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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uar 日以繼夜，將表現推向極限，無論是造車工藝的極限，或是車輛性能的極限。 
從理念的創新、工程的策劃，直到設計的雕琢，Jaguar 總能主宰遊戲規則，而後再度突破。 
我們相信，唯有突破極限、打破常規，方能將表現淬煉至藝術之境。

Jaguar. The Art of Performance.

THE ART OF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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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JAGUAR E-PACE
全新 E-PACE 是 Jaguar 首款小型 SUV。本車具備優美外觀與敏銳反應，提供同級車款中的最佳動
態表現。以駕駛者導向座艙做為車輛核心，並且採用以全家共享為主軸的內裝，全新 E-PACE 為您
帶來暢快淋漓的 Jaguar 奔馳體驗，同時增進日常駕駛的實用性。此款小型 SUV 是前所未見的產
品。

左圖展示車輛：E-PACE FIRST EDITION，車色為火山紅（視市場而定）

展示車款來自 JAGUAR 全球車系。規格、選項及供應狀況依市場而異，請就近向 JAGUAR 經銷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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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JAGUAR E-PACE 隆重登場

精工雕琢的引擎蓋搭配陽剛的尾部腰線，使這款新上市 E-PACE 成為兼具 Coupé 優美線條、動態性能與靈敏反
應的 SUV。饒富現代感的內裝設計散發顯著的 Jaguar 品味，提供領先同級的優越置物空間。車內同時配備我們
先進的資訊娛樂系統與駕駛科技。全新 E-PACE 是唯有 Jaguar 得以構思實現的小型 SUV 典範。

*若有安裝 17 吋合金輪圈。
1僅限配備 D240 和 P300 引擎的車型。  2四輪驅動（AWD）車型為標配。  32018 年 4 月起提供。不適用配備 D150、手動變速箱或 17 吋合金輪圈的車型。 
4S、SE 和 HSE 規格組合車型為標配。5視市場而定。

展示車輛：E-PACE R-DYNAMIC SE，車色為玉龍白，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性能技術
Jaguar 享譽世界的性能技術讓您從容駕馭各種環境。為了讓您在更多變複雜的路況中享受自信與高性
能的操控樂趣，我們直覺化的四輪驅動系統會依照偵測到的駕駛狀況分配前後輪的扭力。Active 性能的
操控樂趣，我們直覺化的全輪驅動系統會依照偵測到的駕駛狀況分配前後輪的扭矩。Active Driveline1 可
在過彎時將最高百分之百的後軸扭力分配到外側後車輪，有效提升車輛的敏捷反應程 度。E-PACE 配備
完全獨立的懸吊系統，搭配精密的多連桿式後懸吊設計，強化車輛的動態表現使其更臻完善。藉助於煞
車的扭力分配2則能使轉向加倍犀利快速，提供更為一致的道路操控能力。選配的主動動態3 系統透過監
視車輪位置與車體移動，提供精確的動態以及靈活的行車感受。詳情請參閱 第 14 至 15 頁。

貼近生活的內部空間規劃
E-PACE 擁有寬敞的空間，能夠容納所有必需品。配備較深的中央扶手置物盒與設計巧妙的車門置
物空間，使其擁有同級車款中最卓越的內部空間規劃。E-PACE 的行李廂空間寬度達 1.3 公尺，提
供簡單實用的裝載機能；選配的感應式電動啟閉尾門讓您無須用手即可開啟行李廂。選配的穿戴式
防水便利式手環鑰匙可讓您安心地把車鑰匙留在車內，盡情享受最愛的騎車和游泳等活動。 
E-PACE 的拖曳能力高達 1,800 公斤，要將週末度假所需的物品通通帶上完全不成問題。詳情請參
閱第 34 至 39 頁。

駕駛輔助與安全功能
為讓駕駛者安心行車並掌握相關資訊，標配駕駛輔助功能包括車道維持輔助、駕駛注
意力監控、後方攝影機和前後方停車輔助功能。E-PACE 經精心打造，納入完善安全
系 統，包括動態穩定控制系統和緊急煞車強度輔助系統，實現極致安全。LED 頭燈能
產 生接近於自然日光的柔和光束，協助駕駛者更輕鬆地辨別物體。為進一步保障行人
安全，E-PACE 還提供行人防護氣囊5做為標準配備。詳情請參閱第 26 至 27 頁及第 
30 至 32 頁。

引人矚目的外型
時尚的 LED 頭燈與經典 LED 尾燈皆為標準配備，展現不容忽視的道路風采。選配的矩陣
式 LED 頭燈與經典日間行車燈，以及 21 吋1合金輪圈可供進一步彰顯 E-PACE 的傲人氣
勢。駕駛者導向的內裝採用頂級品質材料，引導時尚氣息從外延伸至內。詳情請參閱第  
9 至 11 頁。

INGENIUM 引擎
可選擇搭載兩款汽油和三款柴油 Ingenium 引擎，展現高效率、精密順暢且反 應
靈敏的駕馭性能。選項包括具經濟效益的 2.0L 4 汽缸 150PS 前輪驅動 （FWD）
渦輪增壓柴油引擎，其 CO2 排放量最少可低至 124公克／公里* ，油耗則可達 
21.28 km/L；以及性能較高的 2.0L 4 汽缸 300PS 四輪驅動 （AWD）渦輪增壓
汽油引擎，其最高速度可達 243公里／小時，0 至 100 公里／ 小時加速則為  
6.4 秒。詳情請參閱第 12 至 13 頁。

四通八達的連線能力
E-PACE 提供一系列豐富功能，讓您在每日行車時仍能與外界保持更佳連繫。為確保
您和乘客與車外的世界保持緊密連結，我們的 Connect Pro 組合4 搭載 4G Wi-Fi 熱
點。選配的智慧型手機組合則可為您提供在觸控螢幕上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的便利性。
車內設有多達五個 USB 插槽，足夠供應車上所有乘客為每台智慧行動裝置充飽電力。
詳情請參閱第 22 至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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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設計

外觀
Jaguar E-PACE 採用搶眼的蜂巢式水箱護罩，兩側配備經典的「J」Blade 日間行車燈1，
洋溢強烈的運動氣息。選配的矩陣式 LED 頭燈具有獨特的全方位方向指示燈，不僅可為
愛車增添時尚氣息，還能提升夜間行車的能見度和安全性。

動感的車頂線與安裝在大角度後車窗上方的擾流板巧妙融合，賦予 E-PACE 獨樹一幟的
輪廓與迷人的 Coupé 車身線條。車外後視鏡的照地燈1可在車門解鎖時於地面投射搶眼的 
Jaguar 和躍豹圖樣，不僅帶來時髦風格與便利性，更讓車主倍感尊榮。選配的 20 吋2和 
21 吋3合金車輪進一步突顯 E-PACE 的跑格。

後方的全 LED 尾燈可強化夜間辨識性。剛健的腰線展現自信姿態，寬大尾門設計便於使
用充裕的多用途裝載空間。

1在 S、SE 和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  2在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  32018 年 4月起提供。僅限選配主動動態系統的車型。不適用配備 D150 或手動變速箱的車型。

展示車輛：E-PACE S，車色為布拉斯卡灰，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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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

您在 E-PACE 中看見及感受到的每處細節無不經過精心設計，營造極致觸覺感受。座艙賦予
駕駛者全面包覆感受，SportShift 排檔桿*則提供駕馭者直覺操控手感。3 輻真皮方向盤結合
鑰匙控制系統，提升使用便利性。R-Dynamic 方向盤採用緞光黑換檔撥片*，強化運動休閒 
氣質。

E-PACE 的設計細節造就其獨特個性，例如隱藏在前擋風玻璃角落的專屬 Jaguar 和躍豹圖
徽。扶手置物盒和中央控制台也印有低調的 Jaguar 字樣。HSE 車型更配備印有精細躍豹圖
案的座椅標籤，進一步彰顯整體感。

*僅適用於自動變速箱。

展示的內裝：E-PACE S，選配淺牡蠣灰溫莎皮革座椅及檀木黑／淺牡蠣灰內裝和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設計

選配的自動防眩車內後視鏡採無框設計，在 S、SE 和 HSE 車型上為標準配備。為提升乘坐
舒適性，控制台旁設有前座乘客握把。選配的固定式玻璃全景天窗可讓 E-PACE 車內空間沐
浴在光線之下，促進空氣流通並帶來更為寬敞的感受。除了可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天空視野，
更可將車外風景帶入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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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INGENIUM 引擎

Jaguar E-PACE 可搭載多款 Ingenium 引擎，不論您追求的是強
力純粹的駕駛樂趣、燃油經濟性或精密操控性，每款引擎均針
對具體特性經過優化，絕對能夠滿足所有需求。所有引擎都配
備熄火／啟動技術，以及智慧型再生充電功能；此功能可擷取
煞車的動能為電池充電以獲得最高經濟效益，在都會區中駕駛
時感受尤其深刻。

這些低摩擦力的全鋁合金引擎具備堅硬的汽缸座與雙平衡軸，
以確保本身的低度震動，提供順暢的日常性能。智慧型電子控
制主動式引擎冷卻功能只有在必要時才啟用，有助大幅降低油
耗與 CO2（二氧化碳）排放量。

變速箱
E-PACE 的 9 段自動變速箱具有九個間隔緊密的齒輪比，能夠
確保隨時以最佳檔位行駛，大幅提升燃油效率與加速性能。檔
位變換幾乎不易察覺，並可依照您的駕駛風格調整換檔規律。
若要獲得更大的操控能力及更高的燃油經濟性，請選擇 6 段手
動變速箱1。此款高度先進的輕量變速箱採用優化的直接潤滑系
統，利於降低摩擦力和阻力。

潔淨柴油技術2

藉由淨化廢氣來減少排放是 Jaguar 持續致力的目標。E-PACE 
柴油引擎安裝選擇性催化還原技術（SCR 技術），採用一般稱
為 AdBlue® 的柴油廢氣處理液（DEF）。該系統將 AdBlue® 噴
入排氣系統，使氮氧化物（NOx）排放分解成無害的水蒸氣和
氮氣，可減少高達 90% 的氮氧化物排放量。

AdBlue® 屬於消耗品，需視需要添加。包括駕駛風格、路況及
天候狀況等各種因素都可能強烈影響其消耗量。平均消耗量為
每 800 公里（500 英里）消耗 1 公升。E-PACE 的訊息中心將
在 AdBlue® 液位過低時發出提醒，並顯示剩餘處理液用盡前可
行駛的里程數。若需瞭解存放及添加 AdBlue® 的更多資訊，請
參閱車輛手冊或洽詢您的經銷商。柴油車款也配備柴油粒子濾
清器2，可在濾清器內將煤灰微粒氧化，使廢氣中幾乎不含煤
灰。

*若有安裝 17 吋合金輪圈。
1採用 D150 和 D180 引擎的車型為標配。  2視市場而定。

性能

柴油引擎

所有 Ingenium 柴油引擎皆以長裙式鋁合金汽缸座為基礎打造，採用薄壁和壓入式鑄鐵套，可優化重量、表面光潔度和堅固度。高壓共軌式直接燃油噴射、廢氣可變凸輪正時和高效水冷式中置
冷卻器共同運作，成就潔淨且高效率的燃燒效果。此引擎配備一個可變幾何渦輪增壓器，可隨廢氣流量變化調節，在整個轉速範圍內提供高扭力和漸進一致的反應力，並能避免延時。

汽油引擎

智慧型持續可變氣門升程（CVVL）系統可改變進氣閥門的開啟程度，減少引擎泵壓損失。如此可讓引擎的「呼吸」達到最高效率，提供最佳動力和扭力。CVVL 結合雙獨立可變凸輪正時
（VCT），可實現極致操作靈活性，進而在整個轉速範圍內提供優異的動力和省油表現。雙渦流渦輪增壓器由整合式排氣歧管供給動力，可增加傳輸到渦輪的能源，從而大幅減少渦輪延時並提
升引擎反應能力。

D150 前輪驅動／四輪驅動／自排四輪驅動
2.0L | 4 汽缸 | 渦輪增壓  
150PS | 380Nm | 21.28/ 19.23/ 17.86 km/L | 124*/137/147 
(公克／公里）  
針對卓越燃油經濟性進行優化。

D180 手排／自排四輪驅動
2.0L | 4 汽缸 | 渦輪增壓  
180PS | 430Nm | 19.23/ 17.86 km/L | 137/147（公克／公里）

