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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因酒驾而受到指控并对此认罪，或者
您因酒驾而收到处罚通知书，您应该采取哪
些行动。

酒驾指控可能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 与“法定酒精浓度”(PCA)相关的违法行为

	■ 与“酒后驾车”(DUI)相关的违法行为

	■ 拒绝或者未能提供呼气分析测试或者血液分析样
本，以及

	■ 与酒精相关的危险驾驶。

法律对于您在驾驶时的血液酒精浓度有一定的限制。此
项规定被称为酒精浓度限制。该限制取决于您所持有的
驾照类型。例如，初学者和持P牌驾照的驾驶者与拥有
正式驾照的驾驶者相比，其酒精浓度下限更低。

违反法律所面临的处罚也取决于您的血液酒精浓度超
过限制的程度。您受到的指控类型可能为轻度、中度、重
度、特殊和初学者“法定酒精浓度”（PCA）超标罪。如果
您是初犯且血液酒精读数较低，那么您不必出庭，但可
能会收到处罚通知书（罚单），并且您的驾照将会立即被
暂时吊销。

酒驾和毒驾合并违法行为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可以对受到酒精影响的驾驶者进行
毒品测试。如果您体内酒精超过限制并且毒品测试结果
为阳性，那么您可能会被指控毒驾/酒驾合并违法行为。
针对合并违法行为的处罚要严重得多。相关信息，请参
阅本手册中的处罚表。

有关毒驾和酒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南威尔士州法
律援助宣传册《毒品、驾驶与您》（Drugs, driving and 
you）。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drugs,-driving-and-you-pamphlet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drugs,-driving-and-you-pamph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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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酒驾而收到警方的罚单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警方可以立即对您进行现场处罚并

立即吊销您的驾照：

	■ 这是您首次酒驾违法行为；并且

	■ 您的血液酒精测试读数处于轻度、初学者或特殊范
围。

如果您承认该违法行为，则应支付罚款，或与警方协商

在罚款缴纳截止日期前处理相关事宜。如果您不支付罚

款，新南威尔士州财政局（Revenue NSW）可以对您采

取其他行动，包括收取强制执行费以及延长吊销您驾照

的时间。

如果您已收到罚单并且立即被暂时吊销驾照，那么您在

驾照吊销期限内不得开车。驾照吊销期限结束后，请确

认您的驾照并未过期，并且不存在能够影响您使用驾

照的其他问题。如果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您可以再次开

始驾车。

我已收到罚单，但我想就此事向法院提起上
诉 

您可以选择要求法庭审理此事。处罚通知书上提供了

有关如何进行上诉的信息。如果您想就此事向法庭提

起上诉，您应该在罚款到期日之前上诉。如果您选择要

求法庭审理此事，您的驾照将继续处于暂时吊销状态。

这意味着在法庭审理此事或吊销期限结束之前，您不

得驾车。

在您要求法庭审理您的情况之前，您应该获取法律建

议。如果您选择上诉，一旦法庭发出出庭通知，那么您将

无法撤销上诉。法庭出庭通知可能会很快发出——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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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在您提出申请后24小时内。如果您想要由法庭

来审理您的情况，您需要考虑到：

	■ 罚款金额和驾照吊销期限。法院可能会增加您的罚
款金额和无法驾驶的时间长度。法院还可能会记录
针对违法行为的定罪。

	■ 定罪和驾照被取消的影响。如果法院判定您违章驾

驶，则定罪信息将出现在您的违法行为记录中，您

的驾照将被取消。如果您的驾照被取消，那么在您

能够重新驾驶车辆之前，您必须先重新申请并获得

驾照。警方作出的暂时吊销决定，不需要您提出申

请即可取回驾照。

我是否可以就我的驾照立即被暂时吊销一事
进行上诉？
是的。您可以就您的驾照被暂时吊销一事向地方法庭提

起上诉。如果您想上诉，那么您必须在收到驾照吊销通

知书后的28天内提起上诉。您可能需要为此类上诉支

付一笔费用。如果您目前正在领取Centrelink福利金或

面临经济困难，请咨询该笔费用是否可以豁免。法院不

会立即就您的上诉作出判决。您的上诉会被列入初级法

院法官的审理列表，您在提起上诉后通常需要等待至

少28天。 

在法院就我的上诉作出判决之前，是否会解除我被立
即暂时吊销的驾照？

不会。暂时吊销的决定仍然有效，所以您无法驾驶车辆。

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在您的上诉得到审理之前暂

缓吊销。在您提起上诉时，您可以要求将您的上诉列入 

“暂缓吊销”申请列表。这意味着您请求在您的上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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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审理之前解除吊销。法庭在审理您的上诉时，只能解

