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此型錄車型上的部份功能與安全配備非標準配備，相關資訊請洽 FORD 經銷商。
*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FFFaaacccebookebookebook...com/Fordcom/Fordcom/FordTTTaiaiaiwwwananan



歐洲 1-7 人座旅玩家  百變小酷巴
全新 FORD TOURNEO CONNECT 旅玩家專為廣闊的世界和喜愛探索的
你設計。寬敞的車室空間、多變的座椅變化和鮮明的車身風格，呈現豐富多
元的樂活樣貌。有了百變小酷巴，不論理想的生活位在哪裡，都能說走就走，
即刻出發。 

*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流線時尚 低調炫耀
車體引入全新時尚家族式外觀，在車輛前方安裝五橫柵盾形水箱護罩，結合更纖薄的大燈以及更符合空氣力學的前保桿，
有效降低空氣阻力，創造超低風阻係數，提升燃油效率。

Easy Open 雙側滑門 天幕式全景天窗 

個性前霧燈 ( 含角落照明功能 ) 
方向盤轉動時，前霧燈能夠隨著方向盤轉動方向，進行轉向照明輔助， 
提供更寬廣的照明範圍。夜間行車時，更添視野安全性，增加判讀前方
道路狀況的能力。

配備雙側滑門，即使在停車位狹窄、出入空間受限時也能輕鬆進出車艙，
符合人體工學的離地高度，讓上下車更加輕鬆。

HID 魚眼型頭燈
HID 氙氣燈相較鹵素燈泡，能提供更高的照明質量和較少的能源消耗，
有助於夜間行駛時提高來車辨識度，讓車程更加安全。

開闊大天窗為車內乘客提供無可比擬的視野，具良好採光性，白天看見
藍天白雲，夜晚仰望滿天星斗，車內就能飽覽一整片天空的浩瀚。

*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四缸渦輪增壓柴油引擎結合了精湛的動力和卓越的效率，可產生 120ps
最大馬力以及 27.5kg -ｍ的最大扭力，同時擁有每公升 18.8km/L 的
絕佳燃油效率和出色的 CO2 排放表現。讓你的每一趟長途旅行，都能
如此輕鬆隨意。

新世代動能 完美定義 
FORD TOURNEO CONNECT 旅玩家搭載動能與綠能兼顧的 EcoBlue 柴油渦輪引擎，不只燃油效率佳，更具有出色
的性能與優異的扭力輸出。搭配 SelectShiftTM 八速手自排變速箱，輕鬆換檔享受更順暢的旅程。房車等級懸吊系統配
置，打造前所未有的舒適感受，在市區道路或高速公路長途行駛時，都能保有極佳平穩度。

歐盟 6.2 期汽車廢氣排放標準
FORD EcoBlue 柴油渦輪引擎符合嚴謹的 Euro Stage 6.2 排放標準，
使用尿素將廢氣中的 NOx 排放物轉化為氮氣和水，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量。而安裝在內部的微粒過濾器，能有效捕獲車輛廢氣中 99％的固
體微粒。

前麥花臣 後扭力樑懸吊系統
完美轎式懸吊配置，提供前、後座乘客更好的平穩乘坐感，給每一趟
旅程充分的舒適度。 

1.5L EcoBlue 柴油渦輪引擎 

SelectShiftTM 八速手自排變速箱 
兼具手排、自排兩種模式隨興選擇，更順暢的換檔速度和更低的摩擦
損耗。直覺換檔感受隨心所欲的動力，並帶來更優異的加速性與油耗
表現，一路掌握駕馭樂趣。

* 以上僅為系統功能示意圖，外觀或與實際車型有所差異。*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以內在精彩 駕馭世界之外
擁有優異握感的多功能皮質方向盤，搭配直覺式操作介面和雙區恆溫空調，置身在車室中，就能為感官帶來前所未
有的自在體驗。SYNC®3 娛樂通訊整合系統，支援緊急救援通訊系統，將智慧科技結合駕馭輔助，安全和娛樂不再
需要取捨，只需盡情放縱享樂。

