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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udi 原廠配件

Audi 原廠配件 
打造真我獨特魅力

Audi TT Coupé 不僅是代步工具，更是獨特個性的具體展現。獨特：Audi 原廠配件是形塑個人特色的方法之一。透過設計精緻的

各式產品，您可隨心實現自己對 Audi 的渴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提供無與倫比的設計感與功能性，勢必能讓您心中描繪的理想藍

圖幻化成真。畢竟無論是研發階段的創意設計、嚴格的生產標準，抑或是為數眾多的測試流程，都是造就優質 Audi 原廠配件的重

要環節，也是成就每一部 Audi 車輛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立即翻頁繼續探索，深入瞭解 Audi 原廠配件為您量身打造的精采解決

方案。



談及設計與品質，我們總是在車輪上 
不斷突破。不斷細心雕琢， 
精益求精。
前衛設計與頂尖品質的完美結合，不僅需要眼光精準，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理想質感。以理想的材質、絕對而精準的規格，

完美襯托各個組件的不斐價值。因此，我們不斷改進生產流程，永遠都在尋找最理想的材質，對於測試標準更是精益求精，

永不歇息。Audi 原廠配件車輪是致力追求此目標的最佳佐證：我們的車輪經過多項嚴格測試，確保呈現最優良的品質。例如，

車輪會模擬遭碎石損傷，並在隨後幾天中，在車輪表面噴塗腐蝕性極高的醋酸和鹽水。在後續的測試中，這些車輪仍然必須

符合嚴格的標準。為了順利通過測試，我們採用複雜的鑄造流程，使組件具有高水準的強度。不僅如此，細緻的多層烤漆技

術更可進一步提供磨損防護，同時確保車輪呈現高光澤漆面。選用 Audi 原廠配件車輪的理由不一而足，但都代表您將擁有高

質感的車輪。請參閱第 10 頁，深入瞭解我們現有的車輪系列。

完美體現最真實的 Audi 風格。正式生產前，鑄

造鋁合金輪圈就已改良臻至完美。設計師無不獻

上最頂尖的品質，以高科技工具設計研發，將每

個鑄造鋁合金輪圈打造為絕世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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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置物配備

更寬敞的空間，創造更多可能。立即瞭解 Audi 原廠配件為

Audi TT Coupé 提供的多元置物解決方案。

運動性能與設計

創新進化，歷久彌新 ― 立即瞭解 Audi TT 專屬車輪的所有相關資訊。

Audi TT

您的 Audi TT：跑車界的耀眼新星。

親眼見證其獨有的驚豔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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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與安全

這些產品可賦予您的 Audi TT Coupé 更高水準的舒適與安

全，讓您永遠備受呵護。

家庭

讓所有喜愛 Audi 的大人和小孩享有更多安全與樂趣 ― Audi

原廠配件也提供兒童專用產品。

通訊、影音、娛樂

認識 Audi TT Coupé 的資訊娛樂系統與通訊產品，瞭解

其無可取代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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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為傲的車身外型。傲視古今車壇，無與倫比。全新 Audi TT Coupé。偉大傳奇的

歷史新頁。動感帶勁。外觀零缺陷，將每一個最微小的細節設計臻至完美。車身低

扁，寬敞修長。毫無冗贅的線條設計。設計精準無比，目標明確：以強而有力的美學

呈現視覺饗宴。全新 Audi TT ― 當今最前衛的跑車。

Audi 原廠配件更進一步彰顯這個概念。採用時尚的設計元素，配備聰明的多元置物

解決方案，將想法化為提升舒適與安全的具體作為。Audi TT Coupé 毫無缺點，即使

是配件也能全面滿足個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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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性能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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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鑄造鋁合金輪圈， 
5 輻面盤設計， 
霧面黑及高光澤漆面 *

完美襯托 Audi TT 的卓越設計。尺寸 9 J x 20。
輪圈尺寸 255/30 ZR 20。

超越時尚
經典跑車的設計必須腳踏實地，從零開始 ― 千里之行，始於鑄造鋁合金輪圈。所有輪圈必須順利通過多項測試，才能符合

Audi 制定的嚴格品質標準。全面採用鑄造流程，使組件具有高水準的強度，同時也施行細緻的多層烤漆技術，除了賦予車輛

俐落外觀，也提供有效的防刮保護。全車散發動感魅力，表現完美風格。

*  欲知確切上市日期，請洽詢 Audi 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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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閥蓋

