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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智能尖端科技將顛覆既有思維，以內建雷射掃描系統開啟嶄新視野，邁向自動駕駛的美好願景。

無論作為穿梭城市綠洲的行動工具或行動辦公室，皆能為您創造數位時代全新極致體驗。

Audi A8，豪華座駕極智之選，透過各項輔助系統科技，聰明行車，安全進化。

創新前衛科技新思維，盡顯魅力，

世界，正在改變；未來，由您創局。

The new Audi A8 [創局 者 ]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請注意：這些輔助系統只能在其系統設計極限範圍內協助駕駛人。然而，駕駛人仍舊得對駕駛車輛負責，全程需要保持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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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隨行

主動式駕駛輔助系統

運用攝影機、雷達感知器、超音波感知器和雷射掃描器精準

偵測周圍環境

自動煞車、起步、車距控制和車道遵行

科技進化，自在駕車

告別緊繃，行車安心自在。全新 Audi A8，具有閃避輔助和左轉預警輔助功能的主動式駕駛輔助系統，

從此任您穿梭於狹窄巷道，並隨時為您分憂解勞，排除複雜路況造成的緊繃心情。

行經道路寬度限縮的施工路段，狹道偵測輔助可協助您與前車維持車距，

系統會自動調節車速，協助鄰近車道車輛以依序交錯方式行進。



瞻前顧後      

何需





The new Audi A8 [創局 者]  08 | 09 

智慧聲控

彷彿日常對話般的互動  

辨識您的說話方式

高理解力、人性化思維

一切聽您指示

聽從囑咐，專為您待命。隨您日常聲調和語彙發號指令，全新 Audi A8 可透過語音執行特定車輛功能，

並且輕鬆操作 MMI 等各項系統之語音輔助功能。讓您隨時掌握各項資訊，享受豐富車內娛樂，一切就是這麼簡單。

親手操控

何需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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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 觸控回饋操作介面
  
專注本質

以觸感回饋直覺化控制

極簡操作，隨心所欲

全新 MMI 觸控回饋操作介面讓您告別實體按鍵。明日科技進化新思維，搭配 MMI 直覺式觸控手寫板，

搭載 10.1 吋和 8.6 吋高解析度 HD 觸控螢幕，負責顯示和控制資訊娛樂系統及各項便利功能。

透過更精簡、大器的觸控介面，為您帶來更為豐富的科技體驗。

以觸覺回饋感受其中的差異，藉由客製化的配置選項打造用戶專屬介面，猶如操作智慧型手機一樣順手。

直覺智動

斟酌操作

何需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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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駕思維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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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智慧座艙的全新維度

全新 Audi A8，為獨一無二的您打造頂級奢華車室空間與極致氛圍，盡顯獨到優雅氣質與品味。

更以獨具觸感的柔適材質和頂尖工法，樹立頂級工藝新標竿。

新世代全車數位化網絡，為您獻上創新科技所帶來的專屬愉悅旅程。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環艙氣氛照明套件，可升級包含多達 30 種色彩選擇與 6 組預設色彩配置，

以多彩多姿的氛圍燈光系統，襯托座艙內隨心所欲的低調奢華。

每次旅程，都猶如一場優雅的感官饗宴。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尾燈選搭 OLED，以精準細緻的創新車燈設計，提供出色且更具廣度的照明系統。

無論於靜止或動態時刻，全新車燈顯示皆能突顯令人驚豔的未來卓越感。

提前照亮每趟旅程，陪您一起邁向更遼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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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明亮未來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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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Audi A8，以 Audi 單體式盾形水箱護罩、動感的車頂線條、雙門轎跑車般的車身輪廓，

以及 quattro 智慧型恆時四輪傳動系統為核心造車工藝，內外兼具風采無限，魅力嶄露無遺。

新世代 Audi 設計語言，儼然超乎所見。

魅力 超乎所見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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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Audi A8 放大車身尺寸，為您打造更寬敞充足的車室空間，豪華舒適無可限量。

車內所有座位，皆擁有絕佳乘坐舒適度，手部及腿部空間更為寬敞，讓您釋放疲勞，

猶如回到家一般放鬆自在。

以豪邸思維，營造車室美學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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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坐駕 超越凡想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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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Audi A8 L 長軸，完美承襲領袖風範，

以頂級旗艦標竿，革新座艙空間格局。

讓每一次旅途隨心所欲展現恢弘氣度，

亦讓每趟差旅更具大器之姿。

大器格局，Audi A8 L 開拓您的領袖氣息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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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影音配備無懈可擊，無論身處何時何地皆能成為您的專屬行動辦公座艙。

選搭 5.7 吋後座智聯控制平板，

可輕鬆掌控空調、天窗、電動遮陽簾等額外加選配備，輕鬆掌控您的未來視野。

行動辦公室，勾勒您的自信風範

5.7吋後座智聯控制平板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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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Audi A8

