表上有表明什麼檔可以使用。請注意以下幾點：

 驗證過程中需要簽名比較。

 所需的文件數量取決於申請人是否的一次申請駕駛執照/身份證，或請求重複或更
正駕駛執照/身份證。

 一個檔可滿足多過一個組。

 新居民必須交出所有伊利諾州或外州執照/身份證和/或學習許可證，才可發行伊利諾
伊州的駕駛執照/身份證。

 申請臨時訪客駕駛執照的申請人應參閱Temporary Visitor Driver’s License Quick Guide 查
看文件的要求。

首次伊利諾州駕駛執照/身份證申請
若申請人是首次在伊利諾州申請駕駛執照/身份證，必須提交以下列檔：
 一個可以滿足A，B和C各組的文件。
 兩個可滿足D組的文件（如果申請人是5歲以下只需要一個可滿足D組的文件）。

複製/更正後的駕駛執照/身份證申請
申請重複或糾正駕駛執照/身份證的申請人必須提交以下列檔：
 一個能滿足A組的文件。

 一個能滿足BC或D組的文件。（如果申請位址改變則需兩個D組的文件，除非是申請5歲
以下的身份證）

 申請人若是要更正名字，出生日期，社會安全號碼或性別必須提供文件證明舊的資訊和你
新的資訊的關係。

 60歲以下的申請人如果執照被偷必須提供報案的紀錄，才可以免費申請新的駕駛執照/
身份證。60歲以上的人不需要提供報案的紀錄便可免費申請新的駕駛執照/身份證。

換新的伊利諾州駕駛執照/身份證
若是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或身份證過期就必新換新的駕照/證明。換新照時若不需要更改
任何資料，申請人只需要出示他/她當前有效的駕駛執照或身份證。如果申請人沒帶著他
/她的駕駛執照或身份證而且不需要更改任何資料，他/她必須提交以下列的文件：
 一個能滿足A組的文件。

 一個能滿足各B，C或D組（如果申請人要求更改位址的話D組需要兩個文件）的文
件。

駕駛執照分類
駕駛執照分類由車輛總重量(GVWR)決定。伊利諾州駕駛一班汽車用的基本駕照為D類駕
駛執照。

 A類:聯結車輛的總GVWR是26,001磅以上，且被拖走的車輛超過10,000鎊。不包括摩
托車或輕型摩托車。（需要CDL。）

 B類:任何一個單獨的車輛的GVWR 是26,001磅以上或任何該等車輛拖的其他的車重不
超過10,000鎊。不包括摩托車或輕型摩托車。（需要CDL）

 C類:任何車輛的GVWR 超過16,000磅，但低於26,001磅;或任何該等車輛拖的其他
的車重不超過10,000鎊;或任何該等車輛可乘坐只少16位乘客，包括司機，或用來
載有害物質的車輛。不包括摩托車或輕型摩托車。

 D類: 任何車輛的GVWR 低於16,000磅，且不需要A, B,或C類的駕駛執照或L或M的摩
托車駕駛執照。

 L類:任何小於150cc的排量的輕型摩托車。
 M類: 任何摩托車或輕型摩托車。

注：D類牌照的持有人也可以在伊利諾伊租車重達26,000鎊的貨車，限於運送自己的個
人或直系親屬的物品（非商業目的）。駕駛必須順利完成有關該車輛從租賃公司的安全
運行安全課程。

有些駕照可以在特殊情況下將予發行：
 試用許可證 –21歲以上的駕駛因12個月內犯了三次以上的行車違規(moving 

violation)而執照被吊銷，若提供行駛改進的證明可申請試駛許可證。本許可證只頒
發給駕照因行駛違規而被吊銷的人。

 限區域駕駛許可證‐頒發給住在少於3,500居民社區的駕駛，且限制在社區和附近的領
域使用。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


接受的身份證明文件
不接受複印文件

提出的接受的文件必須是有效的 (未過期)

一個文件可滿足多於一個組。

A組 –簽字
 取消的支票 （在90天以內）
 CDTP 證明表格
 法院判決書

 信用卡/金融卡（各大銀行）
 駕駛員培訓證書

 政府發的駕照

 政府發的身份證

 伊利諾州的駕照（當前的）

 伊利諾州的身份證（當前的）

 醫保卡的尾碼是A,J,H,M,或T
 兵役記錄 (DD214)
 貸款的文件

 外州的駕照/身份證（當前的）
 護照（有效的美國或外國的）

 社會安全卡

 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 ( USCISI）表格– I‐551（外國人登錄證）; I‐766（工作許可卡）;
I‐94（到達/離開記錄）和有效的護照

 美國軍用的駕照/ 身份證（只能用來做簽名的驗證）

各大銀行的信用卡（只用來確認簽名）包括American Express, Diners Club, Discover, Master
Card和Visa

B組 –出生日期
 收養的記錄
 出身證明

 法院判決書（改變生日）

 有認證的中小學/大學成績單
 伊利諾州的駕照（當前的）

 伊利諾州的身份證（當前的）

 兵役記錄 DD214
 入籍證書

 護照（有完整的出生日期才有效的）

 社會福利受益證說（只適用於主要收益人）

 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 (USCISI）表格 – I‐551（外國人登錄證）; I‐571（難民旅遊的
檔）； I‐766 （工作許可卡）; I‐797A（動作狀態變更的通知）; I‐94（到達/離開
記錄）和有效的護照

 美國軍用的駕照/ 身份證
 美國護照卡（有完整的出生日期才有效的）

 美國簽證

B組個的檔必須包含申請人的全名和完整的出身日期也必須可以核查的。成為可查的，
必須可以聯繫監管機構來確認檔的真偽。

出生證明必須是原件或通過Board of Health或 Bureau of Vital Statistics在美國以內或
U.S. State Department, U.S. 領土或加拿大。有認證的副本是發至於負責的政府單位且
有該單位的鋼印或蓋章。外國的護照和外國的出身證可以接受為證據若和其他B組個的
檔一起提供。

C 組 –社會安全號碼
 伊利諾伊駕照的記錄
 伊利諾伊身份證的記錄

 兵役記錄 (DD214)
 社會福利受益證說（只適用於主要收益人）

 社會安全卡 （由SSA發出的）
 美國軍用的駕照/ 身份證

C 組個的檔必須包括申請人的姓名和完整的社會安全號碼。若用的是伊利諾州的駕照或
身份證記錄，社會安全號碼必須是SSA確認過的。

申請人在申請臨時訪客駕駛執照不需要C組的文件。反而申請人必須簽署聲明在TVDL的
申請當中，申請人沒資格獲得社會安全號碼。



D 組 –居住（需要2個文件）
 宣誓書 –居留證的證明書 （僅在Drivers Service設施提供）
 銀行對帳單（在申請的前90 天以內）
 取消的支票（在申請的前90天以內）
 認證的中小學/大學成績單
 信用報告（有 Experian, Equifax或 TransUnion,在申請的12個月內）
 房契，房貸，租賃協定

 保險單（房主或承租人的）

 學校的官方信（在申請的前90天以內）

 醫療索賠或受益聲明（從私人保險公司或公共（政府）機構，在申請的前90天以內）
 收到國，縣，城市，或聯邦政府機構的官方郵件 （必須有申請人的名字和姓氏包 括當前

的地址），可能包括 –宅基地豁免收據; 陪審義務的公告（在申請的前90天 以內）; 選擇
性服務卡;社保年度報表;社會保障殘疾保險聲明;補充保障收入福利的聲明;選民登記卡

 工資單或電子存單

 退休金或退休收入證明

 電話簿，由電話簿出版的商製作

 小學/高中或大學的成績單
 學費單據/大學的官方郵件，申請前12個月內

 水電費帳單（電，水，垃圾，電話，電纜或氣體，在申請的90天內發行）

D組的文件必須含有申請人的地址。A, B,或C組的文件含有住所位址也可以成為D組的文件。

若申請人是5歲以下在申請身份證，必須要一個D組的文件。若申請的是不收費的身分證，呈現“
無家可歸的狀況證明”可符合D組的要求。
審查所有檔後，國務卿管理層有權利接受或拒絕任何檔。

這兩個列表 –接受和拒絕 –都可以有變更。

拒絕的文件
 保證金收據或保釋/債券卡
 名片

 支票兌現卡

 俱樂部/兄弟邦的會員卡
 學院或大學的學生證

 私人發行的（非國有的或非官方的）身份證

 隐蔽携带槍械許可證

 DHS（美国人类服务部）卡
 捕捞许可证

 HFS（医疗保健和家庭服务）卡
 手写ID /就业卡

 打猎执照

 伊利诺伊州FOID卡
 指令许可/收据
 保险卡

 借书证

 个人邮件

 临时驾驶执照

 交通违章（逮捕票）

 未经许可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文件

 车辆登记

 视频俱乐部会员卡

 钱包ID



換新的駕駛執照

駕照過期90天左右之前，你應該會收到Secretary of State’s的換新通知，該通知會說明換
新的駕駛執照會需要哪些文件和測試的資訊。有效期為兩年或四年的駕照可在過期前一
年內換新，有效期為一年的駕照可在過期前六個月內換新。

如果你沒有通知Secretary of State’s的辦公司你的姓名或地址的變更，你可能不會收到換新
通知。州法要求若有變更地址必須在10天內告知Secretary of State的辦公司。無論是否收
到換新通知，在駕照沒過期之前換新是駕駛的責任。持有臨時遊客駕駛執照者，不會收到
換新通知。

除了在下列情況下，駕駛執照的有效期為四年，且期滿於駕駛員的生日：
 司機年齡21歲以下 - 駕照在21歲生日後的三個月過期。
 司機年齡81‐86 – 駕照有效期為兩年。
 司機年齡87歲以上 – 駕照需要每年換新。
 駕駛持有臨時訪客駕照有效期是三年或移民文件屆滿時。

如需換新CDL或摩托車駕照的更多資訊，請查看伊利諾摩托車操作手冊， CDL車輛或商
業駕駛執照學習指南的規則。如需續訂TVDL資訊，請參閱臨時訪客駕照快速指南。

換新的駕駛執照，你必須：
 拜訪Drivers Services設施，並出示你的換新通知。
 考相應的考試（如需要）。
 付相應的費用，並拍一個新的照片。

除非是持有TVDL，一旦支付和完成任何必要的測試，Secretary of State將在你離開之前發出
新的駕駛執照。若對於視覺、交通規則或路考的測試有更進一步的問題，請參閱第11頁。

安全駕駛換新
安全駕駛方案提供沒有記錄的駕駛員能從家裡換新駕駛執照，且只要每八年拜訪一次的
Driver Services設施。合資格的駕駛會收到郵件的通知，該通知會詳細說明如何通過網路

電話或郵件完成換新過程。有資格獲得安全駕駛換新期，駕駛必須：
 是22‐74歲;
 未持有商業駕駛執照（CDL）或校車司機證;
 未持有臨時遊客駕駛執照（TVDL）;
 沒有交通違規、處罰紀錄、車禍調查報告或需要醫療報告審查; 和
 已經與社會安全聯網核查系統驗證社會安全資訊。

安全的司機將通過電子郵件收到新的許可證。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見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駕駛執照/身份證詐騙的處罰
以下的情形最高可罰長達五年的監禁或駕駛執照暫時吊銷至少12個月：
 認證有虛假資訊的駕駛執照/身份證的申請。
 為了獲得駕駛執照/身份證而提供虛假身份。
 使用虛構或非法變造的駕駛執照/身分證。
 使用其他人的駕駛執照/身份證當自己的。
 允許其他人使用你的身份證明文件來申請駕駛執照/身份證。

駕駛執照背面的資料
駕駛執照的背面可顯示：
 註明血型。
 表明你隨身攜帶緊急醫療資訊卡。貼紙在可任和Drivers Services 設施、醫院、學校、

醫療團體或提供緊急醫療資訊卡的協會索取。
 表明你隨身攜帶的保健授權書和/或生前遺囑的通知卡。貼紙可在任和

DRIVER SERVICES索取。

醫療報告
當你申請駕照時，你將被問有任何身體或精神狀況可能影響你安全駕駛車輛的能力，或者
你是否有使用可能影響你的駕駛能力（處方或非處方）藥物或酒精。在某些情況下，你必
須提供一份由醫生確認你的安全駕駛能力的醫療報告。該報告必須由醫生簽署之日起90天
內交於Driver Services設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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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在任何Driver Services設施或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可取得。

如果你有個醫療狀況有改變，且可能影響想意識或安全地操作車輛的能力，你必須在知
悉情況的10天內通知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導致你的駕駛執照
被取消。

駕照上與行車無關的項目
申請駕照/ 身份證的過程中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需要問某些非駕駛有關問題。
其中包括：
 伊利諾州器官/組織捐贈者資料庫– 18歲以上會被問加入註冊表的意願。你對器官

/ 組織捐贈意願會受到尊重。有關更多資訊，請上www.LifeGoesOn.com或致電
800‐210‐2106。

 退役軍人 – 始於2015年7月1日，若申請人要求，可以表明一個“退役軍人”的稱號
標示在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身份證。申請人必須已經獲得任何支美國軍隊的光
榮退役。如何申請“退役軍人”稱號的細節將會在2015年6月1日放上Secretary of
State’s 網站。

 選民登記 – 任何申請駕駛執照/身份證的人將被要求是否想申請登記投票。該申請
表格將被郵寄到適當的選舉當局進行處理。本地選舉當局將郵寄選民登記卡給申請
人。有關更多資訊，請聯繫你當地的選舉當局。這並不包括臨時訪客駕駛證的申請
人。

 選徵兵役登記 – 聯邦法律要求所有年齡18‐25歲的男性必須於選徵兵役登記。

男性的駕駛執照/身份證的簽名表明他已經註冊，若尚未註冊，授權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向他的資料發給選擇性服務來註冊

駕駛執照/身份證收費
駕駛執照
學習許可證....................................................................................................................$20
駕駛執照, 18‐20歲……………………………………………………………….......................................$5
駕駛執照, 21‐68歲…………………………………………………………………………….........................$30
駕駛執照, 69‐80歲…………………………………………………………………………….........................$5
駕駛執照, 81‐86歲…………………………………………………………………………….........................$2
駕駛執照, 87歲以上…………………………………………………………………………........................免費

臨時訪客駕駛執照………………………………………………………………………….....................................$30
新分類添加;在不續約的時間（除非CDL） …………………………………………….........................$30
校車駕駛執照………………………………………………………………………...................................................$4

注：若欲在駕照上加上M或L分類，申請人將額外支付5美元。

身份證

身份證, 18歲以下….…………………………………………………………………............................................$10
身份證, 18‐64歲……………………………………………………………………….............................................$20
身份證, 65歲以上，或殘疾人…………………………………………………...........................................免費

複製/更正駕駛執照/許可證
複製/更正駕駛執照/許可證….………………………………………………….……………...............................$5
複製/更正臨時訪客駕駛執照………………………………………………………..........................................$5 複製駕
駛執照/許可證 60歲以下（駕照被偷，需要員警報告）…………………………….…….免費複製駕駛執照
/許可證 60歲以上（駕照被偷、丟）…………………….………………………….…….免費

複製/更正身份證
複製身份證, 18歲以下….…………………………………………………………..........................................$10

複製身份證, 18‐64歲………………………………………………………………...........................................$20

複製身份證 (需要員警報告）………………………………………………………………………………….…….免費

複製身份證卡, 60歲以上（身分證被偷、丟）…………………….………………………………………免費更正身
份證，18歲下…………………………………………………………...............................................$5
更正身份證, 18‐64歲………………………………………………………………….......................................$20
更正身份證, 65歲以上………….…………………………………………………........................................免費

現役軍人（包括居住在家中的配偶/子女）
複製駕駛執照/身份證卡….……………………………………..……………….......................................免費

費用如有改變。最新的費用將公布在在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有關CDL的費用資訊，請參
考 Commercial Driver’s License Study Guide。

更多關於臨時訪客駕駛執照的費用，請參考Temporary Visitor Driver’s License Quick Guide
在www.cyberdriverillino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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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駕照考試
申請駕駛執照的考試項目包括:視力檢查、筆試和路考。 所有許可證不論第一次申請或申
請換新必須要經過視力檢查和筆試。申請人也必須支付相應的費用（第9‐10頁）。從支
付的申請費之日起一年內有三次機會通過這些考試。

視力檢查
所有申請人必須經過視力檢查或提供六個月內由驗光師、眼科醫師或醫師完成的視覺報告。
這種表格可在 Driver Services 設備裡領取或於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下載。視力要求包括：
 不管有沒有矯正鏡片，至少有20/40的視力。若視力是20/41到20/70之間，只能在於白天

駕駛。
 不管有沒有矯正鏡片，至少有140度的餘光（能夠看到的側面）。
 如果需要戴眼鏡或隱形眼鏡，駕照上會表明駕駛車輛時必須要戴眼鏡或隱形眼鏡。

 如果需要帶遠射眼鏡，你必須滿足特殊的要求並經過額外的視力測試才可以獲得駕照。

筆試
基本的筆試包括：
 由形狀、顏色或符號辨識交通標誌。
 辨識信號和路面標誌。
 關於通法規、安全規則、防止碰撞和車輛裝備的選擇題和是非題。

摩托車，卡車和公共汽車的考試的要求有所不同。請參閱這些車輛類型的相關的操作手冊。

路考
考任何新的駕照必須用和欲申請的駕照相同尺寸和重量分類的車輛通過路考。除了沒有交
通違規紀錄的駕駛，所有駕駛每八年必須考一次筆試。75歲及以上的駕駛，無論是新申請
駕照或申請換新，都必須通過路考。

如果你有肇事紀錄或有其他行駛違規，你可能會被要求要考筆試和/或路考。如果你是21歲
或以上，並第一次開車，你可能要在成人的社區大學的或私人的駕訓班。若想瞭解更多的
資訊，請洽當地的社區大學或私立的駕訓班。

用來路考的車輛必須：
 是欲考駕照的種類，且符合Secretary of State 車狀標準，包括正常的刹車、手刹車、速

度計、前大燈、刹車燈和尾燈、牌照燈、方向燈、雨刷、喇叭、後視鏡和排氣管。
 有安全帶
 有適當的保險。保險證明必須在考試前提供。

 前後有顯示有效的伊利諾州車牌和有效的註冊標籤。如果車輛在伊利諾州外註冊，
必須符合註冊州的要求。

 由擁有有效的駕駛執照的人把車開到路考設施。

路考時，車內只允許乘坐考官與應考人。兒童和寵物不允許在路考中留在車內，也不可以
無人看管的留在設施裡。如果你需要帶兒童或寵物，你必須帶個人跟著顧他們。

按照法律規定，路考中，應考人和考官必須佩帶安全帶。如果在路考中違反任何交通法
規或做出任何危險的動作，路考一律以不及格來算。

路考項目如下：

 啟動引擎並檢查車況，包括調整手煞車和後視鏡。在起駛前，另外還需調整座椅、
安全帶、後視鏡等設備。第12章中列出的設備也必須都能正常使用。

 緩慢且穩當的順利倒車大約50尺。倒車時，要把頭向右側轉的看後方。

 使用左側的小巷迴轉。必須先打左方向燈，轉進巷子，再到車，然後維持在自己的車
道內繼續行駛。

 上坡停車（第29‐30頁）。
 從上坡開始行駛（第29‐30頁）。
 下坡停車（第29‐30頁）。
 從下坡開始行駛（第29‐30頁）。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遵守所有交通標誌、優先通行權、車道標線和正確使用方向燈。

