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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泰  從 心 出 發
1947 年，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誕生，為日本豐田汽車海外市場的首家代理商。

目前主要代理銷售豐田、凌志、日野汽車等知名汽車品牌。

為車主提供完整的售後與汽車週邊服務，為顧客創造超越期待的用車體驗！

和泰汽車 理念

專業
  專業精神，累積經驗， 

  投入高品質、高效率的服務， 

 努力不懈的毅力執著於事業。

  以超越自我、超越現況， 

  超越同業的精神，作最大挑戰， 

 勇往直前。

超越
  苟日新、日日新地不斷創新，  

 以旺盛活力突破經營領域提升 

 經營效率。

創新

嶄新的和泰汽車企業識別，從堅持以人為本的服務精神，至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的理念作為
設計發想。

Logo 中的 h 為和泰汽車的英文名字首，由 h 構成人字形表現尊重人性的企業精神外， 

同時又象徵著邁向夢想的寬廣道路，具有勇於挑戰巔峰，持續精進未來的意念。

Logo 以明亮鮮豔的紅色，詮釋提供客戶超越期待的服務熱情！金屬光澤的質感展現，表現出
品牌的科技和未來感，而強化 Logo 球體的立體感，則象徵全球化發展的理想。



和泰汽車 簡介
創立時間 中華民國 36 年 9 月

總公司地址 台北市松江路 121 號 8-14 樓

資本額 54 億 6 千 2 百萬元

營業額 1,123 億元 (2017)

員工人數 540人 (2018.3 月 )

代理銷售 TOYOTA、LEXUS、HINO 商用車、豐田產業機械

創辦人 黃烈火先生

榮譽集團總裁 蘇燕輝先生

董事長 黃南光先生

總經理 蘇純興先生



和泰汽車 成長

市佔率 28.8%
營業收入 1,123 億元2017 2017 稅後每股盈餘 18.52 元

稅後淨利 101 億元



Organization



串 聯  突 破 侷 限
為了提供顧客更周全完善的服務，和泰集團持續發展擴張各相關企業，  

各公司之間彼此無間串聯，突破侷限，創建堅不可摧的價值鏈關係！

整合集團力量 
健全價值鏈關係

海外事業
和通
雷克薩斯體系
一汽豐田體系
廣汽豐田體系
和運國際租賃
和運（上海）商業保理

汽車經銷
TOYOTA 經銷體系
 LEXUS 經銷體系 
長源汽車 
台灣豐田產機

汽車配件
車美仕
興聯科技
多羅滿

汽車製造
國瑞汽車

認證中古車及電商
TOYOTA  認證中古車體系
LEXUS CPO 體系
和泰聯網

汽車租賃
和運租車

凱美士
廣汽長和
上海和乾
上海和德
上海和冕
棗庒和萬

金融保險
和潤企業
和泰產物保險
和安保險代理人
和全保險代理人
和昭實業

和泰汽車
代理銷售 

TOYOTA 

LEXUS  
HINO



完善企業 串聯無間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 LEXUS、TOYOTA、HINO 品牌台灣販售業務， 

 透過經銷商體系提供商品與服務滿足消費者需求

 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多款 TOYOTA、HINO 車輛、底盤與零件，除提供台灣 

 市場外，亦出口至海外

  TOYOTA 經銷體系、TOYOTA 認證中古車體系

 透過台灣八家經銷體系 ( 國都汽車、北都汽車、桃苗汽車、 

 中部汽車、南都汽車、高都汽車、蘭揚汽車、東部汽車 )， 

 負責 TOYOTA 新車、認證中古車銷售並提供車主完整售後、 

 週邊服務，創造「樂在 TOYOTA」的用車體驗

 LEXUS 經銷體系、LEXUS CPO 體系

 透過台灣八家經銷體系 ( 體系同 TOYOTA 汽車 )，負責 

 LEXUS 新車、CPO 中古車銷售並提供車主完整售後、週邊 

 服務，創造 超越顧客期待、Experience Amazing 的用車 

 體驗 (CPO 業務目前共由六家經銷商經營 )

 長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大型商用車銷售及維修業務

 台灣豐田產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銷售豐田產業車輛、零件等商品及售後服務業務

 和泰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集團汽車生活圈等多元電子商務業務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汽車分期付款與專業理財金融業務