* Apple CarPlay ® 和 Android Auto™ 啟動時，會停用部分 SYNC ®3 娛樂通訊整合系統功能。*Apple CarPlay ® 需搭載 iOS 7.1 以上之 iPhone 機型。建議更新至最新 iOS 版本。* Apple CarPlay ® 為 Apple Inc. 的商標。* Android Auto™ 與大部分搭載 Android 5.0 以上之裝置相容，建議至 Google Play
下載 Android Auto™ 最新版本。* 緊急救援通話期間會出現緊急情況優先狀況，其中包含車輛的 GPS 座標且緊急服務單位可能會無法接受 GPS 座標；詳細功能說明請參照車主手冊。* 藍牙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冊商標，依據授權使用。藍牙與 SYNC ®3 娛樂通訊整合系統所提供各項功能，可能因你使用
之手機型號、作業系統及所在國家 / 地區不同而受限，詳細請參照各功能詳細說明。* Qi 無線充電座可支援 Qi*v1.2.2 無線充電規格，手機背蓋會影響充電效率，操作詳情細節請參見車主手冊。*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或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Apple CarPlay® 導航系統

緊急救援通訊系統 (SYNC® 連接服務 ) 
運用藍牙將手機與 SYNC® 連結後，若發生意外而觸發氣囊或導致燃油泵浦
功能切斷，緊急救援通訊系統將透過 SYNC® 自動撥號至 110 警察單位，第
一時間提供車輛所在 GPS 定位，提供最即時的協助。

Android AutoTM  導航系統

SYNC®3 娛樂通訊整合系統 
透過手機藍牙配對即可啟動聲控模式進行撥號、傳送 / 接收訊息、聽取音樂等
功能，且同步支援 Apple CarPlay® 與 Android AutoTM，搭配 6 具揚聲喇叭，
完美整合行車與行動生活。

6 吋懸浮式全彩 LCD 觸控螢幕 Qi 無線充電座
6 吋懸浮式全彩 LCD 觸控螢幕提供絕無僅有的指觸靈敏度、多點觸控、
滑動頁面及點選功能，如同智慧型手機般的靈敏及便利的操作體驗。

將規格相容的手機或使用相容充電背蓋的手機裝置放在車內的充電座
上，即能輕鬆充電，無需使用傳輸線。



1-7人座 隨變都 OK
以超長軸距創造寬敞車室空間，搭配高自由度座椅變化，同時結合車室內多項置物巧思，空間隨心所用；
從此不管跟誰或去哪，1-7 人隨約隨出發！有了最靈巧的生活智慧王，一趟又一趟的百變旅程就此啟程。

駕駛車頂置物區

後座對話鏡 前座側邊雨傘收納盤

*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Fold Flat 百變座椅平整系統
能隨時應變的後排座椅，可依乘坐人數輕鬆調整，當第二、三排座椅無人乘坐時，可
快速調整並向前折疊，無需拆卸就瞬間創造出完全平坦且寬敞的使用空間。搭配多項
可靈活運用的置物小巧思，從眼鏡到雨傘都能輕鬆收納，是百變生活必備的車室設計。

寬敞車室空間 
寬大車身結合正七人座設計思維，軸距長達 3,062mm，舒適的後排座椅提供寬敞的
乘坐體驗，即使第三排座椅也能讓乘客的頭部與膝部擁有足夠伸展空間。所謂旅程，
就應該好好享受。 



Ford Co-Pilot360TM  Technology 全方位智駕領航科技
FORD TOURNEO CONNECT 旅玩家搭載傲視同級的 Ford Co-Pilot360TM Technology 全方位智駕領航科技，打造前向、側邊、
後向 360 度智能安全。以前瞻思維領先業界，實踐全方位的主被動安全科技，為你預先設想可能發生的危險，並保持距離，做你每
一段人生旅程的堅實後盾！ 

