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規格配備表
適用於 2020 年 08 月起生產之車輛 (年式代碼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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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訊及建議售價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引擎型式
AMG V 型八缸 

缸內直噴 ＋ Biturbo ＋ EQ Boost

驅動方式
AMG Performance 4MATIC+ 主動式四輪驅動
 (前軸扭力 0%∼50%/後軸扭力 50%∼100%)

燃油種類 98 無鉛汽油

排氣量 c.c. 3982

最大馬力 hp1 / rpm 571/5750∼6500 (＋22 hp EQ Boost)

最大扭力 Nm1 / rpm 750/2250∼5000

加速性 0∼100 km/h (秒 sec) 4.0

極速 km / h 250

變速箱型式 AMG SPEEDSHIFT TCT 九速手自排跑車變速箱

全長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4954

全寬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2018

全高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1782

軸距2 mm 2995

最小迴轉直徑 (m) 12.40

行李廂容量 (公升) 630∼2055

空重 / 總重3 kg 2415/3120

懸吊系統
AMG 專屬跑車化阻尼結合 

AMG RIDE CONTROL＋氣壓懸吊系統 (代碼 489)

建議售價 (NT$) 6,890,000

1. 數據係根據 DIRECTIVE 80/1269/EEC 目前適用的版本測得。
2. 數據為平均值，以未負重之標準規格測量。上列數據皆為參考用，請以實車為準。
3. 數據係根據 DIRECTIVE 92/21/EC，95/48/EC 版本之 (空載總重包含油箱加滿 90%、駕駛 68 公斤和行李 7 公斤)標準規格車輛。配備通常會增加此一數據因而減少乘載重量。
 
■ 本產品規格配備表僅供參考，應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準。
■ 賓士原廠保留對車輛暨配備功能改善及設計調整之權利。
■ 本型錄所標示之各項測試數據 (例如加速時間等) 係在控制變因下所測得，實際駕駛時因受各項變因影響而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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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設定 
顧客可透過此功能進行車輛的遠端上鎖與解鎖、遠端查

詢車輛狀態 (如里程數、胎壓、清洗液餘量、煞車來令片
狀態、煞車油狀態、燃油油位等) 以及個人化作業。

標準功能 
Mmc 的標準功能包含保養提醒、遠端車輛狀態診斷、事
故救援及故障通報等，顧客無須加裝其他特殊裝備，只

要接受使用條款即可在具 Mmc 功能的車輛上使用。

遠端引擎啟動 
利用 Mercedes me App 或網站，顧客可在尚未到達車輛
前遙控啟動引擎、使空調預先開啟。

*引擎可啟動 10 分鐘

Mercedes-Benz 緊急求助系統 
交車時，Mercedes-Benz 緊急求助系統即已啟動，此服務
旨在意外發生時，為顧客提供即時的救援協助。

車輛監控 
車輛監控包含停車位置提示、車輛追蹤及圖示車輛監控

等，透過 Mercedes me App 或網站得知車輛位置、甚至
能夠設定監控範圍，在車輛進入或駛離該範圍時收到通

知。

*Mercedes me 部份功能僅適用台灣賓士原廠公司車
更多相關資訊，歡迎蒞臨

http://mb4.me/mercedesme_tw

Mercedes me connect 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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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停車輔助 (代碼 235)
當行車時速低於 35 公里時，按下智能停車輔助按鈕，系
統可自動搜尋並辨識適合的停車空間。駕駛可選擇路邊

停車、倒車入庫 ( 可選擇以車頭或車尾駛入)。排入 R 檔
後，系統隨即協助自動停車，包含自動控制方向盤及檔

位自動切換。此外，如前次使用智能停車輔助停車，還

可支援自動駛出車位。

PRE-SAFE® 主動安全防護
當系統辨識到意外即將發生前，會將雙前座安全帶自動

束緊，並將前乘客座椅調整至防潛位置，同時自動關閉

側窗及天窗，以保護乘客安全，減少傷害。

側風穩定輔助 
行進間的車輛可能會在遭遇強勁的側風吹襲之下，導致

車輛瞬間橫移偏離原本行駛的路徑。側風穩定輔助可透

過 ESP® 電子操控系統及煞車，能在不驚動駕駛者的情況
下，維持車身水平，使車輛不受側風影響保持其原先行

駛之路線。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當駕駛倒車且時速低於 10 km/h 時，系統將使用盲點輔
助雷達偵測車尾橫向目標物 (含移動速度高於 4 km/h 之
橫向車流、橫越行人及單車客)，並在可能發生碰撞意外
時，於多媒體系統顯示紅色三角警示符號及警告音提醒

