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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新  EQB 進入你生活的那一刻，很多事都改變了。無論平日

生活或旅行，利用你熟睡一夜的時間，它就能煥然精神，滿載電

力一起出發；零排放、行駛近乎靜音，讓家庭相處的時光無比愜

意，不受干擾；更精簡的馬達與效能電池，省下引擎體積而回饋

成：舉手投足最舒適的空間自由度。更不用說更奔放帶勁的電能

輸出，也改變你的駕馭感受。

它用獨有方式改變了你─變得更彈性、更自在、更無遠弗屆、更

隨心所馭⋯⋯把生活每件小事變得更美好，對全新 EQB 而言，都

是彌足珍貴的大事。

全新 EQB它的方式 
讓萬事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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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EQB 充滿張力的線條，一面奔放創新科技的想像力，一面揮灑強悍的性能實力。全電動 SUV 外型運 

用稜角分明與個性化細節，詮釋「何謂前衛俐落?」尤其是 Mercedes-EQ AMG 亮銀雙柵式護罩以及前後獨

特 的 LED 光條，頭燈中的藍光設計更進一步深化它的未來科技氛圍。 

既然獨特科技 就要出眾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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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感與實用調和到極致，全新  EQB 車室空間就成型了。Mercedes-Benz 工藝設計團隊利用高亮度風格

為內裝營造獨特出色、十足未來感的氛圍，顯見於寬螢幕數位儀表、令人驚艷的背光飾板及出風口、切合

人體工學設計的座椅設計；鋁合金材質元件也為內裝營造出堅固耐用的感受，流露於車門、前乘客側儀表

板，以及幫手機便捷充電的中控台。 

不僅絕美 實用更是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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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你總為家人提前準備，全新 EQB 也為你家庭備妥一切，預留更寬敞

的乘坐空間與標準配備第三排座椅，最多可容納 7 人乘坐。搭配後座可

折疊座椅，將行李廂容量一舉擴充到 1,620 升！當家裡有了新成員─你

的小孩，全新 EQB 樂意用更多空間來充滿生活樂趣。 

更多空間 為更多家庭成員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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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途會讓考量的事變多，電量卻不會成為主要掛慮，因為全新 EQB 憑藉強大電容量拓展續航力之外，更導

入遠端與導航服務，使充電程序既便利又效率十足。你可以得知周遭或路途中的充電站，查看目前的續航

里程，徹底排除里程焦慮，氣定神閒地擴展旅途。甚至充電時刻，你也可以使用 Mercedes me 應用程式遠

端調整充電設定與提前打開空調系統，毫不妨礙它充電、你同時玩樂。

打算遠征⋯⋯就氣定神閒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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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既是天生契合又像心電感應，MBUX 懂你、體貼你、熟記你的偏好，甚至直接探知你的眾多需

求，無論透過觸控功能的大型顯示幕、手勢辨識或輕喚：「你好，賓士！」它就即刻滿足你，無論是

換首曲子、調控溫度或燈光氛圍。隨著日漸相處，它強大學習能力將記得你所有習慣，無需開口就盡

享禮遇。透過智慧型手機的便捷整合後，撥打電話與數位網路的操作介面更加直覺與便捷，要導航資

訊？要娛樂？或額外要求？別訝異它早已備妥好了。

MBUX 的天賦 是懂你此刻需要什麼

 11

MERAK9COVER_N2-N27_BACK.indd   11MERAK9COVER_N2-N27_BACK.indd   11 2022/9/21   下午2:412022/9/21   下午2:41



家的意義又多了一種，而且更有型、更便捷─成為你全新  EQB 煥然活力的地

方。透過高效率且便於安裝的壁掛式交流充電器，這意味你能以遠遠超過傳統

插座的速率為 EQB 充電，既便捷輕鬆，看上去又賞心悅目。 

簡單！
把家變成你的專屬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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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久而久之，你會習慣這裡帶來的便利、為你營造的禮遇，以及如同家給你全然放鬆的親近感。這裡是

「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快速充電站」，也是專屬 Mercedes-EQ 車主的電能服務網絡之一。透過品嚐一杯咖啡的

時間，你與家人、愛車都能煥然活力，無論是便捷日常生活或拓展旅途─這個家，總是就近、靜候著你。

出外充電 也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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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新  EQB 而言，近乎安全還不夠⋯⋯它務必將滴水不漏的安全守護，與每位乘員緊緊相

連。為此，新一代智慧駕駛輔助系統，具備預測危機、即時留意路況，即使面臨無法避免的

意外，也能瞬間啟動強大的安全輔助，化危機為無形。就算你已停好車，離車警示輔助功能

仍保持警戒，提醒你後方是否有來車接近，將安全守護持續到最後一秒一刻。

每個人都同樣重要
同樣得到它全方位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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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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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出承諾：全新 EQB 將會陪伴你家人很久很久。因為過程中都有專為 Mercedes-EQ 電

