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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家精神。

前瞻思維。



進階LED主動式轉向頭燈提升安全性 || 主動式進氣調節水箱護罩與AIR CURTAIN氣簾

造就更佳空氣力學 || 俐落外型與線條營造懾人氣勢

領先一步的視野。
領先一步的科技。

上述配備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



動感十足的M SPORT套件 || 大型AIR BREATHER車側導流氣孔 || 運動風格

前下氣壩與後下擾流 || 吋光澤效果V輻式輪圈

動感表現
鋒芒外顯。

上述配備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



駕駛者導向座艙 || M款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 STEPTRONIC運動化八速手自排

變速系統 || 動態行車模式切換含智慧模式 || 頂級材質、精湛工藝

為駕乘樂趣而生。

上述配備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



更直覺的全新科技：BMW手勢控制功能 || 創新觸控螢幕

一切，操之在我。
上述配備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



1 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而定。
2 數據依據ECE駕駛標準測得。完整數據請以原廠最新公告為準。
欲知更多油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量資訊，請參閱技術數據頁，或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BMW e iPERFORMANCE搭載汽油引擎與電動馬達 || 引擎動力輸出／扭力

達千瓦／牛頓米 || 電動馬達動力輸出／扭力達千瓦／牛頓米 || 二氧化碳

排放量每公里-公克 || 純電力行駛距離可達公里

動力源源不絕。



探索無限駕乘樂趣：集結優雅與動感於一身，加上BMW智慧科技與創新的控制概念，讓您不僅能享受

旅途，更能擁有操駕樂趣。在頂級引擎科技的加持下，全新BMW 系列結合優異的輸出動力與

強勁的運動特性，不論目的地為何方，皆能展現無比高效能，迅速抵達。實至名歸的王者風範：
全新BMW 系列。

優異性能
   不止於此 。



www.bmw.com/effi cientdynamics

BMW Effi cientDynamics
無論或汽缸，
動力皆更加強勁

排放更少，效率更高：得益於新一代燃

油直噴技術、可變汽門控制系統與創新

的渦輪增壓技術，使BMW TwinPower 
Turbo引擎在最高效率下發揮優異的動

態性能表現。無論採柴油或汽油，或任

何汽缸數，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
效動力引擎皆能提供充沛動力，在低轉

速下同樣反應靈敏，同時達到優異的油

耗效率與更低的排放。

自年起，
BMW Effi cientDynamics
減少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BMW Effi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

科技不僅應用於引擎，也包含整個車體

結構概念與智慧型動力管理系統。所有

BMW車型均搭載這套創新科技，持續

提升車輛效能。藉由加強空氣力學與引

擎效能，並採用輕量化結構設計或混合

動力科技，BMW全車系成功將二氧化

碳排放量降低了%。

BMW Effi cientDynamics
因智慧型輕量化結構而減重多達

公斤

精密設計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放過：
智慧型輕量化結構意味著車輛的每個

部位皆精選最頂級的材質 。BMW 
Effi cientLightweight輕量化車體概念

採用鋁合金或碳纖維複合材料等極輕材

質，盡可能減輕車身重量。如此一來，
便能強化動態駕馭特性，穩定度、安全

性與舒適度也將大幅提升。

智慧型引擎自動啟閉功能結合導航系

統、攝影機與雷達資料，強化駕乘舒適

度。系統僅會在靜止時間較長時才會關

閉引擎，而引擎關閉後所節省的能量也

會比再次啟動引擎所需的能量來得多。

智慧型引擎自動啟閉功能

精心調校的空氣力學設計造就BMW
優異的風阻係數與效能表現，並提升車

內的隔音效果，同時也減少油耗。主動

式進氣調節水箱護罩、Air Breather車側

導流氣孔、Air Curtain氣簾、以及具空

氣力學設計的鋁圈都是為了進一步降低

風阻的特別設計。

空氣力學

BMW Effi cientLightweight輕量化車體

概念採用智慧型輕量化結構，可大幅提

升動態駕馭表現與效能。減輕車身重量

能為最佳動態駕馭表現與優異效能打下

良好基礎。不同的車體元件分別採用了

高強度鋼、鋁合金與鎂等重量極輕的金

屬材質。

BMW EFFICIENT LIGHTWEIGHT
輕量化車體概念

全新BMW 5系列。

BMW EFFICIENTDYNAMICS.
 高 效 動 力 。更 佳 節 能 環 保 ，更 多 駕 乘 樂 趣 。

創新與科技  | 

欲知更多油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量資訊，請參閱技術數據頁，或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電子限速值。

上述動力性能、油耗表現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值以搭載標準變速箱的車型為基準。

BMW i
 BMW TwinPower Turbo ‒ 四缸汽油引擎，具匹馬力和牛頓米

的最大扭力

 –  ‒ 公里／小時加速：.秒；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 ‒ ：每公里.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每公里公克

BMW i
 BMW TwinPower Turbo ‒ 四缸汽油引擎，具匹馬力和牛頓米

的最大扭力

 –  ‒ 公里／小時加速：.秒；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 ‒ ：每公里.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每公里公克

BMW i
 BMW TwinPower Turbo ‒ 六缸汽油引擎，具匹馬力和牛頓米

的最大扭力

 –  ‒ 公里／小時加速：.秒；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 ‒ ：每公里.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每公里公克

