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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每秒駕馭的感動  

有種感動，如此不言而喻

就像全身的神經都被啟動

彷彿血液流動不斷加速

讓人開始對前方的路，充滿期待

而這一切，就從駕馭 MAZDA 的那一刻開始

從展現靈魂力道的外觀、堅持日本工藝的內在

到開創動能與節能的全新可能

甚至打造人馬一体的獨特操控體驗

我們不斷顛覆再造，就是想為每個人帶來

無可取代的駕馭感動

每分每秒，都讓人發自內心歡呼

這，就是我要的 MAZ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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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動的瞬間   生命力凝結成肌理

奔馳的慾望   追逐的眼光   喚醒   律動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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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UMINURI 匠塗工藝

全新「晶艷魂動紅」與「鋼鐵灰」車色，淋漓盡致地呼應  MAZDA CX-9 充滿張力

的車身線條。以日本  TAKUMINURI「匠塗」工藝的塗裝烤漆技術，創造宛如職人手

工般多層次塗繪，在不同角度的光線反射下，演繹出最獨特耀眼的色彩，高光明亮

時晶透立體，低光處深邃渾厚，光影之間形成迷人對比，盡展多層次繁麗美感

璀璨蛻變  進化之作 – 晶艷魂動紅

MAZDA 魂動紅再升級，採用高彩度色漆搭配獨家匠塗技術，創造出職人手工塗繪般的
細膩質感，映照紅寶石般澄澈晶透的色澤。大膽結合高亮度鋁片及吸光鋁片，讓車身在
光照下更顯透亮，層層疊加的赭紅暗處更深邃典雅。隨著車體線條起伏，帶您品味如水
晶般，變幻萬千的艷澤光芒。

高亮度鋁片

吸光鋁片

高彩度紅色顏料

透明塗層

反光 /吸光塗層

半透明塗層

車體

爐火純青 金屬色澤 – 鋼鐵灰

如淬鍊鍛造的鑄鐵藝術，以多層次質感與金屬色澤變化， 淋漓盡展機械韻調之美。在車
身反光區塊，折射出銳利與柔和兼容的銀燦光澤；陰翳吸光處，凝聚出蘊藏黑色調的冷
灰漸層。宛如流動的金屬，每個角度，都精湛詮釋了現代剛性之美。

透明塗層

反光塗層

色彩塗層

車體

高亮度鋁質反射層

漆黑顏料

因無法反射光而

形成陰影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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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ACTIV TECHNOLOGY 全新動能科技是 MAZDA 顛覆傳統造車思維，不惜從零

開始，從引擎、底盤懸吊、變速箱到車身結構全面研發進化，成功打造出的革命性

創新科技。在燃油經濟與駕駛樂趣之間取得完美平衡，SKYACTIV TECHNOLOGY

全新動能科技就是 MAZDA 顛覆精神的最佳印證

8 98 本型錄圖示及文字說明僅供選購參考，請以實際販售車型及規格配備為準



SKYACTIV-G 2.5T 高效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秉持 MAZDA的造車精神，依據車體重量，搭載最適化的引擎排氣量與極致簡約的輕量化科技，
第一具名為 SKYACTIV-G 2.5T高效汽油渦輪增壓引擎由此誕生。在 2000 rpm中低轉速時即
確實增壓，產生與傳統 V8 4.0L引擎相當的 42.8 kg-m絕佳性能表現，提供令人屏息的馬力與
扭力。敏銳反應的加速性，不同於大排氣量引擎，SKYACTIV-G 2.5T高效汽油渦輪增壓引擎，讓
MAZDA CX-9締造令人驚豔的油耗表現，兼顧引擎效能、環保及駕馭樂趣。

SKYACTIV TECHNOLOGY
全新動能科技

SKYACTIV–BODY 高剛性車體 

SKYACTIV-BODY 高剛性車體強化結構本身，採用抗
曲性超高的鋼材，雖然重量減輕，但剛性卻超越以往。
SKYACTIV-BODY更使用 1800MPa熱壓鋼材來強化車
身結構，增加防撞保護的強度，縝密守護您的行車安全。

