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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原廠配件  
打造真我獨特魅力

進化設計與創新技術：Audi A6 / A7 Sportback 結合典雅風格與家族傳承的運動感，搭配 Audi 原廠配件，氣質格外出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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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 Audi 原廠配件為您量身打造的精采解決方案。

QR 代碼

唯有量身訂作的契合才稱得上專屬配件。只需使用智慧型手機

掃描這個QR碼，或於瀏覽器造訪以下網址：www.audi.com/
imagespot，即可瀏覽全系列原廠配件。網路連線費用依您的行

動連線方案收費。

A6

A7 Sport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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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設計從何開始？ 
源自設計師下筆的第一道線條
即使是車頂行李箱的繪製規劃，也具備設計 Audi 車輛的一絲不苟。Audi 車頂行李箱的先進設計，一眼即可辨識，完全反

映出 Audi 車款的獨到風格。低伸、運動感的外觀不但更符合空氣力學，也同樣立即引人注目，風格不容錯認。最後再賦

予高質感塗裝和優越的安全性與保護機制，精心打造而成。Audi 原廠配件中的全新車頂行李箱，自研發最初，就以提升

設計與功能至更高境界為目標。

其卓越成果不但明顯可見，透過各種不同的測試流

程，更證明了產品實用性，成為一大特色。例如，此

車頂行李箱可承受每小時達 200 公里的高速測試，而

且可耐長達 96 小時攝氏 90 度到 -40 度寬溫測試。

無論您下一趟旅程的目的地為何，Audi 原廠配件的全

新車頂行李箱是您便利可靠的最佳運輸夥伴。



頁次

頁次

頁次

Audi A6 / A7 Sportback

以最美外型展現多元功能。您的 Audi A6 / A7 Sportback
不僅再度革新進化，超卓表現更令您驚豔。

運動性能與設計

天生動感不僅來自引擎性能。搭配 Audi 原廠配件，讓您的 Audi 
A6 / A7 Sportback 從外觀凸顯個性。

多元置物配備

Audi A6 / A7 Sportback －具備無限動力，面面俱

到。Audi 原廠配件提供各種多元置物配備，滿足所

有運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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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影音、娛樂

行動生活再進化：Audi 原廠配件的通訊影音娛樂系統，讓您

在路上也能享受精采娛樂，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家庭

兒童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量。

您可發掘更多兒童安全座椅與實用配件的選擇。

舒適與安全

拜 Audi 原廠配件舒適與安全的功能之賜，無論商務通勤或休閒

度假，您都能輕鬆安全地抵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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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不失動感。實用不失舒適。Audi A6 / A7 Sportback 完美體現均衡的多功能特性。獨具

創新科技、先進設計，以及令人激賞的多元功能配備。其設計顯然足具前瞻性，展現前衛創

新與跑車化的性格。車輛性能與卓越的外觀相襯，更具備出色的驅動能力與爆發力十足的加

速度表現。Audi A6 / A7 Sportback 還能確實減少耗油量與廢氣排放，這全都歸功於應用創

新的省能科技，具備起動 - 停止系統及 Audi 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等功能。

Audi A6 / A7 Sportback 創造出多面向的獨特魅力。多樣化的 Audi 原廠配件，讓您更

有機會實現想像中的 Audi 面貌。請參閱以下頁面，您將能了解如何為您的 Audi A6 / A7 
Sportback 展現個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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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5 輻叉型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Anthracite，高光澤 *

將 Audi A6 外觀推向極致的代表性產品之一。尺寸 8.5 J x 20 的鑄造鋁合金輪圈具備令人驚艷的優雅設

計與高光澤輪輻。 
供 255/35 R 20 輪胎使用。

02  5 輻拋物線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Anthracite，高光澤烤漆 *

完美襯托 A7 Sportback 的卓越設計。輪輻採高光澤烤漆，輪胎尺寸為 9 J x 20。供 265/35 R 20 輪胎使

用。

* 有關輪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5 頁。

即使最細微處 
亦透露動感特色
強化 Audi A6 / A7 Sportback 的個性化外觀。

Audi 原廠配件的運動性能與設計配備，提供多項輕鬆凸顯個性的選擇。擁有多樣出色設計的

鑄造鋁合金輪圈，創造出只有您才能駕馭的個性化外觀。

QR 代碼

深入了解Audi原廠輪胎的獨到之處。只需使用智慧型手機掃描這個QR碼，

或於瀏覽器造訪以下網址：www.audi.com/tyres，即可了解詳細資訊。

網路連線費用依您的行動連線方案收費。

01 02



01 quattro 貼膜組

帶有「quattro」字樣並有兩種顏色可以選擇，於兩側車尾塗裝。有 Brilliant 
Black 或 Ice Silver, metallic 兩種選擇，依車身外部顏色而定。

