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  Macan
選擇刺激



本型錄所列之車型配備為德國市場的標準規格，部份所列配備為必需額外付費的選配項目，由於各國家地區法令與規定有所不同，因此並非所有車

型與配備均有銷售，您可逕向您當地的保時捷展示中心/經銷商洽詢當地銷售車款及選用配備的詳情；有關結構、交付範圍、外觀、性能、尺寸、 
重量、油耗及維修成本的資訊在本型錄印刷時 (2018 年 6 月) 為正確無誤，保時捷保留逕行更動結構、配備、交付範圍及其他產品資訊之權利，實際
顏色與本型錄所示的顏色或許會有些許差異，保時捷不承擔本型錄內容之錯誤或疏失責任。上述免責聲明的各種語言版本請詳見下列網址： 
www.porsche.com/disclaimer

本型錄所標示之油耗測試值係在保時捷實驗室內，依相關試驗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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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際耗油量常高於測試值；台灣經濟部能源局測試值請上網搜尋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最精彩的生活風格雜誌： 
我的時間軸



渴望體驗精彩

我們總是不斷在路途中前進。生命如同一場現場音樂

會，而我們總是無畏地站在舞台，迎風而上。我們的脈

動決定了節奏，於是我們蓄勢而發、啟動前行。第一個

和弦即讓我們的世界為之狂熱振動，一絲一弦都震撼著

感官，將我們捲入無限可能的洪流之中。隨波逐流向來

不是我們的選項，不符常規才是我輩本色。我們生氣勃

勃、意氣風發，我們不屈服妥協、自主自信。未來，將

有更多冒險、更多生活、更多刺激快感，以及更多的加

速奔馳。

而在一旁陪伴我們的是誰？正是一輛體現所有精神的跑

車，道路即是它的舞台。



我們不聽從自己的直覺 
而是直接超越它 

 MACAN 概念

我們證實了自己的反骨特質，揚棄對於時尚流行的盲

從，而堅持譜寫屬於自己的冒險故事。一如完美結合運

動風格、設計和日常實用性的簡潔 SUV：全新  Macan。

這當然也能從我們的車款中看出端倪。全新標準配備的

細長燈組設計帶給全新  Macan 全然自信的體態。採用四
點式設計的標配 LED 頭燈與煞車燈不只呈現視覺焦點，
更清晰展現保時捷基因。內裝延續前述風格：保時捷通

訊管理系統 (PCM) 在  Macan 車款中搭配大型 10,9 吋高畫
質觸控式螢幕，供您便利操作保時捷互聯服務¹⁾。

 
1) 台灣地區不提供。



美感對我們而言與膚淺
無關，而是個人性格的
展現

設計



什麼能塑造真正的性格？  
迎面而來的勁風

外觀設計

 Macan 以其整體動感印象揭示自己是輛不折不扣的跑
車。全新設計的車尾強勁有力，全新獨特的細長燈組

設計為「PORSCHE」車型字樣劃下強調性的畫龍點睛
之筆。同時四點式煞車燈在高度功能性之外也強化了

車身的視覺美感。 

精壯寬闊的後輪拱造型源自 911 經典設計，以視覺語言
宣示全新  Macan 更加貼近地面的特質。

車側線條也傳達典型保時捷風格，呈現充滿肌肉張力的

設計感，猶如一頭蓄勢待發的猛獸；車頂線條明顯往後

傾斜，勾勒出經典跑車輪廓，並且能大幅提昇空氣力學

表現，我們的設計師稱之為「保時捷飛躍線」( Porsche 
Flyline)。



投入生活，坐進跑車 

內裝設計

您勇於追逐精彩體驗，當然也必須掌握全局。前排跑

車座椅提供典型的  Macan 風格，儘管位著點較以往來
得高，卻仍能緊貼路面。

身為跑車製造商，保時捷深知箇中道理：駕駛與車輛必

須合而為一，因此，您並非單純坐在  Macan 中 – 符合人
體工學的結構將您融入車輛之中。

各操作介面以立體方式陳列，令人有如置身飛行駕駛

艙。標配的多功能方向盤與 PDK 排檔桿及各車輛重要
功能按鍵間的距離極短 – 具備典型跑車特色的抬升式
中央鞍座；啟動鑰匙鎖孔一如每輛保時捷傳統 – 位於
方向盤左側。

特別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配備 10,9 吋觸控螢幕的保時
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它在全新設計中提供高畫質觸
控螢幕，您可依個人喜好將最常用的功能加入開始畫