BMW Mi xDrive
 BMW TwinPower Turbo ‒ 八缸汽油引擎，具匹馬力和牛頓米

的最大扭力

 –  ‒ 公里／小時加速：.秒；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 ‒ ：每公里.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每公里公克

BMW d
 BMW TwinPower Turbo ‒ 四缸柴油引擎，具匹馬力和牛頓米

的最大扭力

 –  ‒ 公里／小時加速：.秒；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 ‒ ：每公里.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每公里公克



 BMW Personal CoPilot。 
 最佳副駕，隨侍在側。 

 此處BMW Personal CoPilot的主視覺僅供參考，可能會與此文件之BMW車型設計與配備有所差異。 

 創新的BMW輔助系統。 
 盡享BMW Personal CoPilot所帶來的極致便

利與最高規格的安全性。無論是駕駛或停

車，在各種情況下您都能仰賴BMW Personal 
CoPilot智慧駕駛輔助科技。雷達、超音波和

攝影機等最先進的系統能偵測車輛的周遭狀

況，作為智慧駕駛輔助套件的根據。無論是

在需要時啟動或為了因應緊急狀況隨時待

命，BMW Personal CoPilot輔助系統能讓駕

駛更輕鬆、行車更安全。 

遙控停車功能，方便駕駛在停車前先下車，
再透過遙控功能將車輛停進或倒出狹窄的停

車空間或車庫。藉由BMW智慧型螢幕鑰匙便

可輕易使用遙控停車功能。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會在一成不變的路段及危 
險情況中提供自動駕駛功能，增加舒適度與

安全性。這些情況包含交通壅塞、行進緩慢

的車陣或是穿梭在城市、鄉間道路或高速公

路上漫長的旅程，以及路口與變換車道等危

險情況。當駕駛未做出反應時，系統便會介

入。

主動車距定速控制系統，可在與前車保持駕

駛所自定的距離下自動定速行駛，並可對前

車減速時有所反應，甚至可至車輛停止。而

交通狀況允許時，能自動起步加速，回到預

設的速度繼續定速與定距行駛。

 停車從此簡單無比。 
 BMW Personal CoPilot的智慧型停車輔助系

統讓您不僅期盼每一趟BMW愛車相伴的旅

程，現在更能享受停車的過程。例如，自動

停車輔助系統能在您經過合適的停車格時自

動提示（視BMW車型而定)，並能以半自動

或全自動的方式進行停車操作。但同樣的，
自動化技術會不斷進步，將來有可能實現在

沒有駕駛的情況下，車輛能自行搜尋停車位

並自動停妥。 

 自動化駕駛的世界，第一次如此靠近。 
 自動化駕駛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

未來的趨勢：在世界各地，BMW Personal 
CoPilot測試車已達到可完全獨立行駛，無需

駕駛介入的程度，不僅讓人看見在不遠的將

來人們移動的方式會如何改變，更讓人一窺

未來另一種的駕乘樂趣。即使是現在，BMW 
Personal CoPilot已提供豐富的智慧型半自動

化輔助功能，可在多數的情境下為駕駛提供

支援並分憂解勞。 

遙控停車功能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主動車距定速控制系統 

全新BMW 5系列。

創新和科技  | BMW ConnectedDrive。
互動聯結，隨心所欲。

BMW Connected是您的個人行動秘書，讓

日常行車更加便利，並協助駕駛輕鬆、準時

抵達目的地。您可透過智慧型手機遠端取得

最佳出發時間建議等行車相關資訊，並將資

訊即時傳送到車輛上使用。

有了遠端 D監控 ，使用者便能在 BMW 
Connected APP上查看停車處的周遭環境。
此功能可透過BMW Connected APP啟動，
讓使用者快速輕鬆地監看車輛的周邊區域，
例如當暴雨來襲時，能即時檢視車輛周圍是

否有淹水等情況發生。影像會以立體D方式

呈現，幫助使用者以不同角度觀看車輛。

BMW Connected APP的智能遠端遙控，
可遠端控制多項車輛功能，例如將車輛
上鎖和解鎖，或顯示車輛位置。只要前往
「My BMW ConnectedDrive」客戶入口網
站（www.bmw-connecteddrive.tw）啟用遠
端服務，就能輕鬆使用此功能。

 持續進化超過40年

智慧互聯駕駛科技。 
 朝向未來邁進：從一開始就著眼未來。自
年代起，BMW在行動聯結上便有所斬獲。
年的數位化未來藍圖立下了新的里程

碑：車輛內建SIM卡。接著迎來最初的線上功

能，包含Google服務、創新駕駛顯示系統，
例如車況抬頭顯示器。在整個開發過程中，
滿足客戶需求是我們最優先的考量。身為頂

尖汽車製造商，BMW讓您可以直接在車內或

是透過家用電腦進入BMW ConnectedDrive
商店預訂或購買想要的服務。隨著BMW 
Connected的加入，BMW正為資訊機動性的

未來邁出下一步。 

 多達20項

線上生活資訊服務。 
 線上生活資訊帶您進入BMW的數位世界。在

車上使用像是新聞、天氣等應用程式，或是

線上搜尋，隨時掌握最新資訊。線上生活資

訊是BMW ConnectedDrive商店提供的旅程

諮詢秘書、線上娛樂系統等進階數位服務的

基礎 – 隨時隨地可用，簡單又方便。 

 每天24小時

全年無休的服務。 
 車門都確實上鎖了嗎？我該幾點從辦公室出

發才能準時抵達那間高級義大利餐廳？知道

該怎麼去嗎？BMW Connected應用程式是

您的個人行動秘書，能輕鬆為您處理這些問

題。它會直接與您的愛車連接，無論在出發

前或路途上都能提供您多項功能，讓您的每

趟旅程都能更加輕鬆、舒適。 

BMW CONNECTED

遠端3D監控

智能遠端遙控 

全新BMW 5系列。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懸吊系統與安全性。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整合式主動轉向系統，結合前軸的可變式轉向角度與後輪轉向。以低