詐欺和行賄
在筆試時，只要發現可疑的情況（例如：附近有一本攤開的書、四處看環境、或檢查手機
或其他無線設備等），但沒有被發現作弊，將受到警告。在警告後，若有發現作弊的行為，
作弊的部分將當作未通過，並在30天內禁止重考。若有直接觀察到作弊的行為不會被警告，
但作弊的部分將當作未通過，並在30天內禁止重考。代替其他人考任何駕駛駕照的部分將
觸犯刑法，罪行將處以罰款和至少七天的牢獄。

此外，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可能會拒絕一段連續120天的駕駛執照和/或指令允許的
簽證若有人意圖影響有關發行的任何駕駛執照或指示許可證的任何行為，試圖賄賂或影
響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任何商業駕駛員培訓學校由Secretary of State，或任何其他
個人授權提供駕駛指導或管理任何部分駕駛執照考試的許可的擁有人的雇員。

特別服務
Secretary of State’s辦公室提供以下特別服務對老人，殘疾人和退伍軍：
 免費佳通規則的審查課程。
 車牌和殘疾人的停車舉牌。

 65歲以上和殘廢人可獲得減牌照續期的費用當符合收入條件的人士。欲瞭解更多資
訊，請聯繫伊利諾伊老化部門。

 聾人或口譯服務獲得硬聽力時或更新的驅動程式的許可證。通過調用312-814-請預先
安排翻譯服務5683或888-261-5238（TTY，NexTalk）。

 作為伊利諾州的駕駛執照/身份證持有人，你可以與伊利諾州緊急聯絡人資料庫中註
冊。該資料庫允許你提供緊急聯繫，可在碰撞或緊急情況聯繫執法或緊急情況處理人
員。你也可以提供有關特殊資訊需求或殘障。更多資訊可在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裡找到。

第3章: 21岁以下的司机们 (Drivers Under Age 21)
在伊利诺州，人通常在18岁以下就在高中或由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允许的商务驾驶员培训
学校开始学开车。批准的驾驶教育课程包括至少有30小时的课堂教学和6小時駕駛訓練。

如果你想知道关于驾驶一辆更大的车或摩托车的信息，请参考伊利诺州驾驶手册的非CDL车辆
(Rules of the Road for Non-CDL Vehicles) ，商业驾照学习指南 (Commercial Driver’s License Study 
Guide) ，或伊利诺州的摩托车操作手册 (Illinois Motorcycle Operator Manuel) ，可得到在任何驾
驶服务设施(Driver Services facility)或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得到一个準許証 (Obtaining an Instruction Permit)
如果你是在15－17岁，当你报名参加批准的驾驶教育课程或在30天之内会开始上批准的驾驶
教育课，你可以领取你的准许证。准许证的有效期为24个月而，且如果你是16岁以上，你必
须保持至少连续九个月才可以获得驾照。如果你是17岁零3个月或以上，你不需要上驾驶教育
课就可以申请一个准许证。当你申请你的准许证，你必须通过视力和笔试考试为了你寻找的
驾照分级。

你的准许证可以允许你在駕駛訓練時，与一个大人教官坐在你的旁边，让你开车。它也可以
让你驾驶与父母，法定监护人，或负责任的成年人21岁或以上，并有效许可证的车辆和至少
一年驾驶经验。当你成功的完成驾驶教育课程，你可以使用你的准许证的继续练习开车，在
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的直接监督下，如上概述。

伊利诺伊州法律规定，除了驾驶员教育培训，你必须至少有50个小时的驾驶训练，包括10小
时是在夜间驾驶的，你才有资格的在16岁获得驾照。为了记录你的驾驶训练时间，请使用司
机日志。你可以上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或在父母/青少年驾驶指南（Parent/Teen Driving 
Guide) 就可以找到了。

驾驶教育和合作司机测试计划 (Driver Educa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Driver 
Testing Program)

如果高中生们成功的在驾驶教育课程获得A或B，申请驾照时，可免交考驾驶测试。学区是鼓
励的自愿的参加这个计划就可以通过联系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有关该计划要求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当你在高中时完成驾驶教育课程， 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会受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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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且会在你的驾驶记录加一个符号。当你成功的完成驾驶测试后，你可发出合作司机测
试方案证书（Cooperative Driver Testing Certificate），证书必须有驾驶教官和学生的父母／

合法监护人的签名。证书，到期的日期是学生的准许证的同一天而且不会延长。申请驾照
时，证书必须出示在任何驾驶服务设施（Driver Services facility) 。

一个18岁以下的学生并没有完成高中不能在他／她们的驾驶记录加一个【完成】的符号除
非：
 教师有书面证表示学生有登记在一个普通教育发展（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 GED）或替代方案；

 学生有普通教育发展（GED）；

 学生，辍学之前，在前两学期收到至少八个及格课程的成绩；或者

 学生从他/她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和区域主管的书面同意。

本地管理者或者首席学校管理员可以宽免条件认为对学生或辍学生是最好的办法。成功的
完成了驾驶教育可以通过Illinois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的网站在
www.isbe.state.il.us/students被验证。

初次的司机们–18-20岁 (First-Time Drivers–Age 18-20)
从2014年7月1号起，第一次申请驾照，年龄18－20岁，并没有完成6小時駕駛訓練，必须
完成6小時駕駛訓練通过认证的驾校或网上驾驶教育计划。成功完成课程的证明必须在申请
`驾照时出示。

渐进驾驶执照计划（Graduated Driver Licensing Program）
伊利诺州的渐进驾驶执照计划（Graduated Driver Licensing Program - GDL）要求司机年龄到
15－20岁去争取他们拿到全部的驾驶特权。当一个年轻司机获得他／她的学习者准许证，
从15岁开始，将会有三个进展阶段。年轻司机必须要根据他们驾驶的行为才获得权利去搬
到另外一个阶段。在GDL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具体准则给青少年司机。

准许证阶段－司机15岁 (Permit Phase – Drivers Age 15)
 夜间驾驶限制 -周日到周四：晚上10到早晨6点；周五到周六：晚上11点到早晨6点

（当地的宵禁可能会有所不同）。

 准许证必须保存至少九个月。

 你必须至少有50个小时的驾驶训练，包括10小时是在夜间驾驶的, 监督由家长或成年
人21岁以上有效的驾照。

 不能在保存准许证九个月的阶段时获得任何驾驶或未成年饮酒的定罪或法院监督。

 乘客数目是限于在一个在前座以及有多少安全带在后座。

 全部乘客必须带安全带。

 开车时使用任何无线／手机包括免提电器是禁止的。除非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要联系执法机
构，保健提供者或紧急服务机构。

 准许证的有效期是两年。

初次领证阶段－司机16-17岁 (Initial Licensing Phase–Drivers Ages 16-17)
 夜间驾驶限制 -周日到周四：晚上10到早晨6点；周五到周六：晚上11点到早晨6点（当地

的宵禁可能会有所不同）。18岁前六个月，必须维持没有任何定罪在你的驾驶记录。

 在初次领证阶段拿到一个交通定罪可能会导致在18岁时受到延长的限制。

 全部乘客必须带安全带。

 在头12个月的领证，或到司机变18岁，无论是哪一个先发生，乘客的数目是限于在一个人
年龄小于20岁，除非乘客是司机的兄弟姐妹，继兄弟姐妹，小孩子，或是继子女。此期间
之后, 乘客数目是限于在一个在前座以及有多少安全带在后座。

 开车时使用任何无线／手机包括免提电器是禁止的。除非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要联系执法机
构，保健提供者或紧急服务机构。

全领证阶段－司机18-2岁(Full Licensing Phase–Drivers Ages 18-20)
 没有年龄相关禁止除了在情况下司机无法从初次领证阶段搬到全领证阶段。

 开车时使用任何无线／手机包括免提电器是禁止的。除非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要联系执法机
构，保健提供者或紧急服务机构。

想知道跟多的消息关于GDL，请参阅伊利诺州渐进驾驶执照计划（Illinois Graduated Driver 
Licensing Program）小册在www.cyberdriveillinois.com。小册也可得到在驾驶服务设施(Driver 
Services facility)，高中驾驶教育计划或商业驾校计划。

父母的责任(PARENTAL RESPONSIBILITY)
 父母的同意(PARENTAL CONSENT) - 司机年龄16-17岁必须有家长/监护人的书面同意才能获

得一个驾驶执照。给了最初同意的位家长/监护人可以随时向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
取消那一位消未成年人的执照，由于任何原因，直到那一位未成年人18岁为止。驾驶特权
将不会



被恢复，直到退出同意的家长/监护人又再同意让那一位未成年人驾车或直到那一位未
成年人18岁为止，就看哪一个先到。青少年司机必须重新申请驾照，拿一切适用的考试，
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家长-青少年驾驶指导书(PARENT-TEEN DRIVING GUIDE) – 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与
合作伙伴们，ILLINOI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ILLINOIS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DRIV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和ILLINOIS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制定
了一本PARENT-TEEN DRIVING GUIDE 指导书来帮助家长教他们的青少年司机需要知道的
技能，在他们自己开始驾驶前。指导书可在www.cyberdriveillinois.com获得。

 家长-青少年驾驶合约(PARENT-TEEN DRIVING CONTRACT) – 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
提供一个自愿性PARENT-TEEN DRIVING CONTRACT) 建立家长和青少年之间的参数和界限
，使年轻车手获得安全驾驶习惯与技巧。这个合约可在www.cyberdriveillinois.com的
PARENT-TEEN DRIVING GUIDE里获得。

 父母获取青少年的驾驶记录(PARENTAL ACCESS TO TEEN’S DRIVING RECORD) – 一位18岁以
下拥有一个指令许可证或毕业驾照的家长/监护人可以获得未成年人的驾驶纪录，不需要
花费，在www.cyberdriveillinois.com,使用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提供的PIN码。

申请你的驾照 (Applying for Your Driver’s License)
驾照给年龄未满21岁是垂直打印与有独特面目。想在18岁前申请驾照，你必须带以下的文件
到司机服务设施吗（Driver Services facility):
 准许证；

 可以接受的身份证（请参阅第6页）；

 宣誓书/同意未成年人驾驶（如适用）;和

 合作驾驶测试证书 (Cooperative Driver Testing Certificate)（如适合）。

 有正确签名的50小时驾驶记录。

SECRETARY OF STATE必须收到你的驾驶员培训结束和记号必须出现在你的驾驶纪录的通知后在
可以发驾照给你。学生的生日落在特定日期必须通过司机服务设备(DRIVER SERVICES FACILITY)

的驾驶考试即时他们已经拿了或通过他们的驾驶员培训教练的路试。当你要申请驾驶执照时，
如果你在你的指令许可证过期前获得你的驾驶执照，你有可能不需要支付额外费用。
18岁以下的司机部可以开任何传输性能的车辆（例如发货人或任何乘客的车辆输送10或更少
的人）。想要更多劳动法规，请参阅第96页。

有關聯法律(RELATED LAWS)
 法院監督的移動違規(COURT SUPERVISION FOR MOVING VIOLATIONS) – 21歲以下的司機

被限制一個法院監督為嚴重交通違法行為。要獲得法院監督為交通違規，21歲以下的司
機必須上交通安全學校(TRAFFIC SAFETY SCHOOL)。18歲以下的司機必須和家長/監護人上
法庭以及必須上交通安全學校。如果接受法院監督是對於某些酒精相關違規，18歲以下
的司機的畢業駕照會被拒絕九個月。

 駕駛特權損失為交通違法行為(LOSS OF DRIVING PRIVILEGES FOR MOVING VIOLATIONS) –
21歲以下的司機在24個月內被定了兩次或更多的交通違法行為罪會將他/她的駕照暫停至
少30天。暫停的長度是根據交通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司機可能需要完成一個補救教育
課程作為駕駛特權恢復的部分之一。一位執照被暫停的司機，但不是一直，有可能有資
格獲得一個限制駕駛許可證(RESTRICTED DRIVING PERMIT)。

 對於飲酒而暫停駕照(DRIVER’S LICENSE SUSPENSION FOR ALCOHOL CONSUMPTION) - 21歲
以下的司機接受法院監督因為藏，飲，購買或有酒精收據將獲得三個月的駕照停牌。定
罪將導致駕駛特權暫停至少6個月。

 交通意外涉及人身傷害或死亡(CRASH INVOLVING BODILY HARM OR DEATH) – 18歲以下的
司機被定罪為交通意外，其中一名乘客受重上或死亡，可能會被拒絕簽發/更新他/她的
駕照。酒精不需要時交通意外的原因之一。

 非裁決交通違章(NON-ADJUDICATED TRAFFIC CITATION) – 18歲以下的司機被發了一個尚未
由法院判決的交通違章有可能會被拒絕簽發他/她的駕駛執照。

第3章習題
1. 在初次領證階段，在發駕照的前12個月，未成年司機只能讓兩位20歲以下的人坐司機的車。

❏真❏假

2. 為了獲得法院監督對於交通違規，未成年必須和家長/監護人上法庭以及必須上交通安全學
校。
❏真❏假

3.    父母或監護人可要求在未成年18歲之前的任何時間取消未成年的駕照。
❏真❏假



第4章：交通法規 (Traffic Laws)
交通法規保護所有分享我們的街道和公路。服從員警，消防隊員，公路局官員或穿制服的
學校交通 安全護衛在指揮交通或執行他/她的職務的命令是非常重要的。

新法規於2014年 (New Laws for 2014)

 從2014年1月1日生效，駕車時使用手機是禁止的，除非使用免提裝置

 駕駛車輛時, 使用或被削弱由醫生處方的大麻是禁止的
 駕駛車輛的時候,運送由醫生處方的大麻是禁止的，除非它被存儲在一個範圍難接近的防

竊啟容器.

 從2014年7月1日開始, 第一次申請駕照，年齡18到20，沒有完成駕駛課程,一定要完成六
個小時的駕駛課程在合格的伊利諾州駕校或者在上網的駕駛課程才可以獲得駕照.

 被要求的時候, 司機可以用手機或者其他電子產品去證明車輛保險.
 在酒精或藥物的影響下駕駛校車或汽車出租（例如計程車), 或許會被控加重酒後駕車。
 再從新登記車輛時，必須要提交車輛保險給Secretary of State的辦公室.
 在伊利諾州的四車道高速公路限速提高到70mph (參見第21頁).

安全帶法規 (Safety Belt Law)
伊利諾州法律規定所有開車人和乘客（前，後座）8歲以上必須戴安全帶，即使車輛配備安全
氣囊。8歲以下的乘客必須在一個合適的兒童乘車安全系統作為覆蓋兒童乘客保護法 (Child
Passenger Protection Act)（參見第20頁）。在搭一輛卡車只有用一個前排座位配備安全帶時，
8歲以下兒童必 須固定在一個適當的兒童乘車安全系統。

如果乘客有殘疾或醫療狀況，讓他/她無法確保他/她自己的安全帶，司機要負責確保和調整
乘客的安全帶。

確保所有的乘客遵守安全帶法律及兒童乘客保護法是司機的責任。任何人被判有罪不遵守
這項法律是 處以罰款和訴訟費用。

安全帶配件 (Safety Belt Fitting)
安全腰帶應該橫過胯骨,而且不應該被放置在整個胃或腹部柔軟的部分。肩帶 可以合身的越
近越好但 允許司機到達重要的控制。調整肩帶所以它是在個舒適的位置並不越過身體或接近
頸部或面部。

氣囊安全(Air Bag Safety)

氣囊的作用是與安全帶結合提供補充保障。氣囊是救生設備，但在氣囊的車輛配備行駛時特
別應採取 預防措施。

有10－12inches距離在司機和氣囊之間比較理想的，尤其是身高比較矮的人，老人家，或是孕
婦。身高比較矮的人可以用加長的腳踏板.乘客們應該調整他們的座位往後越遠越好，需要的
話，稍微傾斜座位也可以。

發生意外時而被啟動的氣囊會導致坐在前座位的小孩嚴重受傷或者死亡. 因此，建議小孩12歲
以下坐 在後座位，戴安全帶。如果一定要8歲以下的小孩坐在有活性氣囊的前座位，一定要坐
在一個面對向前 以及安全的嬰兒座位而且他們的座位往後越遠越好.

兒童乘客保護法(Child Passenger Protection Act)
對兒童乘客保護法規定，8歲以下的所有兒童適當地固定在一個適當的兒童乘車安全系統。這包
括使用加高座椅，其中只能有一個膝部/肩部安全帶使用。如果車輛後座沒有配備膝部/肩式安全
帶，孩子體重超過40磅可以不用加高座椅而坐在後座位，只用膝部安全帶。



速度極限 (Speed Limits)
超速是領先的貢獻者車禍之一。在安全的條件下， 你可以開車到法律規定的最高速度。為了
安全起見，有些路會顯示最低的速度。 如果沒有顯示最低的速度，司機不應該開得太慢導致
交通堵塞。以下的車速限制適用，除非另有公佈：
 州際公路，收費公路，高速公路和一些四車道高速公路 – 70mph
 高速公路四車道 – 65mph

 其他公路和農村地區 – 55mph

 城市/城鎮地區 – 30mph
 小巷 – 15mph
 學校區 – 20mph（于早上7時和下午4時之間的學生時代，當孩子的存在和標誌張貼）。

一位司機必須小心接近時，穿過一個路口，繞來繞去的曲線，接近山頂或行駛在狹窄和風力
減緩巷道。開車時，司機必須要察覺不會預料的危險由於行人，交通，天氣，機械故障或道
路條件。

地方實體有特權列出的那些不同的車速限制。始終行駛在公路時，留意限速標誌牌。

施工區，急救車，學校區和葬禮遊行(Construction Zones, Emergency
Vehicles, School Zones and Funeral Processions)

施工區 (Construction Zones)
當接近或進入高速公路施工或維護區域（也稱為工作區），伊利諾州法律規定，駕車人減速，
停止無線/手機使用（除非使用免提設備，例如藍牙或使用一個單面耳機），遷就任何授權的

車輛或人員，改變車道遠離工人在可能的情況，並前往時謹慎行事。

緊急/維護車輛 (Emergency/Maintenance Vehicles)
當接近固定的緊急/維護車輛使用視覺信號時，伊利諾州法律規定，駕車者，改變車道遠離工
人在可能的情況，謹慎行事。如果變道是不可能的，降低車速，謹慎行事。伊利諾州法律禁
止在500尺的突發事件現場範圍使用無線/手機或拍攝，除了在某些情況下。

如果在場有應急車輛使用聽得見的信號和視覺信號（燈和/或警報器)，伊利諾州法律規定，
駕車

者立即拉向右邊的路，讓緊急車輛通過。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停止可能是必要的，允許在緊
急車輛通過。如果停在一個路口雙向交通，保持停止，直到緊急車輛通過。

學校區 (School Zones)

當接近學校區,早上7點到下午4點，在開學時或者有小孩子在場，開車者必須中止使用無線/
手機（除 非使用免提設備，例如藍牙或使用一個單面耳機），減速到20mph，並停車避讓
優先權的路人在人行橫道區域中的任何兒童或成人。

葬禮遊行 (Funeral Processions)
駕駛者遇到葬禮遊行時，必須讓優先權給所有參與葬禮的車輛。駕馭者不應該開車到參與葬
禮遊行的 車輛之間，除非被由執法人員指示。 開車者不應該參與葬禮為了得取葬禮遊行的
優先權；而且不要企 圖超越任何車輛參與葬禮遊行除非有提供的車道可以超越參與葬禮遊
行的車輛。地方市政當局可以扣 押干擾車葬禮遊行的車輛因魯莽駕駛。

優先權 (Right-of-Way)

司機必須讓優先權給其他司機們或行人，在這些條件下：
 當完全停止後, 在紅燈向右轉時

 當完全停止後在一個路口有顯示【STOP】的路牌或有閃爍的紅
色信號 如果沒有停的路線，在人行橫道前停止。 如果沒有人
行橫道或停的路線， 停在一個地方能看到臨近交通。

 如果在單行道車輛A,在完全停止後,要向左轉進另一條單行道車輛B，必須讓在單行道B
的車先 走(請看圖 A，第23頁）。

 當司機到十字路口，第一個先到的司機先往前走。 當有兩個車輛在不同的道路同時到
達十字 路口， 車輛在左邊要讓優先權給右邊的車輛 （請看圖B，第23頁）

 當有兩個車輛在不同的道路同時到達不受控制的十字路口 (例如沒有紅綠燈或“STOP”
路牌)，車輛在左邊要讓優先權給右邊的車輛.

