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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驾
租车攻略



喜欢自驾游的你一定知道，驾车驰骋的感觉有多么美妙！在世界很多地方，

罕见的壮美景色伴随着异域风情，在你车窗外像电影一般闪现。自驾出游，

不仅可以随处驻足停留，尽情享受悠然自得，记录这种偶遇之缘，还解决

了全家出游行李过多不方便携带的烦恼。一辆合适的车，可装下全家旅途

中的所有行李，即便是一些大件如沉重的摄影器材或婴儿手推车也能轻松

携带。

可是，到陌生的国度自驾旅行，一定会遇到租车的烦恼，怎么租车？保险

怎么买？不懂国外的交规都有啥？路上出了事怎么办？……这些问题需要

慎重考虑，行程也要好好计划。

这一次，我们将与 Hertz 国际租车一起，先为你解锁在全球热门目的地如

何租车、如何自驾，再告诉你全球最受欢迎的自驾路线，为你提供最新最

全的租车信息，这些足以让你在远方一路驰骋，自驾无忧。

最新最全的自驾租车攻略

囊括北美（美国、加拿大），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泰国）的租车指南。让你从复杂的租车条款、

保险、交规中解脱出来。到底该怎么选，看完就知道！

速览 Introducing Car R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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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驾租车攻略

美国与加拿大自驾租车 

美西国家公园之旅

加拿大西岸落基山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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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自驾租车 

环南岛自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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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欧洲大陆自驾租车
（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

艺术之旅，从塞纳河到翡冷翠

金秋浪漫之旅

瑞士环游之路

英国自驾租车 

从伦敦到高地

澳大利亚自驾租车 

自驾穿越大洋路

东海岸自驾逍遥游

海鲜前哨之旅

泰国自驾租车 
从曼谷到清迈

致谢 

封面及租车信息

特别鸣谢以下国家旅游局推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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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特别注意

 美国：在所有州可以直接使用中国驾照及翻译件租车，但是

有 4 个州（夏威夷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德克萨斯州）对

于持中国驾照能否合法上路存在条款不明确的情况，为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你的自驾行程可绕开这些州。

 加拿大：每个省的条例不同，一般来说，中国公民可以持
有中国驾照在加拿大开车 90 天，但是 90 天之后，还想在加拿
大开车的话，你就必须得使用加拿大驾照了。

租车

1、车型选择

比较常用的有如下几种车型： 

2、低龄驾驶人

美国和加拿大的最低驾车年龄是 20 岁，但也有例外，美国的纽

约州和密歇根州、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最低租车年龄是 18 岁。在

最低驾车年龄到 25 岁之间的租车者需缴纳低龄驾驶费。有些车

型需年满 25 岁才可租用。

3、额外驾驶人

在美国和加拿大，可以在租车协议上登记额外驾驶人。每增加 1

名额外驾驶人，每天将收取一定费用。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美

国加州，法律禁止收取额外驾驶人员费用，一辆车可以有四个免

 国际驾照

●  公认的国际驾照，即 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IDP），指

联合国《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和《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缔约国之

间统一的合法驾驶执照。但由于中国不是这个国际协定的参加国，因

此在中国大陆的公民是无法取得 IDP 国际驾照的。

●  其它所谓的“国际驾照”，如 International Driving Document

（IDD）和 International Driving License（IDL）都不是真正的国

际驾照，不具法律效力。

1、护照原件

2、国际信用卡

部分租车公司如 Hertz 国际租车在美国可接

受银联信用卡

3、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

驾龄需至少一年

4、中国驾照英文翻译件

一些租车公司，如 Hertz 可免费提供驾照翻

译，关注 Hertz 微信“Hertz 国际租车”即

可自助申请

A、Economy Car（经济型轿

车）准驾四人 , 适合两口子或

后座只坐孩子；

B、Compact Car（紧凑型轿

车）类似国内福特福克斯；

C、Mid-Size Car（中型轿车）

类似丰田卡罗拉，是北美主要

租赁车型；

D、Full-Size Car（大型轿车）

类似大众帕萨特或凯美瑞，但

后座如果坐三个大人，跑长途

还是太累，尤其中间的乘员；

E、Wagon Car（旅行轿车）

适合行李多，租期长的用户，

尤其适合两家四人同行；

F、SUV，该车组有各种尺寸，

分 为 紧 凑 型、 标 准 型 和 7 座

SUV，适合长途旅行或越野；

G、Mini-Van（商务车）七座

车居多，由于行李空间少 , 坐

六人比较好。

美国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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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额外驾驶人。具体请查看各个租车门店的详细规定。有些租

车公司如果是其会员，可享受免费 1 名额外驾驶员的优惠。例如

租车人是 Hertz 国际租车的金卡会员，其配偶则免缴额外驾驶员

费用。

4、儿童座椅

可根据孩子大小，在租车公司租用婴儿、幼儿和儿童座椅，需要

支付一定费用。如果不租的话，也可自带儿童座椅。不论如何，

应遵守各地法律有关租车期间使用儿童座椅的规定。在美国法律

规定，12 岁以下的儿童乘车时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5、导航仪

多数车辆都可以配备GPS导航仪，租车公司按使用天数收取租金，

请在预订时确认车辆是否配备该装置。如果你租的车辆里没有配

备导航仪，也可以向租车公司租用，比如 Hertz 国际租车在多数

门店提供了“永不迷路（NEVERLOST）”导航仪，支持中文，

并带有无线 WI-FI 功能，另外还包含 60 分钟免费通话服务，并

可与 google 地图进行转换。

6、电子道路付费系统（仅美国）

有些租车公司提供的车辆安装了 PlatePass 电子道路付费系统，

请在取车时与车行确认该系统是否激活。

7、跨境驾驶

如果你的行程安排需要跨境（如美国跨境到加拿大或墨西哥），

在租车前需查询所租车辆是否可以跨境，一定要提前与租车公司

客服中心进行确认，并预订可跨境的车辆。

8、保险

租车保险名目繁多，并无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万能选项，需要根据

你所去的地点、驾车熟练程度、有无其他保险等做出合理选择。

一般租车公司的租车套餐已经包含了基本保险，如果租车经验不

丰富，还可以额外购买保险，或选择全险。

常见保险类型有：

（1）车损盗抢险（LDW – Loss Damage Waiver）

通俗的说是保自己的车。投保后，租车人如果在旅途中发生刮蹭

事故、车祸、失窃等情况，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租车人 0 赔付。

（2）补充第三者责任险

（LIS – Liability Insurance Supplement）（仅美国）

通俗的说是保对方的人和车。投保后，租车人驾驶租来的车辆，

发生交通意外事故，造成了租车人和所租车辆以外的第三方人身

或者财产的损失，保险公司会承担费用。

补充第三者责任险一般的赔偿上限为 100 万美元。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租车，该保险的保额最高是 200 万美元。

（3）责任保护（Liability Protection）（仅加拿大）

通俗的说是保自己的人和物。投保后，租车人正常驾驶租来的车

辆，如果发生对方造成的交通意外事故，保险公司会承担一部分

租车人以及其他乘客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以 Hertz 为例，

该保险保额最高为 100 万加元。

（4）个人事故保险（PAI – Personal Aaccident Insurance）

通俗的说是保自己的人。投保后，将承保租车人和乘客发生的意

外伤亡或医疗开支。无论租车人在租赁车辆里面或外面发生任何

损伤，都将得到一定的补偿。而其他乘客在上下车和行驶期间发

生意外伤害，也将得到一定的补偿。

（5）个人财产保险（PEC - Personal Effect Coverage）

通俗的说是保自己的物。投保后，对租车期间发生丢失或损失的

行李和个人物品（不包括现金、支票）提供一定的赔偿，包含租

车人以及租车期间与租车人同行的直系亲属持有的个人财物。

 小提示

●  PAI 和 PEC 往往是必须一块购买的，有些租车公司提供的

这两个保险并不仅限于在车上发生的个人意外和财产损失，而

是租期内的发生的个人意外和财产损失，比如在酒店中发生的，

也会赔偿，可在租车时询问清楚。

 小提示

●  在美国有极少数州（比如加州），如果不买 LIS，也可以享

受基本第三者责任险，但是基本的保额非常低，所以租车公司

会推荐你购买 LIS。但在租车门店现场购买 LIS，价格往往远

高于国内官网预订时的价格。



蚂蜂窝旅游攻略 5

（6）疾病应急险（ESP – Emergency Sickness Protection）

（仅美国可用，你可在门店购买）：通俗的说是保自己的病。仅

面向非美籍人士，并且上述人士在租车时持有有效的他国护照。

投保后，可以在租车人以及与租车人同行的成员患病时，提供一

定的医疗补偿。

（7）高级紧急道路救援

（PERS – Premium Emergency Roadside Service）

投保后，当所租车辆发生事故和碰撞时，或者在批准驾驶区域之

外遇到问题时，保险公司对实施救援产生的费用进行一定的赔偿，

比如：钥匙锁在车内、钥匙丢失、忘记关闭车灯、电频没电、为

车辆加油、爆胎安装或其他服务。

9、加油

美国的汽油分为普通（Regular）87 号、中级（Plus）89 号 和

高级（Premium）93 号，一般租车加 Regular87 号就行；加

拿大的汽油分为 87、89、91 三种型号，一般租车加 87 就行。

  

            美国加油标识                        加拿大加油标识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加油有自助（Self Service）和服

