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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協助HINO Cares問卷調查
為使本刊內容更加充實完善，請務必讓我
們傾聽您的感想，我們將從回函的問卷中
抽出10名幸運讀者，贈送Dakar Rally（達
卡拉力）的相關回函好禮。

A Global Brand for all Customers

回函好禮範例

回函好禮可能與圖片有所差異，
回函好禮將由編輯部全權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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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方法請參考以下程序，本期回函方法與上期有所更動，敬請務必留意。
本期的各種內容之中，請於您喜歡的主題前面註記
Article

您的看法

很好或
很有趣

符號。

好或
有趣

普通

無聊乏味

Dakar Rally 2017
Dakar Rally達卡拉力車
開發團隊專訪
混合動力技術
Owner's Voice
世界大會
攝影大賽

得獎作品

請掃描或拍攝本頁（或表格部分）內容，以電子郵件傳送至marketing@hino.co.jp。
※傳送電子郵件之前請先確認檔案是否可以順利讀取。
敬請於傳送電子郵件時，確實記載下列內容，以利後續執行。
①姓名 ②性別 ③公司名稱 ④職稱 ⑤國家名稱 ⑥住址
⑦與日野汽車之關係 （請自下列選項選擇：a)客戶 b)經銷商 c)代理商 ｄ)其他）
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回函截止日期為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

頭版報導：HINO TEAM SUGAWARA
達卡拉力賽連續26次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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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連霸「排氣量未滿10公升級別」！除達卡拉力賽2017的報導之外，
本期也將介紹於去年迎接市售25週年的Hino混合動力車。

CT

HINO TEAM SUGAWARA在
達卡拉力賽2017卡車部門8連勝並獨霸
排氣量未滿10公升級別冠亞軍！
達成自首次參加以來連續26戰完賽紀錄！

「HINO TEAM SUGAWARA」於本屆大會再度更新
紀錄，自 1991 年首次參戰以來，於 2017 年大賽達
成連續 26 戰（※1）完賽的偉業，並在卡車組排氣量未
滿 10 公升級別精彩獲勝。本屆的達卡拉力賽橫跨巴
拉圭、玻利維亞、阿根廷 3 個國家，縱跨的行駛距
離總計達 8,771 公里，參賽車輛數含卡車組 50 輛共
計 316 輛，其中平安完賽的只有 220 輛，是一如既
往的艱鉅賽事。「HINO TEAM SUGAWARA」在本
屆大會投入了大幅改良引擎與懸掛系統的 HIN0500

系列，在比賽一開始，2 號車就展現了不遜於其他
大型競賽車輛的表現，1 號車也在安定的行駛過程
中不斷提升排名。最終結果，2 號車的菅原照仁與
杉浦博之在卡車組獲得綜合排名第 8 名，並且 8 連
霸排氣量未滿 10 公升級別冠軍，另外，1 號車菅原
義正與高橋貫也拿下綜合第 29 名，以及排氣量未滿
10 公升級別的第 2 名，連續 3 年由 1 號車、2 號車
拿下所屬級別的冠亞軍。

※１：除去因政情不安定而中
止的2008年大賽，自1991年
以來連續第26次完賽。
「HINO TEAM
SUGAWARA」於達卡拉力
賽的活躍表現，在HINO全
球網站(www.hino-global.
com)也有詳細的介紹，敬
請參考。