同時針對經濟效益和性能進行優化。  
•  經過優化的噴油器精可確控制進入燃燒室的燃油量， 

藉此獲得最 大效率。

D240 四輪驅動
2.0L | 4 汽缸 | 雙渦輪增壓

240PS | 500Nm | 16.13 km/L | 162（公克／公里）

針對性能與驅動能力進行優化。

•  序列式雙渦輪增壓器完美結合峰值功率性能和卓越的低速驅動能力。

•  包括較高壓力共軌式燃油系統，可從 1,800 巴增加至 2,200 巴，同時
提升燃油噴油器的流量率。綜合上述優勢使省油表現、排放量和動力
輸出獲得全面優化。

•   持續可變渦流控制系統可在較低引擎轉速和扭力的狀況下活躍氣流，
進而改善柴油的油氣混合比和燃燒效率，降低排放量並加速暖車。

P250 四輪驅動
2.0L | 4 汽缸 | 渦輪增壓

249PS | 365Nm | 12.99 km/L | 174（公克／公里）

針對燃油經濟性與驅動能力進行優化。

P300 四輪驅動
2.0L | 4 汽缸 | 渦輪增壓

300PS | 400Nm | 12.5 km/L | 181（公克／公里）

針對頂級性能進行優化。 

•  以 2.0L 4 汽缸 249PS 渦輪增壓汽油引擎為基礎，進行增壓系統  
升級。 

•  升級版渦輪增壓器的高流量壓縮機輪，提供多出百分之 26 的進氣量，
實現更高的峰值動力輸出。 

•  雙渦流渦輪增壓器採用陶瓷滾珠軸承，可減少摩擦力並提升瞬間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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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輪摩擦力降低時 ，會將較大的驅動扭力分配至後輪 。

 低摩擦力起步  全地面行進控制

性能技術

四輪驅動
四輪驅動（AWD）系統透過位於後差速器前方的電控多片式離合器，巧妙控制前後輪軸的扭
力分配，進而提升各種路況下的操控性能。驅動扭力會根據路況需求分配在前後軸，以便充
分利用全部四個車輪的可用摩擦力。在草地與雪地等滑溜地面上，前輪與後輪之間的扭力能
夠平衡，以獲得最大摩擦力。在只有前輪或後輪具有摩擦力的極端狀況下，可將最高百分之 
百的引擎扭力分配至相對軸以獲得最佳抓地力。四輪驅動（AWD）系統結合電子循跡控制 
( ETC）系統，即使在最嚴苛的路況下也能提供安心無虞的駕馭體驗。

ACTIVE DRIVELINE
Active Driveline1 技術可在嚴苛狀況下提供更加優異的摩擦力、穩定性和從容操控。Active 
Driveline 系統在輕鬆的行駛條件下可完全切斷後輪的驅動力以提升效率，但也能在車輛需要 
四輪驅動時，於 300 毫秒內順利輸送驅動力至後輪。行駛狀況有需要時，兩個後離合器會完
全鎖住，提供與傳統鎖定後差速器相同的作用，提高車輛能力以達成最大平穩性。

Active Driveline 還可優化摩擦力和靈敏度，同時提供後輪傳動操控特性，根據可用的抓地 
力，將最高百分之百的後軸驅動扭力分配至任一後輪。液壓控制多片濕式離合器可作用於兩 
個後輪傳動軸。離合器可獨立控制，並根據測得的輪速、油門位置、轉向角度和車輛轉動， 
為每個後輪提供最佳扭力。觸控螢幕上會顯示資訊，讓您充分瞭解狀況，輕鬆掌握一切。

低摩擦力起步
低摩擦力起步2系統可在靜止起步時提供最佳的扭力控制，提升於滑溜路面（如濕滑草地、 
雪地和結冰地面）上順利起步的能力。在車輛達到 30 公里／小時以前，此系統都會持續發
揮作用，E-PACE 隨後會流暢地自動切換回預設的駕駛模式。

全地面行進控制
全地面行進控制2（ASPC）是最先進的系統，能在泥濘、濕草、結冰、下雪與泥土路等濕
滑 表面與其他具有挑戰性的狀況中設定並維持穩定車速。其運作方式類似傳統的定速控制系 
統，會在時速 3.6 公里到 30 公里間啟用，協助您專注於前方路況。

1僅限配備 D240 和 P300 引擎的車型。  2在配備自動變速箱的車型上是標準配備。不適用配備手動變速箱的車型。

左圖展示車輛：E-PACE FIRST EDITION，車色為火山紅（視市場而定）
性能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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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於煞車控制扭力轉換系統可施加煞車力道，藉此分別減緩內側前車輪和內側後車輪速度， 
以減少轉向不足的問題

主動動態系統 賽道模式和可調式賽道模式

1四輪驅動車型為標配。  22018 年 4 月起提供。不適用配備 D150、手動變速箱或 17 吋合金輪圈的車型。  3僅限配備自動變速箱的車型。 
4僅限選配主動動態系統的車型。  5不適用配備 D150 或手動變速箱的車型。

左圖展示車輛：E-PACE FIRST EDITION，車色為火山紅（視市場而定）

底盤與動態系統
E-PACE 採用專為提供道路動態敏捷性和舒適性而研發的底盤。鋁製底盤元件用於增加剛性
並減少非跳動質量，進而提升懸吊性能。為提升行車舒適度，E-PACE 配備一套採用多連桿
式後懸吊設計的全獨立懸吊系統。藉助於煞車的扭力分配系統1可於前後輪內側各別提供受控
制的獨立煞車力道，藉以修正轉向不足問題並提升靈敏性，即使通過最狹窄轉角也沒問題。

主動動態系統
主動動態2系統會監視車輪位置與車體移動，提供精確的動態及順暢的行車感受。為此，系統
必須不斷分析加速、轉向、油門和煞車踏板動作。電控阻尼可以每秒 100 次的頻率優化懸吊
設定，使車輛在舒適性、精密性和敏捷性之間取得完美平衡。

賽道模式和可調式賽道模式
啟用賽道模式可為 E-PACE 增添更強大的熱血跑格。若處於手動模式，檔位切換更加迅速  
且引擎轉速3較高，並會避免自動升檔。油門反應較為敏銳，避震器阻尼剛性提升4， 
轉向配重增加。E-PACE 的儀錶板和選配的可調式車內氣氛照明會立即轉為紅色。

可設置的賽道模式系統5可供打造個人專屬的 E-PACE 賽道模式，實現最符合您理想的動態設
定。透過觸控式螢幕，可將駕駛特性變更為賽道模式或保持正常模式。因此，無論您希望如
何調配油門敏銳度、變速箱換檔時機、轉向配重或阻尼剛性4的組合，可設置的賽道模式系統
都能讓您針對個人駕駛需求設定賽道模式。

性能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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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資訊娛樂

每部 E-PACE 均配備 InControl 資訊娛樂系統 Touch Pro，提供豐富多樣的資訊和娛樂饗宴。 
該系統搭載直覺先進的整合技術，確保每位乘客與駕駛都能充分享受旅途。

技術

1包含在 HSE 規格組合內，其餘車型為選配。  2若安裝 Navigation Pro。

左圖展示車輛內裝：E-PACE S，，選備淺牡蠣灰溫莎皮革座椅及檀木黑／淺牡蠣灰內裝和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抬頭顯示器
選配的抬頭顯示器可在擋風玻璃上顯示車速、檔位及導航方
向2等重要車輛資料，避免駕駛分心或將視線移開道路。它
具備高畫質的全彩圖形顯示功能，可讓您輕鬆看清各種駕駛
輸入項目和資訊。此外還可顯示 Touch Pro 觸控螢幕上的
重要資訊，包括電話和媒體資訊（例如您正在聆聽的曲目名
稱）。此功能可依駕駛喜好開啟和關閉。

TOUCH PRO
位於中央控制台中間的標配 10 吋觸控螢幕支援滑動和縮放
手勢，提供前所未有的豐富影音娛樂。此外，Touch Pro 亦
透過自訂主畫面、快速反應時間和語音控制等功能，強化車
內體驗。互動式分割畫面則可供輕鬆進行多工作業。若加裝
連線套件 Connect Pro，還可進一步提升 Touch Pro 功能。

互動式駕駛顯示器
選配的 12.3 吋高畫質互動式駕駛顯示器1可讓您接收及投
射出大量駕駛資訊、娛樂和主動安全資料，包括導航、電
話和媒體。高畫質的顯示器提供極佳的清晰度，再進化的
中央處理器， 更能確保圖形畫面流暢銳利。為協助您更輕
鬆找出路線，選配的 Navigation Pro 可讓您以 3D 對應顯示
全螢幕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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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觸控控制
精確觸控控制可供您與資訊快速互動。觸控螢幕的回應方式和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相同，
提供多點觸控手勢，例如捏合兩根手指以縮小及滑動。

個人化首頁
您可以依喜好設定首頁畫面。利用超過 60 個捷徑和小工具，根據您最常使用的功能自訂系
統。

互動式子畫面
子畫面可讓您輕鬆進行多工作業。例如，您可以一邊用主畫面區進行導航，一邊用子畫面控
制通話。只要上下滑動即可在多個畫面間切換。

多媒體
觸控螢幕提供豐富的多媒體功能。只要連上您的裝置，即可查看按照藝人、專輯和風格等顯
示的播放清單和音樂詳細資訊。您還可以建立想要播放的歌曲列表並隨時加入播放清單。

功能強化的電話介面
只需輕觸一下即可與最愛的聯絡人通話，既安全又方便。其他功能還包括：直接存取語音信
箱、進行視訊會議和首頁整合。

語音辨識系統
E-PACE 的智慧型語音辨識系統讓您不必將視線移開道路即可完成各項任務。例如，「調頻
到 97.9」或「撥電話回家」。

連線能力

InControl 是 Jaguar 的標配或選配功能套件，可讓您與愛車靈犀互通，並透過順暢安全的方式與外界保持聯繫。您可從多種組合和選
項中加以選擇。透過精選應用程式，即使您不在車內依舊可以隨身使用部分 InControl 功能，享有更勝以往的 Jaguar 體驗。

請搜尋「Jaguar E-PACE」以啟用您的帳戶。

標配功能

技術20 |

1Remote 組合內含訂購服務，在 Jaguar 經銷商提供的初始期限之後可予以延長。  2若電動收折後視鏡為指定配備。

InControl Apps 必須從 Apple／Play Store 下載。

InControl 的功能、選項及供應狀況視市場而定，請向您的 Jaguar 經銷商查詢當地市場的供應狀況和完整項目。本文所含之 InControl 技術有關的資訊
和影像，包括畫面或順序，可能因軟體更新、版本控制及其他系統／視覺異動而有不同。無法保證所有地點都具有行動網路連線能力。

REMOTE1

Remote 可提供您的愛車相關資訊，讓您與愛車進行遠端互動。此服務與大部分的智慧型手
機、Android Wear™ 或 Apple Watch® 相容，功能包括：

•  遙控上鎖／解鎖 – 按下按鈕即可遠端上鎖或解鎖車門。只要在 Remote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
式的「Vehicle Security」（車輛保全）畫面上按一下「lock」（上鎖）按鈕，即可鎖上車門、
設定警報、收起車側後視鏡2並關上車窗。按一下「unlock」（解鎖）按鈕，即可展開車側後
視鏡、打開車頭近光燈並讓危險警告燈閃兩下。

•  「Remote Climate」（遠距空調）– 預先開啟 E-PACE 車艙的暖氣或冷氣，讓您與乘客一上
車就舒適無比。

•  「Beep/Flash」（嗶聲／閃光）– 此功能可打開 Jaguar 的危險警告燈和車頭近光燈，並發
出警示音，幫助您在擁擠的停車場中找到您的車輛。

•  「Journey Tracking」（行程追蹤）– 這項選用功能會自動記錄您的行程，包括您的行車路
線和里程統計數據。這些資訊可透過電子郵件匯出以製成開支報表，並可匯入試算表。

•  「Vehicle Status Check」（車輛狀態檢查）– 檢查目前的燃油油位和範圍，以及門窗的位置
和上鎖狀態。還可查看車輛最後的停放位置，方便您徒步走回車輛。

Jaguar 優化協助 – 只需按下頭頂控制台上的按鈕，或按下 InControl Remote 智慧型手機應用
程式中「Assistance」（協助）畫面上的按鈕，即會直接撥號給 Jaguar Assistance 團隊。

SOS 緊急通報 – 在發生嚴重事故時，SOS 緊急通報會自動與緊急應變團隊進行聯繫，並由該
團隊為您聯絡急救服務並告知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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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 PRO1

