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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ON
DRIVER’S LICENSE常见问题回答:

问题

已过期的俄勒冈州身份证或驾照能否用于
换发新证件？ 

如果我有已过期的俄勒冈州驾照，我是否
仍需要参加知识考试（笔试）和驾驶考试（
路考）才能申领新的证照？ 我是否要缴纳
相同的费用？

国际驾照能否用作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已过期的护照能否用作身份证明文件？

能否用电话预约，或者只能网上预约？

持有其他州颁发有效驾照的人士应遵循什
么程序？

人们何时可以开始电话预约？

除了驾驶外，驾照能否用作其他形式的身
份证明？

回答

可以。已过期的俄勒冈州驾照和身份证可用作身份证明（前提是过期
未超过 13 年）。

由其他州或加拿大颁发的已过期驾照和身份证也可用作身份证明。
它们上面必须要有照片，而且过期不得超过一年，或有打孔，或被标
注“Not Valid as ID（用作身份证无效）”。

需要的。如您有已过期的俄勒冈州驾照并想要申领新驾照，您仍需要
参加知识考试（笔试）和驾驶考试（路考）。您也需要支付考试和新驾
照的费用。

能，但是只能作为次要的身份证明文件。这意味着您你不但要出示国
际驾照，还需要出示另一份“次要文件”（请看次要文件列表）来证明
你的身份。

能。如果护照过期不超过 5 年，可以用外国或美国的护照来证明身
份。但必须有英文或有英文翻译。

您可以通过电话或网上预约。请拨打 503-945-5000 预约或登录网站 
dmv2u.oregon.gov

持有其他州颁发有效驾照的人士仍要参加知识考试（笔试）才能取得
俄勒冈州驾照。（该法律可能会于 2021 年 2 月 1 日更改。）您不必参
加驾驶考试（路考），但需要支付知识考试（笔试）的费用（5 美元）和驾
照的费用（60 美元）。 

您现在就能预约。请拨打 503-945-5000 或登录网站 
dmv2u.oregon.gov
进行预约。

能。在美国，驾照是很常见的身份证明文件。但是，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您不能再用驾照来登机乘坐飞机或进入联邦机构建筑。您需要
真实身份证 (Real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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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费用如何？ 无证人群的费用是否相同？

知识考试有多少问题？

俄勒冈州驾照的有效期有多久？

申领驾照的符合资格的年龄是多大？

知识考试如果一次未通过，您可以参加几
次知识考试？

是否有一些申请步骤可以在家中或 DMV 
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完成？

我们需要在俄勒冈州居住多久才能申请
驾照？

如果之前未通过知识考试，我们需要等待
多久才能再次参加知识考试？

若我们一次考试未通过，是否需要再次付
费重考？

回答

每个人的费用都是相同的。

以下为首次申领俄勒冈州驾照的费用：
• 知识考试（笔试） 5 美元
• 在 DMV 办公室参加驾驶考试（路考） 9 美元
•  在提供驾驶考试的私人商业机构参加驾驶考试：60、65 或 75 美元
• 驾照 60 美元

知识考试一共有 35 道选择题。您需要正确回答 28 道选择题才能通
过考试。（每道选择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取得驾照后，其有效期为 8 年。您必须每隔 8 年在 DMV 办公室办理
续期。

年满 16 岁就可申领驾照。对于 16 岁或 17 岁的申请人，其申请流程
有些不同。详细资料可浏览以下DMV 青少年网站：
https://www.oregon.gov/odot/DMV/TEEN/pages/index.aspx

您可以不限次数地参加知识考试。

是的。您可以在 dmv2u.oregon.gov/ 填写部分申请表格。这将为您
节约前往 DMV 办公室办理的时间。

您也可以在以下网站参加模拟考试：
https://www.oregon.gov/odot/DMV/Pages/practice_test.aspx 

所有其他步骤都要在 DMV 办公室完成。

只要居住于俄勒冈州便能申请驾照。政策并未规定您需要在本州居
住多久。

若您未通过知识考试（笔试），必须等待 1 天后才能再次参加。如您连
续参加 4 次考试都未通过，则必须等待 28 天后才能再次参加。

若您被查到作弊，则考试将停止。您在 90 天内不得再次参加考试。

是的。您每次参加知识考试（笔试）或驾驶考试（路考）都要付费，因此
请务必认真学习驾驶员手册。您可在以下网站参加模拟考试：
https://www.oregon.gov/odot/DMV/Pages/practice_test.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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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有纸质版本手写形式的知识考试（笔试）
吗？还是我们必须在电脑上进行?