 (正在向左轉時）) 如果你在十字路口而燈是綠色的，即使燈變紅，你可以繼續向左轉.
 (當你接近【MERGE】的路牌時）你必須加速或減速以免發生意外。
 (當你接近【YIELD】的路牌時) 你應該加速或減速以免發生意外。
 即使變綠燈，如果還有車輛在路口，你必須然優先權給他們。
 當完全停止後, 從一條小巷，建築物，專用道路或車道時出現（請看圖C，第23頁）
 在個3單向交通（形狀像個“T”），而沒有路牌或其它指示時，車輛B必須然優先權給

車輛A（請看圖D，第23頁）
 當接近的緊急車輛使用視覺信號時



行人的優先權 (Pedestrian Right-of-Way)

一個司機必須完全停止（和讓）：
 當一個行人在個有標的人行橫道
 在讀書的時候，當孩子們在靠近學校區域人行橫道。

一個司機必須讓優先權給行人:
 當一個行人是在一個沒有標誌的人行橫道在車行道上的駕駛員側，也沒有交通管制信號。
 在任何路口轉彎
 當完全停止後,在合法的情況下在紅燈轉彎
 當完全停止後,在個路口有【STOP】路牌或閃爍紅燈
 在紅綠燈變之前而有一個行人應經在人行通道走路
 當一個行人在綠燈的時候過馬路或在個路口有【WALK】信號

 當一個行人從一條小巷,建築,私人道路或車道,離開或進入一個街道或公路.

 当行人进入具有闪亮黄色箭头的交叉路口。



司機也必須讓工人在公路建設和維護方面，以及殘疾人，包括肢體，聽力和視力障礙。

超車 (Passing)

當一個司機想超車時，必須要慎重. 在雙車道的高速公路，左邊車道必須能看得清楚很長的距
離才可 以超車。當你超車時，你不能立刻轉回到右邊的車道。你要等到你能看到整個你剛超
越的車在你的後 視鏡才可以。 如果你能看到相反的車道有另外一個車臨近，你必須在
200英尺之內回到你的車道。被 你超車的司機不能加速直到你完成超車。

當你超越一個騎自行車者在馬路上或者是一個行人在馬路上走著，你必須保持有3尺的距離在
你和騎自 行車者或那個行人之間。

Do Not Pass – Black Car is Breaking the Law

No Passing Zone Curve

Hill Railroad, Bridge, Tunnel, Viaduct



你可以在左邊超車（但不是在曲線的路，除非是授權車輛）:
 如果在雙線車道有足夠空間以及你想超車的車輛正在執行左轉.
 在單行道或者在一個道路有兩道以上的車道在每個方向.
 在特地擴大的路口，為了讓你可以超車.

在這些條件下，在雙車道和雙道路超車是不允許的：
 在一個區內，往司機的方向，有堅實的黃色線標誌在路面，或有路牌顯示【DO NOT 

PASS】或【NO PASSING ZONE】
 在不能看到接近的車輛的山坡或曲線
 在100尺之內的路口或十字路口
 當視線被擋在任何100尺之內的橋樑，高架橋，或隧道.
 當一個車輛停在人行橫道,正在讓一個行人過馬路
 在施工區. 在伊利諾州,全部的施工區都是不能超車的.
 在任何未組成社團的學校區
 在任何已成社團的學校區
 當校車停車為了讓乘客們上或下車。

如何使用車道 (Lane Usage)

除了這些以下的條件，你必須在右邊的道路開車：
 當你超車往同一個方向的車輛在任何雙道路高速公路，州際高速公路， 或控制高速公

路

 如果有堵塞讓你必須往左邊的車道。你可以開車到左邊的車道（當你已經確定左邊的
車道沒 有臨近的車輛）

 在一個巷道分成三道的交通車道
 在一個單行道有兩個或以上的車道
 當你收到紅綠燈或其它交通管制標緻指示要開車到左邊的車道在雙車道的高速公路
 當你過了馬路中線做一個左轉進入或離開一個巷，私人道路或車道。
 當接近一個靜止的緊急車輛（當它是安全的這樣做）
 當道路工程在右側道路或者近範圍內

當州際高速公路或完全存取權限控制的高速公路駕駛，一個人可能不會開車在左側車道，超
車時除外。例外情況包括當：

 沒有其他車輛行駛在左車道車輛的正後方。

 交通條件/擁堵的原因，不能在正確的左車道駕駛
 天氣條件使得有必要使用左側車道
 有障礙物或危險在右車道。
 變換車道避讓緊急情況或施工車輛.

附加規則在某些情況下：
 開車比較慢的車輛除了超車或向左轉必須使用右邊車道。
 在車道換來換去為了可以開快一點是非法的

 在單行道有顯示要往哪一個方向，你必須根據那個方向開車。這個規則不限制員警或緊
急使用 警報器或閃燈的車輛

 橫過中央分車帶 （就是在中間分開往不同的方向的車道）是非法的。除非有路牌或信號
顯示，一個司機可以向左轉的鋪成的中央分車帶

 一個司機只能在有貼出的入口和出口而進入或離開任何受控制的車道

發信號 (Signaling)

在商業或住宅區域中，在轉彎前100尺,轉向燈必須開著.在其他地區，在轉彎前200尺,轉向燈
必須開著。司機有兩個方式去發信號:
 轉向燈 － 向左轉就打左燈 （往下）以及向右轉就打右燈 （往上）

 手和手臂的信號 － 應該用你的左手臂。 發右轉的信號時，手和手臂是要延長的往
上。發左 轉的信號時，手和手臂要伸直。要發減速或停止時，手和手臂要延長的往下。

Right Turn Left Turn SloworStop

轉彎 (Turning)

右轉(Right Turns)

 必須發右燈的信號
 遵守交通標誌和信號
 讓優先權給行人，緊急車輛以及以他車輛在十字路口。
 檢查從左側接近的交通。
 向右轉時，要按照路邊的一般曲線。保持盡可能接近到路邊。



 但進入另外一個車道，司機要往右邊的路道.
 卡車和巴士應為右轉時通常要多一點空間，司機要留意著。

左轉 (Left Turns)
 必須發左燈的信號
 遵守交通標誌和信號
 讓優先權給行人，緊急車輛以及以他車輛在十字路口。
 檢查從左側接近的交通。
 指向車輪往前走直到你真正開始轉。
 轉彎時，你要轉到最接近的車道。

變更車道 (Changing Lanes)

 當你想從右車道換到左車道，你要往後看檢查你後面的交通和左車道的交通。發左轉的信
號， 然後小心移動往左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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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想從左車道換到右車道，你要往後看檢查你後面的交通和左車道的交通。發右轉
的信號， 然後小心移動往右車道。閃爍的轉燈作為一種禮貌或“讓超車”的信號給其他
司機是違法的。

掉頭 (UTurn)
 你不能掉頭在曲線或山坡，除非你能在500尺看清每一個方向。
 直轄市可以禁止某些道路掉頭。

危險信號 (Hazard Signal)
兩個轉向燈可同時閃爍，表示禁用或停放車輛。

雙向左轉車道 (TwoWay Left Turn Lanes)
雙向左轉車道提供了一個安全區車在路口進行左轉或汽車左轉進入或離開一個車道位置在中
間的街。

轉彎和變線在施工區(Turns and Lanes Changes in Construction Zones)
轉彎或變換車道時要特別注意標誌，路障和路面標線。

旋鈕和交通轉盤 (Rotaries and Roundabouts)
旋轉或交通轉盤是從不同方向的路走到一起的交叉點，並允許您繼續通過不停車處停車標
誌或交通信 號。交通是逆時針方向而行進。總是產生偏右的方式來車輛和行人（除非標
誌或執法以其他方式告知）。用你的轉向燈以同樣的方式與任何其他十字路口。

特別停止 (Special Stops)

校車(School Buses)
達到或超過之前，當你看到一個校車裝載或卸載乘客在雙
車道公路，你必須停止。100尺(200尺在農村地區)前，會有
一個停止警告。巴士司機會在巴士的前面和後面閃琥珀色
和紅色燈。當校車完全停止後，會

會有一個竿伸出。你必須完全停止。你必須留停直到校車的竿不伸出和閃爍的燈已經被關掉或
司 機發信號給你讓你經過往一個四車道的道路,當一個校車停在你開車時相反的方向，你不需
要停止你的車輛，但你應該小心駕 駛。

如果您被判定非法超車一個停止校車,你的駕駛執照或車輛登記將被暫停三個月以及你會將支付
的最低150美元罰款。

鐵路道口(Railroad Crossings)
當接近一個受控或失控的鐵路道口和設備沒有啟動的話，你應該放慢，並在鐵軌雙方向看清楚
有沒有接近的火車或鐵路設備。如果安全的話，請小心駕駛往前。

在（含燈和門）控制的路口時，如果門降低或有一個信號閃爍,必須停止。當門完全向上，燈不
再閃 爍，以及你已經親眼檢查鐵軌有沒有接近的火車或鐵路設備時，你才可以往前.

校車,運載危險物品的車輛和載客出租必須停止在所有的鐵路道口。

小巷/車道(Alleys/Driveways)
在市區，當司機離開一個小巷，建築，私人道路或車道，車輛必須要完全停止才可以往前進
入人行道區。如果沒有人行道，停在一個接近街頭或道路的地方可以讓你看到臨近的交通。
停止後，讓優先權給行人和所有車輛。

停車 (Parking)
停車在山坡
任何時候你停車在山坡上，你應該把擋定在P，如果需要請使用停車/緊急制動。當你啟動你的
車從上 坡或下坡的地方，你應該釋放停車/緊急制動,發正確的信號, 檢查有沒有臨近的交通以及
安全再往前。

 如果你停車的街有路緣石以及你的車是停在下坡，你要轉前輪往路緣石所以你的車會滾往
路緣 石 （參見第30頁)

 如果你停車的街有路緣石以及你的車是停在上坡，你要轉前輪遠離路緣石 （參見第30頁）
 如果你停車的街沒有路緣石, 你要轉前輪往右(不是對著馬路)（參見第30頁）。



Downhill

Turns Wheels to 
Curb

Uphill with Curb Uphill or Downhill 
without Curb
Turn Wheels from Curb Turn Wheels to Right

平行停車 (Parallel Parking)
當停車在雙向交通的街，停車時右邊車輪是要平行著路緣石旁邊以及要停在12寸以內。在單行
街或路，你要停車在12寸以內，無論是在右或左邊的路緣石。車輛必須停在往交通一樣的方向。

停車給殘疾人 (Parking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車輛有顯示車牌或停車標語牌給殘疾人可以停車在保留的停車位給殘疾人。
在使用停車位給殘疾人時，擁有停車標語牌或車牌的授權持有人必須在場。
在人行道上條紋區是保留空間的一部分，任何人在任何時候是不能停車在哪
裡。有關停車方案殘疾人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第91頁。

禁止停車，常委，停車場(Prohibited Stopping, Standing, Parking)
停止，站立或停車是禁止在指定地點。當地停止，站立和停車規例可貼在招牌。有時候這並不
總是沿著標誌指示全州法規。

停止，站立或禁止停車：
 任何車輛停放的道路側 （雙停車位）
 人行道上，人行橫道或十字路口內
 安全區和鄰近路緣石之間
 如果你的車輛會堵塞交通,不能停在旁邊或對面街道的任何挖掘工程或阻塞
 在任何橋，立交橋，鐵路軌道或公路隧道內
 在任何受控制的通路道 － 一個你可以進入或退出在某些地方

 在分為的高速公路的道路之間的區域，包括轉線路

 在道路鋪就的高速公路或商務或住宅社區外 （如果適當的時候可以停或停放車輛）。
在緊急 情況下，如果你能在200尺看清每一個方向，你可以停止或停車。打開你的雙閃
應急燈，並確 保有足夠的空間讓其他車輛通行。

 在任何地方有正式標誌禁止停止，站立或停車。

站立或停車，是否佔用或不佔用，是禁止的：
 在公共或私人車道的前方。
 在15尺內的一個消防栓。
 在20尺內的一個路口消防站車道或人行道的。
 在30尺內的【STOP】路牌，【YIELD】路牌或交通控制信號

停放車輛，是否佔用或不佔用，是禁止的：

 在50尺內最接近的鐵軌的鐵路道口。

 在日落和日出之間的高速公路，除非停車燈顯示在前方和後方，或者你是一個在城 市社
區裡不需要燈光。對停放車輛的大燈必須變暗。

其他法律 (Additional Laws)
駕駛者應熟悉當地的法律，因為可能是城市之間的差異。伊利諾州法律規定，您不得：

 開車在人行道,除非它是一個車道的一部分。
 往後退在任何路肩或在任何受控制的通路道
 往後退在其他路除非是小心的進行以及不會妨礙其他車
 在有交通的側邊去打開車門除非是小心的進行以及不會妨交通。打開車門只有足夠長的

時間來 上車或下車。
 戴上耳機，而駕駛。 耳機被定義為任何裝置，除助聽器，可以讓佩戴者聽到或收到的電

子通 信。（在駕駛時，使用單面耳機或聽筒與無線/手機的是允許。）摩托車， 少綿羊
／綿羊仔／ 公主車可以使用講頭盔，允許駕駛員和/或乘客彼此說話。

 駛上鐵路道口，進入一個路口或開車在有標誌的人行橫道內，除非有足夠的空間讓其他
車輛，行人或鐵路列車通行

 開車過消防水帶，除非得到消防官的允許。
 推動車輛在農村公路，除非有緊急情況以及它應該被刪除，以避免危險



第4章習題
1. 當超車時，駕駛人應該要等到能從後視鏡整體看到剛超越的車才可以轉向回右側車道。

❏真❏假

2. 當司機已經正確的停止和讓優先權給行人和其他車輛後，司機是合法的能在一個單行道
的紅燈向左 轉到另外一個單行道以及這個單行道的交通的流量向左。
❏真❏假

3. 如果一個司機在十字路口正在準備左轉但燈變紅了，司機如何
進行呢？

a. 在十字路口等著直到燈變綠
b. 灣遷就迎面而來的交通然後完成轉彎。
c. 確定後面沒車，從十字路口往後退。

4. 當在一個雙車道的道路，如果司機正在臨近已停止以及發紅色警示燈和它的停路牌是伸
的校車，司 機必須停車。
❏真❏假

5. 當一個使用它的警笛和閃燈的授權車輛正在臨近一個車輛，司機應當在右方停車等著直
到緊急車輛 通過。。
❏真❏假

 拖另外一輛車，除非使用一個列車間的掛鉤。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輛車之間的距離不能
超過15 尺。一個拖拉車要連著兩個鏈或電纜才可以拖走一個車輛。

 從道路清除一個破壞或損壞的車輛但沒有清除所有玻璃或其他碎片。
 超載乘客或貨物的車輛，使駕駛者的視線被受阻礙。車輛的前座不能乘坐超過三個人。
 搭在一所拖車房子，當它被移動在街道或公路。
 從高速公路上，操作或允許經營的音響系統（收音機，磁帶播放機，光碟播放機）的音

量能在 75尺以上的另外一個車輛聽到。

6. 被定罪非法過校車的刑罰是什麽？

a. 暫停駕駛特權或車輛登記和最小150美元罰款

b. 駕駛特權暫停60天
c. 30美元罰款和駕駛特權暫停14天

7. 為了超車，一個司機能由行駛在路肩。
❏真❏假

8. 即使是紅燈，當一個司機停止和遷就其他車輛和行人，司機是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向右
轉。
❏真❏假

9. 變換車道時，司機必須發向左轉或右轉的信號。
❏真❏假

10. 在市區，當一個司機從一個胡同，建築，私人道或車道遷出，如果那個車道是沒有車輛
在的話，司機 是不需要完整停車然後再遷出。

❏真❏假

11. 在商業區或住宅區，當一個司機要左轉或右轉，要在多遠的距離要連續
的發轉信號？

a. 轉彎前不低於50尺。
b. 轉彎前不低於7尺。
c. 轉彎前不低於100尺。

12. 當在一個路口等待，當紅綠燈變綠，司機可以立即前往。
❏真❏假

13. 什麼應該接近施工區域時，司機
怎麼辦？

a. 為了不妨礙他們而儘快離開，增加速度。
b. 減速，停止所有無線電話通信和適當使用優先權給行人或其他車輛。
c. 按他們的喇叭很多次為了能警報工作人員在建築面積他們的存在。

14. 在沒有標誌的行人橫道，司機必須讓優先權給行人。
❏真❏假



15. 任何人如果使用免提一邊開車，除非你是19歲以下，是合法的。
❏真❏假

16. 速度應減少到低於限速為下列哪些原因？
a. 司機在天氣不佳的時候開車。
b. 司機正在臨近和過十字路口。
c. 以上的兩個答案。

17. 緩慢的車輛應使用左手車道，超車或進行左轉時除外。
❏真❏假

18. 在校區內，司機要什麼時候減速？
a. 在上學的早上7點到下午4點之間，當有小孩子在場和有貼的

路牌。
b. 在週末。
c. 在課間休息時。

19. 司機可以在有交通的側邊去打開車門除非是可以小心的進行以及不會妨交通。
❏真❏假

20. 在十字路口或鐵路道口的100尺以內以及有兩車道，雙向車道超車是合法的。
❏真❏假

21. 只有車輛有顯示特別的牌或給殘疾人的停車標語牌才可以在有貼【停車給殘疾人】
(PARKING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的停車位停車。
❏真❏假

22. 除非授權這樣做， 司機們不可以插隊一個葬禮遊行。
❏真❏假



第5章：共用道路(Sharing the Road)

