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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賴的好朋友 

專業駕駛管家 
 安全、安穩、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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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銅對企業的承諾

最佳人力支援(派遣)

駕駛人形像百分百，提供第一服務品質

浩銅保障司機生活，使無後顧之憂，盡心提供服務

浩銅

預算

派遣

保障

服務

  

  

專業駕駛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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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銅的承諾§ 

合理的預算支出

•浩銅司機派遣服務費用收取透明，且符合保障司機
相關勞動法令，精算後提供雇主可預期合理預算支
出金額；雙方亦可協商符合派遣司機勞動法令之合
理預算。

完美人力支持

•浩銅派遣之司機，經浩銅公開徵求、篩 選均須符合
無肇事紀錄及無刑事紀錄。並須接受相關業務專業
訓練達一定之時數並實習後，取得結業證書。具備
依一定水準服務品質。

駕駛人的形象

•浩銅統一制定派遣司機服裝儀容、駕駛禮儀、服務
內容等標準。隨時考核駕駛執行業務情形，定期檢
討改進。察納企業、乘客、客戶及派遣駕駛之建議。

保障司機生活

•浩銅提供派遣司機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 關法
令勞動條件，保障其生活無虞，無後顧之憂，
使其安心為企業客戶提供最好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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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浩銅幫僱主找好司機Φ 

提供服務特點:使用"司機"的客戶其最大隱憂與困擾事對於「安全」及「專業」的不確

定感，還有選任司機過程耗時費力且無司機可用之窘境；過去，客戶時常面臨因人員

流動而致一再重複登報、篩選、面試、試用、磨合….等迴圈，並導致雇主的隱私一再

曝光；因此浩銅司機派遣遂根據客戶的需求，以安全專業及效率提供最佳服務。 

浩銅司機派遣提供"專業駕駛"均經嚴密安全查核，每位人員均具備有三項證明: 

1. 警政署開具俗稱"良民證"之【員警刑事紀錄證明書】。 

2. 監理單位開具之【無肇事紀錄證明書】。 

3. 專業駕駛【專業訓練結訓證書】。 

4. 定期健康檢查【公立醫院健康檢查證明】。 

專業 
每位司機除具備相關相關經驗外，須接受浩銅專業駕駛教育訓練課程。 

1. 交通法令：建立司機守法、安全駕駛觀念，預防行車事故發生，保障雇主、

家人及客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物安全 

2. 肇事處理：對車禍、意外事故處理及如何讓雇主安全、迅速離開。 

3. 保險教育:教育派遣司機具備基本保險概念，車輛理賠程式及乘客 險、第三

人責任險保險及車體險等…。 

4. 駕駛禮儀：對雇主、家人及客人之應對、接待及禮儀、駕駛實務及駕駛道

德。 

5. 急救處理：藥品及急救用品應用『CPR』及『哈姆立克』施救訓練。 

6. 工作倫理：尊重雇主隱私、敬業精神、心理建設、忠誠度工作態度 

7. 專業常識：認識車種及基本操作。實駕訓練：派遣司機實習實際道路駕駛、

常規、路況認知及應變措施。 

 

保障 

安全 

浩銅提供派遣駕駛符合政府頒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之勞動條件，使其無

後顧之憂，提升服務品質。派遣駕駛享有以下福利： 

☆法定勞保費、法定健保費、團體意外險、退休金提撥、法定資遣費、三節

獎金、法定休假代班費及加班費等…。 

 

效率 
浩銅司機派遣的人才庫裡，隨時擁有數十位經培訓過的人選待聘，可在最短時

間內為要派公司提供符合需求的司機，避免要派公司無司機可用的情形發生。

有長期派遣、短期派遣、臨時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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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路權觀念建立 

道路與交通號誌、標誌、標線之關係 

關於服務乘客之交通法令及其他法令 

安全駕駛路邊停車與乘客上、下車應注意安全事項 

交通法令與民、刑法及其他法令關係 

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及安排乘客迅速離開現場 

處理行車事故應注意事項 

保險 

教育 

認識車體險、乘客險、第三人責任險及其他相關保險 

瞭解理賠程序、理賠條件、理賠必要文件及自負額 

駕駛 

禮儀 

禮節 

禮貌 

服裝儀容之統一標準及行為規範 

接待乘客及應對乘客應注意事項 

行前聯繫必要事項及禮儀 

乘客上、下車應注意事項及禮儀 

工作倫理      

   與 

職業道德 

尊重乘客個人隱私業務及商業機密 

培養敬業精神、忠誠度、心理建設及正確工作態度 

急救 

處理 

認識急救藥品及使用方法 

『CPR』及『哈姆立克法』施救訓練 

車輛 

專業 

知識 

認識車輛及車輛基本操作 

車輛機械構造、基本保養檢修及車輛清潔 

機械故障之判斷及排除與應變措施 

實駕 

訓練 

道路駕駛實習、接送實習、駕駛常規 

路況認識及緊急狀況應變措施 

 

 

  

≡浩銅派遣教育訓練≡ 

安全、安穩、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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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成立於 1995 年，於大台北地區深耕多年，經數十年在地經

營、拓展已擁有汽車租賃、中古汽車維修廠等全方位的交通公司。目

前旗下有浩銅汽車租賃有限公司、信義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浩銅

汽車有限公司(汽車保修廠)。浩銅租賃公司自民國 104年起陸續承接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

局..等政府機關及上市櫃公司派遣附駕司機租賃車業務。 

服務項目 

汽車租賃:企業長租、短期租車、短時租車

貴賓接送:附駕服務(機場接送、包車旅遊)

