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使用者最新資訊

2020年3月



滾滾長江東逝水

(1) 酒後駕駛及藥後駕駛
酒後駕駛：體內酒精比例的法定上限定為每
100毫升呼氣中有22微克酒精、每100毫升血
液中有50毫克酒精、或每100毫升尿液中有
67毫克酒精。任何汽車駕駛人如被驗出體內
酒精比例超過法定上限，將會被檢控。

藥後駕駛：駕駛汽車時，如你的血液或尿液
含有任何濃度的毒品，包括海洛英、可卡因、
氯胺酮（「K仔」）、甲基安非他明（「冰」）、
大麻（「草」）及3，4 — 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
他明（「搖頭丸」），即屬違法。

如涉及交通意外、觸犯了交通違例事項，或
被懷疑酒後/藥後駕駛，警務人員可要求駕駛
人進行初步酒精/藥物測試。此外，警務人員
亦可以進行隨機酒精檢查呼氣測試。如無合
理辯解而拒絕或未能接受初步酒精/藥物測
試，亦屬違法。

(2) 違例駕駛記分制度
違例駕駛記分制度是為改善道路安全及阻
嚇經常違反交通規例的人士。除了原有罰則
外，某些交通違例事項還會有違例駕駛記分。

(3) 駕駛改進課程
駕駛改進課程是為加強駕駛人的道路安全意
識及向他們灌輸良好駕駛行為而設。如被裁
定觸犯嚴重交通罪行的罪名成立，或在過去
兩年內被記違例駕駛分數累積達10分，你便
須強制完成駕駛改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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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取消駕駛資格至少6個月及強制完成駕駛改進課程。

(7) 加重超速駕駛的罰則（自2001年1月1日生效）

(5) 不得手持流動電話
你在駕駛汽車時不得手持流動電話或任何其
他電訊設備或其附件，亦不得將這些設備置
於頭與肩膀之間。

(6) 佩戴安全帶的法例要求

私家車

的士

公共小巴

私家小巴
及貨車

巴士

如已裝有安全帶，
必須佩戴。

如已裝有安全帶，
必須佩戴。

如已裝有安全帶，
必須佩戴。

必須佩戴安全帶。

不適用

不適用

駕駛人 前座乘客 後座乘客

車速比車速限制高出

每小時15公里或以下

超過每小時15公里但不超過每小時30公里

超過每小時30公里但不超過每小時45公里

超過每小時45公里＊

定額罰款 違例駕駛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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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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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滾長江東逝水

滾滾長江東逝水滾滾長江東逝水(4) 危險駕駛罪行
「魯莽駕駛」和「魯莽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已
分別被「危險駕駛」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
死亡」所取代。

新增的「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罪行，和加重危險駕駛罪行(包括「危險駕
駛」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罰則經
已實施。

新修訂交通法例



新修訂交通法例

滾滾長江東逝水

(8) 危險警告燈
如在快速公路或車速限制超過每小時50公里
的道路上因車輛故障或緊急事故而停車，你必
須亮着危險警告燈。此外，如你的車輛可能
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你也可亮着
危險警告燈。

(9) 汽車燈
在能見度欠佳或黑夜時間駕駛時，你必須亮
着大燈。如駕駛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時，則
須時刻亮着車上所有前燈、大燈和後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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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網頁載有更多有關駕駛執照
及車輛牌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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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暫准駕駛執照
你須先在駕駛考試及格，才可申領電單車、
機動三輪車、私家車或輕型貨車的暫准駕駛
執照。暫准駕駛期至少12個月。

申領正式駕駛執照亦必須在完成暫准駕駛期
後3年內提交。

(11) 商用車輛駕駛執照
在申領相關商用車輛類別的駕駛執照時，你
必須：

‧年滿21歲；

‧持有最少3年有效私家車或輕型貨車正式駕
駛執照（或如該正式駕駛執照在完成暫准
駕駛期後獲發，則最少2年）*；及

‧在5年內，沒有就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或令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酒後駕駛或
藥後駕駛被定罪。

*由2020年10月1日起，持有有效私家車或輕
型貨車正式駕駛執照的年期要求將會改為最
少1年（或已完成暫准駕駛期，並獲發正式駕
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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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滾長江東逝水