駕駛，若駕駛仍未留意後方路況且持續倒車，系統將自

動施加緊急煞車輔助使意外風險降至最低。

PRE-SAFE® 主動安全防護音波
當系統預測到碰撞即將發生時，會先發出安全防護音

波，使中耳後方的鐙骨肌產生收縮，瞬間改變耳膜與內

耳間的連結，減少碰撞強噪造成的短暫聽力喪失等聽覺

傷害或不適。

起步限速輔助

當車輛在靜止狀態由 P 或 N 檔排入 R 或 D 檔時，前後保
桿共 12 顆超音波雷達將自動偵測車輛前後方是否有障礙
物，若障礙物與本車相距 1 公尺內將自動開啟起步限速
輔助，此時駕駛移動車輛的最高車速將限制為 2 km/h 並
在 1 公尺行駛距離後自動關閉此功能，它可減少駕駛在
起步時因排錯檔位、混淆煞車油門踏板或未發現前後方

障礙物所產生的碰撞意外。

標準安全及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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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車道維持輔助

當時速介於  60∼200 公里間，系統可透過多功能立體
攝影機偵測行駛車道線。如駕駛未施打方向燈而不小心

偏離車道，方向盤將震動警示駕駛。如車輛持續偏離車

道，系統則可視情況提供單邊煞車輔助，協助車輛導回

到原始車道內。

智能駕駛輔助 (代碼 233)
含「DISTRONIC  智能定速測距輔助」與「智能轉向輔
助」，在210公里內可利用雷達及多功能立體攝影機偵
測前方車輛或路面標線，依自訂車速與車距，除了能自