速行進時，後輪與前輪轉向相反，可提供更佳的機動性與靈敏度。在

車速超過約每小時公里時，後輪和前輪同方向轉動，穩定度與舒適

度也因而提高。

Steptronic運動化八速手自排變速系統，提供運動感十足的換檔體

驗。不論是透過換檔撥片或排檔桿進行自動或手動換檔，都能讓車輛

舒適地滑行或展現優異的動態駕馭特性。在SPORT運動模式中，排檔

桿若位於左側的S/M位置，變速系統將發揮極致性能表現。

電子懸吊系統，可根據各種行駛狀況調整適當的避震設定，增加舒適

度及動態駕馭樂趣。除了標準設定COMFORT舒適模式以外，駕駛也

能透過SPORT運動模式，採取更具運動風格的避震設定。

BMW xDrive智慧型可變四輪傳動系統，能夠將驅動力流暢地分配到

前後軸，在任何駕駛狀況下發揮最大的循跡性、動態駕馭表現和安全

性。為了發揮更佳的靈敏度，電子動力分配會平衡過彎時的轉向過度

或轉向不足。

主動調節懸吊系統，透過動態防傾操控系統（保持車身的穩定）和電

子避震控制系統（可視需要調整防傾桿以及避震器）的結合，能夠確

保優異的駕乘舒適性，車身穩定性大幅提升，並允許車輛以較高的車

速以及較短的煞車距離過彎。

M款跑車化懸吊系統，底盤調低約公釐，此外更採用較短的懸吊彈

簧、更硬朗的避震器及防傾桿設定，帶來絕佳的抓地力並減少車身晃

動，營造極致的動感駕馭體驗。

Active Protection主動安全防護系統，是BMW Personal CoPilot
智慧駕駛輔助科技的預防性乘客保護系統。主動安全防護系統會在

偵測到駕駛有疲勞跡象時提出警示，在危急情況中預先拉緊安全

帶、將電動座椅恢復直立並關閉車窗與天窗。若發生事故，系統會

自動介入煞車，直到車輛完全停下。

進階LED主動式轉向頭燈，具市區與高速公路光線分布功能、遠光

燈輔助系統，可在夜間行車時提供最佳道路照明。即使在靜止時，
轉向輔助燈也能透過開啟方向燈或轉動方向盤啟動（車速低於每小

時公里時啟動）。

主動防撞輔助系統與行人偵測功能，主動協助駕駛避免與行人發生

碰撞。當車速低於每小時公里，系統會開始啟動並預先做好加大

煞車力道的準備。若發生緊急事故，系統可大幅降低撞擊速度，甚

至避免碰撞。

無比堅硬又輕量化的車體結構為運動化的動態駕馭性能、高精準轉

向與車身靈敏度提供基礎，此外也為乘客提供最佳的全面保護。

DSC動態穩定控制系統，會持續評估車輛的移動狀態，並在偵測到

行車狀態不穩時透過引擎與煞車調節穩定車身。DSC的其他特色包

含煞車自動乾燥功能、煞車待命功能或上坡起步輔助功能。其中，
上坡起步輔助功能能在坡道起步時暫時保持車身靜止，防止車輛往

後滑動。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偵測車道分隔線，並在車速超過每小時公里

且車輛不小心偏離車道時，輕微震動方向盤提醒駕駛人注意。若駕

駛啟動方向燈準備變換車道，警示系統則不會啟動。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本功能在黑暗環境下和起霧時會受到限制。
 包含在駕駛輔助套件或智慧駕駛輔助套件內。

創新與科技  | 



.吋中控觸控螢幕與中央鞍座的細節設計，加上Oxide Silver色暗色霧面內

裝飾板搭配銀色飾條，打造出獨一無二並以駕駛為尊的駕駛座艙。
Cognac色Dakota真皮座椅讓內裝散發雅致又運動感十足的氣息。高級材質加

上卓越工藝營造出頂級奢華氛圍。

基本車型配備：
吋型V輻式輕合金輪圈

LED頭燈

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雙區恆溫空調

BMW Professional音響主機搭配.吋中控觸控螢幕

動態行車模式切換

電動調整雙前座椅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圖示為手排車型。台灣市場僅提供Steptronic手自排變速系統。

吋型V輻式輕合金輪圈，輪圈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透過全新的BMW型錄app探索更多資訊。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基本車型。 配備  | 