動車提供的呵護服務與保固，從進入你家庭那一刻即開始啟動，無後顧之憂。持續的愛，從 

EQB 高電壓電池承諾長達 8 年或 16 萬公里的電池效能認證就可證明，期許它能陪伴你與家人

創造更多精彩回憶。

我們承諾 一如你對家人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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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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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驅動系統

人類使用電力超過兩百年，然而直到全新  EQB 問世，才算發揮電能的所有潛力。憑藉驅動技術奧援令人歎為觀止的奔放動力，遽增行駛效率、安全度、舒適性與駕馭樂趣皆大有助益，這正是 

Mercedes-EQ 「一貫卻不凡」的科技層次。

全新 EQB 全輪驅動車款搭載兩套電動傳動系統 (eATS)：位於前軸的非同步馬達，以及後軸的永磁同步馬達。兩套系統推升動能輸出達到 228hp 最大馬力以及 390Nm 最大扭力，踩下電門踏板即可

獲得全部扭力，加速毫無遲滯感，搭配 DYNAMIC SELECT 更可透過各有擅場的駕馭模式，無論是著重效率、運動化，急速過彎的快感或長途行駛的舒適性，你許個願後踩下踏板，瞬間就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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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這項引領全球車壇的安全科技，仍在持續進化，並針對全新 EQB 的行駛特性做細膩調校。它能藉由眾多攝影機、雷達與超音波，不僅持續監控車輛周遭，更會智慧判斷該採取何種速度調整安全距

離，該用何種力道輔助，發現有碰撞危險時，該採取何種安全措施化危機於無形。

除此之外，它還會主動搜尋地圖、導航系統與即時路況資訊，整合各種資訊後，建議你最佳路線與路況警示，形成完整功能的智慧型網路，大幅減輕你行駛額外處理的資訊量，唯一要專注的就是盡

享駕馭樂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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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新 EQB 結合 AMG Line 跑車化套件，不只收藏了更形奔放動感的跑格，也將周遭一切艷羨目光，納為己有。其專屬前後擾流

外加亮銀雙柵式水箱護罩，使得強勁實力有了佐證；內裝則以運動型座椅與多功能平底跑車方向盤，強烈暗示該發動了，你的猛

獸即將破閘而出！

AMG Line 跑車化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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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外觀

AMG Line 車身造型（專屬前後擾流）

亮銀雙柵式水箱護罩

運動型後保桿含鍍鉻飾條

出眾內裝

多功能平底跑車方向盤（Nappa 真皮）

運動型座椅

AMG 腳踏墊

可替換門檻飾板附照明

跑車式金屬踏板附止滑橡膠凸點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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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E Q B  是你的伴侶，那配備就是它的特

質，如何令你深深著迷？嚴選「頂級、絕美」

是不二法門。 E Q B  專屬配備套件選用眾多 

Mercedes-Benz 獨步車壇的科技工藝結晶，打

你與伴侶的相處空間，無論禮遇、乘車氛圍、

便捷度皆堪稱前所未有─畢竟屬於你的，都彷

彿世間唯一。

EQB 專屬配備套件

甚至能為你的伴侶，賦予更多魅力特質。透

過 EQB 專屬配備套件 PLUS，它擁有了被譽為

「柏林之音」Burmester® 環場音響系統，這項

鑑賞頂級美聲的內涵─更多層次的音域，還原

現場天籟，並針對  EQB 車室空間進階配喇叭

與擴大機，深刻每一個音色的穿透力與觸動心

弦，讓聽覺牽引心靈，進入奢華境界！

EQB 專屬配備套件 PLUS

標準規格

環景式內裝照明（含 64 色氛圍燈）

MBUX 系統搭配 Mercedes me connect 互聯

10.25 吋寬螢幕數位儀表/ 10.25 吋高解析度
中央螢幕

手機無線充電裝置

進階車內音響系統/ 10 具高傳真喇叭，總輸出 
225 瓦

智能停車輔助

KEYLESS-GO 套件

THERMOTRONIC 豪華型雙區恆溫空調

標準規格

Burmester® 環場音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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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訂製你專屬的 EQB

掃描 QR code 進入 Mercedes-Benz 官方訂製夢想車頁面。在此你可以

自己嘗試搭配最獨一無二的夢想車樣式。Mercedes-Benz 以頂尖科技協

助你恣意創造、成就不凡，讓座駕就是你個人的獨特品味延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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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 me 以我為名的精彩！

