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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相挺，感受幸福！

　　每天跟著各位頭家做伙逗陣打拼的HINO，為了讓您在日

夜忙碌、南北奔波之餘，也能暫時停下腳步，貼心的導入了全

新開發且專屬您的「HINO精品」，讓您輕鬆享受質感生活。

　　打造幸福的滋味並不遙遠，跟著「HINO精品」豐富您精

彩無比的行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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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棒球帽
      Baseball Cap
簡約設計大方，添加嫘縈成分，

兼具輕透涼感，夏日遮陽、透氣排汗，

戶外日常工作、休閒娛樂皆適宜。

建議售價：360元
和泰Points：360點
材質：65% 聚酯纖維polyester、
　　　35% 嫘縈rayon
尺寸：適用頭圍：58∼60cm
貨號：KCSP011HKBLF

個
人
配
件

 飛官款太陽眼鏡
     Sunglasses
經典飛行員帥氣墨鏡，提供遮光、抗UV、
防眩光效果，並通過SGS檢驗合格，
適合於駕駛及一般戶外使用。

建議售價：990元
和泰Points：990點
材質：鏡框/白銅Copper、
　　　鏡片/樹酯Resin
尺寸：鏡面6cm/鼻橋1.3cm/鏡腳13cm
貨號：KAAC101KXBKF

 
經典棒球帽
Baseball Cap
簡約設計大方，戶外日常工作、

休閒娛樂皆適宜。

建議售價：360元
材質：65% 聚酯纖維polyester+
　　　35% 嫘縈rayon
尺寸：適用頭圍：58∼60cm
貨號：KCSP011HKBLF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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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樣貌）

（可放手機）

居
家
生
活

 貨櫃造型面紙盒
      Tissue Box
1：20工業風貨櫃造型，個性品味設計，
可添增生活空間趣味；200抽以下衛生紙適用，
除了做面紙盒使用外，亦可充當擺飾品

並做手機座使用（另附配件）。

建議售價：1,280元
和泰Points：1,280點
材質：塑膠ABS
尺寸：31×12.2×13cm
商品組成：貨櫃面紙盒、手機放置座

貨號：KDCA051HHGRF

（提把樣貌）

 不鏽鋼霧面運動保溫瓶
      Vacuum  Bottle
表面霧面磨砂質感，手拿不易滑動，

真空雙層斷熱技術，保冷、保溫效果佳，

瓶身廣口設計，盛裝飲品和

清潔更便利，瓶蓋可手持/吊掛，
外出攜帶使用更輕鬆。

建議售價：790元
和泰Points：790點
效力：8小時保溫/保冷
材質：304不鏽鋼Stainless Steel
容量：950ml
貨號：KBLI501HHGRF

（打開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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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帽運動毛巾
      Sport Towel
100％純棉，吸水力佳，
毛圈柔順縝密，通風速乾，

遮陽、吸汗，適用於健身、

跑步、戶外場合使用，

夏季戲水可做披肩防曬。

建議售價：880元
和泰Points：880點
材質：100％棉Cotton
尺寸：運動巾33×115cm（±５%)、
　　　帽子 32×26cm（±５%)
貨號：KBLI141HHBLF

運
動
休
閒

 多功能戶外腰包
      Waist bag
時尚風格，三夾層設計，

方便整齊收納隨身小物及手機；

可當胸包、腰包，且腰帶收納後

亦可當手拿包使用，外出、

旅行、休閒活動皆適宜。

建議售價：1,250元
和泰Points：1,250點
材質：聚酯纖維polyester
尺寸：23×13.8×7cm
　　　腰帶長度可調整

　　 （75~130公分）
貨號：KALT241HHBKF

（腰包樣貌） （手提樣貌）

 經典飛行夾克
      MA-1 Jacket
潮流必備經典外套，簡單俐落，

搭配左袖口袋HINO Logo飄帶設計，
更顯特殊與率性；外套具基本防風、

防潑水功能，內裡網布防靜電、透氣，

增加穿著時的舒適感，適合春秋季節。

建議售價：2,380元
和泰Points：2,380點
材質：聚酯纖維Polyseter
尺寸：M∼4XL
貨號：KCSP121KXDB#
尺寸參考表：

(單位:CM) M L XL 2XL 3XL 4XL

胸圍(平量) 57.5 60 62.5 65 67.5 70

衣長
(側頸至下擺) 65.5 68 70.5 73 75.5 78

肩寬 43.5 46 48.5 51 53.5 56

袖長 66 68.5 71 73.5 74.5 75

此表格僅作為參考，實際尺寸還是要以穿者穿著習慣為主，

成品為有±1/2"的差異，屬正常情形。 （飄帶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6



汽
車
百
貨

（打開拖拉樣貌）

（折疊樣貌）

 拼色拖拉式置物箱
      Foldable Trolley
可快速折疊，寬度僅8.5cm，
收納不佔空間，鋁合金

可調式拉桿，堅固不易生鏽，

滾輪設計，裝載重物可輕鬆搬運，

工作、採購皆適用；休息時

亦可當座椅使用，相當方便。

建議售價：1,100元
和泰Points：1,100點
材質：聚丙烯PP
展開尺寸：48×41×39cm
折疊尺寸：48×41×8.5cm
拉桿高度：75、100cm二段
容量：48公升
移動載重：35kg
靜態承重：75kg
貨號：KBLI491HHGYF