* Ford Co-Pilot360™ Technology 全方位智駕領航科技為輔助駕駛科技而非自動駕駛科技，駕駛應隨時負責控制車輛並專注駕駛，系統為輔助工具，無法減輕您隨時注意安全的責任，系統操作詳情細節請參見車主手冊。* ACC 系統啟用時，車輛不會自動減速到靜止且減速幅度也不足以在駕駛未介入的情況下
防止車禍發生；駕駛過程中請隨時留意車況確保行車安全。* 以上僅為系統功能示意圖，外觀或與實際車型有所差異。*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系統 

LKA 車道偏移輔助系統 / 
LDW 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當車速超過每小時 30 公里時，透過系統內建 4 種
可選擇之間距並調整好車輛速度後，若遇到前方放
緩車速時，系統會自動調整放緩車速 ; 而當前方車
速變快時，系統會自動回復到原先設定的速度。 

透過整合在前擋風玻璃上的攝影機偵測前方車道，
當不小心偏移車道且未開啟方向燈時，系統會提供
輔助拉回力道或震動方向盤給予提示；同時也會在
儀錶板中顯示警示訊息。 



TSR 道路標誌識別輔助系統 
系統所辨識的交通號誌牌需符合維也納公約之設計規範。透過攝影機監控道路號誌，通知駕駛目前行駛路段的交通速限，並於超速時，
透過提示音、儀錶號誌閃爍的方式進行提醒 ; 該提醒系統附有容差值的設定 (0~+10km/h)，讓系統提醒超速的速限值更符合駕駛的需求。

AHB 自動遠光燈系統
感應器會自動偵測前方光源，若前方道路缺乏光源，遠光燈將自動
打開，讓駕駛的視線範圍更遠、更清晰，更能掌握前方路況，提高
夜間行駛安全。當前方攝影機偵測到對向車輛或光源時，遠光燈則
會自動切換成近光燈，避免造成對向車輛駕駛的視覺障礙， 保障雙
方行車安全。

ISA 智慧型速限輔助系統
此系統透過 LIM 速限輔助系統與 TSR 道路標誌識別輔助系統協同
合作，當車輛超過該路段速限時，系統將發出警告並自動降速。

系統透過後保險桿左右兩側內部的偵測雷達，探測後方的視覺死
角。當後方來車進入死角時，後視鏡會亮橘黃色警示燈提醒告知；
當車輛從停車位倒車駛離，CTA 倒車來車警示可提醒車輛後方
及兩側視覺盲點，帶來全方位的守護。 

BLIS® 視覺盲點偵測系統  
( 附 CTA 倒車來車警示系統 )

PCA 前向碰撞預警系統 
( 附 AEB 全速域輔助煞停系統 )
當偵測到前方車輛、行人或有碰撞風險時，系統將發出閃爍警示燈與
警示音，若駕駛踩踏煞車，系統會加大輔助力道，有助於車輛縮短煞
車距離；若駕駛未理會或未及時反應，系統則會自動介入主動煞車，
協助駕駛避免碰撞，降低意外造成的傷害。 

* Ford Co-Pilot360™ Technology 全方位智駕領航科技為輔助駕駛科技而非自動駕駛科技，駕駛應隨時負責控制車輛並專注駕駛，系統為輔助工具，無法減輕你隨時注意安全的責任，系統操作詳情細節請參見車主手冊。* PCA 前向碰撞預警系統 ( 附 AEB 全速域輔助
煞停系統 ) 並無法完全避免所有碰撞，請勿仰賴此系統來取代你的判斷，系統操作詳情細節請參見車主手冊。* 以上僅為系統功能示意圖，外觀或與實際車型有所差異。*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倒車顯影輔助系統
切換倒車檔時，6 吋懸浮式全彩 LCD 觸控螢幕將自動開啟倒車
顯影輔助系統。如遇到任何隱蔽障礙物，前後方停車感應器會發
出警示音，協助駕駛安全停車。



