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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
安全帶和兒童安全座椅
問題：我必須系安全帶嗎？
回答：是的。车里的每个人任何时刻都要安全地固定、系好安全带。
根据昆士兰州法律，如果您是驾驶人，您要确保车里的每位乘客不论
年龄，都系好安全带或正确固定儿童座椅。
车祸发生的时候，大多数受伤都发生在驾驶人或乘客摔倒在车内，如
果从车里弹出去那么就可能发生严重或致命的伤亡。系好安全带防
止该情况发生，还能在严重车祸中提高存活率达50%。

安全带提示：
• 在您开始驾驶前，通过确保每个人正确地系好安全带，为孩子们树立好
榜样。如果您的一位乘客不论年龄没有系好安全带或儿童安全座椅，那
么您面临被罚341澳元、扣3分的风险。

免責聲明:

• 只有一人能同时使用同一安全带，每人、每个孩子都必须有各自
安装好的安全带。

這份資料由黃金海岸多元文化社區管理委員會編寫, 協助昆士蘭警務和道路交通部,為日本/韓國的居
民和遊客提供幫助。
該手冊僅作為指南之用，手冊印刷時是現在最新的版本。注意道路規則可能會改變。該手冊資料僅包
含一小部分道路規則例子，不可替代官方的道路規則手冊。

• 年龄小的孩子和婴儿需要有特殊的婴儿/儿童座或者分离
座，安全带要正确固定而且合法。

對長期訪問者和移民澳洲的人來說，建議您熟悉“昆士蘭州駕駛主要細則”。這是所有駕駛人員的道路
規則手冊，其中包括初學開車的人。它包括昆士蘭駕駛執照體系和道路規則的基本資訊。詳情請看
www.tmr.qld.au
於2014年12月出版

該倡議是由昆士蘭州政府道路規則撥款計畫注資，由FABIO MIRANDA GALVES設計- www.
fabiomiranda.com.au, info@fabiomirand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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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驾车或服药后驾车

儿童安全座椅
法律规定，所有7岁和7岁以下的儿童要根据他们的身体大小和年
龄，固定在澳大利亚标准认可的安全座椅上。重要的一点是要挑
选、安装好适当的儿童安全座椅。
不要拿孩子的生命来冒险，否则会对你携带的最珍贵品造成严重的伤
害。
没有正确固定孩子的惩罚是341澳元，并扣3分。

酒后驾车

血液中法定酒精浓度
0.0 (零)BAC也称为‘无酒精限制’。
低于0.05BAC也称为‘普通酒精限制’。
驾驶执照

问题：如果我的孩子年龄在7岁以下，他们能坐在前座吗？
这取决于车里是否有超过一排的座位和孩子的年龄。
如果车里只有一排座位（例如ute货车或送货厢式车），任何年龄的
孩子只要正确地固定好都可以坐在前排。车前面的气囊也可以限制
孩子座椅的位置。一般来说，如果孩子坐在一个分离座椅或者面向
后保护的婴儿座椅，他们不能坐在有安全气囊车辆的前排。

所有初学者、P1/P2临时驾驶者、实习或受限制的驾照持有
者（不考虑年龄）； 所有持临时、实习或全牌驾照者，
在学习更高级别的牌照；所有持RE摩托车牌照人的开始
持有RE临时、实习、受限制或全牌的前12个月内。

如果有2排或多排座椅的情况下：
• 车辆有多于一排座椅的情况下，4岁以下
的孩子不能坐在车的前排，即使小孩已经3岁且大
以坐到垫高椅里也不行。

血液中法定酒精浓度

(BAC)
0.00
(不含酒精的限
额)

Below 0.05
全牌驾照持有人 （但是如果你获得了RE摩托车牌照，不论
年龄或驾驶牌照类型，第一年驾驶必须是0酒精浓度）

到可

• 车辆有多于一排座椅的情况下，4岁到7岁之间的孩子不能坐在车
的前排，如果所有其他座位都被7岁以下的小孩占据的情况除外。
请注意：如果后排装有2个小孩安全椅，没有地方装第3个小孩的座
椅的情况下，那么只要小孩年龄在4岁到7岁之间，可以使用非固定
的垫高椅或座椅垫子。
如果您和您小孩一起乘坐公共交通，车上没有小孩安全椅，那么您
和您小孩必须系上安全带。

