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駕照模擬試題 

 

1. 您打算從一條僅限右轉的車道上右轉，這時您注意到您的車道有一個黃色箭頭。您應當： 

準備遵守下一次出現的交通信號                                                    

檢查是否有行人，然後小心轉彎                                                             

停下，任何情況下都不能轉彎                                                           

 

2. 您如何為緊急車輛讓路？ 

盡量停靠在道路右沿，然後停下                                                    

轉入右車道，慢慢駕駛，直到緊急車輛過去                                          

立即停車，即使您是在交叉路口也是如此                                            

 

3. 在轉彎之前務必小心注意摩托車，因為：  

摩托車必須佔用一整條車道                                                        

                                摩托車在交叉路口總是擁有優先權                                                  

摩托車比較小，因此不太容易看到                                                  

 

4. 您什麼時候可以繞過鐵路平交道安全柵欄？ 

任何情況下都不可以                                                              

                                在您能夠清楚看到兩邊方向時                                                      

                                安全柵欄好像功能不正常時                                                        

 

5. 21 歲或年齡更大人士開車時血液酒精濃度達到多少或超過以下那一種即為非法。 

0.08%－百分之零點零八                                                          

0.10%－百分之零點一                                                            

0.05%－百分之零點零五                                                          

 

6. 您打算在一條私人車道上左轉。您打算轉入的道路在街道中間有一條車道。該車道外沿有一條實線，內沿有

一條虛線。您        

                            可轉入該車道，然後併入正常車流                                                 

                            必須使用該車道，然後併入正常車流                                               

                            在左轉時不得轉入該車道                                                         

                           
 

7. 您被牽涉到車禍中，有人受傷。您必須向誰作出書面車禍報告： 

                            加州公路巡邏隊（CHP）                                                         

                                 機動車廳（DMV）                                                                       

                                 您的保險公司                                                                   

  

8. 您正在接近交叉路口。信號燈是閃動的黃燈。您應當怎麼辦？ 

保持速度，但是當心其他車輛                                                      

在通過交叉路口前停下                                                            

減速並小心通過                                                                  



 

9. 在以下情況下，您應當擴大您的汽車與前面的車輛之間的距離： 

跟隨小轎車                                                                     

                                 後面的車盯得很緊而擁擠                                                         

                                 行車速度低於公佈的限速                                                         

 

10.  一個黃色菱形信號顯示一個左轉箭頭。這一信號的意思是： 

道路左轉                                                                       

您不能左轉                                                                     

只能在出現綠色箭頭時左轉                                                       

 

11.  您在一條左轉車道之上看到一個信號說：「左轉在綠燈亮時讓行。」這一信號的是什麼意思？ 

                            您只能在綠燈亮時左轉                                                           

                            您可在綠燈亮起並且安全時左轉                                                   

                            您必須等到信號燈全綠時左轉                                                     

 

12.  除非另有標誌說明，在住宅區限速是多少？ 

                            每小時 35 哩                                                                    

                            每小時 25 哩                                                                    

                                 每小時 30 哩                                                                    

 

13.  信號指向右邊並顯示「單向」，意思是： 

右轉單車道道路                                                                 

向街道一車輛右轉                                                               

所有車輛在前方都必須右轉                                                       

  

14.  出現濃霧或沙塵時最好怎麼辦？  

                             在情況改善前不要開車                                                          

                                  不要開得太慢，因為其他司機可能會撞上您                                        

                             輪流打開遠光燈和近光燈，以提升能見度                                          

 

15.  如果在鐵路旁停下，您可在下列情況下穿過鐵路： 

                             只有在您能夠看清兩側方向時                                                    

                             火車通過您的道路即可                                                          

                             只有在火車完全消失時                                                          

 

16.  一個黃色菱形信號顯示繞過一個障礙物。這一信號的意思是： 

                             前方道路可能比較滑                                                            

                                  前方的公路有分隔帶                                                            

                                  前方的公路有分隔帶                                                            
 

 

17.  您的行駛方向有兩條車道。您在左車道行駛，有許多輛車從右邊超車。您應當： 



                             繼續在自己的車道行駛，以便不阻擋車流                                          

                                  停在左邊路肩上讓他們超車                                                      

                                  在安全時改換到右車道                                                          

 

18.  黃線分離開： 

                             單向公路的各條車道                                                            

                                  雙向公路的正反兩個方向                                                        

                                  常規車道和共乘車道                                                            

                

19. 如果您賣了自己的汽車，必須在 5 天內通知：                                                    

                             單向公路的各條車道                                                            

                                  雙向公路的正反兩個方向                                                        

                                  常規車道和共乘車道                                                            

 

20.  您何時應放棄您的法定優先權？ 

                             您要避免其他駕車人的無故挑釁                                                  

                                  有助於預防事故                                                                

                             永遠不，這將使其他駕車人感到困惑                                              

 

21. 閃亮剎車燈，或打開緊急閃光燈，如果您： 

                             需要警告其他駕駛人前方有車禍                                                  

                                  駕車時速比車流慢得多                                                          

                                  正在停車場倒車                                                                

 