除吊销或更改吊销期限，或者在确信有特殊情况时允许

暂缓执行。

在您提起上诉之前，您最好寻求法律建议，以了解您的
情况是否属于例外。另外，您还可以获得有关如何进行
上诉准备的建议。

如果我要出庭，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获取品格证明信

能够证明您具有良好品格的人出具的书面证明信可能
会对您的案件有所帮助。证明信应写给初级法院法官，
并且写证明信的人应表明他们知道您因为哪些指控而
出庭。

如欲了解关于如何书写呈交法庭的品格证明信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Legal Aid NSW）的

《品格证明信》（Character References）手册。

将您想要在法庭上陈述的内容写下来

给初级法院法官写信，或者记下您要在法庭上说的话。

法院在决定对您的处罚时，会考虑您陈述的内容。

您应该考虑如下内容：

	■ 您是否意识到在驾车时您的血液酒精浓度已经超过
了限制。

	■ 您是因为随机呼气测试还是异常或危险驾驶而被
截停。

	■ 在您被截停时，您已驾车多长时间，或者计划驾车
多长时间。

	■ 由于您的驾驶而陷入危险的人数有多少（乘客、公
众人数等）。

	■ 是否发生任何交通事故。

https://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ResourcesService/PublicationImprints/Files/2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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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驾照是否会对您的工作或者其他依赖于您的人
（例如子女、生病的亲属等）产生影响。

	■ 您是否没有其他可用的替代交通方式。

	■ 您持有驾照已有多长时间，以及您的总体驾驶记录
如何。

您应该解释：

	■ 您当时驾车的任何特殊原因。

	■ 您为什么要酒后驾车。

	■ 法院为什么要相信您将来不会再次酒后驾车。

	■ 如果您的工作需要驾照，请让您的雇主写一封信，
说明如果长时间没有驾驶资格会对您的工作造成哪
些影响。

	■ 如果您有需要驾照的其他理由（例如，照顾亲属或
您自身存在健康问题），请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例如
医生出具的证明或者报告单）。

	■ 您每周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会帮助法院计算出对
您的罚款金额）。

在法庭上应该做些什么？

	■ 您在出庭时，可能已经被暂时吊销了驾照。警察在违
法行为发生时会立即暂时吊销您的驾照。即使您的
驾照没有被暂时吊销，也不应开车前往法庭，因为
您可能会在法庭审理后失去驾照。请携带驾照（除
非驾照已被警察扣留），因为法庭可能会要求您交
出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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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您到达法院时，请找到法庭办公人员，告诉他们
您没有法律代表以及您是否打算认罪。您通常可以
在法庭内或法庭门口找到法庭办公人员。

	■ 如果您希望获得法律咨询，请找到法院内的新南威
尔士州法律援助（Legal Aid NSW）当值律师，或者
请求法庭延期审理您的案件，以便您获得法律援助
意见。如果您认为您可能面临监禁，您应该与当值
律师会面。

	■ 警方会出示一份情况说明书，说明您被逮捕的理
由。说明书还可能说明警方所记录的关于您告诉警
察您喝了多少酒的内容。请务必阅读这份情况说明
书。

	■ 您还应查看说明您血液酒精浓度的报告单和呼气
分析仪的打印结果，确认是否与警方情况说明书里
所提到的时间相符。

	■ 如果您不同意警察所述的内容，您应在认罪前咨询
律师意见。

	■ 如果您有犯罪记录，警方公诉人还应向您出示您之
前的犯罪记录复印件。如果您没有犯罪记录，检察
官仍可能掌握您的保释历史。如果检察官持有您的
保释历史，您应该要求查看。您还应要求检察官向
您展示您的驾驶记录复印件。请仔细阅读这些文
件，以确保这些记录确实是您的记录。如果您认为
您的犯罪记录、保释记录或驾驶记录内容有误，请
在轮到您陈述意见时向初级法院法官进行说明。

	■ 在等待叫您期间，您可以听别人对法官所讲的内
容。坐在法庭内旁听其他人的认罪辩护，有助于您
更了解如何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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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叫到您时，您可以向法官陈述。如果您打算认罪，

