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外国驾照更换日本驾照 

更新时间 2022 年 4 月22日 

办理地点： 

府中考场、鲛洲考场、江东考场 

（注 1）若不能用日语沟通，或许要自己请翻译陪同。 

（注 2）府中及鲛洲考场办理所有国家地区驾照的换证业务。 

（注 3）江东考场只办理下列 29 个国家地区（免考“交通规则知识考试”及“驾驶技能

考试”的国家地区）的换证业务。 

・免考“交通规则知识考试”及“驾驶技能考试”的 29个国家地区

冰岛、爱尔兰、美国（只限俄亥俄、夏威夷、马里兰、华盛顿、维吉尼亚５州）、英国、

意大利、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加拿大、韩国、希腊、瑞士、瑞典、西班牙、斯洛文尼亚、

捷克、丹麦、德国、新西兰、挪威、匈牙利、芬兰、法国、比利时、波兰、葡萄牙、摩纳哥、

罗森堡、台湾 

・免考“驾驶技能考试”的国家地区

美国（只限印第安纳州）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日、年末年初自 12月 29日至 1月 3日除外） 

上午８∶３０～１１∶０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注 1）按申请人数，也许等待时间长达半天，或当天不能完成办理。 

手续费： 

申请费    普通汽车    ２，５５０日元 

  原付摩托车 １，５００日元 

  大、中、准中型汽车  ４，１００日元 

  其他  ２，６００日元 

签发手续费     ２，０５０日元 



两类以上一并记载手续费（每加一类）   ２００日元 

需备材料： 

1.有效的外国驾照

驾照上没有领证日期，另需证明领证日期（初次领证日期）的资料（驾驶履历书等）。若

有两种以上准驾车型的驾照（例如：普通汽车驾照和普通摩托车驾照），需要证明每类别初次

领证日期的资料。 

2.上述驾照日文翻译文

必须提交下列机关签发的翻译文之一： 

・该国驻日本大使馆（台湾驾照则台湾日本关系协会）

・日本自动车联盟（JAF）

・全德汽车俱乐部（只限德国）

・ZIPLUS株式会社（只限台湾、美国、越南、中国、菲律宾、香港特别行政区、乌克兰）

3.日本驾照（若曾经取得过）

4.记载本籍（国籍等）的住民票（受到住民基本台帐法适用的人士）

提交未记载个人编号的住民票即可。 

（注 1）不收复印件。 

（注 2）若住民票上记载个人编号，要用签字笔等涂销个人编号部分。 

（注 3）因调任到海外等无法取得住民票，需要提交《一时归国证明书》（附核实申请人

现住址的身份证复印件（驾照等））及户口誊本。 

（注 4）若一时归国时不在自己所登记的地址暂时停留，则需要提交核实资料。 

5.护照等（不受到住民基本台帐法适用的人士）

只出示下列资料之一即可。 

・护照

・日本外务省签发的身份证明书

・有权限机关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

6.证明确实居住于申请驾照所报住址的资料（不受到住民基本台帐法适用的人士）

提交借住地户主开具的证明书（附核实该住址的户主身份证复印件（驾照等））。 

7.核实在取得驾照的国家地区总共停留 3个月以上的资料（护照等）

・若有旧护照，请全拿来。

・若出入境时经自助过关通道，请取得驾照国家地区的出入境记录等。

・未经自助过关通道也或需要出入境记录证明书。

详细情况，请向各驾照考场咨询。 

8.申请用相片（贴在申请书上的相片）



尺寸 3厘米高×2.4厘米宽（1张） 

·正面、免冠（宗教或医疗理由需要则不受此限）、彩色、上三分之一身、无背景。必须

在申请前 6个月内拍摄。 

·不得佩戴彩色隐形眼镜。

·像素粗，自家摄影的相片不能用。申请时在服务台检查相片。

·申请复数车类驾照，每类多附１张。