跑車多功能真皮方向盤，扎實的

握感加上寬大舒適的拇指扣，以

完美設計帶來絕佳握感。

吋型W輻式輕合金輪圈，規

格J x ，搭配/ R輪胎。
專屬Ivory White白色Nappa真皮雙

前座舒適型座椅搭配對比色滾

邊，盡顯內裝優雅風格，且能調

整至最符合人體工學的坐姿。

吋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規

格J x ，搭配/ R輪胎。

Luxury Line外觀配備：
BMW雙腎型水箱護罩具專屬設計直柵與鍍鉻邊框

前保險桿搭配鍍鉻專屬設計元素

LED霧燈

吋型W幅式Refl ex Silver色輕合金輪圈，或吋型多幅式Refl ex 
Silver色輕合金輪圈，可選擇其他輪圈

車側「Luxury」銘牌

鍍鉻Air Breather車側導流氣孔

鍍鉻窗框、B柱、後視鏡底座

後保險桿搭配鍍鉻專屬橫向設計元素

左右側鍍鉻排氣尾管

Luxury Line內裝配備：
含「Luxury Line」標誌的鋁質照明門檻

「Dakota」真皮座椅搭配風格設計專屬縫線與真皮滾邊；可選擇其他座椅

材質

黑色或Dark Coffee色跑車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Fineline’ Ridge木紋內裝飾板搭配銀色飾條；可選擇其他內裝飾板

環艙氣氛燈（含多種顏色組合可調功能）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LUXURY LINE。



SPORT LINE。

跑車多功能真皮方向盤營造動感

氛圍，並強化運動風格。
內裝設計配上Night Blue色Dakota
真皮跑車座椅與專屬縫線完美呼

應現代感十足的外觀風貌。

透過全新的BMW型錄app探索更多資訊。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Sport Line外觀配備：
BMW雙腎型水箱護罩具黑色高光澤直柵與鍍鉻邊框

前保險桿搭配黑色高光澤專屬設計元素

LED霧燈

吋型W幅式Orbit Grey色輕合金輪圈，或吋型多輻式Ferric Grey
色輕合金輪圈，可選擇其他輪圈

車側「Sport」銘牌

黑色高光澤Air Breather車側導流氣孔

黑色高光澤窗框、B柱、後視鏡底座

後保險桿搭配黑色高光澤專屬橫向設計元素

左右側黑色排氣尾管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Sport Line內裝配備：
含「Sport Line」標誌的鋁質照明門檻

「Dakota」真皮座椅搭配風格設計專屬縫線，或「Nappa」真皮，可選擇

其他座椅材質

織布／真皮組合座椅

黑色跑車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黑色高光澤內裝飾板搭配銀色飾條，可選擇其他內裝飾板

環艙氣氛燈（含多種顏色組合可調功能）









吋型V輻式Ferric Grey色輕

合金輪圈，光澤效果，搭配前後

不同尺寸的失壓續跑胎。前輪規格

J x ，搭配/ R輪胎，
後輪規格J x ，搭配/ R
輪胎。

吋型雙輻式Orbit Grey色輕

合金輪圈，光澤效果，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配備  |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M款多功能真皮方向盤，方向盤握

把採黑色「Walknappa」真皮包

覆，具有寬大舒適的拇指扣。

M款吋 M型雙輻式Orbit Grey
色輕合金輪圈，光澤效果，搭配

前後不同尺寸的失壓續跑胎 ， 前

輪規格J x ，搭配/ R
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 R輪胎。

M SPORT套件。

黑色Dakota真皮座椅搭配藍色對

比縫線，為內裝營造動感氛圍。
M款  吋    M型雙輻式輕合

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光澤效

果，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失壓續

跑胎，前輪規格J x  ，搭配

/ R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M SPORT套件外觀配備：
M款空氣力學套件，含前進氣壩、側裙和後下擾流，搭配Dark Shadow金屬

漆色的後下擾流

BMW雙腎型水箱護罩具黑色高光澤直柵與鍍鉻邊框

LED霧燈

M款吋 M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可選擇

其他輪圈

降低車身高度的M款跑車化懸吊

M款跑車化煞車套件含Dark Blue金屬漆色煞車卡鉗

BMW Individual High-Gloss Shadow Line黑色高光澤窗框

車側前方M款標誌

車外後視鏡蓋與車身同色

左右側鍍鉻排氣尾管

專屬Carbon Black車色，可選擇其他車漆

M SPORT套件內裝配備：
M款照明門檻

專屬M款織布／Alcantara麂皮雙前座跑車座椅，或專屬M款黑色

「Dakota」真皮搭配藍色對比縫線，可選擇其他座椅材質

M款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BMW Individual Anthracite黑色車內頂蓬

Aluminium Rhombicle鋁質內裝飾板搭配銀色飾條，可選擇其他內裝飾板

M款駕駛足部休息踏板與M款專屬踏板套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而定。
 數據依據ECE駕駛標準測得。完整數據請以原廠最新公告為準。