低調奢華，締造不凡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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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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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輕鬆註冊 myAudi App，Audi connect 系統整合更進階的便捷功能，讓您擁有全新智聯的用車體驗。各式智聯掌控，能讓您不受距離限制，一手掌握 Audi connect 提供所有愛車相關資訊。

透過 myAudi App，my智能救援能在您發生意外或故障時，不需受困等待救援，及時得到 Audi 救援服務，輕鬆脫困。my遠端售服，隨時記錄愛車狀況，讓您不用擔心忘記愛車保養週期，事先將

車況資訊傳送至全台 Audi 授權服務廠，為您提早規劃預約事宜。my遠端智聯，即便不在愛車旁，也可以輕鬆確認愛車停放位置，遠端遙控上鎖及解鎖。my駕駛導航，採用 Google Earth 

資訊，提供最完善、精準的導航。並可整合 myAudi 及 Google Map 服務。my生活助理，提供旅遊資訊、天氣預報及即時路況等生活情報，並可提供車內 Wi-Fi 熱點，完整智能生活。

 

Emergency call Remote horn & light Navigation with Google Earth™ Travel guide

Vehicle status report
Online radio

Privacy mode

緊急求救 遠端遙控喇叭及車燈＊ Google 衛星導航 旅遊指南

Geofence alert

地理圍欄警示＊ 

Speed alert 

速限警示＊

Valet alert

泊車警示功能＊

Theft alarm notification

防盜警示通知＊

車輛狀況報告＊

Audi service request

原廠售後服務預約＊

Remote lock & unlock

遠端遙控上鎖及解鎖＊ 

Destination entry via myAudi 
or Google Maps™

myAudi 或 Google 地圖連動導航

Traffic information online

即時路況

Wi-Fi hotspot

Wi-Fi 熱點

Car finder

尋找愛車＊ 

Point-of-interest search (POI) 
with voice control

興趣點聲控搜尋

線上廣播

隱私設定

my智能救援 my遠端智聯 my駕駛導航 my生活助理

my遠端售服 

-01 -03 -04 -05

-02

*以上項目需透過 myAudi App 操作，請透過右方 QR code 下載 App 並註冊。

**上述部分功能可能因地區電信或資料傳輸設定而有所不同，詳情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

-02

Online roadside assistance

線上道路救援

Audi incident assistant

事故協助

Navigation data update

導航資料更新

Weather

天氣預報

駕馭時刻，與世界接軌

Audi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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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Audi A8 – 擁有極具創新和便利性的各式精選配備，

以及駕駛輔助系統，使每趟旅途皆完美無瑕。

01– 02  360 度環景 3D 顯影 

360 度 3D 顯影，完整環繞車身四周 

觸控螢幕可切換各種視角

01 –

– 02

請注意：這些輔助系統只能在其系統設計極限範圍內協助駕駛人。

然而，駕駛人仍舊得對駕駛車輛負責，全程需要保持專注力。

智能的品格 無懈可擊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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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201

03 –

01 兩片式全景玻璃天窗 (僅適用 Audi A8 L)   

 染色玻璃嵌件，內含電動遮陽簾，車室通風、明亮度隨您喜好調適

02 全景式玻璃天窗 (僅適用 Audi A8)  

 大面積玻璃，內含電動遮陽簾

03 高亮澤黑色按鍵

 搭配霧面鋁合金嵌件面板

04 Bang & Olufsen 3D 環繞進階音響系統 

 創新聲波透鏡科技，聲音均勻擴散，滿足車內每個角落的聽覺饗宴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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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鉻外觀套件和 Audi 設計精選，使用高品質材料與一流工藝，完美襯托您的高尚品味。

鍍鉻外觀套件提供您更多鍍鉻外觀元素，同步為您成就更加出眾的風格座駕。

豪華時尚的 Audi 設計精選，提供一系列獨具魅力的品味內裝配色、細緻質感飾板，以及獨具迷人對比色車縫線的高級真皮座椅。

0201 01 鍍鉻外觀套件

 前後保險桿鍍鉻飾條 – 外門把鍍鉻嵌件 

02 Audi 設計精選，美麗諾灰

 透氣 Valcona 美麗諾灰真皮座椅，附耀眼棕對比色車縫線

 Alcantara 類麂皮車門飾板

 上半部隕星灰真皮包覆儀表板，附耀眼棕對比色車縫線

 下半部美麗諾灰儀表板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品味 來自工藝的淬鍊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01

– 02 – 03 04 – 05 – 06 – 07 –

光彩勁現

Audi 擁有精湛優異的烤漆技法，車身皆採四道烤漆工序。

每次烤漆，都如同創作一件耀眼動人的藝術品。

同時，保護您的愛車不易因環境影響而產生任何損傷。

光芒四射，只為耀顯您的個人風采與強勁外型。

01 金屬高地灰 Z8 
02 金屬龐貝灰 F4  
03 金屬月光藍 W1  
04 金屬星際藍 2D  
05 金屬塞維利亞紅 8C  
06 珍珠非洲棕 T2  
07 金屬冰川白 2Y

