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什麼是DWI？ 
 

在紐約市，醉酒開車規定有４種過失：  

第一是喪失能力下開車。這種過失是在司機飲酒到達一定程度他實際上一定程度上

喪失他被期待擁有的身體和腦力的能力，以便於開車作為一位有理性和謹慎的司機

喪失能力下開車是一個交通違規，不是犯罪。它是犯規次於更加嚴重的醉酒開車。 

第二是真

這是指你在 0.08％或更多的血液與酒精比例下開車。  

第三是醉酒開車。你可能被指控醉酒開車，不管你是否有

果你拒絕化學測試）。法律對醉酒開車的標準是＂司機自願飲酒到一定程度以至於

他不能開動體力和腦力作為一位有理性和謹慎的司機開車。  

第四是你在藥物影響下喪失能力開車。酒後駕車是違規，藥物影

藥物下開車的法律標準和酒後駕車是一樣的。一個人藥物影響下開車當他用藥到一

定程度喪失身體和腦力以至於他不能開動體力和腦力作為一位有理性和謹慎的司機

開車.  

在這些基

下開商用車是當一個人開商業用車當他的血液與酒精比例在 0.04％或者更高，但

不超過 0.06％。  

一個人開商業用車當

頁。  

對於刑事

後駕車，為 DWI 辯護變得更加複雜了，處罰更嚴了。  

喪失能力下開車－第一次  

喪失能力下開車－第二次  

喪失能力下開車－第三次和後

醉酒開車－第一次  

醉酒開車－第二次  

藥物影響下開車  

重罪  

喪失能力

這種過失是在司機飲酒到達一

能力下開車是一個交通違規，不是犯罪。相比較下，醉酒開車和藥物影響下開車是

犯罪.  

第一次酒

有的。例如，許多地區檢察官不給予減輕處罰如果這個人血液與酒精比例超標（例

如 0.13％），如果這個人拒絕酒精測試或者血液測試，如果出事故，或者車裡有

兒童，如果這個人對警察粗魯，如果他拒捕。  

如果你被判第一次喪失能力下開車,你面臨如下可

1.罰金＄300 到＄500 之間，最高達１５天的監禁，或者兩項;  

2.停止駕照９０天;  

3.附加費＄75（＄80 如

。

 

正的醉酒開車。這項過失是在特定的血液與酒精比例下開車。在紐約市，

一個化學測試（比如，如

響下開車是犯罪。

本的犯規以外，紐約有另外的 DWI 條令適用於商業用車。例如：喪失能力

他的血液與酒精比例在 0.06％或者更高是犯罪.參照商用駕照

犯罪，州政府有責任證明對你的指控。因為更多的政治和公共關注反對酒

續的  

下開車－第一次  

定程度他實際上一定程度上喪失他擁有的能力。喪失

後駕車經常會認錯減輕處罰至喪失能力下開車.這很常見，但這不是一定

能的結果：  

果案件在鄉鎮法庭）；  



4.司機的責任評估在＄250 一年，超過３年；  

5.要求你參加受害人影響小組。  

你最可能適於參加醉酒司機計劃和條

喪失能力下開車－第二次  

在過去的５年喪失能力下開車

認定喪失能力下開車（５年是從前一次犯法到今天的控告），你面臨如下可能的結

果：  

1.罰金＄

2.停止駕照 6個月。另外，機動車管理部門將要求在重發駕照之

／或者康復；  

3.附加費＄75（＄

4.司機的責任評估在＄250 一年，超過３年；  

5.要求你參加受害人影響小組。  

你不適於參加醉酒司機計劃和條件駕

喪失能力下開車－第三次和後續的  

在過去的 10 年兩次以上喪失能力下開

如果你被認定輕罪和喪失能力下開車，你面臨如下可能的結果：  

1.罰金＄750 到＄1，500 之間，最高達 180 天的監禁，或者兩項;  

2.三年緩期；  

3.停止駕照 18 個月。機動車管理部門將要求在重發駕照之前索要戒酒康復的證據；  

4.附加費＄185（＄190 如果案件在鄉鎮法庭）；  

5.司機的

6.要求你參加受害人影響小組。  

你適於參加醉酒司機計劃，不適於參加條件駕照

即使 DWAI 沒有升級為輕罪，因為在

車，醉酒開車，在藥物影響下喪失能力開車，你的駕照

車管理部門將對每一項過失處罰６個月吊銷駕照。 １０年裡４項過失將導致２４

個月的吊銷駕照。  

醉酒開車－第一次  

醉酒開車是犯罪,將導

果：  

1.罰金＄500 到＄1，000 之間，最高達 1年的監禁，或者兩項;  