请告诉法官并要求向法官提交您之前准备的信函或

者按照已准备的笔记读出陈述词。向法庭提交所有

书面证明信和证明文件。

	■ 您可以考虑参加一个交通违章者学习计划。如果您

参加此类计划并完成课程，对您的处罚可能会有所

减轻。如果您想要参加此类计划，请告诉法官，并

请求延期审理您的案件，以便给您时间完成此类计

划。您必须完成交通违章者学习计划。

	■ 如果警察暂时吊销并当场没收了您的驾照，请法官

在判决您的驾驶资格取消期限时考虑到您的驾照已

经被吊销的时间。

我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

如果被判有罪，您将在一段时间内失去驾照，酒精读数

越高，您失去驾照的时间就越长。

法庭还可能会对您处以罚款，或者对您施以其他处罚，

例如对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判处监禁。

如果您被判定为多次或者严重酒驾违法，法庭还会对您

发出强制安装酒精锁的命令。

什么是强制安装酒精锁命令？ 

酒精锁是一种电子呼气测试装置，该装置与车辆点火装

置相连，如果该装置检测到酒精，则会阻止车辆启动。

如果您被判定为多次或者严重酒驾违法，法庭会对您发

出强制安装酒精锁的命令。这意味着您的驾照将被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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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除非您完成：

	■ 一段较短的驾驶资格取消阶段（从1到12个月不等），

然后

	■ 参加一段时间的酒精锁计划（通常是1到4年）。

参加酒精锁计划意味着：

	■ 您只能驾驶已安装酒精锁的车辆

	■ 您的车辆上必须安装酒精锁

	■ 您必须提供呼气样本才能启动您的车辆

	■ 您驾驶时必须通过随机呼气测试，并且

	■ 您或者任何驾驶车辆的人员在每次提供呼气样本时

都将被拍照，任何酒精检测为阳性的呼气样本，或

者任何试图干扰该装置的行为都将被酒精锁记录下

来，并受道路及海事服务局(RMS)的监控。

如果您试图酒后驾驶，后果可能包括：

	■ 收到警告函

	■ 健康干预安排

	■ 延长酒精锁驾照的期限

	■ 暂时吊销、注销您的驾照或者取消您的驾驶资格。

您必须支付安装和维护酒精锁的费用。每年费用约为

2,200澳元。部分人员可以获得折扣，如果您正处于“严

重经济困难”中，可以向道路及海事服务局（RMS）申请

经济帮助。 

关于酒精锁的更多信息，您可以浏览网站:  
www.rms.nsw.gov.au/interlock

http://www.rms.nsw.gov.au/inter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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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锁豁免令

酒精锁豁免令只能在法庭做出定罪和判决时才能签发。

如果您认为酒精锁装置无法安装在您的车辆上，那么您

应该要求法庭签发酒精锁豁免令。您将需要向法庭证明

您需要获得该豁免令。

如果法庭签发了“酒精锁豁免令”，您的驾照取消期限将

会被延长。但是，法庭不会给您规定任何酒精锁期限，这

意味着在被要求安装酒精锁装置时，您不会因未能做到

而面临五年的驾照取消处罚。

如果您可以向法庭证明以下任一情况，那么法庭可能会

签发酒精锁豁免令：

	■ 对能够安装酒精锁的车辆没有“使用权利”，或者

	■ 身体状况不允许使用酒精锁。

如果法庭认定您存在中度法定酒精浓度（PCA）的违法

行为，并且您是初犯，除了上述情况，如果您还能证明以

下情况，法庭也可能会签发酒精锁豁免令： 

	■ 这个命令会给您带来严重的困难，并且

	■ 酒精锁豁免令在所有情况下都更合适。

我可能会获得什么样的处罚？

如果您因酒驾违法行为而被指控，您可能会获得第16

到19页上注明的处罚。但是，相关法律颇为复杂，这些

表格可能未包含您的情况。尤其，如果这不是您第一次

违法或您因酒驾和毒驾合并违法行为而被指控，您应就

您的案件咨询律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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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被罚款并且没有要求法庭审理此事，则罚款

和驾照吊销的处罚将与您在发生违法行为时受到的处

罚相同。

如果您正在考虑要求法庭审理该违法行为，下一页上的

表格列出了法庭可能会实施的最高惩罚。

如果您已入狱，您的驾照取消期限将被延长。

如果您被判处有期徒刑，只要您是因该罪行而入狱的，

您的驾照的取消期限将按照您坐牢的时间而延长。这不

包括您获得假释的时间。

您可能无法使用您的车辆

如果警察指控您犯有严重酒后驾驶罪，并且这已经是您

的“第二次违法行为”，他们可能会扣押您的车辆或没

收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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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表1：酒驾初犯

