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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ppon Rent-A-Car Service, Inc.

在日本開車時的注意事項

交通ルールと標識

交通規則注意事項

主な交通ルール

① 依日本交通規則，車輛為左側通行。遇到紅燈時不可左轉。但標有綠色箭頭號誌的紅綠燈，即
便是紅燈
也必須依照綠色箭頭號誌燈的指示行駛。
② 依法律規定，所有座位皆有義務繫上安全帶，因此請務必繫上。

③ 包含一般道路和收費道路在內，皆設有時速限制。請遵守時速限制安全駕駛。此外，有些道路
設有自動測速器。
④ 經道路交通法的修正，將嚴懲違規停車與酒駕。停車時，即便是臨時停車，也請務必開往停車
場停車。此外，即使身上僅帶有些許酒氣，也嚴禁開車。
⑤ 開車中若手持行動電話講電話、或為了收發郵件而注視螢幕時，將被課以罰金。開車中不可使
用行動電話。

通行高速公路 ( 收費道路 ) 時的注意事項

高速道路（有料道路）
を運転する場合

高速公路（收費道路）有標示 “ETC 專用 ” 匝道，此為「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System」之意，唯有
車上有裝載 ETC 讀卡機和 ETC 卡的車輛方可使用。未安裝 ETC 讀卡機和 ETC 卡的車輛使用高速公路
時，請務必開往標有 “ 一般 ” 字樣的匝道。再者，結算過路費時，有可能在入口處或出口處進行結算。
※詳細内容請参閲第 9、10 頁

日本主要道路標誌一覽表

主な道路標識

横浜 町田

Yokohama Machida

暫停

禁止臨停及停車

禁止車輛穿越

最高時速

單向通行

限時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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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出口
匝道指引例
首都高速
SHUTO EXPWY

空港 新宿
Airport

慢行

禁止駐車

禁止超車

停止線

在指定方向以外的
前進禁止

緊急電話

Shinjuku

高速公路入口
匝道指引例
日本橋

Nihonbashi

上馬

大森

Kamiuma

禁止車輛進入

禁止車輛通行

禁止廻轄

有學校・幼稚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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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平交道

緊急停車區

Oomori

300m

路線指引例 ①

加油方法

燃料給油について

加油
● 原則上，請於本公司指定加油站加滿油後再還車。

● 若因故無法加滿油時，將依另行訂定的行駛公里數換算費用、或依剩餘油量表的剩餘量進行精算。
此時，精算金額將高於實際加油金額，敬請見諒。
● 請加汽車製造商所指定的燃料。

關於在自助加油站加油
在自助式加油站進行加油時，請確認是否漏油或加錯油的類型。

在自助式加油站進行加油時，請確認是否漏油或加錯油的類型。若加錯油的類型，請立即聯絡原租車營業處。
此時請勿發動引擎。若發動引擎，可能會出現引擎熄火、冒黑煙、發出異音等情況。若不小心發動引擎，請盡速
將車停在安全場所後，聯絡原租車營業處。若適逢營業處休息時間，
請撥打道路救援專線 0120-081-365（免付費電話）。
若加錯油的類型，可能需要修理引擎。修理引擎所需的所有費用將由顧客負擔。若顧客要求租用「替代車輛」，則
須先終止舊租賃契約後，再另行簽訂新的租賃契約。

※使用國際漫遊服務或 IP 電話，無法接通日本汽車租賃道路服務專線 0120-081-365 時，請改撥以下電話號碼。
本電話號碼為付費電話。聯絡電話 +81 (0)18-888-9249
※顧客負擔的費用：拖車費用＋修理費用＋營業損失
一般汽油（無鉛汽油）

レギュラーガソリン ,（無鉛ガソリン）

（詳細內容請參閱第 4 頁）。

高辛烷值汽油

紅色加油槍為一般汽油。

黃色噴嘴，高辛烷值的燃料。

客貨車 或小型卡車加油時，

之燃料。

一般客車、廂型休旅車、小型
請選擇此類汽油。

高級車或跑車等指定車輛所加

輕質油（柴油）
軽油

綠色噴嘴的是輕質油。使用

「柴油引擎」的卡車、巴士、部
份客車加油時用之燃料。

注）お客さまに油種の指定をし、間違えないように案内し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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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時