4 個浮刻 Audi 標誌的金屬閥蓋，能為閥門提供更有效的防塵、

防髒污及防濕氣保護。本品適用於橡膠、金屬與鋁製的閥門。

02  防盜車輪螺栓

只能以隨附的特殊轉接器拆卸輪胎，徹底防範失竊風險。



13運動性能與設計

04

05

03 Audi 原廠輪胎 ( 未附插圖 )

使用最新材質，專為各種 Audi 車款個別精心研發。經過約 50 種測試流程的精確分析。

測試所採行的標準遠比法令規範更加嚴格。無論是額外購買夏季輪胎或裝設冬季輪胎，

Audi 原廠輪胎都能保證 Audi 一貫的優良品質。

04 雪鏈

提升雪地及結冰道路的抓地力。根據輪胎大小提供各種尺寸。

05 輪胎袋

四入輪胎袋組附有便利提手，讓您輕鬆俐落地運送及存放整組車輪套件。輪胎袋以抗撕

裂塑膠材質製成，車輪螺栓可存放於外袋中。

06  不銹鋼腳踏處和踏板 ( 未附插圖 )

兼具眩目外觀與實用功能：腳踏處和踏板皆由刷紋不銹鋼製成。表面的橡膠塗層可增

加摩擦力，提升抓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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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置物架

適合各種不同的車頂置物架模組，可用來承載腳踏車叉架、獨木舟托架或雪橇及車頂

行李箱。置物架外觀由陽極氧化鋁管製成。不僅易於安裝固定，並可上鎖。含置物架 
、車頂置物架模組及負載物之總重上限：75 kg。

02 車頂行李箱

Audi 的全新設計採用更扁身、更動感的視覺概念，成就更符合空氣動力的流線造型。

鉑金灰車頂行李箱側面採亮黑刀板設計，搭配鍍鉻漆面的 Audi 四環標誌，呈現無鉚釘

接合的頂級外觀。置物箱可上鎖，兩側均能開啟，裝卸上輕鬆又方便。可利用內側把手

闔上行李箱。採用簡易的快速上鎖系統，包含扭力限制刻度。朝車頭方向配置擺放，完

全不干擾行李廂的開關與使用。本品提供 3 種尺寸：300 l ( 右圖 )、360 l ( 第 16 頁 )
與 405 l ( 第 16 頁 )。最大容許載量：75 kg。如需挑選合適車頂行李箱的重要資訊，

請參閱第 32 頁。

隨時隨地自由奔馳
即使下了車，也能感受 Audi TT Coupé 動感特性帶來的好處。Audi 原廠配件是理想的運輸裝備解決方案。舉凡具有 Audi
獨特設計的全新雪橇及車頂行李箱，以及高品質腳踏車叉架，都是最佳證明。使用方式直覺、簡單，功能靈活實用。量身

打造的獨家設計，呼應「進化科技，定義未來」(Vorsprung durch Technik) 的一貫原則。



多元置物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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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詳細技術規格，請參閱第 32 頁表格。

01 車頂行李箱 (360 l) *

02 車頂行李箱 (405 l) *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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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3 車頂行李箱專用內袋

堅固而富有彈性。專用內袋底部具防水功能，側邊自底部以

上 5 公分的範圍內完全防水。可視需求組合運用個別內袋，

充分利用 Audi 車頂行李箱空間。本品提供 3 種尺寸：S (43 
l)、M (76 l) 與 L (8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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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獨木舟托架

適用於最重達 45 kg 的單人獨木舟。可傾斜有助於輕鬆

裝載與拆卸。獨木舟托架與彈性束帶可分別固定。必須

與裝載設備一起使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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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2/03 腳踏車叉架

腳踏車叉架易於拆裝，本產品可上鎖，適合含快速拆卸式前輪的腳踏車，也可連同

前輪底座一同選購。最大裝載量：17 kg。必須與裝載設備一起使用。

採用陽極氧化霧面鋁合金製成，以預先組裝完成的防盜螺栓鎖固。不適用配備半軸

的腳踏車。

04 車頂置物架袋

可存放或裝載置物架及小型車頂置物架模組。置物袋材質堅固，具有多個固定環及

一個能放置小工具或小零件的側袋。本品提供 2 種尺寸。

02/03



20

通訊、影音、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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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速動感的視聽娛樂
Audi TT Coupé 的引擎聲響令人陶醉，但其音樂播放能力也能呈現一場聽覺饗宴。Audi 原廠配件利用 Audi 數位音樂介