Hino 投注在
達卡拉力賽的
熱情
精淬而生的
小怪獸

Hino的賽卡車雖然是中型車，卻在世界最
艱難的達卡拉力賽中，展現絲毫不遜於大型巨
獸卡車的奔馳，因此被對手們稱之為「小怪獸」
。HINO TEAM SUGAWARA持續以極具優異
持久性的Hino500系列為基礎的賽卡車挑戰達
卡拉力賽，至今已經連續26次參賽，而且從來
沒有中途退出過比賽，這全都歸功於賽卡車駕
駛菅原父子的豐富經驗和熟練的駕車技巧，以
及選拔自日本全國日野販賣公司的機師們在賽
事現場的確實維修，還有投注大量先進技術在
Hino賽卡車上的開發人員。
2017年的賽事大獲捷報，延續著這份高漲
的情緒，6位技術人員代表Hino賽卡車的製造
團隊，特別在1月下旬齊聚一堂，「如果目標只
有跑完艱難的達卡拉力賽的話，只要以市售的
Hino卡車的持久性為基礎做改良就可以了，但
我們的目標是要進入綜合排名的前幾名，所以
必須輕量化並同時提高馬力才行，完賽所需的
持久性與進入前幾名所需的馬力，要如何取得
兩者之間的平衡是最困難的課題。」技術研究
所所長榎本英彥說道。
「對於持久性與馬力的追求，賽卡車與市
售車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使用在賽卡車上
的技術，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所培養出的技術之
延伸，運用我們所擁有的技術在賽事跑出成
績，並將之反映到市售車上，而市售車所跑出
的成果也能反映到賽事上。」引擎設計部的團
隊組長名越勝之接著表示，「運用自己的技術
挑戰世界第一艱難的賽車，可以提升各個擔任
車輛製作的部門的工作動力，我想這也是參加
達卡拉力賽的理由之一。」這些負責的技術人
員，在一般的工作業務之外也從事賽卡車的製
造，「時間的調配說實在相當地辛苦，但是比
起這些辛苦，感到更多的是樂趣。（動力傳動
系統實驗部／石神則幸）」

日後參賽時都不斷地再進化。」引擎設計部的
齋藤秀司說道。

Hidehiko Enomoto

Noriyuki Ishigami

Mitsuru Enomoto

Katsuyuki Nagoshi

「我曾經在蒙古搭乘菅原照仁先生所駕駛的
日野達卡拉力車副駕駛座，實際奔馳在險惡的道

Takashi Yamashita

Syuuji Saito

「為了參加每年1月的拉力賽，Hino的賽
卡車都會在2個月之前就完成，以海運送往主
辦國家，賽事正式開始後，我們會從每天的駕
駛當中發現新的課題，由此展開為了明年賽事
所做的改良，每年不斷地重複這個循環。」

路上，親自體驗應該改善哪些重點，並反饋到車輛
的製作上，未來希望可以繼續進行能夠得到更好
的名次、努力有所回報的開發工作。（技術研究所
團隊組長／榎本滿）」Hino參加達卡拉力賽這件
事確實地提升了我們的工作動力。

延續這個話題，技術研究所的山下孝接
著表示，「透過這樣不斷重複的改造修正，我
們逐漸產生能夠追得上排氣量1.4倍的大型卡
車的自信，在2017年的賽事中，我們總算看得
到綜合排名前5名的背影了，中型車也有能力
和大型車一較高下。」

「2012年達卡拉力賽的參賽車輛規格的相關
規章大幅變更，Hino的賽卡車也以此為契機做了
翻新，當時我們徹底分析了其他競爭車輛，檢討
Hino 500系列應該如何改良等課題，首先，就是要
有強而有力的引擎，因此我們採用了大型卡車用的
引擎，並加以進行高馬力和提高動力的改造，並強
化可以承受前者的傳輸等動力傳動系統等，激盪
出許多的創意，當時所誕生的新型賽卡車規格在

Hino投注於達卡拉力賽上絲毫不懈的挑
戰，以及更進一步的技術力提升，今後也將不
停持續下去，過去Hino曾經在1997年參賽時
達成卡車部門史上首次獨霸第1~3名的榮耀，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Hino就能重返光榮再次
拿下綜合優勝。

Hino’s Technology
Hino混合動力車
誕生25週年。
一路走來的歷程，
就是開拓混合動力車
無限可能性的歷史。
Koichi Yamaguchi
General Manager /
Hybrid Vehicle Development Div.

混合動力車是依靠以燃料為動
力的引擎與以電為動力的馬達
行走，並以大幅改善油耗與低公
害的環保汽車形象在現代社會
中占有一席之地。不知各位是否
知道？Hino正是世界最早量產
柴油引擎與電力混合動力商用
車的公司。