事故が発生した場合

發生事故時須進行的事項
事故が発生した場合の対処方法 (手順)

無論傷痕或凹陷程度、有無對方，皆視為事故予以處理，而需報警。
請立即停止駕駛，且務必採取以下程序。

※若未採取報警等所需手續，便不適用保險補償。

撥打 119

救護傷者

① 首先，請救護傷者。

如有人受傷時， 請盡快叫救護車。
其後，請儘速將租賃車輛移往不影響交通的其他場所。

② 當場報警

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皆有報警義務。
請辦理所需手續，以取得日後所需之事故證明書。

撥打 110

③ 當場通知日本租車(Nippon Rent-A-Car)專用事故受理中心
※準備租車合約(租車證)後，請務必通知事故受理中心。
需若干時間確認正確訊息，敬請見諒。

免付費電話 0120-220-865
聯絡電話

※使用國際漫遊服務或IP電話，無法接通事故受理中心聯絡
電話0120-220-865時，請改撥以下電話號碼。
此外，本電話號碼為付費電話。
聯絡電話 018-888-9194 (international call: 81-18-888-9194)

※ 承租人(包含駕駛人)在法律上將發生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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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8-888-9194

發生事故時

事故が発生した場合

事故發生時顧客須負擔的損失
事故が発生した場合のお客さまのご負担について

＊事故發生時顧客須負擔的損失

有購買 CDW 時
無購買 CDW 時

租賃車輛自負額
0日圓

50,000日圓 or
￥100,000日圓

＋

對物自負額
0日圓

＋ 50,000日圓

有購買 ECO 時

＋

有購買 ECO 時

＋

無購買 ECO 時
無購買 ECO 時

車輛、對物事故免責補償制度 (CDW:Collision Damage Waiver)
萬一發生事故時，則補償顧客負擔的對物免責額及車輛免責額的制度。
但同一輛租車如有發生數件事故，僅適用第一個事故。

NOC

0日圓

＋

20,000日圓 or
50,000日圓

＋

20,000日圓 or
50,000日圓

※並非保險

0日圓

CDWについて

每1件事故最多到車輛時價為止（免責額：5萬日圓，但T-D等級、R-D等級以上卡車、
E-O等級、O-B等級、X-C等級、S-D等級以上客車、Y-C等級、小型巴士為10萬日圓）

關於營業損失費用 (NOC: Non Operation Charge)

萬一，發生非本公司責任之事故、竊盜、故障・污損等，而需維修和清理車輛時，無論損傷程
度或維修等所需時間為何，皆收取以下金額，以作為補償該期間中營業損失的一部分。

NOCについて

①將車輛還給預定服務站時(可自行駕駛時) ......................................................................20,000日圓
②其他(上述①之外) ..........................................................................................................50,000日圓

※即便已加入車輛、對物事故免責補償制度(CDW)，仍須負擔
※NOC中不課徵消費稅（包含地方消費稅）。

關於 ECO (Extra Coverage Option) ※並非保險
為意外或故障發生時，賠償由顧客支付的 NOC（營業損失賠償）的制度。
將車輛還給預定服務站時(可自行駕駛時)
其他（上述以外的情況）

※ECO加入費用：432日圓（含稅）／1天

※無法在交車手續後加入或解約。
※請在交車時為所有駕駛申請加入。
※租車人或在交車時申請加入的駕駛若符合下列事項，可能會拒絕受理。
◇取得租車時所需駕照未滿1年者。
◇未滿21歲者。
◇過去曾發生過意外或本公司判定為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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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について

