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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d i Ta i w a n

Formula E 電動方程式賽車
Audi Sport在墨西哥分站上演絕地大反攻，勢如破竹取得本賽季首座冠軍盃
Formula E 2017/2018賽季第五戰在3月3日於墨西哥如火如荼的展開，Audi

Audi A6 Sedan & Audi e-tron

Sport車手Daniel Abt在比賽一開始便展現驚人的氣勢，幾乎零失誤的精湛表

全新Audi A6 Sedan 2018日內瓦車展全球閃耀

全新Audi A6 Sedan，計畫於今年6月在歐洲市場販

個無懈可擊的勝利。另一名車手Lucas di Grass也火力全開，創下墨西哥分

現身，四環最新e-tron 純電SUV原型車首度曝光

售，首批將推出3.0 TFSI汽油及3.0 TDI柴油引擎兩

站最速單圈紀錄，首度取得積分進帳，發揮絕佳實力。憑藉墨西哥分站的勝

2018日內瓦車展Audi發表第八代全新Audi A6 Sedan，

款動力規格，兩款皆配備能征服各式路況的quattro

利，Audi Sport在車隊積分上排名第六，兩名車手Daniel Abt及Lucas di

匯集四環品牌最新家族化設計語彙及智慧科技，承

恆時四輪驅動系統，結合最新的輕油電混合動力科

Grass則分別排名第六和第九；此外，Lucas di Grassi 在本屆烏拉圭分站表

襲新世代家族化俐落簡潔的設計思維，寬幅的水箱

技，透過48伏特鋰電子系統能協助車輛於時速

現也是令人驚豔，持續墨西哥Audi Sport的奪冠氣勢勇奪烏拉圭分站亞軍！

護罩讓全新A6 Sedan車頭更顯霸氣，從前方俯瞰A6

55~160km/h間滑行時節省燃油損耗，最高能減少

頭燈內線條鮮明LED頭燈結合引擎蓋上簡約的折線

0.7L /100km 的燃油消耗。

更增添層次感，同時車艙內裝完整採用直覺化思

安全方面更搭載四環品牌最新Audi AI智慧科技park-

維，駕駛能更輕鬆快速操作所有資訊娛樂介面。四

ing pilot及garage pilot自動停車系統，並可透過智慧

環品牌更準備另一驚喜，提前揭露最新研發的Audi

手機myAudi app遠端遙控車輛駛出或駛入停車格、

e-tron 純電SUV原型車，並於開展前現身日內瓦市區

車庫等空間；而車內全新的car-to-x車連網服務，可

內進行道路實測，讓全球車迷有機會搶先目睹四環

讓車輛與周圍交通號誌或其他基礎設施進行連線，

首部e-tron 純電SUV原型車的帥氣英姿！

提前掌握路況與危機；另外車內擁有自動駕駛中央

現及完美的進站策略讓Daniel Abt在比賽尾聲取得6.398秒的領先優勢，成
功奪下生涯第一座Formula E冠軍獎盃，替Audi Sport團隊拿下本賽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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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組（zFAS）與超過20項偵測裝置隨時偵測周

征服極圈地貌 Audi S5 Sportback憑藉頂尖Audi quattro傳動科技，

圍道路環境狀況，保護全車成員，此四環最新力作

挑戰荊棘的路況

嶄露全方位強勁的產品實力，將在豪華房車級距注

2018年3月，台灣奧迪為車主朋友們爭取到原廠Audi極地冰上體驗營的名

入另一新火花！

額，車主朋友們除了能盡情駕駛Audi S5 Sportback性能轎跑車，面對堪稱地
表最嚴苛的路況考驗，Audi旗下高性能車款依舊能夠在Audi quattro 智慧型
恆時四輪傳動系統的強勢輔助下，從容寫意地表現出傑出的穩定感與駕馭樂
趣，加上專業教練團隊的精闢解說和示範，搭配傳授正確的冰上駕駛技巧，
帶給參與的車主們最難忘的雪地極限駕馭回憶。

Audi Driving Experience Center
首座結合德國原廠認證駕訓課程與麗寶國際賽車場頂尖硬體設施，以專
業Off-Road越野場地，提供完善安全的駕駛環境
台灣奧迪於麗寶國際賽車場打造Audi駕馭體
驗中心（Audi Driving Experience Center）
，提供車迷們源自德國原廠的專業駕訓體
驗，成為第一位進駐贊助的豪華車廠。
「Audi Driving Experience Center奧迪駕馭
體驗中心」在初期階段，除了採用Audi原廠
規範、台灣在地專業打造的Off-Road越野場
地外，台灣奧迪也大方提供旗下包括Q3、Q5及Q7等Q系列家族作為駕訓課
程用車，並藉由Audi原廠所認證的教練團隊，進一步了解正確的越野操駕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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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讓喜愛越野操駕的車迷擁有更完善、零時差的駕訓體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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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quattro
Cup

Audi Genuine Oil
Audi原廠機油，確保引擎高效動力的首選

Audi原廠引擎機油是經過節能省油測試所研發出的機油配

高爾夫球賽正式開打，

方，針對奧迪引擎節能省油效果最為顯著；並適用於奧迪全

台灣奧迪敬邀車主熱情報名

車款（含汽油/柴油），與奧迪引擎同步開發，不須加入額外

國內車壇最受矚目，且深受Audi車主喜愛的Audi

添加劑，是最適合奧迪車輛的引擎機油。機油品質不易隨時

quattro Cup高爾夫球賽即將於6月8日在全國球場正

間輕易劣化，不易產生油泥，於保養周期間維持良好與一致

式開打，展開一系列北、中、南及決賽的高球賽

的引擎性能表現。現在Audi原廠機油降價，價格609元（

事，台灣區將舉辦4場預賽，而國際決賽將於9月份

瓶），為確保車輛引擎維持最佳性能與安全表現，Audi原廠

在奧地利 Golf Club Schwarzsee舉行，敬邀全台高球

機油會是最佳的選擇。

同好以球會友、一同揮桿競技！
除中區預賽率先在全國球場開打外，南區預賽於6月
22日在信誼球場舉行，北區預賽於6月28~29日在大
溪球場舉行，期盼藉由每年一度的球賽舉辦吸引更
多愛好高爾夫球運動的車主與球友同好的參與，充
分體驗四環品牌的運動魅力與不凡精神！報名請洽
Audi 授權經銷商或見Audi 官網。

5-Year warranty
五年原廠保固
從您的新車交車日或首次掛牌日起（先到者為準），

內容包含新車前三年內享有無限里程的原廠保固、

Audi Twin Cup

新車在第四年及第五年，若行駛里程數未滿十萬公

售後服務人員挑戰自我極限，來自32個國家的團隊角逐

里，仍享有原廠保固。對於享有原廠保固的車輛，

崢嶸

若在正常使用狀況下因產品瑕疵發生各種故障，台

Audi Twin Cup是全球性的Audi售後服務競賽，參與者來自

灣奧迪將提供免費的維修與零件更換（消耗品則不

全球Audi售後服務人員。評鑑項目除了診斷與維修汽車能

台灣奧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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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在此保固範圍內）。

力，更包含了與顧客溝通的互動。然而，真正決定勝負的是

※ 五年原廠保固適用正 17 年式 ( 含 ) 之後或出廠年份為西元

整體的團隊合作，進而呈現高品質服務，最終成就高度顧客

2017 年 ( 含 ) 之後之 Audi 車輛。

滿意。能夠緊密合作、一以貫之的團隊，才能於Audi Twin
Cup 的激烈競賽中勝出！
Audi Twin Cup台灣決賽於今年1月底開始在Audi訓練中心
舉辦，比賽結果將由以下人員代表台灣奧迪參加今年7月舉
辦的國際決賽。服務組：台奧北區趙柏銘、奧迪南部汽車王
偉泰、奧迪北區陳承林；技術組：台奧北區周譽承、奧迪南
部汽車許雋柏、台奧北區陳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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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GUCCI 農曆新年限定小狗刺繡短夾
設計師萌寵也是慶祝狗年最棒的靈感來源，創意總監Alessandro Michele的
波士頓梗Bosco與Orso在藝術家Unskilled Worker筆下，被“L'Aveugle Par
Amour執迷於愛”的幸福花團包圍，加上Alessandro的幸運數字“25”加
持，為狗年帶來不一樣的浪漫祝福。
02 MOSCHINO 農曆新年限量系列
可愛性感的化身貝蒂小姐(Betty Boop's)，最原本的角色設定其實法國貴賓
狗，以狗頭人身擬人化的她在卡通推出兩年後正式成為有著俏麗捲髮的摩登女
郎，她的身邊也多了一隻真正的小狗Pudgy，成為MOSCHINO值得紀念的首
個生肖系列主角。
03 CHOPARD L.U.C XP系列犬年蒔繪錶
每年限量全球發售88枚的L.U.C XP Urushi系列蒔繪腕錶，今年再度與被譽為
「人間國寶」的日本漆藝大師增村紀一郎指導錶盤創作，錶盤繪製則由蒔繪大
師小泉三教親手完成，並且再次與日本皇室御用漆器製造商山田平安堂攜手合

就算不是屬狗的人，也忍不住深陷狗兒的魅力中，金犬年就該配戴生肖限定商品，
學習狗兒的聰明伶俐、活潑自信，展開「犬」力以赴的一年！

04

05
02

03

04 LOUIS VUITTON 氣球貴賓吊牌Monogram手環
雖然已經擁有許多Monogram配件，但看到12年一度的金狗年限量商品還是
眼睛亮了起來！戴著小時候最喜歡的貴賓狗氣球吊牌，為自己帶來源源不絕創
意與活力，也勉勵自我在新的一年要更努力，實踐更多兒時的偉大夢想。
05 SALVATORE FERRAGAMO 狗年限定款印花絲巾
活潑可愛的梗犬、優雅可愛的貴賓犬、還是高貴不凡的獵犬更深得你心？每種
狗兒都有不同的外型個性，因此更吸引人們深深的愛上牠們。用滿滿狗兒的絲
巾做出百變造型，每天出門都有不一樣的新鮮事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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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GO POWER 犬能時尚

MOSCHINO、CHOPARD、LOUIS VUITTON、SALVATORE FERRAGAMO、GUCCI

01

陳芝余

赳赳氣昂昂的新年祈願。

撰文

作，以亞洲秋田犬為狗年精神指標，搭配18K玫瑰金錶殼，帶來金光閃閃、雄

UP NEXT
01 GUCCI 2018 春夏系列
每回新系列發表，Alessandro Michele都試圖用時
尚說一個被世人遺忘，但一直存在的概念。2018
春夏系列以毫不設限的創意單品與搭配方式，勇敢
挑戰延續百年之久的歐洲美學。也許很刺眼、也許
還看不習慣，但正如被某些人批評「醜」的潮流時
尚，正以不合群的方式爭取個人自主權。
02 DIOR HOMME紅色網眼飾襪運動鞋
愈來愈多來自法國的奢華品牌開始擁抱潮流時尚，
創意總監KRIS VAN ASSCHE將Dior向來以俐落修
身著稱的設計風格加入街頭元素點綴，並且以黑白
底色搭配鮮明朱紅創造極大的反差感，也在經典與
潮流美學間找到完美立足點。