22.  交通信號燈的紅箭頭指向右邊，表示您可以： 

                             減速和觀察車流後拐向右邊                                                      

                                  紅箭頭變成綠色後拐向右邊                                                      

                                  完全停車後，再拐向右邊                                                        

 

23. 不帶路沿的坡形街道有兩條車道，如果您要停車，您應該： 

                             將車前輪轉向左邊，離開路邊                                                     

                             將車停得稍帶一點角度，後車輪靠近路邊                                          

                                  將前車輪轉向右，朝向路邊                                                       

 

24. 冰凍天氣裡，在下雪或下雨之後，哪一種地方最容易打滑？ 

                             山頂                                                                          

                             背陰地帶的路面                                                                

                             柏油路面而不是水泥路面                                                        

 

25. 您可以駛離路面超越另一輛車： 

如果前方車輛正左拐彎                                                          

                                  如果您行車方向有兩條或更多條車道                                              



                                  任何狀況下都不可以                                                            

26. 拐彎時，您應該持續打信號燈，因為： 

                             完成拐彎動作前，關閉信號燈是違法的                                            

                             讓其他駕駛人知道您準備拐彎                                                    

                                  完成拐變動作之前關閉信號燈是危險的                                            

 

27. 您在標有時速 65 哩的高速公路上駕駛，當時交通繁忙，車流時速 35 哩，您駕車的最佳時速是： 

                             25 哩／小時                                                                   

                             35 哩／小時                                                                   

                                  40 哩／小時                                                                   

   

28. 「不要行走」信號閃亮後，一名行人開始過街。這名行人在街道中間時，您行車方向的交通信號燈變成綠

色，您應該 

                             繼續駕車，但經過行人時應多加小心                                              

                             如果行人不在您的車道上，繼續駕車                                              

                                  等待，直至行人越過街道                                                        

 

29.  您必須使用安全帶： 

                             除非您坐在輕型卡車／野營車的後面                                              

                                  除非您正在內部停車場上駕駛                                                    

                                  無論您何時駕駛或乘坐機動車                                                    

 

30.  如果您發生車禍，車禍中出現人員傷亡或造成$500 以上的損失，您必須通知執法部門，並寫一份書面報告 

    （SR-1）給： 

                             您的保險公司                                                                  

                             加州高速公路巡邏隊                                                            

                                  機動車廳                                                                      

 

31.  安全地帶是專門標記出來的地方，乘客從這裡上下公共汽車或有軌電車。您在下列狀況不可以通過安全地

帶： 

                             全部下車乘客走到便道之前                                                      

                                  乘客正從公共汽車或有軌電車內走出                                              

                                  任何時間任何理由都不能通過                                                    

 

32.  在同一條機動車道上，您必須注意觀察騎腳踏車的人。因為他們： 

                             騎車時必須面對迎面來車                                                        

                             通常有優先權                                                                  

                                  有權與您共享車道                                                              

 

33.  觀察後面交通的最重要時間有三個，它們分別是在您進行下列哪三個動作之前： 

                             倒車、急轉彎和穿越交叉路口                                                    

                                  倒車、換車道和快速減速                                                        



                             換車道、穿越交叉路口和快速減速                                                

34.  下列哪個駕駛時速是正確的？ 

                             加州法律沒有最低時速限制                                                      

                                  時速越快，控制車的能力越低                                                    

                             當您以兩倍的時速行駛時（通常駕車時速的兩倍），您也需要 兩倍的停車空間         

 

35. 除非另有標明，在有小孩的學校地段的限速為： 

                             時速 15 英哩                                                                   

                             時速 20 英哩                                                                   

                                  時速 25 英哩                                                                   

                        

36. 您與您左邊的駕駛者同時到達交叉路口，誰該先走？ 

                             您先走                                                                        

                                  您左邊的駕駛者先走                                                            

                             誰發出轉彎訊號誰先走                                                          

  

37.   以下哪種作法最有助於改善交通流暢？ 

                             提高限速                                                                      

                                  使用公共交通                                                                  

                                  取消緩衝空間                                                                  

 

38.  以下有關盲點的說法哪一個是正確的？ 

                             您只在換到左邊或右邊的車道時才需要轉過頭來從您右肩向後看                      

                             裝有兩個外面的反光鏡的車輛沒有盲點                                            

                                  在換到右車道時從右肩向後看，在換到左車道時從左肩向後看                         

 

39. 以下有關駕車和服用藥物的說法哪一種是正確的？  

                             大多數治頭痛或感冒的藥能使人昏昏欲睡                                          

                             藥物和酒精能同時使用                                                          

                             處方藥品在任何時候服用都是安全的                                              

 

40.  您不得「雙重泊車」： 

                             在任何時候都是違法的                                                          

                             除非在送貨時                                                                  

                                  除非您在車中等候                                                              

 

