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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試乘活動



EC-05 產品解說



➔ 通過略微向下的水平軸延伸，展現整體 Dynamic 和 Sport 的感受，
進而帶出 Yamaha 品牌的意識與訴求。

■ Styling Directions – Horizontal Axis of Volumes

Styling Directions

■ Styling Directions – Powerful Traction Motif

➔ 將後側面板以高對比度色彩作區隔，並將後輪蹬地突起的力量完整傳遞
帶出疾駛前行的意象。

■ 勘合感（連結性）

➔ 體現「機械結構」與「人體工學」的縝密契合



KEY COLOR IDEA

UPDATE of LUXURY

透過「非觸手可及的稀少擁有性」，體驗真實核心的價值

Coloring Concept (Isolate blue)



Isolate blue 以未開發的空間或環境建立構想，
如深海，無菌室和未受破壞的空氣，
進而發展出此款顏色。

我們正在創造一種移動體驗，
通過表達無人可觸及的空間，
創造一個徜徉未開發領域的冒險。

此次，亦藉著替EV領域著上新的BLUE，
替 YAMAHA EV 詮釋出屬於其的獨特色彩，
進而傳遞 Yamaha 品牌理念
-「ART for HUMAN POSSIBILITY」

Coloring Concept (Isolate blue)

KEY COLOR



整流罩

霸氣外顯，嶄露動感

細緻皮革雙色座墊與車側飾板

搭配雙色車側飾板，由具有 65 年機車研發經驗的 Yamaha 操刀設計，
提供長途騎乘更為舒適的坐姿

光環式頭燈/ 定位尾燈

辨識度極高的 EC-05 LED 光環式頭燈與定位
尾燈，能依車主喜好設定在車輛怠速時，以呼
吸式頻率閃爍

產品解說

外觀



對向四活塞輻射卡鉗

高效率對向四活塞輻射卡鉗，
有效減低側面剪力所造成的自體扭曲與晃動

加大前碟盤

245 mm 大型圓型前碟盤，
結合前後連動煞車系統

高強度前懸吊系統

採用大口徑阻尼可調懸吊系統，
提供兼具運動性與舒適感的最佳表現

動力系統 G2 鋁合金水冷永磁同步馬達
MOSFET 水冷馬達控制

• 最大馬力輸出 10 hp @ 3,000 rpm
• 最大扭力輸出 26 Nm @ 0-2,500 rpm

性能

產品解說



電力系統

動力來源採用 Gogoro 智慧電池

大容量置物箱及 USB 充電插孔

25L 置物箱空間，並內建 USB 插
孔能提供 5V/1A 電流輸出

電子倒車功能

讓移車更加優雅、省力

其他功能配備

產品解說



Yamaha APP
Yamaha Life EV App 介紹



超越顧客期待一直以來是 Yamaha 的服務宗旨，為了能讓顧客更進一步體驗 Yamaha 的
用心，推出全新改版「YAMAHA LIFE」APP，透過手機與 Yamaha 通路連結，它可方
便幫你完成與店家預約保養、線上履歷查詢、保險、定檢通知提醒等各項功能，更可建立專
屬會員卡管理、共用車籍資訊、分享 Yamaha 活動連結，期望透過嶄新的使用者介面及內
容，提供顧客全新的體驗。

安全注意事項



功能服務

會員專區 品牌情報 更多服務

車籍照片

活動消息(官網)
專屬活動(APP)