Hino的世界首款量產型商用混合動力巴士問世是
在1991年，其搭載的Hino獨創「並行式混合動力
系統」是以最適合柴油車的混合動力系統聞名世
界，即便至今已經超過25年，卻仍是許多製造商用
做範本的基礎系統，雖然光是這件事就足以訴說
Hino的前瞻性與技術性之高超，但Hino的混合動
力車在這25年多來仍持續地展現更卓越的進化。
自1992年進入Hino以來，就專注於開發混合動力
車的山口公一先生表示，「Hino混合動力車主要在
3個領域持續進化，首先是『元件』之進化，其次是
『系統』之進化，再來是『控制』之進化。」『元件』
指的是馬達、變頻器與電瓶等構成混合動力系統
的各個要素。「Hino的混合動力車目前已經迎向第
五世代，來到這個階段，我們將針對發揮最大效率
的各個元件，朝向小型化、輕量化與低成本化的方
向進化。『系統』會隨著時代的需求與潮流、法規
制度的變化等而受到影響，我
們今後也將繼續追求能夠因
應各種要求的快速進化。另一
方面，不同於硬體面，『控制』
則是必須朝向領先看穿需求的
進化前進。」山口先生表示，產
生的電力要運用在哪裡、如何
有效率地運用，就是『控制』
之進化最重要的課題。「要如
何最大限度發揮硬體所擁有
的潛能呢？『控制』的進化簡
單來說，就像是為了最大限度
發揮電腦的性能而更新OS作
業系統一樣，Hino混合動力車
的進化中，『控制』的進化就佔
了約7成。」

咦？混合動力車搭載人工智慧！？
駕駛

混合動力車
馬達先生
雖然不擅長馬拉松
但是瞬間爆發力卻
很強

馬達與引擎合力行走

引擎君
雖然不擅長短距離
但是馬拉松卻很厲害

馬達

以往的混合動力車

引擎

高速公路

上坡

就算一直吃一直吃
也還是使不上力啊
‧‧‧

饒了我吧！！
我跑不動了 ‧‧‧

我最拿手了！
不斷前進吧！
引擎君明明吃那麼多卻
沒發揮力氣喔‧‧‧？

最近的混合動力車

高速公路

上坡
是上坡路段！
馬達先生加油！

要怎麼做才能發
揮二人的實力呢

現在高速公路就以
引擎君為主發揮
多虧了馬達先生才
不太覺得肚子餓呢

ＡＩ君
擁有人工智慧，能夠
依據貨物量或行走
場所不同，活用引擎
君與馬達先生來降
低油耗。

交給我吧！！
太好了！幫了大忙

一切交給我！

交給我吧！

世界首款量產型商用混合動力車 HIMR 巴士（1991 年發售）與小型混動力卡車（2003 年發售）

2011年，日野汽車是世界最早於量產型混合動力車搭載ＡＩ（人工智慧）實現了活用引擎與馬達之技術，並藉此改
善最高約5~6％的油耗。
※2011年 日野汽車調查

我們以2011年發售的Hino混合動力車搭載的世
界首創AI（人工智慧）控制系統為例，圖解（1）以
非常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了AI控制系統如何妥善
發揮混合動力車的潛力，各位想必一看就能夠明
白，『控制』的進化將是掌握混合動力車進化的重
要關鍵。
我們詢問了山口先生，關於未來Hino混合動力車
的『控制』將如何進化的問題。「學習駕駛的開車
方式或習慣，在最適當的時機進行最恰當控制的
『類神經網路』已經裝設在目前的Hino混合動力
車上，會在一定時間以上的行走過程中學習駕駛
的開車習慣，像是經常更換駕駛的小型混合動力
卡車，無論由哪個駕車開車，都可以在最適當的
時機活用所產生的電力，也能配合乘載量的增減
進行控制，有效地改善油耗。」雖然現在還不能

夠公開，但我們已經著手開發比『類神經網路』
更加進化的『控制』系統，「混合動力車還有持續
進化的空間，雖然就目前的商品與技術來說，我
們已經把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一開始
會覺得『已經到達極限了』，但正因為是這樣的時
期，我們更應該從各種角度思考、凝聚智慧，這樣
一來，就會發現商品與技術都還有很多可以提升
的空間，更多的創意想必也將接連而生。」
要說Hino混合動力車25年來的歷史，就是開拓
了混合動力車各種可能性的歷史也不為過，正如
山口先生所言，只要Hino沒有失去不斷進步的熱
情，Hino混合動力車今後也會持續朝著不斷進化
的方向前行。

Hino Owners’Voice

Unilever de Mexico |

為了顧客購入車輛之後的將來，
我們將持續提供服務

為了顧客的笑容，
以及對地球環境的貢獻。

Mr. Nozomu Harada
President / Hino Motors Sales Mexico,
S.A. de C.V. (HIMEX )

Envia |

墨西哥代理店的田原社長表示：
「我們相當看重與顧客之間的
關係，比起銷售服務更加重視售
後服務，為了實踐後者，我們致
力於對顧客的用心關懷與售後服
務，提供商品、服務、維修技術
這三位一體的高品質給顧客。」