Navigation Pro 是 S、SE 和 HSE 車款的標準配備，可讓您儲存最愛的地點，利用縮放手勢進行
簡易地圖探索，以及顯示清晰的 2D 或 3D 地圖圖形。搭配 Connect Pro 組合使用，Navigation 
Pro 的功能可進一步增強。

CONNECT PRO 組合1 2

Connect Pro 組合包含 Pro 服務 Wi-Fi 熱點。其設計宗旨在提升您的車內和車外體驗，確保您與
乘客享受舒適的旅途，同時保持與外界的聯繫。

4G Wi-Fi1

4G Wi-Fi 熱點提供車內上網功能，最多可讓八台無線裝置同時在車內使用。乘客可在旅程中
透過車內的無線網路上網漫遊、工作、更新社群媒體及從事娛樂活動。

PRO 服務1

•  「Real Time Traffic Information」（即時路況資訊）– 透過即時路況資料饋送，提供您與目
的地之間的精確交通狀況。

•   「Online Search」（線上搜尋）– 不論您身在何處，都可搜尋附近地區的景點。此系統可
存取專業的目的地資訊、旅遊攻略和當地的線上旅遊回顧。

•   「Planning Routes and Door-to-Door Routing」（規劃路線和全程直達路線）– 在出發之前使 
用 Route Planner 應用程式或線上網站進行搜尋、儲存地點，或設定目的地。此應用程式會透
過雲端，將您的目的地自動傳送至車輛的導航螢幕。停車之後，Route Planner 應用程式將會 
引導您前往目的地（包括公共交通選項在內），提供名符其實的全程直達體驗。

•   「Share ETA」（分享預估抵達時間）– 您可根據導航指引系統計算的時間分享預計到達時
間，讓選定的聯絡人確切知道您何時抵達。如果您將要遲到，分享 ETA 會透過簡訊或電子郵
件傳送自動更新，您不必執行進一步動作。

•  「Satellite View」（衛星圖示）– 若您想要從空中查看周圍環境，只需切換至衛星圖示即可

•  「Commute Mode」（通勤模式）– 可讓系統學習您的通勤方式，不必輸入目的地即可根據即 
時與歷史交通流量自動告知預期的旅程時間。這套系統會學習您前往特定目的地的路線，並建
議最快的路線。此功能可依駕駛喜好開啟和關閉。

•   「Parking Service」（停車服務）– 您可在即將抵達目的地時查看哪裡有停車位。只要點選您
偏好的停車場，導航系統便會更新路線並引導您抵達該地。

•   「Online Routing」（線上路線規劃）– 系統會在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監視即時車流狀況並
將該時段的典型車流狀況納入考量，確保您以最佳路線行駛。

•   「Safety Cameras」（安全攝影機）– 安全攝影機可提醒您根據監測結果得出的交通事故易
發地點位置。

•   「Fuel Prices」（油價）– 當您需要加油時，油價服務不僅可為您找出沿途的加油站，還可進
行比價，幫您節省油費。

InControl Apps 必須從 Apple／Play Store 下載。

InControl 的功能、選項及供應狀況視市場而定，請向您的 Jaguar 經銷商查詢當地市場的供應狀況和完整項目。本文所含之 InControl 技術有關的資訊和影像，包括畫面或順序，可能因軟體更新、 
版本控制及其他系統／視覺異動而有不同。無法保證所有地點都具有行動網路連線能力。

選配功能

智慧型手機組合1

選配的智慧型手機組合可與 E-PACE 的資訊娛樂系統進行畫面共享，讓您在車內也能
與您的智慧型手機保持安全的連線。智慧型手機組合採用 Jaguar InControl Apps 技
術，可藉由 USB 纜線連接，在觸控螢幕上控制 AndroidTM 或 Apple® 智慧型手機上的
車輛優化應用程式，包括您的聯絡人、行事曆和音樂播放器。您亦可下載提供不同服
務的第三方應用程式。這些應用程式包括：

•   Spotify3 – 這個無縫整合的應用程式可讓您從音樂庫中存取超過 3000 萬首歌曲。
具備與 Spotify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相同的直覺操作介面，方便您搜尋歌曲、電台和
推薦，建立播放清單，並以離線模式存取您的音樂。只需使用現有的 Spotify Free 或 
Spotify Premium 帳號即可輕鬆登入。

•   Tile藍牙追蹤器4 – 幫助您在短短幾秒內找回遺失或遺忘的物品。小巧的藍牙追蹤器 
Tile 可貼在 您的鑰匙、皮夾或背包上。容易使用的 Tile 應用程式可幫助您找到那些
被您亂放的物品。您可隨時透過車上的觸控螢幕存取該應用程式，在上路前確認需
要的物品都 已帶上。

SECURE 追蹤器5

利用追蹤技術向您發出企圖竊車的警示，並向有關當局顯示您的車輛位置，以便及時
尋回。

1在 S、SE 和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  2部分功能需要搭有適當數據合約的合適 Micro SIM，在 Jaguar 經銷商告知使用期
限之後，還需要進一步訂購。  3請查詢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供應狀況。  4藍牙追蹤器 Tile 必須另外購買。2016 Tile Inc. 和 
Tile 設計為 Tile, Inc. 的商標。  5Secure 追蹤器需在 Jaguar 經銷商告知初始期限之後，另行訂購。

iPhone® 為 Apple Inc.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註冊的註冊商標。

請向您當地的 Jaguar 經銷商查詢，確認 iPhone 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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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UAR 音響系統
透過六個喇叭營造卓越聲程範圍。

MERIDIAN™ 音響系統1

透過 11 支精心配置的喇叭（包括一支雙聲道低音揚聲器）呈現清澈的高音和深沉飽滿的低
音，詮釋不同凡「響」的細膩清晰度。

數位音響廣播（DAB）收音機2

選配的 DAB 收音機不僅音質大為提升，還提供多種電台選擇，並可顯示電台即時文字資訊，
以及您正在聆聽的節目與歌曲。

MERIDIAN 環繞音響系統2

透過 15 支精心配置並運用 Trifield™ 技術完美整合的前置、側置和後置喇叭（包括一支雙聲道
低音揚聲器）呈現親臨現場般的飽滿清晰聲音。Meridian 獨家的 Trifield 技術可完美融合中央及
環繞聲道與左、右聲道，確保每位乘客都能獲得最優質且一致的音響體驗。

音響

車艙是盡情享受個人音樂愛好的理想場所，Jaguar E-PACE 為您提供三種不同配置的音響系統，帶來生動逼真的音樂體驗：

支喇叭

低音揚聲器

1在 SE 和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  2選配。

獨家 MERIDIAN 技術 喇叭組數 瓦

JAGUAR 音響 N/A 6 125

MERIDIAN™ 音響 11 380

MERIDIAN™ 環繞音響 15 825

數位訊號處理
將音響系統的所有元素匯集在一起，營造出大型喇叭才有的音效表現。

MERIDIAN 音場修正技術
Meridian 音場修正技術的先進演算法可按照 E-PACE 的內裝精準打造最 
佳音效體驗。

MERIDIAN 數位振動成形技術
為保有錄音的品質，音訊會被轉換成常見的數位格式。Meridian 數位振動成
形技術可確保數位訊號的轉換穩定順暢，並保留住原有音訊的每一個聲音細
節。使音樂真實不失真，猶如聆聽原始錄音版本般感動。

TRIFIELD
Meridian 獨家的 Trifield 技術可完美融合中央及環繞聲道與左、右聲道， 
確保每位乘客都能獲得如現場演奏般的音響體驗。

MERIDIAN
於 1977 年在英國劍橋郡創立的 Meridian 公司是 Jaguar 的音響設備合作夥伴，該公司率先
開發包括主動式喇叭及世界首創數位環繞音響處理器在內的多項創舉。在 Meridian 專業音響
技術的加持下，Jaguar E-PACE 得以營造出擁有絕佳音質體驗的駕乘空間。Meridian 音場修
正技術可用於分析車艙形狀、音效和共振特性，以消除不想要的聲音。先進的演算法可使音
樂的節奏和節拍精準呈現，讓車內的所有乘客都能獲得品質一致的音響體驗。

Meridian 是 Meridian Audio Ltd. 的註冊商標。Trifield 和「三田」裝置是 Trifield Productions Ltd. 的商標。功能及其供應狀況可能視車輛
規格和市場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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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駕控更輕鬆
從評估市區車流或高速公路路況，到為您與乘客提供額外的安全防護，本車款提供眾多創新技術做為標準配備、 
選配或是選配組合的一部分。無論選擇為何，您都會發現每個功能皆經過精心設計與巧思打造，為您提升駕馭車 
輛的享受與樂趣。

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上網搜尋「Jaguar E-PACE 駕駛輔助」。

駕駛套件1

讓您的每一趟旅途更加安全且輕鬆。駕駛套件包含： 

主動式定速巡航含車距控制系統可在您於高速公路上定速行駛或行駛於移動緩慢的
車流中時，在前車變慢或停止的情況下，讓您的愛車與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若
前方車輛完全停止，您的車輛也會平穩停止。車流開始移動後，只需碰觸油門，主 
動定速巡航控制系統即會恢復行駛，跟隨前方車輛繼續移動。在每小時 16 公里到
高速 公路最高限速之間都可啟動此系統。 

高速緊急煞車系統會偵測可能與前方車輛發生碰撞的情況並提前發出警告，提醒 
駕駛煞車。若駕駛人未做出反應，車輛即會施用煞車來協助降低可能撞擊的嚴重 
程度。高速緊急煞車系統會在時速每小時 10 公里至 160 公里的範圍內做好準備
並主動運作。

盲點偵測輔助系統會在另一部車輛駛入或是快速接近您的盲點時發出警示。當偵測
到車輛時，相應的車側後視鏡內會亮起警告燈。如您的行進方向有障礙物時，警告
燈將會閃爍，以提醒您有潛在的危險。如您繼續變換車道，此系統會提供準確計算
的轉向扭力，引導您的車輛安全地避開來車。

駕駛輔助

標配功能
•  緊急煞車（請參閱第 30 頁）

•  車道維持輔助會偵測車輛不慎偏移車道狀況，並將其和
緩轉回正常車道。

•  駕駛注意力監控系統會偵測您是否開始感到困倦，並在
您需 要休息時提早發出警告。

•  定速巡航和車速限制器

•  前後方停車輔助

•  倒車攝影機

含車流協助的主動定速控制系統

1在 SE 和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僅適用於選配自動明暗電動收折車外後視鏡的車型。僅限搭配自動變速箱的車型。  2在 S、SE 和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 
3僅適用於選配自動明暗電動收折車外後視鏡的車型。

展示車輛：E-PACE R-DYNAMIC SE，車色為玉龍白，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停車套件2

選配的停車套件可讓您安全自如地進出狹窄空間，以及在視線遭到建築物或其他
車 輛阻擋的車流中駕駛。其具體功能如下：

後方路況監視器在您需要從停車場倒車駛出時尤其實用。這套系統會在車輛、行 
人或其他危險逼近車身任一側時發出警告。警示包括音訊和視訊兩種警告，讓您 
即使視線受阻也能掌握後方狀況。

停車輔助系統可將座車駛入適當空間，讓平行停車和垂直停車前所未見地容易。 
只需選擇適當檔位，並以煞車和油門踏板控制車速即可完成。圖示和通知會於操 
縱時全程提供指引。停車輔助也能帶領您駛離停車空間，拋開所有停車壓力。

360°停車輔助功能可讓您充滿自信地在狹窄的空間中操控車輛。位於車輛周圍
的感測器會在選擇倒車檔時自動觸發，或者也可以手動啟動，觸發或啟動後，觸
控螢幕上會出現車輛的圖像式俯視畫面。當您停車時，觸控螢幕和聲音回饋會指
出您與障礙物的距離。

技術

選配功能
360°環景攝影系統3利用車身周圍隱密安裝的四顆數位鏡
頭，在觸控螢幕上顯示 360°的俯視畫面。透過同時顯示的
多種視角，讓您能更輕鬆地完成路邊停車或進出狹小空間與
路口等各種操控動作。這款整合式的攝影系統還可在拖曳時
提供協助。

後方路況監視器 360°環景攝影系統

| 27

目錄 個人化選擇 全國經銷商

簡介 設計 性能 技術 安全性 實用性 JAGUAR 的世界

https://www.jaguar.tw/dealer-locator 


效能技術

永續結構
Jaguar Land Rover 秉持「生命永續」理念，致力於開創使用更多永續材料、產生更
少廢氣及使用更少天然資源的車輛。E-PACE 在研發過程中納入完整的生命週期評
估，其設計初衷是使車輛在報廢時的材料回收／重複使用率達到百分之 85，整體回
收率達到百分之 95。