SKYACTIV-DRIVE 全速域鎖定變速箱 

理想的操控境界一向是 MAZDA恆久不變的追求，藉由 
SKYACTIV-DRIVE全速域鎖定變速箱創造出類似手排
車的直覺性絕佳操控感，高達 80-90%的全範圍鎖定
驅動，動力隨傳隨到，油耗更大幅降低 4-7%。

SKYACTIV-CHASSIS 輕量化底盤 

採用 ( 前 )麥花臣式、(後 )多連桿式的懸吊設定，兼
顧低速敏捷與高速穩定的行車品質。MAZDA CX-9透
過懸吊橫向側傾最小化減少懸吊中的摩擦，提供剛性
與柔性之間的良好平衡，大幅優化駕乘的舒適性。

4-3-1排氣系統

利用分流疏導的原理，將排氣方式從傳統的 4-1 改為 4-3-1，能更精細地控制渦輪
轉速，提前渦輪增壓時間點，大幅減少渦輪遲滯。

Dynamic Pressure Turbo System動態可變渦輪增壓

突破性的冷卻廢氣再循環系統，透過連接
到引擎冷卻器上的熱交換器，將部分引擎
排出的冷卻廢氣導向燃燒室，降低燃燒過
程的燃油溫度，有效抑制爆震產生，且不
需要額外的燃油來降溫，大幅提升引擎功
率，並降低實際油耗。

Cooled EGR System冷卻廢氣再循環系統

流量控制閥

動態可變渦輪增壓裝有遮蔽閥門，引擎在
低轉速時，閥門關閉以提高廢氣排放速度，
加速渦輪轉動進而提高扭力輸出，創造流
暢線性的加速感。轉速拉高時排氣流量放
大，閥門開啟降低廢氣排放的阻力，提供
穩定的壓力與能量到渦輪葉片，讓引擎的
增壓效率最佳化。

T/C

高流量廢氣

閥門關閉

部份排放
廢氣 廢氣 進氣

EGR
冷卻器

中
間
冷
卻
器

冷
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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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馬一体

所謂「人馬一体  (Jinba-ittai)」

即是騎士與馬達到完美和諧的同步，每個動作都彷彿自身動作的延伸

這種源自於日本的騎乘最高境界，一直是 MAZDA 所奉行的駕馭哲學

融合 SKYACTIV TECHNOLOGY 全新動能科技，追求「極致輕量化」與「最適化懸吊」

MAZDA CX-9 在一體感、安全感、舒適感中找到了「三感和諧」的黃金交集

12 13本型錄圖示及文字說明僅供選購參考，請以實際販售車型及規格配備為準



開始轉動方向盤
引擎扭力降低，將負載重量移至前輪
藉此提升車輛轉向反應性

方向盤保持不動
引擎扭力恢復，負載重量移至後輪
藉此提升車輛穩定性

*偵測駕駛人操控方向盤
*演算出最適當的引擎扭力後向引擎下達指令

SKYACTIV-VEHICLE DYNAMICS
車輛動態管理系統

SKYACTIV-VEHICLE DYNAMICS 車輛動態管理系統為 SKYACTIV TECHNOLOGY 全

新動能科技再進化的突破性技術，藉由整合性控制 SKYACTIV TECHNOLOGY 全新動

能科技所涵蓋的各個組件，並藉此串連起減速、轉向及加速等車行作動，將駕駛人的

操控意念，精準轉化為線性流暢的車輛反應，實現行進間的操駕一體感，呈現最極致

的人馬一体駕馭感動。而第一項自 SKYACTIV-VEHICLE DYNAMICS 車輛動態管理系

統研發而生的創新科技，即是 G-Vectoring Control  G 力導引控制技術  

可預期車輛行進路線，讓操控更具信心

車輛行駛時，常遇有路面凹凸不平或高低起伏等狀況
發生，此時，駕駛者常需修正方向盤，讓車輛行進軌跡
朝預期方向而去。針對如此的細微操控，G-Vectoring 
Control G力導引控制技術提升車輛反應性，大幅降低
這類修正角度或頻率之發生，讓駕駛者擁有人車一體的
操駕感受，操控自然更具信心。

