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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或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在此型錄車型上的部份功能與安全配備非標準配備，相關資訊請洽FORD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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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格局，奔放自由靈魂
源於歐系優雅血統，大器風範其來有自。NEW FORD MONDEO豪華跑旅，渾身散發歐洲不羈的跑格精神，
速度、力量、敏捷完美結合，靈活寬敞車室打造出無限的享受空間。開闢不凡格局，只為奔放自由靈魂。

2014

來自世界的榮耀
榮獲 2014 EURO NCAP撞擊測試最高五顆星肯定

外顯大器尊爵，內蘊王者智慧
世界之大，盡在懷中
生而不凡，才能造就非凡

NEW FORD MONDEO歐洲進口旗艦跑旅

*台灣進口轎車車型與歐盟NCAP受測Wagon車型源出同MONDEO車系，惟規格略有不同；此測試值適用於所有MONDEO車系。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每個細節，都是不凡工藝淬煉
車頭、車側、車頂到車尾一氣呵成的線條，讓車身在動感流暢的張力下仍不失歐風美學。融合了歐系血統的
精緻典雅，讓NEW FORD MONDEO動力充沛卻不失優雅，風華大器卻不失細膩。

天幕式全景電動天窗
乘坐中，不僅帶來陽光與微風，更能飽覽天空
的無邊景緻，提供更奢華的舒適體驗。

整合式金屬排氣尾飾管 
金屬排氣尾飾管採整合式設計，在優雅美感中，躍然出迷人
動感。

如航太機身一樣動感俐落的線條，一氣呵成的設計概念，從車頭至車尾，創造
出Cd 0.27超低風阻係數。

NEW FORD MONDEO動能美學

當銳利線條，結合寬綽霸氣的前氣壩與保桿展現出獨有的跑格風範，並在動感
與優雅的輪廓交織下，勾勒出旗艦新典範。

Power Dome動感型拱引擎蓋設計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領先級距的2,850mm軸距，創造極致寬敞的車室空間。採用高質感軟質內飾與頂級金屬元件並依照人體工學原理細細雕琢，
輔以鋼琴烤漆彰顯獨特精緻的質感， 提供頂級舒適的乘坐體驗。

絕佳車室空間及內飾質感 

豪華內裝，洗鍊奔放
承襲歐系不凡血統，頂級豪華旗艦的格局，也於座艙內完美展現。奢華車室空間，搭載精緻內飾，透過精
湛造車工藝，從中控台到座艙設計、電動調整皮椅等，每個細節都展現出過人的舒適與品味，不僅奢華更
顯精緻質感。 

左右獨立雙域恆溫空調系統加上後座出風口配備，滿足每一個乘客對溫度舒適感的不同需
求，不論坐在哪個位置都能迅速感受舒適溫度。

左右獨立雙域恆溫空調系統

以電子手煞車按鈕取代傳統手煞車拉桿，省力又兼具便利性，NEW FORD MONDEO
以輕巧科技，打造無限魅力。

EPB按鍵式電子手煞車

雙前座十向電動調整皮椅(附加熱功能)
NEW FORD MONDEO導入雙前座十向電動調整座椅，並搭載3組駕駛座記憶功能設定，
針對不同駕駛需求自動調整到其最舒適的乘坐角度。駕駛座椅亦配備迎賓功能，在駕駛打
開車門準備上車或將引擎熄火準備下車時，座椅將自動向後移動，提升駕駛上下車便利
性。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倒車時，自動開啟倒車顯影輔助系統；若遇障礙物，前後方停車感應
器會發出警示聲，讓你停車再無後顧之憂。

系統透過後保險桿左右兩側內部的偵測雷達，探測後方的視覺死
角。當後方來車進入死角時，後視鏡會亮橘黃色警示燈提醒告
知；當車輛從停車位倒車駛離，CTA倒車來車警示可提醒車輛後
方及兩側視覺盲點，帶來全方位的守護。

路邊停車或倒車入庫時，只需按下一個鍵，雷達系統將偵測大小
適宜的車位。駕駛無需控制方向盤，只需要操控油門、煞車及更
換檔位，便能將愛車停入車位。在離開停車格時，系統同樣能協
助自動駛離。

倒車顯影輔助系統(附停車導引動態指示線與
Zoom-in功能)

BLIS®視覺盲點偵測系統(附CTA倒車來車警示
系統)

APA主動式全方位停車輔助系統(含平行停車、
垂直停車與駛離停車位輔助)

