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雲行動服務 租車營業部 分支機構一覽表 取車時出示證明文件(優惠身份) 專案 

站別 據點MAIL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郵遞 地址

羅東站 X008@hotaimotor.com.tw (039)561-368 (039)561-318 265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北路7號
濱江站 X011@hotaimotor.com.tw (02)2516-3816 (02)2517-6053 104 台北市松江路557號
忠孝站 X022@hotaimotor.com.tw (02)2651-7766 (02)2653-6535 115 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135號1樓
大安站 X018@hotaimotor.com.tw (02)2377-6600 (02)2732-2297 106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11號
士林站 X026@hotaimotor.com.tw (02)2880-7766 (02)2880-1355 111 台北市承德路四段237號1樓
內湖站 X027@hotaimotor.com.tw (02)2793-9111 (02)8791-1011 114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96號
台北總站 X017@hotaimotor.com.tw (02)2375-6000 (02)2331-1366 100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台北車站大廳)
土城站 X029@hotaimotor.com.tw (02)2268-6006 (02)2268-1855 236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1段2號
松山機場站 X003@hotaimotor.com.tw (02)2717-7608 (02)2717-7569 105 台北市松江路557號
板橋站 X021@hotaimotor.com.tw (02)2956-7766 (02)8953-5855 220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98號 
新店站 X023@hotaimotor.com.tw (02)8914-5500 (02)8911-2505 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17號
新莊中正站 X024@hotaimotor.com.tw (02)2990-6655 (02)2990-1885 242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２號
蘆洲站 X019@hotaimotor.com.tw (02)2857-8191 (02)2857-6638 241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11號1樓
台北永和站 X016@hotaimotor.com.tw (02)2231-1038 (02)2231-1036 234 新北市永和區光復街4號
中和站 X025@hotaimotor.com.tw (02)2248-7999 (02)8245-2811 235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64-2號
樹林站 X002@hotaimotor.com.tw (02)8675-3255 (02)8675-3256 238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276號
五股站 X006@hotaimotor.com.tw (02)22951522 (02)2295-2796 248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一路215號
桃園中壢站 X032@hotaimotor.com.tw (03)452-3030 (03)451-7878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66號
桃園南崁站 X035@hotaimotor.com.tw (03)321-5500 (03)321-7317 338 桃園市蘆竹區南榮村中正路93號 
桃園中山站 X037@hotaimotor.com.tw (03)332-5500 (03)331-0606 330 桃園市中山路476號
桃園大園站 X033@hotaimotor.com.tw (03)-385-0850 (03)-385-1136 337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396號
桃園高鐵站 X038@hotaimotor.com.tw (03)263-0011 (03)261-6099 320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6號
新竹站 X031@hotaimotor.com.tw (03)542-7755 (03)542-0606 300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83號 
新竹高鐵站 X039@hotaimotor.com.tw (03)610-5599 (03)612-0299 302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6號
苗栗高鐵站 X009@hotaimotor.com.tw (037)248156 (037)248151 356 苗栗縣後龍鎮高鐵三路268號
台中中港站 X041@hotaimotor.com.tw 04-2328-7000 04-2329-7000 407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46號
台中建國站 X045@hotaimotor.com.tw (04)2227-5500 (04)2221-0055 400 台中市建國路152號

台中高鐵站 X046@hotaimotor.com.tw (04)3609-1166 (04)3601-6977 414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

台中高鐵外 X046@hotaimotor.com.tw (04)2338-6319 (04)2338-0416 414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三路198號
彰化中正站 X050@hotaimotor.com.tw (04)722-1511 (04)722-1512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號1樓
台中文心站 X047@hotaimotor.com.tw (04)2234-8666 (04)2236-4308 406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770號
台中機場站 X056@hotaimotor.com.tw (04)-2615-0238 (04)-2615-0239 433 台中市沙鹿區中航路一段211號
嘉義博愛站 X051@hotaimotor.com.tw (05)233-5566 (05)233-1155 600 嘉義市博愛路2段228號

嘉義高鐵站 X052@hotaimotor.com.tw (05)310-3555 (05)310-8228 612 嘉義縣太保市高鐵西路168號

彰化高鐵站 X057@hotaimotor.com.tw 04-700-7002 04-700-6959 520 彰化縣田中鎮站區路二段99號
雲林高鐵站 X053@hotaimotor.com.tw 05-700-5052 05-700-5056 632 雲林縣虎尾鎮站前東路301號
台南中正站 X061@hotaimotor.com.tw (06)254-2288 (06)254-0188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80號
台南中華站 X062@hotaimotor.com.tw (06)267-9911 (06)336-6209 701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28號
台南高鐵站 X063@hotaimotor.com.tw (06)602-5599 (06)601-6966 711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100號
台南成功站 X065@hotaimotor.com.tw (06)221-2988 (06)221-2986 700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21號1樓

(07)803-6060 (07)805-3890

(07)807-0333 (07)805-3890
高雄博愛站 X072@hotaimotor.com.tw (07)321-2222 (07)313-498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6號
高雄鳳山站 X076@hotaimotor.com.tw (07)777-1668 (07)776-9511 830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3段260號1F
左營高鐵站 X077@hotaimotor.com.tw (07)963-0011 (07)960-9611 813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左高外站 X077@hotaimotor.com.tw (07)346-1515 (07)350-6968 813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358號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3號(停車場)
高雄中正站 X081@hotaimotor.com.tw (07)235-7399 (07)235-3939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8號
高雄中華站 X083@hotaimotor.com.tw (07)537-0298 (07)537-5259 806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426號

花蓮站 X091@hotaimotor.com.tw (03)831-5500 (03)831-5511 971 花蓮市國聯一路69號(火車站對面)

台東站 X092@hotaimotor.com.tw (089)224-000 (089)220-131 950 台東市岩灣里新站路106巷16號
本專案不適用連續三日以上假期、春節期間及優惠券併用。(平日各車型六折、假日七折)

X071@hotaimotor.com.tw

和運租車全台門市預約電話

小港機場站 812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國內線櫃檯)

門市租車流程：電話詢問欲承租站別車輛庫存後留下姓名電話→完成預約→依預定時間取車時告知→專案代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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