我們盡可能採用回收材料打造 E-PACE。每輛車均使用多達 10 公斤的回收塑料，等
同於 769 個小塑膠水瓶。使用回收材料製造 E-PACE 意味著在其整個生命週期中，
可為垃圾掩埋場減少約 6,290 噸的塑膠垃圾量。含有回收塑料的零件包括車底板托
架基座、輪拱內襯和接線盒蓋。

引擎製造中心
Jaguar Land Rover 的引擎製造中心遵照最高的環境標準（BREEAM Excellent）建
立，設有英國最大的屋頂太陽能板，所有 E-PACE 引擎均是在此開發打造。這裡安
裝了至少 22,600 片太陽能板，可產生多達 620 萬瓦的電力（足以為 1.600 戶家庭
供電），本中心超過百分之 30 的能源皆由這些太陽能板供應，每年可幫廠區節省
超過 2,400噸的碳足跡。

先進空氣動力學
E-PACE 的流線型外觀設計可引導氣流沿著後輪流過，有助減少亂流。平滑的底板經
過詳盡的測試，以達成完美空氣流動效率為目標。17 吋空氣動力車輪專為降低空氣
阻力而設計，以在空氣中順利推進。

保險桿下進氣孔可將氣流從前擾流板中的管道輸送至內輪拱，優化通過前輪的氣
流，使 E-PACE 得以有效劈開前方氣流並改善燃油效率。位於前水箱護罩上、下方
的兩個智慧型主動式葉片會在必要時打開，引入涼爽的空氣，若無需要則盡可能保
持關閉。

後保險桿下方的導氣片可將車尾的氣流引開，降低阻力，從而減少 CO2（二氧化
碳）排放。同時有助保持後擋風玻璃和車燈乾淨。

ECO MODE（省油模式）
ECO MODE（省油模式）可降低油門靈敏度、選擇更具經濟效益的引擎對應；如果
是手動換檔的車輛，還會通知換檔，藉以在駕駛時提高省油能力。此模式也會盡量
降低空調與音響系統對於引擎所施加的能源需求，進而降低油耗。觸控螢幕則會顯
示車輛資料和駕馭指引。

技術

展示的內裝為 ECO MODE （省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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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安全穩定

為做到最佳安全防護，E-PACE 經過精心設計，納入豐富的功能，除了能為您與乘客提供保護，還能主動協助預防意外發生。
四輪驅動（AWD）能力讓您不論在何種天候或環境中行駛都能穩抓路面，行車安如泰山。

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上網搜尋「Jaguar E-PACE 安全性」。

車身動態穩定控制系統（DSC）可監控 E-PACE 的動態行為，並介入以提升車輛穩定
度。DSC 能降低引擎扭力，將煞車施加到合適的車輪，抵消轉向不足或轉向過度的情況， 
進而修正車輛的行進方向。

電子循跡控制系統（ETC）可控制車輪打滑空轉，優化車輛的循跡防滑能力和穩定性。ETC 
系統可減少輸出給空轉車輪的扭力，並在必要時對車輪施加煞車。

引擎扭力控制（EDC）能避免在滑溜路況下，因施加強烈引擎煞車而導致車輪鎖死的情 況。
此功能可視需要短暫地增加對於驅動輪的扭力。

上坡起步輔助 （HSA ）可確保汽車於斜坡上起步時不致倒退 。

彎道煞車輔助系統（CBC）可在車輛於過彎施加煞車及到達抓地力極限時，自動調整施加 
至各車輪的煞車力。在這種情況下，此系統可改變施加至各車輪的煞車力，防止車輪鎖死 
及打滑。

車身防翻滾控制系統（RSC）與 DSC 整合，可降低車輛翻覆的可能性，並在閃避障礙物時提
供靈活度和操控性。此系統能監控車輛的動作和過彎力量，以偵測任何潛在的翻覆危險。若
偵測到風險，即會對前輪外側施加煞車，減少可能造成翻覆的力量。

緊急煞車強度輔助系統（EBA）可在您快速施加煞車但力量不足以使車輛完全停止時作動。
因此它會透過 ABS 加大煞車壓力，確保車輛能及時停下。緊急停車信號系統會在緊急煞車
期間自動啟動危險警告燈，協助降低碰撞風險。

煞車防鎖死系統（ABS）可讓車輛在煞車時保持與路面的牽引力，並能防止車輪鎖死， 
從而維持車輛的操控性。此系統亦有助縮短煞車距離。

電子煞車分配控制系統（EBD）可自動調整施加至各軸的煞車力，以將煞車距離縮到最短，
同時維持車輛的穩定性與操控性。

緊急煞車輔助系統有助預防與其他車輛或行人發生碰撞。如果偵測到前方可能發生碰撞，系
統便會顯示警告，給您採取行動的時間。汽車前方的攝影機會以每小時 5 公里到 80 公里的
速度來監控前方碰撞情形，並以每小時 5 公里到 60 公里的速度監控行人。如果預料仍會發
生碰撞但是您未做反應，這套系統即會施加煞車以協助降低可能撞擊的嚴重程度。

緊急煞車燈（EBL）會由危險警告燈啟動，以在您突然煞車時提醒後方車輛。

安全性

*視市場而定。

展示車輛：E-PACE R-DYNAMIC SE，車色為玉龍白，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30 |

安全車體結構
為提供最佳安全性，E-PACE 的超高強度安全鋼骨車體結構會在您與乘客周圍
形成堅固的防護罩。

行人防護氣囊和引擎蓋抬升系統*

保險桿中的感測器會在發生撞擊時觸發引擎蓋下方的安全氣囊。此行為
會推升引擎蓋，展開外部氣囊來保護行人或單車騎士，避免其撞擊擋風
玻璃。

安全帶預緊裝置
萬一發生碰撞，安全帶預緊裝置會在幾分之一秒內啟動，保護您
與家人的安全。突然減速會觸發安全帶機制中的活塞，可瞬間縮
緊安全帶，將乘客拉向座椅。

ISOFIX 與氣囊
為提高安全性，我們在後座的兩側各安裝了兩個適用嬰兒／兒童
座椅固定裝置的 ISOFIX 固定點，並標配全方位六氣囊系統，包括
駕駛與乘客氣囊、側邊簾式氣囊與胸部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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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光亮的照明，更安全的夜間駕駛

環繞式LED 頭燈為 E-PACE 的標準配備。LED 燈組採用專門設計，具備與車輛同樣長久的使
用壽命，而且使用更少能源，能夠發揮更優異的節能表現。其產生的光線品質接近於日光， 
有助減少夜間駕車的疲勞感。

選配的頭燈附有經典日間行車燈1（DRL），展現搶眼醒目的外型。指示時，選配的靜態彎道
燈2會在車速低於 70 公里／小時的情況下運作，照亮路面或您要轉入的車道。選配的自動遠
光燈輔助系統3（AHBA）會在偵測到對向來車及前方車輛的燈光時，自動調低遠光燈照射角
度，讓夜間行車更加輕鬆安全。

選配的矩陣式 LED 頭燈可主動調整頭燈光束，將遠光燈分散成縱向的光條，增加來車周遭的
遠光燈光束以達成最佳能見度，並在來車前方投射陰影以防止眩光。主動調整頭燈功能還能
根據城鎮、鄉村、高速公路或壞天氣等行車條件，最佳化光線的分配。選配的矩陣式頭燈附
有動態方向指示燈，可縮短其他用路人辨識您車輛待行進方向的時間。

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上網搜尋「Jaguar E-PACE 安全性」。

1在 S、SE 和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  2在配備矩陣式 LED 頭燈的車型上為標配。  3在 SE 和 HSE 規格組合的車型上為標配。

展示車輛 ：E-PACE S ，車色為布拉斯卡灰 ，搭載選配功能 （視市場而定）

頭燈結構

頭燈罩

矩陣式 LED 頭燈
此系統由 20 顆與感測器（負責監視車輛周圍狀況）連結的 
LED 燈組成。每一顆 LED 燈都能單獨開啟、關閉或調暗，
以根據不同情況調整光束的長度和分配。

LED 燈關閉 LED 燈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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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性

物歸其所
E-PACE 擁有領先同級的優越置物空間。中央扶手提供深度足夠的置物空間，採用可拆式杯架，營造高度靈活空間，方便用來放置 小
桌子或四個平放的 750 ml 飲料瓶。控制台內設有一個 12V 插座和兩個 USB 插槽，可用於充電，中央扶手後側可裝設三個選配的 
USB 插槽，供後座乘客使用。扶手置物盒的底板亦具有平板固定功能，能用於固定充電中的裝置

展示的內裝：E-PACE HSE ，配備淺牡蠣灰溫莎皮革座椅及檀木黑／淺牡蠣灰內裝和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杯架之間設有一個智慧型手機架，讓乘客能在不妨礙杯架使用的情況下為手機充電。杯架上方是一個可拆卸的蓋子，可用於收納硬幣和 
鑰匙，同時提供手機固定功能。大型手套箱可容納所有您想就近取得的必需品，非常實用方便。兩個前座車門的置物空間不但具有充足深
度，而且設計巧妙，可容納各種物品，例如手機、罐裝飲料和一瓶 1.5 公升的水。

實用性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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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車輛：E-PACE S，車色為布拉斯卡灰，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實用性

拖曳掛鉤輔助便利式手環鑰匙

1詳情請諮詢您當地的 Jaguar 經銷商。  2選購拖吊桿和 360°環繞攝影機的車型為標配。

實用設計

便利式手環鑰匙是您從事探險活動的理想良伴。E-PACE 亦具有高達 1,800 公斤的拖曳能力，
以及一系列可增加拖曳便利性和穩妥性的功能。

便利式手環鑰匙
選配的便利式手環鑰匙可讓您安心地把車鑰匙留在車內，盡情享受最愛的活動。您可將便利
式手環鑰匙戴在手腕上，增加使用便利性。配備的腕帶既耐用又防水，可讓您從事騎車、游
泳等多 種活動。只要把便利式手環鑰匙靠近尾門的感測器1，即可將車輛上鎖或解鎖，以及
停用或啟 用傳統鑰匙。

電動展開式拖吊桿
可以透過行李廂中的便利按鈕，或透過觸控螢幕來展開這套選配系統。

拖車燈測試
此功能可讓您不必離開座車即可測試拖車燈。若已安裝選用的電動展開式拖吊桿，便會使用
自動系統，透過觸控螢幕或行李廂的按鈕按次序觸發脈衝燈光。

拖曳掛鉤輔助
拖曳掛鉤輔助系統2透過視覺化呈現掛鉤過程，簡化拖車與車輛的連接作業。此系統會在觸控 
螢幕上顯示車輛拖曳球朝拖車拖吊桿移動的預測路徑。

拖曳輔助
拖曳輔助系統2可預測拖車方向以輔助倒車。此系統會在觸控螢幕上以彩色軌跡線顯示預測的 
車輛和拖車路線。為取得精準的導引，您甚至可以選擇拖車寬度。

拖車穩定輔助
拖車穩定輔助（TSA）可在拖曳時提供更大的穩定性。若 TSA 偵測到危險的拖車擺動狀況正 
在形成，它能降低引擎動力以讓 E-PACE 逐漸減速，並在車輛的每一側個別施加煞車以控制
擺動，協助您重新掌控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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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全世界一起走

不論您想去哪裡，需要帶上什麼東西，E-PACE 都能輕鬆優雅地護送您與隨身物
品抵達目的地。

當您手上抱滿物品，選配的感應式電動啟閉尾門*能讓您無須用手即可開啟行李
廂。 只要把腳放在 E-PACE 的任何一個車尾下方，尾門就會開啟或關閉。

E-PACE 行李廂的寬度達 1.3 公尺，能提供極大的載物空間，即使較長的物品也
能輕鬆放入，包括收折好的手推車。由於行李廂容量高達 577 公升，您可以輕
鬆放入兩件中型行李箱和三件「登機手提」尺寸的行李箱。

機動性高的 60:40 摺疊後座座椅為標準配備，方便您攜帶最長 1,568 公釐的物
品，同時還可讓後座乘坐一或兩名乘客。若要裝載如家具等大體積物品，將第二
排座椅完全放倒可創造 1,234 公升的空間。容易使用的選配軌道和隔網有助增添
裝載空間的使用靈活性，同時防止物品掉落後座。

