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A-Class 新世代轎車



不僅是 A-Class......
最棒的，他是全新的新世代轎車！
記得小時候畫車子的模樣嗎? 引擎室、人員乘坐室與行李廂的三廂設計，這是最傳統的汽車造型。

如果這是你兒時夢想的車子，現在  Mercedes-Benz 將傳統轎車以最新銳的設計呈現在你眼前─全新  A -Class 

Sedan，更新潮、更科技、更智慧、更安全⋯⋯ 你的所有渴望造就了它，更棒的是，強力操控由你隨心所馭。 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際交車內容配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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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敞出自感受，
所以空間更要「超實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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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懂很難，被它懂很容易
真正有智慧的座駕，足以記得你所有的習慣。全新 A-Class Sedan 透過 MBUX 多媒體系統結合 

Mercedes me 帳號互聯，即可記憶、分析你偏好的駕駛習慣，進而適時提出完美建言，彷彿一

位聰穎的貼身秘書。例如：它會記住你最喜歡的歌單與上班、購物路線，或在預設路線塞車時

建議改走更順暢的道路。只要願意，它可以很懂你、體貼你、聰明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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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讓你持續微笑、一路放鬆？

「保持心情愉快」答案就是如此簡單，然而，能做到這點卻極不簡單。Mercedes-Benz 一面提升舒適配備的等級，一面又

深度思考：「讓駕駛者與乘員全然放鬆的關鍵為何？」

我們發現，在於「全心信賴的安全感」足以讓你無後顧之憂、無須精神緊蹦，進而消弭疲勞駕駛的心理因素。為此，我們

鑽研推展出 Mercedes-Benz 智慧駕駛輔助系統─透過緊急應變、行駛輔助與人身守護三大面向的輔助與防護功能大幅降

低事故發生機率。因此，氣定神閒的你可以盡其放鬆，並透過眾多舒適配備為自己補充能量。最重要的是，你能安全抵達

目的地，也能一路愜意微笑地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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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完美收尾，
卻開展了全新設計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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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A-Class Sedan 定義了這個時代造型設計「最美的後座力」，其特色車尾以兩件式尾燈

組格外映襯出整體車寬，更棒的是，一併擴展了底下所提供的行李廂空間，透過 「HANDS-

FREE 行李廂蓋感應開啟」功能，讓你無需動手就能輕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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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Class Sedan 

with

新世代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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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A-Class Sedan 結合「Mercedes-Benz User Experience」縮寫

的 MBUX 多媒體系統，不僅能隨著與車主的日漸相處，記住你偏好

的行駛路線，除此之外，MBUX 更一舉拓展了10.25 吋中央觸控螢

幕、「Hey 賓士！」智能聲控功能，以及更多元精彩的娛樂饗宴與

即時資訊。

除了能將智慧型手機放在中控台內充電，最棒的是，憑藉近場通訊

技術 (NFC)，不需要一堆操作步驟與輸入代碼，你的智慧型手機就

能立即連接全新 A-Class Sedan，進而在多媒體顯示幕中傳送文字訊

息或瀏覽通訊錄，甚至利用方向盤上觸控按鈕，輕鬆控制幾乎所有

的應用程式與手機功能。

聽你、懂你、禮遇你
MBUX多媒體系統 

高階手機化為配備之一
智慧型手機整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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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設計的「抬頭顯示器」將所有車速、速限與導航指示，投射在擋風玻璃上，以全彩顯示之

外，還能細緻調整位置與內容，並透過記憶功能儲存。望向前方就能一路順遂路況，這不就是前

導車最重要的任務嗎？

A-Class Sedan 環景式內裝照明設計，呼應你的個人魅力。透過儀表板、中控台與車門飾板之間

的色調轉換，創造性感魅惑的光圈環抱效果。除此之外，每一項裝飾元件都考量到間接照明，在

燈光投射下，將視覺感受提升至藝廊氛圍。

因為你習慣光芒環繞 彷彿前導車的抬頭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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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Progressive 字義，此套件積極追求全車的頂級質感，強力增添你能看得到也感受得到的具