抑制疲勞累積，讓駕馭更加輕鬆享受

G-Vectoring Control G力導引控制技術可降低修
正方向盤的頻率，減少因此而累積的疲勞感。此外，
G-Vectoring Control G力導引控制技術讓加速度更加
滑順，減少駕駛者及乘客的頭部、身體晃動，大幅提升
乘坐舒適感。

車輛行進穩定，讓乘坐更添安心

依據路況，G-Vectoring Control G力導引控制技術能
最佳化輪胎觸地時的負載重量，提高車輛反應性及穩
定性。因此，當行車遇到崎嶇路面或天氣因素所影響的
惡劣路況，更能實際體會 G-Vectoring Control G力導
引控制技術帶來的安穩效果。此外，當車輛如預期方向
行進時，平穩、順暢的乘坐舒適感，都可讓駕駛人與乘
客感到更加安心。

入彎 出彎

穩定轉向

負載重量

前後 G力

橫向 G力

GVC

G-Vectoring Control（GVC）G 力導引控制技術

當駕駛者轉動方向盤時，此技術隨即微調驅動引擎扭力，降低車輛加速度，
並將負載重量移至前輪。直到方向盤停止增加轉向角度的瞬間，引擎回復
驅動引擎扭力，負載重量轉移至後輪。透過這樣的扭力輸出調整與前後重
心的移轉，G-Vectoring Control G力導引控制技術讓車輛行駛時四輪接地
所產生的下壓力達到最佳化，並於不同狀況下提升車輛的轉向反應性及穩
定性，達到行雲流水般的車隨意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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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低

顧客的使用狀態

發生意外

意外已無法避免

馬自達提供的安全性能

風險迫在眼前的狀態

透過正確的「感知」→「判斷」→「操作」
實現駕駛者安心的駕駛狀態

受
害
的
風
險

於撞擊時保護乘坐者
與行人等

減輕事故的傷害程度

幫助駕駛者察覺危險
協助安全駕駛

以良好的駕駛環境
（視野辨識性、操作性）
與優秀的操縱穩定協助

車主安全駕駛

減輕
傷害

減少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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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DA CX-9 搭載  i-ACTIVSENSE 主動安全科技，以提升駕駛對於環境的感知。面臨不同的駕駛

路況，  提供車主必要的安全輔助，降低事故風險和意外傷害，保護您一路平安

M{ZD{ PROACTIVE SAFETY
主動預應安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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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安全科技

MAZDA CX-9 搭載了完整的 i-ACTIVSENSE 主動安全科技，提供整合式主動安全

配備，能夠全時段、全方位、全天候給予駕駛者多種預應性安全輔助，人車安全再

升級，旅途一路安心

車側模式

可用於會車或左右兩側道路狹窄時

車前廣角模式

可用於進入T字路口時

車尾廣角模式

可用於倒車出停車格時 

鳥瞰及車前 / 車尾模式

可用於一般車位或車庫停車

360°環景輔助系統

於時速 15公里以下時啟動，運用車頭、車側及車尾的攝影機，即時提供 360°環景影像，隨時掌握車輛周遭視野，讓
駕駛能更直覺的對環境做出反應。在車輛正、側面與車尾方向，為了讓駕駛能更直覺的操作，盡可能減少鏡頭曲度、
降低失真率，讓環景畫面更貼近真實大小與距離 ; 但當前、後側方向需要大範圍視野時，則利用廣角畫面，投射出比
人眼所見更寬廣的區域，確保前後視角足夠清晰，有效避免視覺死角產生。

i-ACTIVSENSE為駕駛輔助系統，各功能配備均有作動條件限制，車主仍需以實際路況搭配使用，其限制請參考車主手冊，或洽各地經銷商

5 種視角模式

可自由切換五種視角模式，不論是停車或行經路口時，皆能輕鬆應對，有效預防視覺盲點可能的危機。

BSM (Blind Spot Monitoring)
盲點偵測系統

SBS (Smart Brake Support)
智慧型煞車輔助系統

時速 15-160公里間，系統會透過毫米波雷達感知器及
偵測攝影機，主動偵測前方車輛。在判別有碰撞風險
時，發出聲音警示，並自動進行兩段式煞車。若駕駛人
同時也踩下煞車，系統將輔以更大的煞車力道，避免可
能發生的碰撞。