01

03 JIMMY CHOO 星星鉚釘腰包
潮流人士的每一天都行程滿滿，搭配手拿包太拘
謹、後揹包太沉重，腰包才是活躍在不同場合間
的超級助手！因為腰包剛好位於全身正中央視覺焦
點，選擇造形愈特別的款式或色彩，愈能直接表達

03

STREETWEAR TO RUNWAY
潮時尚來襲

經典雖然不會消逝，但可能還是會看膩，現在的時裝風向球轉到了
「潮時尚」年代，過去被認為次文化的街頭潮著，正大舉攻佔伸展台。
04 GUCCI 水鑽裝飾GG LOGO彩色襪
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喜歡穿搞怪襪子的人代表他/她個性隱藏
著叛逆性格，但更容易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新的一年想要有所突破的人，不
如從挑戰各種色彩的襪子開始，以變身有型有款的潮流成功人士為目標。

圖片提供

05 LOUIS VUITTON 安全扣環鑰匙圈
一年之始的春季，在陽光正好時去喜歡的島嶼來趟輕旅行吧！為了彰顯旅
04

陳芝余

遊對現代人的重要性，本季LOUIS VUITTON推出全新系列“Monogram
Outdoor“，整體以跳躍的配色與細節鋪陳，使品味男子到任何國家都保持最
前端的時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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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02

DIOR HOMME、LOUIS VUITTON、JIMMY CHOO、GUCCI

個人不流俗的時尚主張。

TO AUDI A8 ASSISTANCE SYSTEMS

TO AUDI A8 ASSISTANCE SYSTEMS

1
主動式駕駛輔助

MORE
INTELLIGENT

主動式駕駛輔助為Audi A8可選配的巡

統也能運用大量數據來達到預測及省油

航輔助功能的核心，新一代主動式定速

效果，例如在規劃轉彎速度時協調滑

巡航控制系統（ACC）可提供駕駛不論

行、引擎推進、加速階段，同時保持在

是縱向與橫向移動，都可達到時速

速限內，尤其當動態駕駛系統選擇節能

250km/h，且煞車與加速時都能讓車輛

模式時，更能減少耗油。

維持在車道內。除了確保車輛持續前

TECHNOLOGY

進，該系統也考慮到即時資訊與路線資

系統內亦提供狹道偵測輔助系統，在各

料，如速限、轉彎、路口、圓環等。

種時速條件下，引導車輛通過狹小空間
與施工現場，系統藉由縱向管控，可避

車輛依據這些資訊自動加減速度，並在

免進入太狹窄的巷弄中，並協助駕駛維

必要時依據路況及速限維持定速；該系

持與鄰道車輛之間的距離。

AUDI A8 —
ASSISTANCESYSTEMS
更多智慧科技：Audi A8的駕駛輔助系統

自動駕駛中央控制模組

8 FOR A8

駕駛輔助控制器主要持續監控車輛週
遭環境，在重點區域更是要一再反
覆，這項功能需要大量雷達及超音波

更舒 適 、 更 安全；
最新 A u d i A 8 駕駛輔助系統
比以 往 更 進 步，讓駕駛
生活 更 輕 鬆 ，同時也避免
意外 發 生 。
撰文

Hermann J. Müller 譯寫

感測器、鏡頭，以及Audi A8首次新增
的雷射掃描裝置，統稱為「自動駕駛
中央控制模組」（zFAS），所有感測
資料供駕駛各種輔助功能使用，建立
週遭環境的完整模型。zFAS大約是平
板 電 腦 般 大 小 ， 首 次 加 入 Audi A8配

錢佳緯

備，是高科技資料分析工具。在高效
能電腦中，整合NVIDIA Tegra K1及

吸引我的特質

商Mobileye的EyeQ3。
時間

舒適

先進

熱情

安全
* 輔助系統只能在特定限制下協助駕駛，駕駛仍
得負責保持警覺與各種操縱作業。

12

攝影: Robert Grischek

全球車載應用影像處理演算式領導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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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測式節能輔助系統

安全

提醒您，只要在Audi A8儀表資訊與抬

避免事故是最新Audi A8安全系統的首要目標，感測器監控車輛週遭環境，中央控制器透過相
關路線的數據評估訊息，該車還能與其他車輛溝通。

頭顯示器看到綠色腳印標誌，就代表可
放開油門。透過預測式節能輔助系統中
提供的預示資訊，可有效節省耗油。
系統也會在油門產生輕微阻力，藉此進
一步提醒駕駛，車輛會使用導航資訊、
預估車輛重量、現有車輪阻力，計算出
滑行參數，並在滑行時持續控制引擎推
進及回覆功能。

先進

滑 行、引 擎 推
進、回 覆 功 能 均
受 智 慧 管 控，以
達到有效能的
輔 助。

舒適

未來汽車將與智慧環境溝通，並回應駕駛個人需求，Audi A8的駕駛輔助系統仰賴這項前
瞻技術。

由機器建議，人類操控；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為行車帶來許多重大的變化。目的是希望在車內
能舒適駕駛，不僅是更安全與輕鬆地享受駕馭，同時也能減少污染及交通壅塞。

4
360度全視角3D顯影
許多人在MMI顯示器上看到360度全
視角3D顯影時，總會好奇無人機在
哪裡，雖然車輛週遭畫面相當寫實，
彷彿以俯瞰角度攝影，但其實是虛擬
影像，四顆鏡頭蒐集資訊後，經過高
智慧的處理器及演算式轉換，組成相
當逼真的空拍角度與立體視野，在停
車或時速30公里以下的操作情境中，
螢幕會顯示週遭環境，方便駕駛正確
操縱。
穩定輔助系統也受惠於這項技術，當
車輛可能撞擊到靜止物體時，會傳送
震動效果到方向盤上，提醒駕駛修正
行駛路線，若駕駛無視提醒訊號，或
系統偵測到移動物體，Audi A8會在撞
擊前自動煞車，以免損及車體。

3
主動式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主動式車道偏離警示系統可增加監控
能力並提升安全，行車過程中，鏡頭
攝影: Robert Grischek

持續追蹤車道標示，駕駛若有閃神，

14

造成Audi A8可能意外偏離車道，系統
會及時介入，主動將車輛移回車道
內，不過駕駛仍然大權在握，隨時能
操縱方向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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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路口輔助
在時速30km/h以下的情況中能提升在
出口及交叉路口的安全，提醒駕駛可
能發生的側邊撞擊意外，系統持續監
控車輛前方區域與可能往來車流，並
顯示在MMI螢幕及儀表板上。
系統會在行進間透過儀表板上的警示符
號以及警示音效，提醒駕駛可能發生側
邊撞擊，若駕駛未及時反應，在時速
10km/h以下路口輔助系統會自動煞車。

5

若駕駛臨時無
法 控 制 ，緊 急
輔助功能就會
介入。

災害資訊
全新Audi A8搭載Audi connect *導航
與資訊娛樂服務後，未來將具備完整
連網功能，若想展示這項卓越功能，
只需選擇car-to-x車連網服務，包含交
通號誌及災害資訊。現有及未來Audi
車款的鏡頭偵測到速度及危險位置
後，會將資訊傳送給伺服器，經過中
央控制器處理，再傳送至災害地點附
近的其他Audi連網車輛。
2016年末，Audi就已經在美國多個都
會區的車型上推出car-to-x連網服務。

7

最新Audi A8連接上控制交通號誌的中

緊急輔助

央電腦主機，接收號誌資訊，協助駕

在駕駛座上失去意識，是每位駕駛最害

駛判斷在速限之內，是否來得及通過

怕的夢魘，為減少行車時駕駛無法專注

下個路口的綠燈。新服務使用HERE資

而引發事故，Audi A8緊急輔助功能會

料平台的地圖，該平台是由Audi與

依據多項標準，在時速超過55km/h時

BMW Group、Daimler AG合作，同

開始記錄駕駛靜止不動的情況 **。

時持續更新其中資訊，HERE的路況內
容精確到每1公分，並即時記錄與評估

只要感測器偵測到駕駛活動異常變少，

事件。

系統會分階段採取反應，第一階段會操
控車輛縱向與橫向移動，並在儀表板上
出現警示；第二階段為警示聲響，資
訊娛樂系統音量也會降低，並以抽動
安全帶及震動煞車的方式警告駕駛；
若仍無反應，系統會啟動前後警示
燈，並逐漸減慢車速至完全停止。車
輛一旦靜止不動就會發出緊急呼叫，
並且會進入停車場，幾秒鐘後，車燈
就會亮起並解除門鎖。

* 上市時間、技術規格等所有法務資訊請見 www.audi.com/connect。 ** 系統僅提供有限服務，駕駛仍需負責操控車輛。

16

TO AUDI A8 ASSISTANCE SYSTEMS

8
360度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360度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能判斷從四

Pre sense 360˚關閉所有側邊窗戶與天

面八方威脅車輛的災害，並在必要時啟

窗，拉緊安全帶，調整靠背、頭枕、吸

動特定防護措施，多個感測器透過自動

震護墊以改善乘客坐姿，並啟動警示燈

駕駛中央控制模組（zFAS）串聯，搭配

警告後方來車。最新主動式底盤也能降

Audi A8車角中程雷達感測器，可掃描

低衝擊帶來的影響，當側邊撞擊即將發

長達75公尺的距離，能提早警告可能撞

生時，受到撞擊的接觸側能立即提高，

上的物體，預測撞擊的可能性與時間

讓撞擊發生在最安全的位置。

點，並藉由預防措施，將乘客所受的衝

* 某些銷售地區車輛並無配備上述功能，
請洽 Audi 全台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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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Stocksy

擊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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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MORE
VISIONS OF

NG

THE FUTURE
AUDI A8 —
A I 就像 是 新 的 電 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香港移民之子Andrew Ng被視為人工

Audi A8人工智慧

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柏克萊

智慧領域當中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
學術背景或許提供了一些線索：Ng畢
分校，目前是史丹佛大學的教授，研
究領域為機器學習。他也是線上學習
平台Coursera的共同創辦人，他在此
平台上也持續教授

整合 式 智 慧
從能 夠 學 習 自動駕駛的數位助理開始，
日常 生 活 的 許多層面都開始仰賴人工智慧的協助。
這次 ， 我 們 將介紹七位AI 領域的先驅者，
以及 他 們 對 明日世界的願景。
撰文

Steffen Heuer 插圖

Boris Schmitz 譯寫

20

舒適

先進

一堂極為熱門的機

能夠將人們從辛苦

器學習課程。身為

Ng相信機器智慧將會逐漸成為我們日

乏味的重複性工作

Google Brain的發

常工作與私人生活當中的一環。「AI

中獲得解放，不論

起人之一，他負責

就像是一種新的電力一樣。它會大幅

是處理交通問題或

帶領一群傑出的研

改變幾乎所有主要的產業，包括醫療

管理醫療行為，得

究人員進行深度學

保健、運輸、娛樂、製造業在內，並

以享受生活中真正

習的研究，這個AI

且豐富無數人的生活。我對AI可以打

值得期待的事情。

的分支領域引起外

造的璀璨未來感到無比樂觀。」他在

界相當大的矚目。

2017年3月意外宣佈離開百度時表示。

Perry Hsu

吸引我的特質

時間

Andrew Ng希望AI

熱情

安全

在2014年，Ng從Google轉到了其中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擁有自動駕駛車