象價值。外觀包括鍍鉻單柵鑽石型水箱護罩、雙排氣鍍鉻尾飾管等，內裝羅列 ARTICO 舒適型座

椅、三輻式多功能真皮方向盤，以豪華車系配備與絕美設計元素，全面升等乘坐禮遇。

透過 Style 套件的高張力設計與風格配備，你的全新 A-Class Sedan 更顯獨一無二，從內裝到外

觀皆散發活力酷炫的躍動風采。其中亮點包括底襯黑點的鍍鉻單柵鑽石型水箱護罩、側窗框下緣

鍍鉻飾條，內裝除了黑色，更可以選擇套件專屬的特殊配色座椅。

Progressive 套件Style 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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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抗拒
AMG Line 套裝

與其說無法，不如說誰不樂意強烈動感、侵略性十足的全新 A-Class Sedan 結合 AMG Line 套裝，成為自己震攝萬物的夢幻座駕？做為性能迷的終生信仰，此 AMG Line 套裝以全新外觀與內裝雙向加

劇魅力，從著重速度線條以前後擾流及側裙為重點的「AMG 外觀套件」就此開展，一路延伸至側窗框下緣鍍鉻飾條，再以雙排氣鍍鉻尾管絕美收尾。其中無法忽視，更在於「車高降低舒適型懸吊

系統」所營造的躍動架勢，以及前煞車卡鉗附 Mercedes-Benz 字樣的性能亮點。

內裝更是 AMG 賽車基因的全面揮灑─從 ARTICO/DINAMICA 跑車型座椅含紅色車縫線、三幅式多功能真皮平底跑車方向盤，到 AMG 腳踏墊、跑車式金屬踏板附止滑塊，皆出自職業賽車的規格配

備。如臨賽道的性能魅力，再加上「全景式電動天窗」大面積呈現的飛馳感受，讓日常行駛瞬間迸發亢奮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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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體感不同，最佳溫度、坐姿各有細微的差異，所以「完美的舒適感」並非一體套用，而是把每個座位視為獨立空間去特定調配，一如全新 A-Class Sedan 禮遇的程度。

當你採用舒適套裝，就是讓自己與乘員享受此等體貼、呵護的最好方式─THERMOTRONIC 豪華型雙區恆溫空調系統利用獨特出風口設計與溫差效應，彷彿將前座區隔出獨立空間，讓駕駛者與乘員在旅程中一

路確保最舒適的體感溫度；獨自一人行駛時，也可以藉由調控副駕駛座溫度，達到節能效果。

空間恆溫之外，與身體接觸的座椅表面，也能藉由「豪華前座椅」可通風與加熱功能，達到進入車內時立即、長途行駛則持續的舒適感受，搭配「豪華內裝套件」進階挑選真皮舒適型或跑車型座椅，透過不

同座椅材質與色調多樣配置，我們營造的是每個人獨擁，也同時坐擁的頂級禮遇。

營造每個人獨立的完美舒適感
舒適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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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直率、動感成為全新 A-Class Sedan 的車性，我們也要求眾多基本操作都發揚這項特質，以全新便捷套裝實現直覺、化繁為簡的強大便利性。

例如「KEYLESS-GO 免鑰匙引擎啟動及車門解鎖」會感應你身上的晶片鑰匙，讓你直接透過觸摸門把瞬間驗證、瞬間解鎖車門，進而入座發動引擎─匆忙時，此科技格外實用。

我們也省略停車時的左顧右盼，以「智能停車輔助含 360 度環景攝影」讓你看著中央顯示幕，狹小車位也能停得愜意、完美。此外，那些干擾你的充電傳輸線，現在真的消失了！便捷套裝將充電板

整合於中控台前方的快速置物盤，可將符合 Qi 標準的智慧型手機直接置放充電。

更值得一提的，在全新 A-Class Sedan 放行李總是比別人更顯優雅─「HANDS-FREE 行李廂蓋感應開啟」功能，只需愜意伸腳，尾門就為你迅速開啟。把如此便捷、創新科技應用在全新 A-Class 

Sedan，這也是我們美好的習慣之一。

俐落，是一種習慣
便捷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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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局勢、判斷風險、即時反應、前瞻目光⋯⋯你擁有的智慧思維，現在全然注入你的全新 A-Class Sedan，更棒的是─它皆以「守護你的安全」為使命必達 。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是 Mercedes-Benz 長期鑽研安全的最新核心科技，亦是將安全做全面性思考的卓越鉅作，配備各有所長，包括著重一路保持安全距離、消弭追撞風險的「智能駕駛輔助，含 DIS-