根據不同行車狀況調整光照模式，幫助駕駛者在夜晚
也能擁有清晰的行車視野。

A.防眩遠光模式 (Glare-free High Beams)
透過擋風玻璃上方的前方偵測攝影機感應辨識對向來
車頭燈或前車尾燈，依週遭亮度與行車需求自動調整
照明光型，避免造成對向或前車乘員產生眩光。 

B.廣角近光模式 (Wide-range Low Beams)
藉由 LED 近光光源，能自動感應調整光型，避免照明
死角，協助駕駛識別路旁行人或障礙物。

C.高速模式 (Highway Mode) 
因高速行車需要更遠的視野，時速超過 95公里以上，
LED 頭燈會提高燈光軸位，將照明中心點設在便於高
速行駛的更遠之處。 

A

B

C

倒車時請務必留意週遭路況，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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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

SCBS-F (Smart City Brake Support-Forward)
前行煞車輔助系統

當車輛以低速行駛時 ( 時速約 4-30 公里 )，擋風玻璃 
上方的前方攝影機會偵測前方車輛。在系統判別有碰 
撞的可能性時，煞車將預先加壓。如駕駛人未採取閃避 
措施，系統將自動煞車，避免或降低可能發生的碰撞。

SCBS-R (Smart City Brake Support-Reverse)
倒車煞車輔助系統

協助避免車輛倒車行駛時 ( 時速約 2-8 公里 ) 撞擊後 
方障礙物之意外。當車後雷達偵測有碰撞的可能時，系 
統會發出警示音，如駕駛人未能及時反應，系統亦可進 
一步自動啟動煞車，避免或降低可能發生的碰撞。

i-ACTIV AWD
智慧型四輪驅動

自動依道路與駕駛狀況分配前後輪扭力，提供超水準
的循跡能力。在一 般道路確保順暢的操控性能 ;遭遇
濕滑路面也能提供優異的循跡性與穩 定性，輕鬆征服
各種路況，賦予您掌控全局的駕馭自信與無比安全。

ALH(Adaptive LED Headlights) 
智慧型 LED 頭燈

MRCC (Mazda Radar Cruise Control)
全速域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系統於時速 0-145公里時，可依駕駛設定的目標車速
與車距，即時偵測前車行駛狀況，並自動保持安全距
離，有效減輕駕駛負擔。若車輛停止超過 3 秒，則會
暫時解除設定，待車流繼續移動，再透過儀錶板圖示
提醒駕駛，輕踩油門即可回復系統功能。

LDWS (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
/ LAS (Lane-keep Assist System) 
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 車道偏移防止系統

當車輛行駛時速超過 60 公里時，可自動偵測行車道路
標線；當行車動線發生異常偏移時，系統會以警示音、
方向盤震動以及儀錶板中的指示燈警告駕駛人；若駕
駛有疲勞、分心等情況，系統會進一步提供方向盤輔助
力道、修正方向，降低意外的發生。

RCTA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後車警示功能

倒車時啟動車身後方兩側雷達，自動偵測車尾左右視
覺死角內的來車。若有其他車輛駛進監測區域，系統會
以警告音及後視鏡警示圖案來提醒，防範意外的發生。

BSM (Blind Spot Monitoring)
盲點偵測功能

於時速超過 30公里時啟動，當車身左右兩側有車輛逼
近時，後視鏡會出現警示圖案，打方向燈時也會有警告
音提醒，有效協助駕駛者降低轉彎及變換車道時所產
生之危險。



座艙設計

擁有寬敞車室空間，乘客可透過椅背上方拉桿操控，輕
鬆進出第三排座位。符合人體工學的座椅，大幅減少路
面震動與長途駕駛的疲勞感，讓您在舒適的乘坐體驗
中，貼身感受到 MAZDA 以人為本的造車理念。 