务（Full Service） 两种，在每个泵上方有标识。若使用人工服务，

需支付一点小费。加完油后，看清你加油类型去柜台交钱，也可

以使用信用卡。

取车时需要询问还车是否要将油箱加满，否则租车公司会扣除一

笔加油费。例如 Hertz 租车提供含燃油的套餐，可以预先购买一

箱油，这样你在还车之前就不再需要加满油。如果你未预先购买

一箱油，那么需要加满油还车，并且提供加油收据，证明是在还

车门店 10 英里内（约 16 公里）的加油站完成的加油。

10、异地还车

为了自驾旅途的方便，你在租车时可选择在不同门店还车。大部

分租车公司都可提供该服务，但是你可能需要支付一笔异地还车

费。Hertz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门店可提供跨境异地还车服务。

11、还车

一个“租车日”包括连续的 24 小时，每一天都从租赁时间开始

计算。当还车时间超过了 24 个小时，租车公司会收取额外一

天的费用。但是通常租车公司会给客人一点宽限的时间，比如

Hertz 的还车宽限时间为 29 分钟，客人只有在超过 29 分钟仍

未还车的情况下，才需支付额外一天的费用。

交规

美国和加拿大均靠右行驶，车辆驾驶位在左边，采用的基本是国

际交通标志。需要注意的一些交通规则是：

1、系好安全带

开车前，主驾驶和副驾驶都必须系好安全带，否则会被罚款。建

议坐在后座的人也系上安全带。

2、别打电话

开车时别手持电话通话，可以用蓝牙耳机，但注意只能用一只耳

朵接听，不能将手机拿在手中打电话。

3、行人优先权

美国、加拿大的交通法律规定，行人具有绝对的路权。如果有行

人过马路，无论什么情况，所有大小车辆必须停车让路，即使是

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司机看到行人也必须停车。

小提示

●  如果不购买 PERS，并不是说你不享受道路救援服务，当你遇到问

题时，依然可以拨打道路救援电话（这个电话会印在租车公司给你的

小册子上，一般车钥匙上也会有这个电话号码），租车公司依然会提

供服务，但基本上所有的租车公司例如 Hertz 国际租车只提供基本道

路救援服务，例如因车辆本身的机械故障造成的无法继续行驶。

小提示

●  你在租车门店提前买油所支付的油费，远低于市价，是很划

算的，如果你没有买一箱油，又没有在还车前加满油的话，那

么租车公司扣除的油费要远高于市价。对于不熟悉还车门店附

近是否有加油站的客人，建议提前购买一箱油省去找加油站的

烦恼。

 小提示

●  在美国，加州范围内和拉斯维加斯之间取还车一般不收异地

还车费，但旺季和大车可能会收。具体详情还请在预订时与租

车公司客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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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TOP 标记要停车

   

5、开车带孩子使用儿童座椅

美国各州、加拿大各省对儿童座椅的规定不同，应事先查询。如

加州规定轻于 60 磅或是 6 岁以下小孩必须使用儿童座椅。另外

注意：带孩子自驾，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否则

也许会有人报警，你将会因犯有危害儿童安全罪而被控告。

6、充分利用快速通道

 

7、YIELD 让行汇入

 

8、让动物先行

 

9、遇到鸣笛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时要及时向右靠，

让出车道。

10、让校车先行

看到校车停下，也必须停车，一般校车在停车时，会从车身侧面

伸出一个“Stop”标志，当这个标志出现时，所有前后左右的车

都必须停下，直到标志收起为止。

11、双向左转车辆道

 

12、停车

美国和加拿大的停车有着严格的规定，在没有停车线的地方停车

会被直接拖走。路边停车位多使用咪表（Meter）计算，这些停

车位有着明确的标识，停车前一定要注意车位边的停车须知，残

疾人车位与限停车位（Permit Parking）不要停，路边画红线的

普遍为消防通道不要停。路边的车位有的是分时段可停，有的是

仅能停 2 小时，要看好，超时会被开罚单。

路边的计时咪表

道路安全

美国、加拿大国家区号：001 

美国、加拿大的急救电话、匪警、火警：911 

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与租车公司当地客服团队沟通， 以便准确

无误地解决道路问题。例如 Hertz 租车，在北美地区有中文服务，

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获得帮助。

另外在租车时可选择购买一些保险，车损盗抢险（LDW）承保所

租车辆发生事故和碰撞时遇到的问题；高级紧急道路救援（PERS）

提供 24 小时高级道路支援服务

在高速路行驶中，最内车道有时有个菱型

标志 , 这是 HOV （ High-Occupancy 

Vehicle Lane）标志，这条车道为拼车

道（Car Pool）, 按照标牌指示两人或三

人以上才可以在这条车道行驶 , 一个人开

车不许走。这是为了鼓励共同乘车，减

少车流量和节约环保。

 特别注意

●  在美国，针对单人驾驶车辆占用 HOV 车道的罚款极高，一

般都高达数百美元。开车时一定要注意。

进入高速或左转时，常常看到这个标志，

标识该车道优先等级低，要减速避让其他

方向车，确认安全了才可以通行。

遇见动物要自觉停下来，等动物过去后才

可以正常行驶。在户外或国家公园区域自

驾也要留心野生动物标志牌，小心驾驶。

这个在国内是没有的，有些城镇有双向左转中

心道， 是专供往来车道需要左转的车辆使用的。

需要使用时，打左转灯进入中心道，确认反向

车道行车安全后， 左转进入你要去的地方。

STOP标记一般是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停车场的出入口等地方，这时候你一定要先

停车，左右看看是否有行人或其他车辆，确

认安全后再通过；即使没有行人和其他车辆，

也应该停留三秒后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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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游览盐湖城（Salt Lake City），约 20 英里；

Day2：盐湖城→杰克逊（Jackson）→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约 330 英里；

Day3：杰克逊→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约 190 英里；

Day4：黄石国家公园，约 150 英里；

Day5：黄石国家公园→盐湖城，约 420 英里；

Day6：盐湖城→拱门国家公园（Arches National

           Park）→莫阿布（Moab），约 240 英里；

Day7：莫阿布→纪念碑谷（Monument Valley）

          → 鲍威尔湖（Lake Powell）→ 马蹄湾

         （Horseshoe Bend）→ 佩吉（Page），

          约 280 英里；

Day8：佩吉→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佩吉，约 270 英里；

Day9：佩吉→上羚羊谷（Upper Antelope   

           Canyon）→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约 160 英里；

Day10：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锡安国家公园  

          （Zion  National Park）→ 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约 250 英里；

Day11：拉斯维加斯

●  犹他州 12 号景观路是犹他州的第一条得
到 "All-America Road" 称号的公路，一路
上的风景非常壮丽！

●  66 号公路被美国人亲切地唤作“母亲之
路”，让你回到西部牛仔风行的时代。

 线路推荐：美西国家公园自驾

美国西部国家公园自驾极其精彩，穿过清洌的大提顿、“热气腾腾”的

黄石、壮美的大峡谷、炫丽的羚羊谷……该行程包含了美西 5 大国家

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大峡谷国家公园、布莱斯国家

公园公园、锡安国家公园；你还能亲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去看看拱门、

羚羊谷，马蹄湾和纪念碑谷。

总长：约 2300 英里（3700 公里）

时长：11 天

起点：盐湖城

终点：拉斯维加斯

美国国家旅游局推荐

美国国家旅游局官网

http://www.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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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北美车牌

●  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车轮上的国家”，在当地自驾，千万不

要错过有趣的车牌，各州（省）都不遗余力地把车牌打造成宣

传当地特色文化的名片，它们不仅极具创意，还反映了当地的

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风土民情。

在美国，车牌不仅设计各具匠心，色彩斑斓，体现出的个性与

价值取向耐人寻味。纽约州车牌上的“帝国之州（Empire 

 state）” 尽 显 霸 气； 马 萨 诸 塞 州（Massachusetts） 的

车 牌 上 是“ 美 国 精 神（The Spirit of America）”； 阿

拉 斯 加（Alaska） 车 牌 上 是“ 最 后 的 处 女 地（The Last 

Frontier）”；犹他州车牌上不仅有拱门，还有标语“生活步

步高（Life Elevated）”……

● 加拿大各省的车牌也有鲜明的特点，比如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风景优美，所以车牌上有一句“Beautiful 

British Coumbia”，一个“Beautiful”道尽 BC 省自然风光之美；

班夫国家公园所在的艾伯塔省（Alberta）盛产玫瑰，所以该省的

车牌都写着“野玫瑰之乡（Wild Rose Country）”； 最有趣的是

加拿大北部的努纳武特地区（Nunavut）和西北地区（Northwest 

Territories），车牌上有一只北极熊，甚至把车牌都做成了北极熊形状，

非常有趣。

   加拿大 BC 省车牌         艾伯塔省车牌              西北地区车牌

在自驾途中，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有趣的车牌，说不定你可以以此打开

话题，一路结交车友，得到旅途中意外的收获。

蔡石 加州一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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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国家公园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也是加拿大的自驾游胜地。从露易丝湖到贾斯珀的冰原

大道景致非常优美。这里多姿多彩的地貌孕育出多姿

多彩的植物。野生动物的品种繁多，有麋鹿和黑熊。

这无限接近原始的美景 , 对于生活在钢筋水泥筑

建的城市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吸引。

总长：约 2300 公里

时长：7 天

起点：温哥华

终点：温哥华

Day1：温哥华（Vancouver）→坎卢普斯（Kamloops），

           约 354 公里；

Day2：坎卢普斯→戈尔登（Golden）→冰河国家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约 258 公里；

Day3：冰河国家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贾斯珀

           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贾斯珀镇

         （Jasper），约 327 公里；

Day4：贾斯珀镇→哥伦比亚冰原（Columbia Icefield）→

           露易丝湖（ Lake Louise ）→梦莲湖（ Moraine 

           Lake）→班夫镇（Banff），约 317 公里；

Day5：班夫镇→优鹤国家公园（Yoho National  Park）

          →瑞佛史托克（Revelstoke），约 315 公里；

Day6：瑞佛史托克→弗农（Vernon），约 147 公里；

Day7：弗农→基洛纳（Kelowna）→温哥华，约 440 公里。

从温哥华到落基山脉，行驶在横
穿加拿大的 1 号公路（ Trans-
Canada Highway）上。

从露易丝湖到贾斯珀的 93 号公
路（Icefields Parkway， 又 称
冰原大道）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
公路之一。

 Moo 笛 通向落基山脉的路

加拿大旅游局推荐

加拿大旅游局官网

http://zh-keepexploring.canada.travel/

 线路推荐：加拿大西岸落基山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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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租车
1、车型选择