2.三年緩

3.停止駕照 6個月。機動車管理部門將要求在重發駕照之前索要戒

4.附加費＄185（

5.司機的責任評估在＄250 一年，超過３年；  

6.要求你參加受害人影響小組。  

你適於參加醉酒司機計劃，條件駕照。  

醉酒開車－第二次  

在過去的 10 年兩次以上被指控醉酒開車，

控 E級 DWI 重罪。然而

件駕照。  

，醉酒開車，在藥物影響下喪失能力開車，如果你被

500 到＄750 之間，最高達 30 天的監禁，或者兩項;  

前進行酒精評估和

80 如果案件在鄉鎮法庭）；  

照。  

車，醉酒開車，在藥物影響下喪失能力開車，

責任評估在＄250 一年，超過３年；  

。  

過去的１０年裡你有三次以上的喪失能力下開

還是被吊銷１８個月。機動

致終身的犯罪記錄。如果是第一次 DWI,你面臨如下可能的結

期；  

酒康復的證據；  

＄190 如果案件在鄉鎮法庭）；  

在藥物影響下喪失能力開車，你可能被

，如果你被允許承認輕罪 DWI，你面臨如下可能的結果：  



1.罰金＄500 到＄1，000 之間，最高達 1年的監禁，或者兩項;  

2.三年緩期；  

3.停止駕照 1年。機動車管理部門將要求在重發駕照之前索要酒精

的證據；  

4.附加費＄185（＄190 如果案件在鄉鎮法庭）；  

5.司機的責任

6.要求你參加受害人影響小組。  

在過去的５年中你被定 DWI 輕罪，如果你再次被

性處罰：  

1. ５天監禁，或者三十天社區服務；  

2.你必須安裝

如果新的 DWI 指控離你從前的 DWI 和藥物

酒司機計劃，條件駕照。  

藥物影響下開車  

象 DWI 一樣，藥物影響下開車

下開車的證據標準和

需要喪失能力，不需要酒醉。  

藥物影響下開車的後果和 DWI，除了兩個重要的區別。第一，由於法律上的失誤，

如果你被判為藥物影響下開車，你

第二，在５年中對第二次的 DWI 的強制性懲罰不適用於藥物影響下開車。  

重罪 DWI  

過去有過 DWI 或者藥物影響下開車，如果你在過去的１０年中被指控 DWI，（或者

１級或２級

下結果：  

1.罰金＄1，000 到＄5，000 之間，最高達 4年的監禁，或者兩項;  

2. 5 年緩期

3.停止駕照 1年。機動車管理部門將要求在重發駕照之前索要酒精評估

的證據；  

4.機動車管理部門將吊銷你的駕照至少１年，法院也能作為緩期的條件禁止你緩期

期間開車。直

5.附加費＄295  

6.司機的責任評估在＄250 一年，超過３年；  

7.要求你參加受害

如果你過失是 E級重罪 DWI，並在５年內,你受到

1. ５天監禁，或者三十天社區服務

2.你必須安裝點火連接裝置在每輛自駕車上.  

如果新的指控離你從前的 DWI 和藥物影響

機計劃，條件駕照。如果你在重罪緩期期間，法

過去有過 DWI 或者藥物影響下開車，如果你在過去的１０年中兩次以上被指控 DWI

（或者１級或２級以車輛傷害，１級或２級以車輛殺人）你可能被指控

面臨如下結果：  

評估和戒酒康復

評估在＄250 一年，超過３年；  

定輕罪 DWI，你可能受到如下強制

點火連接裝置在每輛自駕車上.  