面的 USB 轉接器，完美結合駕乘與音響體驗。這一切只要按一下按鈕即可達成。您也可以存取個人音樂庫，代表除了駕

駛樂趣之外，您還能享有其他優質娛樂。

01 USB 轉接器

USB 轉接器具有多種版本，可將不同手機與其他媒體播放器上的音樂和資料傳輸至選配的 Audi
數位音樂介面。轉接器可透過資訊娛樂系統操作。大多數裝置都能透過 USB 轉接器充電，因此

相當適合搭配原廠的 Audi 行動電話盒使用，出廠時即可內建。耐用的螺旋連接線與摺疊式 USB
接頭使轉接器更具彈性，方便使用，可確保比傳統連接線節省更多空間。此項特殊設計也能解決

轉接器容易纏繞打結的問題，取用流暢便利。如欲瞭解更多詳細資訊，請洽詢Audi授權經銷商。

02 Audi USB 隨身碟 ( 未附插圖 )

此款專屬的儲存裝置造型靈感取自 Audi 原廠車輛鑰匙。記憶體容量：8 GB。專為筆記型電

腦設想的 90° 特殊折角設計，在使用上尤其方便。適用於配備 USB 連接功能或 Audi 數位音

樂介面的所有車輛。也能攜出車外，做為 USB 隨身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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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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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貼最重要的乘客

Audi TT Coupé 為您設想周到，讓您的小孩也能獲得細心呵護。孩童的乘車安全最為重要，這點無庸置疑。因此，無論在安

全或設計上，Audi 原廠配件的兒童安全座椅都符合嚴格的品質標準要求。一如 Audi 設計其他兒童產品秉持的理念，Audi 對
孩童的乘坐需求也絕不輕忽。

01 Audi 兒童安全座椅

可設置為面對或背對行車方向使用。配備可調整的椅座、附有座椅安全帶和

可調整式頭枕。可拆卸清洗的布製椅套柔軟透氣，通過 Oeko-Tex® Standard 
100 標準認證，共有賽道紅 / 黑與鈦金灰 / 黑可供選擇。必須搭配 ISOFIX 底

座同時使用。適用於體重 9 到 18 kg ( 約 1 到 4 歲 ) 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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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ISOFIX 底座的 Audi 嬰兒安全座椅和 Audi 兒童安全座椅

讓 Audi 嬰兒安全座椅和 Audi 兒童安全座椅更為安全的專用底座。可快速裝設及拆除。可調整

的支撐墊能增加乘坐的穩定性。為孩童提供高水準的安全保護。注意：ISOFIX 底座為嬰兒安全

座椅的選用配件，但兒童安全座椅則必須使用底座。

02 兒童安全座椅顏色款式

所有兒童安全座椅皆有賽道紅 / 黑與鈦金灰 / 黑的顏色搭配可供選擇。座椅的絨布材質不會

對皮膚造成刺激，布料透氣、不易褪色且可水洗。可向Audi授權經銷商另外購買備用椅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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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4

05 「Rob the Gecko」絨毛娃娃

以高品質絨毛製成，耐用、柔軟且可水洗。

04  Audi 絨毛方向盤

Audi 專屬設計的方向盤 (24 x 24 公分 ) 可滿足成人和小孩的賽

車夢。方向盤配備可發出聲音的喇叭，創造更多駕駛樂趣。

03 兒童安全座椅墊 ( 未附插圖 )

依照兒童安全座椅的設計以及車輛內裝量身打造，可保護汽車座椅免遭

污損，同時避免兒童安全座椅留下壓痕。附有兩個實用置物袋。適用於

所有 Audi 兒童安全座椅，即使使用 ISOFIX 底座仍然可以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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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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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與安全

俐落有型
Audi TT Coupé 令人讚嘆的車身外觀擋不住眾人目光。不過，您可以保護車身免於出現磨損痕跡，例如使用 Audi 原
廠配件的保養產品就是很好的方法。若需要更多置物空間，我們極度客製化的配件可讓您保有使用彈性。跑車也能兼