比较常用的有如下几种车型： 

A、Economy Car（经济型轿车）准驾四人 , 适合两口子或后座

只坐孩子；

B、Compact Car（紧凑型轿车）类似国内福特福克斯；

C、Mid-Size Car（中型轿车）类似丰田卡罗拉，是北美主要租

赁车型；

D、Full-Size Car（大型轿车）类似大众帕萨特或凯美瑞，但后

座如果坐三个大人，跑长途还是太累，尤其中间的乘员；

E、Wagon Car（旅行轿车）适合行李多，租期长的用户，尤其

适合两家四人同行；

F、SUV，该车组有各种尺寸，分为紧凑型、标准型和 7 座

SUV，适合长途旅行或越野；

G、Mini-Van（商务车）七座车居多，由于行李空间少 , 坐六人

比较好。

2、低龄驾驶人

一般租车人要年满 25 岁。21-25 岁的低龄驾驶人会收取额外的

费用。以 Hertz 为例，大概费用在每天 20-30 欧元左右。

3、额外驾驶人

如果有额外驾驶人，每增加一位额外驾驶人，都会收取费用。不

同国家标准不同。以 Hertz 为例，一般每天的费用大概在 8-12

欧元不等。

4、儿童座椅

12 岁以下或身高 1.5 米以下的儿童需使用合适的儿童座椅。儿

童座椅需要安置在后排座位。

5、导航仪

可以在租车时选择添加导航仪，要注意的是部分车型可能无法安

装导航仪，需在预订时与租车公司客服人员确认。比较大型的全

球连锁租车公司通常会提供较高级的导航仪，例如 Hertz 租车的

“永不迷路（NEVERLOST）”导航仪就自带很多个性化功能，

比如中文语音导航服务同时，也建议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中安装

Google Map 应用也很有用。但是要注意手机流量，欧洲某国的

手机卡在异国使用可能会产生漫游费。

6、保险

常规的租车条约中都已经包含三大险种：车辆碰撞险 (CDW 

– Collision Damage Waiver)、 盗 抢 险 (TP – Theft 

Protection) 和第三者责任险 (TPL – Third Party Liability)，

在租车时，相当于已经选择了这三大险种，不用再额外买。

但是特别要注意，碰撞险和盗抢险是有最低责任的，基本都在

1100--4000 欧，如果理赔金额不足 1100--4000 欧的，需要

驾驶者自己承担。只有超出此金额的赔偿才会由保险公司支付。

你也可以考虑选择购买超级保护计划（SC – Super Cover）来

免除最低责任 , 如果发生车辆碰撞或丢失，租车人通常无需承担

任何责任（车顶，轮胎，底盘，玻璃除外）。

一般在门店取车时，店员可能会推销额外的保险和服务。办手续

1、护照原件

2、国际信用卡

3、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

驾龄需至少一年

4、中国驾照英文翻译件

部分欧洲国家适用，Hertz 租车可免费提供

驾照翻译，关注 Hertz 微信“Hertz 国际租车”

即可自助申请。

 特别注意

●  在欧洲国家租车，一般持有中国驾照 + 租车公司提供的英

文翻译件都可以租车。但有些国家也有例外，比如在西班牙、

意大利和芬兰，租车公司允许中国驾照租车，但持中国驾照上

路驾驶是否合法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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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前，务必要仔细核对租车合同的条款和金额是否与提车单一

致。

7、加油

在提车前先确认一下所租车辆需要使用什么种类的油，柴油和汽

油一定要区分好。与国内不同的是，欧洲柴油也有型号之分，要

特别注意一下。

欧洲大部分的加油站都是自助加油，很少的加油站有工作人员帮

你加。在自助加油站，找到自己需要加的油的种类，然后提枪加油，

加好油跳枪之后，到便利店里的柜台说你的油枪号付款即可。

8、跨境

跨境自驾会涉及到在不同国家自驾期间的保险有效性。不同租车

公司对不同车组在各个国家规定不同，一般有以下五种。

A. 可以免费过境

B. 需付费过境（按每天收费或者全程收费，在门店收费）。

C. 允许过境，但是保险的起赔额会上升（如开车进入德国时，车

辆保险的起赔额上升至 2500 欧）。

D. 不允许过境

E. 有条件过境（如需购买某种保险，或者有其他的条件。）

9、异地还车

为了自驾旅途的方便，你在租车时可选择在不同门店还车。大部

分租车公司都可提供该服务，但是你可能需要支付一笔异地还车

费。Hertz 在欧洲的门店可提供跨境异地还车服务。

10、还车

一个“租车日”包括连续的 24 小时，每一天都从租赁时间开始

计算。当还车时间超过了 24 个小时，租车公司会收取额外一

天的费用。但是通常租车公司会给客人一点宽限的时间，比如

Hertz 的还车宽限时间为 29 分钟，客人只有在超过 29 分钟仍

未还车的情况下，才需支付额外一天的费用。

 特别注意

●  在门店取车时，一定要主动跟店员说明打算横跨哪些国家。

因为这个信息会影响到租车公司给您提供的车型 ( 例如 , 在德

国租宝马品牌的车辆就不允许驶入意大利 ), 以及自驾期间的

保险有效性。如在没告知门店，门店也没有标记的情况下，在

他国自驾期间可能没有保险的保障。这一点建议在预订前联系

租车公司客服确认。

交规

除英国外，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为左侧驾驶，很多的交规和标志

都与我们相同，因此在欧洲大陆自驾并不会觉得很陌生。

限速

欧洲国家高速公路都是有限速的。法国、意大利、瑞士高速基本

都是 120 公里以内。

德国是唯一一个对高速公路几乎不做限速的国家。同时德国法律

还规定， 进入高速公路路段，包括匝道，如果没有其他限速标识，

驾驶速度不得低于 80Km/h。但并不是全德国的高速任何时刻都

不限速，在某些城市周边、危险或施工地区会限速 80km/h，一

些高速会限速 110-130km/h。有限速的高速路段会有电子显示

屏的，请随时留意限速信息。

高速公路费

每个国家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和金额都不相同。

德国的高速公路不收费。

法国和意大利以设立收费站的方式来收过路费，缴费时需排队给

现金或刷卡，这个与国内类似。

奥地利、瑞士、捷克等国家，要提前购买专门的高速贴 / 票贴放

置在车辆前挡风玻璃的角上。

停车

欧洲的路边停车，主要有白线、黄线和蓝线三种停车位：

 1、白线，一般情况下是免费停车，但也要多留意附近的标示。

 2、蓝线，收费停车位。一般是以 15 分钟为计费单位，最长停

车 2 小时。在某些时间段以外停车是免费的，停车标识上会有说

明。 

 3、黄线，当地居民的专属停车位。

 4、特殊停车位，标有轮椅标志的停车位，只能为残疾人使用。

 特别提醒

●  进入高速公路收费的国家前，一定先了解一下如何收费。

通常在临近边界的加油站可以买，注意看加油站的标识。建议

在进入这些国家的高速公路前就贴好，如果没有购买，在路上

遇上警察临时检查会被罚款。其中奥地利高速公路票最短的是

10 天，瑞士高速公路票是年票，有些租车公司车辆可能会自

带高速贴 / 票 (Vignette)，取车时请主动跟门店店员说清楚打

算横跨哪些国家，并问问是否还需要额外购买高速贴 /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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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停车步骤：

确认可以停车后， 先把车停好再到咪表缴费机上付款。不同的地

方机器操作方法可能不同，但一般都是先选择语言，然后投入相

应的钱，投币完成后按确定按钮，机器吐出一张停车小票，把停

车小票放在挡风玻璃前，然后把停车轮盘拨到停车的时间，就可

以走了。要保证在停车截止时间前回来，否则有可能被警察抄牌。

一般超 1 小时罚款在 15 欧以上。另外要注意停车位允许停放的

时间，很多地方都是只限白天或晚上停车，有的地方甚至只能停

几个小时。

欧洲停车费通常都很高，但是如果被查到没付停车费，那么罚款

更高，所以停车前一定要留意停车地方附近的标志。

应急处理

如果有交通意外发生，一定不要慌张，立即将车停在路边安全的

地方，如果不得已需要将车停在路中间，请打开双闪灯，并放置

停车指示牌，然后拨打当地报警电话，让警察登记事故情况。一

定要妥善保存事故记录。这样才能为保险公司出险提供准确详细

的信息。

道路安全

紧急求助电话

德国：110

法国：112

瑞士：117

奥地利：133

西班牙：112

葡萄牙：112

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与租车公司当地客服团队沟通， 以便准确

无误地解决道路问题。

另 外 在 租 车 时 可 选 择 购 买 一 些 保 险， 超 级 保 护 计 划 (SC - 

SuperCover) 可以免除租车人最低责任；高级紧急道路救援

（PERS）提供 24 小时高级道路支援服务。

金辰不是天才 法国南部伴随薰衣草的自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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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线路一：艺术之旅，从塞纳河到翡冷翠

从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到高迪建筑的巴塞

罗那，再到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

爱艺术的你走在这条路上，就仿佛在欧洲

艺术长廊之中穿梭。

总长：4147 公里

时长：2 周

起点：巴黎

终点：巴黎

24 帧的生活  从乔托钟楼看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鬼马鹿小鹿  巴特罗之家 

Day1-3：巴黎（Paris），在巴黎市内游览；

Day4：巴黎 → 图卢兹（Toulouse），约 679 公里；

Day5：图卢兹 → 巴塞罗那（ Barcelona），约 397 公里；

Day6：巴塞罗那

Day7：巴塞罗那 → 阿维尼翁（Avignon），约 432 公里；

Day8：阿维尼翁及附近南法小镇游览

Day9：阿维尼翁 → 佛罗伦萨（Florence），约 698 公里；

Day10：佛罗伦萨老城游览

Day11：佛罗伦萨 → 罗马（Rome），约 277 公里；

Day12：罗马

Day13：罗马 → 威尼斯（Venice），约 525 公里；

Day14：威尼斯

Day15：威尼斯 → 米兰（Milan），约 280 公里；

Day16：米兰 → 日内瓦（Geneva ），约 319 公里；

Day17：日内瓦 → 巴黎，约 54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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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线路二：金秋浪漫之旅
德国有一条唯美的浪漫之路，以维尔茨堡为起点，一直通向德国南部边境阿尔卑斯山区的小镇福森。途