（在过去5年内）

违法行为 最高罚款

最高监禁
期限 

（月数）
自动和最低驾照
取消期限（月数）*

初学者PCA
范围 $2200 不适用

自动： 6
最低： 3

特殊PCA 
范围 $2200 不适用

自动： 6
最低： 3

轻度PCA 
范围 $2200 不适用

自动： 6
最低： 3

中度PCA 
范围 $2200 9

自动： 12
最低： 6

重度PCA 
范围 $3300 18

自动： 36
最低： 12

酒精锁命令**

违法行为
最低驾照取消期限

（月份）**
最低酒精锁期限 

（月份）

初学者PCA
范围 不适用 不适用

特殊PCA 
范围 不适用 不适用

轻度PCA 
范围 不适用 不适用

中度PCA 
范围 3 12

重度PCA 
范围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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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表2：酒驾第二次违法行为

（在过去5年内）

违法行为 最高罚款

最高监禁
期限 

（月数）
自动和最低驾照
取消期限（月数）*

初学者PCA
范围

$3300 不适用 自动： 12

最低： 6

特殊PCA 
范围

$3300 不适用 自动： 12

最低： 6

轻度PCA 
范围

$3300 不适用 自动： 12

最低： 6

中度PCA 
范围

$3300 12 自动： 36

最低： 12

重度PCA 
范围

$5500 24 自动： 60

最低： 24

酒精锁命令**

违法行为
最低驾照取消期限

（月份）**
最低酒精锁期限 

（月份）

初学者PCA
范围 1 12

特殊PCA 
范围 1 12

轻度PCA 
范围 1 12

中度PCA 
范围 6 24

重度PCA 
范围 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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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表3：酒驾和毒驾合并 – 初犯
处罚 初犯

中度范围 + 存在违
禁药品

初犯
重度范围 +存在违
禁药品

立即暂时吊销
驾照 

是 是

法院最高罚款 $3300（30个处罚
单位） 

$5500（50个处罚
单位） 

最高刑期 18个月 24个月 

最低驾照取消
期限 

12个月 18个月 

最高驾照取消
期限 

无上限 无上限 

自动驾照取消
期限 

2年 4年

最低酒精锁期限 12个月 2年 

车辆制裁 否 是 

表4：合并 - 第二次及后续违法行为
处罚 轻度、初学者

或特殊范围 
+ 存在违禁
药品 

中度范围 + 
存在违禁
药品 

重度范围
+ 存在违禁
药品 

立即暂时吊销
驾照 

是 是 是

法院最高罚款 $5500（50个
处罚单位）

$6600（60个
处罚单位） 

$11000（100
个处罚单
位）  

最高刑期 18个月 2年 2年
最低驾照取消
期限 

18个月 2年 3 年 

最高驾照取消
期限 

无上限 无上限 无上限

自动驾照取消
期限

2年 4年 6 年 

最低酒精锁
期限 

12个月 2年 4年

车辆制裁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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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酒驾处罚表格的说明

*  如果违法行为表中列出了酒精锁期限，那么这些将是适
用的驾照取消期限。这些列出的自动期限和最低期限仅
适用于没有针对违法行为列出酒精锁期限的情况，或者
在法庭认定您存在违法行为时签发了“酒精锁豁免令”
的情况。如果法庭签发了安装酒精锁令但您没有获得酒
精锁驾照——您的驾照将被持续取消五年。本手册对强
制性酒精锁命令给出了进一步说明。

**  在签发酒精锁命令的情况下，法律还规定了驾照取消的
最高期限，但这些期限并未出现在此表中。 

 如果您拒绝或者无法提供呼气测试，您会被认为等同于
重度法定酒精浓度（PCA）的违法，并且适用同样的惩罚
措施。

关于合并违法行为处罚表格的说明

	■ 酒精锁期限与当前因酒驾违法行为而设定的酒精锁期
限一致。

	■ 车辆制裁目前适用于多次触犯中度和重度“法定酒精浓
度”（PCA）超标罪的驾驶者。

	■ 如果驾驶者在过去5年内曾被判犯有与酒精相关的重大
罪行，则车辆制裁可能适用于中度合并违法行为的初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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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作出裁决后，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对法庭裁决有任何不理解之处，可以请求法官予
以说明。如果您没有机会询问法官，可以请求登记处的
法院工作人员进行解释。 

	■  取消驾驶资格期间请勿开车

如果您已被取消驾驶资格，您必须上交驾照。如果您
在资格取消期间驾驶，您可能被判处最高6个月监
禁或者3,300澳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如果这不
是初犯，您可能被判处最高12个月监禁和5,500澳
元罚款。

如果您被判定在驾驶资格被取消的情况下驾驶，您
还将至少被取消3个月的驾驶资格（如果不是初犯，
取消期限则为6个月）。如果您在5年内有三次或以
上在被取消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驾驶，警方还可以扣
押您的车辆长达6个月。