·自带相片用于驾照档案，驾照证件照当场拍。

9.在取得驾照的国家地区停留时间报告表

事先填写此文件并在办理换证时和其他材料一并提供，则能顺利通过审查。若内容不全

或尚未填写，或许给后面排队的申请人先办理。若能提供从初次领证日期以后的该国家地区

出入境记录，则无需提交此文件。 

10.其他需要提交的资料

按取得国家地区及取得情况，或需要提交其他资料。请确认以下附件。

    另外，还需要审查是否新手驾驶员，若有证明驾驶经历及该国停留时间的资料（旧外国驾

照等），请全拿来。 

申请人条件： 

・18 周岁以上（普通摩托车周 16 岁以上，中型汽车周 20 岁以上，大型汽车周 21 岁以

上）。 

・考取外国驾照后，于该国家地区停留总计时间必须 3个月以上。

・普通汽车及摩托车申请人，视力必须两眼 0.7以上，并只眼各 0.3以上；只眼未满 0.3

或无视力者，另一只眼视界必须 150度以上，并视力 0.7以上。 

・准中、大型汽车申请人，视力必须两眼 0.8以上，并只眼各 0.5以上，并以“三杆法深

度知觉检验机”测验 3次，其平均误差必须 2cm 以内。 

・曾取得日本驾照后被吊销者（初学者吊销除外），重考之前 1年以内必须接受被吊销者

讲习，超过吊销规定时间方能重考。 

・居住东京都境内。

其他： 



・外国驾照更换日本驾照时，实施“交通规则知识考试”及“驾驶技能考试”。 

（注 1）“驾驶技能考试”因采取预约制，不接受即日测验。 

（注 2）持有上述 29个国家地区等的驾照者免除考试。 

・因日本政府对于部分地区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我方决定实施特例措施：考过“交通规则

知识考试”以后尚未考“驾驶技能考试”的人士，只要在考过“交通规则知识考试”以后 6

个月以内再申请，则直到加上在紧急事态措施的天数（按最后解除紧急事态措施的地区）的

日期，均免考“交通规则知识考试”。详细情况，请向有关部门咨询。 

 

办理换证以后领取的日本驾照（IC 驾照）： 

 

1.本籍（国籍等） 

    驾照上没有本籍（国籍等）的信息。使用 IC驾照读卡机，则能够读取登记信息。 

2.出生日期 

    驾照上采用和历出生日期。 

    和历西历转换加法： 

    若于令和出生，和历加 2018等于西历（例：令和 3年＋2018＝2021）。 

    若于平成出生，和历加 1988等于西历（例：平成 30年＋1988＝2018）。 

    若于昭和出生，和历加 1925等于西历（例：昭和 60年＋1925＝1985）。 

3.有效期限 

    初次取得的驾照有效期为从签发日期起直到第三次生日的后一个月。 

4.种类表格 

    表格里有该驾照的准驾车型信息。 

    持有普通汽车驾照以上等级的驾照，则准予驾驶原付摩托车（原付摩托车：总排气量 50cc

以下的摩托车）。原付摩托车不得载人。（未满 16 周岁的驾驶员除外） 

 

关于准驾车型 

行车之前，请务必亲眼检查车检证。 

 总量标准 载重标准 载人标准 年龄标准 

普通汽车 未满 3.5 吨 未满 2吨 10人以下 18周岁以上 

准中型汽车 3.5吨以上 7.5吨未满 2吨以上 4.5吨未满 10人以下 18周岁以上 

中型汽车 3.5吨以上 11吨未满 4.5吨以上 6.5吨未满 11人以上 29人以下 20周岁以上 

大型汽车 11吨以上 6.5吨以上 30人以上 21周岁以上 

 

变更现住址、姓名、本籍（国籍等）： 

 

若变更现住址、姓名、本籍（国籍等），请于警察署、驾照更新中心或驾照考场及时登记。 



 

日本驾照的更新手续： 

 

从驾照有效期最近的生日前一个月至期满日期，请于管辖现住址的都道府县办理手续。 

外国驾照更换日本驾照以后，初次取得的驾照有效期背景为绿色；以后更新驾照时，按持

有驾照时间及交通违章等记录，该颜色变为蓝色或金色，有效期亦变为 5年。 

 