径罗腾堡、奥格斯堡、天鹅堡等地。这条路最适合初秋自驾，400 公里的浪漫之旅处处充满着惊喜：迷

人的田园风光、历史悠久的小镇、童话般的城堡……再一路串联起奥地利最美的小镇哈尔施塔特、瑞士

的少女峰，相信这些一定会成为您在欧洲最难忘的自驾体验。

总长：2000 公里

时长：2 周

起点：法兰克福

终点：法兰克福

Day1：法兰克福（Frankfurt）→ 维尔茨堡（Würzburg），约 125 公里；

Day2：维尔茨堡 → 慕尼黑（Munich），约 258 公里；

Day3-4：慕尼黑市内游览；

Day5：慕尼黑 → 新天鹅堡（Neuschwanstein Castle）往返；

Day6：慕尼黑 → 萨尔兹堡（ Saltsburg），约 142 公里；

Day7：萨尔兹堡 → 哈尔施塔特（Hallstadt），约 73 公里；

Day8：哈尔施塔特 → 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约 225 公里；

Day9：因斯布鲁克 → 苏黎世（Zurich），约 273 公里；

Day10：苏黎世 → 少女峰（ Jungfrau）往返；

Day11：苏黎世 → 斯图加特（Stuttgart），约 350 公里；

Day12：斯图加特 → 法兰克福，约 199 公里；

德国国家旅游局推荐

小树  新天鹅堡 

德国国家旅游局官网

http://www.germany.trave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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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旅游局推荐

Day1：苏黎世 (Zurich) → 迈恩菲尔德 (Maienfeld)， 约 260 公里；

Day2 ：迈恩菲尔德 → 贝林佐纳 (Bellinzona) ，约 270 公里；

Day3 ：贝林佐纳 → 塔什 (Täsch) → 采尔马特 (Zermatt) ，约 300 公里，注意将车停至塔什，乘火车前往采尔马特；

Day4 ：采尔马特 → 日内瓦湖区 (Lake Geneva Region)， 约 215 公里；

Day5 ：日内瓦 (Geneva) → 纳沙泰尔 (Neuchâtel) ，约 190 公里；

Day6 ：纳沙泰尔 → 伯尔尼 (Bern) ，约 250 公里；

Day7 ：伯尔尼 → 琉森 (Luzern)， 约 180 公里；

Day8 ：琉森 → 苏黎世， 约 135 公里。
瑞士旅游局官网

MySwitzerland.com

 小贴士

●  瑞士环游之路沿途均为非高速公路，

为自驾最佳风光游览线路推荐。

 推荐线路三：瑞士环游之路

“瑞士环游之路”是一条覆盖瑞士全境的驾车环游线路，全长

约为 1600 公里，该线路覆盖全部 13 个旅游地区，穿越全部

4 个语区，途经 22 个湖泊，翻越 5 座山口，远离高速公路，

投身最美路段。游客沿途穿越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始终与

瑞士的艺术、文化、建筑和自然亲密接触。路线还使游客能够

参观植根于传统和历史的众多景点，游览瑞士所有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和生物圈。

总长：1600 公里

时长：8 天

起点：苏黎世

终点：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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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中国驾照在第一次入境英国的一年之内有效，超过一年后不可使

用。

租车

1、车型选择

比较常用的有如下几种车组： 

A、Economy Car（经济型轿车）准驾四人 , 适合两口子或后座

只坐孩子；

B、Compact Car（紧凑型轿车）类似国内福特福克斯；

C、Mid-Size Car（中型车轿车）类似国内丰田卡罗拉；

D、Standard Car （标准型轿车）类似国内福特蒙迪欧，但后

座如果坐三个大人，跑长途还是太累，尤其中间的乘员；

E、Wagon（旅行轿车）适合行李多，租期长的用户，尤其适合

两家四人同行；

F、SUV，该车组有不同尺寸，分为紧凑型、标准型和 7 座

SUV，适合长途旅行或越野驾驶；

G、Mini-Van（商务轿车）七座车居多，由于行李空间少 , 坐六

人比较好。

2、低龄驾驶人

在英国驾车，驾驶者必须年满 25 周岁。23-24 岁的司机需要额

外付费，以 Hertz 为例费用为每天 35 英镑左右，每次租车最高

不超出大约 350 英镑。 

3、额外驾驶人

如果有额外驾驶人，每增加一位额外驾驶人，每日需缴纳 11 英

镑左右，每次租车最高不超出大约 110 英镑。

4、儿童座椅

12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使用专用儿童安全座椅，在网站预订车辆

时可以同时选择儿童座椅。如果没有携带或提前预订，也可在租

车门店取车时租借。

5、导航仪

可以在租车时选择添加导航仪，要注意的是部分车型可能无法安

装导航仪，需在预订时与租车公司客服人员确认。比较大型的全

球连锁租车公司通常会提供较高级的导航仪，例如 Hertz 租车

的“永不迷路（NEVERLOST）”导航仪就自带很多个性化功

能，比如中文语音导航服务。也建议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中安装

Google Map 应用，它在英国的定位也很准确。 。英国的邮编

系统很发达，输入邮编也很容易的找到目的地。

6、道路拥堵状况

英国城市工作日的高峰时段为上午 8 点到 9 点 30 分以及下午 5

点到晚上 7 点，在这些时段，交通可能会有拥堵状况。因此，周

一到周五，早上 7 点到晚上 6 点期间驾车进入伦敦市区内拥堵区

域，会缴纳市区拥堵费（Congestion Charge），周末、银行

假日和公众节假日除外。伦敦的停车限制较多，如果打算游览伦

敦，建议将车停在城市市区周边的地区，乘坐公共交通进入中心

地带，伦敦以外的地方再自驾游览。

7、保险

租车时，租车费用一般已经包含车辆碰撞险（CDW- Collision 

Damage Waiver）、盗抢险（TP – Theft Protection）。但

是租车人有最低责任额。最低责任额按车型不同，价格不同，一

般是 550-1500 英镑（部分豪华车型会高达 5000 英镑）。如

果想要更加安心的驾驶，可以在预订时选择全额险，除了包含

基本的车辆碰撞险、盗抢险之外，同时包含超级保险计划 ( SC 

- Super Cover) 和个人事故保险 ( PAI –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租车人也没有最低责任额。

1、护照原件

2、国际信用卡

3、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

驾龄需至少一年

4、中国驾照英文翻译件

一些租车公司，如 Hertz 可免费提供驾照翻

译，关注 Hertz 微信“Hertz 国际租车”即

可自助申请。

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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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油

英国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约为 0.5 英镑 / 升。柴油一般比

汽 油 便 宜 10%~15%。 一 般 大 型 超 市 的 油 价 最 公 道， 比 如

Sainsbury、Asda、Morrisons，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及乡郊或偏

远地区，售价通常会更贵一些。

加油站既有人工协助加油，亦有自助式加油。一般接受现金或者

信用卡付款。

自助式加油的流程为：在自助加油站，找到自己需要加的油的种

类，直接拔下油枪加油，机器会同步显示已加油量及价格，加油

结束后进入加油站内小店告知工作人员机器号码并付费即可。

9、异地还车

如果选择异地还车（非同门店取还车即视为异地还车） 租车人或

将需支付一定的异地还车费。

11、还车时间

一个“租车日”包括连续的 24 小时，每一天都从租赁时间开始

计算。当还车时间超过了 24 个小时，租车公司会收取额外一

天的费用。但是通常租车公司会给客人一点宽限的时间，比如

Hertz 的还车宽限时间为 29 分钟，客人只有在超过 29 分钟仍

未还车的情况下，才需支付额外一天的费用。

交规

英国车辆是靠左行驶，在自驾中一定牢记这一点。遇到斑马线、

交通灯、路口应该首先礼让行人。右侧车道是超车道，超车完毕

之后尽快回归左车道。

限速

英国是欧洲唯一使用“英里”计算时速的国家。英国道路两旁会

有明显的限速标志。一般市区限速 30 英里，郊区路段限速 60

英里，高速公路限速 70 英里。一定要留意限速标志，超速罚款

视情节严重程度而定，最低罚款 100 英镑。

道路标志

英国道路采用欧洲的标准化标志。道路标志以不同颜色进行区分：

蓝色代表高速公路，绿色代表主干道，白色代表支路。棕色标志

代表旅游景点。提示或警告标志通常为红色和白色三角形，同时

带有便于理解的图案。自驾时请留意高速公路上关于道路网、事

故或有雾路段的电子告示。

环岛

英国有些路口并不采用红绿灯，而是设置环岛。在进入环岛前，

一定要确保环岛内的车辆先行。因为英国是靠左行驶，环岛方向

也与国内相反，要遵循顺时针方向行驶的原则。

路况

除高速之外，英国也有很多道路弯多路窄，坡路也较多，有很多

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情况。

在一些乡村或偏僻路段，两车相遇时，有些路段只能容许一方车

辆通过，这里一定要注意礼让，一般是其中一辆车先停在一旁，

另外一辆车通过后再通过。

礼让

英国人开车都很礼让，两车相遇一般很少有争抢的情况。如果人

和车相遇，一定要车让人。

两车相遇，如果对方闪两下大灯，一般表示礼让。

停车

英国城市内一般车位比较紧缺，特别是在伦敦老城区，寻找车位

相当困难。市区停车费一般约每小时 0.8~1.6 英镑。在市区外和

热门的旅游区，停车要方便得多。尽量准备足够的硬币。

停车前一定要观察好该区域是否可以停车：

单黄线：在某些时段内禁止停车，但允许短暂停留，主要用于上

下客，此时司机不得离开驾驶位。单线有时表示可以在夜间和周

末停车，但也请仔细查看标志。具体时段请参考现场指示牌。在

限制期时段外可正常泊车。

双黄线：任何时段均禁止停车。

某些提供给居民专用的车位在规定时间以外的时候会向外来车辆

开放，请仔细查看现场指示牌了解详细规定。

停车后一定要将票据放在挡风玻璃以备检查。

在英国乱停车的罚款数额视情节严重程度而定，一般分成 80 英

磅、100 英镑、120 英镑三种。在 14 天内缴交罚款，金额减半。

如果对标志不确定，尽量找停车场停车较稳妥。

车辆故障

一旦车辆出现紧急状况，应该立即将车停在路边安全地方检查。

如果必须要将车停在路中间，需要打开双闪灯，并放置停车指示

牌。然后拨打租车公司 24 小时紧急道路救援电话寻求帮助。

英国急救电话、匪警、火警：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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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推荐：从伦敦到高地