41.  以下哪種做法能幫助您避免被人從後面撞上？ 

                             在任何時候都打開泊車燈                                                        

                             在轉彎前至少 100 英尺就發出訊號                                                

                                  在轉彎前至少 200英尺就使用您的緊急閃光燈                                      

 

42.  您在車中載有打開蓋子的酒精容器時駕車是否合法？ 



                             否，一律不合法                                                                

                             是，如果該容器在車後箱內                                                      

                                  是，如果該容器在車後座                                                        

 

43.  您在公路上行駛，突然您的輪胎洩了氣，您需要停下車求人幫忙，您應在何處將車停下？ 

                             在右手車道                                                                    

                             離開路面                                                                      

                                  在任何離您車前部 200英尺遠的別人能看見您車子的地方                            

 

44.  如果您是第一個在車禍現場停車提供救助的人，您應該在以下地點駛離路面： 

                             在您經過車禍現場後                                                            

                                  在車禍現場的旁邊                                                              

                                  在車道的邊緣附近，這樣可使您後面的車輛減速                                    

 

45.  您前面的學校公車在閃紅燈。您應該怎麼辦？ 

                             先停車，然後安全時再前行                                                      

                                  僅當您在馬路對面時才停車                                                      

                                  只要紅燈在閃就要停車                                                          

 

46.  為什麼您的乘客應該繫安全帶？ 

                             它能幫助防止車禍                                                              

                             這是法律規定                                                                  

                             不要求乘客繫安全帶                                                            

 

47.  您想匯入高速公路車流，您的駕駛速度是： 

                             法定高速公路的速度                                                            

                             與高速公路車流相同的速度                                                      

                             比高速公路車流的速度每小時慢 10 英里                                           

                              

48.  您正駛向一個十字路口，發現交通訊號燈出了故障。您應該怎麼辦？ 

                             停車，然後安全時繼續行駛                                                      

                                  減速，如有必要就停車                                                          

                             如果有其他車輛在場才停車                                                      

 

49.  如果您被抓到血液酒精濃度超過法定限制： 

                             您將會收到一項命令，吊銷您的駕駛特權                                          

                                  您的呼吸測醉結果本身不能用於將您定罪                                          

                                  您的車會被沒收，而不論您的駕駛執照狀況                                        

 

50. 您通常應當在下列情況下減速： 

看到前方相隔幾輛車的剎車燈亮起                                                

                                  在高速公路上超越大卡車                                                        



 

                                  經過受管制的車禍現場                                                          

   

51. 有關其他司機的那一種說法是正確的？ 

                             卡車司機是專業人員，他們造成的風險較小                                        

                                  發出轉彎信號的司機總是要向所表示的方向轉彎                                    

                                  絕不能假設其他司機會給您讓路                                                  

     

52.  在四車道高速公路上，您正在快車道緩慢行駛，您車後有車流，緊隨您的車輛想開快一點，您應該： 

                             如果您正按照限速行駛，您不必變換車道                                          

                             在安全時向右側換道                                                            

                                  僅在您的車後積壓了五輛或更多車輛時換道                                        

 

53.  如果有人跟得太近，您應當： 

                             突然剎車，警告緊跟者                                                          

                                  小心增加您的車前方的空間                                                      

                                  示意緊跟者超您的車                                                            

  

54.  您在停車時，重要的是將前車輪轉向路沿： 

                             面向下坡                                                                      

                             面向上坡                                                                      

                             在平路上                                                                      

 

55.  您在一條四車道高速公路最靠近中心分隔帶的車道上開車。如果要從最右邊下高速公路，您應當： 

                             小心地一次穿過所有車道                                                        

                                  每次改換一條車道，直到您進入正確的車道                                         

                             在開始每次改換車道之前減速                                                    

  

56.  道路上公佈的限速是每小時 55 哩。道路潮濕時，您應當： 

                             保持每小時 55 哩的速度                                                         

                                  在限速以下 5 到 10 哩的速度行駛                                                 

                                  在限速以下 20 到 25 哩的速度行駛                                                

 

57.  您如果賣車，則必須在 5 日內通知那一家企業 

                             您的保險公司                                                                  

                             您的銀行或信用聯盟                                                            

                             機動車廳（DMV）                                                               

  

58. 如果您捲入車禍，除了向對方出示您的駕駛執照外，您還必須提供什麼資訊？ 

只要出示經濟責任證明                                                          

                             經濟責任和車輛登記證明                                                        

                                  經濟責任、車輛登記證明和目前地址                                              



 

59. 一輛大卡車在一條三車道公路的中間車道行駛。您打算超越大卡車。最好的超車方法是： 

                              從左邊很快超車，然後開到大卡車前方                                           

                                   很慢地從左邊超車，然後開到大卡車前方                                         

                                   從右邊很快超車，然後開到大卡車前方                                           

                              

60.  如果您的車將從後方遭到撞擊，您應當： 

                              準備好在撞車後剎車                                                           

                              踩住剎車不放                                                                 

                              掛上空檔，關掉發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