*Ford Co-Pilot360™ Technology全方位智駕領航科技為輔助駕駛科技而非自動駕駛科技，駕駛應隨時負責控制車輛並專注駕駛，系統為輔助工具，無法減輕您隨時注意安全的責任，系統操作詳情細節請參見車主手冊。
*PCA前向碰撞預警系統(附AEB全速域輔助煞停系統)並無法完全避免所有碰撞，請勿仰賴此系統來取代您的判斷，系統操作詳情細節請參見車主手冊。
*ACC系統啟用時，車輛不會自動減速到靜止且減速幅度也不足以在駕駛未介入的情況下防止車禍發生；駕駛過程中請隨時留意車況確保行車安全。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Ford Co-Pilot360™ Technology 堅實的全面守護
NEW FORD MONDEO強勢進階Ford Co-Pilot360™ Technology全方位智駕領航科技*，安全感來自卓
越超群的全面守護！配備多項尖端的智慧駕駛輔助科技，為座駕前、側、後各個面向提供最智能的安全防
護及最堅實的後盾。 

透過整合在前擋風玻璃上的攝影機偵測前方車道，當不小心偏
移車道且未開啟方向燈時，系統會提供輔助拉回力道或震動方
向盤給予提示；同時也會在儀表板中顯示警示訊息。

LDW車道偏移警示系統/LKA車道偏移輔助系統

當車速超過每小時30公里時，透過系統內建4種可選擇之間
距並調整好車輛速度後，若遇到前方放緩車速時，ACC主動
式定速巡航系統會自動調整放緩你的車速；而當前方車速變
快時，系統會自動回復到你原先設定的速度。

ACC主動式定速巡航系統*

當偵測到前方車輛、行人或自行車手有碰撞風險時，系統將發出閃
爍警示燈與警示音，若駕駛踩踏煞車，系統會加大輔助力道，有
助於車輛縮短煞車距離；若駕駛未理會或未及時反應，系統則會自動
介入主動煞車，協助駕駛避免碰撞，降低意外造成的傷害。

PCA前向碰撞預警系統(附AEB全速域輔助煞停
系統)*



EcoBoost®先進動能科技，暴力美學挑動渴望
兼具高效動力與低耗能的先進動能科技，妥善運用每滴燃油發揮澎湃動力，以小排氣量
引擎創造凌駕同級的馬力輸出，並以革命性低排氣量，創造出傲視同級的絕佳動力。

EcoBoost®240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最大動力數值  240ps / 35.2kg-m
以革命性低排氣量創造出傲視同級絕佳動力。

搭載EcoBoost®240渦輪增壓汽油引擎，擁有強悍的240ps強大馬力及35.2kg-m高扭力，提供超越傳統
3.0L自然進氣汽油引擎的強悍動力，讓駕駛者在極速奔馳中享受無限駕馭樂趣。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跑格性能滿載，滿足各種馭望 
NEW FORD MONDEO卓越超群的前後懸吊系統，強化操駕的精準控制度，能提升駕馭舒適度並降低車室內
的震動與噪音，給駕駛者完美且舒適的操駕體驗，驅動更美好的未來。

CCD可變式阻尼懸吊系統
透過偵測感知器收集車體移動、轉向及煞車動態等資訊，並同時計算及調整
懸吊減震以進行最佳車輛控制。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ESP電子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透過監測車胎打滑率、G值及其他參數，精準計
算並控制引擎輸出和煞車系統，減少車輛轉向過
度或不足的失控情況。

TPMS四輪獨立胎壓偵測系統
當系統偵測到胎壓異常時，儀錶板將出現警示燈以提醒駕
駛，預防因胎壓異常而造成的事故，有助提升行車安全。

TCS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透過偵測感應器監測輪胎轉速，當輪胎轉速異常時，將自動控制煞車系統，
減少輪胎打滑狀況；同時維持適當引擎動力輸出，確保所需動力並保持正確
行駛方向。

EBL緊急制動雙閃輔助燈
能在車輛緊急煞車時連續閃爍煞車
燈，警示後方來車，以避免追撞。

EBD電子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自動偵測各個車輪與地面的抓地力狀況，並根據
車重和路面條件對各個輪子施以適當的煞車力
道，有效縮短煞車距離，確保最佳煞車效能。

EBA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會監控駕駛踩煞車的頻率和
力道，當系統察覺駕駛以極快的速度踩下煞車
時，系統會判斷車輛此時需要緊急煞車，因此
會在幾毫米內釋放更大的制動力，進而縮短煞
車距離，確保安全。