專業駕駛派遣:派遣合約、司機派遣

汽車買賣:「代訂中古車、車輛買賣」

汽車維修:引擎/底盤/鈑金/烤漆/輪胎定位/定期保養

計程車業務:中古車分期買賣、靠行、派遣、出租

＊關於浩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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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接送--無論出國旅遊回國接機提供您最優質專業

準時接送，免去提行李趕捷運、公車麻煩。

商務接送--附駕車輛依您行程安排(亦可為您

安排行程)，無論洽公、公司交通車、商務會議
均由我們的專業司機全程接送。

通勤接送--浩銅提供貴公司員工、主管之

長/短期上下班接送服務，可以有系統的規劃
交通費省下大筆人事費用及車輛購買費用

禮賓接送--浩銅提供貴公司外賓/主管往返於
飯店-機場-公司間的接送，或是外派人員/主管
的機場接送服務，提供企業簽約並採月結制。

包租旅遊--依您的行程安排(亦可為您安排行

程)，旅遊景點、婚禮、PARTY、自由行，均由我
們的專業司機全程接送。

目前高爾夫球已經普及全國，因此不斷蓬勃持續延伸中，
但礙於高爾夫球場均屬山林、山坡、海邊交通不便之處，
未免去於運動前後開車疲勞，本公司提供專屬車輛接送，
無論山間小道或綠林山坡，將有最完整的車系提供您最方
便、舒適的一趟休閒之旅。

Ψ．附駕服務介紹．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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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特色 

浩銅提供專業且優質的代駕司機，所有司機均受過專業訓練，保證無肇事紀錄、，擁有專業駕

駛執照、良民證，統一的制服，一致性的服務，親切又專業。 

 

貼心服務 

浩銅在桃園機場、松山機場、台中清泉崗機場、高雄

小港機場及各大高鐵南港站、臺北站、板橋站、桃園

站、新竹站、苗栗站、臺中站、彰化站、雲林站、嘉

義站、臺南站、左營站皆有人員為您辦理接送服務，

提供安全座椅給 7歲以下小孩免費使用。 

 

浩 銅 優 質 保 障 
浩銅給您最高額保障，每為乘客均享有 900 萬元的旅客險，業界最高保障。 

 

專業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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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方式 

備註: 

1. 72 小時前預約享 8 折優惠。 

2. 行程若有更改或取消請以發車前兩小時通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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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管理系統: 

浩銅使用專業的預約派車調度管理系統，相較于傳統人力預約、派遣、調度更有效

率，並且經作業員第二次確認，大大降低問題發生的可能性。 

並且在完成預約訂單後，由系統自動發出簡訊及 Email與貴賓再次確認時間以及地

點。且為了保障乘客安全、權益，浩銅車輛均含有 4-6路行車記錄器以及 GPS定位系

統，能夠有效掌控車輛位置、即時路況。 

若不幸發生事故，更可提供行車記錄給保險公司加快解決問題，避免長時間拖延，

保障乘客權益。除了保障乘客乘車安全外，令乘客多份安心。 

 

派遣調度系統、GPS監控系統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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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賓車附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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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租介紹 

租車特色: 

企業資金更加靈活運用，創造更多商機! 

免除管理車輛問題、免投入大量資產購入折舊性高之交通工具。 

控管成本方便，用車支出平穩! 

租賃可使用車費用固定，有效控管交通支出，免除不確定性及風險。預

算編列及評估績效有顯著益處。 

租賃期間合法節稅！ 

預估中古車未來殘值，適度調整租金進而達成加速折舊的目的以擴大營

業所得稅扣繳額度的節稅效果。 

(依據營業稅法第 95條，經營小客車租賃業業務之營利事業，自

93.1.1 新購置營業客車，依規定計提折舊時，其實際成本以不超過五

百萬元) 

省時省力，免除車輛所有問題。 

專人為您負責車輛保險、定期保養、維修、牌照稅燃料稅繳交、罰單處

理繳款等瑣事。免去車輛管理人員之人事成本，卻有更專業的人員為您

服務。 

相較于購車，車輛因事故等原因進場維修時亦提供代步車使用。 

依照承租人需求提供高額保險，並有專業法律顧問為您解決出險理賠問

題。 

租賃期滿後，中古車折舊之損失完全由浩銅處理，屆時可再換另一部新

車，無使用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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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租介紹 

• 短期租車：浩銅提供各式車款之短期租車服務，包含企業用車月租/代步用日租/

臨時需求時租/等多元化的租車選擇外，還有最高品的服務以及最高額的旅客險，

且車輛定期記錄維修保養。租的便宜，也租的安心。 

• 包車旅遊 / 附駕服務：浩銅為您提供專業的客制化行程，專業司導，帶您暢遊全

台各地。機場接送服務，準時、細心、快速、優惠，是我們所堅持。 (企業用戶

采簽約月結制) 

 

車種介紹 

http://www.htc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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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專案: 

浩銅專業人員成為最佳夥伴 

自交日車起浩銅為您安排的專業服務人員，記錄您的愛車進廠保

養、維修記錄及狀況，並依據原廠所要求的保養標準，提醒您自行

或至您府上負責將您的愛車牽送進廠保養，以確保您的用車安全。 

全方位商品設定滿足您所有用車需求 

浩銅提供您各式車輛款式，為您量身訂做租車多元化服務，除長期

租車另有短期租車、包車旅遊及附駕接送，滿足客戶多樣化的用車

需求 

0800免付費服務電話提供諮詢 

無論您身處何地，浩銅提供您最即時、最完整的租車服務介紹、解

答。舉凡租車節稅、車險諮詢、維修協助、車輛臨時需求、代步接

送及最新租車優惠活動等；只要您撥 0800-588-101 免付費專

線，立即有人為您協助處理所有問題。 

服務流程: 

 

http://www.htc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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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賴的好朋友 

專業駕駛管家 
 

安全、安穩、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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