 遮陽板小物收納袋
      Storage board
採用不退流行的牛津布設計，

5夾層設計，可收納證件、名片、
票卡、筆、太陽眼鏡等小物；

採用魔鬼氈固定，

適用在大小車型之遮陽板。

建議售價：390元
和泰Points：390點
材質：真皮Leather、
　　　900D牛津布oxford
尺寸：34×16cm
貨號：KDCA011HHBLF

（背面樣貌） （收納樣貌）（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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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徽
系
列

 27吋防風直骨傘
      27inch Golf Umbrella
玻璃纖維輕量化傘骨，防潑水傘布，

乾爽收納不濕黏，適合日常外出使用。

建議售價：790元
和泰Points：790點
材質：傘骨/14MM黑鋁中棒；全FRP傘骨                                  
　　　傘布/台灣福懋210t超撥水布
　　　傘頭/PU皮直把
尺寸：傘開直徑27吋
貨號：KAAC281FSBLF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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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徽
系
列 經典卡車帽

      Trucker Hat
夏日必備的經典不敗帽款，

遮陽且十分透氣舒適，

正面配上專為HINO精品設計的
意向徽章，更顯獨特性與潮流性。

建議售價：390元
和泰Points：390點
材質：65% 聚酯纖維polyester、
　　　35% 棉cotton
尺寸：適用頭圍：58∼60cm
貨號：KCSP021HKGRF

 不鏽鋼復古保溫瓶
      Vacuum Bottle
大容量復古造型保溫瓶，

不鏽鋼雙層真空保溫構造，

保溫保冷性能優異，裝水、泡茶皆適宜，

瓶蓋可當水杯使用，適合長時間登山、

露營活動所需。

建議售價：1,580元
和泰Points：1,580點
材質：304不鏽鋼Stainless Steel
效力：24小時保溫/保冷
容量：2600ml
貨號：KBLI501HOBLF

（上蓋可當水杯） （上蓋打開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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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Points」點數活動辦法

1.累點資格：
    （1）HINO商用車及TOYOTA HIACE、GRANVIA、COASTER於HINO服務據點進行保養、

            維修(含保險出險)，其消費金額可獲得和泰Points點數回饋。

    （2）結帳時提供和泰集團會員帳號(手機號碼)登錄，或刷讀會員條碼，即可累積和泰Points點數，

            點數將於48小時內生效(最快隔日可查詢及使用點數)。

2.點數回饋規則（適用於HINO服務據點）：
    （1）保養維修消費金額1%回饋，採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進位法，

            例：消費990元*1%，可獲得和泰Points10點回饋。

    （2）不贈點狀況：工資零件已享折扣之項目、尿素卡、包修套餐、外販、外包、

            HINO精品及非本牌車輛消費均不提供贈點。

    （3）消費若有不需開立發票之金額，不提供贈點，例：當次消費使用點數折抵100元，

            該100元不列入點數回饋。

3.點數效期：
    （1）發點日至隔年12月31日23:59前，超過使用期限將自動失效，恕不提供恢復/延期服務。

    （2）效期查詢可使用「HINO官網>>會員專區」，登入查看。

4.點數使用範圍（適用於HINO服務據點）：
    （1）以1點1元方式，折抵車輛於HINO商用車服務據點保養維修與HINO精品兌換之消費金額。

    （2）「1點和泰Points = 1元新台幣」之計算方式/價值於2022年12月31日前有效，

            未來點數計算方式/價值如有變動，將公告於和泰集團會員服務網站。

5.完整辦法請詳閱HINO官網公告

備註：1.本活動實施辦法，請以HINO網站、雜誌及各據點所發布之最新訊息為準，本公司保留在一個月以前　　      
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顧客活動內容修正、暫停及終止之權利。

　　   2.商品限量供應，請先洽詢各據點存貨狀況，以免向隅。
　　   3.圖片僅供參考，實品、價格、尺寸請以各服務點提供為準。

HINO精品保修辦法

1. HINO精品自兌換或購買日起，提供保修服務（耗損品與人為損壞除外），將視商品狀況提供維修或換貨服務。

2. HINO精品經兌換或購買，如因商品本身瑕疵可提供維修或換貨方式，恕不提供退貨服務。

點
數
活
動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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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展示

嘉義廠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路 2-1號
05-2215041

台南廠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 332號
06-2533641

高雄廠
高雄市仁武區高楠公路 94號
07-3422621

小港廠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 19號
07-8013688

屏東廠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 382-2號
08-7539933

蘭揚汽車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路一段 80號
03-9606789

東部汽車

花蓮市精美路 33號
03-8239028

長源汽車

台北廠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 321號
02-25152108

內湖廠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5巷 46號
02-27913598

新莊廠
新北市新莊區明中街 10號
02-89935001

土城廠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二段 158號
02-82611082

南崁廠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256號
03-2220598

桃園廠
桃園縣中壢市中壢工業區吉林路 1號
03-4511456

新竹廠
新竹市中華路 4段 561號
03-5389811

苗栗廠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812號
03-7332060

台中廠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工業區九路 1號 
04-23590002

員林廠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三段 51號
04-8538666

南投廠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 69-1號
049-2251528

斗南廠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
一段 42號
05-5978588

H
IN

O

精
品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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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專線：02-250807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