國競爭對手百度旗下工作。他在自動

輛，可和使用者自然對話的電腦，以

語音辨識的研究成果獲得了國際的肯

及能夠瞭解我們承受什麼病痛的醫療

定，尤其是針對中文這種較為複雜的

機器人。工業革命讓人類免於從事辛

語言。語音辨識是對話式介面的基

苦乏味的重複性勞力工作。我現在希

礎—例如可以懂得一般口語體語言的

望AI能夠幫助人們免於從事枯燥無味

數位助理和聊天機器人。

的重複性心智工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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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FEI LI李飛飛

JEN-HSUN
機 器 副 駕 駛 將為
駕駛提供照應

HUANG

看了就 懂
展則突飛猛進。「如果你把小孩的眼

黃仁勳

睛看作一對生物攝影機的話，它們大
概每200毫秒會拍一張照片。所以等到
了3歲的時候，小孩子已經看過幾億張
真實世界的照片了。」

一樣思考、了解我們的語言，並且從
範例當中學習智慧型電腦一直是過去

李飛飛和她的團隊運用同樣的技巧，

50多年來電腦科學家的終身職志。」

教導電腦不僅能夠根據數十億筆的影
像來建立對人與物的理解，同時還能

「人類能夠很輕鬆地辨識物件，並將

夠更進一步地建立影像資訊與文字的

這些觀察整合到世界的心智模型當

關聯性。讓軟體可以使用一個完整的

中。」一直到不久之前，就連高效能

句子來精準描述一張未知的照片。

的超級電腦都做不到這點。一切要歸
功於深度學習所帶來的科技突

通往智慧機器視覺的道路漫長而蜿

破。2015年對黃仁勳而言是一個重要

蜒。「我們有能夠

的轉戾點。「AI從那年開始成了一項

自動駕駛的原型

李飛飛說，AI系統

具商業利益的科技。在那之前，AI基

AI系統可以「看見」世界其實都要歸

車，但是如果沒有

就像3歲小孩一樣，

黃仁勳是最為大力倡導AI運動的矽谷

本上只是一個學術研究的領域。在短

功於李飛飛。她花了超過15年的時間

智慧視覺科技的

試圖想要了解周圍

領袖之一。這位出生於台灣的企業家

短的幾年內，AI的發展突飛猛進，人

研究這個主題，她一開始是在加州理

話，它們將無法辨

的世界。如果你給

在1993年創立NVIDIA時只有30歲，

工智慧系統已經可以做到人類無法做

工學院進行研究，之後則擔任史丹佛

識路上出現的物體

它們適合的輔助工

原本是一位電機工程師。NVIDIA所生

到的事情。」

產的高效能繪圖處理器（GPUs）原本

大學人工智慧實驗室與視覺實驗室的

是可以碾壓過去的

具，它們就能夠自

主任，負責ImageNet的開發，後者是

空紙袋，還是應該

己創造出一本完美
的相簿。

是設計用來生產出宛如實境的電玩畫

他於2017年消費電子展（CES）的開

一個龐大的影像資料庫，用於幫助軟

繞道而行的石頭。

面和動作場景，但他很快就發現這些

幕主題演講當中，黃仁勳將AI形容為自

體更快速地學習桌子、動物或人類的

我們研發出了百萬

GPUs也適合用於其他對運算能力有高

動駕駛所面對挑戰的解決方案。這項科

模樣。這項科技也為市面上主要的相

畫素的高性能攝影機，但卻尚未能夠

技能夠做到輕薄短小，同時功能強大。

片分享服務制定了標準。

為盲人提供視力。保全攝影機無所不

度需求的工作。

事實上，NVIDIA最新的處理器只有一

他熱愛超級電腦和

在，但是當有小孩在泳池溺水時，它

誇張的言辭。身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

個手掌大小，但每秒鐘可以執行30兆

在2016年秋天，這位中國籍的科學家

為繪圖晶片巨擘

們卻無法主動發出警訊。」

公司逐漸將研發重

次運算。「AI是運算的未來，也將為明

加入了Google 雲端人工智慧和機器學

NVIDIA的執行長，

點放在汽車產業的

日的汽車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習研究小組。他們的目標是要讓使用者

李飛飛的願景是希望人與機器之間能

黃仁勳透過提供智

人工智慧上面。為

能夠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接觸到人工智

夠建立共生的關係。「照片和影片已

了加速汽車AI系統

黃仁勳認為人工智慧在汽車領域的發展

慧，就像他們今日可以在需要時隨時取

經成為全球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的技術建置與拓

可分為兩個層面。「作為自動駕駛，AI

得電腦的儲存空間和運算能力一樣。

份。首先我們教導機器如何看見東

展，NVIDIA從進

可以扮演司機帶我們到處走，而作為副

階駕駛輔助系統

駕駛，它則能為駕駛提供照應。」舉例

李飛飛喜歡把現代AI系統的效能和3歲

楚。我們不只要運用機器的智慧，還

（ADAS）開始與包括AUDI AG在內

而言，透過觀察駕駛的視線和臉部表

小孩的好奇心相比，後者一開始只能

要以我們過去從未想像過的方式與它

的主要汽車製造商與供應商建立合作

情，以判斷你是否分心或感到疲倦。這

夠說出簡單的物件名稱，但後續的發

們合作。」

夥伴關係。

位科技預言大師認為在不久的將來，AI

慧車輛執行人工智
能所需的晶片來實
現其夢想。

西，接著它們能夠幫助我們看得更清

將會發展出自己的生命，無需人類的干

22

「從事電腦設計這麼多年來，AI一直

預就能持續改進。「很快地新軟體就會

是一個終極的邊界。打造能夠和人類

由軟體自己來寫。」

先進

人工智慧（AI）是電腦科學的一支，也是自動駕駛此類領域的關鍵科技。透過模擬人類行為背
後的智慧機制，電腦程式能夠進行通常由人類所執行的工作，同時持續獨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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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RGEN
SCHMIDHUBER

無 聲 的 溝通 將 打 破
所 有 語言 的 障 礙

REGINA
DUGAN

宇 宙的 智 慧

「重點在於要如何解碼，你想要分享
而傳送到大腦語言中樞的字詞。」
現代人工智慧之父曾在慕尼黑科技大

Dugan
Dugan在臉書最近的開發者會議上說

學進行人工智慧和機器人學的相關研

明了這個概念。「作為一個無聲語言

究。今日，他已經是瑞士盧加諾Dalle

介面，其將擁有人類語音的速度與彈

Molle人工智慧研究學院的共同主任。

性，但是又有書面文字的隱私性。」

他和自己的一位學生 Sepp Hochreiter

Regina Dugan是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的

早在1997年就共同撰寫了一篇論文，

工程師，她是第一位被美國國防部旗

透過人工智慧科

用皮膚來聽聲音，

奠定了當代機器學習的基礎。長短期

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所

技，此系統應該能

用心智來傳送訊息

記憶的概念是一種軟體，和人類一樣

延攬的女性，其工作內容包括組織第

夠搭配任何語言運

，因為機器能夠理

透過回憶，並且以更快、更好和更有

一批在內華達州沙漠地區測試的自動

作。畢竟人類大腦

解身體。對許多人

效的方式解決困難問題的關鍵。今

駕駛車輛。

當中的電流傳送的

來說，這聽起來比

不只是語言的元

科幻小說還要玄，

日，此技術已經被運用在包括Google
語音辨識在內的多種應用當中。
Schmidhuber秉持著非常樂觀的態度，

更聰明的東西，它將會打造比它更聰

在 2012年離開政府單位之後，Dugan

素，也包括了文字

但對Regina Dugan

明的東西，那麼我們最終將能讓整個

到了Google負責掌管高等科技與專案

背後的意義。「了

而言，這些挑戰是

宇宙變得更有智慧。」

（ATAP）小組。之後全球知名社群網

解語義學表示有一

她日常研究工作背

站Facebook在 2016年挖角她負責打造

天你可能不需要語

後的科學事實。

為了追求這個研發全方位智慧電腦的

一座全新的實驗室，地點就位於神秘

言就能夠分享你的

願景，Schmidhuber在2014年於盧加

的8號大樓。

想法。英語、西班牙語或中文—最後

認為機器和軟體應該很快就能夠跟人
類一樣發展出自己的生命與意識。
「我小時候想要成

諾創立了一家名為Nnaisense的公司。

工智慧應該可以超

為物理學家，因為

這家公司的宗旨在於「為超人類認知

Dugan帶領的60名來自不同的專業領

越其人類創造者而

我想要研究世界的

與智慧自動化研發大規模神經網路解

域的科學家，但共同致力於全新大

征服太空。至少，

基本本質。當我到

決方案」，其最終目標是要能夠行銷

腦—機器介面（BMI）的研究。這個

同樣大膽的是她的第二個研究計畫，

德國電腦科學家

了青少年的時期，

通用型人工智慧。

團隊希望能夠打造一個默書（silent

使用人類皮膚的神經末梢作為聲音的

暨藝術家Jürgen

我發現這世上原來

dictation）系統，能夠直接從人類大

接收器，就像耳朵的耳蝸一樣。軟體

Schmidhuber是

還有更重要的事

對Schmidhuber而言，人工智慧超越人

腦當中擷取字詞，然後以簡訊方式寄

可以直接感受語言，並將其傳送至大

情，那就是掌握理

類的能力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工智

出，讓你根本不用拿出手機。此系統

腦，而無需實際聽到這些字眼。透過

解 的 本 質 。 」

慧的發展無可限量，不只是因為有那麼

預計的書寫速度將達到每分鐘100

這個方式，整個人體都將成為處理無

Schmidhuber在最近一次接受專訪時說

多的人對人工智慧深感興趣。在未來的

字，能夠比任何熟練的打字高手都要

聲溝通的一具電腦，並打破所有語言

道。「我對自己說：我應該建立一個

數十年內，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變得愈

快上5倍。

的藩籬。

在各方面都比我本人還要優異，而且

來愈為清晰。在不遠的未來，有人將會

可以自我改進的人工智慧。這個人工

看到既有的拼圖將發揮相輔相成的效

智慧將會解決我無法解決的所有問

果，找到一個簡單而明確的方式為實用

題。於是我了解到只要打造一個比我

的智能賦予實體的形貌。」

真正卓越超凡的人

這麼相信的。

24

都沒有差別了。」Dugan分享了她的
願景。

「工業革命讓人類免於從事辛苦乏味的重複性勞力工作。我現在希望AI能夠幫助人們免於從事

時間

枯燥無味的重複性心智工作。」Andrew Ng相信機器智慧將能夠豐富世人的生活，讓他們擁
有更多的時間與個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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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A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ANN
LECUN
有常識的電腦

這個願景從將近40年前，Yann LeCun
還是個巴黎的大學生時，就深植在他
的心中。他熱衷地研究神經網路
（neural nets）方面的領域，也可說是
可以自行學習的軟體，能夠透過層層
相疊的微學習和體驗而構成整體的認
知。問題在於「人工智慧」這個名詞
長久以來導致了太多錯誤的期望。使