0日圓

保險理賠上限

保険補償限度について

保險、理賠的種類

保険補償の種類

■ 對人理賠（對第三者）

顧客意外造成第三者受傷或死亡時，由保險理賠超過汽車責任險之上限3000萬日圓的部分。

■ 對物理賠

對第三者之財物（車輛、不動產）造成毀損時，由保險理賠該損失。

■ 車輛理賠

租賃車因事故、車禍、竊盜、火災而毀損時，由保險理賠該損失。

■ 人身傷害理賠

搭乘者因車禍而受傷（含死亡•後遺症）時，由保險理賠該損失。

對人

◎安心方案保險、補償內容
對物

無限制

3,000萬
汽車
責任險

車輛

無限制

時價

免責5萬
CDW

免責5萬、
10萬CDW

對人

人身傷害
5,000萬

◎標準方案保險、補償內容
對物

無限制

3,000萬

3,000萬
汽車
責任險

免責5萬
CDW

關於顧客負擔

車輛

時價

人身傷害
3,000萬

免責5萬、
10萬CDW

お客さまのご負担について

不適用保險、補償制度時

保険・補償制度や CDW、ECO の適用除外について

顧客請於遵守租車條款的情況下使用租賃車輛。因以下駕駛或狀態所發生事故的損害，皆由顧客自行負
擔。此時，將拒絕適用基本費所含前述保險補償制度、及車輛・對物事故免責補償制度(CDW)、以及ECO
的適用。本公司若已給付顧客應負擔的損害賠償時，顧客請立即向本公司支付該金額。

■ 未能執行在事故現場通報警察及本公司等規定手續時

無論損傷大小、有無對方、加害或受害，皆請當場通知警察及本公司。

■ 違反租車條款時

在違反道路交通法等法令、飲酒、使用藥物、未經授權延長、由非承租人及租車時所呈報之駕駛人以外的其
他者駕駛、轉借、無照駕駛、魯莽駕駛、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情況下使用租用車輛、及未取得本公司允諾
下即和解等。

■ 適用保險條款或補償制度的免責事由時，或免除付款時等

因故意所造成的損害、飲酒、使用藥物、車輛全損時的道路救援車費等附帶費用、拋錨或車胎損傷、
鋼圈蓋遺失等。此外，對顧客(承租人或駕駛人)持有、使用與管理的財產所造成的損害。

■ 使用與管理上有疏失時

輪胎

在插著鑰匙的情況下停車而被偷竊時，因亂停車而發生損害、車廂內裝備污損・臭味、裝備品損失、鏈輪使
用及裝配不善而造成損害、加錯油、行駛於海岸或乾涸河床等非道路路段而造成的損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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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各種方案基本費所包含的服務內容

各コース基本料金に含まれるサービスの内容

建議的安心方案（安心コース）

4大安心服務

1. 五項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免費服務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參閱背面說明。
●電瓶沒電時的重新發動
●輪胎脫落時的救助

●輪胎部位件之故障賠償
●鑰匙放在車內時的開鎖服務

2. 求助電話服務

●加油站介紹
●替代交通工具介紹

●道路引導
●住宿介紹

3. 還車時間超時安心服務

●汽油用盡時的汽油補充 (最多10L)
●租車支援

因塞車而延誤預定的還車時間時，若事先在預定還車時間1小時前通知服務站，最多3小時內僅收取半價的超時費。
＊如有變更超過3小時的使用時間不適。
＊部分旅遊商品和優惠券不適用。
＊僅限基本費為適用對象。

4. 中途解約安心服務

使用期間若中途還車，免付中途解約手續費。
＊中途解約時，請於還車前通知出發服務站以取得允許。
＊適用基本費(出發後12小時以內)時，無法使用本服務。
＊部分旅遊商品和優惠券不適用。

保險、補償
對人補償

每1名無限制(包含汽車責任險3,000萬日圓)

車輛補償

每1件事故最多到車輛時價為止
(免責額：5萬日圓，但T-D等級、R-D等級以上卡車、E-O等級、O-B等級、X-C等級、S-D等級以上客車、
Y-C等級、小型巴士為10萬日圓)

對物補償

人身傷害補償

每1件事故無限制(免責額：5萬日圓)

每1名最多到5,000萬日圓為止
關於因搭乘者車禍而受傷(包含死亡、後遺症殘疾)，無論駕駛人的過失比例為何，皆賠償損害額。
(限度額5,000萬日圓：依保險條約標準，計算包含治療費在內的損害額。)

標準方案（標準コース）

標準方案不提供4大安心服務。
※道路救援服務皆須付費。但未配置備胎的拋錨車輛，則免費拖往附近修車廠。

保險、補償
對人補償

每1名無限制(包含汽車責任險3,000萬日圓)

車輛補償

每1件事故最多到車輛時價為止
(免責額：5萬日圓，但T-D等級、R-D等級以上卡車、E-O等級、O-B等級、X-C等級、S-D等級以上客車、
Y-C等級、小型巴士為10萬日圓)

對物補償

人身傷害補償

每1件事故最多到3,000萬日圓為止(免責額：5萬日圓)