我的會員卡

主頁功能



維修履歷

我的愛車/維修履歷

提供全台系統資料傳遞服務，讓會
員車主可以快速查詢履歷即時掌握

(1) 維修履歷：提供維修店、維修項
目、日期、及公里數。

維修履歷



預約保養

我的愛車/預約保養

全台 2,300 多店認證店提供預約服務，
讓會員走遍大街小巷皆可以預約服務及
保養愛車

(1) 預約保養：店家多家選擇、可提供留
言、及上傳車輛狀況。

(2) 或者透過店家地圖搜尋預約保養店家
服務。

預約保養



保養要點

我的愛車/保養要點

未來提供專屬 Yamaha 車主使用手
冊查詢/保養手冊，讓會員可以輕鬆
瀏覽資訊即時掌握

(1) 使用說明書：顧客專屬愛車使用
資訊瀏覽

(2) 保養手冊：顧客認知愛車保養資
訊瀏覽

保養要點



零件價格

我的愛車 /零件價格

提供車輛零件公開價格查詢，讓
會員可以方便透明查詢資訊

(1) 零件價格：必須為 Yamaha 車
主，系統自動帶出車輛零件手
冊價格瀏覽。

零件價格



專屬活動

YAMAHUBE套裝組優惠活動

活動名稱YAMAHUBE套裝組優惠活動

活動開始：

票券名稱 YAMAHUBE套裝組優惠票券

票券折抵金額 100

票券說明：

至YAMAHA所屬經銷商，購買

票券開始使用日期&票券結束使用日期：

第一回 8/1起至 9/30日止

第二回 購買後1週起至12/31日

會員專區 /專屬活動

不定期推出會員專屬活動，讓會員可
以享受到來店優惠資訊

(1) 專屬活動：8/1 起註冊會員車籍資
料，即可享有油品套裝組優惠票劵
100 元。

(2) 顧客在 APP 地圖上店家，到店購
買消費即可使用折價票劵。

專屬活動



我的會員卡

會員專區 /我的會員卡

在未來提供會員紅利機制，讓會員可
以來店消費可以累積紅利即時兌換

(1) 會員紅利：發送給會員使用點數。

(2) 車主紅利：發送給會員車主點數。

我的會員卡



EC-05推出「YAMAHA LIFE EV」 APP專屬顧客與愛車之間的互動，提供各項個性化設
定功能：例如儀錶板顏色、呼吸定位燈、前後燈光延遲關閉、自動解鎖、自動開啟車箱等。
並且可以與現行YAMAHA LIFE APP做系統上的連結，享受更多的優質服務內容。

EC-05專屬 APP



電池電量顯示

電動車「個人設定」

可連結 YAMAHA LIFE APP

1.儀表版顏色
2.自動上鎖
3.燈光延遲關閉
4.車廂開關設定
5.電能回充強度
6.超速提示
7.低速提示
8.智慧感應解鎖
9.呼吸定位燈

車廂開關/開關鎖車輛

變更顧客電池資費

首頁功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②

③ ④

⑤

車廂開關
(車輛配對完成後即可開
啟車廂)

斷電鎖龍頭
(車輛配對完成後即可開
關鎖龍頭)

儀表版顏色
(可自行設定顏色、風格)

自動上鎖
(解鎖後30~180秒延遲斷電)

燈光延遲關閉
(上鎖後10~30秒延遲關閉)

個人設定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車廂開關設定
(請選擇是否在關閉車廂後，自動恢復
車輛解鎖或上鎖的狀態)

電能回充強度
(設定越高則充電越快，鬆開墊子油門
後的制動力也越大)

超速提示
(超過設定時速50~80，
提示聲)

智慧感應解鎖
(僅藍芽自動連線，
靠近解鎖，離開上鎖)

低速提示
(當低速25以下進行將會對行人提
醒聲)

定位燈
(怠速後剎車閃爍頻率)

個人設定



此次 EC-05 新電動車的展開，藉由「YAMAHA LIFE」、「YAMAHA LIFE EV」 APP，給予
新車主持續帶來最佳的騎乘與生活樂趣，整合店家與顧客車輛間的互相連結，YAMAHA 不斷在此
領域持續邁進，期望為所有顧客創造更多「感動」(Kando)。

YAMAHA 通路必須受過服務技術 (YTA課程) 以及提供零件部品 (YPA課程)，且全球統一教材，
且需定期回訓。目前全球接受 YAMAHA 教育訓練的技師共 34,000 位，其中台灣的普及率高達
96%。



「創造感動的企業」－YAMAHA

以 上 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