城市、乡村、湖区、高地，一条线路把英国的美景串联起。在伦敦感受这

个魅力无穷、多样变幻的大都市；泛舟康桥之上，体味学术之美；在湖区

领略英国乡村的静谧和闲适，再一路向北，去高地看壮美的风景，也许还

能听到很多尼斯湖水怪的传说。

总长：1403 英里（2258 公里）

时长：12 天

起点：伦敦

终点：伦敦

Day1-2：伦敦（London）

Day3：伦敦 → 剑桥（Cambridge），约 64 英里；

Day4：剑桥 → 约克（York），约 156 英里；

Day5：约克 → 温德米尔（Windermere），约 103 英里；

Day6：温德米尔 → 爱丁堡（Edingburgh），约 155 英里；

Day7：爱丁堡市内游览；

Day8：爱丁堡 → 威廉堡（Fort William），约 145 英里；

Day9：威廉堡 → 斯凯岛（skye），约 123 英里；

Day10：斯凯岛 → 格拉斯哥（Glasgow），约 232 英里

Day11：格拉斯哥 → 曼彻斯特（Manchester），约 214 英里

Day12：曼彻斯特 → 伦敦，约 211 英里。

上海小马哥  英国湖区 上海小马哥  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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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城市之间的道路网四通八达，地广人少，自驾途中自然

风光优美，最适宜自驾出行。租车价格和高速公路收费价格也并

不高，尤其适合举家出游，因此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国内的自

驾爱好者。

准备

中国驾照需要携带有效的英文译本才可以在澳大利亚驾驶机动

车。澳大利亚多数的租车公司已经接受中国驾照，只需要同时提

供一份中国驾照的翻译件就可取车。

* 年龄满 21 岁即可租车，但是年龄不满 25 岁（21-24 岁）的

驾驶者需要额外支付低龄驾驶员费用。

租车

1、车辆选择

澳大利亚的租车公司提供的车辆一般以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品牌

车为主，也有当地的汽车品牌比如 Holden。 一般城市、沿海公

路等路况很好，自驾租车时选择经济型、紧凑型和中型轿车即可，

租金不高还比较省油，性价比很高。在北领地、西澳等地区砂石

和泥泞路面较多，建议考虑驾驶 SUV，。如果自驾行程里包含

大部分高山路段，请选择越野车，最大化体验自驾的乐趣。

2、加油

澳大利亚的油价不是完全统一的，原则上越偏僻就越贵，大城市

里面的加油站是最便宜的，而在郊区和机场加油就偏贵。

大多数的加油站和其他国家一样是自助式的。自己拿油枪加油，

记住油枪的编号，然后到加油站超市柜台报油枪号码并付钱即可。

基本上所有的加油站都接受现金和信用卡支付。

一般租车时油箱是满油的，还车的时候也一定要加满油。如果没

加满油会从租车人预留的信用卡里扣款，这些扣款会高于应该要

支付的油钱，所以还车前一定要加满油并保留好加油小票。你也

可以取车时在柜台提前预付一箱油，省去还车找加油站的烦恼。

提前购买一箱油的价格通常会比市价更低。

3、GPS

一个智能的 GPS 导航在自驾中必不可少，可以在租车时选择

添加导航仪，要注意的是部分车型可能无法安装导航仪，需在

预订时与租车公司客服人员确认。比较大型的全球连锁租车公

司通常会提供较高级的导航仪，例如 Hertz 租车的“永不迷路

（NEVERLOST）”导航仪就自带很多个性化功能，比如中文

语音导航服务。另外还可以在自己的智能手机里下载应用程序。

Google Map、Navfree Australia & NZ等导航应用评价都不错。

澳大利亚的公路有收费和免费之分，如果GPS设置避开收费公路，

就可以免走收费公路。

4、保险

以 Hertz 澳大利亚租车的保险条款为例，Hertz 已经为车辆承保

基本第三者责任、车损险和盗抢险。但是按车型不同，租车人有

最低 4600-6100 澳元的最低责任。低于这个额度，租车人自己

支付费用，如果超出这个额度，超出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如

果客人希望最大化减轻租车人的责任，可选择购买以下保险：

（1）减少最低责任险 

（AER - Accident Excess Reduction）

购买该保险后，租车人只需承担 700-2200 澳币的最低责任。

（2）全面保护计划 （MAX - Maximum Cover）

购买全面保护计划，租车人通常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任何因疏

忽驾驶而造成的车辆损失及丢失除外；任何由于错误添加车辆燃

油、遗失特殊设备及弄丢车辆钥匙除外）

1、护照原件

2、国际信用卡

3、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

驾龄需至少一年

4、中国驾照英文翻译件

一些租车公司，如 Hertz 可免费提供驾照翻

译，关注 Hertz 微信“Hertz 国际租车”即

可自助申请。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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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事故保险 

（PAI -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对租车期间发生的人身意外伤亡给予一定的补偿。其保险范围一

般包括驾驶者及车内的乘客。

（4）个人财产保险 

（PEC - Personal Effect Coverage ）

对租车期间发生丢失或损失的行李和个人物品（不包括现金等）

提供一定的赔偿，事发后需要报警登记。

5、异地还车

为了自驾旅途的方便，你在租车时可选择在不同门店还车。大部

分租车公司都可提供该服务，但是你可能需要支付一笔异地还车

费。Hertz 在澳大利亚的门店可提供异地还车服务。

6、还车

一个“租车日”包括连续的 24 小时，每一天都从租赁时间开始

计算。当还车时间超过了 24 个小时，租车公司会收取额外一

天的费用。但是通常租车公司会给客人一点宽限的时间，比如

Hertz 的还车宽限时间为 29 分钟，客人只有在超过 29 分钟仍

未还车的情况下，才需支付额外一天的费用。

驾驶路上
1、靠左行驶

2、安全带

在行程中，驾驶者、副驾驶和车内所有乘客都必须全程系好安全

带。不系安全带属于违法行为，罚款金额通常为 200 澳币。18

岁以下的乘客没有系安全带时，如被查到司机会被罚款。

3、儿童安全座椅

8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使用专用儿童安全座椅，且座椅尺寸需适合

儿童的体型和体重。如果没有携带，可在预订车辆时添加此产品，

也可在租车门店现场租借，但是需要视门店可供情况而定，建议

最好提前预订。

4、礼让行人

遇到斑马线、交通灯、路口应该首先礼让行人。

5、注意自行车

尽量和自行车保持距离，如果想要超越自行车，一定要保持 1 米

以上的宽距。下车时，开右侧车门前一定要确认自己车辆后方没

有自行车和摩托车向你驶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有些景

区或者海边公路路边停车时，由于该地区经常会有骑自行车锻炼

的附近居民，稍不留意就容易在开门时撞伤骑车的人。

6、限速

7、环岛

8、行车礼让

 特别注意

● 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保险条款可能不同于其他地区，在购买

保险前要仔细阅读条款。

● 如果有额外驾驶员，一定要在门店出示相关资料并登记，否

则额外驾驶员驾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因为澳大利亚是靠左侧行车，和国内不同，

上路时可能需要慢慢适应。建议先了解一下

澳大利亚的交规和指示牌，刚取完车上路时

最好找车流少的路段练习一下再去繁华路段

或高速公路驾驶。

自驾时，请务必要按限速牌指示的速度驾驶，

一定不可以超速。普通公路限速为 60 公里 /

小时，高速公路限速 100 公里 / 小时，学校或

部分小镇附近限速 40 公里 / 小时，开车时要

看清限速标志。各大公路都有电子测速装置，

澳大利亚对于超速的罚款很严重。但是一般来

讲，如果超出标示限速在 5 公里 / 小时以内，

驾车人被罚的可能性很小。

澳大利亚的路口环岛较多，和中国相反，是顺

时针绕行，记住要让环岛内的车先行。环岛内

的车辆不会主动让环岛外的车，所以驾车进环

岛时，一定要仔细留意右侧是否有来车。

从支路进入主路，有 Give Way 的标志，需要

减速让主路的车先行。有时主路上的车辆行驶

速度较快，一定要礼让，这一点在澳大利亚自

驾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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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墨尔本 （Melbourne） → 吉朗 （Geelong） → 托尔坎（Torquay） → 洛恩（Lorne）→ 阿波罗贝

        （Apollo Bay） → 坎贝尔港（Port Campbell）, 约 149.3 公里；

Day2：坎贝尔港 →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 瓦南布尔 （Warrnambool），约 96.3 公里；