映 。 FA I R 的 團 隊 共 有 約 8 0 名 研 究 人

得LeCun的網路概念顯得過於前衛，

員，致力於為人工智慧進入聯網消費

被許多專家視為離經叛道。

者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鋪路。

所以LeCun先到了聲譽卓著的貝爾實

「智慧的精髓在於預測的能力。」這

驗室和AT&T工作。2003年，他和兩

位電腦專家解釋道。「如果你可以預

位紐約大學的同事為今日發展突飛猛

測你的行為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那

進的機器學習奠定

麼你就可以計畫一連串的行動來達成

如果電腦可以和人

了基礎。此成就讓

特定的目標。」直到目前為止，問題

一樣了解這個世界

他們三人在業界同

在於電腦無法從多個可能的正確答案

，能夠預期未來，

儕之間半開玩笑地

當中選擇唯一正確的解決方案，因為

成為與人類相輔相

贏得了「深度學習

軟體缺乏基本的常識。在沒有人類的

成的合作搭擋會如

陰謀集團」（Deep

監視之下，透過反覆地嘗試錯誤而學

何呢？Yann LeCun

Learning Conspir-

習，彌補不足的方式。

提出了這個問題。

acy）的外號。
在10年當中，LeCun相信人工智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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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15年內，LeCun對AI宇宙的

能夠迎頭趕上人類。「能夠進行對話

看法成為所有主要科技公司用來標示

的機器，能夠事先規劃的機器，不會

影像、了解文字、改善招車服務，或

因為太笨而惹你生氣的機器。」而要

在策略遊戲當中打敗人類高手的標準

達到此理想的最佳方式為何？他認為

模式。自2013年以來，這位法國高手

可能的途徑之一就是所謂的對抗性訓

就在臉書的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練，讓AI系統彼此競爭。「這是在過

（FAIR）工作，其總部位於紐約曼哈

去10或20年以來機器學習領域最酷的

頓，和其他西岸的科技巨擘相互輝

一個概念了。」

TO AUDI A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這位在中國土生土長的IT專家是新生

SUMANG

代電腦宅男的典型例子，他在新創企

LIU

業工作，為消費者研發各種實用的行
動應用程式。他們的目標是要將機器
學習的廣大複雜性隱藏在最簡單的使
用者介面背後。
只要用一般對話的音

在2010年，Liu從

量說出你想要什麼，

武漢遠赴田納西大

隱形的虛擬助理就能

學唸書，畢業後曾

夠完成所有其餘的工

短暫在Apple工作，

作，這就是Sumang

之後在2015年年底

liu想像中的未來日

在舊金山創立了一

常生活。

家叫做Mosaic的新

A I 將成 為
明日世界 的
萬用遙 控 器

創科技公司。他的
目標是要研究人與物聯網（IoT）之間
的智慧介面，將許多服務與機器人整
合到一個新的單一系統當中，簡單的
說，就是替未來的世界研發一具萬用
遙控器。
但是這是一具沒有按鍵的遙控器：Su-

矽 谷 知 名 創 投 業 者 Y Combinator看

mang Liu希望能夠透過語音指令管理

中。在初步的實驗當中，Mosaic和一

日常生活，不論是操作智慧家庭的裝

家在舊金山的建築承包商合作，提供

置，或聯網車輛當中的元件。在此情境

所需的軟體和硬體，讓大樓房客可以

之下，只要講一個簡單的字詞或句子就

在家中的任何房間內，或者外出時和

能夠執行許多工作，有如魔術一般。

這個無所不在的虛擬助理溝通。

「我們正進入一個將極度的複雜性隱

「人工智慧將重新定義人與機器之間的

藏在極度單純介面背後的世界。你可

關係。」Sumang Liu預測道。「Ama-

以把app忘掉，因為你可以使用你選擇

zon Echo跨出了第一步。人們將習慣和

的介面來進行完全正常的對話。」這

虛擬助理講話。這給了我們一個未來出

位電腦科學家解釋道。舉例而言，「

線的機會。不論身在何處，或者使用何

我要回家」這個句子可以啟動Mosaic

種平台，人工智慧都能夠提供我一個完

幫你叫車，透過簡訊通知你的家人，

美的無縫體驗。在過去兩年內，我們看

啟動家中的空調與燈光，然後幫你訂

到了人工智慧基礎建設的全面開展。現

好晚餐。

在我們則期待實際應用的蓬勃發展，能
夠改進人與機器之間的溝通，未來機器

投資人在這個概念背後看到了無窮的

將能夠與我們的車輛溝通，進而與其他

商機，因此這家新創公司在2016年被

人交流無礙。」


AI是改變汽車遊戲規則的一種科技。輔助系統變得愈來愈聰明，自動停車，與前車自動保持

熱情

一定的安全距離，使用學習的動作模式來建議最佳路徑，因此構成了自動駕駛前瞻性科技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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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leaves room for more.
時間創造空間

HOW TO TAKE
MINIMAL
SPACE TO THE
MAX?
如何將最小空間發揮到最大？

都會空間的反思

Rethinking urban space.

tokYo

“I DON’T SEPARATE, I FRAGMENT.
LINES. SOMETIMES THE NOTES
CROWD TOGETHER IN A TEEMING
MASS, SOMETIMES THEY
DISSOLVE INTO SPACE. WITHOUT
BOUNDARIES, SPACE BLURS.”
文字

Roland Hagenberg 攝影

Martin Holtkamp 插圖

Raymond Biesinger 譯寫

錢佳緯

我做的不是切割，是劃分，就像是在沒有畫線的筆記紙上。
有時候字跡會全部擠在一起，亂成一團，有時候則會融入空間裡頭，
如果沒有界線，空間也會變得模糊。

Sou Fujimoto

LIKE ON A NOTE SHEET WITHOUT

TO TOKYO

TO TOKYO

要進入這位明星建築師的工作室，得搭乘老式電梯，一拉開金屬電梯門，印刷油墨氣味瀰

sou-fujimoto.net

漫在空氣中，攀上眼前這座陡峭、只比雙肩稍寬的樓梯，才能抵達工作室；壁磚不規則地
鑲嵌在花紋水泥壁面上，看不出是刻意設計，或是有其他特殊的原因。工作人員沉靜地圍
坐在小桌旁，聚精會神盯著螢幕，個人一方小天地是用泡棉磚、紙盒或模型劃分出來的。
從藤本壯介的建築實踐，恰好能反映出東京的創意樣貌。
個子很高的藤本壯介出來迎接我們，彷彿能看出我們的念頭，他提到「個人空間」是源自
於美國的概念，他指出，「日本傳統建築裡沒有隔間，只透過紙拉門，每個人都能聽到、
看到、感受到他人存在，日本文化裡沒有自我抽離或隔絕的概念，二
次大戰之後，才出現個人空間的概念。」
2013 年，藤本壯
介成為倫敦蛇型藝

在我們的座位旁邊，木製模型幾乎快碰到天花板，實際建築座落於東

廊最年輕的年度建

京杉並區，我們也打算由此開始，駕駛Audi Q2造訪東京各個前瞻建

築師，沒有劃分內

築，藤本先生大部分的作品是以英文字母為名，例如這棟就使用客戶

外場域，結構有如

姓名的縮寫，稱為House NA。

樹木，以枝葉創造
空間。

46歲的藤本表示，「基地位址充滿日本特質，由各種都會建築圍繞的
一小塊面積，屋主是對年輕夫妻，他們的前一個住家空間劃分的非常
清楚，如廚房、玄關、起居室、和室等，但他們希望擺脫這些界線，

因此我設計出多個角落和隔間，空間上彼此相連。」多個玻璃盒堆
疊在House NA模型內，住戶可依心情自選角落，從事自己喜愛的活
動，如閱讀、用餐、睡覺、工作、聽音樂等，這些角落與隔間的功
能不斷變化，創造不斷流動的透明生活，也有如東京的寫照。這座

建築的未來

大都會因為沒有明確的市中心，更顯得活力十足，有3,800萬居民居
住在此，由摩天高樓組成數個集散地，如新宿、澀谷、品川、池袋、

根植於過往。

上野等，以密集交通網串連密集的木造房屋群。二至三層樓高的住
宅壽命大多只有三、四十年，之後就拆除由下一代接手，繼承人由
於常無力負擔高額遺產稅，會選擇變賣部分土地，導致日本各地城市的房地產出現愈來愈
怪異的基地形狀，有時樓高12層，立面卻只有4公尺寬，後方更逐漸變窄。日本建築師對
此類挑戰習以為常，更不斷以創意彌補有限的空間，或許這是造成過去數十年來，日本當
代建築持續受到國際關注的原因。
前往表參道的路上，我們停在澀谷高樓大廈之間的路口，這裡的紅綠燈設計與西方不同，

藤本在日本北部的大自然環境中成長，從小立志成為物理學家，直到發現個人真正興趣後，

行人通行號誌在四面同時亮起，每天讓上百萬人次在此穿越，許多人戴著名牌耳機、盯著

才搬到東京學習建築，不過他景仰樹木的程度不亞於對愛因斯坦的仰慕，因為樹木展現開

手機，快速地擦身而過，上方巨型的LED螢幕向喧鬧街頭大聲地播放廣告。十分鐘後，我

闊、空氣流動、多元的特質，樹木形象也時常出現在他充滿未來感的建築中。

們就遠離了這片混亂，來到寧靜又充滿綠意的街道、住宅低矮的區域。

攝影: IWAN BAAN

藤本壯介（Sou Fujumoto），4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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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空隙、隔間、方格，都是 House NA 的一部分，玻璃牆面的小房間層層疊疊，可依照個人心情，
尋找最適合的閱讀、睡眠、用餐與娛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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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藤本提到，「每個住宅區的核心就是商店街，多年來凝聚社區內人與人的關係，店家老闆
More on the topic:
audi-magazine.com

就住在店面樓上，他們會籌辦慶典，更是街坊裡的包打聽，每位老闆都同時扮演公私兩種

LDRY
GL+6,130

角色。東京是由數千個小村落和商店街組成，與我的建築有很多相同
之處，尤其是透明度與溝通的部分。」
藤本壯介心目中有

不知不覺，原本僅供Audi Q2勉強容身的小巷，已開往充滿活力的大

多位榜樣，包括妹

道，在日本人心目中，表參道就像東京的香榭麗舍大道，集結各大國

島和世（Kazuyo

際時尚品牌旗艦店，其中不少是日本當代頂尖建築師作品，青木淳

Sejima），她與

（Jun Aoki）打造Louis Vuitton，Celine的店面出自隈研吾（Kengo

西澤立衛（Ryue

Kuma）之手，SANAA事務所為Dior設計，名牌鞋店Tod's則邀請伊

Nishizawa）共

東豊雄（Toyo Ito）打造形象店。

同創辦 SANAA 事

STORAGE
GL+4,680

務所，藤本指出，

最資深的伊東強調自由、管理與解放，他提到，「我當然重視建築物

「但為了發展我

的安全，但建築法規扼殺創意，我的核心原則是打破標準與期望，希

的個人風格，我

望人們從我的建築裡能擺脫束縛，真正享受並獲得啟發。」伊東也認

依循柯比意（Le

為，今日社會難以突破既定管控機制，「大型營建案也企圖『監控與

Corbusier）及密斯

管理』人民」，這位76歲的建築師在多年前即表明，「任何事物都不

凡德羅（Mies Van

能阻礙資訊流動，容納數百萬人的大型城市建築，要像熔岩燈裡的氣

der Rohe）等人的

泡般靈活彈性。」伊東也曾提到，藤本的建築讓人有如攀爬在樹梢

現代主義原則。」

TER 04
GL+5,080

BR
GL+4,680
L 02
GL+3,120

L 04
GL+2220

K
GL+2,200

上；以樹屋聞名的藤森照信曾認定藤本為接班人，而藤本也對森林有
濃厚的興趣，「樹木需要各自的舒適圈，但又不想被隔絕，彼此之間
的枝葉與灌木有助於平衡，我的建築也發揮了這樣的功能，並非一昧地切割劃分，而是模
糊彼此的界線。」
藤本打造的四層樓商業中心Omotesando Branches，有如枝葉交錯的建築架構，就位在伊
東設計的Tod's店面附近巷弄裡，植物攀爬在外牆上，從傾斜的直立金屬架構中冒出，粗大
的支柱象徵樹幹，建築物的輪廓不再那麼有稜有角，藤本創造出溫暖、舒適又親密的感