具實用性能，本車款的實用功能勢必能讓您為之驚艷。

01 商務包

擁有更充裕的空間容納辦公用具。高品質的商務包可提供大約 14 公升的

容量，足以容納最大 15 吋的筆記型電腦以及各種辦公用品。可使用三點

式安全帶固定在後座或副駕駛座上。您也可以攜出車外使用，做為公事

包也相當亮眼。如欲瞭解其他功能性內裝解決方案，請洽詢 Audi 授權經

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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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行李廂盒 ( 可摺疊 )

以黑色聚脂纖維製成，具備高達 32 公升的收納容量。使用魔鬼氈輕鬆組裝，是兼

具功能及實用性的解決方案。拆解壓平後，也能充當行李廂的額外護墊。本品可

清洗且易於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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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2 LED 軟管閱讀燈

高亮度閱讀燈採用彈性的矽膠軟管，隨時隨地滿足您的閱讀需求。任何位置

都能享有極致穩定的光源。由點菸器連接。

03 擋泥板 ( 未附插圖 )

以高品質塑膠製成，避免烤漆受損之餘，也防止車門踏板和車輛後下擾流附近

累積污泥。本品為車頭及 / 或車尾專用的兩入套組。

04 原廠車用清潔與保養產品

專為保養 Audi 採用的高品質材質所用。用途多元，依不同產品可用於車輛

內裝或車外保養。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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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行李廂外層

專為保護行李廂而設置。堅固耐用且可水洗。邊緣密閉設計可防止液體外溢，避免行

李廂底板沾上髒污。

02  行李廂隔版 ( 未附插圖 )

讓行李廂的空間能夠靈活運用。能夠彎曲成需要的形狀，並用魔鬼氈固定在地板上。

移除後，分隔空間就能恢復原本的樣貌。專供針氈材質的行李廂底板使用。

03 車罩

貼合車身，無煙煤黑色，飾有 Audi 標誌。採用透氣、防靜電材質製成。滾邊剪裁的

設計能突顯車身線條，提供絕佳的防塵與防污效果。僅供室內使用。



05/06

04

04 駐車系統

車身離障礙物太近時，系統會發出聲音警訊，協助駕駛停車。車尾保險桿裝有四部

隱藏式超音波感知器。感知器會在排入倒車檔時自動啟動。

05 橡膠腳踏墊

量身打造。強效抗污功能。可利用底板上的固定點加以固定。飾有 TT 標誌。

06 高級腳踏墊

依照 Audi TT 車內底板的尺寸特別裁製。以耐用緊密的絨布製成，底部具有特殊塗

層。藉由車輛底板上的固定點，腳踏墊會維持在車輛前部的固定位置。飾有 TT 標

誌。



歡迎前往 www.audi.com.tw，親身體驗 Audi TT Coupé 的動感世界。請盡情享受探索之旅。

希望瞭解更多 Audi TT Coupé 相關資訊？ 
很高興能為您服務。

32 線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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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橇與車頂行李箱

技術資訊

容量 300 l 360 l 405 l

外觀尺寸 (mm) ( 長 x 寬 x 高 ) 1,902 x 630 x 376 1,756 x 826 x 376 2,050 x 800 x 380

最大雪橇數量 4–6 5–7 5–7

最大滑雪板數量 3–4 4–5 4–5

最大雪橇長度 (cm) 175 155 190

輪胎資訊

請注意以下輪胎相關資訊：高光澤鋁合金輪圈、拋光或部分拋光的鋁合金輪圈，均切勿行駛於冬季嚴寒路況。礙於製造流程，輪圈盤面無法具備充分

的抗腐蝕防護能力，因此可能會因路面鹽分或類似物質而造成長期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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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各圖例及文字所描述之車款與配備並非在所有國家皆有販售，且圖中某些車輛配備為需另購之選購配備。有關車輛規格、外觀、性能、尺寸與重

量、耗油量及行駛成本等詳細數據，皆以付印時所得之資料為準。圖例與實際車輛的顏色及外型之間可能存在些許差異，本公司對色差及印刷錯誤概不負

責，且保留隨時變更規格之權利。另外，除取得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的書面許可外，不得複製本文件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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