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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分期付款

- 外交簽證：A2

- ⼯作簽證：E1 / E2 / E3 / H1B1 / 

H1B / H2A / H2B / H3 / L1 / L2 / 

O1 / TN

- 学⽣簽證：F1 / J1 / M1

- 綠卡

1

赴美國際⼈⼠簽證購⾞及租⾞領域的

權威品牌
國際汽⾞資源集團(IAS)是全球最⼤的外派⼈員購⾞集團，我們聯合各

⼤汽⾞製造商為赴美⼯作及⽣活等的國際⼈⼠量⾝打造購⾞計劃，滿

⾜綠卡、外交、⼯作和學⽣簽證持有者的需求。

奧迪美國官網

www.audiusa.com

"
外交官購⾞禮遇

我們有上百種⾞型可供選

擇，令您在⼊境美國前可以

預定⼼儀⾞輛，省卻辦理証

件及等待時間，在到達美國

後即可⾃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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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tlautochina.com

品牌官⽅認證

我們是 奧迪、⼤眾 等眾多國

際知名汽⾞品牌官⽅指定的

國際⼈⼠購⾞項⽬分銷商

（Global Distributor），讓您

在委託我們租賃或購置⾞輛

時更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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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utoSource （"國際汽⾞資源集團"） 
offers Foreign Expatriates moving to the US the 

ability to purchase, finance or lease an Audi vehicle 
before arriving in the states. 

Enjoy competitive pricing on all Audi models with 
the ability to special order... "



國際汽⾞資源集團(IAS)主⼒為赴美的國際⼈⼠量⾝打造⼀站式購⾞服務。IAS 
是業界翹楚，26年間已為數以萬計來⾃歐洲、美洲、亞太、中東和⾮洲的駐美
⾼管、外交官、留學⽣等不同背景的⼈⼠提供了專業且貼⼼的購⾞服務。

⾃1995年起，IAS 與各⼤汽⾞製造商
⼀直保持緊密合作關係，多年來服務⼈

數數以萬計，廣受好評，享譽甚隆，是

國際⼈⼠赴美前購⾞的不⼆之選。IAS
的服務專業以外，還擁有橫跨全球的完

善運輸合作網絡，以及專⾨為外籍⼈⼠

量⾝打造的購⾞計劃。使客⼾無需擔⼼

因為過短的美國信⽤或駕駛記錄⽽有礙

在美購⾞，IAS會協助客⼾完成全部購
⾞流程，節省客⼾的時間與精⼒。

我們榮幸地為您提供以下服務：

來⾃全球運輸供應網路的上百種⾞型

無需美國信⽤記錄的獨有貸款計劃

滿⾜不同預算與需求的購⾞或租賃計畫

外交官級別的⼀站式服務

多元化的亞洲精英社區

全球新冠疫情持續，汽⾞供應短缺，

我們會全⼒幫助您在最短的時間內

獲得最便捷及安全的個⼈交通⽅式。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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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相宜的汽⾞短期租賃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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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

1963

1987
美國外交官駐外購⾞專案成⽴

服務涵蓋世界各地的美國外交官

為他們定制購⾞專案

為美國政府外派成員

提供海外交通需求服務

集團總公司 OMSG 成⽴

IAS ⻑短期租賃專案成⽴

IAS 國際汽⾞資源集團成⽴

為赴美的各國醫療專業⼈⼠

量⾝打造的購⾞專案

醫療團隊購⾞專案成⽴

外派⾦融專案（ECG）成⽴

IAS 租賃服務遍及全球150+國家/地區

1995

2005

2008

服務各國外派⼈員的

全⾯汽⾞⻑短期租賃專案

協助移居美國的國際⼈⼠

提供各款合適的購⾞項⽬

為赴美的外派⾼管

制定切合需要的⻑期租⾞項⽬

2015

2017

IAS ⼤中華區團隊建⽴

專⾨為赴美的華裔精英

提供最貼⼼及專業的購⾞諮詢服務

2022

享譽60載的

www.intlaut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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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購⾞服務體驗

賓⾄如歸的

聯繫我們並告知

在美國的⾞輛需求

1

交付⼩額定⾦

預定⾞輛

3

歡迎到達美國

4

獲得美國駕照

7

專業團隊會為您量⾝打

造在美的⽤⾞計劃

2

若需⻑期租賃或貸款，

IAS 協助完成⽂件準備

6

安排具體交⾞時間

IAS 美國運營
團隊和您聯繫

 

5

9

IAS 協助購買所需保險

8

交⾞⼤吉！

10

⼤中華區 | 美國⾞輛供不應求，建議離境前3-4個⽉開始籌備

訂單提交過程約需1-2周

考取駕駛執照需時約 2 周⾄ 3個⽉

美國 | 提⾞前1-3個⽉

購⾞流程介紹



上百種⾞型
來⾃全球運輸供應網路的

部分熱⾨⾞型

Medium SUV
奧迪 Q5

Small SUV
⼤眾 Taos

Sedan
⽇產 Altima

Sporty SUV
吉普 Wrangler

Convertible
福特 Mustang

Pickup Truck
RAM 1500

Minivan
克萊斯勒 Pac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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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SUV
林肯 Aviator



