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輛註冊號牌技術規格表 

 

 汽車汽車汽車汽車 輕型摩托車輕型摩托車輕型摩托車輕型摩托車 重型摩托車重型摩托車重型摩托車重型摩托車 工業機器車工業機器車工業機器車工業機器車 (MI) 老爺車老爺車老爺車老爺車 (H) 三輪腳踏車三輪腳踏車三輪腳踏車三輪腳踏車 特別制度特別制度特別制度特別制度 (ES) 試驗制度試驗制度試驗制度試驗制度 (EX) 暫時制度暫時制度暫時制度暫時制度 (T) 顏色 
底色：黑色 字體：白色 

底色：白色 字體：黑色 

底色：黑色 字體：白色 

底色：綠色 字體：黃色 

底色：藍色 字體：白色 

底色：綠色 字體：黑色 

底色：白色 字體：紅色 

底色：紅色 字體：白色 

底色：黃色 字體：黑色 

第一類 

短系列 

- 號牌： 460 x 100 毫米 - 字體：  高： 70 毫米 闊： 5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2 毫米 - 分隔符號： 30 x 12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10至 24毫米 

- 號牌： 230 x 50 毫米 - 字體：  高： 35 毫米 闊： 25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6 毫米 - 分隔符號： 15 x 6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7.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5至 12毫米 - 號牌：460 x 100 毫米 - 字體： 高： 70 毫米 闊： 5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2 毫米 - 分隔符號： 30 x 12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10至 24毫米 

- 號牌： 150 x 100 毫米 - 字體：  

   - 中文字： 高： 22 毫米 闊： 22 毫米 

   - 字母： 高： 19 毫米 闊： 19 毫米 

   - 數字： 高： 38 毫米 闊： 24 毫米 - 號牌厚度： 4 毫米 

--- --- --- 闊系列 

- 號牌： 520 x 120 毫米 - 字體：  高： 90 毫米 闊： 6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5 毫米 - 分隔符號： 30 x 15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10至 25毫米 

第二類 

短系列 

- 號牌： 330 x 175 毫米 - 字體：  高： 70 毫米 闊： 5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2 毫米 - 分隔符號： 30 x 12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10至 24毫米 

- 號牌： 170 x 115 毫米 - 字體： 高： 45 毫米 闊： 3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7.5 毫米 - 分隔符號： 15 x 7.5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7.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5至 15毫米 

--- --- --- 闊系列 

- 號牌： 340 x 230 毫米 - 字體：  高： 90 毫米 闊： 6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5 毫米 - 分隔符號： 30 x 15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10至 30毫米 

汽車 --- --- --- --- 

- 號牌： 460 x 100 毫米 - 字體：  高： 70 毫米 闊： 5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2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10至 24毫米 

- 號牌： 330 x 175 毫米 - 字體：  高： 70 毫米 闊： 5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2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10至 24毫米 輕型摩托車 / 重型摩托車 
--- --- --- --- 

- 號牌： 170 x 115 毫米 - 字體： 高： 70 毫米 闊： 50 毫米 字母及數字筆劃粗細： 12 毫米 - 字與號牌外圍至少距離： 15 毫米 - 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5至 15毫米 



車輛註冊號牌樣本(僅供參考之用) 
 

 
 

 汽車汽車汽車汽車 輕型摩托車輕型摩托車輕型摩托車輕型摩托車 重型摩托車重型摩托車重型摩托車重型摩托車 工業機器車工業機器車工業機器車工業機器車 (MI) 老爺車老爺車老爺車老爺車 (H) 三輪腳踏車三輪腳踏車三輪腳踏車三輪腳踏車 特別制度特別制度特別制度特別制度 (ES) 試驗制度試驗制度試驗制度試驗制度 (EX) 暫暫暫暫時制度時制度時制度時制度 (T) 顏色 
底色：黑色 字體：白色 

底色：白色 字體：黑色 

底色：黑色 字體：白色 

底色：綠色 字體：黃色 

底色：藍色 字體：白色 

底色：綠色 字體：黑色 

底色：白色 字體：紅色 

底色：紅色 字體：白色 

底色：黃色 字體：黑色 

第一類 

短系列 

 

 

 

 

 

 

 

--- --- --- 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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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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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闊系列 

 

汽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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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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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65
330 毫米

 

輕型摩托車 / 重型摩托車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