客運車輛司機們必須跟很多種類型的車輛和行人共用道路。

大型車輛 (Large Vehicles)
當與卡車，公共汽車或其他大型車輛分享道路時，請按以下提示：

 當你跟隨一個大型車輛時，不要開車在他們的盲點。 定位您的車
輛使開大型車的司機能夠在 他們的側視鏡看到你的車。

 密切注意轉向信號，並給大型車輛足夠空間的四處移動和轉彎。大
型車輛進行廣泛的右轉彎， 有時就在轉彎前留足夠的空間才轉彎。

 尺寸和重量會影響操縱和停止車輛的能力。總是要給大型車輛足夠
的空間。

 當你晚上跟隨一個大型車輛時，你要一直調暗你的燈。明亮的燈光
會盲目司機應為那些燈光會 反光在開大型車的司機的側視鏡。

 當你要超一個卡車時，為了讓卡車司機知道你想超他的卡車，閃爍
你的車燈， 尤其是在晚上。卡車司機為了讓你能夠簡單的超他的卡
車，他會在留在最遠的車道。儘快的超他的卡車而且 不要留在卡車
的旁邊。

緩慢移動的車輛 (Slow-Moving Vehicles)
某些緩慢移動農用車輛，建築設備和畜力車可以分享我們的道路。謹慎並要準備減速當
你要從後面接 近和超過緩慢移動的車輛。有些緩慢移動的車輛必須有一個橙色緩慢移動
的徽貼在他們車的後面（請 參考第68頁）。

關閉速度 (Closing Speeds)
正常緩慢移動的車輛的速度範圍可以從5－20mph。當車輛以正常速度的公路行駛接近緩
慢移動車從後面，速度的差別會大幅的縮短時間需要達到緩慢移動車。

轉彎和超車 (Turning and Passing)
緩慢移動的車輛可能會使寬轉彎以及會左右轉動到任何沒有標誌的入口。從後面接近時，在安
全距的離留在車後，直到可以安全的超車，讓後，你開始之前，你要肯定司機已經看到你和知
道你想超車的意圖。

後尾燈 (Rear Light)
當燈是必需的，閃爍的琥珀色信號必須安裝盡可能高的車輛的後部。它必須是500英尺，陽光
下可見。其他設備的可以辨認緩慢移動車輛可能包括反射，旋轉或擺動琥珀色燈。

巷用法 (Lane Usage)
較慢車輛必須行駛在右側車道。左車道是傳遞和轉彎。緩慢移動的車輛可以比車道寬度更寬，
因此，可能有必要讓這些的車輛暫時移動到一個相鄰的車道，以避免路側障礙物。

行人 (Pedestrians)
司機和行人都要負責交通安全。司機應該隨時準備以優先權(RIGHT-OF-WAY)，開車時不必要接
近行人。（上右，方式行人。更多資訊，請參見第23頁）

交通信號，走燈及叉口 (Traffic Signals, Walk Lights and Crossings)
行人必須以優先權，通過遵守交通信號，觀察走燈和人行橫道使用。
 走（不斷點燃） -面向信號的行人可以橫過以車行道一樣的方向。
 不要走（閃爍） -行人不能開始過馬路。已經完成一部分車行道的行人在走燈

不斷點燃中的時候可以繼續過馬路或馬路上的安全島。
 不要走（不斷點燃） -行人不可以過馬路。
 黃燈（常數） -行人不能過馬路除非有行人控制標誌或員警。

過馬路 (Crossing a Road)
當在比有顯著或沒有標記的人行橫道以外的任何地方過馬路的時候，行人必須以優先權讓司機
先走。這包括有交通信號在操作的交點之間。

隧道及行人過路處 (Tunnel and Pedestrian Crossings)
如果有行人隧道或行人過街橋，應使用時可用。

道路 (Roadways)
行人不得在車行道行走，除非沒有人行道或路肩。在這些條件下，行人應該走在道路外側邊緣，
越邊緣約好。在雙向交通，行人應該走面對迎面，



行人應該走面對迎面而來的車輛。如果高速公路沒有人行道，但有一個路肩，行人應該在路肩
走，離道路越遠越好。當行人在酒精或其他藥物的影響下，不應該走在高速公路上。

殘障人士 (Pedestrians With Disabilities)

當接近有用導盲犬，白色拐杖，輪椅或其他輔助設備上的殘障人士在人行道或車行道上，他們
擁有優先權以及授予跟任何其他行人同樣的權利。

慢跑/學步車 (Joggers/Walkers)
當有提供的時候，慢跑/學步車應該使用。在公共道路上，慢跑/學步車應儘量選擇寬闊的馬路
同有一個寬大的路肩。他們應該面對迎面而來的交通，記得看和聽車。在夜間或任何時間能見
度差，慢跑/學步車應在光線充足的地區走和穿反光衣。

其他安全問題 (Other Safety Concerns)
 行人必須服從鐵路和橋樑大門和其他障礙。
 搭便車 - 站在車行道問可不可以搭順風車- 是非法的。
 行人不應該站在或公路旁要求司機或乘客為任何類型的金錢或業務。
 行人18歲以上可以在公共道路上滑輪如果在那裡的限速為45英里或更少從日出到日落，只

要車輛通行不受阻礙或阻塞。

孩子 (Children)
司機和家長一定要謹慎，以確保兒童的安全。
 留意告示牌，標出特殊危險場所如學校區域，公車站，遊樂場，公園和學校。
 準備減少車速在居民區，學校區和可能會有很多小孩的地方。
 當有小孩子在車道附近時，在進去或退出那一個車道的時候一定要警惕。
 教小孩子，幼年時期，行人的權利和責任。
 分配小孩可以玩的地方。確保小孩不在街道中或附近，車道或其他危險的地方玩。

摩托車 (Motorcycles)
摩托車駕駛員和其他道路使用者有相同的權利和責任。因為它們的大小和很容易陷入一個意外，
必須特別注意摩托車。

交叉口 (Intersections)
50％以上的摩托車意外都發生在十字路口。多數意外都發生在迎面而來，摩托車前轉左的汽車。
轉彎前，注意看摩托車和優先權。使得整個迎面而來的車輛的車道左轉是必須小心。請務必使
用您的信號，並期待在各個方向轉彎前。不要被在摩托車上閃爍的轉向燈誤導-摩托車信號通
常不會自行取消和車手有時會忘記將它關閉。等待，然後確定摩托車要轉時再繼續走。

紅色交通信號燈 (Red Stoplights)
如果紅燈等了至少120秒後還沒轉綠燈，摩托車騎手可以繼續，在使用優先權讓迎面而來的車
輛過之後，闖紅燈。

能見度 (Visibility)
駕駛者未能檢測與識別摩托車交通是最常見 的摩托車碰撞原因之一。由於其體積小，摩托車
很難被看見，以及駕駛者往往會低估他們的速度。期望在交通上任何時候都看到摩托車，不只
是在春天和夏天。涉及事故中的司機經常說他們看不見摩托車或看到是已經太遲了。

共用車道 (Lane Sharing)
交通條件和道路表面會測定摩托車騎士在車道上可以用的區域。漏油，坑窪，碎石或雜物可能
會導致騎摩托車在車道中調整位置。雖然在車道中可能會有足夠的空間給汽車和摩托車，記住，
騎摩托車需要空間來安全地操縱，並有權對整個車道。不要共用車道。

路過 (Passing)
當一輛摩托車超越你的汽車，你應該保持你的行車位置和速度。快速的讓摩托車完成移動以及
進入正確的車道位置。

跟車距離 (Following Distance)
當在摩托車的後面時，允許至少三到四秒的跟車距離以防摩托車在緊急情況下突然需要移動。
在乾燥環境下，摩托車會比汽車更快停下來。在跟所有車輛的後面時，包括摩托車，調暗你的
燈。

停止距離 (Stopping Distance)
摩托車的停止距離比汽車短。一名摩托車騎士的快速停止能力取決於車手的經驗和訓練。



道路情況
摩托車的反應對於交通，天氣和道路狀況跟汽車是不同的。因此，摩托車車手經常的反應不是
汽車司機是不期望的。潮濕或結冰的路面會影響摩托車騎士的刹車以及操作能力。陣風，自然
的和那些大型車輛通過創建的，可以把一輛摩托車在整個車道中擺動，如果車手沒有做好準備。
坑窪或鐵路軌道通常需要摩托車改變他們的車道中的位置。碎石路面會減少牽引力，並可能導
致車手減速或刹車在汽車不會的地方。

在發生碰撞的案例
摩托車手只能由一個頭盔，保護眼睛，靴子，手套和穿耐用服裝來保護。在發生碰撞的情況下，
需要非常小心並尋求緊急醫療援助。

想要瞭解更多資訊，伊利諾伊摩托車操作手冊(ILLINOIS MOTORCYCLE OPERATORS MANUAL) 可在
您當地的司機服務設施或可以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自行車

在多數的道路，自行車騎士（包括電動自行車）有跟其他道路使用者相同的權利和責任。以下
是關於自行車的重要法律和安全提示：
 騎自行車禁止在進入受限進入的公路，高速公路及若干其他道路標記。
 騎車人必需跟車輛行駛的方向一樣。
 騎自行的時候必須騎在快速交通的右手邊。然而，某些危害，例如粗糙的表面，雜物，排

水箅子或窄車道可能需要騎車人走向車道的中心。
 汽車駕駛人必須把優先權用在自行車，就像他們會到其他的車輛騎士一樣。
 當超越一個自行車時，駕駛者必須慢慢地，離自行車至少三英尺空間再超車。
 擁擠或威脅自行車騎士是禁止的。
 司機不應該停或開車開在明顯的自行車道。
 當開車開在自行車的後面時，給他們足夠的空間以及準備隨時刹車。在雨季和冰冷的天氣

時要更小心。晚上當你看到迎面而來的騎自行車時，不要使用遠光燈。
 停車後和打開車門之前，駕駛者應先檢查有沒有自行車。
 當駕駛者要在十字路口轉左看到前方有一台自行車要進入路口時，駕駛人應等那一台自行

車過了以後再轉左。另外，如果駕駛者與騎自行車者共用左轉車道，留在他們後面，直到
他們安全轉左後才輪到自己。

 如果駕駛者要轉右和有一台自行車在右邊，讓自行車騎士先進入十字路口再轉右。記得轉
彎時一定要一直發出信號。

 低速電動或天然氣自行車的馬達必須小於1馬力以及必須由一位至少16歲的人操作。
 低速電動和天然氣自行車只能開在馬路上以及速度不得超過每小時20英里。他們也不能開

在行人道上。
 低速和電動自行車必須遵守適用於自行車的所有法律。

想要瞭解更多資訊，伊利諾州的自行車規則手冊(ILLINOIS BICYCLE RULES OF THE ROAD) 可在您當
地的司機服務設施或可以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低速貨車
低速車輛是任何一輛車四輪車擁有一個美國聯邦安全認證標籤以及車輛識別代號（VIN）。低速
貨車的最快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25英里。低速車輛必須跟別的車輛一樣擁有汽車所有權和車輛登
記還有具有所需的設備才能開在馬路上，例如燈和安全腰帶上操作。（請參見第12章 - 設備安全
駕駛）。低速貨車可以操作在任何街道與30英里或更少的限速，除非受到當地市政府禁止。

雪地車
在冬季，司機可能會與雪地車用同一個道路。在有與雪地車警告標誌的區開車時必須要小心。想
要解更多雪地車登記以及操作要求的資訊，可撥打給 ILLINOIS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800-382-1696.

小型摩托車(SCOOTERS)和輕便摩托車(MOPEDS)

只有電動單車和摩托車有伊利諾州的汽車所有權以及登記才可以合法地開在伊利諾州公路。一台
小型摩托車在這些類別之一可在伊利諾州申請汽車所有權以及登記，如果它顯示一個美國聯邦安
全證書以及車輛識別代號標籤（VIN）。

小型摩托車或輕便摩托車駕駛員必須遵守所有標誌，信號和交通法規，並須遵守多數關於使用的
自行車的法律。輕便摩托車或小型摩托車可載兩個人都必須配備一個的座位和擱腳板。如果在晚
上驅動，它必須有一個從以至少500英尺可見的頭燈及一個從以至少100-600英尺可見的後尾燈。

要確定什麼類型的駕照可以操作小型摩托車或輕便摩托車在的伊利諾州公路是必需的，請遵循以
下準則：
 如果小型摩托車的引擎小於150cc排量，它是一台電動單車和一個L類(CLASS L)摩托車牌照是

必需的。
 如果小型摩托車的引擎小於是150cc排量=更大，它是一台摩托車和一個M類(CLASS M) 摩托

車牌照是必需的。
 輕便摩托車是是一台電動單車，最快的速度可達到在一英里或少於每小時30英里和產生一

個少於2-制動馬力。如果引擎是內燃機，它可能不超過50cc排量，並且可能不需要求操作者
換檔。

馬背騎手
馬背騎手可以使用公共道路。例外的是受限進入的公路和大部分的高速公路。馬背騎手必須騎在
和其他交通一樣的方向騎其和儘量靠右越好。當你靠近一匹馬時絕對不要響喇叭因為那一個聲音
可能會嚇到它，並導致意外。當靠近或超越一個馬背騎手時，必須小心以及準備隨時停車。



第 5章習題
1. 如果駕駛者要轉右和有一台自行車在右邊，讓自行車騎士先進入十字路口再轉右。

❏真❏假

2. 駕駛者離摩托車的距離不需要像離一台車這麼遠。
❏真❏假

3. 摩托車有權使用整個車道; 因此，駕駛者應該像超越其它車輛一樣來超越一台摩托
車。

❏真❏假

4. 當在晚上開車開在一輛卡車的後面時，調暗你的車燈是非常重要的。
❏真❏假

5. 當接近有用導盲犬，白色拐杖，或其他輔助設備上的殘障人士時，司機應該給他
們優先權。

❏真❏假

第6章：影響下駕駛(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DUI)

在美國道路上，酒精是頭號殺手。酒精會影響您的視力，並減緩你的反應時間，因此需要更長的
時間在緊急情況下採取行動。酒精會影響您的駕駛，即使你是低於非法中毒水準。即使喝少量的
酒精也會增加你的意外幾率。不要酒後駕車。

血液酒精濃度（BAC）
血液酒精濃度是你體內的酒精測量而這一顆測量是從你的氣息，血或尿液獲得。如果你的BAC達到
0.08％以上，開車時非法的。但是，如果你的BAC低於0.08％而你的駕駛能力受損，你可以定罪的
影響下駕駛（DUI）。
你的BAC可受以下的影響：
 你喝的量 – 12安士的啤酒，5安士的葡萄酒或1.5安士的烈酒含有相同的酒精量。
 你的身體的重量或大小。通常，較重的人有更多的血液和體液來稀釋酒精。

其他因素會影響你對酒精的反應，包括你吃的食物，你的酒精的耐受性以及你吃過的任何藥物。
時間是除去酒精效果的唯一方式。食品，咖啡和淋浴不會加快消元你身體的酒精。

醫用大麻（大麻）
有效於2014年1月1日，伊利諾州允許使用大麻藥用。授權使用大麻的人必須是18歲或以上，跟
ILLINOI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註冊以及必須要有一件從一位醫師在伊利諾伊裡拿到醫師
執照的確保證書。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將發出一個註冊表身份證和注釋在伊利諾州的駕
駛記錄。

駕駛不能在大麻藥用影響下驅動一台機動車輛，以及不能用車輛來運送醫療大麻，除非它被存儲
在一個防篡改的容器，並保持在一個在開車時碰不到的地方。如果一個員警站由一個人擁有醫療
大麻基卡和員警有合理理由懷疑駕駛員被大麻影響，駕駛員必須服從現場清醒測試。拒絕提交測
試或沒有通過現場酒精測試將導致駕駛員的駕駛執照吊銷。

開車時所受到醫療大麻的影響或驅動用開口的集裝箱可能導致駕駛特權的喪失，以及吊銷駕駛者
的醫療大麻卡。

其他藥物
除了酒精和大麻，許多處方藥和非處方藥都會影響安全駕駛。這些藥物包括但不限於：抗組織胺
藥，感冒藥，止痛藥，情緒變化的藥物，麻汁，LSD，海洛因，可卡因，嗎啡，安非他明（PEP丸）
和甲基苯丙胺。即使少量的酒精與其他藥物混合是非常危險的。在伊利諾伊的高速公路上，當你
在操作機動車輛時，你的血液裡有受管制藥物，物質或化合物醉人的痕跡是犯法的。

影響下駕車的法律
在伊利諾州裡，影響下駕駛（DUI）是被歸類的暴力犯罪嚴重罪行。如果你被判影響下駕駛，罪行
將永遠留在你的駕駛記錄。如果你被逮捕和/或定罪，你可能會失去你的駕駛權優與車輛登記，而
被罰款及/或監禁。



默示同意法律
當在伊利諾州的道路駕駛，您將自動同意遞交給某些測試。這些可以包括呼吸，血液和/或尿
液測試，以確定是否是在開車之前或正在開車時飲酒或使用其他藥物或化合物。醫生，註冊
護士，執照的醫生助理或高級實踐護士必須執行驗血。你可能有你自己選擇有資格的醫護人
員做更多的測試，費用自理。如果涉及的人身傷害或死亡以外和執法人員因有可能相信原因
是你受了什麼影響，他們必須要求藥物或酒精的測試。

如果你拒絕呼氣測試或者如果官員認為你的血液檢測含有藥物的存在，你可能被追究財政責
任高達500美元的驗血的費用，如果被判有在影響下駕車。

法定總結停牌/吊銷法律
如果你在駕駛時被逮捕與你的BAC 是.08％以上和/或任何有損藥物在你的系統中的，你的駕駛
特權將被禁賽半年。如果你拒絕接受測試，你的駕駛特權將被暫停一年。如果你是在年期間
內犯下第二個罪，你的駕駛特權將被暫停會為一年，如果你的測試不合格或，三年，如果你
拒絕測試。拒絕測試可能會被用來作為對付你在法庭影響下駕車案件的證據。在被捕時，該
官員將採取你的駕照，如果有效，為你提供一個臨時收據，讓你開車45天。你的吊銷會從通
知之日起第46天開始，並不會終止，直到你付出的恢復費用和你的記錄被更新。

如果你涉及一個交通意外與人身傷害或死亡後但拒絕化學測試，你的駕駛特權將被撤銷了至
少一年。

影響下駕車定罪
除了法定總結停牌/吊銷，您可能會被定酒精，其他藥物和/或醉人化合物的影響下駕駛罪。

影響下駕車定罪導致撤銷駕駛特權：
 如屬首次定罪導致最少1年的撤銷。
 在20年內的第二個定罪導致至少5年撤銷。
 第三個定罪導致至少10年撤銷。
 第四個和其後各次定罪導致終身吊銷。

被判影響下駕車與BAC .16％或以上，或影響下駕車而運輸未滿16歲的兒童，須加強處罰，包
括額外的罰款，社區服務和坐牢。

影響下駕車被定罪也必須提交財務責任保險（SR22）三年。你的駕駛特權被恢復之前，你必
須接受酒精/藥物評價，並成功完成康復或酒精/藥物教育計畫，支付恢復費用和/或滿足其他
需求。