車室工藝

低調優雅的深棕色皮質內裝，彰顯車主不凡品味 ; 做工
精湛的中控儀錶台，向兩側車門橫向延伸，突顯寬闊大
器的座艙空間，並搭配黑色鋼琴烤漆或實木飾板 *，讓您
在開啟車門的瞬間，即可感受到超越同級的絕佳質感。

*實木飾板為 SKY-G AWD旗艦進化型標準配備

內裝介紹

MAZDA 精心打造車室座艙，不僅擁有三排座椅的寬敞空間，更不斷優化 NVH*、提升

車室寧靜度，為所有乘員創造更自在放鬆的車內環境。MAZDA CX-9旗艦進化型車款

更升級 Nappa真皮座椅與實木飾板，提升舒適度之餘，亦展現尊榮質感及車主不凡品

味。我們專注於每個細節，只為讓您感受最精緻頂級的車室氛圍與駕馭樂趣

*NVH：Noise/Vibration/Harshness

車室空間

當三排座椅都直立時，可空出 230L的空間，因應車主 
不同需求，需要更多收納空間時，個別收折第三排座
椅， 即可創造出810L的空間 ; 當後兩排座椅都放平時，
足以容納兩台越野腳踏車，整齊寬敞的置物空間轉眼
成形。 

雙前座導流式通風座椅

透過前座座椅上均勻分布的通氣孔，導流式通風座椅
可充分吸收並排出乘坐者與座椅間的熱氣，達到調節
氣溫的效果，且因分布面積廣大，能有效避免局部過冷
或過熱的不適感產生，並貼心採用三段式風量設計，讓
前座駕駛與副駕乘客可依個人需求隨時調整，大幅提
升乘坐舒適度。 

本型錄圖示及文字說明僅供選購參考，請以實際販售車型及規格配備為準

圖片展示車型：SKY-G AWD旗艦進化型   車頂飾條為選購配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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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吋中央資訊顯示幕

MZD Connect 之信息，主要透過中控台上方的 8 吋觸
控螢幕顯示。設計團隊依據人因工程考量，精密計算出
最適合駕駛者閱讀的字體大小、行距與行數，使駕駛者
輕鬆且安全地讀取娛樂、通訊、導航 ( 選配 ) 等相關訊
息，且支援 Apple CarPlayTM串連 iPhone 手機，讓您
能更放心享受駕馭樂趣。

Windshield HUD 前擋投影式全彩抬頭顯示器

為了讓駕駛視線不必在顯示幕與道路之間切換，
Windshield HUD前擋投影式全彩抬頭顯示器將重要駕
駛與導航資訊 (選配 )投影在儀錶板上方的擋風玻璃，
讓您能自然而然地讀取投影訊息，並同時享受駕馭快感。

多功能控制旋鈕

專為 MZD Connect開發的多功能控制旋鈕，源自人因
工程設計，讓駕駛者使用時視線不需移開前方道路，進
而降低危險發生機率。透過搭配旋鈕式設計，無須低
頭尋找開關也能順暢操作所有功能。

本型錄圖示及文字說明僅供選購參考，請以實際販售車型及規格配備為準

圖片展示車型：SKY-G AWD旗艦進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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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D Connect 
人機智慧資訊整合系統

MZD Connect 以行車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透過人因工程的精巧設計，將造成駕駛 

者分心的因子降至最低。MAZDA 獨有的「平視化座艙設計」(Heads-up Cockpit)，

將行車視野依駕駛中軸線向前延伸，並將資訊區域清楚劃分為「行車資訊」及「舒適 

/ 便利資訊」兩個區塊，讓駕駛者在處理大量資訊的同時，仍能保持最佳駕駛姿勢。

同步支援 Apple CarPlayTM 串連 iPhone 手機 *，可直接在 8 吋螢幕上使用 Apple 

Maps及其他 App 應用程式，完美整合各項功能，操作更直覺便利。讓您在駕馭當下，

亦能輕鬆掌握行車及娛樂資訊

* Apple CarPlayTM 是 Apple Inc. 的註冊商標。



三區獨立恆溫空調系統

駕駛座、前乘客座及後排乘客座共有三區獨立空調系統，可分別依據個人
喜好調節各自適合的溫度與冷氣風量，提供絕佳舒適的乘車環境，讓行車
旅途更加愜意。

BOSE® 環繞音響系統

BOSE® 為 MAZDA CX-9量身打造環繞音響系統，精準重現紮實、清晰的低
音。另透過獨有的信號處理電路，流暢串連配置於車身各處的 12支揚聲器，
實現 360度音場還原。並自動依據車內噪音，調整輸出頻率，在行進間給
您劇院級的聽覺饗宴。 