*包含在 HSE 規格組合之內，其餘車型為選配。

展示車輛：E-PACE S，車色為布拉斯卡灰，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動作感測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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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CE 規格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在這裡，您能讓「我們的」E-PACE 變成「您的」E-PACE。我們提供眾多選項；您可選擇 E-PACE 或 
E-PACE R-Dynamic、引擎和規格組合、外觀和內裝顏色，以及車輪和各種細部裝飾，創造專屬於您的愛車。
您還可以造訪 Jaguar.com，利用我們的線上配置網站，設計及打造符合您完美理想的 E-PACE

第 42 頁

如您想要由我們的設計師為您選擇您的  
Jaguar E-PACE 功能，請前往第 42 頁， 
查看我們的 First Edition 車型。

如您想要自行指定，請前往第 44 頁比較 E-PACE 
和 E-PACE R-Dynamic 的標配功能。

第 46 頁

您可以從一系列高效率與高性能的汽油或柴油
引擎中盡情挑選。

第 48 頁

為了讓您在選擇時更輕鬆，我們提供 S、SE 或 
HSE 三種規格組合供您選擇加裝。

選擇您的

車款
選擇您的

引擎
選擇您的

規格組合

規格40 |

第 50 頁

我們提供豐富的外觀選項供您挑選，讓您充分展現 
個人特色，包括車頂樣式、烤漆顏色、外觀黑色套
件及車輪等。

選擇您的

外觀
第 58 頁

選好座椅樣式後，請選擇您偏好的配色。

第 66 頁

您可以從豐富多樣的原廠安裝配件中挑選，打造
符合您需求的理想座駕。我們亦提供一系列可由 
Jaguar 經銷商為您安裝的配件。

選擇您的

內裝

選擇您的 

加價選購配備與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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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於第一年生產的 First Edition 年式車款擁有獨家設計細節，包括火山紅烤漆*和 20 吋 6 輻雙
肋「6014 式」緞光灰鑽石車削表面合金車輪。高規格的外觀特色則包括黑色套件和標配的固定
式全景天窗。

內裝的獨家檀木黑溫莎皮革搭配焰紅雙針對比色縫線、地毯墊和具有標誌的金屬車門門檻飾
板，都是專屬於 First Edition 車款的獨特細節。車頂內篷全部鋪上高規格麂皮，與抬頭顯示系統
均為標準配備。

First Edition 車款除了擁有 R-Dynamic SE 的全部功能（請參閱第 45 和 49 頁），還具備以下標
準配置：

外部配置
• 固定式全景天窗 • 外觀黑色套件 • 20 吋 6 輻雙肋「6014 式」緞光灰鑽石車削表面合金車輪

內裝特色
• First Edition 地毯墊 • 具有 First Edition 標誌的金屬車門門檻飾板 • First Edition 檀木黑溫莎皮
革 座椅（焰紅色縫線） • 18 段具記憶功能的加熱前座椅 • 檀木黑麂皮車頂內篷 • 可調式車室
情境照明 • 附行李固定套件的行李箱儲物軌道 • 額外的電源插槽 • 抬頭顯示系統 • 便利式手環
鑰匙 • 感應式電動啟閉尾門 • 免持鑰匙進入

賽道模式
• 可調式賽道模式

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上網搜尋「Jaguar E-PACE First Edition」。

選擇您的車款

FIRST EDITION

*所述的 First Edition 獨家規格可能在第二年和後續年式個別或一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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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CE R-DYNAMIC

E-PACE

選擇您的

車款

規格

外部配置

鍍鉻側出風口

緞光黑窗框

加熱車側後視鏡

雨滴感應式雨刷

含飾板的雙排氣尾管1

尾門擾流板

加熱後車窗

LED 頭燈

LED 尾燈

後霧燈

自動頭燈

3 閃車道變換指示燈

頭燈延遲照明

車輪與輪胎

17 吋 10 輻「1005 式」合金車輪

輪胎修補系統

胎壓偵測系統（TPMS）

內裝特色

雙區空調控制

中央扶手置物盒

前座含蓋雙杯架

附扶手的中央控制台

附照明化妝鏡的遮陽板

第二排出風口

頭頂照明中控

座椅與內裝邊飾

織布座椅

8 段式手動前座椅

皮革方向盤

Morzine 車頂內篷

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含 Jaguar 字樣的金屬車門防撞條

60:40 分離式摺疊後座椅

賽道模式

全地面行進控制2（ASPC）

上坡起步輔助

JaguarDrive 行車模式切換功能

電子動力輔助轉向（EPAS）

煞車控制扭力轉換系統3（TVbB）

車身動態穩定和電子循跡控制系統

電子式駐車（EPB）

低摩擦力起步2

熄火╱啟動

免持鑰匙啟動

資訊娛樂

10 吋 Touch Pro

5 吋顯示幕的儀錶板

遙控器

Jaguar 音響系統 – 125W

AM／FM 收音機

動態音量控制

Bluetooth® 連線能力

語音控制

電源插槽 – 4 個 12V 電源插槽和 2 個 USB 充電
插槽

ECO 駕駛風格輔助

行車電腦

駕駛輔助

緊急煞車系統

定速巡航和車速限制器

駕駛注意力監控系統

車道維持輔助

前後方停車輔助

倒車攝影機

安全性

煞車防鎖死系統（ABS）

行人防護氣囊系統

電子煞車分配控制系統（EBD）

緊急煞車強度輔助系統（EBA）

前氣囊，含乘客座椅使用狀態偵測器

前側邊氣囊

車側全尺寸氣簾

週邊警報與禁制起動器

可調式自動鎖

後座 ISOFIX

電動兒童鎖

安全帶提示

被動式前座頭枕

便利性

行李廂蓋板 

行李廂彈力側帶 

行李廂燈 

行李廂行李固定裝置 

行李廂掛勾 

行李廂儲物網 

手動尾門

E-PACE R-DYNAMIC 其他標配功能

E-PACE 和 E-PACE R-DYNAMIC 標配功能

選定 R-DYNAMIC 時

R-Dynamic 車身套件（獨特前保險桿和亮澤黑表面前
水箱護罩）

R-Dynamic 軟質真皮方向盤和換檔撥片2

含飾板的雙排氣尾管

採用對比色縫線的檀木黑運動網布座椅

前霧燈

緞光鍍鉻側出風口

緞光鍍鉻飾框的亮澤黑水箱護罩

亮色金屬撥片

含 R-Dynamic 字樣的金屬車門防撞條

檀木黑車頂內篷

1配備 150PS 和 180PS 引擎的車型為選配。  2僅限配備自動變速箱的車型。  3僅限 AWD 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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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的

引擎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規格

柴油

驅動系統、引擎性能和油耗表現
功率（馬力） D150 D180 D240
變速箱 手動 手動 自動 手動 自動 自動

驅動系統 前輪驅動（FWD） 四輪驅動（AWD） 四輪驅動（AWD） 四輪驅動（AWD） 四輪驅動（AWD） 四輪驅動（AWD）

最大功率 PS/rpm 150/3,500 150/3,500 150/3,500 180/4,000 180/4,000 240/4,000

最大扭力 Nm／rpm 380/1,750 380/1,750 380/1,750 430/1,750 430/1,750 500/1,500

容量 cc 1,999 1,999 1,999 1,999 1,999 1,999

汽缸數 4 4 4 4 4 4

汽缸配置 直列 直列 直列 直列 直列 直列

性能

最大速度  公里／小時 199 194 193 207 205 224

加速度（秒） 0 至 100 公里／小時 10.1 10.7 10.5 9.9 9.3 7.4

油耗表現

市區 km/L 17.86 16.67 15.38 16.67 15.38 13.89

非市區 km/L 23.81 20.83 19.61 20.83 19.61 18.18

綜合 km/L 21.28 19.23 17.86 19.23 17.86 16.13

CO2（二氧化碳）市區排放量 公克／公里 145 157 170 157 170 190

CO2（二氧化碳）非市區排放量 公克／公里 111 125 134 125 134 146

CO2（二氧化碳）綜合排放量 公克／公里 124* 137 147 137 147 162

*若有安裝 17 吋合金輪圈。

D240 和 P300 引擎必須搭配 S、SE 或 HSE 規格組合。手動變速箱不適用 SE 和 HSE 規格組合。歐盟官方測試數據。僅供對照比較。實際數據可能不同。

46 |

汽油

驅動系統、引擎性能和油耗表現
功率（馬力） P250 P300
變速箱 自動 自動

驅動系統 四輪驅動（AWD） 四輪驅動（AWD）

最大功率 PS/rpm 249/5,500 300/5,500

最大扭力 Nm／rpm 365/1,200-4,500 400/1,200-4,500

容量 cc 1,998 1,998

汽缸數 4 4

汽缸配置 直列 直列

性能

最大速度 公里／小時 230 243

加速度（秒） 0 至 100 公里／小時 7.0 6.4

油耗表現

市區 km/L 10.53 10.31

非市區 km/L 15.15 14.29

綜合 km/L 12.99 12.5

CO2（二氧化碳）市區排放量 公克／公里 216 220

CO2（二氧化碳）非市區排放量 公克／公里 150 158

CO2（二氧化碳）綜合排放量 公克／公里 17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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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選擇您的

規格組合

S SE HSE

R-DYNAMIC S R-DYNAMIC SE R-DYNAMIC 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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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E HSE
車外照明

LED 頭燈和經典日間行車燈 LED 頭燈和經典日間行車燈 

自動遠光燈輔助（AHBA）

LED 頭燈和經典日間行車燈 

自動遠光燈輔助（AHBA）

車輪

18 吋 9 輻「9008 式」

選定 R-Dynamic 時：18 吋 5 輻「5048 式」

19 吋 10 輻「1039 式」

選定 R-Dynamic 時：19 吋 5 輻「5049 式」

20 吋 5 輻「5054 式」

選定 R-Dynamic 時：20 吋多輻式雙肋輪「5051 式」，搭配緞光
灰鑽石車削表面

便利性

自動防眩車內後視鏡

具自動防眩、電動收折和加熱功能的車側後視鏡，並附照地燈

自動防眩車內後視鏡  
自動防眩、電動收折、加熱車側後視鏡，含記憶功能及照地燈  
電動啟閉尾門 

自動防眩車側後視鏡 

自動防眩、電動收折、加熱車側後視鏡，含記憶功能及照地燈 

感應式電動啟閉尾門 

免持鑰匙進入

座椅

真皮皮椅

10 段式電動前座椅

選定 R-Dynamic 時：採對比色縫線的真皮皮椅

真皮皮椅

14 段式電動記憶前座椅

選定 R-Dynamic 時：採對比色縫線的真皮皮椅

孔網狀溫莎皮椅

18 段式電動記憶前座椅

選定 R-Dynamic 時：採用對比色縫線的孔網狀溫莎皮椅

資訊娛樂

Navigation Pro

Connect Pro 組合包含 Pro 服務 Wi-Fi 熱點

智慧型手機組合包含 InControl Apps

Navigation Pro

Connect Pro 組合包含 Pro 服務 Wi-Fi 熱點

智慧型手機組合包含 InControl Apps

Meridian™ 音響系統 – 380W

Navigation Pro

Connect Pro 組合包含 Pro 服務 Wi-Fi 熱點

智慧型手機組合包含 InControl Apps

Meridian™ 音響系統 – 380W

12.3 吋互動式駕駛顯示器

駕駛輔助

交通號誌辨識和主動車速限制器

停車套件包含 360°停車輔助、後方路況監視器和停車輔助

交通號誌辨識和主動車速限制器

停車套件包含 360°停車輔助、後方路況監視器和停車輔助  

駕駛套件包含主動式定速巡航含車距控制系統、高速緊急煞車系統和
盲點偵測警示系統

交通號誌辨識和主動車速限制器

停車套件包含 360°停車輔助、後方路況監視器和停車輔助  

駕駛套件包含主動式定速巡航含車距控制系統、高速緊急煞車系統和
盲點偵測警示系統

目錄 個人化選擇 全國經銷商

車款 引擎 規格組合 外觀 內裝 配件與 JAGUAR 排檔 技術規格 特殊車輛作業

https://www.jaguar.tw/dealer-locator 


選擇您的

外觀

選擇您的車頂

黑色對比車頂* 

（選配）
車身同色車頂 
（標配）

黑色對比固定式全景天窗* 

（選配）
車身同色固定式全景天窗 
（選配）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不提供聖托里尼黑或費拉隆珍珠黑外觀顏色。

展示車輛：E-PACE R-DYNAMIC SE，車色為玉龍白，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規格

選擇您的顏色

車身顏色：富士白 
(純色）

車頂顏色：黑 車身顏色：玉龍白 
(金屬色）

車頂顏色：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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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外觀