如果伊利諾州的居民被裁定影響下駕車或拒絕接受在另一個州的酒精/藥物測試，定罪將上報
給ILLINOIS SCRETARY OF STATE’S OFFICE，並反映在司機的駕駛記錄。罪犯將面臨對他/她的駕駛
特權行政行為，就像如果他/她因涉嫌在伊利諾州立裡影響下駕車。

BREATH ALCOHOL 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BAIID）
任何一位伊利諾伊司機第一次影響下駕駛違法者，並希望獲得並有資格在法定總結停牌期間駕駛
救濟可申請監測設備駕照（MDDP）。一個MDDP需要安裝一個BREATH ALCOHOL 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BAIID）在他/她的汽車在批准的安裝場所作為能讓違法者開車。影響下駕駛
違法者需要負責與簽發許可證，安裝和監測BAIID的相關的所有費用。

如果一個司機有一個以上的酒精有關事件，他/她可以申請ILLINOIS RESTRICTED DRIVING PERMIT
（RDP），並必須安裝BAIID。

一個人擁有兩個或三個DUI罪行卻從來沒有要求或已授予ILLINOIS RESTRICTED DRIVING PERMIT必
須有一個BAIID安裝在所有車輛註冊在他/她的名字為自己的駕駛特權的全面恢復。

一個MDDP或RDP和一個BAIID的安裝允許罪犯開車只要他/她是駕駛車是有安裝BAIID。有關MDDP
和RDP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54頁。

在整個許可證的期限，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會監控和讀取BAIID。如果司機在驅動程式是
試圖在影響下駕車而造成任何事故或篡改BAIID， BAIID將會通知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

影響下駕車違法者可以選擇不上訪為MDDP或RDP，而是選擇在駕照暫停期間避免開車。然而，
影響下駕車違法者誰選擇不參與該計畫，並隨後被抓在駕照暫停期間開車是犯了一個4級重罪。

有關聯影響下駕車罪

加重影響下駕車
您可能會被控以加重影響下駕車，如果你：
 在影響下開車時涉及死亡或人身傷害的交通意外。
 收到了第三次或以後的影響下駕車。
 致力於影響下駕車而駕駛校車的孩子，或駕駛車輛為聘用，如豪華轎車。
 在無有效駕駛執照，許可證或車輛保險時致力於影響下駕車。
 在魯莽殺人或加重影響下駕車涉及死亡後收到一個影響下駕車罪。

非法運輸酒精飲料/打開集裝箱的
任何人在車輛裡喝酒精飲料是非法的。司機和乘客有可能會被發出交通違章。用於非學校而言，
房車，小型房車和豪華轎車上的包車乘客可獲豁免。如果有酒精在車輛的乘客區而罐裝是開的，
那是非法的。如果有一年內第二次違法，你的駕駛執照將被暫停一年。21駛執照將被暫停一年，
如果是第一次違法，然後吊銷的駕駛特權，如果是後再被定罪。

影響下操作摩托艇
它是非法的在酒精，藥物或化合物影響下操作摩托艇是非法的。如果你有涉及摩托艇意外，其中
的傷害或死亡發生，你可能會失去你的駕駛特權如果拒絕拒絕提交你的化學測試測你的酒精濃度
水準，或者提交到測試該披露的.08或以上的BAC或藥物。



在暫停或吊銷執照時駕車（影響下駕車，魯莽殺人，或離開一個有致命或人身傷意外的現場）
如果你是在暫停或吊銷執照時駕車而罪名成立，你會：
 受到刑事處罰，包括監獄的時間，
 延長你的暫停或吊銷執照的期限，並
 有你的車輛查獲，並可能被沒收。

伊利諾州的司機，其駕駛特權被暫停或吊銷由於定罪影響下駕車，魯莽殺人或離開一個有致命
或人身傷意外的現場是不可以在任何別的州駕車。如果伊利諾伊司機在暫停或吊銷執照是駕車
而被逮捕，即逮捕將被報告給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

造成影響下駕車
如果你知道那個人是受影響下而讓那一位駕駛你的車是犯法的。如果你是因為提供酒精給一個
21歲以下的人而定罪，你可能被罰款最高2500美元，給予長達一年的監禁，和暫停你的駕駛特
權。

21 歲以下的司機

在伊利諾州，最低法定飲酒年齡為21歲。對於21歲以下的人的駕駛執照是具有鮮明特色垂直列
印。（見封三）。

如果你是21歲以下和影響下駕車被定罪，你面對的你的駕駛特權撤銷了至少兩年如屬首次定罪。

如果你未滿21歲，被停止並發出傳票為交通違規，併發現有任何微量酒精在你的系統而駕駛車
輛，你的駕駛特權將被暫停三個月。如果你拒絕接受測試，你的駕駛特權將被暫停半年。如果
你是第二個違法，的駕駛特權將被暫停一年，如果你沒有過測試或兩年，如果拒絕測試。你的
吊銷會從通知之日起第46天開始，並不會終止，直到你付出的恢復費用和你的記錄被更新。

如果你的執照在你21歲之前被暫停，你會被要求完成一個駕駛補習教育課程，讓您的駕駛特權
再次有效。此外，你可能會被要求提交一個完整的駕照考試才能重新頒發你的駕駛執照。它是
在調查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並根據測試結果或是否拒絕交通中止測試導致ZERO TOLERANCE或
DUI 罪或兩者兼而有之 。 想 要 瞭 解 更 多 有 關 ILLINOIS’ ZERO TOLERANCE 法 律 ， 請 上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任何人未滿21歲被裁定非法食用，購買，擁有或接受酒精作為禮物將失去他/她的駕駛特權至少
六個月，無論它們是否在駕車時犯罪。任何人收到法院監督對任何這些罪行將失去他/她的駕駛
特權三個月。

伊利諾州的DUI法律不斷的在變化。想要最新的資訊，請參考SECRETARY OF STATE’S DUI FACT
BOOK,或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第6章習題
1. 如果一位司機被逮捕時有0.08％或更高的血液酒精濃度，他/她的駕駛特權將被暫停至少六

個月。
❏真❏假

2. 酒精是致命車禍的最大因素。
❏真❏假

3. 什麼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來清除體內的酒精？

a. 濃咖啡
b. 時間
c. 冷水淋浴

4. 一名司機被逮捕並拒絕提交測試，駕駛特權將被暫停三個月。
❏真❏假

5. 一位司機的執照已被吊銷為影響下駕車必須滿足幾個要求，包括對酒精和毒品問題的評估，
並支付恢復費用，以恢復他們的執照。
❏真❏假

6. 21歲以下的駕駛人在駕車時在他們的系統裡有酒精或藥物的痕跡非法的。
❏真❏假



第7章：交通違規/交通事故
如果你被捲入一次交通事故：
 請儘量將車輛停在不妨礙交通，安全又光線充足的公共場所。

 在需要或被請求的情況下，請説明任何受傷的人。首先，保護傷者以防再次交通事故，
然後用 舒適的物品覆蓋傷者，避免衝擊。除了必要情況，請不要移動傷者。除非你受
過專業訓練，否 則請不要試圖對傷者進行急救。請立即撥打911。

 這種情況需要有人使用緊急信號燈和閃光燈警告其他司機，如果情況允許這麼做。
 詢問所有捲入該起事故者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駕照號碼和車牌號碼。
 除了撥打911，伊利諾州禁止無線/手機使用（除非使用免提裝置）。

出庭
若因輕微交通違規而收到罰單，你需要以現金、債券卡或有效駕駛執照的形式提交保證金。
如果你的 駕照被通告並且你在開庭日之前支付罰單，你的駕駛執照將被退還。如果你未支
付罰單或未出庭，第 二次開庭時間可能並不會自動設置。缺席第二次開庭將導致你損失債
券和（或）駕照被暫時撤銷的後 果，直到你滿足法院的要求。如果你未滿18歲，並被要求
出庭，你必須有一個父母/法定監護人陪同出庭。

若伊利諾州的司機在為《非居民違規者契約》成員的其他州內被開罰單，則有三個選擇：
 留在開單州為自己辯護
 繳納罰款，或

 簽署遵守交通罰單的承諾書，這樣使得駕駛者可以繼續旅程，處理從家裡郵來的罰單。
這個恩 惠政策同樣適用于《非居民違規者契約》成員州的司機在伊利諾州被開罰單的
情況。未按已 簽署的承諾書出現將導致駕照被本州機動車輛管理部門暫時撤銷的後果。

事故報告
如果該事故涉及死亡、人身傷害或超過$ 1,500的財產損失，無論過錯歸屬哪一方，事故報告
必須由車 輛的駕駛員提出。（如果事故涉及車輛均沒有保險，則須有多於$500的財產損失才
能提出報告。）

 請立即通知警方。若事故發生在其管理範圍內，很多城鎮或城市將要求一個報告。如果
一個官 員不在事故現場，報告必須在最近的警察局儘快進行。如果在農村地區，必須通
知縣治安官或 伊利諾州警方。如果駕駛者無法報告，並且有一名乘客涉入該事故，該乘
客必須作出報告。

 報告還必須向伊利諾伊的交通部門作出。這份機密報告必須在事故發生後不超過10天內送
出。報告表格可從警務人員或汽車保險代理公司獲得。

無人看管的車輛
當你導致的/被捲入的車禍中有無人看管的車輛（無司機或乘客在現場）或其他財產被損害時：
 請將你的車輛停在遠離人群的地方。
 如果不能找到車主，請將你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和車牌號碼留在該被損害車輛或財產

上。
 通知警方。
 完成所有必需的車禍報告。如果你沒有這麼做，你可能被處以最高2500美元罰款，並且給予

（最高）長達一年的監禁。

離開事故現場
司機將有30分鐘發生後報告崩潰。定罪離開事故現場的，尤其是如果有人死亡或受傷司機，
是受刑事 指控。在已發生的死亡或人身傷害的案件，國家辦公室的秘書需要撤銷你的駕駛執
照。此外，如果有 超過1,000美元的損害車輛的駕駛特權將被暫時撤銷。

安全責任法
當你導致的/被捲入的車禍中有人員傷亡時或超過1500美元的財產損失時，你必須提交車禍報
告。（如 果涉及碰撞的車輛都沒有保險，報告必須提交500元或以上的損害賠償。）如果你是
過錯方並且沒有 責任保險，還必須滿足安全責任法的條件。該法要求展示證券security（一種
償付保證），以支付受 害方的損害賠償。伊利諾伊交通部門決定證券的金額。如果你不這麼
做，你的駕照可能會被暫時撤銷，直到案件和解。參與碰撞的車輛車主的車牌和車輛登記權也
可能被暫時撤銷。駕駛執照或註冊登記 許可權將被繼續暫時撤銷，直到呈上經濟責任的證據，
並且做到從證據被呈上的那天起三年持續持有保險。

違反強制性保險規定的人將在無駕駛證的情況下，失去駕駛權利至少三個月，並須支付100美元
的恢 複費用。

經濟責任法
你需要提交經濟責任證明，如果：

 不滿意法庭對交通事故的判決；


安全責任法下你因未保險事故而被暫時撤銷駕照。
 因違反強制保險規定而受法院監督。
 被定罪三個或更多強制保險違規行為。

經濟責任證明包括保險證書（SR22），債券或證券的存款（如股票憑證）。該SR22由保險公
司直接 提交州秘書處（Secretary of State）。通過SR22，州秘書處監控法律特別規定的保險
責任範圍 。 未能重續保險責任的保險或保險的取消將導致暫時撤銷執照的後果。



交通事故預防課程
如果你55歲或以上，並且成功完成8小時的駕駛改善課程，你的機動車輛責任保險可能會
減少。請聯 系您的保險公司，以確定減少的金額。有關你所在地區的課程資訊，請訪問
www.aarp.org/drive。

第7章 習題
1. 如果事故導致死亡，人身傷害或超過$ 1,500（或對無保險車輛而言$500以上）的財

產損失，那麼無論過錯，事故報告必須由車輛的駕駛員提交。
❏真❏假

2. 若駕駛者因未能償付事故損害賠償而被暫時撤銷執照，那麼在駕駛者可以重獲駕駛權
利之前，他必 須向州秘書處提交經濟責任證明。
❏真❏假

3. 當你被捲入一起交通事故時，你應該儘量將車輛停在不妨礙交通，安全又光線充足的
公共場所。
❏真❏假

第8章：駕駛執照的撤銷、暫時撤銷、否認、和取消 撤
銷

撤銷是由州秘書處對駕駛權利的無限期撤回。為了恢復你的駕駛權利，除非另有說明，你在最短
一年以後才能重新申請。

若行車違規導致事故，並導致他人死亡，州秘書處將立即取消駕駛者的駕駛權利。撤銷駕照也發
生在，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罪行：

 加重的酒後駕車行為 — 酒後駕車導致人身傷害或死亡; 有魯莽殺人或加重酒後駕車導致他
人 死亡的前科; 三次或三次以上被判酒後駕車違規; 無照、無許可證、或無保險酒後駕車;
或駕駛 校車時酒後駕車。

 加重的逃離員警 —當員警指示停下時將車開走。
 加重的魯莽駕駛 —駕駛造成他人的巨大身體傷害，永久性殘疾或毀容。
 汽車盜竊—盜竊汽車或汽車零件。
 飆車或街頭賽車 —非法賽車。
 酒後駕駛 —在酒精，大麻，其他藥物或有毒化合物作用下駕駛。
 重罪 —在犯重罪時駕駛。
 欺詐的身份—製造或持有工具去製造，銷售，使用，嘗試使用或幫助他人使用未經批准的，

非政府頒發的身份證明或駕駛執照。
 幫派有關的活動 —涉及駕駛或伊利諾州駕駛執照的幫派有關罪行。
 逃離現場 —離開致人傷亡的事故現場。
 偽證 —向州秘書處提供虛假資料。
 魯莽行為 —涉及車輛駕駛並危害他人的魯莽行經。
 魯莽駕駛 —12個月內三次被判魯莽駕駛罪，或駕駛造成他人巨大身體傷害、永久性殘疾或

毀容。
 魯莽殺人 —魯莽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州秘書處有權撤銷交通肇事再犯者的駕駛執照。在任何撤銷的過程中，你的車輛登記可能會被
暫時撤 銷。同時會向你給出相應的通知。

暫時撤銷
暫時撤銷指的是駕駛權利的暫時喪失。在暫時撤銷了一段時間並且你支付恢復費用以後，你
將重獲駕 駛權利。在其他情況下，直到你滿足伊利諾州法律的要求你的駕駛執照才將被退還。

導致駕照可能會被暫時撤銷的罪行包括，但不限於：
 交通違章 —五個或更多的未償付交通違章行為（包括在市內闖紅燈、超速等）
 施工區域內交通肇事 —未在施工領域內減速或變換車道，從而導致財產損失或他人傷亡。
 子女探視權濫用 —法庭命令顯示駕駛者有子女探視權濫用時的駕照暫時撤銷

 未通過毒品/酒精測試—酒後駕車被捕後未能通過測試，顯示 0 .08％以上含量的
BAC(blood alcohol content)或任意含量的大麻、禁用藥物、有毒化合物。

http://www.aarp.org/drive


 拒絕毒品/酒精測試—在伊利諾州或其他州因酒後駕車被逮捕後，拒絕參與毒品或酒精測
試。

 毒品或性犯罪 — 在駕駛或直接控制車輛時進行毒品或性犯罪
 違規庭審缺席 —為未交通罰單出庭辯護。
 不服從交通信號指示 —因第二次不服從交通信號指示而被定罪。

 不支付子女撫養費 —拒絕支付因法院命令或伊利諾伊醫療保健與家庭服務部門的指導
而產 生的子女撫養費用。

 未給使用可見或可聽信號（燈或警報器）的緊急車輛先行權 — 未減速並變換車道，遠離
固 定緊急車輛，導致財產或人員傷亡的。

 欺詐性的駕駛執照/身份證件申請資料 — 擁有，展示或企圖使用修改過的駕駛執照或身
份證 件; 使用他人的或允許他人使用你的駕照或證件; 或提交欺詐性申請材料或允許他人
提交你的證 件用做欺詐申請。

 非法佔有、消耗、購買酒精，或接受未滿21歲者給予的酒精類禮物。
 非法運輸酒精 —年滿21歲者在12個月內非法運輸酒精兩次。
 未滿21歲者非法運輸酒精 —未滿21歲的情況下非法運輸酒精。

 強制性保險違規 — 因無保險駕駛而獲得法庭監督以後，並未提交經濟責任保險（SR
22），或因無保險駕駛而獲得過三次或以上罰單。

 強制性保險定罪 —駕駛時無強制保險。
 違規停車 — 未支付十次或以上違章停車的罰單。
 鐵路道口違規 —五個或以上的未支付罰單。

 校車違規行為 —在接送兒童的校車經過時未停車，或五次或以上未支付因被記錄阻礙校
車 先行權而產生的罰單。

 施工區域加速 —有工人在場時，兩次在施工區域加速違規。
 汽車燃料的盜竊 —將汽車燃料放入容器或郵箱，在未付款的情況下離開。
 收費公路違規 —五次或更多的違規收費和/或逃避通行費違規行為。
 交通事故 — 故意或疏忽而未能作出事故報告。

 交通違規 —在12個月內有三次違規定罪（如果你是未滿21歲時被捕，要求兩個違規行為
在 任意24個月內。）

 未經授權而停泊在殘疾人專用區域。
 無保險的交通事故 — 你在被確定為事故過錯方並且需賠償時無保險的情況。
 零容忍違規—未滿21歲者酗酒違規行為。

在牌照被暫時撤銷或撤銷時駕駛將導致暫時撤銷或撤銷的期限延長，並可能使你面臨一段時間
的監禁。其他有關導致你的駕照被暫時撤銷或撤銷的詳細資訊，請諮詢伊利諾伊汽車行駛條例。

取消
取消是因為牌照中某些錯誤或缺陷，或者因為被許可人不再享有該許可證而造成的州秘書處正
式終止 牌照有效期的行為。牌照被取消一定時間後才可以再次申請。

以下情況中你的駕照可能被取消：

 身體狀況 —身體或視力狀況不適宜安全駕駛; 被要求卻未上交身體狀況或視力狀況報告;
未 主動承認可能妨礙安全駕駛的身體狀況。

 複查要求 — 未能出庭所需的複查; 未完成強制複查的部分檢測。
 欺詐性申請 —申請過程中犯有欺詐罪。
 不合格— 無權獲得牌照或許可證。

否認
否認是暫時否認申請駕駛執照（或臨時駕照）的權利。否認只會犯有以下罪行之一，且18歲以下
者的 駕駛記錄中才可能出現：

 第51頁上列出的罪行所導致的駕駛權利強制性撤銷 — 這些罪行所導致的否認將使其在18歲
生日以前不可再申請駕照或臨時駕照。

 無照駕駛 （沒有有效的駕照）— 這種否認禁止申請駕照，直至其18歲生日，但仍允許申
請臨時駕照。如果此人已有駕照，則該駕照的駕駛權利將被削減為臨時駕照相應權利。

 嚴重違反交規 —這種類型的否認的長度可以長達9個月或直至該人的18歲生日，以較短者
為准。這種否認只禁止駕照的申請，仍允許臨時駕照的申請。如果此人已有駕照，則該駕
照的 駕駛權利將被削減為臨時駕照相應權利。（請參見第3章獲取更多相關資訊。）