(普通酒精限额)

所有驾照持有人在驾驶：
卡车（GVM超过4.5t的任何车辆）； 公共汽车（可以载超过12个包括司
机在内的成年人）；铰接式车辆、双拖车、公路火车； 运输标有危险
物品的车辆；出租车、豪华轿车、载客公交车；卡车拖车、领路车或护
送超大型车辆的护送车； 驾驶员教练进行驾驶培训的车辆；专种车辆
包括拖拉机。

0.00
(不含酒精的限
额)

喝酒损害您安全驾驶的能力。酒精影响您的判断、视力、协调和反应，还增加发生车祸的危险。如果您
喝了酒，那么在血液或呼吸的酒精浓度高于您年龄或所持牌照或车型的限额时，是禁止开车的。
警察有权为了测试酒精和药物而随机拦截车辆。为了测试酒精和药物，可能要求驾驶人在警察指挥下，
提供呼吸和/或唾液样品。驾驶人必须遵守警察测试酒精和药物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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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驾车的惩罚是什么？
I在昆士兰州，所有酒后驾车的违法者都要上法庭。由初级法庭来决定罚款
和取消执照的时间。惩罚力度取决于你的血液酒精浓度以及是否有过前
科。
如果你喝酒太多，那么你不可能回到车前睡觉再用车钥匙点火了。
药物
很多药物可能影响您开车的能力。主要一点是了解药物可能对您驾驶能力
的影响。 药物可能影响您的视力、情绪、判断、肌肉的控制、反应、协
调和警觉性，还可增加车祸的危险。如果您既吃了药又喝了酒，那么风险
就更大了。
如果您在服药，咨询您的医生或药剂师，读一下标签和指南，看看这些药
是否会使您瞌睡或影响您的协调、判断或反应力。

集中注意力
只有一刹那你就会丧失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驾驶时注意力分散哪怕一会也
可能很危险。可能会违法，也可能导致罚款和扣分，所以不要冒这个险。
注意导致车祸时，分散司机注意力事项如下：
• 任何司机在车上用手握着手机讲话都是违法的。不仅您本身的生命有
危险，也会危及到其他人生命。如果您出了车祸，那么有可能保险不
管理陪；
• 发送或接收短信；
• 小孩要求关注；
• 换CD盘、电台或其他音乐设备。
集中注意力的提示：
• 如果您不能避免使用手机，那么安装一台免提电话，这样你讲话的同时
还能安全而合法地开车；
• 确保小孩安全地固定了，在行驶过程中有很多占用他们精力的地方。如
果他们需要关注，那么在照顾他们之前将车停在路旁。

超速
超速一直是昆士兰州公路上的主要杀手。在2013年，有47起超速引起的致
命车祸，占昆士兰州公路死亡人数的17.3%。
超速的定义是速度超过标示的速度限制或速度在当时的驾驶条件不适当（
例如：下雨、大雾、交通量、车流等）。
超速很危险。不管你驾驶多有经验，你的车有多好，或者你是在繁忙都市
的街道还是在开阔的乡间公路上行驶，超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安全。超速
增加了停下来的距离和车祸的风险。
超速的潜在后果不值得去冒险，其中包括：

• 杀了或伤害了自己、所爱的人或其他车祸中无辜的道路使用者；
• 支付罚单和修车费用；
• 扣分或取消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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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

学校区

眼睛疼而沉重，视力模糊，身体僵硬、痉挛，反应时间减慢，车在路上
漂移。

学校区适用于昆士兰州所有学校的附近。您可以发现学校附近学校区的标
志。在上学期间学校区的限速比较低，一般早上7点到9点和下午2点到4
点。较低限速降低了在这些时段对路上行人伤亡的风险。速度和时间取决
于地区，所以您必须一直小心看标志牌。