全新BMW Mi xDrive Saloon。

黑色矩形的雙邊雙出排氣

尾管展現出讓人一眼識出

的性能潛力。

內裝設計同樣毫不妥協：
Mocha色Nappa專屬真皮搭

配專屬縫線與對比色滾

邊、Rhombicle鋁質格紋內

裝飾板和Sensatec黑色儀

錶檯，展現純然運動性格。

專屬M款踏板與含有Mi
標誌的照明門檻，兼具運

動風格與實用功能。

車尾耀眼的Mi銘牌以

Cerium Grey鈰灰色點綴，
強烈彰顯其家族血統。

駕乘樂趣更上一層樓：M Performance Automobiles結合各車系的頂尖特色與BMW M車系的動感基因，創造出獨具一格的車款。由BMW M公司

打造，以獨特設計闖出名號，不僅舒適度無與倫比，強勁的引擎與極致動態駕馭表現同樣無可比擬。全新BMW Mi xDrive Saloon的招牌

特色便是集此三大特點於一身。特殊設計加上M款空氣力學套件，更加突顯本車的運動特性。專屬的外觀設計保證成為眾人目光焦點：極具代表

性的Cerium Grey點綴車身外觀、M款吋 M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與黑色雙出排氣尾管等獨家設計，無一不顯跑車氣息。M Performance 
TwinPower Turbo八缸汽油引擎無愧BMW 車系中動力最強勁的引擎，震耳的聲浪是其純然動力的最佳佐證。M款跑車化電子懸吊系統，在

具有後輪驅動配置特性的BMW xDrive智慧型可變四輪傳動系統協助下，確保駕駛同時享受一流的動態駕馭表現與絕佳舒適度。直接的轉向感受

帶來更精準的操駕樂趣，而強勁的M款煞車套件則保證能在最短距離內安全煞停。

BMW M PERFORMANCE。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上述動力性能、油耗表現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值以搭載標準變速箱的車型為基準。
欲知更多油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量資訊，請參閱技術數據頁，或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全新BMW e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型。

配備  | 

BMW原廠充電纜線可讓您
在公共充電站為愛車輕鬆

充電。

門檻帶有獨特的eDrive標誌

與藍色底色，彰顯高效能

的驅動概念。

iPerformance專屬儀錶會顯

示電子系統的駕駛狀態、
電池電力與平均能源消耗

等資訊。

C柱上的「eDrive」銘牌、
車側前方的「 i」標誌與車

尾 的 車 型 字 樣 ， 強 調

iPerformance無可錯認的

面貌。

全新BMW e iPerformance Saloon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型結合匹馬力的BMW TwinPower Turbo四缸汽油引擎與匹馬力的電動馬

達，總動力輸出可達匹馬力。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會協調所有BMW驅動元件與高效能的BMW eDrive智慧型電能驅動科技。依據電池電力

與駕駛所需的動力，電動馬達可獨自驅動車輛，或是支援引擎。在滑行及煞車途中，系統還可將動能轉換成電能，儲存在鋰電池中。以純電力

驅動時，車輛最多可行駛公里，極速可達每小時公里。每公里綜合油耗僅約為.公升，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約-公克。
在家中，您可用標準配備的充電纜線透過一般家用插座為愛車充電，或是使用BMW i Wallbox智慧型家用充電裝置，增加更多便利性。此外，
出門在外時，您也能利用公共充電站充電。

BMW iPERFORMANCE。



全新BMW 系列，結合BMW Individual的設計靈感。BMW Individual為全新BMW 系列提

供近乎無限的選擇，讓您打造完全符合個人特色的BMW。BMW Individual Rhodonite Silver
金屬車漆與Caramel Merino真皮，強調運動感與優雅並存。Plum Brown高光澤內裝飾板與

Piano Finish Black黑色真皮方向盤，更添尊榮氣息。加上吋輕合金輪圈，BMW Individual
從裡到外體現完美風範。若您想更進一步突顯獨特風采，還可選擇BMW Individual Manufaktur
──讓個人夢想幻化成真，創造真正獨屬於您的愛車。

BMW INDIVIDUAL。
顯耀自我風華。

感受BMW INDIVIDUAL互動體驗。
請下載BMW INDIVIDUAL的iOS或ANDROID應用程式。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配備  | 

 包含真皮包覆儀錶檯，上側表面為黑色Nappa真皮搭配對比縫線，下側為Merino真皮，與座椅同一色調。

BMW Individual Caramel Merino全真皮搭配編織縫線、手工縫製滾邊和對比色縫線。

BMW Individual Caramel Merino全真皮與Anthracite黑色Alcantara麂皮車內頂篷搭配Plum 
Brown高光澤線條及其他BMW Individual特色。

呈現運動優雅風格的BMW Individual Rhodonite Silver金屬車漆搭配BMW 
Individual 吋 I型V輻式輕合金輪圈。

BMW Individual照明門檻。



配備特色。
透過全新的BMW型錄APP探索更多資訊。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Air Breather車側導流氣孔，會將輪拱的氣流導出，降低空氣阻力，減少油耗

與二氧化碳排放。 
 拖車鉤附可電動調整拖車球和拖車穩定控制系統，負載量高達,公斤。
為維持穩定，若拖車開始搖晃，拖車穩定控制系統會自動將牽引車輛煞車。
可電動調整的拖車球收納時會完全隱藏於後保桿下方。 