鋁合金輪圈

MAZDA CX-9車系共有 20吋、18吋兩種鋁圈樣式。輕量卻饒富動感的外觀，充分展現精製工藝。全光漆表層處理，強化金屬質感，呼應「KODO魂動」活力
十足的車身設計，使整體車身散發奔馳前行的律動感。

EPB 電子手煞車

搭載 EPB電子手煞車，駕駛只需透過中控台上的按鈕，就能輕鬆操控手煞
車。車輛起步時會自動釋放煞車，保護您，也保護您的愛車。

本型錄圖示及文字說明僅供選購參考，請以實際販售車型及規格配備為準

圖片展示車型：SKY-G 2WD 旗艦型 / SKY-G AWD 旗艦型

高識別度儀錶設計 

以雙色水溫計、TFT 全彩液晶顯示及多功能圖像化訊息，讓駕駛便於掌握行
駛狀況 ; 並優化螢幕對比度與清晰度等細節，資訊判讀更快速。而 MAZDA 
CX-9 旗艦進化型車款更搭配 7 吋 TFT 全彩數位多功能儀錶，將行車所需資
訊移至儀錶板中央，方便駕駛閱讀。讓您在享受駕馭之餘，兼顧安全與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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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以往的挑戰者精神，由此開始

1920 年，松田重次郎 (Jujiro Matsuda) 在日本廣島創立「東洋軟木工業株

式會社」，以生產酒瓶用軟木塞為主要業務，但他並不因此而滿足，1931年，

更將事業觸角延伸至汽車，MAZDA 至此正式誕生。

1945年，廣島遭受二戰原子彈轟炸後，MAZDA獨特的精神與態度更獲彰顯。

身為第一個日本獨立製造的三輪車廠，我們義不容辭挑下戰後重建及救災工

作的責任，為當時城市建設貢獻心力，展現無畏挑戰的 MAZDA 基因。

1961 年，不同於一般車廠，MAZDA 選擇顛覆傳統，研發出革命性的轉子引

擎，更實際應用在 Cosmo 車款上，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成功譜寫出令人

驚豔的跑車傳奇。

1989 年，我們無懼小型跑車市場逐漸式微，堅持打造出富有駕馭樂趣的敞篷

小跑車 MX-5，不僅橫掃國際車壇大獎肯定，更創下前所未有的銷售佳績！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堅持創新，不斷造就「歡慶每秒的駕馭感動」，

從外而內、從無到有，積極創造關於車的所有可能，

持續追求魂動工藝之美及人馬一体的極致操駕。

期盼能為愛好駕馭的您，帶來超越期待與想像的駕駛體驗。

追求完美，是一條無止盡的路

近年來，MAZDA以 KODO魂動設計屢獲
國際獎項肯定，但我們仍不斷挑戰創新，繼
RX-VISION後，再度推出 VISION COUPE，
融合光影律動及日式典雅，展演絕美魂
動精髓，處處顯現 KODO懾人之美，也讓
MAZDA屢屢獲得國際設計大獎 *肯定。

*第 33屆法國國際汽車節 -年度最美概
念車 (Most Beautiful Concept Car of the 
Year )，以及第 11屆日內瓦汽車設計之
夜年度風雲概念車 (Concept Car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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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城市建設的 MAZDA 運輸車輛  2. 革命性的轉子引擎及經典 COSMO 跑車 3. 24 小時的利曼革命，以 787B 賽車奪下勝利，是世上第一家贏得利曼大賽的日本車廠

4. 從 Mazda6 到 RX-8，不斷挑戰與創新  5. 從零打造的全新造車工藝   6. MAZDA 連破獲獎紀錄 ，為史上第一家獲得全球年度最佳汽車設計獎的日系車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