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驾驶权被
取消了？

您的驾驶权取消期限或可删除 

Are you disqualified from driving?  Simplified Chinese



2017年10月，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颁布了
新的法律，旨在减少无照驾驶和反复违
章驾驶现象。 

该法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以改善公众安全和道路安

全。现在，警察可以当场扣押反复违章者和危险驾驶者

的机动车，以免他们危害交通。

新的法律还推出了可令驾驶者恢复合法驾驶资格的一些

新途径，希望以此减少反复违章驾驶现象。现在，一些

被取消驾驶权的司机将可以向地方法院申请将其驾驶权

取消期限从驾驶执照中删除。如果申请获得批准，他们

随后将可以申请新的驾驶执照。

本手册包含关于如何申请删除驾驶权取消期限的信息。

我首先应该怎么做？我首先应该怎么做？

获取驾驶记录的副本获取驾驶记录的副本

从道路及海事服务局获取您最新驾驶记录

的副本。您可以通过访问网址  
www.rms.nsw.gov.au/disqualification 

获取名为“Driving record application for disqualification 

removal order”（驾驶记录—驾驶权取消期限删除令申

请）的申请表，也可以前往任何新南威尔士州服务中心

或道路及海事服务局登记处获取该申请表。

您应说明自己需要用这张申请表确定是否可以申请删除

驾驶权取消期限。道路及海事服务局将向您免费提供该

表。

咨询律师意见咨询律师意见

您应咨询律师意见，以了解自己能否申。 
我们在本手册“在哪里可以获得法律帮助？ 
部分为您提供了获取律师意见的途径。

为确保律师能够为您提供恰当的建议，您在赴约时应随身
携带自己的最新驾驶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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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不可以申请？哪些人不可以申请？

如果您曾因以下某项严重的违章驾驶行为

而获罪，您就不可以申请：

• 使用机动车造成的谋杀或过失杀人

• 根据《犯罪法》因机动车导致他人死亡、严重人
身伤害或受伤的违法行为

• 攻击性或躲避警察追捕的驾驶行为（根据《犯罪
法》）

• 导致他人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疏忽驾驶

• 蓄意恐吓性质的驾驶行为

• 发生导致他人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撞车事件后
未停车给予帮助

如果目前有针对您的强制性联锁命令，这些特定的驾

驶权取消期限就不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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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可以申请？          哪些人可以申请？          

符合以下条件即可申请：

• 您未曾因“哪些人不可以申请？” 
部分所列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而获罪；以及

• 您在适用于您的“无违章期限”内，未出现任何
其他违章驾驶行为。

“无违章期限”的长短取决于导致驾驶权被取消的违

章行为的性质。您必须证明自己在申请之日前4年或2
年内未曾出现违章驾驶行为.

如因以下任何一项违章行为而丧失驾驶资格，则上述
期限应为4年年：

• 严重违章（如酒驾、以危险方式或速度驾驶等）

• 以超过最高限制车速3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

• 街头飙车

• 严重故意烧胎。

如因以下任何一项违章行为而丧失驾驶资格，则上述
期限应为2年年：

• 您被判为违章惯犯；或

• 您出现任何其他违章驾驶行为。

如何申请？如何申请？

填写一份名为“Application to remove 
driver licence disqualification”（删除

驾驶权取消期限申请）的表格，并提交给

任何地方法院。您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取
该表格：

• 在任何地方法院登记处，或

• 在网站www.localcourt.justice.nsw.gov.au   
的 ‘Forms & fees’  （表格和费用）部分   

获取该表格需付费。如果您目前正在领取 Centrelink 福
利或者有经济困难，请咨询可否免交该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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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裁决？法院如何裁决？

您必须前往法院，向法官陈述申请删

除驾驶权取消期限的理由。法官必须

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

• 公众的安全

• 您的全部驾驶记录

• 导致您被取消驾驶权的违章行为的类型

• 您是否可使用其他交通方式

• 您的家庭、照顾者、工作、教育或其他责任

• 您的健康和经济状况，以及

• 法官认为重要的任何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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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如何准备申请？我应该如何准备申请？

您在申请中应说明为何获得驾驶执照对您

很重要。您应该：

• 着眼于“法院如何裁决？”部分所列的法院需要

考虑的因素；

• 告诉法院您希望法院了解的应该删除驾驶权取消

期限的所有理由；

• 力求取得对您个案有利的证据。例如：

如果您需要有驾驶执照才能工作如果您需要有驾驶执照才能工作（或者如果没有

驾驶执照使您无法获得工作或无法从事某种工

作），应请雇主出具一份说明您为何需要驾驶执

照的信函。该信函中应说明没有驾驶执照对您的

工作能力产生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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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个体经营者，需要有驾驶执照才能经营业如果您是个体经营者，需要有驾驶执照才能经营业