車身顏色：布拉斯卡灰 
（金屬色）

車頂顏色：黑

車身顏色：科里斯灰 
（金屬色）

車頂顏色：黑 車身顏色：印度銀 
（金屬色）

車頂顏色：黑

車身顏色：聖托里尼黑* 

（金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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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顏色：佛羅倫斯紅 
（金屬色）

車頂顏色：黑

車身顏色：銫藍 
（金屬色）

車頂顏色：黑 車身顏色：矽銀 
（頂級金屬色）

車頂顏色：黑

車身顏色：費拉隆珍珠黑* 

（頂級金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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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黑色套件

選配的黑色套件可營造強烈視覺效果。此套件含有亮澤黑水箱護罩和飾框、側通風口及窗 
框。結合選配的 20 吋 5 輻雙肋「5051 式」合金車輪，使整體造型更臻完美。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外觀

展示車輛為 E-PACE S，車色為布拉斯卡灰，搭載選配功能

54 |

目錄 個人化選擇 全國經銷商

車款 引擎 規格組合 外觀 內裝 配件與 JAGUAR 排檔 技術規格 特殊車輛作業

https://www.jaguar.tw/dealer-locator 
http://jaguar.com


規格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車輪

選擇您的

外觀

17 吋 10 輻「1005 式」
在 E-PACE 上為標配

17 吋 10 輻「1005 式」
在 E-PACE R-Dynamic 上為標配

18 吋 9 輻「9008 式」
在 E-PACE S 上為標配

18 吋 5 輻「5048 式」
在 E-PACE R-Dynamic S 上為標配

標配與選配

56 |
*僅限配備 D150 和 D180 引擎的車型。 
**2018 年 4 月起提供。僅限選配主動動態系統的車型。

20 吋 5 輻「5054 式」
在 E-PACE HSE 上為標配

20 吋 5 輻雙肋「5051 式」 
，搭配緞光灰鑽石車削表面

在 E-PACE R-Dynamic HSE 上為標配

19 吋 5 輻雙肋「5049 式」，搭配緞光深灰表面

19 吋 10 輻「1039 式」
在 E-PACE SE 上為標配

21 吋 5 輻雙肋「5053 式」，搭配緞光灰鑽石車削
表面**

19 吋 5 輻「5049 式」
在 E-PACE R-Dynamic SE 上為標配

20 吋 5 輻雙肋「5051 式」搭配亮澤黑表面 

選配

17 吋 10 輻「1037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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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內裝

規格

織布 運動網布

真皮皮革 真皮皮革

溫莎皮革 溫莎皮革

E-PACE E-PACE R-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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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的座椅材質與功能

座椅樣式 8 段式手動前座椅 10 段式電動前座椅 14 段式電動前座椅 18 段式電動前座椅

E-PACE 2 7 7 7

E-PACE R-Dynamic 2 7 7 7

動作

向前／向後 手動（2） 電動（2） 電動（2） 電動（2）

椅墊高度 手動（2） 電動（2） 電動（2） 電動（2）

椅墊傾斜 電動（2） 電動（2） 電動（2）

椅墊延伸 電動（2）

斜仰 手動（2） 電動（2） 電動（2） 電動（2）

腰靠 電動（4） 電動（4）

靠墊 電動（2）

頭枕高度 手動（2） 手動（2） 手動（2） 手動（2）

功能

駕駛與乘客記憶 — — 2 2

後座中央扶手 — 2 2 2

選配功能

前座加熱 7 7 7 7

加熱前座和後座 7 7 7 7

加熱和冷卻前座與加熱後座 — — — 7

材料

織布（在 E-PACE 上為標配） 2 — — —

運動網布（在 E-PACE R-Dynamic 上為標配） 2 — — —

真皮皮革 — 2 2 —

溫莎皮革 — — — 2

供應狀況

E-PACE 2 7 7 7

S — 2 7 7

SE — — 2 7

HSE — — — 2

2 標配   7 選配   — 不提供

目錄 個人化選擇 全國經銷商

車款 引擎 規格組合 外觀 內裝 配件與 JAGUAR 排檔 技術規格 特殊車輛作業

https://www.jaguar.tw/dealer-locator 
http://jaguar.com


內裝配色 縫線 座椅材質 車頂內篷 上層面板 中間門捲 地墊

E-PACE

A 檀木黑／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織布 淺牡蠣灰1 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

B 檀木黑／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真皮皮革 淺牡蠣灰1 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

C 月光色 /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真皮皮革 淺牡蠣灰1 月光色 淺牡蠣灰 月光色

D 檀木黑／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溫莎皮革 淺牡蠣灰1 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

E 月光色 /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溫莎皮革 淺牡蠣灰1 月光色 淺牡蠣灰 月光色

F 檀木黑 /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溫莎皮革 淺牡蠣灰1 檀木黑 淺牡蠣灰 檀木黑

G 檀木黑 / 磚紅棕 磚紅棕 磚紅棕溫莎皮革 淺牡蠣灰1 檀木黑 磚紅棕 檀木黑

E-PACE R-DYNAMIC

H 檀木黑／檀木黑 淺牡蠣灰 檀木黑運動網布 檀木黑2 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

I 檀木黑 / 檀木黑 淺牡蠣灰 檀木黑真皮皮革 檀木黑2 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

J 檀木黑 / 檀木黑 漢斯藍 檀木黑真皮皮革 檀木黑2 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

K 檀木黑 /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真皮皮革 檀木黑2 檀木黑 淺牡蠣灰 檀木黑

L 檀木黑 / 檀木黑 淺牡蠣灰 檀木黑溫莎皮革 檀木黑2 檀木黑 檀木黑 檀木黑

M 檀木黑 /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 淺牡蠣灰溫莎皮革 檀木黑2 檀木黑 淺牡蠣灰 檀木黑

N 檀木黑 / 火星紅 紅 火星紅溫莎皮革 檀木黑2 檀木黑 火星紅 檀木黑

O 檀木黑 / 日蝕紋 漢斯藍 日蝕紋溫莎皮革 檀木黑2 檀木黑 日蝕紋 檀木黑

規格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內裝

選擇您的內裝顏色組合

1可選配檀木黑車內頂篷。   2可選配淺牡蠣灰車內頂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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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E-PACE 內裝顏色組合

C. 月光色 / 淺牡蠣灰
展示的內裝：E-PACE SE 搭配淺牡蠣灰／月光色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淺牡蠣灰真皮皮革座
椅及淺牡蠣灰車頂內篷。E-PACE S 亦提供此款內裝。

B. 檀木黑／檀木黑
展示的內裝：E-PACE SE 搭配檀木黑／檀木黑內裝與檀木黑縫線、檀木黑真皮皮革座椅及淺
牡蠣灰車頂內篷。E-PACE S 亦提供此款內裝。

A. 檀木黑／檀木黑
展示的內裝：E-PACE 搭配檀木黑／檀木黑內裝與檀木黑縫線、檀木黑織布座椅及淺牡蠣灰
車頂內篷。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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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檀木黑 / 淺牡蠣灰
展示的內裝：E-PACE HSE 搭配檀木黑／淺牡蠣灰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淺牡蠣灰溫莎皮革
座椅及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E. 月光色 / 淺牡蠣灰
展示的內裝：E-PACE HSE 搭配月光色／淺牡蠣灰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淺牡蠣灰溫莎皮革
座椅及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D. 檀木黑／檀木黑
展示的內裝：E-PACE HSE 搭配檀木黑／檀木黑內裝與檀木黑縫線、檀木黑溫莎皮革座椅及
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G. 檀木黑 / 磚紅棕
展示的內裝：E-PACE HSE 搭配檀木黑／磚紅棕內裝與磚紅棕縫線、磚紅棕溫莎皮革座椅及
淺牡蠣灰車頂內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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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內裝

K. 檀木黑 / 淺牡蠣灰
展示的內裝：E-PACE R-Dynamic SE 搭配檀木黑／淺牡蠣灰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淺牡蠣灰
真皮皮革跑車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E-PACE R-Dynamic S 亦提供此款內裝。

J. 檀木黑 / 檀木黑
展示的內裝：E-PACE R-Dynamic SE 搭配檀木黑／檀木黑內裝與漢斯藍縫線、檀木黑真皮皮
革跑車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E-PACE R-Dynamic S 亦提供此款內裝。

H. 檀木黑／檀木黑
展示的內裝：E-PACE R-Dynamic 搭配檀木黑／檀木黑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檀木黑運動網布
跑車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

I. 檀木黑 / 檀木黑
展示的內裝：E-PACE R-Dynamic SE 搭配檀木黑／檀木黑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檀木黑真皮皮革
跑車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E-PACE R-Dynamic S 亦提供此款內裝。

E-PACE R-DYNAMIC 內裝顏色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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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檀木黑 / 火星紅
展示的內裝：E-PACE R-Dynamic HSE 搭配檀木黑／火星紅內裝與紅色縫線、火星紅溫莎皮
革跑車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

M. 檀木黑 / 淺牡蠣灰
E-PACE R-Dynamic HSE 搭配檀木黑／淺牡蠣灰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淺牡蠣灰溫莎皮革跑車
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

L. 檀木黑 / 檀木黑
展示的內裝：E-PACE R-Dynamic HSE 搭配檀木黑／檀木黑內裝與淺牡蠣灰縫線、檀木黑溫
莎皮革跑車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

O. 檀木黑 / 日蝕紋
展示的內裝：E-PACE R-Dynamic HSE 搭配檀木黑／日蝕紋內裝與漢斯藍縫線）、漢斯藍溫
莎皮革跑車座椅及檀木黑車頂內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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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的 

加價選購配備與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

外觀特色與組合

全長度車頂架座1 
原廠安裝的車頂架座便於安裝橫桿以在車頂載運物品。預設的定位點可
確保橫桿固定於最佳位置，達到重量分配和動力學效果。提供黑色或銀
色飾面。

防窺玻璃  
深色防窺玻璃可讓後座乘客享有更多隱私，並且有助減少陽光眩目感。

附經典日間行車燈的 LED 頭燈 
請參閱第 32 頁。

附經典日間行車燈的矩陣式 LED 頭燈 
請參閱第 32 頁。

自動遠光燈輔助（AHBA） 
自動遠光燈輔助（AHBA）可提升夜間駕駛時的舒適性和安全性。AHBA 
利用面向前方的攝影機偵測對向來車的頭燈，並自動調低遠光燈光束的
照射角度。

紅外線反射擋風玻璃 
此款擋風玻璃可過濾陽光以降低熱度，同時防止紫外線進入車艙。

無標誌 
您可以選擇移除側出風口和車尾的規格組合標誌和引擎標誌。

含飾板的雙排氣尾管2 
頂級性能風格的圓形整合式排氣管飾板。

自動防眩、電動收折、加熱車側後視鏡，含記憶功能及照地燈3 

此款加熱車側後視鏡在選用倒車檔時具有自動防眩功能，可提升駕控時 
的能見度。車側後視鏡還可電動收折，避免在狹窄空間中停車時受損。 
與記憶座椅搭配使用時，此款後視鏡也具備記憶功能。只要設定好理想
的座椅和後視鏡位置，此功能即會自動調整至您偏好的駕駛位置設定。
後視鏡下方的整合式照地燈可在地面投射出搶眼的 Jaguar 和躍豹圖樣。 

分離式拖吊桿 

請參閱第 37 頁。 

電動展開式拖吊桿 

請參閱第 37 頁。 

鍍鉻側窗窗框  
鍍鉻側窗窗框突顯 E-PACE 的時尚設計感。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1僅適用選配固定式全景天窗的車型。  2在所有 E-PACE R-Dynamic 車型上均為標配。在搭配 150PS 和 180PS 引擎的 E-PACE 車型上為選配。  3僅適用選配自動防眩車內後視鏡和皮革座椅的車型。 4R-Dynamic 車型為標準配備。

功能及其供應狀況可能視車輛規格和市場而異。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規格與價格指南》，或就近聯絡 Jaguar 經銷商。