TRONIC 智能定速測距輔助及智能轉向輔助」；監測其它車輛與障礙物，避免意外碰撞的「閃避轉向輔助」與「主動防撞輔助含路口車流辨識、行人偵測及車道擁塞防撞輔助」；尤其，我們針對事

故機率最高的前、後方擦撞，特別增列後方雙向雷達感測器，即時監測後方車輛的距離，一旦過於逼進，「主動盲點輔助」就會在後視鏡立即發出視覺警告。

除此之外，面臨隱藏危機的單線道、縮減車道時，「主動車道維持輔助」就會派上用場，它會感應車輛的偏移程度，採作動單側車輪煞車，適宜地將車輛迅速導引至原先車道中央，避免來車擦撞的

可能。

一路引領你走上安全之道，「多光束智慧型 LED 頭燈，含進階自動調適遠燈輔助」也以 18 顆獨立照明元件、每秒高達一百次的感光調整頻率，確保前方最清晰的照明視野，也一併消弭造成對向車

輛、行人的炫目現象，將安全守護擴及至所有用路人。

一路引領安全之道
智能輔助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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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越遠，世界越精彩」這句話，將被全新 A-Class Sedan 顛覆了。因為我們在車內配置了兩具廣達 10.25 吋的寬螢幕數位儀表與高解析度中央螢幕，再合而為一形成橫跨雙前座的超廣角螢幕！

讓您無需望向遠方，精彩視界就在身旁。

此多媒體套裝不只擴增視野上的頂級享受，更包含進階多媒體系統，提供眾多視聽娛樂、導航、通話，以及多元服務搜尋等完備功能，實現「一面行駛，一面徜徉數位世界」的新行動生活。更值得

一提的是，讓您專注駕駛也能無礙溝通，中央扶手處設有大面積觸控手寫板，直覺、多元化的輸入方式，甚至比當前的智慧型手機還便於操作。

擴增視界的精彩
多媒體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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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獨特，從駕駛偏好就能顯見。M e r c e d e s - B e n z  著重車主的個人特質，持續精進優化 

DYNAMIC SELECT 車輛動態控制系統的全面性，現在你只需輕觸按鈕隨選不同駕駛模式，就能一

舉改變包括引擎、變速箱、懸吊及轉向設定等特質，例如：「Sport 模式」讓你體驗快意揮灑的

超性能感受；標準「Comfort 模式」則特重行駛平穩與最佳輸出功率；「ECO 模式」強調最大經

濟效能，同步減少油耗與廢氣排放。

「ECO 模式」除了符合嚴謹的環保法規，包括座椅加熱與空調都以較低的輸出功率進行智慧運

作，近一步節省能源。當然，對最獨特出眾的車主而言，「Individual 模式」可以讓你自行決定

所有參數，像是為動力系統選擇運動化特性，卻同時採用舒適取向的底盤設定。

善變車性，亦是魅力
DYNAMIC SELECT 車輛動態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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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要你抉擇「性能」或「舒適」，我們更樂意鑽研這兩面向的最佳平衡，進階打造出全新舒適

型懸吊系統─一方面在直線公路大幅消弭顛簸，體現長途乘坐舒適性；另一面藉由懸吊臂的動態

智慧調整，穩定至上克服刁鑽彎道。

舒適型懸吊讓全新 A-Class Sedan 以兼具豪華房車等級的行車舒適度，維護行車穩定度與安全，

更釋放豐富過癮的駕馭樂趣。

一路上都在舒適圈
舒適型懸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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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圈

16 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30) 

17 吋五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76R)

16 吋五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78) 

18 吋五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31)

18 吋 AMG 五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QS)

19 吋 AMG 多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VG)

17 吋十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72R) 18 吋 AMG 五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QT)

19 吋 AMG 多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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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色
標準漆 銀粉漆

特殊漆

775

149

696 667

589 191 859

144

662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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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漆