車色 42 | 43 



輪圈 44 | 45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01

02

03

04

05

06

  01 19 吋五輻式星形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局部拋光對比灰色

02 20 吋 Audi Sport 五輻式V形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高光澤表面

03 20 吋十輻式Y形設計鍛造鋁合金輪圈

04 20 吋 Audi Sport 五臂多邊形式樣鑄造鋁合金輪圈

05 20 吋十輻式平行雙肋式樣鍛造鋁合金輪圈，局部拋光對比灰色

06 20 吋 Audi Sport 五臂式渦輪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鎂金屬外觀，高光澤表面  

力與美的風格交會

精選輪圈可盡顯您的個人獨特風格，何不滿足內心的渴望，用您最喜愛的設計盡情展現動態的力與美。                

所有 Audi 輪圈都經過特殊測試步驟及嚴格條件把關，具備卓越的品質，讓您安心地馳騁於道路。



座椅 46 | 47 

紅玉髓棕 Valcona 真皮

含圓形打孔與深鐵灰對比色車縫線

梅洛酒韻紅 Valcona 真皮

含圓形打孔

沙漠米白 Valcona 真皮

含圓形打孔

紅玉髓棕 Unicum 真皮

含圓形打孔與岩石灰對比色車縫線

0201質感卓越的極致之座

真皮內裝座椅和中央飾板，以高品質選材和頂級工藝水準，讓您愛車內前後座椅都享有絕佳的舒適性。

01 舒適型客製輪廓前座椅，透氣梅洛酒韻紅 Valcona 真皮

02 客製化高階舒適型座椅，透氣紅玉髓棕 Unicum 真皮，儀表板上半部和中控台為碧璽寶石藍， 

 附岩石灰對比色車縫線。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飾板 48 | 49 

01 極致紋理灰，極致質感灰 | 02 霧面深色鋁質刷紋 

03 白楊木質地灰 | 04 霧面深色鋁質刷紋 

05 櫸木質地棕 | 06 石墨烯科技灰電鍍飾板 

07 桉樹質地灰棕色 | 08 石墨烯科技灰電鍍飾板

01

02

04

06

08

03 05

各種飾板，皆能營造出獨特氛圍，與您的高雅品味完美相襯。

精緻木質結合石墨烯科技灰精緻烤漆或霧面深色鋁質刷紋飾板 

散發溫暖氣息的木質紋理，與鋁合金飾條融合，迸發出的氣質與風采，皆能完美展現您對細節的獨到品味。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品味更甚的細節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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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 : 

▲

前後座腳踏區照明

▲

前後車門把手照明

▲

前後車門氛圍照明

▲

儀表板下方置物空間照明

▲

前方中控台氛圍照明

後座智聯控制平板的主要元件為一個位於後座可控制空調、座椅與相關便利功

能的多功能控制器。後座智聯控制平板的控制器為一組1,920 x 1,080高解析

度5.7吋 OLED 顯示器，包含觸控控制。

▲

5.7吋 OLED顯示器具備1,920 x 1,080像素

▲

材質 : 鋁合金

▲

重量 : 小於 275 公克

▲

尺寸 : 162.3 x 86 x 10.9 mm

可控制下列功能(視選用配備)：矩陣式 LED環艙閱讀燈、空調系統(包含座椅加

熱與通風功能)、座椅位置包含按摩功能、遮陽簾(遮陽或防眩光)、車室與環艙

照明、Audi平板電腦、前座娛樂系統包含音響設定。

後座智聯控制平板採用鋁合金材質製作，收納於後座中央扶手內，可輕鬆取出

與收納。

輪廓/氛圍照明套件(能設定為不同色彩)，除了包含車室照明套件：包含三種預

設色彩設定；額外的互動式自訂色彩設定，透過 Audi drive select 可程式車身

動態系統不同模式控制，多達 30 種顏色可供您選取。

LED 極光頭燈組

HD 高階矩陣式 LED 極光頭燈組

環艙氣氛照明套件 ( 白光 )

車室氛圍照明套件 ( 多彩 )

矩陣式 LED 環繞閱讀燈

照明 車內照明-01 -02
後座智聯控制平板

控制介面-03

-01

-01

-02

-02

-03

矩陣式 LED 環艙閱讀燈位於後座車頂中央：

▲

具備電容感應式開關的明亮閱讀燈

▲

七個重疊照明區域組成整體閱讀燈照明區域

▲

可調整：照明角度與位置、焦距與照明範圍 ( 3種尺寸；S/M/L ) 以及亮度調整

▲

上述設定可經由後座智聯控制平板操作

▲

車頂周邊光條為白色設定 (環艙照明套件) 或是自行設定 (輪廓/環艙照明套

 件，可設定多種色彩)。此配備需搭配後座智聯控制平板方可選用

全LED極光頭燈組不論白天或夜晚，都具有令人驚豔且獨特的燈形設計。 

全LED極光頭燈組提供精準並近似日光的路面照明，不僅提升安全及舒適

性，更節能並延長使用壽命。

全 LED 極光頭燈組包含 : 