STORAGE
GL-150

受，讓每位造訪的訪客印象深刻。

GUEST
ROOM
GL-150

PARKING
GL±0

藤本出生於北海道，從小生活在大自然與高山中，「20年前我搬到東京，環境極為不同，
這裡充滿了混亂、人造與有機，我也一直在城鄉中找尋靈感，混凝土、金屬、玻璃、木
材，這些建材在城市建築裡都能看見，在城市如同走入森林。」雖然藤本無法說明東京建

PIT
GL-700

及絕不在人行道隨意丟棄垃圾嚴謹的心態，就連一根牙籤也不輕忽，藤本將這些矛盾稱為

我們開車到了五棟小房子組成的建築，彷彿是孩子遊戲時隨意堆疊在一起的，每個單位都有
戶外金屬樓梯直通出入口，藤本命名這件作品時未使用縮寫，而是直接稱為「東京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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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FELIX DOL MAILLOT

「有秩序的混亂」。

DRAFT: SOU FUJIMOTO ARCHITECTS

築為何如此，但他從各個層面上仍然可以看見秩序，繼承法與準時的電車、防震設計，以

C′
多功能空間在 House NA 裡散布數層，擺脫明顯分界，區隔出各種私人空間，住民能夠適當隔絕彼此，

S

卻又不會孤立。
Section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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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OKYO

形貌隨空間而生，東京土地切割破碎，迫使人們仔細思考，如何生活在最小空間中，卻仍然能展現個性？西澤立衛
在兩棟高樓之間，僅寬四公尺的空間裡打造私人住宅，他毫不遲疑地加入數十盆植栽（Garden and House）。

攝影: IWAN BAAN

左圖：藤本壯介在 Omotesando Branches 建築裡，讓樹木長出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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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IWAN BAAN

藤本利用九州的建案 House N 證明，在自我約束的居住空間裡，仍能對外在世界保有開放。

TO TOKYO

如東京電網般交錯：藤本壯介的「東京公寓」裡。每個單位都設有戶外鐵梯直接出入，創造出起居空間變大的感受。
右圖：伊東豊雄運用位在表參道的 L 型位址，打造 Tod's 品牌旗艦店，外牆的設計呼應周邊櫸樹的枝芽；幾年之後，

攝影: FORGEMIND ARCHIMEDIA/FLICKR

團紀彥（Norihiko Dan）打造的 Hugo Boss 圓型旗艦店擠進了剩餘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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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OKYO

TO TOKYO

這樣的視覺表現手法，清楚地呈現東京人口密度，東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高達13,300
人，對比德國慕尼黑密度為4,300人，儘管如此，日本民眾仍將這座首都視為村落，在社
區裡遊走，身邊彷彿都是最緊密的親人，不論是經過博弈中心、摩天大樓、透天厝、網
咖、極簡公寓、僅有八人座的酒吧、百貨公司、拉麵店、高架橋下、河道旁、名品店，你
會感覺到和周遭的人想法相似。
在各式各樣的建築間，常會看到寺廟或神社，它們靜靜存在著，東京在21世紀具有獨特地
位，即使外在不斷變化，內在傳統價值仍然保有。面對未來，渴望從未出現的事物，卻又
緊握著過去留下的痕跡，這是否會成為影響日本未來建築的力量？
比起西方建築師，日本建築師更想要瞭解，有些空間為何明明較狹小，卻感覺更加寬敞，
東京一般住家建地平均只有40平方公尺，新銳建築師谷尻誠（Makoto Tanijiri）在東京
與廣島都設有事務所，他表示，「要創造開闊感，我覺得不只是牆面之間的距離，而是要
喚醒對未知的感受，若身邊出現這樣的元素，自然會覺得房屋比較大。」數百年來，日本
人都善用「緣側」的技巧，創造連結內外、通往自然的多功能中
介空間，谷尻誠指出，「若在住家中加入花園，就能創造出『緣
側』，運用外來物體造成空間錯覺。」因此他在室內閣樓空間

有朝一日，

裡，加入岩壁與植栽。一如藤本在「東京公寓」裡的構想，谷尻
誠同樣選用建案裡愈來愈常出現的巢狀設計，包括屋頂高低不

也許汽車會成為

一、不同元素拼貼、不規則開窗，形成有秩序的混亂，這讓屋主
感覺空間變更大；在極端情況下，成品會貌似荷蘭藝術家艾雪
（M. C. Escher）的創作，一切看似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人體的一部分，
城市屆時會是

我們開車經過新宿的一棟建築，寬度不超過三公尺，是由Atelier
B o w - Wo w 建 築 團 隊 打 造 的 「 分 離 町 屋 」 ， 建 築 師 塚 本 由 晴

什麼模樣？

（Yoshiharu Tsukamoto）與貝島桃代（Momoyo Kaijima）為
一對夫妻設計，為降低離婚的風險，他們運用了太空站內設計狹
窄空間的技巧。一樓是混凝土材質立方體，兼具出入口、衣帽間、鋼琴房使用，上面支撐
著兩層木造結構，家具採扁平設計，以免房間會顯得太過狹窄，側邊樓梯採用銅板，將小
花園裡的柔和光線折射入屋；洗手間設計在樓梯下方，並將門巧妙地隱藏在櫥櫃之間，透
過材質傳達輕鬆氣氛。
藤本表示，「我的大學學業從歐洲大師開始，柯比意、密斯凡德羅帶領我的建築實踐，一
步步演變邁向今日，而打造東京都廳的丹下健三（Kenzo Tange），更以傳統設計定義日
本現代建築。」建築師妹島和世的夥伴西澤立衛也是藤本的榜樣，妹島與西澤一同經營
SANAA事務所，西澤表示，「風呂敷是我心中日本功能性及美學的頂點，也能象徵我的建
築風格。」風呂敷看似是手帕，但意思是「洗澡布」，1,200年前的奈良時代民眾泡澡時，
東京不是只有摩天大樓，只要從喧囂的市中心步行幾分鐘，就能走進像神樂坂這樣傳統的區域，藤本壯介說，
「在如此巨大的都會裡，城鄉不斷交錯綜生，才讓東京如此特殊。」

48

49

例如起居空間與自然外在世界相連。」為了瞭解他描述的涵義，我們開車到了銀座外的八

13

丁堀，西澤在高樓之間打造了「Garden and House」，這棟五層樓高的水泥建築物圍繞

里，約有 3,790 萬人居住，人口密度達每平

著圓形樓梯而建，整棟樓房只有4公尺寬、8公尺長，座落在辦公大樓間，大型植栽貫穿露

方公里 2,642 人；日本最新全國人口普查資

TO TOKYO

會用風呂敷包裹衣物，這片布料沒有把手、鈕扣、口袋或拉鏈，在今天卻能裝載任何物
品，也可以做為禮物或便當包裝，西澤說明，「這是件極具智慧、極簡的多功能物品，只
有最後才打結，與我的建築概念相當類似，牆面與屋頂固然重要，但關鍵還是在於連結，

TO TOKYO

聯合國估計大東京地區占地 13,500 平方公

台，牆面使用玻璃材質，供兩位女性作家居住。

料中，東京都會區居民數約 1,300 萬，截至
2017 年，東京地區人口已連續增加 21 年。

日本人不喜歡突如其來的意外，不尋求捷徑，期望事物都依據計畫順

不能狹小，但又要

利運作，也不要超越美學界線，摩天大樓都依時程完工，銀行可依要

能在東京小尺寸住

求熨整紙鈔，若歐洲豪華旅館人員需要8小時打掃14間房，日本飯店

宅停車位容身，

人員會需要增加一倍的時間，並非因為手腳較慢，而是因為追求完

Audi Q2 是品牌目

美。正如藤本所言，這是混亂巨型都市中能夠維持和諧的層面，但這

前體積最小的休旅

些層面能否轉移至其他文化，日本的空間概念無論是否充滿未來性，

車，運用全新幾何

在這個島國以外能否行得通呢？

設計語彙，展現個
人都會特質，從中

藤本表示，「為了在Mille Arbres的建案，我每隔幾星期就會去巴黎

探索最大空間。

一次，注意到其中與東京有許多相似之處，寬闊大道旁是迷宮般的小
」他笑著拿起手邊的義式咖啡杯說，「咖啡正是比例與和諧的起點。」語畢放下杯子，「

Audi都市未來計畫

桌子必須相襯，房間也是，街道與對面房屋的牆面也是，形成龐大的住宅區，不斷延伸下

自2010年起，Audi都市未來計畫提供

去，或許會一直到位在月球的機場。不論未來我們提出什麼概念，若比例不對，結構勢必

了一個平台，來促進未來都會行動力的

會失敗；即使我們封閉自我、縮回殼內，以建築加強隔絕，依然會失敗。」這時藤本想到

跨國與跨領域對話，Audi人員與都市規

他曾在北海道為身障兒童興建醫院，「我明白他們遇到問題時，需要有個避風港，但他們

劃、行動力、資料工程、設計等各領域

仍得以在此處眺望外在世界，除了那些不願意承認的大人，每個人的需求都相同。」

的專家，一同提出專業解決方案，協助


人們以快速與便利途徑抵達目的地，並
充分地善用都市空間，這項計畫希望發
展新概念、策劃網絡行動解決方案，並
改善都市生活品質。

audi-urban-future-initiative.com

巷，日式料理在巴黎同樣美味，法式料理比在日本吃到的味道更好！

奧運
東京將於2020年主辦夏季奧運，吸引
更多年輕人從日本各地湧入東京，政府
報告指出，在全國47個都道府縣中，
40處都出現人口外流現象。

ICONS
日本當代建築師在國際間炙手可熱，自
2010年以來，素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
的「普立茲克獎」已三度表揚日本建築
師：2010年SANAA團隊、2013年伊東

攝影: AUDI AG

豊雄、2014年坂茂（Shigeru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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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研吾正在為東京興建奧運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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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RC LICHTE

TO MARC LICHTE

Creative people do it diﬀerently.
有創意的人作法截然不同。

IS MOBILITY A
MINDSET?
行動力是一種心態嗎？

藝術和設計能帶來影響與啟發。

Art and design are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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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RC LICHTE

TO MARC LICHTE

MR. LIC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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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ZEN OF SAILING
航海的禪意
AUDI AG設計總監Marc Lichte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水手。他的帆船就是他的庇護所，
是 他 可 以 補 充內心能量，持續前瞻思 考的地方。

