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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提訊需知 
 

 

您在最近曾收到有關出庭提訊的傳票，休斯敦市法院現在向您傳達有關提訊的信息。 

 

按法律定義，提訊是刑事程序中被告第一次出庭在法官面前聆聽罪狀並提交答辯。但您可以不出

庭，而由書面通知方式取而代之。 

 

其他您不用出庭的通知方式包括：郵寄信件、電話、網上提交等。如欲獲得這些選項的更多信

息，請上網瀏覽 www.houstontx.gov/courts  網站的信息並下載適用表格。 

 

答辯 

有三種答辯方式：“有罪”、“不申辯”、“無罪”。如接受傳票所述罪狀，可回答 “有罪” 或 “不申

辯”。如不接受，則可回答 “無罪”。 

 

如回答 “無罪”，請選擇由法官或陪審團審判，而案件將擇日開庭。如欲由法官審判案件，請選擇

“法官審判”。如欲由六人陪審團審判案件，請選擇“陪審團審判”。如選擇“陪審團審判”，則必須打

算在法庭待留一整天。而且如案件無法安排在當天審判，則須延期。 

 

如選擇“法官審判”，則須簽署“陪審團審判棄權聲明書”。如未簽署棄權聲明書，則案件將被列入

陪審團備審案件目錄表上。如案件已排定日期，請準備在當天顯示證據，並呼喚證人。如須傳喚

證人，請將證人姓名及地址提交法庭書記官。  

 

您可自行選擇律師在法庭上代表您。如欲律師代表，請盡快尋覓律師，使其有充分時間做準備。

您也可以不請律師，代表自己出庭律師，但標准將等同於州檢察官。 

 

請注意，“法官審判”的時間可能在白天、晚上，或在不同地點的法庭進行，這些決定取決於須出

庭警員的時間表。“陪審團審判”案件週一至週五早上八時在中央法庭進行，地址為 1400 Lubbock, 

Houston, Texas 77002，週四、週五的案件也可能在 Westside Command Station 進行，地址為

3203 South Dairy Ashford, Houston, Texas 77082。  

 

請在開庭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以避免可能耽誤時間的事件發生。如遲到或未到，法官可能向您

發出“未出庭”拘捕令。為避免被拘捕，您必須立即到法院與附屬法庭 Annex Court 与法官溝通。

如與法官或檢察官溝通，則不會被拘捕。 

 

如答辯 “有罪” 或 “不申辯”，您將被判有罪，法官將估定罰金及法庭費用。  

 

如無法支付罰金，可選擇下列一選項處理： 

• 延期付款： 此選項讓您分期付清罰金。請填寫一份申請書，然後一位延期付款專員會與您

面談，在審核申請書後決定付清罰金的條件。  

http://www.houstontx.gov/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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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一般情形下，通過此選項您可以在一家非營利機構做義工以償還罰金。  

• 貧困聽證會： 如無法通過以上述兩種方法支付罰金，可要求在貧困聽證會上解釋您的情

況。您必須有證據證明無財力支付罰金。 

 

根據相關法律，如無法在審判後的 30 天內付清罰金及法庭費用，法官將追加 25 美元的逾期罰

款。   

 

最後，如無法在法官指定的日期付清罰金、法庭費用及逾期罰款，您必須再次在指定的日期到法

庭要求更長的時間付款，或證明您無法履行付款義務。如在此時無法出庭，法官將向您發“追繳

罰金拘捕令”。但如在此時上法庭與法官溝通，則不會因“追繳罰金拘捕令”而被拘捕。 

 

汽車駕駛安全課程（DSC）及摩托車駕駛安全課程（MOTC） 

您可以在出庭日期的當天或之前親臨任何法院或以郵寄方式申請 DSC/MOTC 課程。在履行所有

義務後，您的罪狀將被法官撤銷並不會出現在您的駕駛記錄上。如無法履行義務，法官將追加

175 美元罰金並向德州公共安全部報告您的罪狀。請在收到傳票的 10 天後提交申請書。您必須

答辯 “有罪” 或 “不申辯” 才能獲准接受 DSC/MOTC 訓練。以下是必選或自選 DSC/MOTC 課程的必

要條件。 

 

 

申請 DSC/MOTC 課程的所需證件:  

• 有效汽車保險單副本 

• 有效德州駕駛執照副本 

• 支付適用 DSC 費用 （請見下列費用） 

• 填寫及簽署 DSC/MOTC 申請書  

如申請必選汽車駕駛安全課程，應具備下列文件或條件: 

• 有效德州駕駛執照（不包括商用駕駛執照） 

• 汽車保險單或其他財務證明  

• 在最近 12 個月內沒有因違章行駛而接受 DSC/MOTC 訓練 

• 如超速，車速未超過法定速度的 25 英里  

 

如無資格申請必選 DSC/MOTC 課程，可申請自選 DSC/MOTC 課程。  

 

您可能有資格申請自選汽車駕駛安全課程，如具備下列條件: 

• 無法在提訊日或之前申請必選 DSC/MOTC 訓練 

• 在收到傳票的 12 個月內曾經接受 DSC/MOTC 訓練 

 

法庭會以書面方式通知您，並告知下列必要條件及截止期限。請記住，DSC/MOTC 申請書必須

由德州教育機構批准。您可在 90 天內完成 DSC/MOTC 訓練，並親自或以郵寄方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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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C/MOTC 訓練完成證明書（法庭版本） 