每1名最多到3,000萬日圓為止
關於因搭乘者車禍而受傷(包含死亡、後遺症殘疾)，無論駕駛人的過失比例為何，皆賠償損害額。
(限度額3,000萬日圓：依保險條約標準，計算包含治療費在內的損害額。)

※一旦辦理完出發手續後，便無法變更計費方案。
※O級、X級、E-O級為地區限定等級。
※有部分旅遊商品的保險和補償內容會不同。
※顧客（租借人及借出時所呈報的駕駛人）若因事故而造成第三者或本公司蒙受損害時，顧客即產生賠償損害之責。為彌補該損害賠償責
任，日本租車(Nippon Rent-A-Car Service, Inc.) 基本費中包含以上述金額為限度額的保險補償。但由顧客負擔免責金額。
※①「路上問題安心服務

(五項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和②「求助電話服務」內容，皆記載於背面「路上問題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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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停車

違法駐車

請注意，切勿違規停車

Please Do NOT
park illegally!!

被貼上違規停車確認標章後

禁止臨停及停車

禁止停車

請立即前往管轄該地區警察署，辦理規定手續。
本公司接獲警察通知時，將聯絡顧客所填寫
的連絡處。

請立即繳清罰款。

還車時，請連同交通違規罰單、蓋有領收章的繳款單及收據等憑證交給服務站人員以做確認。
還車時，若未能提出交通違規罰單、蓋有領收章的繳款單、收據等時（無法確認是否已繳納罰金時），
將收取以下金額 ( 停車違規金 )。

● 轎車、多功能休旅車、至T-C等級為止的卡車。至R-D等級加裝鋁箱的卡車.............................. 25,000日圓
● T-D等級以上的卡車、R-E等級以上的加裝鋁箱卡車、
電動閘門車與冷凍車等的加裝特別裝備車。小型巴士。............................................................. 30,000日圓
※此時，只要在歸還租賃車輛後繳納罰金，向服務站提出已繳納罰金、提出交通違規罰單、蓋有領收章的
繳款單和收據憑證，即退還事先收取的全額。

違規停車罰單（樣本）

停車時

即使僅需短暫停留，亦請將車輛停

有時間限制的
停車時段
停車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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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胎時

タイヤがパンクした場合

萬一爆胎時

在爆胎狀態下行駛將非常危險，請切勿在爆胎狀態下行駛車輛，以免導致輪胎與輪框損壞。爆胎時，請盡速停
車並採取以下措施。

無備胎的車輛

配有備胎的車輛

請將車輛移至安全場所，並打電話給道路救援服務。

道路救援專線

請將車輛移至安全場所後，更換備胎。

0120-081-365（免付費電話）

※不熟悉輪胎更換方法的顧客，請參閱放在租賃車輛
內的手冊。

無備胎的車輛不收取拖車費用。但因擦撞路緣石或偏
離車道而造成爆胎時，將收取拖車服務費。

※選擇安心方案的顧客，享有免費備胎更換服務。
請撥打道路救援專線 0120-081-365（免付費電話）
※選擇標準方案的顧客，亦可付費享有相同服務。

※使用國際漫遊服務或 IP 電話，無法接通日本汽車租賃道路服務專線
0120-081-365 時，請改撥以下電話號碼。本電話號碼為付費電話。
聯絡電話

以拖車運送。

+81 (0)18-888-9249

以備胎行駛（以備胎且長距離
行駛將會發生危險）

修車廠、輪胎店、加油站
可以修理時，將進行修理；若無法修理，則更換輪胎。

若在本公司營業處附近爆胎，
請在更換輪胎後，盡速將車
輛開回。（以備胎且長距離行
駛將會發生危險）

※選擇標準方案，顧客需自行負擔修理費用與工資。
※選擇安心方案，顧客無需負擔修理費用與工資（＊）

＊如果顧客先行墊付輪胎的修理與更換費用。
請在歸還車輛時將收據交給營業據點人員，以便計算費用。
＊如果需要更換新的輪胎，請事先連絡營業據點人員。
＊如需更換新胎，應採用與原輪胎相同等級之輪胎。
（因高於原本等級所產生的額外費用需由顧客自行負擔。）

不修理輪胎直接還車時
● 輪胎可修理時 .....................修理費用
● 輪胎不可修理時 ................. 換新輪胎的實際費用

