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

(第一組別)

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考試
申請人須知
填寫申請表格前，請先細閲內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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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持有車輛類別 1 和 2（私家車及輕型貨車）的有效正式駕駛執照，並
且在緊接申請的日期之前已一直持有該駕駛執照最少三年；同時在緊接申請前過
去五年內沒有就《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第 36、36A、39、39A、39B、39C、
39J、39K、39L、39O (1) 或 39S 條所訂的罪行被定罪；及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的持有人，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以外的香港身份證持有人，並且不受任
何逗留條件所規限（《入境條例》
（第 115 章）第 2 (1) 條所界定的逗留期限除外）
。
填寫申請表格（TD 560）
2. 申請表格內的所有部份均須填寫，並須夾附所需的文件。申請人必須在申請表格
上簽署和填寫日期。所有未填寫妥當、未簽署或未夾附所需文件的申請表格均不
會獲得處理。運輸署會以書面通知有關申請人。
申請時須夾附的文件
3. 一份填妥的申請表格。
4.

一份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影印本（需貼於申請表格指定的位置）。

遞交申請表格的方法
5. 以郵遞方式寄到以下地址或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公眾
假期除外）投入以下地點的收集箱︰
九龍何文田培正道 19 號
運輸署
駕駛事務組
截止申請日期
6.

所有申請表格必須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至 2014 年 9 月 26 日期間遞交（投入收集
箱的截止時間為 2014 年 9 月 26 日下午五時正。在指定申請日期以外遞交的申請
恕不受理。若以郵遞方式申請，將以郵戳日期為準。郵遞申請的郵戳日期在指定
申請日期以外亦恕不受理。運輸署會以書面通知有關人士）。

7.

任何人士，如果在同一組別遞交超過一份申請表格，將會被取消資格。如申請人
曾於 2009 年申請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考試並曾收到由運輸署發出印有申請編
號的抽籤結果通知信，運輸署將在收到這次申請後停止處理他∕她在 2009 年的
申請，而這次的申請將會根據是次考試所訂之條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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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收到有關申請後，運輸署會向申請人發出申請書覆函。運輸署會以申請人在運
輸署車輛牌照及駕駛執照綜合資料電腦系統內所記錄的通訊地址與他∕她聯
絡。因此，申請人必須確保他∕她在運輸署登記的地址準確，以保障他∕她收到
運輸署就此申請所寄出的信件。申請人的地址如有更改，可填寫運輸署表格 TD
559 並遞交運輸署。該表格可向各運輸署牌照事務處或各區民政事務處辦事處索
取，或於運輸署網頁（網址：http://www.td.gov.hk）下載。申請人亦可以透過香
港政府一站通網站（網址：http://www.gov.hk）更改地址。