面，之後便可輕鬆迅速地啟用這些重要功能。



最重要的動力： 
不斷地超越自己

驅動系統和底盤



對於精彩體驗的真切渴望令人
無法遏抑，只可滿足

性能與操控

重點早已不只在移動性，我們不只是為了駕車向前，而

是期待在兩地移動之間獲得豐富的發現與體驗。我們渴

望感受每秒的動感與生命的律動，就在道路上，就在我

們鍾愛的跑車裏。

絕對的性能是永遠的焦點，一如我們對於一輛正統跑車

的期待。

一輛保時捷所帶給您的不僅止於動力，例如保時捷循跡

管理系統 (PTM) 的主動式全輪驅動：強大循跡性能、高
度駕馭安全、絕佳轉向反應及優異的操控性能 – 皆是典
型保時捷精湛工藝技術表現的明證。

在所有運動和操控性能之餘，舒適性當然也不容忽視。

不論地面情況如何，選配的氣壓式懸載系統能確保恆定

的車身高度。此外，保時捷主動式懸載調整系統 (PASM) 
能主動且持續地調節個別輪胎的阻尼力道，讓所有在座

位上的乘客能感受更多舒適度與運動性能。



對外我們總是全力以
赴，但內在始終波瀾不
驚

舒適性及娛樂功能



彷彿專屬個人的休憩充電之處  
常伴左右

舒適

駕馭一輛跑車，對我們而言是必須運用所有感官而為的

強烈體驗。然而快樂激素安多酚不只是經由性能與腎上

腺素而產生，全新  Macan 的內裝已然在您登車之際帶來
無比的幸福感。

例如選配的高質感真皮內裝套件，或是位於抬升式中央

鞍座旁的選配 GT sports 多功能方向盤，都能為您帶來
真實的跑車感受。

同時也不忘寵溺您的聽覺：跑車化排氣系統釋放的保時

捷經典引擎聲浪供您選配，並且音質更為渾厚結實。再

搭配上選配的 BOSE® 環繞音場系統及 Burmester® 頂級
環繞音場系統之高水準音效，賦予您與乘客彷彿聆聽天

籟之音的頂級享受。

此外，標準配備之三區域恆溫空調系統為您帶來新鮮空

氣，其可選配離子空氣淨化器，更進一步淨化車室空氣

品質，再度提高舒適度。



 
保時捷互聯服務 ( Porsche Connect)¹⁾ 根據不同的服務條款與所在國家，提供不同的免費使用期限，但至少可提供三個月的免費使用；在特定國家可能無法使用或無法提供所有的保時捷互聯系統服務。此外，在特定國家可能涵蓋一張內建資料傳輸功能 SIM 卡，可
用於指定保時捷互聯服務。若在這些國家內使用 WiFi 熱點和其他保時捷互聯服務，例如透過內建 SIM 卡使用音樂串流，則必須向保時捷互聯商店 ( Porsche Connect Store)¹⁾ 付費購買無線網路套件，或是車主可以使用自己的 SIM 卡來建立數據連線。更多關於免費
使用期限、後續費用，以及個別服務在您所在國家地區之供應狀況詳細資訊，請連結至官方網站：www.porsche.com/connect，或是洽詢您當地的保時捷展示中心。

1) 台灣地區不提供。

每天都有新體驗  
深刻感動直達末梢神經

保時捷互聯系統 
( PORSCHE CONNECT)¹⁾

我們的生活多采多姿且令人驚豔。我們總是驅車上路，

體驗和感受身旁周遭的不同事物。全新 10,9 吋高畫質觸控
螢幕為您的下一個驚奇體驗帶來更豐富的接觸點面，其

所配備的個人化起始螢幕畫面提供直覺式簡易操作介面。

藉由標準配備的線上導航系統¹⁾，您可更加迅速前往體
驗下一個精彩；互聯升級系統 (Connect Plus)¹⁾ 更以即時
交通資訊和網上地圖更新讓您更加輕鬆順利到達目的

地。保時捷互聯應用程式 ( Porsche Connect App)¹⁾ 甚至在
幫您將目的地資料傳送至您的  Macan 之時，便為您找尋
可用的停車位。

馳騁上路時不可或缺的獨特聽覺享受 ：保時捷互聯應用
程式 ( Porsche Connect App)¹⁾ 音樂串流服務，樂音天成。



保時捷生活中唯 
一的灰色地帶？  
非輪下柏油路面莫屬

結語

時時刻刻躍躍欲試、追求冒險犯難的渴望，與想要不斷

體驗新鮮事物的難以按耐：這一切造就了我們的特立獨

行風格與從不止步不前的態度。迎面而來的勁風塑造了

我們面對生命的真性格；分秒之間的豐富精彩、令人血

脈賁張的多樣體驗造就了我們的與眾不同。

全新  Macan，選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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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型錄所標示之油耗測試值係在保時捷實驗室內，依相

關試驗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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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際耗油量常高於測試值。台

灣經濟部能源局測試值請上網搜尋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