坐擁一輛完美車款就夠了嗎？想不到，它還能開啟一個魅力世界。

我們創新的智慧服務「Mercedes me」無數精彩即將與你的生活、愛車，如影隨形。

想洞悉未來的駕馭趨勢？想全然實現數位便利生活？想善用一輛 Mercedes-Benz 成為智慧理財工具？想成為「追星族」

近距離感受最新品牌體驗？如果你光想著就亢奮難耐，現在就能即刻了解更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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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 me 以我為名的精彩！

我們不只帶給你世上最完美的移動座駕，還想為你實現更美好的行動生活，感謝數位科技的進化，讓我們足以將創新服務與多元禮遇，匯聚一處，隨時隨地與你同行─這就是「Mercedes me」。

就在今天免費註冊吧！透過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以及智慧型手錶，立即坐享這個包羅萬象，甚至預見未來的魅力境界。

我們也熱烈邀請你，造訪全球各地的新地標─Mercedes me Stores，無論在東京、香港、北京、莫斯科、漢堡等主要城市，都能就近感受「駕馭，也駕馭時尚」的 Mercedes-Benz 前衛魅惑。

這是數位時代，也是最好的生活 Style

Mercedes me connect 互聯

有一種數位服務，會讓我們關係更親密─M e r c e d e s  m e 

connect。隨時在側提供你諮詢、禮遇、代勞之外，也在行駛

途中與你保持連線，一有障礙或意外事故，你會知道我們早已

著手完善協助。

近年來，我們持續擴增數位化的服務項目，務求讓你透過智慧

型手機，就能操作各項車輛設定與創新功能，把智慧生活做到

淋漓盡致。

Mercedes me assist 守護 

覺得保養很麻煩嗎？那麻煩你把保養愛車這件事交給我們！

透過大數據的智慧化服務，我們可能比你還深知愛車的狀態。

由 Mercedes me assist，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你的愛車保養紀

錄，了解車輛過去的歷史以及最近的保養狀態。

另外，想要讓你的愛車更加專屬你的個性風格嗎? 在這裡，你

也可以找到能夠匹配你車輛的零件與配件，讓你的 Mercedes-

Benz 更獨具魅力。

Mercedes me finance 智融 

你的愛車可以成為理財工具之一？別覺得意外，因為台灣賓

士資融會與你一起規劃出最理想的多元入主方案，包括購車分

期、企業租賃及汽車保險服務等。不只為你量身打造最務實的

購車途徑，連同台灣賓士產物保險代理人提供的車險服務，讓

你擁有最高規格的行車安全。

『如果我採用 Agility 星自選購車方案呢？』

那就能坐擁最新車款，享受更加愜意、低負擔的月付款。

『付款可以更彈性嗎？』

當然，你能選擇切合個人喜好的方式支付款項，包括頭期款、

合約內容，以及月付款。

『保險該怎麼選呢？』

不如我們來充分討論，把你的預算與理想車款都細膩規劃，再

請你慢慢決定。畢竟，我們已備妥最可靠的保障項目，未來維

修也由專業技師依據車廠規範進行保養，我們知道「充分的信

任感」來自於最充分的保障與準備。最後也是最棒的是，你能

隨時透過網路便捷、自主地管理目前的購車合約內容─那是看

得到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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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台灣賓士」提供你全球一致的原廠品質與專業服務

無論何時，你都可以在台灣賓士全國授權經銷商及授權服務廠，享受全球一致的 Mercedes-Benz 原廠服務品質。因為只有受過 Mercedes-Benz 原廠

專業訓練的台灣賓士業務人員及技師，才能提供你最新的資訊及技術服務；也唯有原廠提供的精密電腦診斷設備，才足以讓你的愛車擁有精確完善

的車輛檢查。當然，也只有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及授權服務廠，才能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取得最有保障的原廠零件。選擇全球車壇中最尊貴耀眼歷史

的銀色三星標徽及台灣賓士，就是你最大的保障。

「台灣賓士」車主專屬的關懷服務與禮遇

為了實踐關懷車主的承諾，台灣賓士提供各項完善的貼心服務來滿足你的需要，包括：轎車三年不限里程保固、非消耗性自費零件一年不限里程零

件保固、 Mercedes-Benz 24 小時道路救援服務專線 (08000-365-24) 等 。此外，為了享受完整的車主禮遇，請你即刻掃描 QR Code， 以 Mercedes 

me 帳號登入「Mercedes-Benz Pass 賓士暢行」，除了整合停車、代駕與充電服務的實用功能以外，更有24小時禮賓專線服務、頂級飯店與餐廳優

惠、以及各種車主專屬的品牌活動等尊享禮遇，現在就開啟你的賓士世界！

傳達百分之百 Mercedes-Benz價值與關懷

Mercedes-Benz Pass 賓士暢行

26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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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守護星服務，全面性道路救援與維修養護，讓賓士車主倍受禮遇 