美國個⼈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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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購⾞成本？

無需美國信⽤記錄的

優惠貸款項⽬
IAS 與各⼤汽⾞製造商合作，為國際⼈⼠量⾝打造無需美國信⽤記錄

亦可享有利率相宜的優越貸款項⽬。此外，客⼾在財務申請過程中

的所有階段，例如預先審核遞交申請到合約執⾏，皆可獲得⽀援。

www.intlautochina.com

IAS保証，訂單價即為最後定價。

客⼾預定的⾞輛不會因為⾦融機構

利率和剩餘價值預期變化⽽調整。

價格保証！
提前鎖定價格和利率優勢

Source: ABC news. Auto Loan rates and average monthly 
payments based on a typical 36 month auto loan of $25,000. 
Rates as of January 2020.



購買租賃⽅式

對⽐類型 短租

Rental

貸款

Finance

現⾦
Cash

⻑租
Lease

概念

從⼤型租⾞公司獲得短期
的⽤⾞服務，⽀付短期租
賃費（⼀般以⼩時、⽇、

周、⽉計算）

與經銷商簽訂⻑期租賃合
同，租期結束後可以選擇付
清餘款購買⾞輛（⼀般以年
計算，費⽤按⽉平均收取）

從經銷商合作⾦融機構或汽
⾞製造商⾦融部獲得貸款，
分期⽀付購買（⼀般以年計
算，費⽤按⽉平均收取）

從經銷商處⽤現⾦全款
購買汽⾞

簽證類型 所有（法律規定
不⼩於21歲）

外交簽證，⼯作簽證 外交簽證，⼯作簽證，學⽣簽證

適⽤時⻑ <1 年 （單次租賃7天
⾄11個⽉，可延期）

1-3 年 > 3 年

合約期數 無 1-3年 2-5年 無

擁有權 僅有使⽤權
（隨機⾞輛）

擁有選購權
（專屬⾞輛）

擁有汽⾞的所有權
（專屬⾞輛）

是否需要定⾦
（信⽤卡/電匯） 無 需要 （⼩額定⾦）

⾸付⽐率
（匯款/⽀票） 無 約10%-15%

⼯作外交簽證：約20%

學⽣簽證：約30%
無

每⽉付款形式 信⽤卡每⽉⾃動⽀付 美國銀⾏帳⼾⾃動⽀付 美國銀⾏帳⼾⾃動⽀付 無

汽⾞購買和租賃計畫

多樣完備的

www.intlaut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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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價格受⾞型、時間、地點影響，以下案例僅供參考

此租⾞訂單中，IAS 的協定價格（含保險）僅為市場價格的33%
 

客户案例分享

極具競爭⼒的
短期租賃項⽬

國際汽⾞資源集團與美國⼤型租⾞公司Hertz和Avis簽

署協定，為客⼾短期租賃汽⾞提供特殊價格優惠。

www.intlautochina.com

IAS 客⼾案例：
⾞型：Mid Size SUV

時間：8/1/2022 - 8/31/2022

地點：Seattle, WA 98101

IAS 含保險報價 (美⾦)：
Base Rate: $859.00

Sales Tax/License and 

Surcharges: $180.82

Sub Total: $1,039.82

IAS Service Fee: $390.00

Total Estimated Rental Rate 

Every 30 Days: $1,429.82, 
insurance included.

$1,429.82  IAS 含保險 $4,375.94Hertz 含保險

市場價格來源：Hertz官⽅網站

VS

Mid SUVCAR Example



離家遠赴美國⽣活的您，

你不是⼀個⼈在戰⾾。

01 02 03

IAS ⼤中華區團隊
 

⼤中華區銷售、運營團隊的

成員都在美國有多年豐富的

學習、⽣活及⼯作等經歷，

可以為您在美國⽣活時遇到

的各種疑問提供最適切合⽤

⽤的意⾒。

IAS ⼤中華團隊

精英薈萃   資源豐富

戰略合作夥伴

 

IAS 精選的戰略合作夥伴是

為各⾏各業的精英，可以為

您在美國⼯作及學習等的需

求提供最優質專業的服務。

 

優質多元的精英社群

 

我們廣闊的精英社區富含豐

富的資源，包括教育、醫

療、⾦融、法律、藝術、 
體育、建築等領域，為您的

美國⽣活開啟絢爛的旅程。

www.intlaut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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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汽⾞資源集團

International AutoSource

175 Crossways Park Dr W

 Woodbury, NY 11797 www.intlautochina.com

微信公眾號

IAS_China

info@intlautochina.com

www.intlautochina.com

⼩紅書

International AutoSou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