▲

極線 LED 識別燈 

▲

全天候燈

▲

近光燈

▲

遠光燈 

▲

定位燈 

▲

方向燈

電動控制玻璃天窗之上掀與開啟，開啟與關閉均為電動控制，染色玻璃區域包

含電動無段控制遮陽簾。在車外可透過遙控器鑰匙進行便利開啟與關閉；額外

大面積玻璃可提供車室內充滿陽光的車室氛圍；前方導流網可減少天窗開啟時

之風切聲。

包含 : 

▲

後座左右分離式控制的溫度與氣流方向

▲

位於 B 柱的額外出風口

▲

後座觸控式空調面板

▲

高效能空調運作歸功於乘客識別功能

▲

空氣品質感知器與日照感應式控制可控制自動車內/外循環

▲

抗過敏濾網可阻絕粉塵、花粉與異味

▲

餘熱再利用裝置

▲

可自訂相關功能

透過遙控器車鑰匙或駕駛座車門上的按鈕、行李箱尾門把手內的按鈕，或攜帶

感應式鑰匙時，可經由體感啟閉功能開啟行李箱尾門；同時具備尾門動力輔助

關閉與無段行李箱尾門開啟角度設定功能。 

便利且可靠的車門緊閉系統，將未關緊的車門緊閉。

▲ 	

在 MMI 顯示包含負離子產生器、香氛與空氣品質的視覺顯示

▲ 	

負離子產生器可減少空氣中有害物質與微粒，可有效改善車艙的空氣品質

▲ 	

香氛功能提供車艙清新的感受，可依照喜好選擇兩種不同香味與四種不同強 

   度的香氛氣息，香氛的氣味分子不會殘留於車艙內裝或是衣服上

▲ 	

絕佳的空調濾網能提供車艙內最優異的空調環境，在 MMI  顯示幕與後座智聯

   控制平板均可顯示即時的空氣品質

雙層隔音玻璃可有效降低來自外界的噪音。

智慧型雨刷包含整合式雨刷噴嘴

▲ 	

主動式前擋風玻璃雨刷系統可在任何氣候，甚至雨刷作動時提供良好的視野

▲ 	

雨刷清潔液從雨刷條前端噴出，可立即刮除

▲ `

可加熱

▲ 	

除冰模式可清除前擋風玻璃之冰雪

全景玻璃天窗包含兩個區塊，電動控制前段玻璃天窗之上掀與開啟；後段為深

色染色玻璃；包含前後座電動控制遮陽簾。在車外可透過遙控器鑰匙進行便利

開啟與關閉；車室內大面積的透光可營造舒適的乘坐氛圍，也可透過多種換氣

方式改善車艙空調環境。內建的導流網可降低天窗開啟時之風切聲。

創新的全數位儀表能依據駕駛人需求提供彈性化的專屬資訊顯示，例如：車速/ 

引擎轉速、地圖畫面、Audi connect 服務、收音機/媒體資訊等。多功能方向盤

上的 "VIEW" 按鈕可供切換 2 種不同尺寸的圓形儀表樣式：小尺寸儀表顯示可

讓行車電腦和MMI內容顯示在顯示幕上較大的清晰區域。也可將行車電腦資

訊顯示於轉速表內。Audi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可透過多功能方向盤操作，可於 

12.3 吋高解析度彩色顯示幕上以 3D 地貌模型顯示導航地圖，當導航路徑指引

啟動時，導航資訊將持續顯示於時速表周邊；包含駕駛注意力警示功能。

個人化設定 : 

您可以在車上儲存多種個人化的設定，例如座椅位置、資訊娛樂系統或底盤相

關設定。透過 MMI 系統可儲存多達 6 組個人化以及一組來賓的設定。最後一

組個人化設定的資料會指派給最後一次駕車並上鎖的鑰匙持有人。當車輛解鎖

時，一組個人化的問候語將出現在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同時相關設定會

開始載入車輛。車輛設定的儲存項目須視選用配備而定。其他可儲存之設定包

含：資訊娛樂系統、人體工學設定(座椅位置、車外後視鏡、方向盤位置)、車室

燈光、空調系統、音響設定、駕駛者輔助系統、懸吊系統、頭燈系統、抬頭顯示

器與儀表設定。

全景式玻璃天窗 (僅適用 Audi A8) 日照感應式四區獨立恆溫空調

電動啟閉尾門 (附體感啟閉功能)

動力輔助車門緊閉

空氣淨化/香氛套件

隔音玻璃

智慧型雨刷套件

兩片式全景玻璃天窗 (僅適用 Audi A8 L)

天窗系統 恆溫空調

關閉系統

玻璃

-04 -06

-07

-05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

儀表顯示系統-08    

-08

其他配備 50 | 51

包含 : 