的集點制度就是駕駛們只要參加
HIMEX所提供的服務就可以獲
得貼紙，而獲得貼紙的話就可以
換取駕駛們想要的贈品，像這種
HIMEX專有的服務，不僅能讓
經營者滿意，也有助於建立起與
駕駛之間的羈絆。」

最具代表性的售後服務就是節
能駕駛講習，HIMEX會贈送參
加講習會的駕駛們名為“PASSPORT”的筆記本，PASSPORT

接著我們將為您介紹3間受過
HIMEX用心關懷與售後服務的
顧客感想。

我們選擇Hino是因為其親切貼心的
應對與優異的性能。

老實說，在購買第一台日野汽車的時候，我們就
發現了車門把手的位置太高等使用上不甚方便的
地方，當我們將這些意見傳達給代理店之後，日
野的技術人員就特地從日本過來，確認我們的需
求之後，將車輛帶回日本為我們調整規格，於是
從第二台車輛開始就完全達到了我們的需求。
我想不出還有其他能夠做到這種應對的公司。」
Mr. Medellín向我們訴說他對日野的滿意與信賴
性，此外，「我之前曾經問過日野汽車的駕駛們：
『如果我要求你們駕駛其他品牌的車的話，你們
會如何呢？』所有駕駛都回答我說『不要，日野比
較好』他們也對日野的表現非常滿意。」

與日野的相遇是在2年前一
場卡車製造公司與需求卡車的公司的媒合活動上，「購買日
野汽車之後最大的發現，除了車輛的性能之外，就是服務的
優異，我們已經讓無數的駕駛們參加過節能駕駛講習會，
在這個講習會上，會仔細而具體地教導如何能更省油耗地
駕駛。」

Smartlease Transporte Inteligente |
envia在環境問題的
對策上也非常積極，
「我們將在2020年前
增加50台日野的混合
動力車，希望日野除了
節能駕駛講習外，也
持續辦理混合動力車
駕駛講習會，教導我
們的駕駛。」

Mr. Emanuel Martínez Morales

這間於1922年創業的公司，
負責國際品牌聯合利華的
HOLANDA冰淇淋商品的
店舖配送，配達的地方在
墨西哥國內達150,000店
鋪，為了達成這項業務，Mr.
Romero調配了600台卡車
與1,000名駕駛輪班配送。

「今後為了地球環境著想，我們在2020年前，會將現有的柴
油卡車中的60~80台切換成混合動力車，我們的事業目標是
『販賣量加倍，碳排放量減半』，除此之外，我個人也希望
每一位吃到HOLANDA冰淇淋的人都可以充滿笑容。」Mr.
Romero滿臉笑容地表示。

Mr. Fernando A. Rodoríguez Medellín, Director
Mr. Emanuel Martínez Morales,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 Finance

Envia最早在1961年於
墨西哥開始經營運輸
業，現在已經是輸送、
運送業界的大型企業，
「我們早在2007年日
野於墨西哥開設代理
店的時候就使用日野
的車，和其他汽車相
比，我們非常滿意日
野汽車在油耗、維修
費用上的實惠以及耐
久性。

Mr. Luis Miguel Reyes Romero,
Coordinator Senior Distribution & Vehicle IC

管理費用的
縮減與高性能之並立。
We are happy with Hino.

Mr. Fernando A. Rodoríguez Medellín
右邊車輛前窗下方的標誌，是思考環境對策，
將葉子與e結合而成的公司新標誌。

包括沃爾瑪、DHL、UPS…這些讀者們也熟知的世界
級大公司，以及墨西哥大型企業Esgari、Liverpool百
貨公司都是租賃公司Smartlease的顧客，有了這些
大型企業的交易加持，Smartlease的保有車輛數從
2014年只有30台，至2016年大幅增加到了300台，這
其中，包含混合動力車，日野汽車就佔了128台。
在旺季的12月和5月，這些車輛幾乎全部都被租賃一
空，有了這些高需求做為背景，Smartlease公司對今
後的事業展開也相當積極，「目前國內的營業所只有
2處，我們預計在五年以內增加到32處營業所，為全
墨西哥的顧客提供我們的服務。」

Mr. Arturo Zamorano, General Manager

至於選擇日野汽車的理由，「公司最
早是導入美國製的車輛，後來為了比
較油耗，就嘗試購買了日野汽車，就我
們比較的結果，發現日野汽車在省油
耗上的表現較佳，而且在維修費用上
日野汽車也相對比較便宜，現在我們
非常能夠體會日野汽車的優異性能以
及服務，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導入日野
汽車。」