Day3：瓦南布尔→ 科尔登（Cobden）  →  克拉克（Colac） →   墨尔本，约 353.3 公里。

 线路推荐：自驾穿越大洋路

大洋路是墨尔本西部的一条沿海公路，这条公路建于悬崖峭壁中

间，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海滨公路。来到澳大利亚旅行，驾车穿

越大洋路一定会是一次难忘的体验。这条标志性的旅游路线道路

蜿蜒，途径饱受海风侵蚀的原始海滩、风景如画的小镇、史上著

名的金矿区和瑰丽的山脉、雨林和国家公园……自驾大洋路，可

以一次性饱览澳大利亚最精华的海景。

总长：645km

时长：3 天

起点：墨尔本

终点：墨尔本

澳大利亚旅游局推荐

9、注意动物

10、高速公路收费

澳大利亚的公路多数是免费，少部分需要付费。在 GPS 导

航里可以设置选择避开收费路段。进入收费路段前，路边

会有“TOLL ROAD”的提示。收费路段是电子计费，如

果行驶了收费路段，租车公司会在租车人预授权的信用卡

上扣费。

澳大利亚野外野生动物很多，驾驶时要随

时留意，谨慎驾驶。请注意：在日落与日

出之间，非城区道路如果不小心撞到动物

造成的车辆损坏，租车保险不提供理赔。

11、停车

在澳大利亚市中心停车较贵，而且即便是在付费停车位停

车，也有限时规定，停车前一定看好标志牌的说明。免费

停车位也可能有时间限制，不可超时。

在付费器上交好停车费后，需要把付费小票的有字面朝上

放在挡风玻璃的醒目位置。

违规停车的罚款每个州有不同的金额，一般为 20-50 澳元。

道路安全
澳大利亚紧急求助电话：000

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与租车公司当地客服团队沟通， 以

便准确无误地解决道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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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塔斯马尼亚东海岸的美景中，开始一段魅力之旅。参观玛

利亚岛的皮划艇和狩猎史，品尝天鹅湖附近农场中新鲜的草莓和

醇香的葡萄美酒，沿着菲欣纳国家公园酒杯湾的完美轮廓前行。

你可以在比千诺稍事停留，乘坐三轮摩托车沿着海岸线游览观光，

或者在黄昏下，看着精灵般蹒跚前行的企鹅回家，在道格拉斯 -

艾斯莱国家公园的雨林中漫步，比赛钓鱼，或者在圣海伦公园风

景如画的港口潜水。

总长：288 公里    时长：5 天

起点：霍巴特        终点：火焰湾

澳大利亚旅游局推荐

Day1：霍巴特 （Hobart）→ 奥弗德（Orford）

Day2：奥弗德（Orford）→ 天鹅海（Swansea）

Day3：天鹅海（Swansea） → 菲欣纳国家公园（Freycinet National Park）

Day4：菲欣纳国家公园（Freycinet National Park）→ 圣海伦（St Helens）

Day5：圣海伦（St Helens）→ 火焰湾 (Bay of Fires)

这是一条终极海鲜盛宴探险之旅。沿着南澳大利亚壮丽

的海岸线，从阿德莱德（Adelaide）到林肯港（Port 

Lincoln）。和海狮，金枪鱼共同欢快畅游，或者登上一

艘钓鱼船出海垂钓，而更刺激的是近距离观察澳大利亚大

白鲨。畅享从澳大利亚南大洋里刚捕捞上来的各种鲜活海

产吧！

总长：590 公里      时长：3 天

起点：阿德莱德       终点：柯芬湾

Day1：阿德莱德（Adelaide）→斯宾塞湾（Spencer

           Gulf）→ 林肯港（Port Lincoln），约 540 公里

Day2：林肯港（Port Lincoln）

Day3：林肯港（Port Lincoln）→柯芬湾（Coffin Bay），

           约 50 公里

 线路推荐：东海岸自驾逍遥游

 线路推荐：海鲜前哨之旅

澳大利亚旅游局官网

http://www.australia.cn/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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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绝对是自驾爱好者和极限运动挑战者的天堂，车流少、路

况好，窗外不断涌现着如梦如幻般的美丽景色。你可以在自驾的

同时将南北两岛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新西兰拥有多条主题公路，

其中 1 号公路为主贯穿全岛；自驾线路包括经典葡萄酒之路，冲

浪公路 45 号、南部景观线路、和奥克兰往返雷因格海角（Cape 

Reinga）的双安探险公路等。每一条都综合了美食、美酒、文化、

探险和风光等不同的主题内容，总有一款适合你。

准备

在新西兰，中国客人可凭有效本国驾照（驾照原件 + 有效英文译

本）或者国际驾照许可合法开车，有效期最长 12 个月。

新西兰的交规里对驾驶人的驾照及非英文驾照的翻译件有严格要

求，国内的驾驶人如需翻译中国驾照须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

意一种获得：

（1）选择新西兰交通局（NZTA）认可的翻译服务机构出具有

效英文译本。点击此处可查看认可翻译机构名单。

（2）前往国内居住地附近的公证处做驾照翻译并公证。

少部分大型租车公司如 Hertz 国际租车可为客人提供新西兰交通

局（NZTA）官方授权的新西兰驾照翻译，可点击此处直接办理。

租车

1、车型选择

以 Hertz 为例，在新西兰的车型大致包括经济型轿车、紧凑型轿

车、中级轿车、全型轿车、四驱越野车（4WD）、8 座多功能休

闲旅游车、12 座客车和豪华车组。由于新西兰属于火山堆积而

成的岛屿，其路段坡度比较多，有些自驾线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高山或河流低洼路段行驶，强烈建议在新西兰租车时选择四驱越

野车（4WD）或全时四驱车（AWD）

2、低龄驾驶人

新西兰的最低驾车年龄是 18 岁，18-24 岁的租车者需缴纳低龄

驾驶费。

3、额外驾驶人

在新西兰，可以在租车协议上登记额外驾驶人。每增加 1 名额外

驾驶人，每天将收取一定费用。租赁合同上登记的其他驾驶人员

允许驾驶车辆，与主驾驶人员一样，这些人员必须满足驾驶车辆

的相关规定和条件。保险覆盖范围不包括由未登记驾驶人员造成

的损坏赔偿。

4、儿童座椅

在新西兰旅行，婴儿 / 儿童在汽车内必须坐在合适的安全座椅上，

这是强制性规定。这些安全座椅可在租车公司网站提前预订。

5、滑雪设备

如果你选择冬季去新西兰旅行，并计划去国家公园或滑雪场体验

滑雪的乐趣，可以在租车时提前预订雪地防滑链、滑雪雪橇架和

滑雪板架。在自驾途中如果遇到下雪天气，可能会被临时检查要

求为车辆安装雪地防滑链，只需将链条安装完毕即可接着上路。

6、导航仪 /WI-FI 租用

可以在租车时选择添加导航仪，要注意的是部分车型可能无法安

装导航仪，需在预订时与租车公司客服人员确认。比较大型的全

球连锁租车公司通常会提供较高级的导航仪，例如 Hertz 租车

的“永不迷路”导航仪就自带很多个性化功能，比如中文语音

导航服务。同时也提供 WI-FI 设备供租赁（每天数据流量上线是

500MB）。

1、护照原件

2、国际信用卡

3、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

驾龄需至少一年

4、中国驾照英文翻译件

新西兰

Nzta.govt.nz/licence/getting/where-to-go/index.html
c.b1yt.com/h.llPDXF?cv=MuUgZABhq3J&sm=daaf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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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险

（1）车损盗抢险

（LDW – Loss Damage Waiver）

所有的租车费用中都包含车损盗抢险，为车辆和 / 或第三方财产

发生的意外损失承保。车损盗抢险有事故免赔额，第三方责任索

赔金额上限是 1 千万纽币。如果车辆驶离道路和 / 或在未铺设沥

青或者金属的道路上驾驶 / 或者在未浇筑道路上驾驶，车损盗抢

险（LDW）将不再适用。

（2）不计免赔

（AER – Accident Excess Reduction）

在发生事故之后，只要符合租车条例，免赔额将租车人最低责任

扣减至零（$0）。

（3）个人事故保险

（PAI –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投保后，将承保租车人和乘客发生的意外伤亡或医疗开支。无论

租车人在租赁车辆里面或外面发生任何损伤，都将得到一定的补

偿。而其他乘客在上下车和行驶期间发生意外伤害，也将得到一

定的补偿。

（4）个人财产保险

（PEC – Personal Effect Coverage）

投保后，对租车期间发生丢失或损失的行李和个人物品（不包括

现金）提供一定的赔偿，包含租车人以及租车期间与租车人同行

的直系亲属持有的个人财物

（5）高级紧急道路救援

（PERS – Premium Emergency Roadside Service）

投保后，当所租车辆发生事故和碰撞时，或者在批准驾驶区域之

外遇到问题时，保险公司对实施救援产生的费用进行一定的赔偿，

比如：钥匙锁在车内、钥匙丢失、忘记关闭车灯、电频没电、为

车辆加油、爆胎安装或其他服务。

8、加油

取车时，需要询问还车是否需要满油还车，通常租车公司都要求

还车前加满油，否则租车公司会从预留的信用卡里扣除一笔加油

费。你也可以提前预付一箱油省去还车时找加油站的麻烦，价格

比市场价更有优势。 如果你打算还车时再加油，请记住保留加油

收据或凭证。

9、跨岛自驾

新西兰分为北岛和南岛，对于租车跨岛行驶，租车公司的规定不

同，大多数租车公司不允许你将车辆开上轮渡， 跨岛前需在码头

门店还车，跨岛后在对面码头取相同等级车辆继续行驶。

一般需要提前告诉租车公司跨岛计划，如 Hertz 是提前 5 天。值

得一提的是，有些租车公司即便是允许你将车辆开上渡轮，但是

其保险对于在渡轮上发生的车辆剐蹭事故不给于赔偿，所以建议

最好不要将车开上渡轮。

 关于额外保险

●  1. 注意核对

一般在门店取车时，店员可能会推销，问客人是否需要购买额

外的保险和服务。办手续签字前，请仔细核对租车合同（Rental 

Agreement）的结算金额（Estimated charge）是否与提

车单一致。如果不一致，可以向门店工作人员仔细询问。

●  2. 不需要可以明确拒绝

这些额外保险是可选项，并没有法律强制要求购买。可以根据

自身需要考虑是否购买，如果不需要，可以明确拒绝。如果与

门店协商过程有任何问题，可致电租车公司在中国国内的客服

寻求帮助。

新 西 兰 的 汽 油 一 般 分 为 91 号、

95/96 号和 98 号，油号数字越大，

油的品质越高，价格也越贵。柴油

（Diesel）比汽油便宜10%-15%左右。

一般汽油车加 91 号就行，油枪是绿

色标志，而柴油的油枪是黑色标志，

标有 Di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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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异地 / 跨岛还车