BLD限滑差速系統
當車輛行駛於彎道內時，BLD限滑差速系統可控制左右兩側車
輪的轉速差，有效分配兩側車輪的驅動力，進而幫助駕駛提高
過彎速度，並提升操控性，強化穩定性。

HSA斜坡起步輔助系統
打入D檔或R檔起步時，若車輛處於陡峭坡面，
系統即啟動。放開煞車踏板時，會介入煞車約2
秒鐘，防止車輛滑動，減輕心理負擔。

智慧安全科技，守護最愛絕不妥協
世界在變，只有引領在前，才能無懼改變。NEW FORD MONDEO率先搭載全方位智慧安全科技，以最挑剔
的思維，保障駕駛者與乘客的行車安全。 

*以上系統位置僅為功能示意圖。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整合AFS頭燈主動式轉向照明輔助系統、AHB自動遠光燈、光感應自動啟閉頭燈、LED日行燈及LED序列式方向指
示燈多重智慧功能，頭燈照明範圍更能依照車速及天候狀況自動調節適合的光形，大幅提升行車安全，時尚外型更
能襯托出車主的極致品味。

LED 日行燈
時尚與智慧兼備的頭燈設計，不僅讓NEW FORD MONDEO
增添質感，更能提升行車安全性。動靜之間，自信在我。

LED序列式方向指示燈
採獨特序列式設計，提供極佳的辨
識性，展現獨特且尊榮的品味。

*以上系統位置僅為功能示意圖。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傲然同級，智慧安全頭燈科技  
頭燈採用頂級科技，照亮的不只是向前的路，還有最高等級的安全。無論在轉向、周圍光源變換，或遇到對
向來車，全車系均標配的FORD Dynamic LED智慧頭燈都將給予最即時的主動反應，讓你在不同行車環境
中，都能擁有安全且流暢的照明體驗。 

當自動開啟遠光燈時，若偵測到對向來車之光源，遠光燈將自動切換成近光燈，以避免對方產生眩光而發生意
外，確保我方與對向來車的行車安全。

時速51-100km/h

惡劣天氣下 – 霧燈及雨刷啟動時

時速110km/h以上

時速30km/h以下 時速30-50km/h以下

動態主動轉向

倒車時

靜態主動轉向-轉向角大於30度

當車輛進入彎道時，系統將偵測方向盤的轉向角度，如同駕駛者眼睛視角般自動調整頭燈照明方向，進而提升
駕駛的彎道可視度，提升夜間行車時的駕駛安全。

光感應自動啟閉頭燈
可偵測周圍光線明亮度，自動開啟或關閉大燈。

主動式LED智慧頭燈

AHB自動遠光燈

AFS頭燈主動式轉向照明輔助系統



智能響樂完美進化
NEW FORD MONDEO以帶來超乎完美的駕駛體驗作為進化的最高標準。因此，搭載的每一項配備，皆以
人性化的設計為出發，提供最直覺的科技享樂體驗，進而帶來層峰駕馭的享受。

*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TM啟動時，會停用部分SYNC®3娛樂通訊整合系統功能。Apple CarPlay®需搭載iOS 7.1以上之iPhone機型。 建議更新至最新iOS版本。Apple CarPlay®為Apple Inc.的商標。
* Android AutoTM與大部分搭載 Android 5.0以上之裝置相容，建議至Google Play下載Android AutoTM最新版本。
* SYNC®3整合衛星導航系統為SYNC®3所內建導航系統，詳情請參見車主手冊。
*緊急救援通話期間會出現緊急情況優先狀況，其中包含車輛的GPS座標且緊急服務單位可能會無法接受GPS座標；詳細功能說明請參照車主手冊。
*藍牙是Bluetooth®SIG Inc.的註冊商標，依據授權使用。藍牙與SYNC®3娛樂通訊整合系統所提供各項功能，可能因你使用之手機型號、作業系統及所在國家/地區不同而受限，詳細請參照各功能詳細說明。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或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SONY環繞音響系統

SYNC®3支援車載通訊系統*

SYNC®3整合原廠衛星導航系統*

SONY音響搭配立體聲道，提供媲美音樂廳的聽覺饗宴，12顆精心調教
的揚聲器擁有390W的輸出，並完美結合SYNC®3娛樂通訊整合系統，
讓感官體驗臻至完美。

聲控指令免持通話緊急救援 播放音樂連接 WI-FI

不論是撥打電話或是接聽家人朋友們的來電，SYNC®3娛樂通訊整合系統隨時準備好接收你的指令。8吋LCD彩色觸控螢幕， 讓你
輕鬆透過藍牙串聯手機，啟動聲控模式即可輕鬆撥打電話、傳送/接收訊息、聽取音樂，完美整合手機內建之導航系統及其他應用
程式。