(12) 停車熄匙
如在車輛停定時，駕駛人讓引擎於任何連續
的60分鐘時段內合計運作超過3分鐘，即屬
違法。一般而言，駕駛人如因交通情況或上
落客貨而停定車輛，以及某些車輛類別的駕
駛人的運作需要等，均可獲豁免。

(13) 貨車倒車視像裝置
所有在2014年10月1日或以後首次登記的
貨車（拖頭及拖車除外）必須安裝倒車視像
裝置。

(14) 不准使用快速公路的車輛
以下車輛不准使用快速公路：

‧學習駕駛人所駕的車輛；

‧引擎容量低於125立方厘米的車輛；

‧功率低於7千瓦的電動私家車及功率低於3
千瓦的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

‧公共小巴；及

‧特別用途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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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共小巴的安全措施

公共小巴司機駕駛時的車速不得超過所在道
路的車速限制或每小時80公里（以較低者為
準），並須展示司機證。公共小巴亦須安裝認
可的車速限制器，而在2014年12月1日或以
後首次登記的公共小巴更須安裝認可的電子數
據記錄儀。

申領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的人士須完成公共小
巴司機職前課程。

新修訂交通法例

PUBLIC  LIGHT  BUS  19  SEATS  公共小型巴士十九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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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駕駛

(1) 避免疲勞駕駛
‧如感覺疲倦，就不要駕駛。

‧不要飲用酒精飲品或服用藥物。

‧應預先計劃好你的行程，特別是較長途行車。

‧如在駕駛中感覺疲倦，可打開車窗呼吸一
下新鮮空氣，或調低冷氣的溫度，以保持
清醒。

‧盡可能嘗試尋找合適的泊車位停下來休息，
但切勿在快速公路或有車輛快速行駛的道
路上停車。

(2) 使用輔助駕駛系統
你必須在使用輔助駕駛系統（如已裝有）前
充分熟悉該系統的功能、操作及限制。即使
在使用該系統時，你仍須時刻留意交通情況
及手握軚盤。

(3) 使用倒車視像裝置
除非情況安全，否則切勿倒車。你可使用倒
車視像裝置（如已裝有）協助你監察車後情
況。在泊車或倒車時，你亦可亮着危險警
告燈。

(4) 使用交通燈路口的右轉袋口位
在設有右轉袋口位的交通燈路口右轉時，應
讓路給迎面而來的車輛。當綠色燈號亮着時，
你可駛前至右轉袋口位等候。如情況安全，
你便可右轉。

部分設有右轉袋口位的交通燈路口可能會附
有右轉綠色箭嘴燈號。當右轉綠色箭嘴燈號
亮起，表示迎面車輛已根據其紅色燈號指示
停車，你可以在安全情況下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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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左
應從左線駛入並發出左轉信號。

沿迴旋處的外線行駛，並繼續發
出左轉信號才離開。

直駛
可從左線或右線駛入（若在三線
迴旋處，可從左線或中線駛入）。
不要發出信號。在迴旋處內，繼
續沿該線行駛。

經過你選定的出口之前一個出口後，
應發出左轉信號，然後離開。

轉右 / 掉頭
應從右線駛入（若在三線迴旋處，
可從右線或中線駛入），並發出
右轉信號。

沿迴旋處的內線繼續行駛（若在
三線迴旋處，則沿內線或中線）。

繼續發出右轉信號，直至經過你
選定的出口之前一個出口，才發
出左轉信號，然後離開（若使用
三線迴旋處的內線，你在發出左
轉信號時，可先轉往中線）。

傳統式迴旋處 螺旋形迴旋處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發出右
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5) 使用迴旋處

傳統式迴旋處與螺旋形迴旋處的使用方法是大致相同。

‧當駛近入口時，應減慢車速、盡早決定出口及行車線。

‧在迴旋處內，當駛近出口時，應禮讓其他車輛，特別是有意駛出迴旋處的車輛。駛出迴旋處前，應
發出左轉信號。你亦應留意螺旋形迴旋處內引導車輛駛出的道路標記。

‧當駛出迴旋處時，應注意即使迴旋處內的道路標記是有助你駛出，亦可能有車輛從你的左後方駛入
或越過你的行駛路線。

發出左
轉信號

繼續發出
左轉信號

繼續發出
左轉信號

發出左
轉信號

安全駕駛

PUBLIC  LIGHT  BUS  19  SEATS  公共小型巴士十九座位



(1) 發出指令的交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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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語言