新西兰允许异地还车，也可跨岛还车，但可能会需要支付异地还

车费。如果要将车辆还至与提车地点不同的岛屿，可能需要支付

高达 1,000 纽币的调回费。

11、还车

一个“租车日”包括连续的 24 小时，每一天都从租赁时间开始

计算。当还车时间超过了 24 个小时，租车公司会收取额外一

天的费用。但是通常租车公司会给客人一点宽限的时间，比如

Hertz 的还车宽限时间为 29 分钟，客人只有在超过 29 分钟仍

未还车的情况下，才需支付额外一天的费用。

交规

新西兰的交通规则和当地司机的驾驶习惯与中国有较大差别，在

前往新西兰自驾前，请务必熟悉当地的交通法规和道路安全信息。

1、请保持左侧行驶

与中国驾车习惯不同，新西兰驾车需在道路的左侧行驶，不要越

过中线。时刻谨记靠左行驶。

2、务必系好安全带

车辆中的每一位乘客都必须系好安全带，包括车后座的乘客。如

携带儿童，必须给儿童提供安全座椅，如果未携带儿童座椅，可

以向租车公司租借。

3、车速限制

在新西兰，郊区公路时速为 50 公里 / 小时，高速公路为 100 公

里 / 小时。也有一些公路为 60/70//80 公里 / 小时。道路施工

时，通常车速为 30 公里 / 小时。将时速控制在标示数 +5 公里 /

小时的范围内，一般来说造成超速罚款的可能性很小。

 小贴士

●  以上价格如与门店信息冲突，请以目的地信息为准。

 小贴士

●  新西兰规定不允许租车公司代替客人交罚单，所以在租车时

请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如有罚单，交管部门将寄给租

车人本人来缴纳罚款。

4、交通灯和 STOP（停车）标志

5、路测标志说明

遵守所有的道路标志、方向和弯路与拐弯的建议车速。始终注意

查看十字路口标示，在部分狭窄路段会有单车道桥，注意桥头标

志以确定是否需要让行桥对方迎面行驶而来的车辆。

6、交叉路口

遇到交叉路口时，副路程要给主路车辆让行，转弯车辆一定要给

之星车辆让行，过环岛时，要向右看，给右方车辆让行。

7、请勿在驾驶时使用手机

在新西兰，驾驶时候使用手机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你想拨打电话、

发送短信或查看你手机 GPS，请把车辆开到路边任意一处休息区

或安全的地方。

8、路边拍照

路边停车拍照一定要选择有充分停车空间的区域停车，车身要完

全停到行车道之外。

9、超车

新西兰的道路弯道非常多，请仅在安全的情况下超车，并务必在

想要超车时使用超车指示灯。绝不要越过中线靠近你一侧的黄色

实线。请尽可能利用超车道，但不要超过车速限制。

10、遇到动物

遇到路上有动物时，请让动物先行或听农夫的指示。

遇到红色交通灯时，必须停车。黄色交通灯也

表示停车（前提是可以安全停车）。这个与国

内相同。STOP（停车）标志表示车辆必须完

全停住而非慢慢滑行。遇到人行道有行人时，

也请停车等候行人通过后再继续驾驶。

ZY_FC  新西兰自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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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

新西兰国家区号：064

新西兰的急救电话、匪警、火警：111 

非紧急情况可拨打交通安全服务电话 555

新西兰境内有三条收费公路：Northern Gateway 收费公路、

Tauranga Eastern Link 收费公路和 Takitimu Drive 收费公路。

以 Hertz 为例，每次租车只需缴纳大约 6 块钱纽币的费用购买

HertzToll Pass 就能覆盖所有的道路通行费。

24 小时紧急道路救援

无论何时何地，一旦你的车辆出现故障，租车公司都会尽快提

供帮助，让你继续旅行，如果是技术 / 机械故障，而不是驾驶

员的责任（如蓄电池缺电、所加汽油标号不当），这项救援服

务完全免费。在租车时可以购买高级路边救援服务（Premium 

Roadside Assistance），投保后，当所租车辆发生事故和碰撞

时，或者在批准驾驶区域之外遇到问题时，保险公司对实施救援

产生的费用进行一定的赔偿，比如：钥匙锁在车内、钥匙丢失、

忘记关闭车灯、电频没电、为车辆加油、爆胎换胎或其他服务。

 小贴士

●  长途飞行后尽量避免下飞机就提取自驾车，应该在充分休息

后再开始自驾。冬季应避免驾车前往峡湾，西海岸、雪山等路

面容易结冰的湿滑地区，如果必须前往，应注意使用防滑链。

●  在新西兰很容易低估旅行时间。受天气、道路条件（如道

路狭窄、山坡地形、未铺柏油的碎石路）等影响，在新西兰自

驾的实际行驶时间很可能比 GPS 或地图标示的时间长。因此，

在指定自驾线路时，每日务必预留足够的时间，避免在夜间行

驶。

●  如果你计划前往新西兰自驾，我们建议你出发前进行一个新

西兰驾驶安全的网上小测试。

测试网址 www.drivingtests.co.nz/roadcode/cn

 《新西兰自驾安全指南》

●  最全面的新西兰自驾安全知

识，扫一扫就知道！

ZY_FC  新西兰自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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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推荐：环南岛自驾
环南岛自驾是新西兰最热门的线路之一，这里的冰川、湖泊、峡湾、

雪山、小镇、星空，没有一个不让人感到震撼！

总长：约 2000 公里

时长：8-10 天

起点：基督城

终点：基督城

Day1：基督城（Christchurch） → 提马鲁（Timaru） → 蒂卡普湖（Lake Tekapo），约 300 公里；

Day2：蒂卡普湖  →  库克山（Mt Cook）→ 奥玛鲁（Oamaro），约 300 公里；

Day3：奥玛鲁→ 但尼丁（Dunedin）→ 纳吉特角（Nugget Pt.）→ 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约 380 公里；

Day4：因弗卡吉尔→蒂阿瑙（Te Anau）→皇后镇（Queenstown） ，约 350 公里；

Day5：皇后镇 → 格林诺奇（Glenorchy） → 瓦纳卡（Wanaka），约 204 公里；

Day6：瓦纳卡→  福克斯冰川（Fox Glacier） ，约 262 公里；

Day7：福克斯冰川 →  霍基蒂卡（Hokitika），约 160 公里；

Day8：霍基蒂卡 →  城堡山 （Castle Hill）  → 基督城，约 350 公里。

基督城南下，在 1 号高

山太平洋沿海公路看风

景。

从因弗卡吉尔到霍基蒂

卡，新西兰南岛沿着西

海岸最美的 6 号公路。

新西兰旅游局推荐

 小贴士

●  更多新西兰交规和自驾注意事项，请阅读

《新西兰交通管理局海外司机说明手册》。

新西兰旅游局官网

http://www.newzeal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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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一般情况下，没有泰国驾照或者国际驾照在泰国开车的，只要遵

守交规，不碰到警察查车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需长期待在泰

国，那么一定要考取泰国驾照。

租车

1、车型选择

比较常用的有如下几种车型： 

A、Economy Car（经济型轿车）准驾四人 , 适合两口子或后座

只坐孩子；

B、Compact Car（紧凑型轿车）类似国内福特福克斯；

C、Mid-Size Car（中型轿车）类似丰田卡罗拉，是北美主要租

赁车型；

D、Full-Size Car（大型轿车）类似大众帕萨特或凯美瑞，但后

座如果坐三个大人，跑长途还是太累，尤其中间的乘员；

E、Wagon Car（旅行轿车）适合行李多，租期长的用户，尤其

适合两家四人同行；

F、SUV，该车组有各种尺寸，分为紧凑型、标准型和 7 座

SUV，适合长途旅行或越野；

G、Mini-Van（商务车）七座车居多，由于行李空间少 , 坐六人

比较好。

2、低龄驾驶人

泰国的最低驾车年龄是 21 岁，21-24 岁的租车者需缴纳低龄驾

驶费。

3、额外驾驶人

在泰国，可以在租车协议上登记额外驾驶人。每增加 1 名额外驾

驶人，每天将收取一定费用。保险覆盖范围不包括由未登记驾驶

人员造成的损伤赔偿。

4、儿童座椅

可根据孩子大小，租用婴儿、幼儿和儿童座椅，但需支付一定费用，

也可自带安全座椅。不论如何，应遵守泰国法律有关租车期间使

用儿童座椅的规定。

5、导航仪

可以在租车时选择添加导航仪，要注意的是部分车型可能无法安

装导航仪，需在预订时与租车公司客服人员确认。比较大型的全

球连锁租车公司通常会提供较高级的导航仪，例如 Hertz 租车

的“永不迷路（NEVERLOST）”导航仪就自带很多个性化功

能，比如中文语音导航服务。也建议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中安装

Google Map 应用。

6、保险

泰国法律规定，所有机动车车主必须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保

证事故发生时车主有能力偿付给第三者带来的损失。如新手开车，

建议购买全险。

（1）车辆碰撞险

（CDW – Collision Damage Waiver）

该保险承保由于车辆碰撞所造成的损失，租车人有 10,000 泰铢

的最低责任，当任何因疏忽驾驶而造成的损伤或无法对涉及事故

损坏的第三方进行认定时承租人的免赔额是 30,000 泰铢。有些

租车公司如 Hertz，在其泰国门店提供的租车价格中已自动包含

此保险。

（2）超级车辆碰撞险

（SCDW – Super Collision Damage Waiver）

承保内容含车辆碰撞险覆盖范围。承租人对所租车辆由于事故受

损的起赔额是 0，如果所租车辆发生全部的丢失或者盗窃，那么

该起赔额是 30,000 泰铢。

1、护照原件

2、国际信用卡

部分租车公司如 Hertz 国际租车在泰国可接

受银联信用卡

3、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

驾龄需至少一年

4、中国驾照英文翻译件

一些租车公司，如 Hertz 可免费提供驾照翻

译，关注 Hertz 微信“Hertz 国际租车”即

可自助申请

泰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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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盗抢险（TP – Theft Protection）