SYNC®3娛樂通訊整合系統
Apple CarPlay®* 與 Android AutoTM* 完美整合手機內建之導航系統及其
他應用程式，讓行車過程更加安心不慌亂。

Apple CarPlay®*導航系統 Android AutoTM*導航系統

全新 SYNC®3 娛樂通訊整合系統內建原廠衛星導航，讓你每次的旅途都
有資訊化、實用化與個人化的導航體驗。透過簡單易懂的動態地圖路線指
引，即使錯過轉彎路口或迷失方向，該系統也會自動重新計算路線，讓行車
旅途更加輕鬆無負擔！



靈活面對生活中的不同時刻
延續歐系中大型房車的優越駕馭性能，結合旗艦級智慧與安全科技，旅行車優異的行李廂空間(500/1605L)，
搭配原廠行李廂空間管理套組，有效運用後置物空間，靈活彈性面對多變的生活。

電動啟閉高度可調式尾門
一鍵啟閉，兼具智慧防夾功能讓你安全無慮。

後行李廂個人化軌道(行李廂空間管理套組)
彈性調整，給你更靈活的空間運用。

後行李廂分置桿(行李廂空間管理套組)
搭配軌道運用，讓行李放置更穩固。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車型 EcoBoost®240 跑旅車型

能源效率標示

耗能測試方式 歐盟1999/100/EC指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

平均耗能(km/L) 10.9

排氣量等級 超過1,800c.c.至2.400c.c.

能源效率等級 4

年耗油量(L) 1,376

基本規格

車長/寬/高/軸距(mm) 4,869/1,852/1,506/2,850

車重(kg) 1,692

前/後輪距(mm) 1,589/1,585

輪胎尺寸/形式 235/45 R18

油箱容量(L) 62.5

行李廂容量(L) 500/1605

轉向系統 EPAS電子式電動輔助轉向系統

最小迴轉半徑(m) 5.7

前懸吊系統 麥花臣獨立懸吊

後懸吊系統 多連桿獨立懸吊

引擎科技

引擎形式 EcoBoost®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排氣量(c.c.) 1,999

缸徑 x 衝程(mm) 87.5 × 83.1

壓縮比 9.3 ± 0.5:1

變速箱形式 SelectShiftTM六速手自排

最大馬力(ps/rpm) 240/5,300

最大扭力(kg-m/rpm) 35.2/2,300-4,900

燃油供給系統 高壓燃油缸內直噴

進/排氣系統 渦輪增壓 + 雙獨立可變汽門正時

座艙配置

Keyless車門啟閉系統 ●

FORD POWER引擎啟動鍵 ●

座艙色系 歐風豪華黑色內裝

天頂棚材質 高質感織布天頂棚

多彩LED車室氣氛燈 ●

豪華皮質座椅 ●

駕駛座十向電動調整
(附加熱/三組記憶/迎賓功能) ●

副駕駛座十向電動調整
(附加熱功能) ●

後座中央頭枕 ●

前座雙層中央扶手 ●

後座中央扶手杯架 ●

吸頂式眼鏡盒 ●

鍍鉻亮銀門內車門把手 ●

Extra-space後座6/4分離功能 ●

豪華10.1吋全彩液晶儀錶板 ●

SYNC®3娛樂通訊整合系統-8吋LCD
彩色觸控螢幕(整合聲控/藍牙/USB/智
慧型手機連結/內建原廠衛星導航系統)