02 車門區域 LED 燈，quattro 標誌

照亮車門區域。車門開啟時，LED 燈會將「quattro」標誌投射在地面上。本

品為兩入套組，可供駕駛座和前座乘客專用，或後車門專用。後車門專用車

門區 LED 燈設備需求：需選購內外燈光套件，於出廠前安裝。Audi 授權經

銷商會很樂意為您提供這項產品上市的確切資訊。( 同時有 Audi 四環標誌可

供選購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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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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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與鋁合金的閥門。

01 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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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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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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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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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7

QR 代碼

了解如何快速裝配雪鏈。只需使用智慧型手機掃

描這個QR碼，或於瀏覽器造訪以下網址：www.
audi.com/snowchains，即可了解詳細資訊。網

路連線費用依您的行動連線方案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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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充足的收納空間
容納您所有的計畫和夢想
實現所有計畫的第一步，就是使用 Audi 原廠配件。隨身攜帶所需的額外行李或甚至運動裝備，無須擔心空間不足。隨興所至，自由決

定您今天想要進行什麼活動。透過無數適用 Audi A6 / A7 Sportback 的多元置物配備解決方案，隨心所欲運用多元空間，為所有活動

做好萬全準備。

 

01 車頂行李箱 
(300 公升 )

 



多元置物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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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03

02 腳踏車架

腳踏車架是特製鋁管及粉體塗層鋼材所製成，可協助您輕鬆將腳

踏車固定在車輛上。本產品可上鎖，最大裝載量：17 kg。必須與

置物架一起使用。

03 置物架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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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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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kg。本品適用於 A6 四門

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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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物架袋材質堅

固，具有多個固定環及一個能放置小工具或小零件的側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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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置物架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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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05 置物架 ( 含車頂架 )

印有 Audi 四環標誌的多功能車頂置物架，適用於多種車頂置物架模組。置物架外觀由

陽極氧化鋁管製成。置物架安裝簡便，並以防盜螺栓加以固定。含置物架、車頂置物架

模組及負載物之總重上限：100 kg。配備於 A6 Avant 和 A6 Allroad Quattro。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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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裝載量：

17 kg。必須與置物架一起使用。

07 前輪底座 ( 未附插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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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搭配腳踏車叉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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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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品提供 Platinum Grey 搭配 Brilliant Black 側片或高光澤 Brilliant Black 的顏色選

擇，每款都具備鍍鉻 Audi 四環標誌，以及無鉚釘接合、一體成型的高級外觀。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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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車頭方向擺放，開關與使用行李廂更加方

便。本品提供 3 種尺寸： 300 l、360 l 與 405 l。必須與置物架一起使用。如需挑選

合適車頂置物箱的重要資訊，請參閱第 35 頁。

01  車頂行李箱 (405 公升 )

02 車頂行李箱 (300 公升 )

18

01

QR 代碼

深入了解全新車頂行李箱的特色外型及功能。只需使用智慧

型手機掃描這個QR碼，或於瀏覽器造訪以下網址：www.
audi.com/luggagebox，即可了解詳細資訊。網路連線費用

依您的行動連線方案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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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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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升 )、M (76 公升 ) 及 L (82 公升 )。

03

*  另有高光澤 Brilliant Black 
車頂行李箱可供選購。

03  雪橇及車頂行李箱 (360 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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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的娛樂饗宴， 
讓每一趟旅程充滿更多樂趣。
隨時與世界接軌，享受娛樂，實現無線行動生活。Audi 原廠配件的通訊、影音、娛樂解決方案，讓所有資訊娛樂近在咫尺。例如，Audi
音樂介面轉接器線可連接可攜式音樂播放器。或者藉由 Audi 無線網路，可與您的行動式裝置連線，上網便利、快速、無線暢行。偏好快