 進階LED主動式轉向頭燈包含遠光燈

輔助系統、轉向輔助照明與主動式轉

向功能。車燈發出的光線非常接近日

光，提供恰當且平衡的路面照明，使

能見度更佳並減少夜間行車的負擔。
帶有四圓光環的經典車燈設計，讓人

在黑暗中也能一眼認出BMW的特

徵。 

 電動行李廂啟閉系統，只要按下車

內或車鑰匙上的按鈕，便能輕鬆開啟

及關閉行李廂尾門。也能透過車尾牌

照框上方的按鈕開啟，再輕鬆按下尾

門內側的按鈕自動關閉。 

 Comfort Access免鑰匙系統，不需

拿出鑰匙便可開啟所有車門。包括行

李廂尾門的感應式啟閉功能，只要在

後保桿下方輕快晃動腳尖，就能開啟

或關閉行李廂尾門。 

配備  | 

 M款煞車套件，含M標誌的深藍色多活塞賽車卡鉗，提供出色的煞車表現。
此套件特別針對本車優異的動態性能進行調校，展現更俐落的運動表現，即

使在濕滑路面上也具有絕佳的煞車表現。 

 電動玻璃天窗，具備滑動及上掀功能，包含電動天窗頂篷、防夾保護，可一

鍵輕鬆啟閉，調整氣流以營造舒適的車內環境。整合式擾流板可防止車內受

到氣流侵擾，並降低風阻噪音。 

 車門自動緊閉系統會將微微開啟

的車門以幾近無聲的方式自動輕

輕關上。 

 BMW智慧型螢幕鑰匙，能顯示各

種車輛狀態相關資訊，並可透過

整合式觸控螢幕控制特定功能。 

 BMW Individual Exterior Line緞面鋁質窗框，與黑色高光澤車外後視鏡底座

形成強烈對比，突顯獨特有型的設計。 

 方向燈開啟時，雷達偵測式盲點偵測警示會提醒駕駛注意視線盲點區內駛入

的車輛，以及相鄰車道的車輛。系統會在時速超過公里時啟動，若發生危

險情況，便會震動方向盤並在車外後視鏡上閃爍警告標誌。 

 M款縫線安全帶，具束緊力控制。經典的M三色縫線展現細緻質感。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配備特色。
透過全新的BMW型錄app探索更多資訊。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Bowers & Wilkins鑽石級高傳真音響系統，含兩具鑽石高音揚聲器，將錄音室

等級的出色音質傳遞至車內的每個角落。具精心設置的揚聲器帶來令人沈

醉的聲音體驗。揚聲器具有發光設計，以視覺效果強調優異音質。

BMW手勢控制功能，可透過預先定義的手部動作操作特定功能。系統會辨識

「指向」和「揮動」等特定手勢以接聽或拒接來電，或是以食指繞圈調整音

量。

豪華型四區恆溫空調為豪華型雙區恆溫空調系統的延伸，包含兩側B柱的出風

口。後座乘客可透過控制面板（含顯示螢幕）個別調整偏好的溫度。

BMW夜視輔助系統，利用熱成像技術在中控觸控螢幕顯示系統辨識出的行人

與大型動物，並透過主動照明以及車內警示音與警示符號，幫助駕駛人掌握

路況。

香氛套件，含香氣散發功能和負

離子淨化功能。
手機無線充電裝置。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能在大部分行駛路況中提供半自動駕駛功能，增加舒適度

與安全性。這些情況包含交通壅塞、行進緩慢的車陣或是穿梭在城市、鄉間

道路或高速公路上漫長的旅程，以及路口與變換車道等危險情事。當駕駛未

做出反應時，系統便會介入。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配備  | 

當駕駛人以低於公里的時速倒車時，倒車輔助攝影會提供更佳的方向指

引，在中控觸控螢幕上顯示車輛後方區域，提供更清晰的視野。輔助線可顯

示測量距離和轉彎路徑，輔助駕駛操駕車輛，並將障礙物以顏色標示出來。

雙前座舒適型座椅含電動腰靠，可多向電動調整至最適合的坐姿，讓您輕鬆抵

達目的地。
環艙氣氛燈，營造放鬆的燈光氛圍。

進階自動停車輔助系統讓停車與操駕更形輕鬆。具有環景顯示系統含俯視功

能、遠端D監控、前後方停車警示系統與自動停車輔助系統含輔助線指引功

能，可執行完全自動的路邊停車或倒車入庫。系統會在低速行駛時沿路偵測

可用的停車空間。

Apple CarPlay®整合系統，提供便利的無線連接，讓您在車內使用相容的

iPhone®功能。如此一來，智慧型手機的內容與功能，包括音樂、iMessage／
簡訊、電話、Siri與特定的第三方APP，便能透過車上的使用者介面和語音控

制及操作。

雙前座通風座椅通風功能可讓座

椅調整至涼爽宜人的溫度，帶來

更舒適的駕乘樂趣。

車況抬頭顯示器，將所有行車資

訊直接投射在駕駛的視線範圍內。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外觀車色。

 [ 色彩樣本 ] 上方的色彩樣本提供您為愛車挑選車漆和材質時做初步參考。然而，我們的經驗顯示，印刷的烤漆、座椅顏色和內裝飾板並不一定能忠實呈現原車的色彩樣貌。請直接與您的BMW
經銷商討論您個人喜愛的顏色。他們將會很樂意為您展示並協助您解決任何特殊的需求。 

透過全新的BMW型錄APP探索更多資訊。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金屬漆 C Mediterranean Blue 