●

環艙臨場感揚聲器組合 12具

車型 EcoBoost®240 跑旅車型

SONY環繞音響系統 ●

三幅式皮質方向盤 ●

方向盤控制鍵(附行車資訊/聲控/音
響/定速控制鍵) ●

方向盤換檔撥片 ●

皮質包覆排檔桿 ●

EPB按鍵式電子手煞車 ●

Global Open四門一觸式升降電動窗 ●

左右獨立雙域恆溫空調系統 ●

雨滴感應式自動雨刷/蝶形無骨雨刷片 ●

自動防眩車內後視鏡 ●

後座出風口 ●

12V電源輸出 ●

MONDEO專屬迎賓踏板 ●

高效隔音前擋風玻璃 ●

行李箱空間管理套組 ●

外觀配置

主動式LED智慧頭燈 ●

LED日行燈 ●

LED序列式方向指示燈 ●

全環式LED尾燈組 ●

LED高位第三煞車燈 ●

後霧燈 ●

鍍鉻前霧燈 ●

大型鍍鉻六角形水箱護罩格柵 ●

全框式車窗金屬飾條 ●

整合式金屬排氣尾飾管 ●

電動收折/調整後視鏡(附照地燈/
除霧/記憶及駕駛側防眩功能) ●

LED車側後視鏡轉向指示燈 ●

天幕式全景電動天窗(附電動遮陽簾) ●

亮銀車頂行李架 ●

電動啟閉高度可調式尾門 ●

Ford Co-Pilot360™ Technology全方位智駕領航科技

前向安全防護輔助系統

ACC主動式定速巡航系統 ●

PCA前向碰撞預警系統 ●

AEB全速域輔助煞停系統 ●

-附車輛偵測 ●

-附行人偵測 ●

-附自行車手偵測 ●

AHB自動遠光燈 ●

前六眼環車雷達 ●

雙側邊安全防護輔助系統

BLIS®視覺盲點偵測系統 ●

LDW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

LKA車道偏移輔助系統 ●

車型 EcoBoost®240 跑旅車型

後方安全防護輔助系統

CTA倒車來車警示系統(附後方來車
方向標示) ●

倒車顯影輔助系統 (停車動態指示) ●

後六眼倒車雷達 ●

APA主動式全方位停車輔助系統(含
平行停車/垂直停車與駛離停車位輔
助)

●

安全與智慧科技

LIM速限系統 ●

ABS防鎖死煞車控制系統 ●

BLD限滑差速系統 ●

EBA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

EBD電子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

ESP電子式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

TCS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

TPMS四輪獨立胎壓偵測系統 ●

HSA斜坡起步輔助系統 ●

CCD可變式阻尼懸吊系統 ●

緊急救援通訊系統(SYNC®連接服務) ●

MyKey™智慧型鑰匙程式系統 ●

鑰匙內建P.A.T.S.系統 ●

車門/行李廂遙控啟閉功能 ●

車型 EcoBoost®240 跑旅車型

雙前座SRS輔助氣囊 ●

雙前座車側SRS輔助氣囊 ●

雙側邊簾幕式SRS輔助氣囊 ●

駕駛座膝部SRS輔助氣囊 ●

SRS輔助氣囊數合計 7具

AFS頭燈主動式轉向照明輔助系統 ●

頭燈動態光型投射系統 ●

光感應自動啟閉頭燈 ●

Follow Me Home大燈安全照明功能 ●

電子式後座兒童安全鎖 ●

後座ISOFIX兒童安全座椅固定裝置 ●

四門車窗防夾功能(含天窗) ●

前座高度可調主動式預縮安全帶 ●

雷射焊接高強度吸能式車身 ●

A/B柱液壓成型加強樑 ●

B柱超高強度防撞樑 ●

四門防撞斜列硼鋼鋼樑 ●

可潰縮式方向機柱 ●

可潰式腳踏板 ●

GOR車頭塑鋼橫樑 ●

Easy Fuel免開蓋加油系統 ●

•本標示之油耗測試值係在實驗室內，依規定的行車型態於車體動力計上測得。實際道路駕駛時，因受天候、路況、載重、使用空調系統、駕駛習慣及車輛維護保養等因素影響，其實際油耗值常低於測試值。
   年耗油量計算方式：以年平均行駛15,000公里除以油耗測試值計算，詳情請見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全車系符合汽車第五期廢氣排放標準。
•所有測量數值乃依據車型規格或車輛原廠資料。表列數值為標準值，未含容許公差。
•SYNC®3 整合衛星導航系統為SYNC®3 所內建導航系統，詳情請參見車主手冊。
•藍牙是Bluetooth®SIG Inc.的註冊商標，依據授權使用。藍牙與SYNC®3娛樂通訊整合系統所提供各項功能，可能因你使用之手機型號、作業系統及所在國家/地區不同而受限，詳細請參照各功能詳細說明。
•產品持續研究改進為本公司一貫經營理念，福特六和汽車公司保留產品規格配備變更或停用之權利。
•緊急救援通話期間會出現緊急情況優先狀況，其中包含車輛的GPS座標且緊急服務單位可能會無法接受GPS座標；詳細功能說明請參照車主手冊。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客製生產

    規格配備表    

鉑金白(5W)
Platinum White 

*閃耀銀(5C)
  Moondust Silver

洗鍊黑(5B)
Absolute Black

矅石灰(5G)
Magnetic

*星燄藍(3L)
  Blue Metallic

*璀璨紅(5R)
Ruby Red

*紳夜藍(8L)
 Blazer B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