• DSC/MOTC 公證宣誓書  

• 認證過的德州公共安全部駕駛記錄 

 

如無法在指定履行日期前完成訓練和提交證件，您必須在期限的 30 天內親自出席“顯示理由聽證

會”。法庭將向您通知聽證會信息，並將通知寄至您在法庭登記的地址。如無法出席“顯示理由聽

證會”，您將被判有罪及罰金 175 美元，而罪狀將報告至德州公共安全部。 

 

必選 DSC/MOTC  訓練費用: 

• 違章行駛：   $114.10 

• 學校區域違章行駛：   $139.10 

自選 DSC/MOTC  訓練費用: 

• 違章行駛：  $154.10 

• 學校區域違章行駛：   $179.10 

 

延期處理（可選） 

延期處理即暫緩宣判。當答辯“有罪”或“不申辯”時，法庭將延期判決有罪、估算法庭費用，並命

令您繳付保證金及遵循某些規則。如規則獲遵循，案件將被撤銷，保證金將以“特殊開銷費用”處
置。如規則未獲遵循，法庭將以書信方式通知您出席“顯示理由聽證會”。如無法有效顯示理由，

法庭將判決案件，而罪狀將報告至 DPS（德州公共安全部），保證金將抵消罰金。  

 

如何申請延期處理： 

您可以通過親自上法庭、電話及郵寄書信等方式在提訊日或之前申請延期處理案件。申請延期

處理時，必須提交可在此網站下載的延期處理申請書、駕駛執照副本、汽車保險單副本，及支付

適用費用如下： 

• $214 非肇事交通案件 

• $229 非肇事超速案件，超速在法定速度的 14 英里內 

• $259 非肇事超速案件，超速在法定速度的 15-25 英里之間 

• $254 非肇事學校區域案件 

• $279 肇事案件 

  

如延期處理申請書以郵寄方式發出，申請書郵戳必須是出庭日或之前，以避免“未出庭”拘捕令。

法官將考慮您的駕駛歷史，然後決定是否批准延期處理要求。  

  

如有下列情形，郵寄申請書將不會被接受，您必須親自上法庭: 

• 超速在法定速度的 25 英里以上 

• 駕駛執照是 CDL（商用駕駛執照） 

• 超越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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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汽車保險 

• 在有工人工作的建築區內發生的交通違規事故 

• 非交通案件 

• 肇事者是青少年（須有家長或監護人陪同） 

守規撤銷（可選）： 

如有下列違規情形，罪狀可在不出庭的情形下撤銷。如有其他違規情形，罪狀不會被撤銷，您必

須上法庭或選擇其他選項。 

  

汽車保險： 

提交一份以您名義制訂、在案件發生時有效的保險單副本，及一份車輛註冊證副本。如您駕駛的

車輛屬於他人，可提交一份列出該車輛的保險單及該車輛的註冊證副本。如證據完整，案件將被

撤銷。如在事故發生後購買保險，則案件不會被撤銷。但您可申請延期處理，如延期處理成功，

可免罪及免繳州定額外費用。 

  

未出示駕駛執照: 

請提交駕駛執照的副本，及 10 美元處理費（支票/匯票抬頭請寫：City of Houston）。提交適當證

件及付清 10 美元處理費後，法庭將撤銷您的案件。 

 

逾期駕駛執照 

請提交德州駕駛執照續期收據的副本及 20 美元處理費（支票/匯票抬頭請寫:City of Houston）。

提交適當證件及付清 20 美元處理費後，法庭將撤銷您的案件。 

  

未報告姓名/地址更新 

請提交更新姓名/地址後的德州駕駛執照副本，及 20 美元處理費（支票/匯票抬頭請寫：City of 

Houston）。提交適當證件及付清 20 美元處理費後，法庭將撤銷您的案件。 

  

駕駛執照限制/用途違規 

請提交移除違規用途後的德州駕駛執照副本，及 10 美元處理費（支票/匯票抬頭請寫：City of 

Houston）。提交適當證件及付清 10 美元處理費後，法庭將撤銷您的案件。 

  

逾期車輛註冊證 

請提交車輛註冊證續期收據的副本，及 20 美元處理費（支票/匯票抬頭請寫：City of Houston）。

提交適當證件及付清 20 美元處理費後，法庭將撤銷您的案件。 

  

未裝配前方/後方牌照： 

請提交照片顯示已裝配前方 /後方牌照，及 10 美元處理費（支票 /匯票抬頭請寫：City of 

Houston）。提交適當證件及付清 10 美元處理費後，法庭將撤銷您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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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裝備（僅適用於非商用車輛） 

請提交裝備修復證據（文件/照片）及 10 美元處理費（支票/匯票抬頭請寫：City of Houston）。

提交適當證件及付清 10 美元處理費後，法庭將撤銷您的案件。 

 

請在休斯敦市法院網站上繼續瀏覽並閱讀其他相關信息，在暸解所有可行方法後再去法庭。所有

所需表格都可在網站下載。如您在休斯敦市法院有待解案件，請親臨法庭與法官或檢察官面談，

無須擔心被捕。我們的第一目標始終是幫助市民解決法庭案件。 

 

我們致力為市民提供最佳服務，並樂意獲得市民的反饋。如欲向我們建議如何改善服務或提供反

饋，請電郵至 presidingjudge@houstontx.gov。休斯敦市法院的所有員工在此感謝您抽空閱讀我們

的信息，並預祝您在市法院辦事愉快！ 

mailto:presidingjudge@houstontx.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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