速抵達目的地的車主，可選購 MMI® 多媒體操控介面，使用定期更新的導航內容。

iPad 轉接器

Apple iPad 可用的轉接器安裝於前座椅背。轉接器可輕鬆接上行動裝置底座 ( 需另外

購買 )。裝上後，iPad 仍可照正常情況使用。具備整合式充電功能，支軸可 90 度旋

轉。設備需求：車輛需備有後座娛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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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Bluetooth 耳機

享受 Audi 娛樂行動系統的首選，可與 iPad 等各種 Apple 產品相容。可折式耳機，方便收入隨附袋中

保存。可充電電池能提供持續使用 15 小時的電力。

02 Audi SD 卡 ( 未附插圖 )

儲存音樂：超迷你通用 SDHC 記憶卡 (16 GB) Class 10。配有保護套。

03 導航更新 ¹ ( 未附插圖 )

具備最新內容的地圖，例如：新路線與景點。提供您更舒適、輕鬆的駕駛經驗。請注意：可於車

輛保養時進行更新。

04  通用的行動電話置放架 ¹ ( 未附插圖 )

行動電話連接至外部天線，讓您在路途中撥打電話時，不必接觸大量輻射；旅途中，行動電話也能有

個安全的置放空間。可適用符合 Qi 標準的行動電話無線充電 ( 您的手機需能支援無線充電 )。另外，

不適用 Qi 無線充電的行動電話，可透過 A 型 USB 連接埠充電。通用的行動電話置放架設備需求：需

配有行動電話相關設施 (Bluetooth)。無法與 MMI® 先進導航系統或 MMI 觸控面板一起使用。

01

¹ 如欲了解更多詳細資訊，請洽詢 Audi 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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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5 Audi 娛樂行動系統 ²

第三代 Audi 娛樂行動系統採用 10 吋觸控螢幕，提供畫質絕佳的頂級娛樂，體

現 Audi 的進化設計美學。Audi 娛樂行動系統提供影片、照片、遊戲、音樂的

全方位娛樂，包括直覺式操控軟體、多種連線方式 (SD、USB 2.0、HDMI IN
等 ) 以及高度功能性。使用者只要連上 Wi-Fi 熱點即可上網 ( 例如：透過 Audi
無線網路連線 3)。本裝置可安裝於前座椅背或攜出車外使用。設備需求：車輛

需備有行動裝置底座以及後座娛樂系統設備。

06  Audi 音樂介面轉接線 ( 未附插圖 )

除了各種 iPod 型號外，其他手持媒體播放器亦可與您的車輛連線。若媒體播

放器支援，可透過 MMI 多媒體操控介面系統進行操作。亦具備充電功能，依

使用的轉接器和媒體播放器而定。

07 Audi USB 隨身碟

這款獨家設計的儲存裝置，外型如同一支 Audi 原廠鑰匙。具備 8 GB 的儲

存容量。結合特殊的 L 型 90° 旋轉功能，使用更方便。適用所有具備 USB
連接埠或 Audi 數位音樂介面的車款。也可當作獨立的 USB 隨身碟，攜出車

外使用。

05

² Audi 授權經銷商會很樂意為您提供這項產品上市的確切資訊。

³ 此品為 Audi 原裝配件的改裝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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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
為每個乘員設想周到
具備加強保護孩子安全的優質功能，讓您更能放心駕駛。

我們最重視安全性，尤其是兒童安全。因此，Audi 原廠配件的兒童安全座椅不僅通過法定的測試

流程，亦經過 Audi 其他各項測試，例如前、側衝擊測試，以確保品質。強化後座安全與舒適，讓

您在前座也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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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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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1 兒童安全座椅顏色款式

所有兒童安全座椅均採用 Titanium Grey/Black 的顏色搭配。所用的材料溫和不

刺激肌膚、具透氣性、日曬不褪色、可拆洗，並符合國際環保標準 Oeko-Tex® 
100 認證。可向 Audi 授權經銷商另外購買備用椅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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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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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ISOFIX 底座 ( 未附插圖 )

可快速裝設及拆除。可調式支撐墊可增加乘坐的穩定性。提高對孩子的安全保

護。注意：兒童安全座椅必須與 ISOFIX 底座一起使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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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兒童安全座椅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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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椅背護套