▲

HD 高階矩陣式 LED 極光頭燈組

  含動態指示方向燈

▲

LED 尾燈組含動態指示方向燈

▲

頭燈清洗系統

OLED 尾燈
歸功於優異的均質發光特性，創新的 Audi OLED 科技，賦予全新A8尾燈與眾

不同的光型設計。此尾燈無須額外的反光片、導光條以及其他光學鏡片，所以具

有高效能且輕量化設計的特點。OLED尾燈每側包含四組極薄的發光組件共同

構成 Audi 四環圖騰。OLED發光元件藉由小面積區塊3D 立體分佈創造出全

新的燈形設計，不論在任何旅程或是停車時，均能透過驚豔的燈形設計成為眾

人的目光焦點。此外，獨特離家/返家照明之動態燈光展示讓您提早體驗未來

的趨勢，即便是關閉時，Audi OLED尾燈也能散發先進的設計魅力。

-04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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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上述部分功能可能因地區電信或資料傳輸設定而有所不同，詳情 

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

其他配備 52 | 53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含 MMI 直覺式觸控手寫板 

除 MMI 高階音響主機特點外還包含 : 

▲

高解析度 10.1 吋彩色螢幕 (1,540 x 720像素) 所顯示之導航系統

▲

高解析度 8.6 吋彩色螢幕 (1,280 x 660像素) 為空調操作面板、手寫面板與我

   的最愛列表

▲

自動導航圖資更新 : 下載最新導航圖資

▲

3D 地圖顯示包含諸多興趣點以及城市模型

▲

MMI 搜尋：於輸入時利用智慧型目的地建議功能進行任意文字搜尋

▲

MMI 直覺式觸控手寫板提供快速、直覺的操作，例如輸入導航目的地之手寫 

 辨識功能以及地圖瀏覽時的自由移動和縮放地圖

▲

以自然語言輕鬆聲控資訊娛樂系統

▲

將導航地圖另外顯示於 12.3 吋全智能液晶儀表

▲

詳細路線資訊：地圖預覽、替代路線選擇、興趣點、車道建議、高速公路匝道、 

 詳細路口地圖等功能

▲

可聽取網路收音機電台之歌曲(例如當所在區域無法接收 FM 或 DAB 收訊不佳

   時)以及顯示電台標幟

▲

線上交通資訊根據交通資訊來計算導航路徑規劃

▲

強化 3D 城市模型包含特定城市之建築物敘述與街道景象

▲

自交車後三年提供免費的 Audi connect 服務，提供線上交通資訊、Google Earth™  

 導航

10 組喇叭包括中置揚聲器與重低音揚聲器、6 聲道擴大機。 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可將智慧型手機與您的 Audi 車輛連結。它可以透過 USB

將智慧型手機的內容直接傳送至 MMI 顯示器。

您可以利用 MMI 控制器和智慧型手機之聲控功能方便地控制導航、電話、音樂

以及特定的第三方應用程式。

在駕駛的直接視野範圍內投射必要資訊例如車速，以及其他選用關於駕駛之相

關資訊，例如：輔助系統、導航指示與警告資訊。亮度、位置高低與水平角度均

可調整。高對比、彩色顯示大幅提升對路面的專注度。

車道變換輔助系統含 Audi 後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離車安全警示與後方

橫向車流警示。此套件之輔助系統係針對都市交通或多線道之道路狀況。

套件包含 : 

▲

車道變換輔助系統 

▲

離車安全警示

▲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

Audi 後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Bang & Olufsen 音響系統透過 17 支揚聲器，包括 3D 及中置揚聲器與重低音