这些都是疲劳的警示信号，长距离和短距离行程都可能发生，尤其是下午2
点到4点和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这些时段人体自然疲倦了，而与疲倦相
关的车祸风险是最高的
您最好的保护措施就是认识到司机疲倦、停止驾驶的标志，休息一下。可
能旅行会增加点时间，但可能会挽救你的或其他人的生命。

全天限速的学校区位于校园分开的学校，在那里学生需要穿越马路到对面
的建筑或设施去。

如何避免长距离旅行中的驾驶疲劳
多车道上的车辆激活标志也是提醒司机减慢速度，观察学校区的限速。
• 定期休息-每2小时至少休息15分
钟，每5个小时建议增加30分钟
休息；
• 停到路边休息区、旅游景点、司
机休息区、公园、加油站或其他

安全地带；
• 从车里出来，伸展腿、喝点吃点
东西；
• 和别人轮流驾驶；
• 一感到劳累，停下来休息。

查找标志牌：

掉头

如果没有标识显示“U-Turn Permitted”可以掉头，那么在交通灯处做掉头是
违法的。当你做掉头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给所有其他车辆让路。

“U-Turn Per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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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规则

道路标志

驾驶执照
当您获得L牌、临时驾驶执照（P）或全牌驾驶执照的时候，您驾驶的时候
要一直带在身边。当警察需要看驾驶执照的时候，你必须将L牌或驾驶执
照交给警察看。

如果您行驶的道路上有两条同方向的车道,而且车速限制在80kph或更高速
度,那么如果您要超过另一辆车的话,只能在右车道行驶。如果路中心有2条
白线（双线、连续线、平行线或实线）那么只要您不是要超自行车的话，
禁止车的任何部分压在或越过这些线。

问题：我可以用我的外国驾驶执照在昆士兰州驾驶吗？

骑自行车-最短会车距离

回答：可以，但是用有效的外国驾驶执照在昆士兰州驾驶时，你必须：

与骑自行车的人一起共用道路：

• 只能驾驶执照上认可的车型；
• 遵守驾驶执照上的条件（如果有）
• 当警察或被授权的官员要求你出示驾照时，要给他们看。
如果您的驾驶执照是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那么您应当携带被认可的驾照
英语翻译件。
如果有以下情况那么您用外国驾驶执照在昆士兰州驾驶的授权就被收回：
• 身体不健康不能安全开车；
• 成为澳洲公民并且已经在昆士兰州生活超过3个月；
• 不是澳洲公民，但您在昆士兰州居住以前已经发给您居住签证，并且现
在您已经在昆士兰州居住了3个月；
• 不是澳洲公民，但您在昆士兰州居住以后已经发给您居住签证，并且自
拿到签证以后，现在您已经在昆士兰州居住了3个月。
注意：根据1958年移民法（联邦），居住签证意思是永久签证或特殊类别签证。签证例如
学生签证，允许您在澳洲居住一段有限时间，或者直到某个事件发生或当你有特殊情况的
时候，这不是永久签证或者特殊类别签证。

• 司机经过路上骑自行车的人时应当一直确保会车的安全距离；
• 为了更加安全，昆士兰政府在实验新的道路规则，即要求机动车在
60KM/H或低于这个时速行驶的时候，要为骑自行车人留下最短一米的
会车距离；机动车时速超过60KM/H的时候，提供最短1.5米的会车距
离；
• 新规定是，只要司机看清了对面而来的车流并且情况安全时，司机可以
越过中间线，包括双实线、横跨车道线或行驶在画好的安全岛上，从而
经过骑自行车的人；
• 如果司机已经停在了停车标志或交通灯的地方，而骑自行车的人停在他
们旁边，那么他们应当让骑自行车人在前面，当情况安全的时候超过骑
自行车人；
• 司机没有提供最短会车距离的，有可能受到警察罚款。

Stay wider of the rider

60

and
under

1 me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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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噪音，手机和雷达探测仪