在所示時間內
不准停車

在所示時間內不准
公共小巴停車

在所示時間內
不准貨車停車

全日不准
巴士停車

不准停車
限制終止

全日不准停車
的重複標誌

左線在所示時間內
為巴士線，只准
專營巴士駛入

左線在所示時間內
為巴士線，只准專營
巴士及其他巴士駛入

公共小巴站時間
字牌，其他時間則
准許公共小巴泊車

的士站時間字牌，
其他時間則准許
的士泊車

自動收費亭 行車線供自動
繳費車輛行駛

轉左彎連同「開始
減速」標誌（符號
方向相反則為右彎）

前面有行人
交通意外黑點

前面有衝紅燈
攝影機/偵速
攝影機

衝紅燈攝影機
管制區

道路向右轉急彎
（符號方向相反
則為左轉急彎）

(2)  發出警告的交通標誌

(3) 發出警告及提示的道路標記

前面有
騎單車者

黃色橫條道路標記 —
支路出口 / 迴旋處 / 收費
廣場在前，減慢車速

請勿停留或
停泊

所示車速
限制起點

只准的士
上落客處

自動繳費車輛
行車線引路標記

TAXI

道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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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出提示的交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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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語言

在交通繁忙的道路，
可能設有架空的方向標誌。 

三條過海隧道的符號以「東」、「中」及「西」字標示，
分別指示往東區海底隧道、海底隧道（紅隧）及西區海底隧道
的方向。目的地名稱下面的箭嘴指向通往這些地方的行車線。

顯示沿主要
幹線位置的
里程標誌

指示主要幹線
出口編號的
方向標誌

指示目的地及相關的
主要幹線出口編號的

方向標誌

沿主要幹線的
幹線號碼

往附近設有
急症服務
的醫院方向

往登山電梯方向   往港鐵站方向 右邊道路收窄

市區的士上落客處 新界的士上落客處 大嶼山的士上落客處

指往快速公路的
方向標誌，顯示目的地、
幹線編號及快速公路圖案

指往區內目的地
的方向標誌
（白底黑字） 

快速公路延續及
幹線號碼

右邊道路收窄
（用於快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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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延長行人閃動綠燈的智能裝置
由2018年起，運輸署已在9個「綠色人像
燈」過路處加裝了智能裝置。長者或殘疾人
士可用長者八達通卡或殘疾人士個人八達通
卡在該裝置上拍卡，隨後的閃動「綠色人像
燈」時間將會延長。

(5) 主要幹線
香港的主要幹線包括大部分主幹路和快速公
路，均編有幹線號碼及出口編號。方向標誌
上亦會髹上幹線號碼盾和出口編號，以指示
駕駛人使用適當的幹線。

道路語言

運輸署網頁載有更多有關主要幹線
及快速公路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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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巴士友善交通措施

運輸署在2019年分別在沙田、葵芳、九龍城
及中環的4個巴士站試行設置「請讓巴士」的
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以鼓勵駕駛人在駛近
巴士站時禮讓巴士先行。部分巴士車尾亦已
貼上「請讓巴士」的標貼。

運輸署亦在2019年在香港仔海傍道近田灣海
旁道的巴士站安裝了減能護柱作為試點。當
減能護柱受到車輛撞擊時，它會吸收車輛撞
擊時所產生的能量並使其減速，從而減低失
控車輛對駕駛人、乘客及行人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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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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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車時間顯示系統
預計時間會以下列三種顏色表示不同的交
通狀況：

‧ 紅色 － 交通擠塞；
‧ 黃色 － 行車緩慢；及
‧ 綠色 － 交通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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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資訊

下載「香港出行易」
手機應用程式

(2) 行車速度屏系統
行車速度屏設於新界通往九龍方向的各條
主要幹道分流點，提供有關路線的實時交
通狀況，以便駕駛人選擇合適路線。

(3)「香港出行易」手機應用程式
運輸署在2018年7月推出一個綜合手機應用程
式「香港出行易」以推動「智慧出行」。它提供
出行方式路線、行程時間及交通費用的資訊，
並發放即時交通消息給用戶，從而選擇最合適
的出行交通安排 。

它亦會顯示公共交通營辦商提供的實時到站
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