揚聲器；總輸出功率達 730 瓦的 16 聲道擴大機來重現環場音效。此音響系統

之 3D 音效特點讓前後座可以體驗真實的 3D 立體音效重現。透過位於 A 柱與

車內頂篷之額外的廣音域揚聲器、後座中音域揚聲器以及 Fraunhofer 全新

Symphoria 2.0 3D 音效科技達成 3D 音效支援所有音源。在車艙內創造幾近真

實的立體聲與 3D 環繞音場效果，讓您如同親臨演唱會。

可選擇將行動電話放置於前座中央扶手內之通用型行動電話座 ( 170 mm x 87 

mm )。行動電話可利用 USB-A 型充電線或無線方式充電 ( Qi 標準 )；包含行動

電話遺留警示與 MMI 之充電狀態顯示。

Bang & Olufsen 3D 環繞進階音響系統

以 23 支揚聲器帶來動人的原音重現，其中包括前後座 3D 音效揚聲器；低音揚

聲器、中置揚聲器和重低音揚聲器均有各自獨立的擴大聲道，以及專屬的鋁合

金材質揚聲器外罩與釹金屬磁石；位於儀表台的中置揚聲器與兩組自動伸縮的

聲波鏡射高音單體，讓所有車艙乘員均能享受絕佳的聽覺饗宴。

▲

動態噪音補償；23 聲道 BeoCore 擴大機內建超高效能 ICE POWER 擴大機，  

 總輸出功率高達 1,920 瓦

▲

車速感應式音量調整

▲

此音響系統之 3D 音效特點讓前後座可以體驗真實的 3D 立體音效重現。透過位 

 於 A 柱與車內頂篷之額外的廣音域揚聲器、後座中音域揚聲器以及 Fraunhofer 

 全新 Symphoria 2.0 3D 音效科技達成3D音效支援所有音源。最終目的是在車 

 艙內創造幾近真實的立體聲與3D環繞音場效果。Symphoria 2.0 3D音效科技 

 為原始的聲音來源增添更廣的空間感：廣度、深度與高度。這可為車內空間帶 

 來前所未有的音場效果，同時車艙內實質的界線也不復存在，車內空間感覺更 

 寬廣，讓音樂可以無壓縮的原音重現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 Audi 原廠音響系統 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

抬頭顯示器

都會行車輔助套件

Bang & Olufsen 3D 環繞音響系統

手機無線充電功能 Audi phone box Light

Bang & Olufsen 3D 環繞進階音響系統  

導航控制系統 音響系統 mySmartphone

輔助系統

都會行車輔助套件

-0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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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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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包含多種輔助系統，提供您在都市或是長途旅行更安全與舒適的旅途：

▲

主動式駕駛輔助包含塞車輔助系統與狹道偵測輔助系統

▲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系統

▲

車道維持及偏移警示輔助含緊急求助系統

▲

左轉預警輔助系統

▲

閃避輔助

四組廣角攝影機提供涵蓋全車周遭的即時影像，也可提供多種不同角度與視野

的畫面，讓慢速行車更輕鬆。可透過 MMI 系統切換不同視角顯示 : 

▲

虛擬顯示車輛外部輪廓與周遭景象，可依需求透過觸控螢幕進行景象的旋轉

 與縮放

▲ 	

鳥瞰畫面：四支攝影機的畫面組成即時的虛擬環景視野，畫面中物體尺寸 

 依比例顯示與相對位置均會依據行車路線改變，讓車輛慢速行駛與定位 

 更為精準

▲ 	

前後車輪視野 : 此功能提供慢速行駛、靠近路緣時的優異視野

▲ 	

後方攝影機視野 : 提供倒車入庫時之停車導引線以及拖車安裝模式

▲ 	

前方攝影機視野 : 虛擬的導引線使得慢速行駛更輕鬆，同時可輕易看到前方

   的障礙物

▲

 前後方全景式視野 : 在駛離狹窄車位或具有視線死角的路口時，可提供近

 180° 的廣角視野。排入倒檔、按下中控台上的按鈕或是圖像式距離顯示畫

   面上方按鈕後啟動

採用前方攝影機的資料同時計算可能發生的追撞意外。在系統極限內，系統依

據當時的時速針對即將發生的追撞進行警示，同時啟動煞車作動。系統從時速 

5 公里開始進行監控，時速 85 公里內可偵測腳踏車騎士，最高於時速 250 公

里內均可進行前方車輛偵測：當系統偵測出有即將發生的追撞意外時，系統會

透過一系列的警告措施警示駕駛者–視覺、聲音與短促煞車。視需要，煞車力

道會增強，甚至啟動全力緊急煞車以減少撞擊力道，或是可能避免撞擊發生。 

quattro 智慧型恆時四輪傳動系統具備主動鎖定中央差速器，可採非對稱/動

態分配前後軸驅動力以及擁有扭距導引功能。此機械式中央差速器透過快速地

分配前後軸驅動力達成傑出的動態操控，同時具備優異的循跡性與直行穩定

性。扭距導引功能整合於 ESC系統內，在急彎時些為煞制內側驅動輪，藉此提

供外側驅動輪更多的驅動力。如此大幅提升彎道中的動態操控、轉向精準度與

中性的操控。

搭配跑車式限滑差速器之 quattro智慧型恆時四輪傳動系統，具備主動鎖定中

央差速器與位於後軸的跑車式限滑差速器，此套系統利用傳統的後軸差速器兩

側裝置兩組額外電子控制多片式離合器。此款智慧型 quattro 系統持續並主動

分配後軸左右之驅動力以創造優異的動態操控性能。當轉向或在彎道中加速

時，驅動力將會顯著地分配於外側輪以讓車輛快速進入彎道。簡而言之，此系

統可以預先減少轉向過度與轉向不足情況之發生。

跑車式轉向系統更直接的轉向特性可強化車輛動態操控及駕駛時的舒適度(例

如：在蜿蜒的鄉村道路或轉彎時)並且能降低駕駛所需的轉向力道(例如：停車

及移動時)。轉向齒比改變根據轉向角度與速度感應式轉向輔助來達成優異的

操控特性；可透過 Audi drive select 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來改變不同模式。   