新手驾驶员标志悬挂义务： 

 

从驾照的签发日期起一年，新手驾驶员于车辆的前后均须悬挂“新手驾驶员标志”。 

在此新手驾驶期间，若出现交通违章或交通事故累计分数达到 3以上(若一次违章或事故

的分数为 3，则累计分数达到 4以上)，则得参加“新手驾驶员培训”。 

 

限制摩托车的载人驾驶： 

 

・取得摩托车驾照以后未满一年的驾驶员，不得载人行车。 

    ・摩托车驾驶经历三年以上，则准于高速公路载人行车。 

    ・总排气量 125cc 以下的摩托车不得于高速公路行车。 

    ・若在其他国家地区取得驾照以后未满 3年（根据提交材料判断），该天数则记录于驾照

背面。 

 

常见的问题解答（FAQ）： 

Ｑ1 审查材料是否需要预约？  

不需要。当天按受理顺序办理手续。 

     

Ｑ2 能不能代理申请？  

不能。申请人本人必须过来申请。 

  

Ｑ3 要不要带翻译过去？  

您不能用日语沟通，带翻译比较好。 

  

Ｑ4 本人住在神奈川县。能不能在警视厅申请换证？  

住在东京都的人才能在警视厅申请。您住在其他地方的话，请向当地有关部门咨询。 

  

Ｑ5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也可以办理换证手续吗？  



只在周一到周五（除法定节假日）办理。 虽然府中、鲛洲考场八点开门，江东考场 7

点 45分开门，但办理时间为从上午 8点 30 分到 11点、从下午 1点到 3点。 

 

Ｑ6 什么时候能领取日本驾照？  

如果您有免考国家地区的驾照，当天就能领取；如果您需要参加考试，在考过“驾驶技

能考试”的当天就能领取。申请人过多时，免考国家地区的人也许会不能当天领取。 

  

Ｑ7 外国驾照已经过期了，也可以申请换证吗？ 

不可以。必须要有效外国驾照。您需要参加“驾驶技能考试”的话，必须要有考试当天

还有效的驾照。  

  

Ｑ8国际驾照也可以换证吗？  

国际驾照不能换证。只有外国驾照的正本才能换证。  

  

Ｑ9 办理换证以后，外国驾照会怎么样？  

还给您。如果您要将意大利驾照更换日本驾照，按照意大利的相关规定您需要将意大利

驾照交回有关部门。请按照在日意大利大使馆的要求交回。其他国家地区也许会有此类

要求，如果您驾照的国家地区也要求交回，请按照其要求。 

 

Ｑ10 “适性考试”考什么内容？  

该考试的项目有视力、辨色力、听力、运动功能。您平时戴眼镜或隐形眼镜的话，考试

当天也要带过来。如果您患特定的疾病，警方也许会要求您事先口头报告或提交医生开

具的诊断书。  

 

Ｑ11 “深视力检查”是什么？  

办理更换准中型、中型、大型汽车、牵引车驾照的申请人需要检查此项目。被测人离

“三杆法深度知觉检验机”2.5米处坐下测验 3次，其平均误差 2cm以内即及格。及格

才能进入下一步。 

 

Ｑ12 “交通规则知识考试”考什么内容？  

关于日本的交通规则的 10道题，使用电脑答题，答对 7道题以上即及格。  

  

Ｑ13 “交通规则知识考试”有多少种语言的考卷？ 



日语、阿拉伯语、印度尼西亚语、乌尔都语、英语、韩语、西班牙语、泰语、他加禄

语、土耳其语、法语、汉语、越南语、波斯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马来语、缅甸

语、俄语。 

 

Ｑ14 什么时候可以考“驾驶技能考试”？ 

考过“交通规则知识考试”以后就可以报名。现在报名以后过几个月才能参加考试。  

  

Ｑ15 考“驾驶技能考试”的时候翻译能不能一起上车？ 

开车时只能考生本人上车。考试前考官说明考试规则和注意事项时可以当场翻译。  

 