影響下開車,在５年以上，你適於參加醉

是犯罪，導致終身的犯罪記錄。要注意的是藥物影響

醉酒開車是一樣的。換言之，它們是同等級的過失，但是你只

就不能申請條件駕照，而可以申請限制性的駕照。

以車輛傷害，１級或２級以車輛殺人）你可能被指控 E級重罪，面臨如

；  

和戒酒康復

到你提供證據，法院許可你開車，機動車管理部門不給你發駕照。  

人影響小組。  

如下強制性處罰:  

；  

下開車,在５年以上，你適於參加醉酒司

院可能不許你開車。  

，

D 級重罪，



罰金＄2，000 到＄10，000 之間，最高達 7年的監禁，或者兩項;  

5 年緩期；  

停止駕照 18 個月。機動車管理部門將要求在重發駕照之前索要戒酒康

機動車管理部

間開車。直到你提供證據，法院許可你開車，機動車管理部門不給你發駕照。  

附加費＄295  

司機的責任評估在＄250 一年，超過３年；  

要求你參加受害

如果你過失是 D級重罪 DWI，並在５年內,你受

1. 10 天監禁，或者 60 天社區服

2.你必須安裝點火連接裝置在每輛自駕車上.  

如果實際上，如果你可能坐牢比實際上要

‧拒絕測試  

‧民事制裁對拒絕化學測試－第一次  

‧民事制裁對拒

‧拒絕化學測試取消駕照－未成年人  

‧拒絕化學測試取消不同於吊銷／取消

‧你應該拒絕提供化學測試？  

‧機動車管理部門拒絕聽證  

拒絕測試  

在紐約，拒絕提交化學測試有兩

拒絕一般可以

－－完全獨立於刑事法庭的醉酒駕車的指控，從而導致機動車管理部門行政法程序，

吊銷駕照和民事、懲罰（如罰款）。  

拒絕化學酒精測試的民事懲罰－－第一次  

如果在過去的５年裡你既沒有因為拒絕測試而

車，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拒絕化學酒

第一次。  

拒絕化學酒精測試的民事懲罰包括：  

1.吊銷駕照６

2.民事懲罰＄300；  

3.司機的責任評估在＄2

失能力下開車，醉酒開

拒絕化學酒精測試的民事懲罰－－重複犯  

如果在過去的５年里基於不同事故你因為拒絕測試而

下開車，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拒絕化

定是重複犯。  

拒絕化學酒精測試的民事懲罰包括：  

1.吊銷駕照一年；

2.民事懲罰＄750；  

3.司機的責任評估在＄

復的證據；  

門將吊銷你的駕照至少１年，法院也能作為緩期的條件禁止你緩期期

人影響小組。  

到如下強制性處罰:  

務；  

求的更長的時間。  

絕化學測試－第二次  

DWI 和喪失能力下開車  

個主要的後果（如酒精測試或者血液測試）第一，

被用在法庭上作為＂心裡有愧罪＂的證據。第二，拒絕是犯了民事法

駕照吊銷也沒有被指控喪失能力下開

精測試，或者零容忍，你會被認定是

個月；  

50 一年，３年期（除非評估已經完成基於同一事故時的喪

車，藥物影響下開車）。  

駕照吊銷或者被指控喪失能力

學酒精測試，或者零容忍，你會被認

  

250 一年，３年期（除非評估已經完成基於不同事故時喪失



能力下開車，醉酒開車

機動車管理部門將要求在重發駕照之前索要酒精評估和戒酒康復的證據.  

拒絕化學測試取消駕照－未成年人  

如果你２１歲以下，你拒絕接受測試，你的駕照將被吊銷１年。如果你以前

力下開車，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

照將被吊銷１年，或者直到你年齡到２１歲，看哪一個更長。  

拒絕化學測試取消不同於吊銷／取消 DWI 和喪失能力下開車  

因拒絕化學酒精測試是民事或者行政懲罰，不同於在刑事法庭因喪

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拒絕化學酒精測試的駕照吊銷。吊

疊。如果重疊，機動車管理部門同時計算吊銷期。相比較下，吊銷期不重疊，機動

車管理部門先後計算。  

你應該拒絕化學酒精測試嗎？  

沒有簡單答案（或者正確答

因素，例如是否有一起事故捲入嚴

是重複犯，是否你需要開車謀生，是否測試結果超過法律標準，是否當地有認錯減

刑，在你被捕的地方拒絕測試和／或者血液酒精比例（比如，降級到 DWAI 如果被

告血液酒精比例高於.13％）  

如下規定代表我們的意見：  

‧如果有一起事故嚴重的身體傷

‧如果 DWI 指控是重罪－拒絕測

‧在其他的情況下－接受測試  

機動車管理部門拒絕聽證  

如果你拒絕接受化學酒精測試,你

證.儘管你在聽證沒有優勢，

刑事法庭的案件。 (如果案件還在審理之中。)  