包含 Dynamic steering 動態轉向齒比控制系統與全輪轉向系統的優點。動態

全輪轉向系統主動地透過前後軸轉向來協助駕駛者，不論任何時速，同時讓操

控更靈活。高速時前後軸特殊設定的轉向角度(同向之轉向角度)使得轉向反應

與穩定性大幅提升。來自駕駛者的轉向動作可更快速且精準的執行。配備動

態全輪轉向系統可減少約 0.55 公尺的迴轉半徑。

進階安全防護套件包含多項功能與配備，提供前座乘客更多的安全與舒適性。

為了更進一步在側撞意外或車輛翻覆時提升車上乘客的防護，雙前座椅中央額

外的輔助氣囊將會備觸發。除此之外，當有選用舒適型座椅時，安全防護套件

還提供雙前座撞擊感應式頭枕，藉以提升發生後車追撞意外時之安全性。

公路行車輔助套件

360 度環景 3D 顯影 

Audi 前方預警式安全防護

quattro 智慧型恆時四輪傳動系統

運動化差速器

跑車式轉向系統

動態全輪轉向系統

主動式氣壓懸吊系統

進階安全防護套件

公路行車輔助套件

停車系統

行車動態/剎車 技術/安全-14

-15

-16 -17

▲

 四輪配置電子控制式氣壓懸吊含阻尼無段可變的減震系統

▲

 主動調整車身高度與懸吊阻尼硬度

▲

 5 種模式 : 節能、舒適、自動、動力、個性化；透過 MMI 系統設定含車身高度 

 調整

▲

 車尾高度可降低，便於裝載物品

▲

 高速行駛時會主動降低車身以減少風阻，提升油耗經濟性

▲

 在升高/越野模式可大幅提升車身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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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車輛偵測到嚴重意外發生時，將自動撥打緊急電話給 