Ｑ16 没考过“驾驶技能考试”该怎么办？  

需要重新考一次。  

 

Ｑ17 在“驾驶技能考试”的考场可以练车吗？  

可以。考场是开放的，您需要自己准备车辆和陪同人（必须持有该日本驾照，并具有 3

年以上驾驶经历的人（停止使用驾照期间除外））。在驾校也可以练车，但警方不能介绍

驾校。  

 

Ｑ18 手续费怎么算？ 

申请手续费 

普通 2，550日元；准中型、中型、大型 4，100日元 

原付摩托车 1，500日元、摩托车（小型、中型、大型）、牵引车 2，600日元 

两类以上一并记载手续费 

每一种 200日元 

签发手续费 

一律收费 2，050 日元 

例 1）普通汽车 一共 4，600（2，550+2，050）日元 

例 2）普通汽车和小型摩托车 一共 7，400（2，550+2，600+200+2，050）日元 

 

Ｑ19 只要付一次费用，就能免费补考吗？  

不能。“适性考试”、“交通规则知识考试”、“驾驶技能考试”的任何一个地步不及格，

补考时需要再付申请手续费。  

 

Ｑ20 提供旧照片也可以吗？ 



不可以。申请人需要提供在申请前 6个月内拍摄的、无背景、上三分之一身、嘴唇合

拢、尺寸 3厘米高×2.4厘米宽的照片。也可以在考场花 800日元拍。在当场拍摄以

后，可以直接拿来前台，办事员帮您裁剪。  

 

Ｑ21 只要有护照就能核实停留时间吗？  

基本上可以。警方主要看护照上所有盖章，但最近很多国家地区设置自助过关通道，自

助过关时没有出入境章。您还提供取得驾照国家地区的出入境记录，该审查将会顺利通

过。最好事先准备从初次领证日期以后的出入境记录。 

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近 10年内）、土耳其等国家可以从网上获取出入境记录；泰

国、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地区只能在当地获取；韩国、台湾、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地区可

以通过大使馆获取。 

  

Ｑ22 没能得到出入境记录。提供别的材料也可以吗？ 

    提供在职证明或当地学校开具的成绩证明和毕业证书也会审查顺利通过，一概不收复印

件。  

如果您在取得驾照的国家地区上过班，就可以提供在职证明。必须要记载您在该国家地

区从何时到何时上班。 

如果您当时为学生，成绩证明和毕业证书的正本都要提供。毕业证书上一般只记载毕业

日期，几乎都没有入学日期。成绩证明上记载着每一年您有多少学分。您提供两种文件

警方才能计算您在该国的停留时间。  

 

Ｑ23 怎么计算从取得驾照以后 3个月？ 

          警方要审查从取得驾照的第一天起您是否在该国家地区总共停留 90天以上。需

要总共停 留 90天以上，不需要连续停留。出入境的当天也算入。 

     （例）2020年 1月 2号    入境美国 

           2020年 3月 10 号   取得美国驾照 

           2020年 5月 14 号   从美国出境（取得驾照以后停留 66天） 

   2020年 8月 24号   入境美国 

2020年 10月 1号   从美国出境（停留 39 天）                总共 105天 

 

Ｑ24 需要提供驾驶履历书吗？ 

基本上都需要。很多国家地区不能在网上申请也不能通过大使馆申请，到时候您也许会

要找人从国内寄过来，因此最好事先在国内申请并带着入境日本。 

 



Ｑ25 任何驾照都可以办理换证吗？ 

如果签发驾照的国家地区还没给我方提供驾照信息，不能换证，申请人只能考日本驾照。 

 

 

【本业务咨询单位】 

 

警视厅 府中运转免许试验场 学科试验课 

电话：042-362-3591（总机） 

警视厅 鲛洲运转免许试验场 试验课 

电话：03-3474-1374（总机） 

警视厅 江东运转免许试验场 免许课 

电话：03-3699-1151（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