务务，，应说明相关原因。例如：

• 您白天是否需要往返不同地点？

• 您是否使用无法在公共交通上携带的工具或其他

物品？

• 如果您因没有驾驶执照而需花费金钱，应尽量提

供相关证据。

如果您所在地区或您需要出行的时间段内公共交通选如果您所在地区或您需要出行的时间段内公共交通选

择很少择很少，，应随附数份公共交通时间表或可以证明为何
很难使用公共交通的其他资料。

如果您需要有驾驶执照才能帮助您履行照顾或家庭责如果您需要有驾驶执照才能帮助您履行照顾或家庭责

任任，，应说明：

• 您所照顾的对象——比如您的孩子、年长亲属或

残障人士或病人；

• 您提供哪些照顾——比如您是否带此人就医或赴

其他约诊？您是否提供购物或清洁等日常照顾？

• 是否没有公共交通，或公共交通不适合您需要做

的事情，以及

• 不能开车如何让您难以或无法给予他们需要的照

顾。

您应该跟律师谈谈哪些因素对您的个案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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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院删除我的驾驶权取消期如果法院删除我的驾驶权取消期

限，接下来会怎样？限，接下来会怎样？

在获得新驾驶执照前请勿开车！

您必须首先向新南威尔士州服务中心申领驾

驶执照，然后才能开车。

如果您在获得新的驾驶执照前开车，可能会被定罪为 

“驾驶权取消期间驾驶”。您可能面临长达12个月的监

禁，同时还可能被再次取消驾驶权至少6个月。

为获得新的驾驶执照，您必须接受常规的道路安全和知

识测试，以及新南威士州服务中心或道路及海事服务局

需要您完成的任何其他事项。

道路及海事服务局将会检查您近期是否有法院在审理您

的个案期间不知情的违章驾驶行为。如果该局认为您在

无违章期限内确实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则您的个

案将被送回法院。在法院重新审理完您的个案之前，您

不会获得驾驶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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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罚款！

如果您仍有罚款未付，应立即付清。如果

您仍有罚款未付，新南威尔士州服务中心

可能不会向您发放驾驶执照，或者可能会

暂时吊销已发放给您的驾驶执照。

如您想要了解自己是否存在未付罚款或者是否因未支

付罚款而受到相关限制，或者您想要获得关于罚款

债务管理方面的帮助，请致电1300 655 805或访问

www.revenue.nsw.gov.au 联系新南威尔士州财政

局。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Legal Aid NSW）可以帮助您

找到处理罚款的方法。您或许可以获得工作及发展令

(WDO)。有了WDO，您可以通过无偿工作、上课、心

理辅导或治疗等方式抵免罚款。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

查找您所在地区的WDO服务，请致电02 9219 5000或
访问www.legalaid.nsw.gov.au/wdo  

如果法院不删除我的驾驶权取消如果法院不删除我的驾驶权取消

期限，会怎样？期限，会怎样？

切勿驾车！

如果擅自驾车，您可能面临监禁，同时驾

驶权取消期限将被延长。警方还可能会扣

押您的车辆或车牌长达6个月。

您不能对法院的裁决提起上诉，但您可以在12 个月后

再尝试申请，前提是您仍然符合相关资格——参见 

“哪些人可以申请？”。

想想为什么法官拒绝了您的申请。为了提高下次申请

成功的机率，在接下来12 个月里，您是否可以为解决

这些问题做些什么？

如果您出现更多违章驾驶行为，这将结束您的无违章

期限，并推迟您可以再次申请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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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可以获得 在哪里可以获得 

法律帮助？法律帮助？

LawAccess NSW

热线服务电话，提供免费法律信息，转介其它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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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d NSW获得免费法律建议。如欲寻

找距您最近的办事处，请致电 1300 888 529或访问

www.legalaid.nsw.gov.au，在 ‘Get legal help’（获

取法律帮助）部分查找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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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可以获得 在哪里可以获得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 道路及海事服务局可以为您提供一般信息和获取

驾驶记录的方法，请致电02 6640 2821。

• 拨打新南威尔士州服务中心电话13 77 88或访问

www.service.nsw.gov.au 

可了解关于如何申请驾驶执照的信息。

• 拨打新南威尔士州财政局电话1300 655 805或访

问www.revenue.nsw.gov.au 

可了解与罚款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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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您不应依赖本手册作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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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gal Aid NSW 2020

如需订购本手册，请至网址 www.legalaid.nsw.gov.
au/publications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ublications@
legalaid.nsw.gov.au.

This brochure is also available in Arabic, Dari/Farsi 
and Simplified Chinese.

获得关于 Legal Aid NSW  服务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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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