將車輛歸還給營業處時，若已修理或換新輪胎，但仍請告知營業處服務人員車輛曾經爆胎。
※選擇標準方案，顧客需自行負擔修理與新輪胎的費用。
※選擇安心方案，顧客無需負擔修理與新輪胎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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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何謂 ETC？

ETC「Electiric Toll Collection」
（電子收費系統）是一種經過高速公路（收費道路）收費站時不須停車即可通行的系統。
ETC 卡的插入方法

ETC 卡的插入方法

① 以邊觀看 ETC 卡的畫面邊確認插入方向的方式，插入機上盒中。
請確實將卡片插入，直到取卡鈕跳起為止。

※ 請以金色方形 IC 晶片（卡片表面）朝上的方式，將 ETC 卡插入機上盒。
（有 IC 晶片的那一面向前）

② ETC 機上盒亮啟藍燈或綠燈，並發出「嗶ー」聲後，以日文語音告知
有效期限。

（藍色或綠色燈號）

ETC 收費站的通行方法

（紅色燈號）

1. 請確認 ETC 車道位置。

2. 請與前車保持充足車距並繼續行駛。

3. 請維持 20km/h 以下的速度，
確認柵欄升起再通過入口。

4. 請確認車道旁標誌上的訊息。
待閘門開啟後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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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ETC 機上盒

ETC 卡
出租活動實施中！
！

NIPPON Rent-A-Car 所有車輛都配有 ETC 機上盒。
出發前請將 ETC 卡插入。

可在部分租賃車營業處租借。

7 天內

300 日圓，
（未稅）

租用 8 天以上 1,000 日圓（未稅）
何謂 ETC 卡？？？

ETC（電子收費系統）是一種經過高速公路
收費站時不須停車即可通過的系統。每次
通過收費站，ETC 卡的 IC 晶片會記錄通行
費。歸還租賃的車輛時，請依據該記錄支
付通行費。

高速公路通行費的結算方式

還車時，本公司會以專用印表機列印 ETC 卡 IC 晶片所記錄的 ETC 使用明細，請依據明細記載金額
付款。請以現金或本公司可接受的信用卡支付。

支付通行費

（使用本公司 ETC 卡後）還車時請在本公司營業處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費。
（請將使用過的 ETC 卡交給營業處服務人員。服務人員將使用讀卡機計算收費道路通行費。）
※若 ETC 卡遺失、遭竊、破損或變形，將收取賠償費用 3,000 日圓。

※ETC 卡因遺失、遭竊、破損或變形，而導致無法讀取使用金額記錄時，將收取 10,000 日圓。以該 10,000 日圓支付通行費後多退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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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操作方法
引擎啟動方法
標準型

各種類型的鑰匙

插入鑰匙後旋轉。

排檔桿
標準型

※引擎啟動時，請務必確認排檔桿在「P」的位置。
※智慧型鑰匙請放在駕駛座附近。
旋鈕型

旋轉旋鈕。

踩住煞車並按下按鈕。

※排檔位置請看標示。

儀表板一體式

平常請以「D」檔駕駛。

智慧晶片型

平常請以「D」檔駕駛。

轉向柱式

朝駕駛者方向拉動排檔桿即可
換檔。

電子式

往旁滑動旋鈕即會進入「D」檔，
按下「P」鈕則會進入停車狀態。

擋風玻璃清潔液
拉桿式

按鈕式

後雨刷

部分車種無後雨刷。

往駕駛者方向拉動拉桿即會噴
出擋風玻璃清潔液。

按下拉桿前端的按鈕即會噴出
擋風玻璃清潔液。

將拉桿前端的旋鈕轉至 ON 即
會噴出擋風玻璃清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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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操作方法
手煞車
拉桿式1

拉桿式2

上拉手煞車桿後鎖定。
按下按鈕後解除。

上拉手煞車桿後鎖定。
按下按鈕並旋轉後解除。

腳踏式

踩踏左側的踏板後鎖住。
再踩踏一次即可解除。

電子式

按下手煞車即可煞車。
踩踏煞車的同時按下手煞車即
可解除。

油箱開啟方法
拉桿式１

拉起右腳旁的拉桿。

拉桿式２

拉起拉桿。

按壓式

直接按壓油箱蓋即可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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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式

按下按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