 金屬漆  Black Sapphire 

 金屬漆 A Imperial Blue 
brilliant effect 

 金屬漆 B Jatoba 

 金屬漆 A Sophisto Grey 
Brilliant Effect 

 金屬漆 CP Atlas Ceder  

 金屬漆 CY Bluestone 

 金屬漆 A Cashmere Silver 

 金屬漆 A Glacier Silver 

 金屬漆 A Mineral White 

 標準漆  Alpine White 

 標準漆  Black 

1  亦為M Sport套件標準配備。 
2  M Sport套件可選用。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金屬漆  Carbon Black  BMW Individual
X Almandine Brown金屬漆 

 BMW Individual
X Rhodonite Silver金屬漆 

 BMW Individual
 Frozen Dark Brown金屬漆 

 BMW Individual
S Azurite Black金屬漆 

 BMW Individual
 Brilliant White金屬漆   

 BMW Individual
 Frozen Arctic Grey金屬漆 

 BMW Individual
X08 Champagne Quartz金屬漆 2

 BMW Individual
 Pure metal Silver 

 BMW Individual
 Frozen Cashmere 
Silver金屬漆 

M SPORT套件

 BMW Individual
 Frozen Brilliant White金屬漆 

配備  | 

 BMW Individual
special paintwork Frozen Dark 
Silver金屬漆 

BMW INDIVIDUAL



內裝顏色。
透過全新的BMW型錄APP探索更多資訊。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高級織布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真皮／高級織布
組合

真皮

真皮

內裝顏色

Junction高級織布
BYAT Anthracite1

Plectoid真皮／高級織布
組合
CNAT Anthracite

Alcantara麂皮／
Rhombicle高級織布
組合
HRAT Anthracite6, 9

Dakota真皮
LCSW Black

Dakota真皮
LCCY Canberra Beige2, 
interior colour Canberra 
Beige

Dakota真皮
LCEW Ivory White, 
 interior colour Black

Dakota真皮
LCRI Cognac

Dakota真皮
LCFK Black9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Dakota真皮
LCDO Canberra Beige9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請注意，在正常的情形下，不論短期或長期使用，仍有可能造成坐椅無法復原的損害。其中以被服飾染色的情形最為明顯。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Dakota真皮
LCFI Ivory White9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Dakota真皮
LCFF Ivory White9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Dakota真皮
LCRO Cognac9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Dakota真皮
LCTJ Night Blue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3, 9, 
contrast piping

專屬Nappa真皮
LZFK Black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專屬Nappa真皮
LZFI Ivory White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專屬Nappa真皮
LZFF Ivory White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專屬Nappa真皮
LZNI Mocha with 
exclusive stitching, 
contrast piping

Dakota真皮
LCNL Black with 
contrast stitching 
in Blue6, 8

Black with 
headliner in 
Ivory White

Canberra Beige 
with headliner in 
Canberra Beige

配備  | 

內裝飾板
BMW INDIVIDUAL
座椅顏色

BMW INDIVIDUAL
車內頂篷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4K8 Oxide Silver dark 
matt with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s

4K7 Aluminium 
rhombic with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trim

4K9 Fine Brushed 
Aluminium with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s

4LU Black high-gloss 
with Pearl Chrome 
highlights

4LH Fineline Cove 
fi ne-wood trim with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s

4LF Fineline Ridge 
fi ne-wood trim with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s

4LG Burled Walnut dark 
fi ne-wood trim with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s

4LQ Poplar grain 
fi ne-wood trim with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s

  需搭配標準座椅。 
  無法搭配跑車座椅。 
  無法搭配標準座椅。 
   包含真皮儀錶檯，上側表面為黑色Nappa真皮搭配對比縫線，下側為Merino真皮，搭配座椅
顏色。 

  可選擇BMW Individual extended fi ne-grain Merino真皮座椅。 
  座椅滾邊含M款標誌。 
  搭配銀色飾條。 
  需搭配跑車座椅。 
9  無法搭配雙前座通風座椅。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BMW Individual Full 
Leather Merino真皮
ZBTQ Tartufo 4, 5

 BMW Individual Full 
Leather Merino真皮
ZBFU Smoke White 4, 5

 BMW Individual Full 
Leather Merino真皮
ZBCR Caramel 4, 5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4ML Piano fi nish Black7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XEW Fine-wood trim 
Sen Light Brown7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4WY Fine-wood trim 
Plum Brown high-gloss7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 Sport套件

BMW Individual
車內頂篷
775 Anthracite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輪圈和輪胎組合。
透過全新的BMW型錄app探索更多資訊。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各車型有其特定的輪圈搭配規
則。如欲更加了解搭配規則內容，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BMW Individual 吋 I型V幅式

雙色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

的輪胎，前輪規格J x  ，搭配

/ R輪胎，後輪規格J x ，
搭配/ R輪胎。

吋型W輻式Ferric Grey色輕

合金輪圈，光澤效果，搭配前後

不同尺寸的失壓續跑胎，前輪

規格J x ，搭配/ R
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 R輪胎。

吋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規

格J x ，搭配/ R輪

胎。

吋型渦輪式輕合金輪圈，
Orbit Grey雙色，光澤效果，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科技，
規格.J x ，搭配/ R輪
胎。