 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長、短期租車、專業接送等各方位用車業務

 和運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於上海及多個城市經營長、短期租車、專業接送、包車 

 等業務。 另亦經營設備融資租賃業務

 和運

和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大型商用車輛及其他商品分期融資

( 上海 ) 商業保理有限公司

 經營上海地區供應商及客戶保理業務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意外保險、汽車強制險、醫療保險等各種產物保險業務

 和安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汽車保險及各類財產保險業務

 和全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各類人壽保險業務

 車美仕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 TOYOTA 授權正廠用品與 Carmax 自有品牌用品之設計、 

 開發、銷售、售後服務業務

 興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車用電子產品及車載多媒體系統之設計、開發及銷售業務

 凱美士汽車科技有限公司

 為台灣車美仕投資之專業汽車精品公司，服務和泰集團之大 

 陸車輛經銷店

 廣汽長和汽車科技有限公司

 由台灣車美仕股份有限公司與廣州汽車集團商貿有限公司合資 

 之汽車用品公司。為廣汽集團車輛用品供應商

 多羅滿汽車零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專業汽車零配件批發、零售業務

 和通汽車投資有限公司、雷克薩斯體系、一汽豐田體系、廣汽豐田體系 

 

 
和通汽車為和泰汽車集團中國總部，經營雷克薩斯、一汽豐田
及廣汽豐田4S店(含營業所/服務廠)

 
 
 上海和乾物流設備貿易有限公司

 經銷豐田產業車輛之銷售及售後服務

 上海和德二手車經營有限公司

 經營上海等多個地區豐田認證中古車專業收購、銷售相關業務

 棗庒和萬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

 提供汽車及零配件銷售服務

 上海和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汽車領域內技術開發及技術諮詢及業務



Timeline



走過 70 年

改變 為了更好

 2017
2010s

70 年以來的每一步改變，成就了每一階段的里程碑。
讓每一天，都為了更好而前進！

TOYOTA-ALTIS LEXUS-RX

2017.09

和泰汽車歡慶邁入70週年

2017.05

和泰汽車公司治理評鑑進入全體上市公司排名前5% 

2017.03

併購蘇黎世產物保險並正式更名為和泰產物保險

2017.12 

TOYOTA及LEXUS 2017年小型車總登錄台數共128,084台，蟬
聯台灣車市龍頭寶座16年。TOYOTA  ALTIS、RAV4、SIENTA坐
擁乘用車款銷售排行前三名。LEXUS RX 穩坐豪華SUV霸主地位。
HINO連續第8年大型商用車NO.1。

2016.12

TOYOTA《驅動城市》App歡慶突破200萬下載

2016.08

和泰汽車顧客服務中心榮獲「ISO10002顧客意見處理管理系統」國際驗證，
為台灣汽車業首例

2014.12

國瑞汽車年產量突破20萬台，創下台灣車廠新紀錄

2014.12

完成入股全國經銷商
      
2014.12 

中古車交易網站「@bc好車網」正式上線

2014.06

和運租車創台灣業界先例  推出iRent 24小時自助租車服務

2013.03 

TOYOTA 首創台灣車壇All-in-One行車生活服務APP-
「驅動城市」

2011.09

TOYOTA在台銷售200萬台      
  



2000s

1990s

2009/05

東部汽車公司成立

2008/04

中古車拍賣事業「和運勁拍中心」開幕

2008/04

和泰增資國瑞汽車至

30%
2007/05

楊梅第二倉庫開幕

2003/01

長源汽車、台灣豐田產機成立

2000/03

楊梅物流中心正式啟用

1999/06

和潤與和運公司成立

1997/11

大陸首家據點上海和裕開幕

1997/09

正式引進 LEXUS 品牌至台灣

1997/02

本公司以第一類股票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買賣。 

1996/12

本公司代理銷售之日野大卡車、大巴士、豐田中型卡車、小轎車、 

產業車輛，全車種銷售首次榮登市場佔有率居 NO.1。

1995/03

國瑞觀音廠落成

1994/12

第一次突破年銷售 10 萬台紀錄，並奠定年銷 10 萬台銷售體制



1980s

1970s

1989/05

TOYOTA Corona 上市 ( 國產第一台小型車 )