防窺玻璃

 附經典日間行車燈的矩陣式 LED 頭燈

選擇您的原廠安裝配件

您必須在訂購新車時指定所要的配件。如需完整的功能與選項供應狀況，請參閱隨附的《規格與
價格指南》，或就近造訪 Jaguar 經銷商。

規格

車輪與輪胎

小尺寸鋼質備用車輪 
附千斤頂和車輪扳手的小尺寸鋼質備用車輪。存放在行李廂底板下方。

防盜式車輪螺帽  
使用客製化設計的高安全鍍鉻防盜式車輪螺帽保護您的車輪。

四季通用輪胎 
四季通用輪胎完美結合夏季與冬季輪胎的特性，因此全年都能使用。 
此款輪胎專門針對冬季氣候溫和，降雪不多，且氣溫很少降至零度以下
的地區而設計。

內部特色與組合

含 Jaguar 字樣的發光金屬車門門檻飾板  
可安裝於駕駛側及前座乘客側的含 Jaguar 字樣發光金屬車門門檻飾板。

明亮金屬踏板4 

跑車踏板具備不鏽鋼明亮表面，不僅安裝簡便並採用隱藏式固定裝置，
使外觀光潔齊整。

可調式車室情境照明 
此功能可供變化顏色與明暗，根據心情轉換車艙氣氛。 
共有十種顏色可選。

定時空調（附遙控功能） 
此功能可預熱引擎並將餘熱引入車艙，讓您離開家門進入車內時感到溫
暖舒適。除了內建的 7 日定時器之外，亦可提前 16 日設定單一事件。

點煙器  
中央控制台增設一個點煙器插座和煙灰缸。

自動防眩車內後視鏡  
請參閱第 11 頁。

車艙空氣淨化系統  
此技術可改善車艙內的空氣品質，去除過敏原、任何病毒、空浮細菌和
由此產生的氣味。藉由將空氣中的微粒離子化，使其被表面所吸附，協
助清潔空氣。

空氣品質感測器  
這個額外的空調控制選項可監測車艙內的空氣品質， 
並在必要時自動循環空氣。

寒冷氣候組合  
此組合提供加熱清洗器噴嘴、加熱擋風玻璃、軟質真皮皮革方向盤與加
熱方向盤。

防盜式車輪螺帽

| 67

目錄 個人化選擇 全國經銷商

車款 引擎 規格組合 外觀 內裝 配件與 JAGUAR 排檔 技術規格 特殊車輛作業

https://www.jaguar.tw/dealer-locator 
http://jaguar.com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加價選購配備與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

資訊娛樂

Navigation Pro4  
請參閱第 24 頁。

Connect Pro 組合5  
請參閱第 24 頁。

智慧型手機組合  
請參閱第 25 頁。

Meridian™ 環繞音響系統 – 380W  
請參閱第 20 頁。

Meridian™ 環繞音響系統 – 825W  
請參閱第 20 頁。

數位音響廣播（DAB）收音機  
DAB 無線電技術不僅能夠提升音質，並提供豐富電台選擇與您正在聆聽
的電台、節目與歌曲即時文字資訊。

數位電視  
駕駛與乘客可在車輛靜止時使用觸控螢幕觀賞最愛的電視節目。

雙視角畫面6  
可讓駕駛和乘客在 10 吋觸控螢幕上同時觀看兩個不同的 
畫面及存取不同功能。

抬頭顯示器  
請參閱第 19 頁。

互動式駕駛顯示器  
請參閱第 19 頁。

1不適用配備 17 吋合金輪圈的車型。  22018 年 4 月起提供。不適用配備 D150、手動變速箱或 17 吋合金輪圈的車型。  3不適用配備 150PS 引擎或手動變速箱的車型。  4必須搭配 Connect Pro 組合才能選用。  5必須搭配 Navigation Pro 才能選用。 
6必須搭配數位電視才能選用。  7僅適用選配自動明暗電動收折車外後視鏡的車型。  8僅適用選配自動明暗電動收折車外後視鏡的車型。僅限搭配自動變速箱的車型。  9僅適用選配免持鑰匙進入的車型。  10僅適用選配自動明暗車內後視鏡的車型。

功能及其供應狀況可能視車輛規格和市場而異。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規格與價格指南》，或就近聯絡 Jaguar 經銷商。

賽道模式

性能組合1 

此組合含有紅色煞車卡鉗和 350 mm 前輪煞車，可增進煞車系統抵抗熱
衰竭的能力。 

主動動態系統2 

請參閱第 15 頁。 

可調式賽道模式3 

請參閱第 15 頁。

座椅與內裝邊飾

淺牡蠣灰 Morzine 車頂內篷

請參閱第 64 頁。

黑檀木色 Morzine 車頂內篷

請參閱第 64 頁。

檀木黑麂皮車頂內篷  
高級麂皮車頂內篷選項。

地毯墊  
利用地毯墊保護 E-PACE 的車底板並增添奢華質感。

高級地毯墊 

使用磨砂皮飾邊的高級地毯墊，讓 E-PACE 內裝更臻完美。 

軟質真皮皮革方向盤

以豪華軟質真皮皮革鑲邊的方向盤，E-PACE 的主要功能盡在指尖。

高級地毯墊

便利性

免持鑰匙進入  
不必按鈕即可為 E-PACE 上鎖及解鎖。只需將放在口袋或背包中的鑰
匙扣靠近座車，即可使用車門把手解鎖車輛並解除警報設定。離開車輛
時，只要按下車門把手上的按鈕或使用鑰匙扣，就可為 E-PACE 上鎖。

便利式手環鑰匙  
請參閱第 37 頁。

電動尾門  
請參閱第 38 頁。

感應式電動啟閉尾門9  
請參閱第 38 頁。

車庫門開啟裝置10（HomeLink®) 
HomeLink 系統是裝設於車內後視鏡底側的萬用收發器。此收發器可經程 
式設定來操控多達 3 個住家或辨公室無線控制系統，例如車庫門、自動
門或保全照明。 

Secure 追蹤器 

請參閱第 25 頁。 

行李廂隔網 

經設計可防止行李移位，藉此保護車內乘客。 

附行李固定套件的行李廂儲物軌道 

行李廂軌道可延伸及調整以固定物品。

擅闖感測器  
使用超音波感測器偵測車輛上鎖時任何擅闖車艙的行為。 

額外的電源插槽 

在第二排中央扶手提供三個額外的 USB 充電插槽。

規格

駕駛輔助

360°環景攝影系統7 

請參閱第 27 頁。 

駕駛套件8 

請參閱第 26 頁。 

停車套件

請參閱第 27 頁。

搭載主動車速限制器的交通號誌辨識系統5 

交通號誌辨識系統會在儀錶板上易於看見的位置顯示車速限制和禁止超
車標誌，讓您充分掌握路況。主動車速限制器啟動之後即會使用交通號
誌辨識資訊來相應調整車速。

抬頭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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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選擇您的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

在車輛使用壽命期間的任何階段，您都可以透過 Jaguar 經銷商添購與加裝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不限於剛入手新車時。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的設計、測試和製造均與車輛安裝的原廠設備採用完全相同標準。

如需瞭解完整配件清單，請上網搜尋「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 以查看線上目錄 。

左圖展示車輛：E-PACE FIRST EDITION，車色為火山紅（視市場而定） 

選擇您的 

加價選購配備與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

外觀配件

固定式車側踏板1 2 

車側踏板可輔助進出車輛，並改善從車頂取用物品的可及性。設計具備 
Jaguar 品牌風格，含有髮絲紋不銹鋼邊緣飾條和橡膠踏墊，與車輛的外
觀風格相得益彰。 

明亮車側踏管2 

高度拋光的不鏽鋼車側踏管與車輛的外觀設計相互輝映。 

碳纖維後視鏡護罩 

高級碳纖維後視鏡護罩提供以性能為本的風格升級。 

惰性鍍鉻後視鏡護罩 

惰性鍍鉻後視鏡護罩突顯車側後視鏡的時尚設計。

碳纖維車側動力通風口  
高級碳纖維車側動力通風口提供以性能為本的風格升級

前後擋泥板  
Jaguar 品牌的擋泥板能美化車身線條，減少噴濺， 
同時防護髒污與石屑。

不鏽鋼前後下檔板3  
造型時尚的前後下檔板採用不鏽鋼材質製作， 
並經過優質表面拋光處理。

固定式車側踏板

碳纖維後視鏡護罩

規格

1建議安裝前擋泥板，避免車輛在極端氣候下受到積雪、冰塊或泥濘的影響。  2安裝的配件可能會影響車輛的全地形能力。 
3配備拖曳系統的車型不適用後下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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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內裝配件

豪華地毯墊1  
量身訂做的奢華前毯墊組，毛圈密度為 2,050 公克／平方公尺2，帶有 
Jaguar 標誌和磨砂革飾邊。頂級毯墊讓內裝質感更升級。

橡膠墊1  
耐磨損的 Jaguar 品牌橡膠墊為座車的地墊增加額外保護。

含保險桿保護罩的豪華行李廂地毯墊  
帶有 Jaguar 標誌的奢華軟質行李廂地毯墊。濃密的 2,050 公克／平方
公尺2高級地墊與磨砂革飾邊。附有保險桿保護罩，可防止保險桿遭到刮
傷及擦傷，並避免衣物在裝卸時沾到保險桿上的泥土。保護罩不用時可
收藏於地墊下方。

行李廂橡膠墊 
優質橡膠墊經過特定剪裁，能保護行李廂。輕量而且耐用，更可輕易移
除以便清潔。

孔狀行李廂固定網 
孔狀行李廂固定網可防止小件物品在尾門開啟時掉出行李廂，並加大收 
納空間。使用含高級加工鋁材的優質輕量材料製成，確保品質強韌耐用。

行李廂隔板2  
行李廂隔板專為防止行李掉入乘客座所設計。

行李廂軌道  
行李廂軌道含滑動式「D」環帶、鎖定系統和接收器， 
可增加裝載區的儲物靈活性，並可用於安裝行李廂固定套件

鋁質換檔撥片3  
強化方向盤換檔撥片採用頂級鋁材，散發高級質感。撥片以高品質加工
鋁材製造，手工髮絲紋造就頂級表面紋理，並經過陽極處理，確保不會
因磨損而劣化。

跑車踏板護罩  
此踏板組採用不鏽鋼和橡膠製作，可牢固安裝在現有踏 
板上面，進展現代化跑車風格。

個性化發光車門防撞條 
品味優雅的不鏽鋼車門防撞飾條可安裝在駕駛側或乘客側車門。打開駕
駛側或乘客側車門時便會亮起。以軟性磷藍光照明。提供多種核准的字
體／字樣選擇，可讓客戶指定想要的單色「主調」。

鋁質換檔撥片

個性化發光車門防撞條

1與裝有滅火器的車型不相容。  2與裝有行李廂分隔網的車型不相容。  3僅適用配備自動變速箱的 R-Dynamic 車型。  4裝載容量會因選擇的橫桿而異，詳情請就近洽詢 Jaguar 經銷商。  5車頂架座需在生產線上安裝，無法做為配件提供。  6僅適用選配橫桿的車型。 
7零件安裝方式將因單車尺寸而異，詳情請就近洽詢 Jaguar 經銷商。  8iPhone®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商標。請就近連絡您的 Jaguar 經銷商以進一步確認 iPhone 的相容性。  9必須選擇隨點隨動配件。  10僅適用選配隨點隨動基座的車型

選擇您的 

加價選購配備與 JAGUAR GEAR 個性化精選配件

出遊配件

車頂橫桿4 5  
車頂橫桿可搭配許多車頂載運配件使用。由於具備獨特的裝卸裝置，因
此無須工具就能輕鬆安裝或拆卸。我們針對裝設及未裝設車頂架座的車 
輛提供車頂橫桿選項5。 

滑板／滑雪板架6 

安全穩定的 Jaguar 品牌系統，用於運送冬季運動設備。結合滑軌以方 
便裝卸。

運動車頂箱6  
可上鎖的車頂箱具備寬廣的 320 公升容量，專門針對運動設備而設計，
尺寸為 206 x 84 x 34 公分。

車頂安裝型自行車架6 7  
安裝容易的車頂安裝式可上鎖自行車架，每個車架可載運一台自行車。
最多可以安裝三個托架。

其他配件

iPhone® 連接和充電座8  
iPhone 連接和充電座的設計讓您可以運用中央扶手的杯架空間，在充電
時也能查看手機。連接時不僅可以存取 電時也能查看手機。連接時不
僅可以存取 iPhone 媒體，還能透過整合式 資訊娛樂／音響系統進行操
控。杯架的「挖空」設計讓您即使在停車時 也能操作主選單按鈕。如果 
USB 連接需要另作他途，可以輕鬆地拔除 iPhone USB 充電器。 

隨點隨動基座9 

隨點隨動系列是一套多功能的座椅後背系統，專門提供第二排乘客使 
用。靈活多用的隨點隨動基座固定於頭枕安裝架之間，還可加裝其他附
件，用於固定平板電腦、背包、襯衫或夾克。配件必須另外選購。基座 
不使用時可輕鬆拆下。