STOP

手机
开车时用手握着手机讲话都是违法的，这包括接电话、打电话，发短信以
及使用手机的其他功能。当您驾驶的时候，如果您的手
机握在手里就可能被罚款，包括在交通灯停车的时候。
全牌驾照司机可以用手机的免提方式打电话。但是，对某
些包括初学者和25岁以下P1牌照的司机，是禁止手机使
用的（包括免提）。对这些司机的监督者和乘客来说，
禁止使用手机上的扩音器功能。

STOP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驾驶中使用手机可能非常分散注意力。当您在驾驶的时
候，建议您关机或静音，或者把它放在够不到的地方，您就不会试图使用
手机。

STOP

当您驾驶车辆的时候，您不能制造太多噪音；例如：使电机加速声音很大
或者旋转车轮，使轮胎发出尖叫声。

停车
当您看到停车的标志，您必须停车、在启动前给所有其他车辆和行人（走
或跑的人）让路。
立体声系统

在通过停车标志牌或停车线的时候，你不能缓慢地开过去，你必须完全停
下来。

如果您车里有收音机或立体声音响，您不能在开车时或坐在
路边的车里把声音开的很响。

当一辆车朝你开过来，上面有“WIDE LOAD”（宽负载）标志，而且司机指
着你和路边的时候，你必须减速或将车停到路边，直到宽负载车过去。
遵守合法的指挥
警察和交通道路部门的检查员可能手里举着标志牌指挥道路使用者。警察
的指挥权利大于让路或停车的标志。您必须遵守这些指挥。

雷达探测仪
任何时间在车里放雷达探测仪都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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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交通规则
环岛是用一条车道或多条车道来辅助管理道路车流的。
让路- 当您接近环岛时要减速，您必须给已经在环岛中的车辆让路。要让
路、减速，如果有必要就停车，允许环岛中的其他车辆安全通过。
环岛的道路安全
小心骑摩托车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考虑他们过环岛的需要-他们可能不象
车辆那样容易发现。
小心环岛中的卡车和公交车，因为其尺寸它们可能需要更大的空间转弯，
而且它们通常占用一条车道以上。尽可能在环岛中避开它们。
环岛的大小不同，有些是单一车道，而其他有车道和道路标志，告诉你向
哪里行驶。

Page

在环岛上打指示灯

If you’re turning
right or are doing
a U-turn, indicate
right as you
1 5approach
| R o a d Sand
a f e tenter
y
the roundabout.
Indicate left before
you turn off.

多车道
If you’re going straight,
don’t indicate as you
approach and enter the
roundabout. Indicate left
before you turn off.

如果接近一个多车道的环岛，要遵守路上的标志，告诉你进入哪条道路。
如果路上没有标志，那么：
• 如果左转，那么从左手车道接近、进入或离开；
• 如果直行，那么使用任一车道；
• 如果右转或掉头，从右侧车道接近、进入或离开。
只要你安全驾驶，那么你可以在环岛上换线。

车头灯

If you’re turning left,
indicate left as you
approach, enter and
turn off the roundabout.

当您使用远光灯的时候，当你发现有车向你开过来的时候，你必须马上换成
近光灯直到对面车过去。另外如果你跟在另一辆车后面，你必须一直使用
近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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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禁止将车停在装卸区，除非您是以下情况：

泊车

• 公交车上下乘客；

当您去商店的时候，你不能把车钥匙放在车里，开动着马达。
如果你没有许可证，你不能将车停在有轮椅标志的位置。

• 卡车上下乘客或装卸货物；
• 机动车上有商用车标签；
• 任何在此装卸货物的车辆（不超过20分钟）；

当您将车停在马路中间的中央停车区，然后你要开走，你必须
把车开出来（向前）。

• 任何在此上下乘客的车辆（不超过2分钟）。

你不能把车停在马路边有黄线的区域。
保证您认真阅读了泊车标志

V车辆不允许在这段路上停车。该标志通常用在高峰时间- 该标志牌显示
适用的时间段。如果您在这里停车或泊车，那么可能会被罚款并将车拖
走。

您禁止在任何时间将车停在这一区域。如果标志上不允许你停留更长时
间，那么你可以只是载乘客或乘客下车，或装卸货物最多2分钟。禁止车
在此无人看管。

任何时间都禁止在这里停车，遵守官方指挥除外。这里停可以包括等交通
灯或如果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停或泊车。