1988/05

本公司與國內八大經銷商簽訂第一次豐田產品經銷契約

1987/04

豐田新事業展開，小型商用車與轎車生產及銷售相關業務啟動

1986/01

經濟部投資審議會通過豐田汽車公司投資國瑞汽車公司

1984/03

和泰投資國瑞汽車，4 月國瑞成立；11 月中壢工廠開始生產

1983/06

經濟部投資審議會通過豐田汽車之設廠投資案  ( 即一般所稱之大汽車廠案 )

1974/09

與味全和泰興業及大全彩藝等關係人共同捐資 

新台幣 2 千 5 百萬元成立純青社會福利基金會

1973/02

結束六和汽車銷售業務

1970/02

日本豐田汽車與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技術
合作生產可樂娜轎車，本公司為其總代理



1960s

1950s

1969/04

本公司透過中信局代理進口第一批日本豐田小汽車 706 台，
占日本進口車的 80%，奠定 Toyota 小汽車台灣市場

1968/01

改組為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966/10

新莊工廠建廠，土地面積 8000 餘坪。 

係當時國內最具規模之修護廠

1955/04

改組為和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952

與日本日野汽車公司簽訂台灣區總代理契約

1949

取得豐田及橫濱輪胎代理權，成為兩間公司第一家海外代理商

1947
1947/09

和泰商行創立，資本額新台幣 81 萬元，員工 10 餘人，

 

主要經辦兩岸貿易業務。公司位於台北車站右邊之路旁



Achievements



精 彩  與 你 分 享
+hink Amazing 讓和泰 70 年來不斷創下佳績， 勇於挑戰現有思維，贏得卓越精彩！

年度 榮譽 說明 頒獎單位

2017

TOYOTA 獲商業週刊「台灣百大影響力品牌」汽機車產業第一名

和泰汽車獲「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5%                                                                                                   

LEXUS 獲「臺灣服務業大評鑑」汽車賣場類別金獎                                    

連續 3 年獲獎

2017 年度最成功廣告影片
(年度 Leaderboard )

連續 2 年獲獎

商業周刊

台灣證券交易所

Youtube

社會共融獎連續 2 年獲獎
企業永續獎、報告金獎首度榮獲

和泰汽車榮獲「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社會共融獎、企業永續獎、
報告金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第 9 度獲獎和泰汽車獲壹週刊「服務第一大獎」第一名 壹週刊

工商時報

2016 和泰汽車獲台北市政府庇護工場支持感謝獎牌

TOYOTA 獲 Young 世代品牌調查「最常使用品牌」第一名

和泰汽車獲「2016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服務業金獎、社會共融獎

LEXUS 獲「商務人士理想品牌」汽車類第一名

LEXUS 獲台灣區 CSI( 汽車售後服務顧客滿意度 ) 第一名

連續 7 年獲獎

連續 2 年獲獎

第 17 度 NO.1

台北市政府

遠見集團《30》雜誌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今周刊

J.D. POWER

2015 LEXUS 獲「金牌服務大賞」第一名 ( 汽車原廠服務業 )

TOYOTA 獲「台灣服務業大評鑑」金獎榮耀

LEXUS 獲台灣區豪華車 SSI( 新車銷售顧客滿意度 ) 第一名

連續 3 年獲獎

連續 2 年獲獎

第 15 度 NO.1

天下雜誌

工商時報

J.D. POWER

和泰汽車榮登 2017 年 YouTube 年度排名大贏家！TOP 5 中勇奪 3 
名次外，LEXUS《影藏》更創台灣首例，不僅拿下 YouTube 台灣年
度第 1，更獲得 10 月份亞太區冠軍寶座；TOYOTA《我的幸福里程
樹》及《人生轉運站》分別也拿下年度影片第 3 及第 5 名。



年度 榮譽 說明 頒獎單位

2013 和泰汽車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和泰汽車獲環保署表揚為自願減碳良好車廠

連續 2 年獲獎 環保署

環保署

2011 和泰汽車獲 TTQS 訓練品質評核銀牌獎

經銷據點獲「綠色商店認證」

TOYOTA 獲台灣區 SSI( 新車銷售顧客滿意度 ) 非豪華車第一名

4 度獲獎

全國 107 個 TOYOTA 經銷據點

第 9 度 NO.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環保署

J.D. POWER

2010 TOYOTA 獲台灣區 CSI( 汽車售後服務顧客滿意度 ) 非豪華車第一名 第 7 度 NO.1 J.D. POWER

2008 和泰汽車獲人力創新獎

和泰汽車獲第四屆「企業社會責任獎」

和泰汽車獲第六屆「傑出服務獎」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遠見雜誌

遠見雜誌

2005 和泰汽車獲第四屆「卓越服務獎」 天下雜誌

2003 和泰汽車獲第十四屆國家品質獎 行政院

2014 和泰汽車獲「綠色品牌大調查」特優 ( 汽車產業類別第一名 )