吋型V輻式Ferric Grey色輕

合金輪圈，光澤效果，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M款吋 M型雙輻式輕合金輪

圈，Jet Black標準漆色，搭配前

後不同尺寸的失壓續跑胎，前輪

規格J x ，搭配/ R
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 R輪胎。

M款吋 M型雙輻式雙色輕

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

失壓續跑胎，前輪規格J x ，
搭配/ R輪胎，後輪規格

J x ，搭配/ R輪胎。

吋型十字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Orbit Grey，外側拋光效果。胎壓感

知器完整輪圈組搭配不同尺寸的失壓續跑胎，規格J x 及J x 。
吋型V輻式Ferric Grey色輕

合金輪圈，光澤效果，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配備  |  BMW原廠加裝品及精品。

無線充電手機殼，可透過無線充

電技術為手機充電；手機殼也能

作為保護殼。

精選旅行毛毯，兩面分別為米白

色與深棕色，為%特級美麗諾

羊毛製成，具緹花織紋。

全天候腳踏墊，置於足部空間，
大小適中，可防水、防塵和抗潮

濕。黑色調與內裝相得益彰。

BMW智慧型螢幕鑰匙護套，量身

訂製的Nappa真皮皮套可保護

BMW智慧型螢幕鑰匙。

防滑、防潑水且耐用的行李廂置物墊採周圍加高設計，可充份保護行李廂空

間。適中的尺寸及黑色設計能與BMW的內裝完美搭配，並附有相當具有質感

的數字「」不鏽鋼鑲嵌設計。

本手冊所載之配備項目依本地市場導入計畫及不同車型而定。如欲更加了解標準配備內容，
請洽詢您鄰近的BMW經銷商。

探索全方位的創新產品，包括：外觀、內裝、通訊與資訊，以及載運與行李收納等類別。
BMW維修保養中心很樂意提供建議並為您準備一份完整的BMW原廠配件型錄。如欲取得
更多資訊，請造訪www.bmw.com/accessories

旅行便利套件固定座，可將衣架、
折疊桌、萬用掛勾、GoPro攝影

機 基 座 、 i Pa d ™或 S a m s u n g 
Galaxy Tab平板電腦安裝至前座

頭枕。

平板電腦固定架，附BMW保護

殼。可調整的平板架可安裝於固

定座或選配的「旅行便利套件」

上。

黑色／Titanium Silver可上鎖車頂置

物盒，具公升容量，可從兩側開

啟；適用於所有BMW車頂架。

吋型十字輻式Liquid Black
色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

失壓續跑胎。前輪規格：J x ，
搭配/ R輪胎。後輪規格：
J x ，搭配/ R輪胎。



技術數據。

全新BMW 系列 d i i i Mi xDrive

重量

淨重 公斤     

最大總重 公斤     

容許載重 公斤     

引擎, 

汽缸數／每缸汽門數 / / / / /

排氣量 立方公分     

馬力／引擎轉速 匹馬力／每分轉速 / / / / /

最大扭力／引擎轉速 牛頓米／每分轉速 / / / / /

變速系統

傳動配置 後輪 後輪 後輪 後輪 四輪

變速箱
Steptronic
八速手自排

Steptronic
八速手自排

Steptronic
運動化八速手自排

Steptronic
運動化八速手自排

Steptronic
運動化八速手自排

性能表現

極速 公里／小時     

 – 公里／小時加速 秒 . . . . .

油耗表現, , 

市區 公升／公里 . . . . 

郊區 公升／公里 . . . . .

結合油耗 公升／公里 . . . . .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公克／公里     

油箱容量（約） 公升     

輪圈／輪胎

輪胎規格 / R  / R  / R  / R 
/ R 

/ R 
/ R 

輪圈規格 . J x  . J x   J x   J x 
 J x 

 J x 
 J x 

 | 

圖上尺寸單位為公釐。
上述動力性能、油耗表現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值以搭載Steptronic標準變速箱的車型為基準。

 表中數據為標準配備車型之空車淨重。選用配備可能會增加此一數據。
 BMW建議使用RON 超級無鉛汽油。亦可使用RON （含）以上，乙醇含量不超過%（E）的無鉛汽油。性能表現與油耗數據適用於RON 無鉛汽油。
 電子限速值。
 全車系引擎皆符合歐盟六期廢氣排放標準。油耗係依照ECE駕駛標準測定，測試條件包含大約三分之一市區及三分之二郊區路況（以距離為準）。除油耗表現外，亦同時測定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選用配備可能會使數值增加。油耗表現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依輪胎類型有所不同（較高數值表示為搭載選配輪圈組合之車型）。油耗表現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依輪胎類型有
所不同（較高數值表示為搭載選配輪圈組合之車型）。

 數據依據ECE駕駛標準測得。完整數據請以原廠最新公告為準。

技術數據



 BMW i搭配M SPORT套件：
BMW TwinPower Turbo直列六缸汽油引擎、達匹馬力、BMW Individual 吋
I型V輻式雙色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Bluestone金屬車漆、Ivory White
白色Dakota真皮座椅搭配專屬縫線和對比色滾邊、Fineline Ridge木紋內裝飾板搭配

銀色飾條。   

 本手冊所展示車型為BMW AG為德國市場生產之規格。某些內容包括了選用配備和未列

為標準配備之附件。所述文字和圖示中的型號、標準配備和選用配備可能根據不同國家

市場的專屬需求而有差異。請洽詢您當地BMW經銷商，取得更詳細的資訊。BMW保留

設計和配備變動的權利，以及內容修正權。 

 © BMW AG，德國慕尼黑。未經慕尼黑BMW AG書面許可，禁止全部或部分複製。 

        CB. 德國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