泊车标志牌表示哪里可以停哪里不能停。符号可能规定你可以什么时候、
在这里泊车多长时间。例如该标志牌表示，周一到周五之间的早上7点到
晚上6点半和周六的中午，你可以在此停不超过2小时，但是其他时间没

摩托车
在昆士兰州，如果您不持有摩托车驾驶执照，那么您不能开发动机排量超
过50cc的摩托车或小型摩托车。如果您持有汽车驾照，那么您只能骑助
动车其发动机排量等于或小于50cc。
您必须戴上认可的、安全固定好的摩托车头盔，不允许戴自行车头盔或其
他安全头盔。
你可以载一名乘客，坐在你后面两腿分开，但是这只有当
你持有摩托车驾驶执照至少一年才可以。如果你在学习
驾驶，那么就不能载人。
摩托车上必须有乘客用的脚蹬和座位，乘客也
必须戴认可的摩托车头盔。
当驾驶摩托车或小型摩托车时，不能装运大型
或笨重的物品。

有限制。

* 认可的头盔符合澳大利亚标准AS1698或AS/NZS
1698。

参考信息/其他信息：
https://www.qld.gov.au/transport/licensing/motorcycles/licence-types/index.html
http://www.tmr.qld.gov.au/Safety/Motorcycle-safety/Motorcycle-safety-gear.aspx
https://www.qld.gov.au/transport/licensing/motorcycles/passengers/
Road Safety | Pag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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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General TEST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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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rvice.transport.qld.gov.au/rrtexternal/SelectExam.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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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交通专用车道
在运营时间内（时间在标志牌上有标识）禁止在过境交通专用车道行驶，
如果您驾驶的车辆最少载客人数符合标志牌规定（包括司机），或者您驾
驶公交车、出租车或豪华轿车或骑自行车或摩托车：

过境交通专用车道T3

过境交通专用车道T2

至少3人

至少2人

铁道路口
不遵守铁道路口附近的道路规则可能是致命的。铁道路口处的
车祸通常比其他类型的车祸严重很多，因为火车既重又快。

在铁道路口停车和让路
你必须在STOP标志牌或STOP线后停止，并给任何接近或进入
路口的火车让路。你必须在让路标志后或让路线后给任何接
近或进入路口的火车让路。

进入或离开铁道路口
如果有以下情况，那么您禁止驶入铁道路口：
• 警示灯、警示铃或拦车吊杆工作的时候；
• 您可以看见或听到火车接近路口；
• 在路口那边道路封闭或您的车不能马上离开路口。一旦您
可以安全离开那么您必须马上离开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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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车辆
警车、救火车和急救车是紧急车辆。如果一紧急车辆向您驶过来，而且响
铃或者闪烁红灯或蓝灯，那么一旦您能安全离开，您必须驶离紧急车辆的
通道。
您应当：
• 减速
• 向左移动，使车辆从路中间减少；
• 如果你不能安全地向左移动，那么原地不动，让紧急车辆超越你；
• 不要突然移动你的车或进行非法转弯；
• 不要驶入紧急车辆的通道。
交通路口的紧急车辆
当紧急车辆进入交通路口时，通常会停下来或减速，检查它们是否能安全
通过。当紧急车辆报警或闪烁红色或兰色灯的时候，即使你面对绿灯或
绿色箭头灯，而紧急车辆显然已经停下来或减速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让
路且不驶入紧急车辆的车道。定时向前方并通过后视镜小心观察紧急车
辆。