如果2年或4年后没有发生任何违法驾驶行为，人们
可以向当地法院申请将现有被取消驾驶资格的期限
从驾照中删除。如欲了解您是否可以提出此类申请，
请参阅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Legal Aid NSW）
的《您的驾照被取消了？》（Are you disqualified 
from driving?）手册。在申请之前，您应该先获得法
律建议。如果您有未完成的酒精锁令，您将无法申
请。

	■ 重新申请驾照

在您的驾驶资格取消期满时，您需要重新申请驾照。
您不会自动拿回驾照。如果您在申请并获得新驾照
之前驾车，您可能会被定罪为“驾照被注销期间驾
驶”。如欲了解如何办理新驾照的相关信息，请致
电13 22 13联系道路及海事服务局（RMS）或访问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are-you-disqualified-from-driving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are-you-disqualified-from-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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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ms.nsw.gov.au。

	■ 支付罚款

如果法庭对您做出罚款判决，而您认为自己无法在

28天期限内支付罚款，您应在离开法院之前与法院

工作人员商讨“付款时间”安排。

如果您不在规定期限内支付罚款，新南威尔士州

财政局（Revenue NSW）可以对您采取其他行动。

如果您需要帮助处理罚款债务，请致电1300 655 

805联系新南威尔士州财政局（Revenue NSW）或

访问www.revenue.nsw.gov.au 

您或许可以获得工作发展令（WDO），该命令让您

可以通过经批准的活动或治疗方案每月清偿最高

1,000澳元的罚款。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网

站：www.revenue.nsw.gov.au

我能否对法庭的裁决提起上诉？

如果您对初级法院法官的裁决不满意，您可以向地区法

院（District Court）提起上诉，但是在提起上诉之前，您

应征询律师意见。您必须在初级法院法官作出裁决之日

起28天内提起上诉。您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您

正在领取Centrelink福利金或者有经济困难，请咨询该

笔费用是否可以豁免。

如欲了解关于如何上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南威尔

士州法律援助（Legal Aid NSW）的《向地区法院上诉》

（Appealing to the District Court）手册。另外，如果

在初级法院法官宣判时，您有充分理由无法出庭，您可

以申请判决复议。

http://www.rms.nsw.gov.au/
http://www.revenue.nsw.gov.au/
http://www.revenue.nsw.gov.au/
https://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ResourcesService/PublicationImprints/Files/107.pdf


22 



 23

在哪里可以获得法律帮助？
LawAccess NSW

热线服务电话，提供免费法律信息，转介其他服务部门，
在有些情况下还能提供法律建议。请致电1300 888 529
或访问 www.lawaccess.nsw.gov.au

Legal Aid NSW

您可以从legal advice获得免费法律建议，并在某些情
况下获得出庭代表。如欲寻找距您最近的办事处，请致
电1300 888 529或访问https://www.legalaid.nsw.
gov.au/contact-us。 Legal Aid NSW仅会在某些情况
下代表您出庭。我们考虑的因素包括：
	■ 您的收入和您所拥有的资产情况，以及

	■ 您是否真有可能面临监禁，或者

	■ 是否存在“特殊情况”。[“特殊情况”的定义请参见
我们的指南的第1.13 条，网址：www.legalaid.nsw.
gov.au，见“Policy Online”（在线政策）部分]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被指控与“法定酒精浓度”（PCA）相
关的违法行为，您不太可能被判监禁。但是，如果您存在
以下情况，就更可能会被判监禁：

	■ 被指控有重度“法定酒精浓度”（PCA）的违法行
为，且违法行为涉及非常高的酒精浓度读数、交通
事故或者危险驾驶，或者

	■ 之前已被指控犯有多次或者严重驾驶违法行为。

原住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ALS)

如果您是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您也可以联系ALS 获
取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如欲寻找距您最近的ALS 办事
处，请致电1800 765 767或访问www.alsnswact.org.au

http://www.lawaccess.nsw.gov.au/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http://www.legalaid.nsw.gov.au/
http://www.legalaid.nsw.gov.au/
http://www.alsnswact.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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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您不应依赖本手册并将其作为
法律建议，我们建议您就具体情况向律师做进一步咨询。 

所含信息在刊印时准确无误，但可能会发生变更。如需了解
更多信息，请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The brochure is also available in Arabic, Chinese (Sim) 
and Vietnamese.

 © Legal Aid NSW 2021

如需订购本手册，请访问网址  
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在联系我们时，您是否需要语言方面的帮助？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拨打全国翻译和口译服务处 
(TIS National) 的电话 131 450（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如果您存在听力或言语障碍，请拨打全国电话
中转服务 (NRS) 的电话 133 677，要求联系 
LawAccess，或访问其网站：  
www.relayservic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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