文字

Bernd Zerelles 攝影

Rouven Steinke 譯寫

Perry Hsu

TO MARC LICHTE

TO MARC LICHTE

通常，一個人的個性最容易展現在一

Audi A8，而他對未來汽車行動性的願

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上。舉例來

景也展現在全新的Audi AICON上。

說，在Marc Lichte私人桅杆頂端的風

光著腳，穿著休閒的橄欖色斜紋棉布

向感測器：「你有看到其他船上的風

褲和深藍色毛衣的Lichte歡迎我們登上

向感測器就直接掛在桅杆上，或是朝

他的Xp 38 X-Yacht帆船。歐洲帆船雜

向前方嗎？我要我

誌 Yacht 是這樣形容這艘船的：「線條

線條的長度和比例

的感測器沿著桅杆

流暢，速度飛快—這款性能帆船能夠

是帆船上最重要的

上揚的曲線安裝，

在帆船賽當中讓所有競爭對手感到膽

東西，就像全新

先以符合空氣力學

戰心驚。」Lichte的帆船和任何其他

Audi A8 的內裝一

的角度彎曲，然後

Xp 38都不一樣。除了船身大部分的重

樣。典雅和反覆的

再向前延伸。這樣

要元件都以碳纖維打造之外，包括船

設計原則和科技完

一來，它的角度能

身結構、龍骨、桅杆、整個船身下的

美結合，創造出寬

夠完全配合風向，

附屬體、船舵和改裝的Doyle競賽式船

敞舒適，又不失前

而且可以做更精準

帆也都採用碳纖維的材質。「這種材

衛的風格。

的測量。這個裝置

料的剛性非常強，幾乎不會變形。」

是我自己設計的，

Lichte讚美道：「每一股風都能夠轉換

不僅獨一無二，而

為速度。航行性能真的是無與倫比。」

攝影: BENNE OCHS

且臻致完美。」在他舉起左手指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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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感測器的位置時，Marc Lichte用他

對這位充滿熱情的

Marc Lichte 於

的右手比劃出感測器在適應風向時的

帆船玩家來說，性

1969 年 8 月 9 日

完美流線弧度。「然後這裡是船首推

能是第一優先。他

出生於德國的

進器，這也是這艘船獨特的設計。我

在6歲的時候就開始

Arnsberg。在

經常一個人駕著船出遊，這個設計能

操駕Optimist小

1996 年還在攻讀

夠幫助我輕鬆地靠岸和出海。造船廠

艇。從那時候開

學位的時候，他就

答應我他們安裝時會做到只有1公釐的

始，他就展開了正

開始在福斯汽車工

間隙。他們安裝的時候我人在現場監

統的帆船賽生涯，

作。身為車身外觀

督整個過程。他們也真的做到了承

從Laser型帆船到巡

設計工作室的主管，

諾。只有1公釐，真的難以置信。當

航級帆船，再到四

他負責 VW Golf

然，在帆船賽的時候，我會把電池移

分之一噸帆船。他

（5、6、7 代）、

除來節省重量。」

在Kiel Week帆船賽

Passat、Touareg

拿下了三場勝利，

和 Arteon 的設計。

要跟上48歲Marc Lichte的速度不是一

在德國帆船錦標賽

Lichte 在 2014 年

件簡單的事情。在他的無框鈦合金眼

當中則贏得了兩次

2 月 1 日升任 AUDI

鏡（和羽毛一樣輕的高科技設計）後

亞軍。即使肩負著

AG 的設計總監。

面，那雙清澈的藍眼睛看起來非常的

帶領440人設計團

平靜，但是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話卻像

隊的重責大任，Marc Lichte還是盡可

滔滔江水一樣綿延不絕。身為AUDI

能地抽出空檔時間出海。他是Bayer-

AG設計總監的他行程非常緊湊，因此

ischer帆船俱樂部的成員，俱樂部的標

只有在德國靠波羅的海沿岸的小鎮港

誌想當然爾出現在他行駛於波羅的海

口時，也就是他的私人帆船停靠之處

沿岸的帆船上，不過他也同樣喜歡在

跟我們見面。這是一次相當難得的機

俱樂部所在地的Starnberg湖玩比較小

會，因為他的新設計策略才剛剛首度

型的帆船，例如德國最佳平底船選手

以量產車的形式呈現—亦即全新的

Johannes Polgar參賽用的型號，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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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型帆船。「這是鍛鍊腹肌很好的

他對Audi設計語言的詮釋是在科技與

「我真的沒想過這項比賽對我未來的

唱。我們真的揚帆出發了。不過真正

方法。」他說道。

設計上對創新的無止盡追求。

職業生涯會有這麼大的影響。」他還

令人驚訝的是Lichte在他的船上彷彿完

笑著提到當年他還把替車廠畫的偽裝

全變了一個人似的。在陸地上精力充

不過，Marc Lichte的本業還是設計師。

航海和汽車設計是

在蒲福（Beaufort）

原型車草圖賣給汽車雜誌來貼補學

沛彷彿停不下來的他，一到了海上就

這也是為什麼他的帆船與眾不同的原

他在生活當中的兩

風級當中，

費。「當年我每張圖可以拿到3,500到

成了一個極為專注的人。他不斷在尋

因，從座位的保護罩到船舵都是客製

大熱情。從學生時

6 級風被定義為

4,000馬克。」每張圖大概要花我一天

找船帆的最佳角度，同時也注意海上

化的成果。「每個配件的顏色全部都

代開始，這位出身

「強風」（Strong

半的時間來畫。」在他的船上，看著

的風相，讓他可以用最少的動作維持

一樣，讓整艘船看起來就是從同一個

德國薩爾州的孩子

breeze），能夠讓

他下筆熟練，只用些許幾筆就讓車子

理想的航向。他只

模具製作出來的一樣。」內裝的配色

就把所有空閒的時

較粗的樹枝搖晃，

的線條躍然紙上，你可以想見他完成

對船上其他的船員

航海術語：船首

減少到了兩種，船體則呈現一種德國

間花在Möhne湖上

並讓電報線發出颼

一張圖的時間可能還要快上許多。

給予簡潔了當的指

推進器（bow

標準色卡（RAL）的顏色。和其他Xp

的一艘小船上。畫

颼聲響。在海上，

令：「把船帆轉去

thruster）—一個

38帆船不同，他的

圖則是他度過無聊

6 級風則會開始產

不過閒聊的部分到此為止，該是起錨

另一弦的方向，請

安裝在水面之下的

全新 Audi A8 是

船身是黑色而非白

上課時光的方法。

生大浪，到處都看

的時候了。Marc Lichte消失在船艙當

把那個板子抬高來

橫向推進裝置，讓

Marc Lichte 新設

色。「不，那不是

「我在書本左側的

得到白色的浪花，

中，沒多久就穿了一身防風雨的航海

改善配重。」他一

船可以橫向移動。

計哲學下的第一輛

黑色。黑色看起來

頁面上畫汽車，右

還會造成許多水沫。

裝備走了出來。風向感測器顯示風速

個字都不浪費。

積雲（cumulus）—

量產車款。在未來，

不對，感覺太粗糙

側的頁面則畫帆

為每小時22∼27海哩，相當於輕快的6
看著Marc Lichte在

天氣晴朗，濕度較

每一個車款不僅會

了。你也不會把它

船。」他對擁有一艘帆船的渴望意外

級風。西風吹動了波羅的海藍天上方

有自己的個性，同

蓬鬆的雲，通常在

叫做碳黑色。畢竟

地讓他得到了成為汽車設計師的第一

的積雲。這是出海的完美天氣。Kiel

船上掌舵，你會聯

高時容易形成。大

時也能夠展現品牌

船體必須要能夠和

份工作。當他才剛剛開始在Pforzheim

Bay的小港口策略位置十分理想。當風

想到一輛白天在都

三角帆（genoa）—

的一致風格。

上部結構搭配。這

大學攻讀運輸設計學位，得知了一項

小的時候，船可以

也是為什麼Lichte

設計比賽的訊息。這項比賽的獎金高

要去研究各種標準化且明確定義的德

會車陣當中穿梭，

用來代替船首三角

駛出開放海域，不

Marc Lichte 在

晚上終於可以休息

帆的大型支索帆。

達25,000馬克。「我必須要先通過校

過像今天風稍微大

Starnberg 湖上

一下重新充電的電

國標準色卡顏色，找到能跟碳纖維搭

內甄選，才能夠代表學校參賽，然後

一些，提供屏障的

所駕馭的 Laser 級

動車。在海上，他看起來很享受這種

配的選擇。他把這些油漆塗在一平方

再跟加州、瑞士和倫敦的設計學校競

Kiel Fjord峽 灣 就

帆船是一種單手

終極的自由，能活在當下，可以隨心

公尺的塑膠板上，然後把這些板子拿

逐。但是一次贏得這麼一大筆獎金的

成了完美的帆船遊

操控的比賽用帆

所欲將船駛往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

到港邊，掛在船的前方，測試在不同

機會對我來說真的是千載難逢。所以

樂場。Lichte調整

船，能夠快速掠過

落。而打造這艘船的目的就是可以讓

時間和不同光線照明下的視覺效果，

Lichte花了一整年的時間琢磨他的設計

了船帆，啟動了推

水面。Lichte 是

他實現這種不羈的自由。稍晚，當我

以評估這些色彩的效應。在完成這道

概念與模型。「我

進器，拉起了船舷

Starnberg 湖上

們再次停泊港口，享受暢飲啤酒的返

手續之後，才決定最後的油漆色彩。

真的很想贏得那筆

聰明才智：我的職

的護墊。每一個動

Bayerischer 帆船

航傳統儀式時，Marc Lichte說道：「

「這種深灰色和碳纖維的顏色能夠完

獎金，只因為我可

工學徒期末作品概

作都精準無比。他

俱樂部的會員。

我是那種永遠都停不下來的人。任何

熟練地操作帆船駛

事物都能夠帶給我靈感啟發：不論是

船。」這種專心致

創新。我用接縫隙

出港口的狹窄彎道，然後迎風揚帆。

我看到的還是吃到的東西，我碰到的

期望很單純：「它的性能必須要完美

志的意志力最終證

來取代抽屜把手和

對於今天輕鬆的航行規劃來說，可能

人，或是我旅行的地點。對我的創意

無瑕，外觀也是一樣。Xp 38符合我的

明 是 成 功 的 關

門把。」

只需要打開大三角帆就已足夠，不過

而言更重要的是釋放我的心靈。我可

Lichte還是揚起了主帆，使得船帆的迎

以在船上做到這一點。船上很安靜，

風面積達到了100平方公尺。對於這種

只聽得到風的聲音，跟我的日常生活

風來說，這樣的陣仗實在有點大材小

剛好相反。」他的船名寫在船尾，叫

用了，不過既然船上有客人，為什麼

做Heima，冰島語「家」的意思。

需求。它的操控感覺完全符合我的夢

鍵。Lichte贏得了

想，也擁有歷久彌新的線條，這點對

那項設計比賽，並且用獎金為自己買

我來說非常重要。汽車的設計也是如

了第一艘7公尺長的帆船。不過有一件

此。線條是帆船上最重要的事情，還

事情是當時參加比賽的他沒有想到

有長度和比例，就像Audi的車款一

的：那場設計比賽的評審都是來自各

樣。」Marc Lichte是一個偏執又瘋狂

大汽車品牌的設計師。因為吸引了他

的天才，他不會接受任何沒有達到絕

們的注意，Lichte沒多久之後就拿到了

對完美的設計。在性能和美學方面，

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他今天笑著說：

攝影: JOHANNES POLGAR

以替自己買一艘

型，你不覺得嗎？」Lichte對這艘船的

攝影: AUDI AG, MIERSWA KLUSKA

美搭配，讓這艘帆船看起來真正有

念就當時而言非常

不給他們最完整的航海體驗呢？這位



船長改變了航道，直到Xp38 的船身興
奮地傾斜為止。船身的背風側被海水
噴滿了泡沫，而船帆則在風中大聲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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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與經典
A u d i 設 計 總 監Ma r c L i cht e 的設計哲學首度在全新A udi A 8這輛量產車款上展現 。
我 們 親 身 登 船造訪了這位熱情的水手 ，暢談比例的力量和創新的傳統。
文字