5/02/2015 12:18 am

如果您卷入车祸该怎么办
• 马上停车，帮助受伤的人。如果有人受伤或车辆损伤或车辆需要拖走，
那么必须要通知警察。

• 如果以下情况发生，您还应当向警察报告：
• 另外一名司机拒绝提供所需细节，或事故发生后没有停车。在这种
情况下，尽量获得汽车和司机的登记细节和具体说明。

• 一名司机如果受到酒精或药物的影响就值得怀疑。
• 交换与事故相关车辆、或因事故其财产受损的司机和物主的姓名和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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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道路规则信息可以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www.tmr.qld.gov.au/Safety/Queensland-Road-Rules/Road-rules-refresh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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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销售车辆
买车
转移车辆登记
车辆登记转移表买卖双方都要填写。要完成车辆登记转移，您需要：
• 一份填写完整的登记转移表；
• 一份以前的车辆登记证明；
• 一份卖方签署、写有销售价格的收据（包括有疑问的二手车里程表读
数）；
• 销售日期
• 卖方详细情况
• 您的身份证明
• 安全证明和天然气（LPG）证明（如果有的话）。

买方的检查清单
• 车辆有一张现在的昆士兰州安全证明；
• 安全证明放在车上展示出来；
• 证明上有签发机构许可的检查站名称；
• 安全证明仍然在有效期；
• 一名独立的技工已经检查了车辆；
• 虽然登记证明不是合法车主的依据，但卖方的名字在证书上显示；
• 访问www.ppsr.gov.au网站或打电话1300007777，在个人物品安全登
记上使用查询功能，来确保您买的车没有担保物权。例如，如果您买
了一辆车仍在欠债中，那么车可能被给车贷款的人/实体收回。注意：
这种查询还能告诉您车是否已经被报告偷窃或注销；
• 如果车是烧气的或是安装燃气装置或系统的，那么可能需要一个燃气
证明；
• 确保车辆转移申请的完成，由您和卖方共同签字，并将申请递交交通
道路部门。

如果是从私人手里购买的话，那么买方负责转移车辆登记。如果您是从车
行买的二手车，车行负责转移二手车。
安全证明
所有在昆士兰州登记的车必须在出售前，取得现在的安全证明，没有出示
现在的安全证明要面临巨额罚款。
在您承诺购买车之前，您应当检查证明是否有效，因为车辆转移手续不能
一方完成。
卖方有法律义务提供安全证明，并且在开具证明前完成所需修理。
在车辆没有登记的情况下，没有法律要求卖方提供安全证明，但是出于您
的最佳利益，需要要求或为自己安排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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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您什么时候呼叫三个0（000）
• 如果犯罪正在发生；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如何联系警察
• 拨打警察专线131444来报告非紧急犯罪和非紧急事件。（7天24小
时）

如果您有语言或听力障碍怎么办

如果犯罪不是现在正在发生，本区域内威胁生命
或可疑罪犯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拨打警察专线
131444要求非紧急事件协助。您还可以联系警察
专线进行普通咨询。

如果您有语言或听力残疾，可以通过国家中继服务106连接到000。

当非紧急情况下你需要联系警察的例子：

• 当生命受到威胁；
• 事件非常紧急，例如火灾。

当您呼叫000时会怎样？
• 当您呼叫000时，您的电话就连接到了TELSTRA紧急呼叫服务中心；

• 拨打警察专线131444来报告非紧急事件，其中包括财产破坏、偷窃、
破门而入、车辆丢失或财产丢失，或者进行非紧急事件的一般咨询；
• 报告过去发生的事情；
• 希望和某一名警员谈话或连接到一个派出所；
• 投诉。

• TELSTRA接线员会问你需要什么服务-报警、火灾或者急救；
• 您要告诉接线员您需要哪种服务；
• 然后您的电话立刻连接到所需要的紧急服务。
如果因为你不能讲话而没做应答，那么你的电话将被转接到一个自动系
统，如果您仍需要帮助，那么系统要求你在电话键盘上按下 ‘55’。按
下‘55’将电话接到警察局，他们会评估情况，确定最合适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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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提供犯罪、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 致电灭罪热线：1800333000；
• 上网www.qld.crimestoppers.com.au (7天24小时)。
灭罪热线是为社区成员提供匿名举报犯罪行为信息，
而设立的电话线和网站。昆士兰州的灭罪热线是在
册慈善与社区志愿者组织，与昆士兰州警察服务共
同合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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