‧停止訴訟  

‧條件駕照  

‧ ２０天命令

‧駕照停止，吊

‧醉酒司機計劃  

‧受害人影響小組  

‧駕照吊銷開車是犯

‧終身吊銷－兩次定罪

‧機動車管理部門被要求改

停止訴訟  

當一個人被指控在紐約 DWI 應當知道幾條法

DWI，法官將

在這方面，可能有合法的辦法避免駕照吊銷，和／或者能力獲取＂困難特權＂讓你

往返上下班，上下學，看醫生。如

條件駕照。＂另外，你有憲法權利得到聽證－PRINGLE 聽證。簡單地說，停止訴訟

是 DWI 法律重要而復雜的地方，在你去法院之前，你應該獲取有經驗的律師的建議。

，藥物影響下開車）。  

喪失能

，拒絕化學酒精測試，或者零容忍，你的駕

失能力下開車，

銷期彼此分開不重

案）關於你是否應該拒絕化學酒精測試。答案要看許多

重的身體的傷害或死亡，是否 DWI 是重罪，是否

害和死亡－拒絕測試  

試  

有權利得到應有的機動車管理部門法官面前的聽

如此聽證還是能贏的－能夠提供重要的信息關於你在

  

銷  

罪  

DWI 或藥物影響下開車捲入事故導致、身體的損傷  

正不當吊銷  

律可以吊銷駕照。當你去初次法院－

把你的駕照吊銷。  

果你的駕照停止，你可以３０天后申請＂定罪前

  



條件駕照  

‧條件駕照允許你開車:  

‧開車上

‧開車參加醉

‧開車上下學；  

‧開車參加緩刑計劃

‧開車去機動車管理部門；  

‧開車去參加醫務治

‧開車去孩子學校，幼稚園

‧每星期３小時辦事。  

為了有資格得到條件駕照，你

了知道你是否能得到條件駕照，你

如果你得到條件駕照，你可

在條件駕照下被控告違反交通法（如超速，不繫安全帶等）你的條件駕照就被吊銷。

如果你被控藥物影響下開車，你就不能得到條件駕照.然而你可以得到限制性的駕

照。限制性的駕照和條件駕照非常相似，如條件要求。  

２０天命令  

機動車管

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記錄被錄入機動車管理部門系統。  

結果，一般來說，有１０到１８天延誤，從法院沒收你的駕

制性駕照。  

為幫助你度過這段時間，大多數法院將給你２０天命令。這份文件讓你可以駕車２

０天，從判決日起，讓法院的文件錄入機動車管理部門系統。 

駕照停止，吊銷  

駕照停止，駕照

駕照停止為一段時間，自動結算於你付停止結束費。你一旦度過停止時間，機動車

管理部門將恢復你的完整駕照，你支付應該的費用，不看你的駕駛

相比較下，除一些例

限，將永遠不會結束.  

你要再送申請給機動車管理部門和申請費用，送合適的證據給機動車管理部門證明

你完成所有要求的酒精和／或者藥物治療。另外，當你再申請，機動車管理部

做一個你的駕駛記錄回顧，拒絕你的申請，如果，你的駕駛記錄包括太多＂負單位

＂。 （你的每一運動中的

一個重要的例外是如果你成功完成醉酒司機計劃（包括所有的要求的酗酒／藥物治

療），機動車管理部門將停止所有的停止／吊銷記錄。相比下，成功完成計劃將不

會停止現有的拒絕化學測試的吊銷記錄。  

醉酒司機計劃  

為得到條件駕照，你必須參與酗酒司機計劃。你只適每五年一次參加此計劃。如果

你在５年內完成此計劃，收到一個新的指控定罪，你將不能參加此計劃或者得到條

件駕照。  

此計劃包括７節，

下班；  

酒司機計劃和相關的酒精／藥物治療；  

；  

療；  

；  

必須參加醉酒司機計劃。然而，有一些條件限制。為

應該諮詢 DWI 律師（或者機動車管理部門。）  

以使用它直到你能申請你的正常的駕照。然而，如果你

  