SWS 側風行車穩定系統 
當時速到達 80 公里時系統將自動啟動，
系統以每秒 100 次的頻率偵測車輛行進狀
況，若風力增強導致車身有偏移或翻覆的
可能時，將會透過 ESP 系統啟動迎風側的
煞車系統，維持車輛行進方向。

RSCTM 車輛防滾系統 6 具 SRS 輔助氣囊
雙前座、雙前座車側與雙側邊簾幕式 SRS 輔助氣
囊，給你最高規格的安全防護。 

透過監測車胎打滑率、G 值及其他參數，精準計算
並控制引擎輸出和煞車系統，減少車輛轉向過度或
不足的失控情況。 

ESP 電子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系統會計算出車輛傾斜的角度與行進速度，當發現
車輛可能發生翻覆時，系統會自動介入控制引擎的
動力輸出及煞車來穩定車身，此一系統對於車身較
高的車輛來說十分重要。  

安心 永遠不嫌多
如同對家人的愛，FORD 對高標準安全的承諾始終堅持如一。 FORD TOURNEO CONNECT 旅玩家整合許多先進的
安全防護配備，不只能夠被動提供安全，更可主動降低危險發生之機率。

*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精選配件

* 此為展示車型，外觀樣式及內裝配備與實際上市車型有所差異，請以實際販售之車型及規格配備表為準。

行李廂容量

2+3 排直立

322L
第 3 排傾倒

1,287L
2+3 排傾倒

2,620L
AMGV4J19A464AA

* 可調節式設計，方便設備位置調整
* 可調節卡口尺寸，適合各種類型手機、平板
* 讓移動裝置與車座椅無縫接，安全且實用 

後座娛樂系統支架

A66SX-1A163-CA/A66SX-1A163-BA/
A66SX-1A163-AA 
* Ford Performance 鋁合金輕量化氣嘴蓋，蓋上
   印有獨特的 FORD 徽標  
* 特殊鎖定方式，不僅裝飾著閥門，還有效地保護
   氣嘴閥門免受灰塵和濕氣的影響

氣嘴蓋 ( 銀藍 / 黑紅 / 黑 ) 發光輪鼓蓋 
ACCALLSWCCAA

* 無需電池接電線磁力發電，以 LED 發亮，節能又
    環保
* 當時速達 30 公里以上，將以磁感應供電發光，給
   同向車輛警示，減少行車碰撞發生
* 時速 140 公里以內，輪殼蓋上車標可以保持車標
   豎立 

ACC568CLRCKAA

* 流線造型，藝術感與實用性並存
* 卡扣式固定，安裝便捷
* 避免衣物起皺沾汙，同時不佔車內空間
* 組合式設計，一物三用 : 車用衣架、車用掛勾、家
   用衣架 

車載多功能衣架  

輪圈型式

16'' 五輻稜柱鋁圈 16'' 五輻星芒鋁圈

A66SX-201K56-CRA/A66SX-201K56-CPB

* 專為 TOURNEO CONNECT 車款量身訂造而成， 
   外型美觀
* 崁入式設計，精準密合窗框，風切聲小
* 完整包覆後視鏡區窗框，雨天行駛導流防水效果佳

晴雨窗 ( 黑色 / 透明 )

車色選擇

星燄藍 (3L)
Blue Metallic

赤漠橘 (7Y)
Sedona Orange

極地白 (5W)*
Frozen White

曜石灰 (5G)
Magnetic

冰河銀 (5C)
Solar Silver

瑪瑙黑 (5B)*
Agate Black

* 接單生產

車身規格

高
1, 8

47
m

m

寬 1,835mm 長 4,825mm

軸距 3,06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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