承保由于车辆被盗造成的损失，免除租车人在车辆被盗事件中的

全部责任。免赔额是 0。

（4）个人事故保险

（PAI –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对租车期间发生的人身意外伤亡给予一定的补偿。其保险范围包

括您及车内的乘客，医疗费用和个人物品（不含现金、支票）。

7、加油

取车时，需要询问还车是否需要满油还车，通常租车公司都要求

还车前加满油，否则租车公司会从预留的信用卡里扣除一笔加油

费。你也可以提前预付一箱油省去还车时找加油站的麻烦，价格

比市场价更有优势。如果你打算还车时再加油，请记住保留加油

收据或凭证。

8、异地还车

大部分的租车公司都支持异地还车，但或需支付一定的异地还车费。

9、还车

一个“租车日”包括连续的 24 小时，每一天都从租赁时间开始

计算。当还车时间超过了 24 个小时，租车公司会收取额外一

天的费用。但是通常租车公司会给客人一点宽限的时间，比如

Hertz 的还车宽限时间为 29 分钟，客人只有在超过 29 分钟仍

未还车的情况下，才需支付额外一天的费用。

交规

泰国的交通规则和当地司机的驾驶习惯与中国有较大差别，在前

往泰国自驾前，请务必熟悉当地的交通法规和道路安全信息。

1、请保持左侧行驶

泰国是右方向盘靠左驾驶的国家，行驶车道在左侧，右侧则为超

车道。因此，在穿过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左转弯车辆无需等待。

2、务必系好安全带

你车辆中的每一位乘客都必须系好安全带，包括车后座的乘客。

3、车速限制

需保持车速低于限速要求。泰国驾车城市道路限速 80km/h，高

速公路限速 120km/h，千万不能超速。

4、交通灯和 STOP（停车）标志

遇到红色交通灯时，必须停车。STOP（停车）标志表示车辆必

须完全停住。遇到人行道有行人时，也请停车等候行人通过后再

驾驶。

5、辅路车让主路车

泰国的交通规则规定：辅路车无条件让主路车。在泰国如果汽车

从辅路转到主路而发生相撞事故，交警都会判辅路车辆全责。因

为主路上的车辆有主路权，所以速度都很快，在泰国自驾时，从

副道上主道一定要减速，先确认是否安全，才上主道。

6、停车

在泰国停车，要注意看路边画的停车线的颜色。如果画的是红白

条纹的话，就是禁止泊车；画黄白条纹的地方是临时泊车处；画

黑白条纹的地方是不限时停车。

7、不许光身开车

比较有趣的是在泰国司机光着上身开车是违法的，所以就算天气

炎热，也要穿着衣服开车，否则有可能因此被罚款。

道路安全

泰国国家区号：066

泰国报警电话：191 

急救中心：1691 

医疗救助：1669 

旅游求助：1155 

泰国公路发达，公路网覆盖全国城乡各地。一位数的公路是连接

各府的主干道，现有 1 号、2 号、3 号和 4 号公路。两位数的是

连接府与府之间的一级公路，三位数的是指某府的二级公路，四

位数的是南部、北部分离于道路系统的通往重要场所的支线公路。

24 小时紧急道路救援

无论何时何地，一旦你的车辆出现故障，租车公司都会尽快提供

帮助，让你继续旅行，如果是技术 / 机械故障，而不是驾驶员的

责任（如蓄电池缺电、所加汽油标号不当），这项救援服务完全

免费。

泰国 91 号相当于国内的 93

号汽油，95 号相当于国内的

97 号汽油，以人工加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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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推荐：曼谷到清迈
            
总长：约 850 公里

时长：4 天

起点：曼谷

终点：清迈

Day1：曼谷（ Bangkok）→大城（Ayutthaya），约 80 公里；

Day2：大城→彭世洛（Phitsanulok），约 350 公里；

Day3：彭世洛→素可泰（Sukhothai），约 125 公里；

Day4：素可泰→清迈（ Chiangmai），约 300 公里。

从彭世洛到素可泰，行驶在泰国最美的 12 号公路上。

1024 小虎牙 泰国自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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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ertz
Hertz 集 团， 隶 属 于 Hertz 全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旗 下 拥 有

Hertz、Dollars、Thrifty，Firefly 及 ACE 五大租车品牌，在北

美、欧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亚洲、澳洲和新

西兰拥有约 10,000 多家直营门店和加盟门店。Hertz 是全球拥

有机场门店最多的大型租车公司之一，也是最知名和广受全球旅

客喜爱的租车品牌。Hertz 提供的特色产品和服务使 Hertz 在全

球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另外，Hertz 集团还拥有从事汽车

长租和一流车队管理经验的领先企业 Donlen 公司，在全球提供

Hertz 24/7 分时租车服务和车辆销售服务。

产品与服务
Hertz 提供的多项特色产品和服务，例如：Hertz Gold Plus 

Rewards金卡会员奖励计划、Carfirmations租车确认提醒服务、

移动 Wi-Fi 和特别系列激情探险车组 / 梦幻车组 / 绿色环保车组

/ 尊贵豪华车组等，使 Hertz 在全球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Hertz 会员忠诚度奖励计划

Hertz 为其顾客提供了会员忠诚度奖励计划，该奖励计划分为三

个等级：

Hertz 金卡会员（Hertz Gold Plus Rewards®）

这是 Hertz 最基本的会员等级，所有 Hertz 顾客都可以免费加

入！用 Hertz 金卡会员身份租车可累计消费积分，以及用积分兑

换免费租车日。此外，您还可以享受快速取还车，免额外第二位

驾驶员费用，会员专属优惠以及优先获知全球租车优惠的权益。

 Hertz 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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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加入 Hertz 金卡会员？

A：只要年满 21 周岁，就可以在 Hertz 官网上免费注册成为金

卡会员。注册过程中需要的个人信息主要有：

- 有效的本国驾照，至少 1 年驾龄

- 用于绑定会员身份的有效国际信用卡（不支持储蓄卡）

- 公司 / 会员折扣计划或常旅客号（如有）

注册步骤如下：

首先：登录 www.hertz.cn, 并点击“赫兹金卡会员”。

步骤一：填写个人驾照信息和相关的公司折扣协议（CDP）号；

如果没有也可以选择不填写。对于中国客人，可输入亚洲金卡折

扣号（CDP）1355830, 享受常年 9 折优惠。

步骤二：填写联系信息，并选择您喜欢的 Hertz 金卡服务，比如

手机提醒和电子还车服务。

步骤三：填写联系地址和信用卡信息。

步骤四：填写会员信息，并选择是否想要累计 Hertz 金卡会员积

分或航空公司常旅客积分。

步骤五：为所有目的地选择个人喜爱的车辆，保险和服务。

步骤六：请仔细浏览您的个人信息并确认。

步骤七：注册完成。

Q：为什么会员登录显示的价格比非会员显示的价格还要高？

A：会员预订不会比非会员预订价格高，而且赫兹金卡会员还可

常年享受 9 折优惠 （部分车型或门店除外）。通常价格高的原

因是会员在其申请会员时选择了比非会员更为完善的保险，因此

价格产生差异。以问题 2 为例，如果您在申请会员时选择了套餐

3 里的保险，那么每次您租车时，租车价格里就会自动添加这些

保险。其它非会员选择保险少的套餐 1 时，您就会感觉会员的价

格更贵，其实不是。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登录自己的

账户，修改自己的保险选项。

Hertz 金卡会员五星级（Five Star®） 

成为 Hertz Five Star® 会员，您只需每年完成 7 次租车或消费

总额达 1,500 美金及以上，而且可获取以下优选服务：

●  每次租车，可免费升级一车组（根据车辆库存而定）。

●  在 Hertz 租车，可额外获取 10% 奖励积分（每花 1 美金可获

取 1.1 个奖励积分）。

●  每 10 次有效租车可额外获取 900 个奖励消费积分。 

●  您还可收到通过邮件发送的更多优惠信息，包括价格优惠，免

费升级车组，服务指南，抽奖活动等。

Hertz 总统级会员 (President’s Circle®) 

成为 Hertz President’s Circle® 会员，您只需每年完成 20

次租车或消费总额达 4,000 美金及以上，而且可获取以下专享服

务：

●  每次有效租车后，保证免费升级一车组。

●  在 Hertz 租车，可额外获取 25% 奖励积分（每花 1 美金可获

取 1.25 个奖励积分）。

●  每 10 次有效租车可额外获取 900 个奖励消费积分。

●  还可收到通过邮件发送的更多优惠信息，包括价格优惠，免费

升级车组，服务指南，抽奖活动等。

Hertz Ultimate Choice 服务

这是赫兹为其会员推出的特别服务，客人可以根据其会员级别直

接前往订单中显示的停车区直接取车上路，无需再去柜台提车，

同时客人可以自愿在停车区域与周围工作人员沟通，在订单基础

上添加 25-35 美金 / 天升级到高一级别的车组。该服务现已经

在美国主要机场及部分热门目的地门店登陆。

合作伙伴
Hertz 与各国航空、铁路、酒店、旅行社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特别是主流航空公司，比如国航、东航等，你可以积累航空里程，

用以打折购买 Hertz 产品等。

●  欲了解更多 Hertz 租车详情，请关注 Hertz 租车微信

公众号：Hertz 国际租车

或登陆官网：www.hertz.cn

●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如与当时取车门店或目的地规则有

异，以门店或目的地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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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ertz 租车网上预订流程

Step 1：进入赫兹租车官方网站：www.hertz.cn

Step 3：选择您心仪的车组

Step 4：根据需要添加婴幼儿座椅 / 导航 / 等其他服务，
并确认价格（已含基本保险）

Step 5：确认车组和价格后，输入您的姓名及邮箱地址，
接收确认邮件。

Step 6：如您是航空公司常旅客（我们与全球七十多家航

空公司有合作），请输入您的常旅客号，我们会为您累积

里程。

点击提交后，您所留下的邮箱将收到订单邮件。

Step 2： 填 写 租 车
信息及折扣代码

如您还不是会员，请

点击访客预订，欢迎

致电我们的客服：400 

921 1138，免费升级

为金卡会员，享受更多

优惠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