費用
9. 索取及遞交是項申請表格是免費的。
10. 所有獲邀參加考試人士，須在考試邀請信標明的指定日期前親往香港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3 樓運輸署香港牌照事務處，或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2 樓運輸署九龍牌照事務處繳付考試費用港幣 510 元正及領取考試排期信。申請
人在考試任何部份及格與否，或未能於指定日期參加考試，或在考試之前或期間
退出，所有已繳付的費用均不獲退還。
11.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費用為港幣 760 元正。
12. 上述收費是根據《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例》
（第 374B 章）附表 2 的有關規定。
抽籤
13. 若申請數目超出擬發出的 212 個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數目時，運輸署將
會以抽籤方式，決定每名申請人參加考試的先後次序。有關抽籤日期及詳情將另
行公布。
14. 運輸署會以郵寄方式通知每名申請人其抽籤序號。申請人亦可透過運輸署網頁
（http://www.td.gov.hk）或在上文第 5 段所列出的運輸署駕駛事務組辦事處查詢
抽籤結果。
15. 請注意，獲編配抽籤序號並不代表申請人已符合所有申請資格的規定。
16. 運輸署將依照抽籤的先後次序，向符合上文第 1 段所規定的資格的申請人發出考
試邀請。有關考試將於運輸署署長擬發出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數額已滿
後停止，而並未獲邀應考的申請人的申請亦會作廢。至於不符合上文第 1 段所規
定的資格的申請人，運輸署亦會按其抽籤序號處理他∕她的申請時，向他∕她發
出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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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詳情
17. 考試包括兩部份︰筆試及路試。
18. 考生必須取得筆試及格，才會獲邀參加路試。
19. 考生必須在兩部份考試均取得及格，才符合領取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要
求。
20. 所有考試成績，皆不能保留至日後申請時作計算成績用。
21. 獲邀參加筆試∕路試的考生，可於指定考試日期最少 7 個工作天前，親自前往九
龍何文田培正道 19 號運輸署駕駛事務組申請延期考試。少於 7 個工作天前提交
的延期申請將不獲受理。每名考生只可分別在筆試及路試申請延期各一次（即一
次筆試及一次路試），而獲編配的新考期將由運輸署決定。
22. 獲邀參加筆試∕路試的考生如缺席考試，其申請資格便會取消，而已繳付的考試
費用將不獲退還。
23. 如因健康理由或其他特殊原因缺席考試，須於考試當日起計 14 天內遞交由在香
港註冊的西醫或中醫簽發、涵蓋日期包括考試日期及考試時段的病假∕醫生證明
書正本或相關證明文件至九龍何文田培正道 19 號運輸署駕駛事務組，供運輸署
考慮另行安排新考期。倘若未能提交證明文件或逾期提交，均作放棄申請論，其
已繳付的考試費用將不獲退還。此外，不論任何原因（包括因健康理由未能應考
及上文第 21 段的延期申請）
，每名考生只可分別在筆試及路試獲編配新考期各一
次，而獲編配的新考期將由運輸署決定。
24. 按運輸署署長擬發出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餘額，運輸署署長會按個別情
況審批考生再次延期考試∕因健康理由或其他特殊原因缺席考試而重新編配考
期的申請。成功通過審批的個案，運輸署會酌情為他∕她編配新考期，而獲編配
的新考期將由運輸署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運輸署將不會為該等申請預留配額，
如在此期間運輸署署長擬發出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數額已滿，運輸署將
不會為該等申請安排考試，而已獲重新編配考期的申請亦會取消。
筆試
25. 運輸署會根據抽籤次序以郵寄方式邀請合資格的申請人參加筆試。
26. 舉行筆試的地點、日期及時間會在上述邀請信內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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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考生須於 30 分鐘內回答 110 題選擇題，題目內容包括《道路使用者守則》、《道
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及其附例、運輸署發出的私家車及輕型貨車駕駛考試
指引、汽車結構和機械知識。
28. 考生答對 105 題或以上方為及格。運輸署會以郵寄方式，通知應考筆試的考生其
考試成績。
29. 考生只有一次機會應考筆試。
路試
30. 運輸署會以郵寄方式邀請筆試及格考生或獲豁免筆試的申請人參加路試。
31. 舉行路試的地點、日期及時間會在上述邀請信內詳列。
32. 所有獲邀參加路試的考生，必須自備一輛已安裝一個隨時可以給考牌主任使用的
手操作制動器的棍波輕型貨車，而該車輛的保險亦已包括容許使用該車輛作駕駛
考試用途。
33. 考試車輛規格：
(1) 必須為領有牌照的輕型貨車
(2) 容許總重量必須不少於 2.7 公噸
： 長度不少於 4.65 米
(3) 長寬度
寬度不少於 1.69 米
輪距不少於 2.00 米
（輪距指由前軸中心點至尾軸中心點的距離）
34. 若考生沒有依時應考或未有自備上文第 32 及第 33 段所指定的車輛，其考試資格
將會被取消，已繳交的費用亦概不獲退還。
35. 考生須於光線良好的情況下讀出與他∕她相距 23 米之登記號碼（如有需要，考
生可配戴眼鏡或其他矯正視力鏡片）。如未能通過視力測驗，考生將不會獲准參
加路試，而其路試資格亦會隨之而失效，已繳交的費用亦概不獲退還。
36. 考生須接受測試在公路上操控汽車的技巧，以及在駕駛時向學習駕駛人士發出清
晰指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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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考生亦須接受 ‘ L ’ 及 ‘ S ’ 型泊位、窄路 ‘ 三手軚 ’ 掉頭及在斜坡上停車和開
車的技術測試。
38. 若考生在路試中，沒有觸犯任何「嚴重錯誤」，或觸犯少於 7 個「輕微錯誤」則
可及格。
39. 整個路試需時約 45 分鐘。
40. 考生只有一次機會應考路試。
豁免
41. 獲邀請參與考試的申請人若符合以下條件，可獲得豁免全部或部份考試︰
(i) 豁免全部考試︰

持有有效的第一組別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
(ii) 豁免筆試︰

曾經持有第一組別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或

曾經持有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或

持有有效或曾經持有第二或第三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或

持有有效或曾經持有第二、第三或第四組別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
如何申請豁免
42. 任何符合上述豁免資格的申請人，可於收到筆試邀請信後的 7 天內，向運輸署提
出書面申請。附有申請人簽署的申請信需連同有關證明文件的影印本郵寄至下列
地址︰
九龍何文田培正道 19 號
運輸署
駕駛事務組
43. 運輸署會在收到其豁免考試的申請後，發出有關申請結果通知書（一般情況下約
10 個工作天內）。
查詢
44. 申請人若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4 2600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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