具備車輛座位椅背髒污防護的實用解決方案。容易清洗。同時也可在行車時避免孩童

在後座踏踢損害座椅，並附有四個小型口袋，增加更多儲放空間。此專屬椅套特別與

兒童安全座椅、兒童安全座椅墊及車輛內裝設計結合搭配。不適用於整合式頭枕。

07 Audi 嬰兒後視鏡

可用尼龍搭扣方便地固定在後座頭枕上，讓您可以看見坐在面向後方嬰兒座椅中的

嬰兒。觀看角度可視需要調整。不適用於整合式頭枕。

08 「小壁虎羅勃」絨毛娃娃

以高品質絨毛製成，耐用、柔軟且可水洗。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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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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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所有物品安穩就位。 
心無旁鶩地抵達目的地， 
隨時為下一場挑戰做好準備

第一印象最重要－這句話不僅適用於 Audi 的外觀，內裝也一樣重要。利用商務包或腳踏墊等 Audi 原廠配件裝備，無時無

刻令人留下深刻印象。Audi 原廠車用清潔 & 保養產品也能讓您的 Audi A6 / A7 Sportback 外觀保持亮麗如新。此外，停

車系統或 Audi 加強型追蹤輔助系統等產品，也讓每趟旅程更加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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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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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辦公包

擁有更充裕的空間容納辦公用具。高品質的辦公包可提供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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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4

01 行動濃縮咖啡機

壓力 16 bar 的行動濃縮咖啡機讓您享受最純粹的濃縮咖啡，加一點奶泡會更

美味。咖啡機組內含 18 個 illy 濃縮咖啡易理包 (ESE pod)、兩個防摔的濃縮

咖啡杯、一條超細纖維巾和造型優雅的收納盒。連上車內點菸器即可使用。

02  停車輔助系統 ( 未附插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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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高級腳踏墊

依照 Audi A7 Sport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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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有 A7 字樣。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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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墊子固定。帶有 A7 字樣。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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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 07

09

05 掛衣架

適合用來懸掛大衣、外套或其他衣物。裝置於前座椅背。

06 後排座椅箱

堅固耐用、可收納許多小物品的存放空間。高質感的後排座椅箱，容量約 12 公

升，提供旅途更舒適的乘坐體驗。使用標準的 3 點式安全帶，幾個步驟就可固定

於後座長椅。內含拉繩束口的網袋，可固定內容物。

07 壁虎空氣清新劑

可輕鬆安裝於通風口，讓車內瀰漫怡人香氣。無滲漏疑慮，因為壁虎空氣清新劑

不含任何液體。

08 收納杯 ( 未附插圖 )

可放入中控台置杯架的收納杯，具備鉻製圓環和兩個分開的收納格，可存放行

動電話和車輛鑰匙。不適用所有類型的行動電話。

09 椅背袋

除了各種實用的 Audi 高質感設計功能外，另附有儲物空間，讓車內看起來更

井然有序。椅背袋容量約 11 公升，並可固定於前座椅的椅背。附帶手把，亦

可攜出車外使用。



05 車罩 ( 室內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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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行李廂外層

客製化、可清洗又堅固，可保護行李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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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桿護條 ( 透明 )( 未附插圖 )

以透明塑料薄膜製成的保護桿護條，可完美貼合保護桿，避免裝卸行李時

產生刮痕。

03 遮陽系統 ( 未附插圖 )

可完全防曬。完全吻合側窗和後車窗的兩片或三片式遮陽系統。容易組裝與存

放。

04 車用雜物桶 ( 未附插圖 )

是旅行時處理雜物或暫放垃圾的實用產品，附有防水內部隔層，容量約 5 公

升。可安裝在前座的靠背上。易清洗。也可以使用標準垃圾袋，將垃圾袋輕鬆

固定在垃圾桶內。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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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06 車後保護套

防止後座大面積髒污。多功能拉鏈式固定系統，愛犬可從後車門進出。裝繫快速簡

單。表層耐用、不透水且可清洗。

07 寵物配件

寵物專用安全帶。符合歐盟法令規範。高抗磨材質製成，包括防破裂尼龍布與不銹

鋼零件。特殊加墊，防止產生壓痕。胸部區附有反光條。也能攜出車外，做為一般

牽繩使用。

08 原廠車用清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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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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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更了解 A6 / A7 Sportback 嗎？很高興能為您服務。
歡迎前往 www.audi.com，親身體驗 Audi A6 / A7 Sportback 的動感世界。請盡情享受探索之旅。



35技術資訊

車頂行李箱

技術資訊

容量 300 公升 360 公升 405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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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裝載量 60 kg 75 kg 7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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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