動跟隨車道線或前車行進並做出小角度轉向輔助外，與

前車距離變短時將自動減速。若系統偵測駕駛長時間未

將雙手置於方向盤，系統會發出警告，如持續無駕駛行

為，系統將啟動緊急安全減速輔助，主動遞減車速至靜

止狀態以減少意外傷害。

主動盲點輔助含離車警示輔助

利用雷達偵測，若有車輛駛入視覺死角，系統將於後視

鏡立刻顯示警示符號；若駕駛未能察覺、仍撥打方向燈

欲轉換車道，警示符號將開始閃爍並響起警示音，提醒

駕駛者留意。

離車警示功能，可使盲點輔助在熄火後持續運作最長達

三分鐘，隨時偵測車側移動車輛、單車客或行人，並於

駕駛及前、後座乘客開門時提供聽覺警示及氛圍燈閃爍

提醒，降低意外發生機率。

PRE-SAFE® PLUS 主動後方安全防護
如透過雷達偵測有後方碰撞的危險，將立刻閃爍後方警

示燈提醒後車駕駛反應。於本車靜止狀態下，系統將自

動增加煞車力道以減緩可能的頸椎傷害並避免再次追撞

前車。同時在預估後車追撞前，雙前座將自動束緊安全

帶，以保護車內乘客因應即將發生的衝擊狀況。

主動防撞輔助含路口車流辨識 
結合多功能立體攝影機與雷達偵測，若感應前方橫向突

然有車輛衝出，系統將以警示符號及警示音提醒您注

意，同時視情況依序提供部分及全力煞車輔助。而當偵

測到與前方車距或移動行人距離或轉向時與對方來車距

離快速縮短，即將發生碰撞意外時，將依序亮起儀表板

警示燈並響起警示音，提醒駕駛留意。

閃避轉向輔助 (代碼 266)
時速於20∼70公里內，當雷達與多功能立體攝影機偵測
前方車道有行人橫越馬路或行人擋道，且駕駛自主操作

方向盤進行閃避時，系統能加強轉向力矩，即時幫助安

全閃避，並能隨後在駕駛回正車輛時，給予適度力道將

偏離的車輛導回原車道，避免因方向盤回正不足或力道

過猛而產生的危險。

若此時駕駛踩下煞車，系統將啟動煞車輔助並加強煞車

力道，避免意外發生。如駕駛未能即時踩下煞車，部份

及全力煞車也將依序啟動，避免意外發生。而當遇到緊

急狀況，若前方與相鄰車道皆有靜止車輛無法閃避時，

「車道壅塞防撞輔助」將直接施加全力輔助煞車力道以

減少意外傷害。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更多智慧駕駛輔助相關資訊，歡迎蒞臨 
http://mercedes-me.tw/intelligent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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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安全性及駕駛者輔助系統並非以在任何(危急的)操控情況或意外事故中皆會作動來作為設計的出發點。
特定系統的作動與否，取決於是否達到個別系統必要作動標準之許多因素的組合。

例如，包括氣囊在內的乘員輔助防護系統 (SRS)  並不是在所有類型的意外事故中都會展開。
氣囊是否展開需視各種因素 (包含：意外的嚴重程度、車速、撞擊物體及各座椅是否有人乘坐) 的複雜組合結果而定。
氣囊僅為一項輔助的防護系統，因此終究無法取代座椅安全帶的正確使用。以上未能詳盡之處，請洽台灣賓士授權銷售據點。

標準安全及輔助系統

防護式安全輔助
前座氣囊 × 2

前座側邊氣囊 × 2

側窗氣囊 × 2

駕駛座膝部氣囊 

中控門鎖附自動上鎖及緊急開鎖功能

四門電動窗 (單觸/防夾/PRE-SAFE 關窗功能)

ISOFIX 後座兒童安全椅固定裝置

兒童安全裝置 (後電動窗兒童安全鎖/車門兒童安全鎖)

前乘客座兒童座椅感知器

三角警示標誌與急救包

智慧駕駛輔助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代碼 23P)
‧智能駕駛輔助 (代碼 233)，含 DISTRONIC 智能定速測距輔
   助及智能轉向輔助
‧閃避轉向輔助 (代碼 266)
‧主動防撞輔助含路口車流辨識、行人偵測及車道壅塞防撞輔助

‧主動轉向煞車輔助

‧主動盲點輔助含離車警示輔助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主動車道維持輔助

‧PRE-SAFE® PLUS 主動後方安全防護

智能停車輔助

‧主動停車輔助附前後雷達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起步限速輔助

‧360 度環景攝影

PRE-SAFE® 主動安全防護音波

駕駛注意力輔助

主動式安全輔助
側風穩定輔助

TPMS 胎壓偵測系統

加速防滑控制系統 (ASR)

電子操控系統 (ESP)

防鎖定煞車系統 (ABS)

煞車輔助系統 (BAS)

Adaptive Brake 智慧型煞車系統

(煞車系統包含 HOLD 等輔助功能)

警示系統作用 

  - 安全帶未繫警示 

  - 燃油/冷卻水/機油/雨刷水液面高度不足 

  - 駐車煞車未釋放 

  - 前煞車來令過度磨耗

智慧型煞車燈 (具緊急煞車時閃爍功能)

LED 日間行車燈

LED 第三煞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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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水箱護罩 

AMG 鍍鉻直瀑式

輪圈型式尺寸

21 吋 AMG 五輻雙肋式高光澤黑色輕合金輪圈 (代碼 RWE)

前: 275/45 R21；後: 315/40 R21

排氣尾飾管型式

AMG 雙側四出式方形鍍鉻尾飾管

外觀配備
8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多光束智慧型 LED 頭燈 (代碼 642) ●

全景式電動玻璃天窗 ●

後視鏡套件

‧自動防眩車內及駕駛側後視鏡 
‧電動收折車外後視鏡 
‧雙側賓士 logo 投射燈 

●

車側登車踏板 ●

銀色車頂架 ●

AMG 專屬煞車卡鉗    前六活塞銀色

 ●：標準配備                   ◎：可選配                   X：不能加裝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車側登車踏板 多光束智慧型 LED 頭燈 (含 ULTRA RANGE 超長距遠光燈) 
(代碼 642)

全景式電動玻璃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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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及內裝配備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內裝飾板 