理部門將不給你發放條件或者限制性的駕照直到你的喪失能力下開車，醉

照到你能得到條件或限

 

吊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  

記錄。  

外，駕照取消不為一段時間，不自動停止。駕照吊銷有最低期

門將

違規都積累一定量的負單位。）  

每週一次，持續２到３小時－總共１６小時。  



此計劃講解交通安全問題和酗酒藥物的關係。  

此計劃的所有的參加者都參與篩選酗酒和藥物濫用。如果潛在的問題被發現，你將

被進一步評估

如果進一步這樣的評估決定酗酒藥物矯正治療有必要，你必須完成如

得到你的駕照之前。  

受害人影響小組  

大多數人喪失能力下開車，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都被要求

組。這個計劃裡，將展示造成的傷害，醉酒開車的影響。展示一般是由失去親人和

朋友的家庭成員完成。 

駕照吊銷開車是犯罪

如果你被發現喪失能力下開車，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或者拒絕酒測，你將

被指控犯有嚴重的無駕照開車。如果你在這之上重犯，你將被指控重罪。  

終身吊銷－兩次定罪 DWI 或藥物影響下開車捲入事故導致、身體的損傷,如果你兩

次被控醉酒開車，藥物影

被永久吊銷。  

機動車管理部門被要求改正不當吊銷  

法庭沒有實施或者錯誤實施駕照停止／吊銷，法律要求機動車管理部門改正錯誤，

並實施正確的駕照停止／吊銷。  

未成年人過失－第

如果你小於２１歲，你觸犯＂零容忍＂法

＄125 民事懲罰和＄100 駕照停止費。你可能申請醉酒司機計劃和條件駕照。  

如果你２１以下被控喪失能力下開車

吊銷一年。你將和２１歲以

條件駕照。如果你小於１９歲，你被控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你可以適用青

年觸犯懲罰。  

未成年人過失－第二次  

如果你小於２１歲你被控第二次喪失能力下開車，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你

的駕照將被吊銷至少一年，或者直到你滿２１歲。你將不施用醉酒司機計劃或者條

件駕照。  

未成年人過失－因為拒絕酒

如果你小於２１歲你拒絕酒測，你的駕照將被吊銷一年。如果你有前科，你的駕照

將被吊銷一年或直到你年滿２１歲。  

未成年人過失

一般說，機動車管理部門將恢復你的駕照如

定不適用於未成年人過失（或那些因拒絕酒測而吊銷駕照。）然而，機動車管理部

門將允許你繼續使用你的條件駕照（只要

如果你被控喪失能力下開車，醉酒開

（這不包括商用車牌的卡車或多功能車）或特殊車。你最好和律師商量，他知道獨

特的，嚴重的，傷害到你的事業。請注意即使你被捕時沒有開商用車，你也面臨這

些嚴重的後果。  

外州犯法  

（通過你自己挑選的一位合格的私人診斷。）  

是矯正在重新

參加受害人影響小

 

  

響下開車，並導致車禍身體傷害，包括自己，你的駕照將

一次  

，你的駕照將被吊銷６個月，你必須支付

，醉酒開車，藥物影響下開車,你的駕照將被

上的人得到一樣的懲罰。你將可能適用醉酒司機計劃和

測吊銷駕照  

－交還完整的駕照  

果你完成醉酒司機計劃。然而，這一規

你不違反條件駕照的條件。）  

車，藥物影響下開車，你在駕駛商業用車，



外州酗酒駕車和在紐約一樣看待。  

紐約駕照在外州觸犯，他的駕照將被吊銷：  

1. ９０天，如果司

2.一年如果司

3.一年或直到２１歲，如果司機小於２

外州駕照  

實際上，所有的州都將外州的酗酒駕車報

你被控ＤＷＩ，這將一定被報回本州。你本州將

許多州懲罰ＤＷＩ比紐約更嚴格，你可以反駁在紐約的指控以避

無論如何，外
 

機在２１歲以上；  

機小於２１而且是初犯；或者  

１歲而且是重複犯。  

告本州。如果你在紐約開車用外州駕照，

罰你就像你在當地初犯一樣。因為

免如此結果。  

州駕照應諮詢紐約律師並理解他們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