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Simplified)/中文简体

 

CREDENTIAL REPLACEMENT/证件更换 
本表及其他信息可于以下网址获取：www.nyc.gov/tlc 

此表必须用于申请更换证件。如果之前的证件丢失或损坏、需要更新照片、或执照持有人已更名，则可申请更换 TLC 证件。

在提交此表之前，请回顾证件更换清单。仅在 TLC 网站上预约后方可提交此申请。 
 

 

 
□ Photo Update/
照片更新 

更新 TLC 驾驶执照照片。仅适用于非 NY 州持有执照的驾驶员；NYS 的执照持有人必须使用 TLC 
网站上提供的 NY 州表格。更换的 TLC 执照将在 Long Island City 办公室签发；而且您必须交出现

有的 TLC 执照。 
更新证件照片需要二十五美元 ($25.00) 的费用。

TLC 驾驶执照编号 印刷体姓名 签名 日期 (mm/dd/yyyy) 

 

□ Replacement/更
换 

申请更换丢失、被盗、损坏或残缺、没收或从未通过邮寄收到的证件（仅适用于 TLC 驾驶执
照）。 
更换证件需要二十五美元 ($25.00) 的费用。 

□ 丢失 □ TLC 驾驶执照编号 □ SHL 价格表 

□ 被盗   

□ 损坏/残缺 □ FHV 贴花贴纸（输入 FHV 驾驶执照编号） □ 执照勋章盒 

□ 没收   

□ 贴花更换 
  

□ SHL 许可证编号（免费） □ 执照勋章价格表（免费） 

□ 寄丢 
（仅适用于驾驶执照）

  

印刷体姓名 签名 日期 (mm/dd/yyyy) 

 

□ Name Change/更
名 

在完成合法更名之后，您必须更新 TLC 驾驶执照和/或约租车 (FHV) 执照。您必须提交合法更名的

证明。 
更名后，更换证件需要二十五美元 ($25.00) 的费用。 

TLC 驾驶执照 FHV 执照（贴花、蓝色贴纸、菱形） □ 州签发的驾驶执照（必需） 

□ 更名申请书 

□ 结婚证 

□ 离婚协议书 

□ 入籍证明 

□ 带有新名的护照 

□ 永久居民卡 I-551 

□ 美国就业授权卡 

□ 社会保障卡 
（如果编号已更改） 

本人了解，在提交更名时，本人必须交出旧的 TLC 驾驶执照。本人已合法更名，曾用名： 

X 

请按照您的证件/身份证上的姓名用印刷体书写您的曾用名。 

X 
请按照您的证件/身份证上的姓名用印刷体书写您的“新”名。 

印刷体姓名（新名） 签名（新名） 日期 (mm/dd/yyyy) 

 

INTERNAL USE ONLY 

 

Date (mm/dd/yyyy) Processed by: 



Chinese (Simplified)/中文简体 

说明：在提交申请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证件要求”清单。您必须在 TLC 网站上安排预约，以便在 Long Island City 办
公室提交此文件。 
汇票的抬头必须是 “NYC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或 “NYC TLC”。 

 

更新 TLC 驾驶执照上的照片： 
仅适用于非纽约州持有执照的驾驶员；纽约州的执照持

有人需使用 TLC 网站上的纽约执照持有人表格。若要更

新 TLC 驾驶执照照片，您必须造访 TLC 的 Long Island 
City 办公室。我们会在办公室给您拍一张新照片，并向

您签发新证件。工作人员将要求您交出以前的 TLC 驾驶

执照。您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 一份填妥的证件更换申请表。 
□ 现有的 TLC 驾驶执照。 
□ 二十五美元 ($25.00)，可通过借记卡/信用卡或汇票

支付，不接受现金。 
 

 

 
TLC 驾驶执照更换： 
如果 TLC 驾驶执照丢失、被盗、损坏/残缺或被没收，则

必须更换。您在 TLC 的 Long Island City 办公室提交证

件更换申请表之后，我们将向您签发新的 TLC 驾驶执照。

您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 一份填妥的证件更换申请表。 
□ 政府向执照持有人签发的带照片的身份证件/驾驶执

照副本。外州驾驶员还必须提供在提交 TLC 证件更

换申请后 30 天之内的 DMV 摘要。 

□ 注意：如果您要提供 NYS DMV 临时驾驶执照，
则必须额外提供一份带照片的身份证件。 

□ 二十五美元 ($25.00)，可通过借记卡/信用卡或汇票
支付，不接受现金。 

 
请注意：若因未收到 TLC 驾驶执照或驾驶执照可能

“寄丢”而需更换证件，则在以下情况下可免费更换： 
 距离 TLC 邮寄该执照之日已至少十 (10) 天，且 
 距离 TLC 邮寄该执照之日不超过六十 (60) 天。 

 
 

 
约租车 (FHV) 贴花更换： 
如果 TLC 贴花贴纸难以辨认，或已去除，并显示“无效”

字样；则必须申请更换贴花。若要更换展示贴花贴纸的

车窗，也必须申请更换贴花。您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 一份填妥的证件更换申请表。 
□ 政府向车主签发的 

带照片的身份证件/驾驶执照副本。 
□ 若使用代理人，则请提供填妥且经过公证的 TLC

“委托书”表格；以及政府向代理人签发的带照片的
身份证件副本。 

□ 二十五美元 ($25.00)，可通过借记卡/信用卡或汇票
支付，不接受现金。 

SHL 许可证和价格表/执照勋章价格表和盒： 
□ 一份填妥的证件更换申请表。 
□ 政府向所有者签发的带照片的身份证件/驾驶执照副本。 

□ 若使用代理人，则请提供填妥且经过公证的 TLC
“委托书”表格；以及政府向代理人签发的带照片的
身份证件副本。 

□ 原执照勋章价格表（执照勋章盒更换）。 

□ 如果适用，二十五美元 ($25.00)；请参见下方费用
详情，可通过借记卡/信用卡或汇票支付，不接受
现金： 
 路边揽客出租车 (SHL) 许可证--免费 
 路边揽客出租车 (SHL) 价格表--$25.00 
 执照勋章价格表–免费 
 执照勋章盒-- $25.00 

 

 
TLC 驾驶执照和/或约租车 (FHV) 执照更名： 
在合法更名之后，您必须在 TLC 的 Long Island City 办
公室更新您的 TLC 证件（驾驶执照和行驶证（如适

用））。新证件将在 LIC 办公室签发。您需要提供以下

材料： 
 

□ 一份填妥的证件更换申请表。 
□ 州签发的驾驶执照，上面需显示“新”名和以下

其中一 (1) 项（以新名）： 
□ 更名申请书； 
□ 结婚证； 
□ 离婚协议书； 
□ 入籍证明； 
□ 带有“新”名的护照； 
□ 永久居民卡 I-551； 
□ 美国就业授权卡。约租车执照更名还需要： 

□ 用新名进行车辆登记，和 
□ 用新名给 FHV 上保险。 

□ 二十五美元 ($25.00)，可通过借记卡/信用卡或汇票
支付，不接受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