隨點隨播10  
隨點隨播是可拆式平板電腦固定座配件，可放置各種平板電腦，並能以 
多種角度輕鬆擺設，提供車艙內的舒適享受與後座的娛樂服務。 

遮陽板 − 後方和側面

遮陽板採夾式設計，不僅容易安裝及拆卸，還可折疊收納。隨附帶有 
Jaguar 標誌的收納袋。

中央扶手冷卻器／加熱器

食物和飲料的冷藏和加熱器可加裝於後方中央扶手。頂端包覆皮革，以
中 央安全帶固定就位，並由後方輔助插座供電。是與家人長途旅行時的
理 想良伴。

車頂安裝型自行車架

中央扶手冷卻器／加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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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詳細資料

請造訪 jaguar.com，配置您的車輛

技術詳細資料

4,395 公釐

2,681 公釐 1,625 公釐（20 吋輪圈為 1,635 公釐）

1,984 公釐

2,088 公釐

1
,6

4
9
 公

釐
1,624 公釐（20 吋輪圈為 1,634 公釐）

車輛高度
含車頂架座 1,647 公釐  
含車頂天線 1,649 公釐

頭部空間
安裝固定式全景天窗的最大前方頭部空間  
996 公釐  
後方頭部空間 970 公釐

腿部空間
最大前排腿部空間 1,018 公釐 
最大後排腿部空間 892 公釐

行李廂容量
後座椅直立高度  
高度 748 公釐，寬度 1,311 公釐  
行李廂容積 577 公升*  
行李廂輪拱間寬度 1,057 公釐  
底板長度 806 公釐

後座椅收折 
高度 748 公釐，寬度 1,311 公釐  
行李廂容積 1,234 公升*  
行李廂輪拱間寬度 1,057  
公釐 底板長度 1,568 公釐

迴轉半徑
邊到邊 11.4 公尺  
壁到壁 11.9 公尺  
滿轉向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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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標配   — 不提供
*若有安裝輪胎修補系統。 
**若有安裝 17 吋合金輪圈。
1重量係根據標準規格反映車輛狀況。加裝配件將增加重量。  2視市場而定。

展示車輛 ：E-PACE R-DYNAMIC SE ，車色為玉龍白，搭載選配功能 （視市場而定）

柴油 柴油 柴油 汽油 汽油

功率（馬力） D150 D180 D240 P250 P300
引擎 前輪驅動 四輪驅動 自排四輪驅動 四輪驅動 自排四輪驅動 自排四輪驅動 自排四輪驅動 自排四輪驅動

缸徑（公釐） 83 83 83 83 83 83 83 83

衝程（公釐） 92.35 92.35 92.35 92.35 92.35 92.35 92.3 92.3

壓縮比（:1） 15.5 15.5 15.5 15.5 15.5 15.34 10.5 +/-0.5 10.5 +/-0.5

煞車

前煞車型式 通風碟 通風碟 通風碟 通風碟 通風碟 通風碟 通風碟 通風碟

前方直徑（公釐） 325 325 325 325 325 349 325 349

後煞車型式 實心碟 實心碟 實心碟 實心碟 實心碟 實心碟 實心碟 實心碟

後方直徑（公釐）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手煞車 整合式電動駐車系統

重量1

重量來源 1,775 1,831 1,843 1,831 1,843 1,926 1,832 1,894

車輛總重 2,320 2,400 2,400 2,400 2,400 2,420 2,400 2,400

荷重（前軸） 1,300 1,300 1,320 1,300 1,320 1,340 1,300 1,320

荷重（後軸） 1,145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拖曳

無煞車式拖車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最大拖曳 1,6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最大耦合點／鼻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車輛與拖車的最大結合／拖車總重 3,920 4,200 4,200 4,200 4,200 4,200 4,200 4,200

車頂承載（公斤）

最大車頂荷重（含車頂架） 75 75 75 75 75 75 75 75

性能

最大速度（公里／小時） 199 194 193 207 205 224 230 243

0 至 100 公里／小時加速時間（秒） 10.1 10.7 10.5 9.9 9.3 7.4 7.0 6.4

油箱容量 – 可用（公升） 55.7 55.7 55.7 55.7 55.7 55.7 68.5 68.5

二氧化碳（CO2）綜合排放量（公克／公里） 124** 137 147 137 147 162 174 181

柴油粒子濾清器（DPF）2 2 2 2 2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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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製車部門

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特製車部門

特製車部門 (SVO）專職設計並打造能夠突顯 Jaguar 和 Land Rover  
核心品牌價值的產品，特別著重奢華風範、卓越性能與優秀能力。

我們的專家團隊全心投入我們與高端客戶之間的關係經營，致力為這些充滿熱情且眼光超卓的客戶
提供鍾情一生的駕馭體驗。

SVO 負責創作一系列尊榮產品，展現 Jaguar 出類拔萃的設計與工程實力，讓我們的客戶能夠乘駕
這些登峰造極的全新車款縱情馳騁。

全新設立的 SVO 技術中心

SVO 全新成立的技術中心座落在英國密德蘭郡的中心。Jaguar Land Rover 斥資 2000 萬英鎊興建
這座先進設施，共分成四大區域，專為創作令人嘆為觀止的車款提供支援。除了試車間和展示間之
外，我們的製造中心還負責組裝及手工精整 SVO 尊榮車款和收藏版車款，並設有世界級烤漆設施，
確保每輛座車擁有精緻無瑕的外觀。

SVO 頂級訂製車

高品味客戶最嚮往的夢想，莫過於擁有一輛完全專屬個人的獨家座車。我們深切瞭解這種渴
望，SVO 頂級訂製車於焉誕生。這必須是一款唯有他們有能力擁有的座車，並可反映客戶的身份和
最為珍視的價值。SVO 秉持這個信念，開發出深具創意的嶄新試車和展示空間，藉以打造全球最精
緻奢華的車輛。這座與眾不同的新設施就位於英格蘭華威郡的全新 SVO 技術中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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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UAR 的世界

JAGUAR 的世界

選擇 E-PACE，踏入 Jaguar 讓人驚呼連連的性能世界。

冰上駕駛體驗

透過 Jaguar Land Rover 冰上駕駛體驗讓您的駕駛功力更上層樓。從 2017 年開始，我們將在瑞典
的 Arjeplog 提供探險活動，以測試及開發您在極端條件下的性能駕駛技術。這是少有的機會，讓車
主和熱血駕駛能來挑戰地球上一些最嚴峻和高難度的賽道，而且還有經驗豐富的教練陪同。我們的
駕駛教練都是一時之選，在每一個過程中都會陪著您，隨時分享他們多年來的駕駛智慧。您將在冰
上舞蹈，滑過最讓人驚嘆的角落，瞭解 Jaguar 與 Land Rover 最令人興奮的真實潛力。

假如您想參加下次的試駕冒險，詳情請造訪 jaguar.com/experience-jaguar/iconic-experiences

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FORMULA E

Jaguar 的性能、技術與設計在世界最具挑戰性的賽道與比賽中歷經千錘百鍊，造就享譽全球的名
聲。從利曼（Le Mans）耐力賽、一級方程式賽車（Formula 1）再到如今的電動方程式賽車，賽車
起跑點就是我們的測試台。電動方程式賽車的高水準環境為電動車技術提供完美的試驗場。一系列
龍爭虎鬥的賽事加速了 Jaguar 電動傳動系統的研發。每次電動方程式賽車經驗都有助 Jaguar 工程
師打造出更完善的電動車。

幕後資訊

我們的工廠之旅提供您獨特機會，讓您目睹車輛製造的完整程序，從板金的模鑄一直到複雜的最終
雕琢皆一覽無遺。您在我們最先進的生產設施中，會瞭解技術嫻熟的技師與複雜的機器如何順暢配
合，成就 Jaguar 最引人矚目的完美汽車工藝。 
請造訪 jaguar.com/experience-jaguar/behind-the-scenes 瞭解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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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日

要瞭解 Jaguar 的最佳方法莫過於親自駕車。Jaguar 體驗提供許多特別的試乘機會，讓買家體驗 Jaguar 
車輛性能的極限所在！我們的賽道經驗能讓您與汽車從優異的 Jaguar 領域推升至極限。

若要進一步瞭解，請造訪：jaguar.com/experience

JAGUAR COLLECTION

Jaguar Collection 的最新系列產品蘊含與本品牌車款相同的設計執行細節與精雕細琢的專注精神。這在我
們的服飾系列、優質皮革製品，與奢華旅遊商品方面更是表露無遺。為了彰顯 Jaguar 光榮的傳統，我們
還提供頌揚往日成就與經典賽車精神的禮品與服飾精品。

歡迎造訪線上商店：www.jaguar.com/shop 進一步瞭解

JAGUAR 雜誌

這是我們自己出版的國際性現代雜誌，內容精彩又豐富。這份雜誌的內容來自一群充滿熱忱的設計師和專
欄作家，除了揭露 Jaguar 品牌的幕後秘辛，更深入介紹奢華、設計、風格與旅行的精彩世界。您在前三
年，每年可完全免費收到 Jaguar 雜誌兩次。請詢問 Jaguar 經銷商，確保您可收到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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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 註冊辦事處：Abbey Road, Whitley, 
Coventry, CV3 4LF, United Kingdom

英國登記編號：1672070

jaguar.com

Jaguar 唯一建議使用 Castrol EDGE Professional。

Meridian 是 Meridian Audio Ltd. 的註冊商標。Bluetooth® 字樣與標誌屬於 Bluetooth SIG, Inc. 所有，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 經過授權使用此等商標。iPhone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註冊的商標。導航系統必須在不影響駕駛
的安全行駛能力或不影響其他用路人安全的情況下使用。

封面與封底的展示車輛：E-PACE FIRST EDITION，車色為火山紅（視市場而定）

左圖展示車輛：E-PACE S，車色為布拉斯卡灰，搭載選配功能（視市場而定）

JAGUAR CARE

E-PACE 具有 100,000 公里有限里程三年保固，以及五年的標準保養計畫。這個計畫就叫做
Jaguar Care。它使得 E-PACE 的整體擁有成本成為同級車款中的最低之一。如需深入瞭解 E-PACE
的 Jaguar Care 計畫，請至 jaguar.com/jaguarcare

原廠零件

Jaguar 原廠零件無論是設計、測試及製造，均符合我們在品質、相容性與耐用性上絲毫不妥協的標
準。每項零件都是針對 E-PACE 所特別打造，有助達成最高性能並實現最長使用壽命。

車隊與企業

Jaguar 是充滿動能而且獨特的車款，可協助公司企業展現其事業的獨特性質與風格。我們致力於提
供以客為尊的售後服務，確保每輛 Jaguar 皆能符合最高標準，並為企業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奔馳體
驗。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jaguar.com/fleet-and-business。

JAGUAR ASSISTANCE

Jaguar Assistance 可以協助處理車輛緊急事故，無論是因拋錨或意外事故造成車輛無法行駛，或是
輪胎穿孔這類輕微問題都包含在內。不論在何時何地發生何種情況，您都可以倚仗我們的道路救援。

JAGUAR 財務服務

不論新車或二手車，個人用或業務用，我們都能提供您可充分掌控的財務選項。請就近諮詢 Jaguar 
經銷商以瞭解更多資訊。

保險

E-PACE 的重要零件取得容易，可確保快速省時的維修服務與較低的維修成本。本著降低維修成本的
信念，E-PACE 提供極具競爭力的保險等級費率。若要進一步瞭解 E-PACE 深具吸引力的業務案例，
請聯絡您當地的 Jaguar 經銷商。

為您竭誠服務

歡迎進入 Jaguar 世界，透過我們提供的一系列獨家服務與生活品味產品，享受輕鬆無憂的擁有與駕
駛體驗。

重要注意事項
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 夙夜不懈地改善車輛規格、設計及生產，持續進行各種改造。雖然我們盡力製作符合最新資
訊的印刷品，但這份手冊不應視為目前規格的絕對正確指南，也不應構成任何特定車款的促銷優惠。經銷商和零售商均
非 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 以任何明示或暗示方式承諾或聲明的代理商。各項比較以出版前的製造商自有資料和測試
結果為準。

顏色
本手冊中重現的顏色受限於印刷程序，因此可能與實際車輛的顏色稍有不同。本公司保留修改或撤回任何塗層顏色的權
利，恕不另行通知。您的國家／地區可能無法取得部份顏色。請向您的 Jaguar 經銷商查詢顏色的供應狀況與目前規格。
經銷商和零售商均非 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的代理商，而且絕對無權以任何明示或暗示之承諾或聲明約束 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

JAGUAR 推動環保創新
Jaguar 致力降低對石化燃料的依賴，節省自然資源並減少廢棄物，秉持負責且永續的商業發展模式。

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上網搜尋「JAGUAR 環保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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