 涉及人員傷亡的交通肇事 — 如果駕駛者因有人員傷亡（嚴重受傷或死亡）而被控訴，州秘
書處可以否認簽發或更其新駕照。酒精並不必要為該事故的誘因之一。

特殊的駕駛證
特殊情況下，駕駛權利被撤銷或暫時撤銷的伊利諾伊司機可被允許使用特殊許可證駕駛。

 受限制的駕照（RDP）— 在特定的時間和沿與工作相關或教育目的的路線，運送孩子往返
家 和托兒所或指定的教育機構之間，或接受醫療護理或藥物治療時允許駕駛。未滿16歲無
法獲得 RDP。

 附有監控裝置的駕照（MDDP）— 僅適用於法定立刻吊銷駕照的初次酒駕罪犯。該MDDP是
必 要的，以便在駕駛者的車上安裝酒精點火聯鎖裝置（BAIID）。MDDP和安裝BAIID允許駕
駛者在 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時間駕駛，只要其不在駕駛前飲酒並不損害BAIID裝置。MDDP不
適用於18歲 以下者。

 職業駕照（ODP）— 適用於因三次違規而被暫撤駕照的職業司機。該駕照允許其在與職業
有 關的車程內駕駛。要符合資格，你必須駕駛為生。這並不適用於商業駕駛者。

 試用駕照 — 與駕駛者提高技能的措施有關，在21歲以上的駕駛者被暫撤駕照時給予其完
全 駕駛權利。試用駕照只適用於12個月內三次違規者，超過三次者不可適用。

 家庭經濟責任駕駛證（FRP）— 依巡迴法院法官的命令或依醫療保健和家庭服務部門指導，
適用於根據家庭經濟責任法未支付子女撫養費或因探視權濫用而依法院命令被暫時撤銷駕
照的 駕駛者。



駕駛記錄
州秘書處持有你作為伊利諾伊居民期間的交通違規和交通事故記錄。如果你在另一個州駕
駛時被判違 反交通規則，該違規也將計入該記錄，如同其發生在伊利諾州。如果你不是
伊利諾州的居民，且 有應立即處置的交通違規行為，你將在伊利諾州留下記錄，同時違
規記錄也將被轉到你的所屬州。

你可以在某些駕駛者服務機構購買你的駕駛記錄副本。要查找你附近的駕駛者服務機構，
請訪問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然後按一下部門搜索，輸入郵遞區號，然後選擇駕駛記
錄（摘要）。駕駛 摘要並不只能在網上購買，也可以通過向Secretary of State, Abstract
Unit, 2701S. Dirksen Pkwy, Springfield, IL62723 提交書面請求獲得。請求必須包括你的全名，
出生日期和駕照號碼，以 及相關費用。請求駕駛紀錄的人必須提供適當的身份證明。

第8章 習題

1. 駕駛權利可能在哪種情況下被暫時撤銷？

a. 12個月犯有三次魯莽駕駛罪行
b. 飆車或街頭賽車
c. 21歲以上者在12個月內兩次非法運輸酒精

2. 駕駛特權可能會因向州秘書處提供虛假材料而被撤銷。
❏真❏假

第9章：車道符號
車道兩側會有規範性、警示性和引導性標誌。在駕照考試的書面答題卷上你將被要求認出這些標誌。

標誌的形狀
以下是標誌的基本形狀，每一個都有特殊的意義。其它形狀也可用於特殊用途。例如，各種護板
可以 被用作路線標記，而兩個交叉標誌可能出現在鐵路交叉上。

這個紅色的八邊形標誌的含義是停止。你必須在停車線處完全停止。如果沒有停車線，
在進入人行橫道以前停車。如果沒有人行橫道，在進入路口前停車。向行人和其他接
近車輛讓與道 路先行權。如果它是一個全向停止標誌，請耐心等待。如果停止標誌
是掌上型，你需要停止直到有權者，如學校門衛或施工區標誌者，示意你可安全前進。

這個三角標誌的含義是道路先行權。你必須讓所有附近車輛和行人先走。讓路標誌
是 紅色和白色的。

這個圓形標誌的含義是前方有鐵路道交叉口。鐵路道口標誌是黃色的，附有黑色叉
字 “X”和字母“RR”。這是一個預先警告標誌，意味著前方將有鐵軌穿過。在農村地區，
該標誌可能在 鐵路道口前750英尺出現。減速，觀望，必要時停車。搖下車窗聽，
保證其他噪音不會覆蓋了火車的聲音。如果火車在靠近，請停車等待。不要與火車
搶道。這個菱形符號表示警告。 它可以是黃色，黃綠色或橙色，附有黑色文字或符
號。這個標誌警告你附近的道路上存在或可能存在 的危險。看到這些標誌時請減速
並謹慎起來。

這個五邊形符號的形狀就像一所老舊學校的房子。它是黃色或黃綠色的，附有黑色符 號。它意味
著校區或學校附近的穿越道。如果標誌上顯示兩個孩子在走路，則表明附近有學校。如果標誌上
顯示兩個孩子在走路並有一個向下的箭頭，則該處為學校附近的穿越道。

這個三角形像一個三角旗。它是黃色的，內部附有黑字。該標誌將出現在雙車道的左側。它會出現
在禁止超車路段的開始處。

正方形和/或矩形也可以被用來作為規範性或指導性的標誌。

標誌的顏色
標誌的顏色一般具有其特殊的意義。記住顏色的含義是非常重要的。

紅色標誌是規範性標誌，必須遵守。它們包括停車，讓行，不進入或錯誤的道路。

一些黑白標誌是規範性標誌，必須遵守。其他也被用作路線標誌，在68頁的指路標誌部分中有 詳
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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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用於警告標誌。這些標誌告訴你路況和前方的危險。

橙色也用於警示標誌。這些標誌提醒你前方有由於施工維修項目而可能存在的危險。

綠色用於引導標誌。這些標誌告訴你你的位置、方向和距離。

藍色也被用於引導標誌。這些標誌告訴你沿途的服務。

棕色是用於公園和娛樂的標誌。

黃綠也用於警示標誌。這些標誌提醒你注意人行道和校區。

粉紅色是用於交通事件的標誌。這些標誌提醒你前方因意外事故，如交通事故和自然災害
而可能存在的危險。

規範性標誌
規範性標誌告訴你該做的事，你必須遵守。

停止
一個八邊（八角）標誌告訴你你需要完全停車，你需要在停車線前完全停車。如果沒有
停車線，在進 入人行橫道前停車。如果沒有人行橫道，在進入路口前停車。向行人和
其他接近車輛讓與道路先行權。如果它是一個全向停止標誌，請耐心等待。

全向停止

這個標誌表示在路口處有四個停止標誌。所有方向的車輛必須停止。第一個停車者是第
一個行駛離去者。其他駕駛者必須耐心等待。你也可能會看到三向，五向或全向的標
誌。

讓行
三面（三角形）標誌告訴你給所有附近車輛和行人道路先行權。減速，必要時停車（在
人行橫道前或 者進入路口前）。你也可能在高速公路坡道看到讓行標誌。這些標誌出
現在沒有額外車道可供駕駛者 加速進入高速交通時。

不許進入
這個標誌出現在單行道或其他不允許你進入的道路。嘗試從錯誤的方向進入高速公路時
也將出現該標誌。

前方是限速路段
大一些的標誌告訴你前方有限速路段。小一些的標誌告訴你限速的數值。

限速
一些標誌顯示所有類型的車輛在高速公路和部分快捷通道的速度最大最小值。在施工維
修區，張貼的 速度限制合法減輕該部分高速公路限速。除非出於安全的必要性考慮，
速度小於限速最小值是非法的。

錯誤的道路
這個標誌告訴你，你的車輛正朝著錯誤的方向行駛。 你會看到高速公路坡道上，“不許
進入”標誌以 後一小段距離處看到這個標誌。從錯誤的道路進入單行道，小巷或車道時
也會看到這種標誌。

不允許
紅色的圓圈，附有紅色斜線的標誌意味著不允許。圓圈內圖為不允許的事物。

不准掉頭
這些標誌出現在有分叉口的公路或高速公路上。你會在通向另一邊的分叉口處看到它
這些分叉口是 被授權車輛專用，如警車，救護車，鏟雪車，施工/維修設備及其他緊急
車輛。你無權使用。

不准右轉
這些標誌表明，右轉是不允許的。

單行車道
這些標誌都出現在單行道。你必須始終沿箭頭的方向行駛。

雙向左轉車道
兩個標誌中任何一個都可被用來指示公路中心的雙向左轉車道。除該標誌以外，雙
向左轉車道也會標 有黃線和白色箭頭。

紅燈禁止轉彎
此標誌出現在一些十字路口。它表明，交叉單向街道禁止紅燈時右轉或左轉。它也可能
用一個紅色的 圓圈代替“紅燈”的文字。

接近分道公路
這個標誌出現在靠近分叉路的路途中。它表明，中位數分隔交通的道路上你要轉入或越過
兩個方向。

靠右
這個標誌告訴你在哪裡，當你接近馬路中間的交通島，安全島（traffic island，median）
或在道路 中間其他障礙,你必須駕駛致箭頭所指的一側。

慢速車靠右
這個標誌服務于和多道路交通中行駛速度較慢的車輛。它告訴司機請在右車道駕駛。

STOP



紅燈時停車
這個標誌出現在車輛該停在交通信號的交叉路口哪個具體位置不明確的時候。

禁止超車
這個標誌告訴你，你不能超越其他車輛。它出現在部分雙向車道的兩車道馬路上。同時
路面上也會有 黃色的“不許超車”線。

小心通行
這個標誌告訴你，你正在不許超車區域的邊緣處。現在，你可以在安全範圍內超車。

道路封閉
這個標誌出現在當道路被封閉時。你不能繼續上路。

警告標誌
警告標誌提醒你前方的狀況。這些跡象通常是菱形，並警告你道路危險，施工區域，學
校或需要你 特別注意的其他情況。雖然大多數的警告標誌是黃色的，有些伊利諾伊社
區可能有螢光黃綠色行人 和學校標誌。施工維修區警告標誌是橙色。

人行橫道
這個標誌告訴你有一個人行橫道。但是，它可能不是在一個路口，所以你必須注意街道兩
旁的行人。

其他特殊叉口
這些標誌提醒司機前方有行人可穿行的特殊領域。

學校標誌
這些標誌提醒你前方有學校區和十字路口。保持警覺，注意兒童。學生上學放學時段，
成年的校區交通指揮，輔助員警或警務人員經常督促這些十字路口。學校安全巡邏隊
員可協助交通指揮。請在此區域內減速，必要時停車。

前三標誌顯示出兩個孩子在行走。這表明前方有學校十字路口或鄰近馬路的學校建築
或場地。第四個標誌顯示了兩個孩子走在人行橫道上，它被張貼在學校交通安全信號
處。

這兩個標誌出現已建立的減速校區。該車速只適用於上課日，孩子在校時（通常的上
課時間是上午7點到下午4點，但時間可能有所不同），但因為孩子們靠近車輛，或當
指示燈閃爍時，潛在危險仍然存在。

在學校限速區內，駕駛時禁止使用無線/手機。

注意：某些伊利諾州的社區可能有螢光黃綠色的標誌。

停車/讓路/交通信號

這些標誌表示前方有交通管制。雖然交通信號可能還不是可見的，這
些交通標誌出現在足夠接近的距離內，要求你開始減速。高速區內，
預先警告標誌也會出現，需要長時間來減速或停車。

交叉口
四個標誌提醒你前方交叉口，where traffic may exist 或者
即將要求左轉或右轉。一個帶有交叉口 路名的標誌也可能
出現。

轉彎和彎道
某些標誌出現在轉彎和彎道之前。箭頭的形狀告訴你該預
見什麼。帶有最大安全速度的小標誌也可能 會出現在箭頭
下方。

出口匝道
出現在高速公路出口坡道，這種標誌顯示該坡道內車輛可行駛的最大安全速度。

路面濕滑
當很滑很潮濕時，所有的道路都很危險。這個標誌警告前方有可能會導致你的車失控
的狀況。你應該現在就慢下來，因為在濕滑路面減速需要更長的時間。

下坡
這個標誌提示你前方有危險山脈。它可能很長或陡峭的，也可能有鋒利的曲線。在你
開始下山前請減速。

窄橋
這個標誌提示你，此橋的通道十分狹窄。橋的寬度比引道橋路面窄2英尺。

減少車道
這些標誌都出現在多車道公路，用來提示你車道數量已被減少。請做好準備改變車道
或允許其他車輛合併到你的車道。所有司機都可能需要調整車的速度和位置，以避免
與其他車輛相撞。

路變窄
這個標誌提示司機，一個兩車道路面將突然變窄。

禁止超車
這個標誌是用來在雙車道、雙向道路。它提示你不要超車。該標誌出現在不准超車道
路開端的左側。



合併車道
這個標誌告訴你車輛使用的同指向兩車道將會很快被合併成一個單車道。請做好準備改
變車道或者允 許其他車輛合併到你的車道。高速公路上，合併的標誌會出現在高速公路
匝道之前。高速公路上的司 機需要減速，讓匝道上的司機合併到你的車道。

方向變化
這個標誌提示道路方向會發生變化或道路會變窄。你可能會發現幾個這樣的標誌於急彎
道的外側或窄 橋前的路面上。

分道公路

分道公路有一個中心地帶可以分隔反方向車流。第一個標誌出現在分道公路開始之前。

第二個標誌出現在分道公路結束處。請小心駕駛，因為你臨近分道公路的盡頭。雙向交通
將重新開始。

雙向車行道
這個標誌告訴你，你要離開一個分道公路，並將行駛在雙向公路上。

施工和維修標誌
在伊利諾州，每年建設區交通事故導致數以千計駕駛者和建築工人受傷、死亡。約90％的施工區的
設備是駕駛者。橙色標誌提醒你前方有施工和維修區。進入工人和滯銷的車輛同在的區域時要格外
小心。
駕駛者必須遵守施工區限速規定，每天24小時，每週7天，不管工人存在與否。標準速度的規定可能
會由於工人或存在而降低，因為施工區域內不存在正常行駛路況。這裡有狹窄的小巷，車道之間或
道路邊緣的陡坡，封閉行車線，或交通道路附近的施工設備與障礙物。規定速度可能因工人的存在
而進一步降低。在施工維修區禁止使用無線、手機（除非使用免提裝置）。

建築工人
這些標誌都出現在給你足夠時間調整車速應對不尋常車況時。當你看到這些標誌，工人可能正在你
的車道附近工作。按照標誌調整你的速度至規定速度以內，保持警覺，並保持車輛和所有交通護欄
之間的安全距離。

警示錐，警示桶和路障
這些設備是用來使你遠離危險位置，為你在施工維修區指引前進路線。緩慢駕駛，
時刻警惕，做好停車準備。路障，警示桶等交通控制設備的使用也被用於提示現
有的交通事故（existing hazard）。有傾斜條紋的路障和垂直面板提醒駕車人士靠
近下斜的一面。所示的實施例是向下方傾斜到左邊，告訴駕駛者需要靠近垂直面
板或障礙物的左邊行駛。

警示燈和箭板
警示燈有助於在夜間提請你注意道路上的警示桶和路障。箭板提醒你即將到來的封閉行
車線，或提示 你前方有施工區，指引你合併車道或移動的方向。

標誌器
這個標誌提醒你前方有交通指揮者。請始終遵循他/她的指示。

接近指揮者時駕駛員應謹慎。該指揮者將非常接近你的車道。減
速並準備聽從他/她的指揮。你必須 停車如果被要求如此。要警
惕停車，直到被指示繼續通行。

駕駛者可能會在施工區遇到自動化交通指揮輔助裝置。一個指揮
者可能在附近操縱該裝置。你必須如 同服從真正的指揮者一樣
遵循自動化交通指揮裝置的指令。

照片偵察車速

照片偵察車速的車輛可在施工區有人時行駛。 會有清晰標誌出現在照
片偵察車速區域，即這些車 輛所在地。另外，這種車可以使用由另一
個雷達支援的車速預示信號（speed indicator sign） 來和你交流你的車
速。這給駕駛者最後一次減速機會。如果你不放慢到施工段規定速度，
相機雷 達就會被觸發，駕駛員，車輛和車牌就會被抓拍。日期和速度
也會有記錄。

照片偵速所產生的罰單會在14天內被郵寄到車主處。登記車主必須出庭，並且
施工區罰款並行。

其他特殊標誌
滯銷車
顯示這個標誌的車輛移動緩慢。司機必須減速，並僅在安全和合法的情況下允許超車。

殘疾人停車位
有此標誌的停車位元只可由帶有殘疾人車牌和殘疾軍人車牌的車輛使用。

指路標誌
指路標誌告訴你你所在的位置，路段以及如何到達目的地。大多數指路標誌是矩形; 然而，縣
級公路和 高速公路上的指路標誌的形狀是不同的。資訊類型決定了標誌的顏色。



指路牌

這些標誌可單獨使用或與小招牌一起使用。他們指引你駕駛的方向。不同的路線有不同的標記。
這些 類型的標誌的例子包括：

第9章習題
1. 一個合併的標誌意味著司機應該準備改變車道或允許的其他車輛來進入他們的車道。

❏真❏假

2. 當接近未標有人行橫道停止的標誌，司機應在進入路口前停下車輛。
❏真❏假

3. 橙色標誌的含義是司機應該提高警惕，調整自己的速度並做好必要時停車的準備。
❏真❏假

第10章：交通信號燈和路面標記
交通信號和道路標記必須遵守，除非有員警或交通管制人員指揮。駕駛員不能為了逃避交通
信號燈而 駛離路面。

交通信號
交通信號燈在交叉口通常有三種顏色 紅色，黃色和綠色的 從上到下或從左到右。但在一些交
叉口，也可能只有單一的紅燈或黃燈。信號燈有些是長亮的（最常見的紅黃綠燈），有些是閃
爍的，有些 是箭頭。當交通信號燈不能正常工作時，在該路口，須全路向停車讓行-----完全停
下，除非法規另有 規定。在車輛進入交叉口前，必須仔細觀察並根據讓行規則行駛。

長亮燈
紅燈----在停車標誌線停下。如果沒有明顯停車線，在人行橫道前停下。如果沒有人
行橫道，在進 入路口前停下。待指示燈變為綠色，並且交叉口沒有其他車輛或行人
時方可前行。在紅燈時，右轉是 被允許的。另外，當車輛從一個單行道駛入另一個
指示方向向左的單行道，即使是紅燈，左轉也是被 允許的。但須注意，在這兩種情
況下，駕駛員在轉向前，必須完全停止，並且讓駛來車輛和行人先行 通過。

黃燈 –當黃燈出現，表示信號燈將從綠燈轉變為紅燈。當信號燈轉變為紅燈，禁止駛
入交叉口。

綠燈 –待行人和在交叉路口內的車輛通過後，可正常通行。

閃爍燈

紅色閃爍燈 –全路向停車讓行。停下車輛，待交叉口內的車輛和行人通過並確
認安全後通過。紅色閃爍燈可能出現在停車讓行標誌不易發現或者需要著重強調的
路口。這也可能出現在鐵路道口，當紅燈閃爍時，停下車輛。（別和火車較勁）