Audi 緊急救援中心，該中心會連繫當地警察中心，協助派

遣救援到您的 GPS 地點。詳細資料如事故地點、車輛中乘

客數將會傳送到 Audi 緊急救援中心，以提供更快速的規劃

救援。此緊急救助也能以頂篷按鈕手動啟用。

內建高解析度的衛星圖像及街道資訊。

Audi connect 支援的旅遊資訊系統可提供您有關目的或是

任何搜尋地點的相關資訊。搜尋引擎可利用資料庫的內容

提供目的地熱門景點的背景資訊、照片及地址。系統還會

根據距離排序。

Wi-Fi 熱點可支援高達8個行動裝置的網路連線。此服務

需額外購買 SIM卡設定以建立網路分享。唯顧客加裝 

SIM 卡後，Audi connect 的資訊娛樂系統皆會以該卡進行

數據連線。

將線上廣播整合至 MMI，不需連結手機，即能收聽上千台

電台。該服務數據流量並未包含在原 Audi connect 服務

數據專案，故需另外購買或使用個人 SIM卡進行連線。

顧客加裝 SIM 卡後，Audi connect 的資訊娛樂系統皆會

以該卡進行數據連線，數據來源由混合式廣播接收線上

電台，即使離開了電台的播送範圍，仍可收聽。

行車路線將根據即時路況及預測路況進行規劃，整合鄰近

與替代等道路分析，系統會找出最適合的路徑並給予繞道

的建議。

導航路線的規劃可以透過 myAudi App 便利地進行跨裝

置資訊整合，您可先從 myAudi 規劃出行車路線並傳送

相關資訊至車內。在出發時，預先準備好的圖資將上傳

至 MMI 導航系統，您只需一鍵設定即可啟程。

Audi connect 中文興趣點搜尋服務，提供最符合您需求的

目的地，您可透過語音控制或自行輸入搜索，搜尋引擎

將呈現相關資訊，如地址、營業時間、照片及評分等。特定

的興趣點會與地圖圖資定期線上更新。

提供您目前所在地與目的地、以及未來幾天的天氣預報，

包含詳細溫度資訊、天氣概況和降雨機率，您可選擇朗讀

功能收聽天氣預報。規劃導航路線時，您也可查看行車

路線至目的地的天氣狀況。

Audi 導航資料更新系統，讓您的導航永遠保持最新的

圖資，Audi connect 定期進行一次更新，確保所有的新道路

與路障都會完整呈現。最新的導航資料亦可透過 SD卡下

載或線上更新至車輛系統內。

Audi connect 車輛狀況報告讓駕駛可以透過手機上的

myAudi App 得知車輛狀態，包含油量、里程、車門狀態和

保養週期等相關資訊。

透過 myAudi App 為車輛上鎖或解鎖。

myAudi App 會接收來自車輛防盜系統的警報，

傳送推播通知以警示車主。

駕駛人可從車內 MMI 設定切斷車輛 Audi connect

資訊傳輸功能，myAudi App 將暫時無法同步資訊，

惟安全警示功能(如緊急撥號)仍會持續運行。此隱私

設定的狀態將顯示於 myAudi 帳戶 (僅供顯示)。  

透過 myAudi App 啟動車燈與喇叭(該功能有效範圍為

半徑 500 公尺)。

透過 myAudi App 您可以輕鬆確認最新的車輛停放位置。

當車輛保養週期將近，車輛會事先將車況資訊傳送至顧客

選定的全台 Audi 授權服務廠，由服務廠主動與車主聯絡，

提早規劃售後服務預約事宜。

當車輛偵測輕微受損的事故時，MMI螢幕將自動顯示兩個

協助管道：撥打至 (1) Audi 緊急救援中心或 (2) Audi 服務

專線。

my智能救援 my駕駛導航

緊急求救 Google 衛星導航

旅遊指南 Wi-Fi 熱點

線上廣播即時路況

myAudi 或 Google 地圖連動導航
興趣點聲控搜尋

天氣預報
導航資料更新

線上道路救援

車輛狀況報告

遠端遙控上鎖&解鎖

防盜警示通知

隱私設定 

遠端遙控喇叭&車燈

尋找愛車

地理圍欄警示

速限警示

車主可透過 myAudi App 設定車輛允許或禁止區域。若

車輛離開允許區域或進入禁止區域就會立即收到推播通

知，最多可以開啟 4 個地理圍欄警示。

車主可透過 myAudi App 設定車輛的速限警示，若超速

就會立即收到推播通知，最多一次可以開啟 2個速限

警示。

原廠售後服務預約

事故協助

my遠端售服 my生活助理 my遠端智聯-01 -04-02 -05-03
 | Audi connect

當車輛發生故障時，只需按下頂篷前方的服務按鈕即可撥

打至 Audi 服務專線，以提供解決方案。

泊車警示功能

車主可透過 myAudi App 設定所有車輛代客泊車警示

功能，若超過允許範圍就會立即收到推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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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上述部分功能可能因地區電信或資料傳輸設定而有所不同，詳情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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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見經典，光環盡現

Audi 原廠配件讓您盡情展現個人風格，

所有商品皆符合品質標準的承諾，將迷人設計與高度功能性做完美結合。

行李箱 – 可上鎖並由兩側便利的開啟。提供 300 公升、360 公升和 405 公升。

此配件須額外選購並搭配車頂行李架使用。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商務包 – 可容納 15 吋筆記型電腦及各種商務用品。

利用三點式安全帶即可固定於後座長椅或前乘客座椅上。

五輻式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 – 亮澤黑，尺寸 9 J x 20 搭配 

265/40 R20 輪胎。

LED 照地燈 – 當您開啟車門時，LED 燈會將依您選購的 Audi 四環標誌

或 quattro 標誌投射於地面上。



100% Audi，100% 服務

為了實踐關懷車主的承諾，Audi 服務專線 0809-092834

提供 Audi 車主全方位的道路救援服務、各項商品、服務查詢等其他協助。

我們《一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時》都有專人為您服務。此外，您若有任何車籍資料或通訊資料變更，

也請儘快通知 Audi 服務專線，以確保您能收到 Audi 寄送給車主的所有訊息。

Audi Top Ser vice

Audi 展示中心及服務廠

引進德國總公司 Audi Terminal 概念，精心打造 Audi 展

示中心，呈現摩登美學與動感線條。Audi 服務廠亦以同樣

新穎、充滿現代感的設計，延伸空間創新概念。其中原廠技

術服務人員的制服、頂高機、家具、特殊工具設備及維修設

備，皆由德國原裝進口。

新車五年/十萬公里原廠保固

從您的新車交車日或首次掛牌日起（先到者為準），我們將提供給您的愛車五

年或十萬公里內（先到者為準）的原廠保固，三年內則不限里程，保固內容及

限制如下：• 新車前三年內享有無限里程的原廠保固。• 新車在第四年及第五

年，若行駛里程數未滿十萬公里，仍享有原廠保固。• 前述保固期間之起算日

為新車交車日或首次掛牌日中較早之日期。所有符合保養週期紀錄的檢測及

保養工作皆依 Audi 車主手冊之規定執行。

道路救援服務

Audi 提供車主與新車保固相同期間之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全天候 24 小時待命，並且全年無休，讓您永無後顧之憂。

主要服務的項目包括：免費緊急修理、免費一般載運服務、

長程載運交通費用補助、短程計程車車資補助。 

Audi Genuine Parts 原廠零件

Audi Genuine Parts 原廠零件均針對 Audi 旗下個別車款

量身打造，完美滿足不同性能需求，並在嚴格的生產過程中

通過各種安全測試，確保高品質水準。

德國原廠標準作業流程

Audi 提供高效率且值得信賴的服務，配合技術純熟的服務

顧問與專業團隊，以最高規格，帶給所有車主專業且愉悅

的感受。導入德國原廠的標準作業流程，同時由遠自德國

Ingolstadt 原廠派駐台灣的技師親自支援，德國原廠並定

期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

以上各項服務項目的詳細內容請洽車主使用手冊或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及服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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