AMG 碳纖維飾板 (代碼 H86) 

多功能方向盤 (含換檔撥片及觸控按鈕)

AMG 高性能 Nappa 真皮/DINAMICA 平底跑車方向盤 
(附 12 點鐘方向標記) 

含 AMG 專屬方向盤操控按鈕 (代碼 U88)

座椅材質

Nappa 真皮-黑 (代碼 851A)

內裝套件 鍍鉻內裝套件 (代碼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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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ARTICO 包覆儀表台及車門飾板 (代碼 U09)          ●

電動雙前座附記憶套件 (代碼 P64)
‧電動雙前座四向腰靠功能 (代碼 U22)

●

豪華前座椅 (含通風/加熱) (代碼 401)     ●

ECO start/stop 引擎怠速節能啟閉功能 ●

40/20/40 可分離傾倒後座椅背 ●

黑色織布車內頂篷 (代碼 51U) ●

環景式內裝照明 (代碼 876) 
(64 色氣氛燈/9 種多重色調模式)

●

門檻飾板附照明及 AMG 字樣 (代碼 U25) ●

行李廂遮板 ●

前座煙灰缸及點煙器 ●

加大油箱 (85L) ●

THERMOTRONIC 豪華型四區恆溫空調含 B 柱出風 ●

內裝燈光套件

‧前座中扶手及手套箱置物空間照明

‧前座閱讀燈                                  
‧控制面板迎賓照明

‧前座足部空間照明                       
‧後座車門把手迎賓照明

●

KEYLESS-GO 套件 (代碼 P17)
‧HANDS-FREE 行李廂蓋感應啟閉功能 (代碼 871)
‧EASY-PACK 電動啟閉尾門             
‧KEYLESS-GO 免鑰匙引擎啟動及車門解鎖 

●

EQ Boost 整合式啟動馬達發電機 (代碼 93B) ●

紅色安全帶 (代碼 Y05) ●

AMG 腳踏墊 (代碼 U26) ●

TIREFIT 補胎組 (代碼 B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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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配備                   ◎：可選配                   X：不能加裝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HANDS-FREE 行李廂感應啟閉功能 (代碼 871) 環景式內裝照明  (代碼 876) EQ Boost 輕型複合動力系統

EQ Boost 是我們發展「電能驅動」的第一步，車輛包含一具高科技節能引擎，內含一組 48V 輕型複合動力系統，肩負

發電機與啟動馬達的能力，不僅具備動力強化的效果，更可於引擎發動時有效降低震動與聲響，使駕駛感受更為平順且

安靜的啟動程序；除此之外，引擎水泵亦為 48V 電控，使其不僅擁有動靜皆宜的駕乘體驗，更可達到高效節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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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G 特殊配備專區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AMG 專屬前六後單活塞煞車灰色卡鉗 ●

AMG ACTIVE RIDE CONTROL 主動車身穩定系統 (代碼 465)  ●

AMG Track Pace 賽道駕馭應用程式 (代碼 256)
‧以每秒 10 次的演算速率掫取高達 80 種車輛數據，如時速、
加速度、方向盤角度、油門煞門百分比及 GPS 行車軌跡等，
使車主能在封閉場所下透過此軟體精進駕駛技巧，並與車輛

完美契合

●

AMG DYNAMIC SELECT
‧包含 C/S/S+/Slippery/Trail/Sand/Individual

●

AMG 專屬儀表顯示風格-狂野 ●

三階段 ESP 含獨立控制按鈕 ●

M 模式手動換檔功能含獨立控制按鈕 ●

AMG 電子式後軸限滑差速器 ●

AMG 動態引擎腳 ●

CSO 主動汽缸歇止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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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配備                   ◎：可選配                   X：不能加裝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AMG 電子式後軸限滑差速器

AMG Track Pace 賽道駕馭應用程式 (代碼 256)

AMG 動態引擎腳

AMG 專屬儀表顯示風格-狂野

AMG GLE 63 專屬灰色煞車卡鉗    AMG ACTIVE RIDE CONTROL 主動車身穩定系統 (代碼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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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系統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Mercedes me connect 互聯
‧標準功能