Bernd Zerelles 攝影

Andreas Lindlahr 譯寫

Perry Hsu

Lichte先生，新Audi A8是你擔任Audi
設計總監以來的第一輛量產車款。
Marc Lichte：是的，這表示Audi
A8為Audi開啟了一個全新的
設計年代，展現了完全不同的
設計哲學。

這個新的設計哲學是什麼？
這個哲學有兩個重點。首先，
Audi代表的是Vorsprung durch
Technik（進化科技、定義未
來）。第二點是由三個核心價
值所組成的：分別是進取創
新、動感的和精緻淬鍊。Audi
的車款當然需要具備動感和精
緻的特性，但是真正重要的部
分是進取創新這個特性，因為
這個特性能夠讓我們與其他競
爭品牌有所區隔。

怎麼說呢？
Audi在過去25年來的發展正是
高級車級距演進的最佳寫
照。Audi一直走著自己進取創
新的道路。quattro智慧型恆時

比例是一切：Audi 的座艙穩妥地位於前後車軸之間。

四輪傳動系統就是最好的例
子。競爭對手主要聚焦於後輪
驅動系統。但是Audi則追求
quattro這個更具智慧的概念，
或者是針對材質的選擇：我們
的競爭對手主要用鋼板來製造
車輛，但鋁合金的重量輕了許

吸引我的特質

多，也更為合理，所以Audi會
使用鋁合金打造車體。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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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

先進

熱情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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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兩軸的中間。因此，我們的
車身線條非常肌理分明。肩線
下沉，連結前後輪。我們使用
這種有利的肌理線條來強調四
個車輪。在此同時，車身的前
半段線條看來較為簡潔有力，
因此在視覺上也更具吸引力。
為性能而選擇的材質—Lichte 的帆船桅杆採用碳纖維材質。

這個設計概念如何影響Audi A8的車側
輪廓呢？
所有車身的線條都是高度延伸

全新Audi A8的車頭

且水平的，有點像是這艘船一
樣。它們強調了車身的長度。

造型極度前衛。

高級車級距當中的大部分車款
線條定義美學—不論是在船上或在車上都是如此。

似乎都有較大的座艙空間，畢
竟寬敞的後座空間也是這個級
距所強調的重點。全新Audi A8
多出30公釐的後座車頂高度，
對車身比例而言可能會有負面

進取創新的概念要如何透過設計來演

影響—但我們巧妙地隱藏了這

繹呢？

點。車窗的線條非常的扁平。
比例是通往良好設計的跳板。

從遠處看，Audi A8看起來幾乎

而Audi的車身比例是真的符合

像是一輛雙門跑車。等到你坐

進化的定義。我們的特色是

進車內，才會赫然發現它比前

quattro。對我來說，quattro

幾代A8都要來得大，坐起來也

不只是驅動科技的概念而已—

更為寬敞舒適。對我來說，這

quattro是一個讓我們與競爭對

是另一個進取創新的象徵。

手有所區隔的特點。在競爭對
手的車款當中，因為後輪驅動

類雙門跑車的車側輪廓一直是Audi長

的緣故，座艙的位置通常是在

久以來的傳統。

後軸的上方，而在Audi的車款

是的，第一代的Audi TT對我

當中，座艙則穩妥地安置在前

而言是一個莫大的靈感來源。

「我經常被問到我最希望在哪個年代擔任設計師。我的答案是現在。因為現在正是最令人興奮

熱情

的時刻。在未來的 15 年內，汽車變化的程度將比過去 50 年還要來得大。電動馬達、自動駕
駛和數位化都將為 Audi 帶來前所未聞的概念與設計。」

Audi A8 是 Audi 設計進入新時代的第一款車。整體的設計理念確保每一款車都能夠清楚地作

時間
寬闊、挺立而大器：全新 Audi A8 的單體式盾型水箱護罩彰顯了其不凡的尊榮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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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品牌的一份子，不容錯認。但是在未來，每一款車都會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產品特性，賦予其
明確的獨有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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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極細的A柱與C柱和扁平

「長度和比例是在

跟隨短暫的潮流，

的車頂弧線是非常前衛的設

帆船上最重要的元

每一個細節的設計

計，在TT之前從來沒有其他的

素，在 Audi A8 上

都近乎完美，對我

車子擁有那樣的線條。其架構

也是。」

來說，這就是永不

甚為醒目，整個設計語言向

過時的創新設計。

Bauhaus哲學做了一個極為有
力的致敬。那款車對我而言真

那麼Vorsprung durch Technik（進化

的無比重要。

科技、定義未來）的理念要如何展現
呢？

Audi 的車頭造型仍舊使用單體式盾型

當然，我們希望我們進取創新

水箱護罩的設計。

的科技也能夠展現在外觀設計

這也是Audi A8高度展現進取

上。Audi A8車尾的動態尾燈

創新的特點之一。我們大幅加

就是一個小小的例子。這個動

寬了單體式盾型水箱護罩，所

態尾燈只有7公釐寬，但是能

以車子從正面看起來更為扁

夠提供完全平均的照明。我不

平，也更具運動感。儘管如

知道有沒有任何其他的車廠能

此，它的車頭造型仍舊相當挺

夠在這方面做得和我們一樣完

立，相較於其他車款使用了更

美。當Audi A8上鎖或解鎖的

多的鍍鉻裝飾。而此極為突破

時候，動態尾燈會從中央向兩

傳統的鍍鉻飾條，也同時被作

側擴散發光。這不只是創新的

為車頭外緣的輪廓

科技而已，其視覺效果也同樣

quattro 不只是個

線。這是一個很棒

令人讚嘆不已。

驅動科技的概念

的細節設計。我們

車身輪廓的靈感來自於第一代的 Audi TT。

而已—quattro

花了許多時間和心

決定了 Audi 的車身

力來精進散熱格柵

比例。

的設計。畢竟對



Audi A8這類的旗
艦房車車款而言，車頭真的是
最重要的部分。它必須要能夠
立即讓人感受到這輛車代表的
尊榮地位。

進取創新的設計是挑戰旁觀者嗎？它
代表的是創新？還是經典呢？
好的設計應該是永不過時的經
典。在20年後我再回頭來看這
款Audi A8，我仍然能說這是
一輛多麼美的車。和諧的比例
和形狀，不會顯得輕挑或只是

Marc Lichte 在他的帆船船艙內：以 Audi 的前期研究為基礎，他說明了自己設計背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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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

Xp 38 帆船—充分展現了俐落、速度和運動感。

高度延伸而不間斷的水平肩線展現了類雙門跑車的車側輪廓肌理。全新 Audi A8 完美結合了
大器奢華和前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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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ll about pushing back
boundaries.
只為超越極限

下一步?

what’s next?
智能科技將改變一切。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will
change everything.

最高境界

THE
highest
level
文字

Patrick Morda CGI、後製

RECOM 譯寫

Perry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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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ION BEHIND THE
CONCEPT IS A
TECHNOLOGICAL STATEMENT
OF INTENT. THE MESSAGE IS:
WATCH OUT,

Audi AICON概念背後的願景是一份科技意向書，
它所要表達的訊息是：未來，我們來了！

蜻蜓是動物王國裡最有效率的獵人之

意圖和目的而言，代表的是不久之前

從Audi四環品牌的角度而言，此願景

一。在某種程度上牠能夠預測獵物的

的過去，而第5級則是尚有一段距離的

的基礎和起點正是Audi AI。在未來，

動向，可以對獵物緊追不捨—即使牠

未來。就目前而言，我們正在跨越第2

創新的系統和科技將會扮演更為重要

的晚餐暫時消失在視線之外。捕獵中

級至第3級之間的門檻。在現實中，最

的角色，而各種電子智能也將在此品

的蜻蜓會自動切換成某種自動駕駛模

高層級的自動駕駛代表的只是理論上

牌之下獲得統一。隨著實際操控車輛

式，憑直覺選擇或更換最可能到手的

可以達到的自動駕駛典範。要達到這

的工作逐漸隱入幕後，汽車將會演變

獵物目標。其CSTMD1神經元負責

個境界，所仰賴的不僅是汽車製造廠

成具有同理心的駕駛夥伴，提供個人

進行此行為。澳洲阿德雷德大學醫學

而已。因為第5級的自動駕駛還包括了

化的支持，並主動接手困難或麻煩的

院的研究人員希望能夠向蜻蜓取經，

所有交通區域的連結和控制。有鑑於

工作。每輛車都充分了解其使用者，

讓自動駕駛在未來變得更安全、更舒

此，Audi聚焦於確保第3級和第4級自

並預期他們的需求。除此之外，Audi

適。而是什麼原因讓這種昆蟲成為明

動駕駛車輛，可以應用並能夠快速與

AI透過減少處理車輛掌控和複雜交通

日移動性的最佳典範呢？有一天，當

系統化地擴張，為更高層級的自由度

而創造新的自由。在此前提之下，人

汽車達到完全自動化，仰賴人工智

和使用時間鋪路。

工智慧的各方面也扮演著關鍵的角

慧而非人類時，它們必須要能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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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只是發展智慧的感知系統，同

理大量的資訊以在對的時間做出對

但是Audi所想到的不僅於此。Audi希

時也在後續的使用過程中發揮功能。

的決策。

望未來的行動性可能轉變成一種被動

現在路上的每一輛車都在收集大量的

式的乘客體驗，但仍舊希望帶來主動

資訊。未來，重點將會集中在以更快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遙遠，但是在未

的感受，因為不需擔心道路狀況，

的速度處理與日俱增的龐大數據，把

來，駕駛和車輛將會扮演和現在完全

而能夠充分善用移動的時間，這樣

這些數據和其他用路人的數據做比

不同的角色。就技術上而言，這就是

的願景令人期待。隨著舒適性、效

較，並加以融會貫通。然後，就像先

所謂的第5級自動駕駛。在第0級和第5

率和個人化都被帶往更上一層樓的

前提到的蜻蜓一樣，汽車在未來或許

級之間，駕駛的主動人為干預將會逐

境界，汽車的座艙將會成為一個全

能夠做到預知未來，例如得知10秒鐘

漸減少。從今日的觀點而言，第0級就

新的生活空間。

之後會發生的事情。這能夠讓它們預
79

對開式車門讓乘客能夠進入一個舒適的指揮中心。方向盤和儀表板被長型螢幕所替代，而座椅則可以前後移動或左
右轉動。會和座椅位置一起自動改變方向的車門內操作介面將可控制資訊娛樂和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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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Audi AICON這類第5級自動駕駛車輛將不再需要有傳統定義上的頭燈。感測器、攝影機和雷達就是車子的眼睛。