TOYOTA 獲「影響力品牌年度大賞」及「汽車類首獎」雙重榮耀

和泰汽車獲「最佳聲望標竿企業」

TOYOTA 獲「商務人士理想品牌」汽車類第一名

連續 4 年獲獎

連續 2 年獲獎

連續 8 年獲獎

第 4 度獲獎

數位時代雜誌

經理人月刊

天下雜誌

今周刊



I Care 



道路安全  用心守護
1
全國小學導護志工裝備捐贈

2
校園交通安全公益劇場

3
全國兒童交通安全繪畫比賽
自 2001 年起，與純青社會福利基金會共同舉辦全國兒童交通 

安全繪畫比賽以宣導交通安全觀念，累計參賽人數近 80 萬人。

因為愛 和泰在乎
我們在乎的不只是汽車， 還有你我的家園，  

因為關愛，社會將看見更多希望。 2011 年起，輪流捐贈全台灣各縣市小學導護志工裝 63,000 套 
(反光背心及交通指揮旗)，盼藉此加強志工的執勤安全，以維
護孩童上下學之用路安全。

自 2006 年起，本公司與知名兒童劇團合作，進入全國各小學演
出交通安全劇場，每年巡迴演出上百場，累計至今已舉辦 1,049 
場，超過 24 萬名學童參與。



社會愛關懷 看見心希望
1
全國捐血月與大型捐血車捐贈

2
喜憨兒關愛活動
2015 年起於全台灣 TOYOTA 服務據點提供喜憨兒烘焙商品，
提供憨兒長期、穩定的支持，另，捐贈喜憨兒基金會一台醫療
用交通車，解決憨兒就醫時的交通需求。

1

2

1977 年台灣首部大型捐血車即由和泰汽車創辦人黃烈火先生及
其他企業機構共同捐贈。自 2011 年起本公司計畫每年捐贈 1 台
以上大型捐血車，截至 2017 年底已捐贈 9 輛，其累計採血已超
過 1.3 億c.c以上，為台灣醫療用血需求提供最好的支援。
2012 年開始，和泰每年舉辦「全國捐血月」活動，結合員工、
關係企業及各地捐血中心於血荒期舉辦，希望藉此活動的發
起，喚起更多社會大眾一同共襄盛舉。



下一代的幸福 全心守護
1
TOYOTA 一車一樹

2
TOYOTA 玩具愛分享
2016 年起於各 TOYOTA 服務據點設置玩具回收箱，協助二手玩具回收再利用，累計至 2018 年 3 月已收集 80 噸。

3
TOYOTA 環境月
自 2005 年起，配合日本豐田母廠之環保政策，與八大經銷商一同為在地社區之環境永續而努力，至今共 3 千人次 

以上之志工投入社區綠化或美化改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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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守護孩子們的未來，自 2017 年 4 月起，和泰替每一位 TOYOTA 新車車主於台灣沿海種植一棵樹。 
我們攜手林務局和慈心基金會一同共盡心力，期望引領更多民眾與我們一起為地球的美好未來共同努力。 
經統計，累計至 2018 年 3 月本活動植樹達 11 萬棵以上，參與植樹活動志工人數近 6,000 人。



藝想天開 點亮心生活
1
TOYOTA BOTY 世界霹靂舞大賽
2015 年起展開贊助計畫，力挺台灣年輕族群站上世界舞台。

2
TOYOTA 全球夢想車
鼓勵學童描繪出心中的夢想車，並培養對汽車的熱愛， 

為國內唯一與國際接軌的兒童繪畫比賽。

3
LEXUS 全球設計大賞
全球性設計比賽，培養新世代創意設計家，激發改善未來的構想。

4 
LEXUS 新銳影展
專屬大專院校生之創意短片競賽，金獎得主將有機會進入金馬電影學院學習。

5
LEXUS 經典饗宴
每年 LEXUS 贊助國際級藝文團體來台演出，迄今已於愛樂車主心中立下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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