没有固定住址的人能否申领驾照？

无证人群的驾照是否不同？

我如何能知道我的驾驶记录有问题？ 我担
心过去曾接到罚单或传票罚单，导致我不
能取得驾照。

能否让社区组织的人陪我一起来申领驾
照？

驾驶考试能否带口语翻译员？

如果 DMV 办公室的人不说我的语言怎么
办？

回答

有的，知识考试（笔试）可以选择纸质版本手写形式或电脑形式。

能。您可以请他人为您口头作证，并说明您与他们同住在申请所列的
地址。为你证明者必须携带地址证明。

若您居住于公司物业，则要携带由雇主出具证明您居住于该公司所
拥有地址并有公司信笺抬头的函件。

不是，每个人的俄勒冈州驾照都是一样的。有证和无证人群的驾照完
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

请致电 503-945-5000，他们可以帮助您查询您的驾驶记录中是否有
导致您无法取得驾照的处罚。

可以，他人可以陪同您去 DMV 办公室，但不能帮助您参加考试。

不能，您需要理解考试中的基本英语驾驶指令。

您需要具备对下列各项的理解和技能：
• 驾驶
• 交通规则
• 公路标志
• 信号

驾驶考试包括：
• 转向
• 倒车
• 停车
• 变道
• 速度控制
• 打灯
• 车辆控制
• 一般驾驶能力

您可以自带翻译陪同您前往 DMV 办公室，帮助你口头翻译办理手
续。但不能帮助你翻译驾驶考试（路考），路考只能以英语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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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笔试的语音版本是否提供其他语言？

是否有针对不会读写，但会开车人群的方
案：

我能否用俄勒冈州驾照登机乘坐飞机？

执法机构可以获取哪些 DMV 信息？

我没有社会安全号码。如果我申请驾照会
怎样？

DMV 是否会自动登记无证移民去投票？

我向 DMV 提供申请驾照的资料会被如何
处理？

回答
是的。笔试的语音版本提供 8 种语言：
• 阿拉伯语
• 中文
• 英语
• 日语
• 韩语
• 俄语
• 西班牙语
• 越南语

是的。不会读写的人士可以参加语音版本的考试。

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以前，您可以仅凭俄勒冈州驾照登机。但在该日
期后，您需要真实身份证才能乘坐美国国内航班。

地方、州以及联邦层面的执法机构可以访问 DMV 保存的持有俄勒冈
州驾照或身份证的所有人员的下列信息：
• 姓名
• 地址
• 驾照或身份证号码
• 电话号码
• 驾照或身份证上的 DMV 照片
• 社会安全号码 

人脸识别信息不会提供给执法机构。

执法机构不能访问合法居留信息。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从 DMV 信息中
判断某人属于无证人群或美国公民。

DMV 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访问预约信息。只有 DMV 员工知道您的预
约时间。

您将在密码键盘上签署一则电子声明，证明您没有社会安全号码。

不会，要在俄勒冈州登记投票，您必须是美国公民。只有符合资格的
人群才会在取得驾照、驾驶许可或身份证后自动登记投票。如您不是
美国公民，则不能登记投票。

俄勒冈州记录隐私法 (ORS 802.175-802.191) 保护 DMV 记录中的个
人信息不向公众发布。个人信息是指：
• 姓名
• 地址
• 电话号码
• 驾照或身份证号码
驾驶记录中的个人信息只能提供给俄勒冈州记录隐私法 
(ORS 802.175-802.191) 下的符合资格的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