於新車三年保固期間享有台灣賓士車主專屬的 Mercedes-Benz 守護星服務，提供全年 24 小時無休的支援服務，為你帶來不間斷的用車旅程。無論何時、何地、多遠，提供給你最即時的維修與道路

救援。

「Mercedes-Benz Select 原廠精選中古車」的尊榮服務 

無論何時，你都可以在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享受與原廠規範一致的『Mercedes-Benz Select 原廠精選中古車』優質車輛收購服務。若你有計畫出售你的賓士愛車或換購賓士車輛，歡迎你洽

詢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新車展示中心或『Mercedes-Benz Select 原廠精選中古車』展示中心，將由專業人員提供你免費實車鑑定及透明化的鑑價服務或換購車輛相關諮詢。你亦可前往  www.

mercedes-benz.com.tw/passengercars/buy/MBSelect/ 瞭解更多相關資訊。

讓賓士資融完美你的購車經驗 - 專業規劃，值得信賴

Mercedes-Benz 不僅於造車工藝追求完美，更期望圓滿所有用車環節。台灣賓士資融提供你多元化的分期專案、彈性的租賃選擇及量身打造的保險方案。請立即掃描 QR Code，了解賓士各車款最新

分期購車優惠、試算最適合你的財務規劃，註冊登入 myMBFS 行動查詢，隨時管理你的分期購車/租賃合約！

台灣賓士資融線上購車試算 台灣賓士資融官網

   服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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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為「勞倫斯體育公益基金會 Laureus Sport for Good Foundation」的創辦者之一。
自勞倫斯體育公益基金會於 2000 年成立後，Mercedes-Benz 便持續支持與推廣此全球非營利計畫的目標與價值：透過運動計畫改善弱勢或為

疾病所苦的兒童及青少年之生活。勞倫斯已成為 Mercedes-Benz 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素。 每一輛 Mercedes-Benz 新車都是體現這些價值的

親善大使，而每輛車的購買，也是對勞倫斯體育公益基金會的支持。

Mercedes-Benz作為勞倫斯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勞倫斯包含「勞倫斯世界體育學院」、被譽為體育界奧斯卡的「勞倫斯世界體育獎」以及「勞

倫斯體育公益基金會」，透過其全球廣大網絡，已成功支持超過 100項專案，其中勞倫斯體育計畫以『 Sport for good 』為核心倡導『用運

動來改變世界』，配合區域性需求調整出各國最適合的青少年體育成長計劃，幫助超過上百萬青年改變人生。

台灣賓士攜手世界知名的勞倫斯體育公益基金會，展開台灣勞倫斯體育公益計畫，以假日體育班結合台灣男女籃壇與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共同前進台灣北中南校園，一同翻轉台灣青少年的未來。

本產品型錄印製於 2022年 09 月，適用於 2022 年 07 月起生產之車輛 (年式代碼 803)。

請注意 :

▓ 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可能於型錄印製之後有所更動，應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主。

▓ 在不影響客戶權益且兼顧到合作廠商權益的狀況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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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型錄所刊載有關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之任何 Mercedes-Benz原廠或合作廠商商表或數據，非經同意，他人不得引用或轉載。

▓ 型錄刊載之文字敘述或圖片，可能包含原廠或其他市場銷售車型之選用配備項目或配件，並非全為當地市場引進之標準配備或配件。

▓ 本型錄刊載之產品外觀及內裝顏色，可能因型錄印刷過程之限制而導致與實車有所差距。

▓ 本型錄所標示之油耗測試係在實驗室內，依規定的行車型態於車體動力計上測得，實際道路行駛時，因天候、路況、載重、使用空調系統、駕駛習慣及車輛維修保養等因素影響，

其於道路上每公升行駛的公里數應低於所標示之油耗測試值。

其他標示之各項測試數據 (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或加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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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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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是否達到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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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型錄由 Mercedes-Benz銷售據點所提供，為全球不同市場銷售之特定車型、規格、額外選用配備及車色等一般產品資訊介紹之用。因此型錄所刊載之部份文字敘述或圖片可能

不適用於客戶所在之當地市場，或僅適用於特定市場所銷售產品之不同規格。

▓ 部份車型、產品特色或額外選用配備及顏色，可能僅適用於其他配備或規格合併訂購之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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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於面臨浮動的生產條件，特定車輛的部分配備供應恐暫時受限，包含且不僅限於通訊模組 (LTE) 的使用，以通訊模組而言將會影響包括緊急呼叫系統 (eCall) 在內的 Mercedes me 

互聯服務。關於車輛配備的訂製，敬請向台灣賓士各授權經銷商洽詢不斷更新的資訊。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 www.mercedes-benz.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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