‧車輛設定

‧車輛監控

‧Mercedes-Benz 緊急求助系統
‧遠端引擎啟動

●

進階 MBUX 多媒體系統 (含智能聲控功能)
‧12.3 吋高解析度觸控螢幕 (1920×720 pixels)
‧12.3 吋寬螢幕數位儀表 (1920×720 pixels)
‧7 支高傳真喇叭
‧藍牙介面

‧USB-C 介面
‧MB 原廠 3D 顯示中文衛星導航系統
‧新車交車日起享有三年內免費年度圖資更新 (代碼 502)

●

Smartphone Integration 智慧型手機整合系統
‧Apple CarPlay 適用於 iphone 5 及後繼機型
‧Android Auto 適用於 Android 5.0 以上版本

●

前座手機無線充電裝置

‧支援符合 Qi 標準的手機型號
‧無線充電托盤可放置螢幕對角線 6 吋 (15.2 cm) 以下之手機
‧可透過 NFC 快速與手機建立連結

●

觸控手寫板 ●

 ●：標準配備                   ◎：可選配                   X：不能加裝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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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配備請以此份規格配備表為準。
‧訂車時請務必加註輪圈、飾板、內裝及懸吊之代碼。
‧請詳實確認訂單上所有加選配備皆包含其需訂代碼，並核對所有選用配備可能產生之加價。

選用配備
16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293 後座側氣囊 22,000

463 抬頭顯示器 S

P20
進階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代碼23P) 的所有功能
‧PRE-SAFE® 主動側撞防護 (代碼 292)

需訂代碼 292 及需加價選配代碼 399，標配 U22 將被刪除 32,000

P54

URBAN GUARD 原廠防盜系統 
‧原廠聲光警示防盜系統 (代碼 551)  
‧車內防盜偵測感應 (代碼 882)
‧防盜與車輛毀損通知

需訂代碼 551＋882 32,000

PRE-SAFE® 主動側撞防護 (代碼 292)
當雷達偵測到車側即將遭遇撞擊，駕駛或副駕椅背的外

側氣室將快速充氣，隔出安全空間、遠離撞擊區域，降

低側撞時對胸腔的壓迫和傷害。

安全輔助系統

抬頭顯示器 (代碼 463)

X：不能選配                   0：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更多智慧駕駛輔助相關資訊，歡迎蒞臨 
http://mercedes-me.tw/intelligent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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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及內裝套件 AMG 夜色套件參考圖示 (代碼 P60)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P60

AMG 夜色套件
1. AMG 前進氣壩及前後保桿下緣亮黑色飾條
2. AMG 雙側四出式圓形鍍黑鉻尾飾管
3. 亮黑色塗裝車外後視鏡
4. 霧黑色車頂架
5. 亮黑色側窗框及窗框下緣飾條
6. B 柱以後側窗及後擋玻璃暗色處理 (代碼 840)

需訂代碼 840 60,000

31 654

X：不能選配                   0：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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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不能選配                   0：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輪圈

21 吋 AMG 五輻雙肋式高光澤黑色
輕合金輪圈  (代碼 RWE)

21 吋 AMG 五輻雙肋式高光澤灰色
輕合金輪圈  (代碼 RWD)

22 吋 AMG 交叉輪輻式高光澤灰色
鍛造輪圈  (代碼 RXU)

22 吋 AMG 交叉輪輻式消光黑色鍛造
輪圈 (代碼 RXV)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RWD 21 吋 AMG 五輻雙肋式高光澤灰色輕合金輪圈 (前: 275/45 R21；後: 315/40 R21) 0

RWE 21 吋 AMG 五輻雙肋式高光澤黑色輕合金輪圈 (前: 275/45 R21；後: 315/40 R21) S

RXU 22 吋 AMG 交叉輪輻式高光澤灰色鍛造輪圈 (前: 285/40 R22；後: 325/35 R22) 104,000

RXV 22 吋 AMG 交叉輪輻式消光黑色鍛造輪圈 (前: 285/40 R22；後: 325/35 R22) 1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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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040 標準漆-黑 0