Hino World Conference 2016 :
為客戶事業與社會做出貢獻
強固Team Hino的凝聚力

第二屆
攝影大賽，結果發表！
第二次辦理的攝影大賽，本次是以「我最喜歡的
道路」為主題，集結了來自世界各國精彩豐富的照
片，我們也藉此向大家獻上最深的謝意。滿載拍
攝者回憶的各個投稿作品，在由Hino海外營業機

能各部門主管所組成的選評會上，都獲得極高的
評價，而最終獲獎的為以下2個作品，將搭配得獎
者感言一同發表。

頭等獎
Mr. José Mosquera (厄瓜多)
Transportes Mosquera
Hino World Conference2016於
2016年10月在日本東京舉行，本
大會是4年一度的重要盛事，世
界各國的分銷商齊聚一堂，共享
Hino的未來願景與各項戰略，本
次為第5度召開，聚集來自60個國
家與地區、合計超過350名以上的
相關人士共同參與。
在華麗的影像開場之後，首先由
市橋社長上台，熱切闡述Hino的
未來願景：「Hino不僅只在商品與
服務上，在全方位支援的面向上
也要成為業界的領導者，透過對
客戶事業的貢獻，來達到更卓越
的社會貢獻。」接著，負責海外營

「相當榮耀能夠獲得這個獎項，這張照片的道
路，是直通我居住城市的基多街道，也是我每天
必經的道路。很高興能夠將Santo Domingo的
美傳達給大家，我從15年前就開始駕駛Hino的卡
車，車子一次也沒有壞掉過，在曲折彎繞的道路
上非常好開，馬力也很夠，我由衷地感佩它優越
的性能，Hino是我的最佳夥伴，今後我也將持續
做為Hino最忠實的顧客。」

業機能的久田專務也說明了「零
件的即時供給」、「安全駕駛管理
者與駕駛的業務支援」、「充實服
務設備與培練」等，為進一步強化
HINO Total Support所推動的策
略，另外，遠藤專務也講述了地域
性產品之開發，小俁常務則是針
對全球化生產據點的母工廠──
古河工廠進行說明。這個大型會
議一貫的態度，就是迅速並確切
地回應世界各地顧客的需求。透
過這次會議，加深且強固了團隊
的凝聚力，未來將持續以更優良
的產品與HINO Total Support應
對更多元化的需求。

貳等獎
Mr. Pedro Felipe Soto Torres (智利)
Hino Chile una empresa Indumotora

「沒想到自己的照片竟然會獲選，在得知
獲得貳等獎的時候我相當地驚訝，由衷感
謝大家。
這張照片
是我在度
假的時候
所拍的，
我非常喜
歡這條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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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協助HINO Cares問卷調查
為使本刊內容更加充實完善，請務必讓我
們傾聽您的感想，我們將從回函的問卷中
抽出10名幸運讀者，贈送Dakar Rally（達
卡拉力）的相關回函好禮。

A Global Brand for all Customers

回函好禮範例

回函好禮可能與圖片有所差異，
回函好禮將由編輯部全權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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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方法請參考以下程序，本期回函方法與上期有所更動，敬請務必留意。
本期的各種內容之中，請於您喜歡的主題前面註記
Article

您的看法

很好或
很有趣

符號。

好或
有趣

普通

無聊乏味

Dakar Rally 2017
Dakar Rally達卡拉力車
開發團隊專訪
混合動力技術
Owner's Voice
世界大會
攝影大賽

得獎作品

請掃描或拍攝本頁（或表格部分）內容，以電子郵件傳送至marketing@hino.co.jp。
※傳送電子郵件之前請先確認檔案是否可以順利讀取。
敬請於傳送電子郵件時，確實記載下列內容，以利後續執行。
①姓名 ②性別 ③公司名稱 ④職稱 ⑤國家名稱 ⑥住址
⑦與日野汽車之關係 （請自下列選項選擇：a)客戶 b)經銷商 c)代理商 ｄ)其他）
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回函截止日期為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

頭版報導：HINO TEAM SUGAWARA
達卡拉力賽連續26次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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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連霸「排氣量未滿10公升級別」！除達卡拉力賽2017的報導之外，
本期也將介紹於去年迎接市售25週年的Hino混合動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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