149 白

589 紅

696 黑

銀粉漆

144 白

191 亮黑

667 丹寧藍

775 亮銀

787 深灰

859 沙漠銀

特殊漆

662 designo 消光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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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及頂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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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RTICO 舒適型座椅-米/黑

204  真皮跑車型座椅 - 棕/黑

258  真皮跑車型座椅 - 深灰黑雙色

211  真皮跑車型座椅 - 黑

159  ARTICO 跑車型座椅 - 灰黑雙色

205  真皮舒適型座椅 - 米/黑

101  ARTICO 舒適型座椅-黑

201  真皮舒適型座椅 - 黑

257  真皮跑車型座椅 - 紅黑雙色

ARTICO 

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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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4 鋁質飾板

PVC 材質飾板 H45 橫紋鋁質飾板

H23 霧面棕色核桃木飾板

H59 類碳纖維紋飾板

H15 霧面黑色椴木飾板

H55 深色類碳纖維紋飾板

飾板

651  ARTICO/DINAMICA 跑車型座椅 - 黑 (含紅色縫線)372  ARTICO/織布舒適型座椅 - 藍黑雙色 (含藍色縫線)371  ARTICO/織布舒適型座椅 - 黑灰雙色 (含橘色縫線)311  ARTICO/織布舒適型座椅 - 黑

ARTICO/ 織布 ARTICO/DINA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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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尺寸

✽所有丈量尺寸皆以公釐為單位。圖示規格為平均值，以未負重之標準規格測量。

✽ 搭配不同外觀套件，尺寸可能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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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80 Sedan

直列四缸/缸內直噴＋Turbo

1332

136/5500

200/1460-4000

7G-DCT 雙離合器 7 速自手排

8.9

216

205/60 R16

95 無鉛汽油或以上

7.1-6.7

4.7-4.4 

5.6-5.3

127-121

420

11.00

1375

1905

A 200 Sedan

直列四缸/缸內直噴＋Turbo

1332

163/5500

250/1620-4000

7G-DCT 雙離合器 7 速自手排

8.1

230

205/55 R17

95 無鉛汽油或以上

6.6-6.4

4.9-4.5

5.5-5.2

126-120

420

11.00

1385

1915

1. 數據係根據 Directive (EC) No. 715/2007 目前適用的版本測得。
2. 數據係根據 (EU) 2017/1153 的版本測得。數據並非取自單一車輛，同時也不會成為產品隨附資料；僅供不同車款對照使用。
3. 數據係根據歐盟適用版本之（空載總重包含油箱加滿 90%、駕駛 75 公斤）標準規格車輛測得。額外選配配件及其他附件通常會增加此一數據因而減少乘載重量。
※本型錄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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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道路行駛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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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型錄提供之數據僅供參考，德國 Mercedes-Benz 原廠保有改變設計及規格之權利。
※本型錄提供之原廠圖例及配備，若與當地銷售車型不符，將以實際銷售之車款為準。

引擎型式

總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1 (hp / rpm)

最大扭力 1 (Nm / rpm)

變速系統

0∼ 100 km/h 加速時間 (秒 ) 

極速 (km/h) 

輪胎尺寸

燃油種類

每行駛 100公里耗油量 2 (l/100 km)

市區 

郊區 

平均

二氧化碳綜合排放值 2 (g/km)

行李廂容量 (公升 )

最小迴轉直徑 (公尺 )

空重 3 (公斤 ) 

總重 (公斤 )

技術資料

4549
9062729914

944

538

1024

518

1372

1446

1400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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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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4.me/mercedesme_tw

Generische_Seite_Mercedes_me_4_0_02_wl.pdf   1   2018/5/10   上午 09: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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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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rcedes-be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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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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百分之百 Mercedes-Benz價值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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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Mercedes-Benz 24 小時道路救援服

務專線 (08000-365-24) 等多項服務，關心你和你的愛車。還有許多為賓士車主量身訂作的專屬服務，如賓士車主專屬季刊、彰顯全球賓士車主身分識別的 Mercedes-Benz 信用卡、音樂會、賞車會、

高爾夫球比賽、AMG 車主專屬 AMG Private Lounge 會員一手資訊等活動。

30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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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

mercedes-benz-selec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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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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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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適用於 2019 年 6 月起生產之車輛 ( 年式代碼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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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 www.mercedes-benz.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