黃色閃爍 –小心駕駛。

箭頭
待行人和路口內的車輛通過後，可以按照箭頭指示方向行駛。

紅色箭頭 – 不要在紅色箭頭指示的方向上行駛，直到轉變為綠色箭頭。在紅色箭頭時，
右轉是被允許的。另外，當車輛從一個單行道駛入另一個指示方向向左的單行道，即
使是紅色箭頭，左轉也是被允許的。但須注意，在這兩種情況下，駕駛員在轉向前，
必須完全停止，並且讓駛來車輛和行人先行通過。

黃色箭頭 -黃色箭頭表示的綠色箭頭即將轉變為紅色箭頭。

綠色箭頭 - 當箭頭指向向上，只能直行。當箭頭指向向右你可以向右轉。當
箭頭指向向左你可以向左轉。



車道信號

某些特殊的信號燈有時會被用在公路或者高速公路上。最常被用來在特定
的時段內改變車流。

紅色的“X” –禁止在該車道行駛。

黃色“X” –該車道信號將變為紅色。在紅色的X出現前，安全駛離該車道。

黃色閃爍“箭頭” –該車道可用于超車和左轉彎。

綠色箭頭車道可以使用，但同時必須遵守其他指示標誌或信號燈。

路面標記
邊緣線
沿著道路邊緣的實線劃定了道路的邊界。
 白色實線用來劃定了道路的右邊界。
 黃色實線用來劃分道路或公路的左邊界。
白色的車道線

 白色的車道線分隔同向的車道。

 白色虛線分隔同向的車道。只有在改變車道或轉彎時允許越過白色虛線。

 白色實線分隔同向的車道。越過白色實線時需要多加小心。

 白色雙實線分隔分隔同向的車道。禁止越過白色雙實線。

黃色中心線
 黃色中心線分隔相向的車道。
 黃色虛線分隔相向的單車道。允許穿越黃色虛線。

 黃色雙實線分隔相向的車道。黃色雙實線標誌道路的中心。當左轉駛入或駛出小路、
私人道路、行車 道、街道時，可以越過黃色實線。

黃色禁止超車線
禁止超車線是黃色實線，用於車輛相向行駛的區域，該線表示該區域不准超車。

若道路中心線的黃色實線位於你的一側，你可以跨越該線，在進入禁止超車區域前完成超
車。准許在 左轉駛入或駛出小路、私人道路或汽車道的情況下，跨越該線。若分隔相向行
駛車道的中心線由黃色 實線、虛線共同組成時，只有當虛線位於我方行駛車道時，才能跨
越該線。

雙向左轉車道
雙向左轉車道標有黃線和白色箭頭。當出現該轉彎車道時，不允許在其他車道左轉彎。車
輛僅在下列 情況下允許使用該車道：左轉或準備左轉進入或駛離道路，或在法律允許的
情況掉頭

白色的停車線
白色停車線畫在岔路口處，在城區，一般距人行橫道4英尺。此線表示必須在停車標誌或紅
燈前停下， 車輛任何部分不能超過該線。

白色的人行橫道線
白色人行橫道橫跨整個道路。有時為了增加可視性，內部區域會用白色斜線標記。走在人
行橫道上的 人的路權高於車輛。人行橫道有時出現在道路的中間，此時，在人行橫道邊
上會有人行橫道標記。

其它標記
 黃色或白色斜線用來標記固定禁停區域。
 黃色或白色實線，在路面狀況複雜的情況下，用於引導車流。
 路邊標誌，消防通道和路面標記可以由地方當局指定為“禁止停車”區域。

鐵路道口

當駛近鐵路道口時，如遇到停車標誌，閃爍的信號燈或者道口欄杆放下，必須在距道口15-
50英尺範圍 內停下。在信號員揮動紅旗示意停車，或者火車正在接近，或者發出警告時，
必須停車。如果一個鐵 路道口沒有任何警告裝置或者只有一個道口警告標誌時，在通過道
口前，減速並觀察列車情況。當有 列車或其他鐵路設施經過時，必須等其通過後，才能通
行。

如遇高速鐵路道口擁堵，車輛禁止駛入。只有在對面道路有足夠空間容納車輛，並且不會
阻礙任何列 車或其他鐵路設施正常通行時， 才能進入。

根據法律要求，商業運客車輛，校車，重型載貨車輛以及有特定聯邦或州標誌的車輛，必
須在所有鐵 道路口前停下。駕駛員須左右觀察道路情況。為避免熄火，在通過道口時，
駕駛員應避免換擋。



鐵路道口標有一下一種或多種特殊警示標誌:
 圓形預警標誌— 黃色標識，與黑色的X和字母“RR”表示前方是鐵路道口。這個標

誌最遠會被放置在 距鐵路道口750英尺的地方。
 路面標誌—鐵道路口前的雙色實線表示禁止通行。鐵路兩邊的白色實線告訴駕駛員當火

車靠近時停車 的位置。
 鐵路警告標誌—如果一個鐵路道口有超過一條鐵軌，鐵軌的數量會顯示在警告標誌下方。

這是一個讓 行標誌，駕駛員必須讓駛來的火車和鐵路設施通過後，才能通行。
 閃爍信號燈—當信號燈開始閃爍，你必須停下，等待火車通過並且信號燈停止閃爍後通

行 道口閘—等待放下的道口閘抬起並且信號燈停止閃爍後，才能通行。在道口閘下降
時，不可闖閘，也 不能繞過已放下的道口閘。

通過鐵路道口時的重要守則和安全提示：
 任何時候都像鐵軌上會出現列車一樣小心謹慎。
 當一列火車經過後，要注意確認是否有第二列火車或者其他列車通過。
 在進入道口前，確認鐵軌對面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你的車。如果沒有，則不要通過。
 如果你的車輛是手動擋，在進入道口前，先減檔。為了避免熄火，在通過是不要換擋。

 不要拿你和乘客的生命，去和火車比快。
 當你前面有車輛需要在鐵路道口前停下時，隨時準備停車。

在配有偵測系統的鐵路道口，任何違規行為都會被記錄下來，包括車輛、牌照、時間和地
點。駕駛員 可能會被處罰金，甚至吊銷駕照。

第10章習題
1. 當駕駛員在形式過程中，遇到沒有正常工作的交通信號燈時，該怎

麼做？
a. 停車，根據讓行規則行駛
b. 如果交叉口沒有其他車輛，駕駛員不需要停車 c.快速駕駛

通過交叉口

2. 如果交通信號燈同時顯示紅燈和綠色箭頭，駕駛員需等待紅燈消失後，才能延箭頭指示方向
行駛。
❏真❏假

3. 在兩車道的公路上，如果在中心線靠近我方一側，有單黃色實線，駕駛員可以超車。
❏真❏假

4. 鐵路交叉警示標誌相當於停車讓行標誌。
❏真❏假

5. 當一列火車接近時，駕駛員必須在距鐵路多遠的地方停下？

a.  15到50英尺之間

b.  5到10英尺之間

c.  10英尺

6. 當駕駛車輛接近一個沒有警示標誌的鐵路道口（如沒有閃爍信號燈或閘門），駕駛員應當
左右觀察 並減速。
❏真❏假

7. 當一列火車經過後，在確認沒有第二輛火車，並且閃爍信號燈熄滅後，駕駛員可以通過道口。
❏真❏假

8. 當駕駛車輛，跟隨車流經過鐵路道口時，可以在鐵軌上短暫停留。
❏真❏假



第11章 安全駕駛提示

駕駛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責任。駕駛員必須遵守交通規則，同時要隨時準備好應對各種
路況和其 他車輛。

提高自衛意識
隨時準備好根據別的車輛做出反應。其他車輛可能和你預想的駕駛方式不同，不要預設其他
車輛會如 何行駛。如果不能避免碰撞，保持冷靜，儘量選擇危險性低的情況。比如:把車開
進小溝裡比正面碰撞 危險性小。

跟車距離
跟車太近是大多數追尾事故發生的原因。用“三秒法則”來決定跟車距離。選擇一個前方的固定
物體，如交通標誌或者高架道路。當你前方的車通過了該物體，數“一千零一、一千零二…”如
果在數到 “一千零三”之前已經通過該物體，說明跟車太近。

車速
駕駛太快或者太慢都可能比較危險。即使不考慮限速標誌，天氣情況和道路狀況都可能要求
降低行駛 速度。車速應當根據路況和車流的速度做出調整。當然，不能超過最高限速。速度
每提高一倍，停車 距離就會延長三倍。在決定車速時，應當考慮一下情況：
 大腦和身體的反應速度
 道路的種類和路況
 輪胎的尺寸 —- 更寬更大，同時摩擦力更大的輪胎可以讓車更快的停下
 制動性能 --- 較新的制動器可以讓車輛更快的停下
 風向和風速 --- 強烈的順風可能讓車輛很難停下
 車輛的種類 --- 車輛的設計、重量的分佈、懸掛和緩震系統都對車輛的制動非常重要

分心駕駛
有效於1月1日，2014年，伊利諾州法律禁止在開車時使用掌上型手機，發短信或使用其它電子
通訊。免提電子設備或籃牙技術是允許18歲以上的駕駛人。

即時使用免提技術，也被認為是一種分心駕駛，可能會很危險。如果你必須要打電話，即使免
提技術，建議你把車停在路旁再打電話。

伊利諾州的駕駛員會免除使用手機或發短信，而只有當駕駛：

 報告緊急情況。

 使用該設備免提或語音啟動模式。

 停在道路旁的路肩。

 停止由於正常業務被阻塞，在車輛處於空檔或停當。

疲勞駕駛
缺乏睡眠、疲憊、注意力渙散都會影響到安全駕駛。確保適當的休息。如果要駕駛較長距離，
經常停 車休息可以驅趕睡意。可以通過看路標或轉換不同目標的方式放鬆眼睛。

天氣情況
天氣可能會給駕駛帶來危險。在霧天、雨天、強風天氣和冬季駕車要特別小心。

霧天
雖然不建議在霧天行車，但如果必須駕車，請遵循下列預防措施：
 如果在使用巡航功能，請關閉；增加跟車距離

 減速行駛。如果看到其他車輛的前照明燈或者尾燈，更需要減速。其他駕駛員可能會在道
路 中間行駛，或著被迫停車或幾乎沒有行駛。

 行駛時將前照燈調暗或者使用霧燈

 駕駛速度不要過快，確保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能對視線範圍內的狀況做出反應。行駛過程中
可 能需要緊急制動。如果霧非常濃，請駛離駕駛車道，停車。即使是5-10mph的速度也不
可取

 在轉彎前，儘早打轉向燈。在停車前，儘早踩刹車來提醒其他車輛。

雨天
伊利諾州法律規定，當使用雨刮器時，需要打開前照燈。下小雨時，水、灰塵、油和樹葉會使
道路 變滑。如果在雨天駕駛車輛，請遵循下列安全措施：
 如果正在使用巡航系統，請關閉；並且增大跟車距離
 變道、轉彎和踩制動器時，要特別小心
 為了避免輪胎打滑，減速行駛。如果因為輪胎打滑導致策劃，儘快重新掌控車輛。鬆開油

門，擺脫側滑

如果由於強降雨導致公路或者高架橋洞被淹沒，不要試圖穿越被淹沒的區域。因為你無法預測
水的深 度和水流的情況。尋找其他的道路行駛。

強風
風有時候會造成很大的麻煩，特別是對於卡車、休旅車、房車和拖車來說。遵循下述預防
措施：
 減速行駛，當從有遮蔽的區域行駛到開闊的區域或者周圍有大型車輛（如卡車、客車），

控 制好方向
 強風往往伴隨著強降雨或者冰雹，準備好應對濕滑的路況

 伊利諾州的收費公路系統，禁止拖行房式掛車在強風天行駛



冬季行車

因為諸多原因，冬天是駕駛困難最大的的季節，包括結冰、下雪、低溫和短
日照：
 低速行駛，並增加跟車距離。道路的狀況可能因為日照、陰影或者路面等情況變化
 如果路面濕、結冰或者有積雪，不要使用巡航系統

 將車上的所有雪和冰都清理掉。清理所有窗戶，並且確認雨刮器沒有凍結並能正常使用
的情 況，才能駕駛車輛。確保雨刮液沒有凍結，前後車燈都沒有被遮擋

 確保車輛保養得當。確保車燈、制動器、雨刮器、除霧系統、引擎冷卻器和車輛其他部
件功 能正常

 使用雪胎和防滑鏈（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雪胎能提供更大的摩擦力，防滑鏈能增加在
積 雪、結冰道路上的行車安全性。切記，雪胎和防滑鏈並不能讓你能在惡劣的路況下以
正常速度 行駛

 緩緩地輕踩刹車可以讓你估計車輛的制動性能。在需要停車或者靠近交叉路口前，提早
制動 的時間

 經過橋面或者陰影區域，如果需要超車或者轉彎，保持低速。這些區域的冰可能比其他
區域 需要更長時間融化

 提前計畫。帶上毯子、食物和其他應急設施，如鏟子，以應對萬一車輛陷入雪中，無法開
出。如果陷入雪中，要將車輛開出，每次只能短時間的使用發動機。同時，打開車窗以防
止一氧 化碳中毒。確保車輛的排氣管沒有被雪或其他雜物堵塞。

特殊駕駛情況和安全隱患（Hazards）
高速公路車
速公路，各種收費公路上車速都很快，都是多車道的，不同的公路最高限速有所不同，如 55、
65、70英里每小時。在高速公路上行車要非常小心，特別是車速和車流量。以下是一些安全提
示：

 在駛入高速公路時，有一條速度調整車道。這條車道用來讓你在併入主車道前調整到
適當的 車速。提前打轉向燈，尋找合適的空檔，安全併入車流；

 變道前先觀察後視鏡和反光鏡；
 變道前，提前打轉向燈；
 不要跟車太近，與前車保持足夠的車距；
 右邊的是行車道，車速較慢；左邊的是快車道、超車道；

 禁止在高速公路車道上停車。如果遇到問題，駛離車道。掀起引擎蓋，打開雙閃燈。
不要沿 著高速公路行走；

 有些封閉的告訴公路的出口可能在右邊，也可能在左邊。確保自己找到正確的出口和
出口車 道。提前使用轉向燈，降低車速，從出口車道駛離高速。

 如果錯過了預定的出口，從下一個出口下高速。在高速公路上倒車是違法的。

夜間行車
因為事物在夜晚看起來和白天不太一樣，所以也會增加行車難度。車燈的炫光可能會影響視覺。
在夜間行車更需要互相禮讓和體諒。

 不要行駛過快，確保自己有足夠的時間應對視線範圍內突發的情況。Overdrive.經常檢
查， 確保前照燈乾淨，朝向適當。在黃昏和黎明時也要使用前照燈。在距迎面車輛
500英尺前，或 在超車時距前車300英尺前，將遠光燈調成近光燈

 如果路燈過於刺眼，調暗儀錶盤，翻下遮光板。減少車內其他光源的使用
 在夜間，路標更難識別
 根據道路中心線和邊線正確行駛
 不要在行車道上停車。如果必須停車，裝備並使用紅色警示燈

郊區交岔路口
在郊區行車，每年的某些特定時段，可能不易發現別的車輛。有些郊區的交岔路口設有警示
標誌（如 停車、讓行標誌等），而有些可能沒有。當行駛到郊區較岔路口時，減速，在觀
察完兩邊的車輛情況 後再通過。所有的郊區交叉路口都要注意安全。

彎道
減速進入彎道。不要突然刹車，這可能會導致策劃或者輪胎鎖死。在彎道行車，不要越過
中心線。

迎面行駛
如果有車輛在你的車道迎面駛來，立即減速。把車轉向右邊的車道
同時鳴笛。



側滑
當輪胎失去與地面的足夠的摩擦力，車輛會發生側滑。當車輛發生側滑時，鬆開油門或刹車。
操控車 輛順著側滑方向移動，直到感覺重新找回對車輛的控制之後，調正車輛。

偏離道路
如果車輪漸漸偏離了道路，駛上了路肩，握緊方向盤，鬆開油門並慢慢踩刹車。在確認後方車
輛後， 將車慢慢駛入道路。不要猛打方向盤，這可能會導致你和其他車輛碰撞。

起火
如果車輛冒煙，迅速將車駛離道路，停到路邊。熄火，離開車輛並撥打火警電話。車輛起火可
能會很 嚴重，不要試圖靠自己將火撲滅。

落水

如果車輛駛離了道路，不慎落入水中，但沒有立即下沉，盡力從車窗逃出。由於水壓的存在，
在水中 可能無法將車門打開。如果車輛下沉了，移動到後排座位，因為此時後排座位通常會
有更多空氣。深 吸一口氣，然後從後窗逃出。

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是致命的毒氣。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是困倦、打哈欠、頭暈、噁心、頭疼和耳鳴。定
期檢查 排氣系統來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另外，在啟動車輛、駕駛車輛或者不熄火停車時，車
窗不要完全緊閉。千萬不要在車庫內長時間運轉發動機。

電擊
如果發生了車禍，電源線接觸到了車體，有可能會發生電擊事故。此時，應當停留在車內，等
待救援 力量到達。但是，如果此時車輛起火，必須迅速跳出車輛。注意，千萬不要讓身體同
時接觸地面和車 體。

爆炸性火災險情
加油前，關閉車輛發動機。不要在油箱附近抽煙。出於安全考慮，在加油時，停留在油箱附近，
不要 返回車內。

設備故障
車禍發生的一大原因是設備故障。設備故障包括：

 爆胎-巨大的響聲可能表示爆胎了，此時，鬆開油門並握緊方向盤。不要突然刹車。將
車輛緩 緩駛離道路，停車檢查輪胎。

 輪胎脫離-與爆胎的處理方式一樣。鬆開油門，將車駛離道路停下。

 方向盤失靈-如果突然無法操控方向輪，鬆開油門。啟動雙閃警示燈，並讓車輛慢慢停
下來。 慢慢踩刹車，以防止翻車。

 刹車失靈-如果刹車踏板突然下沉，嘗試將其搬起，重新掌控刹車。如果這樣做沒有效
果，使 用緊急或者駐車制動器。為了使車速降下來，將檔位調低。

 前照燈失靈—如果前照燈突然失靈，嘗試下使用雙閃警示燈、駐車燈和/或者轉向燈。
靠邊停 車。如果車燈開始變暗，應當去維修站修理或者靠邊停車後尋求幫助。

 油門失靈—如果油門卡住了，用腳趾將油門勾回至原始位置。如果油門沒有回到原始位
置，將 車輛調成空檔，並緩緩踩油門來降低車速。如果是動力方向盤或者鎖扣方向盤，
不要關閉點火 器，這可能會導致你失去對方向盤的控制。

 視線受阻—如果你的視線受阻，將側邊的窗戶搖下來觀察。打開雙閃警示燈，然後靠邊停
車。

避免危險駕駛
危險駕駛是以一種危及或有可能危及他人財物的方式操控車輛。下列的情況有可能構成危險
駕駛並導 致車禍的發生:
 超速行駛
 闖紅燈或闖停車標識
 跟車過緊
 硬路肩行車
 突然駛入他人行駛道路
 在其他車輛前猛踩刹車
 對其他駕駛員做不恰當的手勢或面部動作
 大喊大叫
 重複不停的鳴笛
 不停的閃爍前照燈

應當避免危險駕駛以及其他可能帶來危險的情況。當你遇到憤怒或危險駕駛的機動車駕駛員時：
 不要反擊、報復，或以其他方式將其他車輛捲入其中。讓出車道。
 避免眼神交流
 鎖緊車門，搖起車窗
 將車輛駕駛到該車之後，保持足夠的距離，靠邊停車
 不要低估危險駕車駕駛員的危險性



被執法者逼停
 降低車速，儘快將車輛安全的靠邊停下。如果該警車沒有標識，或者你無法辨別該駕駛

員是 否是員警，降低車速，並在不超速的情況下，行駛車輛至光線充足、熱鬧繁華的
地方然後靠邊 停車；或者駕駛車輛至最近的警局，盡可能引起人們對不表明身份的”執
法者“的注意，或者 撥打911.