149 標準漆-白 0

197 銀粉漆-鐵黑 0

775 銀粉漆-亮銀 0

859 銀粉漆-沙漠銀 0

890 銀粉漆-墨藍 0

896 銀粉漆-深藍 0

989 銀粉漆-翠綠 0

992 銀粉漆-淺灰 0

799 特殊漆-designo 鑽石白 50,000

996 特殊漆-designo 風信子紅 23,000

車色
銀粉漆

197  鐵黑

775  亮銀

890  墨藍

896  深藍

799  designo 鑽石白 

859  沙漠銀 989  翠綠

996  designo 風信子紅149  白

040  黑 992  淺灰

標準漆 特殊漆

※實際車色/內裝色請參照原廠提供色樣，原廠保留設計與顏色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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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車色/內裝色請參照原廠提供色樣，原廠保留設計與顏色變更之權利。

內裝及頂篷

851 Nappa 真皮-黑 854 Nappa 真皮-咖黑雙色

Nappa 真皮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851 Nappa 真皮-黑 S

854 Nappa 真皮-咖黑雙色 13,000

51U 黑色織布車內頂篷 S

58U 灰色織布車內頂篷 0

*選配內裝 854 ，安全帶將從標配紅色改為黑色

X：不能選配                   0：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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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811

Burmester® 高階 3D 環場音響系統
‧25 具高傳真喇叭
‧26 聲道 AMP 擴大器總輸出 1590 瓦
‧五種音場模式

‧VNC 噪音消除功能

不可訂代碼 77B/810 256,000

空調 / 音響 / 通訊系統

X：不能選配                   0：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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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支撐充氣調整雙前座 (代碼 399)前座置杯架附溫控功能 (代碼 311)

其他選用配備

MBUX 智能控制 (代碼 77B)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311 前座溫控功能置杯架 14,000

399

多重支撐充氣調整雙前座

‧豪華前座椅 (可通風/加熱) (代碼 401)
‧舒適型雙前座頭枕 (代碼 436)
‧快速加熱前座椅 (代碼 902)
‧8 種按摩功能

需加價訂代碼 P20
標配電動雙前座 4 向腰靠 (代碼 U22) 將被刪除

70,000

567 第二排座椅電動調整 76,000

77B

MBUX 智能控制
在前排既定的偵測範圍內，可「隔空」啟閉閱讀燈、手套箱輔助照明等功能，還可在

手部接近主機螢幕時，自動放大、突顯功能符號，更可比劃出特定手勢、啟動個人化

特定功能。

不可訂代碼 811 19,000

883 動力輔助車門緊閉系統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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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G 高性能平底跑車方向盤 (代碼 L6G) AMG 高性能平底跑車方向盤 (代碼 L6H)

X：不能選配                   0：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ercedes-AMG 

GLE 63 4MATIC＋

U88
＋

L6G
AMG 高性能平底跑車方向盤 (DINAMICA 包覆) 需訂代碼 U88 15,000

U88
＋

L6H
AMG 高性能平底跑車方向盤 (碳纖維/DINAMICA 包覆)       需訂代碼 U88 26,000

P21
AIR-BALANCE 香氛套件
‧可另行加價選購不同芳香氣味

‧負離子空氣清淨系統，幫助清除車內空氣中細菌及過敏原

22,000

需訂代碼 PBP 0

PBP

ENERGIZING 舒活套件 (已含標配減價)
‧AIR-BALANCE 香氛套件 (代碼 P21)       
‧環景式內裝照明 (代碼 876)                
‧MBUX 整合功能 (代碼 549)

需訂代碼 P21 22,000

24



本表製作日期為： 2020年 07月 01日。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可能於表格製作後有所更動。有關各項配備詳細敘述請參考該車系型錄。

▇ 在不影響客戶權益且兼顧到合作廠商權益的狀況下，Mercedes-Benz 原廠保留交車前後的產品設計、型式、顏色、規格及配備調整之權利。

▇ 本表所刊載有關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之任何 Mercedes-Benz 原廠或合作廠商商標或數據，非經同意，他人不得引用或轉載。

▇ 本表所刊載之產品外觀及內裝顏色，可能因印刷過程之限制而導致與實車有所差距。

▇ 有關現行產品，請與最近之台灣賓士授權銷售據點洽詢當地市場銷售之車型、規格、配備、顏色及建議售價等相關特定資訊。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 www.mercedes-benz.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