 除非員警另有指示或者逼停結束，呆在駕駛室，將雙手放在方向盤上，讓員警可以清楚
地看 到。不要離開車輛，除非員警讓你這麼做。離開車輛可能被認為是具有危險性的
行為，並有可 能危及員警的安全。如果在夜間被逼停，打開車內燈。

 配合員警的要求，出示駕駛證和車輛保險證明。如果這些檔在儲物箱內、座位底下或
者車 輛保險證明儲存在手機上，將事實情況告訴員警，然後遵循員警的指示。不要擅
自去取。

 如果員警開了罰單並要求你簽字，按要求簽字。在罰單上簽字不代表你承認有罪，只
是表明 你收到了這張罰單。

 如果你被懷疑酒後駕車，配合員警的指示。如果你拒絕做呼吸測試、血檢或者行動測
試，將 有可能導致你永遠喪失駕駛車輛的資格。

 要記住，有時候，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你有可能違反了一些交通規則；或者你的車
輛有 一些小問題而自己不知道；又或者有時你的車輛與一些參與嚴重犯罪的車輛很相
似。很多時候，在員警查看你的駕照和車輛保險之前，不會告訴你逼停的原因。因此，
在員警查看這些檔 之前，不要和員警爭論原因。

 如果被逼停之後，你要做一些解釋，記住，在員警回到自己的車輛之前解釋。因為一旦
員警 開出了罰單，無法撤銷該罰單。即使你認為你沒有違反交通規則，也要配合員警。
如果你認為 你被不公平的對待了，不要與員警在路上爭論，而是將案件移交到交通法
院(traffic court).

 員警應當充分尊重你。如果你認為經常在逼停的過程中，或者其他情況下，行為失當，
應當 儘快將失當行為報告給員警的上級。

 如果你要求，員警必須提供他們的名字和警號。

第11章習題
1.     橋面道路在冬天可能很危險，因為當其他道路都恢復正常之後，橋面道路可能仍有結冰

❏真❏假

2.     如果在霧天開車，駕駛員應當打開遠光燈來增加視線距離。
❏真❏假

3.     大部分追尾事故的發生時因為後面的車輛跟車過緊。
❏真❏假

4.     “三秒法則“幫助駕駛員判斷安全跟車距離。
❏真❏假

5.     如果車輛在濕滑路面上發生側滑（像水上飛機一樣），駕駛員應當迅速踩刹車。
❏真❏假

6.     如果車輛的右前輪駛離了道路，駕駛員應當鬆開油門，輕踩刹車，並慢慢將車輛駛回路面。
❏真❏假

7.     當駕駛員被困在暴風雪天氣時，應當呆在車內。
❏真❏假

8.     當遇到車輛爆胎，駕駛員應當迅速踩刹車，靠邊停車並檢查輪胎.
❏真❏假

9.     如果車輛發生側滑，駕駛員應當鬆開油門和刹車，並往側滑的相反方向打方向。
❏真❏假

10.   伊利諾州法律規定，因為天氣原因需要使用雨刮器時，應當開啟前照燈。
❏真❏假

11.   在路上被執法者逼停時，駕駛員應當馬上下車，並走到執法者車輛旁。
❏真❏假

12.   如果駕駛員將車輛註冊資訊或者車輛保險檔放在車內儲物箱裡，應當在告知員警之後再去
拿。
❏真❏假



第十二章：安全駕駛保障設備

出於駕駛安全的考慮， 車輛的各項功能和裝置必須保持正常良好的工作狀態狀態。駕駛存在
安全隱患 的車輛的行為是違法的。

必要的設施

您的機動車輛必須具備以下設備， 並保證他們可以正常運作：

 刹車—車輛必須有兩個刹車系統，同時所有輪胎都要有刹車。腳刹必須能夠在30英尺內
制 動行駛速度為20英里/小時的汽車。緊急制動系統和手刹必須能夠在55英尺內制動行
駛速度為20英里/ 小時的汽車。緊急刹車系統必須能保證汽車在坡地上保持穩定和停駐。
摩托車只需要具備一套制動系 統。

 前照燈—車輛必須具備兩個前照燈，在日落至日出，雨雪天，霧天和其他必要情況下，必
須開啟前照燈或（及）雨刮器。當可視距離小於1000英尺時，必須打開前照燈。前方500
英尺出現會車或 距所超車輛300英尺時，要將前照燈光調暗，將遠光燈換成近光燈。摩托
車和助動車只需要一個前照燈，該燈能保證駕駛者在行車時能夠看清前方500英尺的物體，
並且駕駛全程需保持開啟狀態。

 車尾燈—車輛的兩個紅色尾燈必須使在500英尺之內的後方行車清晰可見。摩托車和助
動車 只需要具備一個尾燈。

 轉向燈—除摩托車之外是機動車（包括拖車和半拖車）必須在車前方和後方同時配備左
右轉 向燈。車尾部轉向燈要保證在300英尺內清晰可見。

 刹車燈—車輛必須保證有至少一個紅色或橙色的刹車燈，該燈能保證從後方500英尺內
清晰 可見。

 牌照燈—車輛必須有一個白色的牌照燈，以保證牌照內容在50英尺內清晰可見。當汽車
前照 燈開啟時，必須同時開啟牌照燈。

 停車燈—任何機動車輛在夜間停靠于高速公路時都需要打開前後停車燈。夜間停靠在某
些社 區街道時可以不開啟停車燈。

 安全帶—客運車輛前座必須具備兩套安全帶。伊利諾州不允許銷售1965及以後生產的不
配 備安全帶的車輛。

 後視鏡—車輛需要配備一個後視鏡以便看清後方至少200英尺範圍的景物。

 車窗—所有窗戶的玻璃必須使用安全玻璃。擋風玻璃上不得有雪、冰霧及其他影響視線
的瑕 疵。司機對前後車窗的視線不得被阻擋。前擋風玻璃不得使用彩色玻璃或彩色貼膜。
前擋風玻璃頂端 允許貼6英寸的彩色貼條。

 雨刮器—雨雪，霧天，及車窗結冰時要及時開啟雨刮器清理車窗。

 喇叭—汽車的喇叭必須保證使200英尺內的行車及行人得以聽清。只有在授權的緊急車
輛上 才能情報器、鳴汽笛和車鈴。

 消音器—排氣系統上必須安裝消音器以減少額外是噪音和尾氣。改裝排氣系統導致噪音增
加是違法的。

限制設備

 荷載—白天所載貨物超過車尾4英尺時，必須在車尾以紅旗示警。在夜晚或視線較差時，
車 後紅燈必須保證使500英尺之內的車輛清晰可見。

 倒車燈—車輛必須配備一個以上的倒車燈。 車輛前行時不需開啟倒車燈。

 聚光燈（僅限一個）—當兩車相會時，聚光燈不得直射車輛左邊或前方100英尺。車輛
不得 同時開啟四個以上300燭光的車燈。

 閃爍燈及移動燈—禁止安裝除轉向燈和緊急提示燈以外的閃爍燈和移動燈，警車或緊急
車輛 除外。

 紅燈—禁止在車前方安裝紅色燈，警車或緊急車輛除外。
 腳踏板燈—車輛每邊限裝一個腳踏板燈，不得使用刺眼燈光。
 擋泥板燈—僅限安裝兩個擋泥板等，不得使用刺眼燈光。

 飾鈕輪胎—使用充氣輪胎和金屬釘是違法的，11月15日至4月1日在郊區行駛的郵件運送
車除 外；11月15日至4月1日由殘疾人或傷殘退伍軍人駕駛的車輛除外（車輛擁有者必
須住在縣、鄉道路的 非建制地區）；農用拖拉機或牽引引擎除外；行駛速度小於10英
里沒小時的道路建設車輛除外。

 電視和錄影播放設備—行車時，駕駛員可視範圍內禁止啟動電視和錄影播放設備。

 古董車—對使用年限超過25年的古董車車燈、刹車、停車燈和轉向燈有特殊規定。詳情
請諮 詢州安全部門，電話：800-252-8980.

 雷達干擾設備—所有車輛禁止安裝和使用雷達干擾設備。

第12章 習題

1. 會車時，在多少英尺內司機需要調暗車前燈？

a.250英尺
b.400英尺
c. 500英尺

2. 從日出到日落都必須開啟車前照燈。
❏真❏假

3. 車輛喇叭必須保證在200英尺內的行車及行人能夠聽到。
❏真❏假



第13章：擁有自己的車

購買車
向經銷商買車
經銷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他們賣了車，新的或二手的，在20天之內一定要把以下的檔發送
給SECRETARY OF STATE（國務卿的辦公室）：
 汽車交易申請書(APPLICATION FOR VEHICLE TRANSACTIONs)

 正確簽名的所有權證明書(CERTIFICATE OF TITLE)或原產地證書(CERTIFICATE OF ORIGIN)

 把車的所有權/牌照費和銷售稅費付款分開。車的銷售稅費在不同的縣或城市都不一樣。

向私人營業主買車
如果車是向私人營業主買的話，再買車後的20天內一定要把以下的檔發送給SECRETARY OF 
STATE（國務卿的辦公室）：
 汽車交易申請書。

 賣者的正確簽名的所有權證明書。

 支付車的所有權/牌照費和銷售稅費。

 付款汽車使用稅。如果車的售價少於$15,000，稅是根據車的車型年。如果車的售價是
多於$15,000，稅是根據車的銷售價格。一個RUT-50 TAX FORM 和正確的稅付款一定要
提交給DEPARTMENT OF REVENUE。

在別州買車
如果你是在別州買車，一定要把以下的檔發送給SECRETARY OF STATE（國務卿的辦公室）：
 汽車交易申請書。

 支付車的所有權/牌照費和銷售稅費。申請書上會顯示支付金額。

 如果車是新的，正確簽名的原產地證書，如果你的車是二手的，正確簽名的所有權證
明書。你也需要BILL OF SALE，不管車是新的或二手的。

 最近的車輛登記證，如果你要轉讓牌照。

 付款銷售稅費或汽車使用稅費(VEHICLE USE TAX)。

車輛登記和汽車所有權(VEHICLE REGISTRATION AND TITLE)
當你在登記你的車的時候，你是在把你的車的資料提供給伊利諾州。車輛登記可以讓你在伊
利諾伊的路上合法開車。你必須要有所有權證明書才能在伊利諾伊利登記你的車。這一份文
件證明你是你的車的主人。所有車或移動房屋必須要有所有權證明書，不管它們登記了還是
還沒登記。
車輛登記費必須每年支付。如果車輛登記過期了30天或以上就會罰款$20。虛榮心/個性化車
牌以及類別的車牌會有額外費用：
乘用車和B-TRUCK（8,000磅以下）·····················$101
摩托車··································$41
更換車牌（1）·······························$6
更換車牌（2）·······························$9
更換車標·································$20

這些費用會根據立法而改變。對於最新的費用資訊，請上www.cyberillinois.com. 

當你拿到你的車牌/車標，你也會拿到你的車輛登記證。當你開車的時候，你的車輛登記證必
須在你的車裡或在你身上。

車牌（LICENSE PLATE）要求

 乘用車，卡車，和客貨車一定要有兩個車牌，一個在車前，一個在車後。

 當一個車輛賣了，車牌必須從車輛拿走，然後賣者必須收那一個車牌。在伊利諾伊，
車牌是根主人，不是跟車的。

 根據規定註冊的摩托車，小型摩托車，拖車，大型拖車以及巴士必須把車牌放在車後。

 卡車必須把車牌放在車前。

車牌框不能蓋過任何車牌的資料。
車牌不能被任何東西蓋著。

暫時登記證(TEMPORARY REGISTRATION PERMIT)

當你在申請你的車輛登記證的時候，你有可能會收到一個暫時登記證（TEMPORARY 
REGISTRATION PERMIT ‘TPR’）。這一個暫時登記證必須放在車牌的地方，直到拿到車輛登記
證。暫時登記證有效期為90天，但如果你的車牌還沒到，暫時登記證可能會補發。當你的車
牌到了，必須把暫時登記證拿掉，然後把車牌放上。為了保護你的隱私，一旦拿掉了暫時登
記證，把它給毀了。暫時登記證可在ILLINOIS LICENSED DEALERS, LICENSED REMITTANCE 
AGENCIES, CURRENCY EXCHANGES 和 SECRETARY OF STATE FACILITIES獲得。

http://www.cyberillinois.com/


車牌續期

在你的車牌到期前60天，你會從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收到一封更新通知信。如果你車
的資料有變化，你必須有證明顯示你車的登記已經轉移到另一輛車。你可以上
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通過郵寄，去SECRETARY OF STATE 局，或打電話給你的通知書上的
號碼去跟新你的車牌。你也可以在某些銀行，儲蓄和貸款場所，外幣兌換場所，信用合作社
（CREDIT UNION），匯款機構（REMITTANCE AGENCIES）去跟新你的車牌。

特別車牌

個性化車牌和虛榮心車牌可用于乘用車，SECOND DIVISION VEHICLES 8,000磅以下，摩托車，殘
障人士開的車，娛樂車，娛樂托車，以及古董車。請允許你下訂單後，至少45天的時間。

降低費用車牌(REDUCED-FEE LICENSE PLATES)

在CIRCUIT BREAKER稅收減免, 通過ILLINOIS DEPARTMENT ON AGING的合格老年人和殘障人士可
以擁有降低費用車牌給他們的乘用車和娛樂車。可以有一年一次的折扣。想要更多的資訊，可
以撥打ILLINOIS DEPARTMENT ON AGING的電話號碼，800-624-2459。

強制保險(MANDATORY INSURANCE)

在伊利諾州開的所有車輛必須涵蓋責任保險，包括人或別人的東西被你的車傷害或損壞。車主
必須在車牌續期的時候提供保險的資料。當車主簽了車輛申請或更新車輛登記申請，車主確認
車是有保險的。在其他法律中，有些等級的車需要更高的責任保險。以下是最低責任保險限額：

 $20,000對於一個人在車禍中受傷或死亡。

 $40,000對於一個人以上在車禍中受傷或死亡。

 $15,000對於造成的財物損失。

責任保險必須在司機的身上或在汽車裡然後如果執法人員要求看保險，必須讓他們看。保險公
司必須發出伊利諾伊保險卡給保險客戶或提供一個保險卡讓保險客戶的手機或電子器件裡顯示。
聯絡你的保險公司如果你的保險卡不見或他們沒有給你你的保險卡。同時，你的車裡必須有證
明你的車是由保險的，像是保險資料夾，保險的範圍頁面，保險單或最新的保險金收據。

管理執法是由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和簽發罰單的人，利用隨機電腦檢查。當你要更新
你的車牌，你必須提供保險證明給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沒有帶必要的保險會導致罰
款，無法更新車牌，暫停你的駕駛權利以及暫停你的車輛登記，直到獲得保險證明。為了更新
你的車輛登記，提供假的資料給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 會導致刑事指控和罰款。如果你
有什麼問題而獲不到保險的話，請聯繫ILLINOIS AUTOMOBILE INSURANCE PLAN。這一個政府控
制規劃是讓獲不到保險的司機。

尾氣排放檢測(EMISSIONS TESTINGS)

為了符合CLEAN AIR ACT，某些車輛在某些伊利諾伊的地方必須通過ILLINOI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IEPA) 的尾氣排放檢測才能更新車輛登記。按法律規定，IEPA必須通知車主
尾氣排放檢測日期。尾氣排放檢測在以下的縣是必須的：COOK，DUPAGE AND LAKE，某些部分的
KANE，KENDALL，MCHENRY，WILL，MADISON，MONROE AND ST. CLAIR。如果你搬去一個需要做
尾氣排放檢測的地方，你必須讓IEPA知道。想要更多的資訊，可以撥打IEPA：CHICAGO METRO 
AREA，847-758-3400；EAST ST. LOUIS METRO AREA，800-635-2380。

*如果你的車輛是在香檳縣登記的話，你不用做尾氣排放檢測。

殘障人士的車牌和停車場標語牌(LICENSE PLATES AND PARKING PLACARD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車牌

一個人終身殘疾可能獲得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LICENSE PLATES給他/她名下的車。居住在同
一個家庭的一位直系親屬可以獲得兩組車牌，如果符合條件的殘障人士沒有擁有自己的車以及必
須依賴別人的運輸。企業，校園區，有限責任公司，養老院，療養院，以及特殊教育專業合作社
也可以獲得這些車牌，如果有運輸符合條件的殘障人士。這些車牌不免除停車收費表的收費和有
時間限制的停車收費表。

停車場標語牌

殘疾停車標語牌可以應用於任何車輛，如果其中授權持有人是司機或是一個乘客。
 永久免除停車收費表(METER-EXEMPT PERMANENT) – 發行給對於訪問停車收費表有困難的

殘障人士。這一張標語牌可以讓特有人把車停在特別保留的停車位，比如在購物中心，雜
貨店或零售商店，以及全州免除特有人的停車收費表費和有時間限制（超過30分鐘）的停
車收費表。停車場標語牌會在2018年，特有人的生日月的最後一天到期。

 永久的(PERMANENT) – 發行給永久殘障人士。這一張標語牌可以讓特有人把車停在特別保
留的停車位，比如在購物中心，雜貨店或零售商店。這一張標語牌不免除停車收費表的收
費和有時間限制的停車收費表。停車場標語牌會在2018年，特有人的生日月的最後一天到
期。

 臨時標語牌(TEMPORARY PLACARDS) – 發行給臨時殘障人士。這一張標語牌有效的時間長度
由認證醫生指示，不超過6個月如果是SECRETARY OF STATE發行的，以及不能超過90天如果
是當地政府發行的。這一張標語牌不免除停車收費表的收費和有時間限制的停車收費表。

 組織標語牌(ORGANIZATION PLACARDS) – 發行給專門免費運輸殘障人士的組織。在運輸殘障
人士的時候，這一張標語牌可以讓特有人把車停在特別保留的停車位。這一張標語牌不免
除停車收費表的收費和有時間限制的停車收費表。這一張標語牌會在4月30日，2018年過期。

想要更多本章中所討論的專案的資訊，可以上www.cyberdriveillinois.com或撥打800-252-8980。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