玻璃天窗表面能夠完全阻擋日光。除此之外，整合式的照明元件能夠創造特定的照明氛圍或在上下車時提供車室均

位於單體式盾型水箱護罩上的數位3D玻璃元件能夠促進個人化的互動，並將特定視覺信號傳送給周遭環境。

勻的照明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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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8公釐的軸距造就了寬敞的車室空間。動感的車頂曲線溫和向下延伸，讓人聯想到當代跑車與雙門跑車的動感
車體比例。顯著外擴的輪拱強調了quattro的DNA。Audi AICON可以在短短的30分鐘之內充滿80%的電池容量
，這都得歸功於整合在這款概念車當中的800伏特高電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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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交通狀況，以及駕駛人的期望—這

可。這輛車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個人化

眼的外擴輪拱一樣，Audi quattro智

一切都要歸功於Audi AI。

數位生態體系的一部分，它甚至能夠

慧型恆時四輪傳動系統也是Audi AI-

根據學習的經驗提供建議。作為乘

CON 的一部分。動力回收加上智能運

在目前而言，蜻蜓享有優勢，因為牠

客，您需要做的只是找到一個可以前

轉策略、選擇性輕量化設計和精益求

是數百萬年演化的實際成果。Audi的

後移動或左右旋轉的舒適座椅，然後

精的空氣力學規劃，預計都能夠讓續

願景對於第5級自動駕駛可能實現的外

好好體驗汽車領域的典範移動即可。

航距離達到800公里以上。畢竟Audi

觀與功能，仍然是很新的概念，因為

方向盤、排檔桿、按鍵和儀表板為長

AICON的目標不只是要成為未來城市

剛開始發展而已。不過它已經有個名

型螢幕表面所取代。空調、座椅調整

街道的智慧行動性概念，也不是要成

字了，那就是Audi AICON。研究設

和資訊娛樂系統都會配合乘客而顯示

為機器人計程車。透過AICON，傳統

計、科技展示和行動性的概念全部融

在螢幕上。門內的操作介面會自動配

的通勤體驗將開啟全新的領域。這讓

合在這輛概念車上，這輛四門2+2座位

合座位的位置而調整，並控制資訊娛

我們回到了蜻蜓的概念—牠不只是大

的概念車在預測未來的車輛外觀與內

樂和通訊系統。除了手動操作之外，

自然當中卓越的獵人，而且還是昆蟲

裝設計上又往前走了一大步。作為科

語音控制和眼動追蹤的方式也用來將

王國當中長距離飛行的強者。

技的展示平台，它在驅動系統、底盤

乘客的指令和需求轉給Audi AICON。

和數位化領域都做到了超越極限的突

首選的動力系統會是有更佳動態表現

破。作為行動性的概念，這項研究想

和續航能力的電動馬達，這得歸功於

像了沒有方向盤或油門踏板的個人交

全新的節能概念。這輛車共有4具電動

通工具要如何運作。但真正能夠強調

馬達，安裝在前軸與後軸之上。相較

未來個人化高級行動性概念的是與傳

於今日的鋰離子科技，整合在地板下

統結構截然不同的內裝設計。對開式

的固態電池可以提供3倍的儲電能力。

的車門讓乘客能夠輕鬆進入一個舒適

整體而言，這4個分別配置給每個車輪

的指揮中心，乘客只要將目的地和期

的電動馬達總共可以產生260千瓦的馬

望路線的指令提供給Audi AICON即

力和1,100牛頓米的扭力。如同造型搶

THE CAR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PERSONAL
86



Audi AI讓這輛車逐漸成為幸福的個人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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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A7
SPORTBACK
新時代的GRAN TURISMO跑車
傳統的跑車文化和未來的數位科技在全新Audi A7 Sportback身上展現了完美的融合。
撰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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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AG 譯寫

Perry Hsu

在汽車的世界當中，Gran Turismo這個

Audi A7 Sportback一直被視為設計史上

名詞會讓人聯想到性能和便利、科技和

的一個小小奇蹟。當它在2010年初次出

創新之間的平衡。傳統而言，掛上Gran

現在經銷商的汽車展示間時，不論是業

Turismo字樣的車款能夠讓乘客以快速和

界人士或一般車迷都對其為之驚艷，因

舒適的方式，完成長距離的旅程。所以

為它巧妙融合了所有車型類別的最佳設

當Gran Turismo這種歷史源遠流長的汽

計元素。去年10月首度亮相後，並在

車文化結合了走在時代尖端的設計、無

2018年2月底正式上市的第二代A7

遠弗屆的網路和全數位的作業系統之

Sportback，再次將coupé雙門跑車的造

後，會呈現什麼樣的嶄新面貌呢？全新

型、房車的寬敞空間以及Avant旅行車的

Audi A7 Sportback就是這個問題的最佳

彈性做了完美的搭配。相較於前一代車

答案。

款，全新Audi A7 Sportback的座艙長度
89

TO AUDI A7

TO AUDI A7

增加了21公釐，使得後座享有更為寬敞

懸。搶眼的車體輪廓可選配最大至21吋

色彩、飾條和照明設備，創造出了一種

操控性能，而在長程公路行駛時則提

的膝部空間。後座乘客也能享有更大的

的輪圈。吸睛的車燈設計為這輛大型

極具未來感的lounge氛圍。端對端的資

供絕佳的舒適性。

頭部空間。後廂寬度達到了1,050公釐，

coupé外型帶來畫龍點睛的效果，設計

訊娛樂與連網服務則讓使用者印象更為

也較前一代車款有所進步。

亮點在車門上鎖和解鎖時能完全展現。

完美。

頂級車型搭載的是先進矩陣式LED極光
全新Audi A7 Sportback在空間和座位舒

頭燈。

適性方面的提升令人驚嘆，因為這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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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全新Audi A7 Sportback成為新時代
領頭羊的最大特色，正是以數位科技為

不過為乘客提供安全性和舒適性的不

基礎的新一代高性能Audi駕駛輔助系

只是這些看得到的科技而已，其他看

統。車主如果選配所有的三種駕駛輔助

具運動性的車身外觀設計似乎完全背道

性能跑車的美學設計天衣無縫地延續到

不見的幕後科技也扮演了重要的角

套裝系統，包括智慧型自動停車、都會

而馳。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去，這輛車都

了這輛Gran Turismo跑車的座艙中。極

色。四輪動態轉向系統、全新的電子

行車、公路行車三種輔助套件，將總共

展現了十足的性能跑格。從銳利和緊繃

簡主義的設計語彙展露在水平的線條和

底盤控制系統（ECP）和新版的氣壓懸

能夠受惠於39種輔助行車，並提升安全

的線條，到比全新Audi A8更低更寬的單

細長的儀表板上，在張力與冷靜之間創

吊系統不但提升了乘坐的舒適性，同

性和舒適性的系統。作為Audi數位科技

體式盾型水箱護罩，再到低平的車頭和

造了平衡。Audi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儀

時也讓車身動態反應更為敏捷。這些

背後的超級處理器，自動駕駛中央控制

在車尾突然下降的車頂曲線。這些特色

表板搭配MMI navigation plus多媒體系

創新也讓全新Audi A7 Sportback成為

模組（zFAS）能夠整合來自多個感測器

都在在強調了這款車肌理分明的車身輪

統，加上MMI直覺式觸控系統的兩個大

一輛不折不扣的Gran Turismo跑車，

的數據，以持續運算輸出汽車周圍的影

廓—偏長的引擎蓋與軸距和較短的前後

型觸控式螢幕，以及細緻的內裝材質、

在蜿蜒的鄉間道路上展現敏捷的動態

像。視配備層級而定，最多可有5個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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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5具攝影機、12具超音波感測器

配車頭攝影機提供的資訊，在前車開始

和1個雷射掃描器可提供源源不絕的相關

移動時預先啟動引擎。在實際的駕駛環

數據。除此之外，car-to-x車連網服務利

境之下，MHEV科技能夠降低每100公

用Audi 車隊的群體智能為系統傳遞重要

里0.7公升的油耗。

資訊。
和2010年推出的第一代車款一樣，新一
節能效率和環保永續也是Audi旗下這輛

代的Audi A7 Sportback完美融合了設計

新Gran Turismo車款所著重之處。全新

感、舒適性與高科技，不只在長途旅行

Audi A7 Sportback的所有引擎一律搭配創

時配得上Gran Turismo這個頭銜，更能

新的輕型油電複合動力系統（MHEV），

在都會環境下展現其傲人能耐。和以頂

由皮帶帶動的水冷式交流發電啟動器

級豪華房車姿態問世的全新Audi A8一

（BAS）搭配鋰電池，能夠在煞車時收

樣，Audi A7 Sportback也是四環品牌造

回能量。在時速55~160 km/h之下，這

車科技的最佳代言人。就像Audi設計總

輛四門跑房車可以用慣性滑行的方式前

監Marc Lichte所言：「在設計Audi A7

進，然後再透過BAS輕鬆重新啟動關閉

Sportback的時候，我們希望讓車內搭載

的引擎。大幅擴增的start-stop引擎自動

的高科技從車外就能一覽無遺。」

啟動/熄火功能可以在時速22 km/h之下
啟動。當車輛停止時，引擎能夠根據標
92



EXCELLENT CREATIVE CUISINE
創意主廚回歸

西班牙料理新定義

「牛尾奶油球」以燉煮入味的牛尾做成西班牙式可樂餅，吃起來外酥內軟嫩。

TO 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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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主廚丹尼爾．南格里拉．伯西諾（Daniel Negreira Bercero）
重返台灣，對於許多丹尼爾主廚的粉絲來說，是值得欣喜的消息，到上
海發展了兩年後，這次決定回到妻小的家鄉台灣開設Hidden by DN（
隱丹廚），不侷限任何派系，帶給客人完全丹尼爾風格的當代料理。
撰文

余安琪

攝影

王永泰

從西班牙來到台灣，丹尼爾一路走來

等手法，讓料理的呈現出乎想像，像

已經將近十年。畢業於西班牙知名的

是把鵝肝變成沙，把海苔做成石頭，

頂級餐飲學府San Sebastian Universi-

還有讓他一戰成名的「成長花園」，

ty，曾於西班牙的米

乍看是個盆栽，卻是

其林一星餐廳Bokado

把蘑菇經過水煮、風

擔任副主廚，也在

乾、油炸等程序，搭

Aneak與Mugaritz等

配奶油起司做成土壤

知名餐廳習藝，更在

層，插上蔬菜、灑上

「分子料理之父」

食用花瓣，上桌後，

Ferran Adrià的米其林

淋上清湯，只見埋覆

三星餐廳El Bulli工作

於土壤中的花苞、蔬

過，與世界頂尖名廚

菜倏地破土而出，叫

一同磨練，為自己廚

人嘖嘖稱奇。

藝之路開啟了不同視
野，習得分子料理廚
藝，也擅長拆解食物

丹尼爾擅長運用食

元素。

材製作出充滿驚喜
與創意的料理，讓

2008年因為一段異國

客人同時享受視覺

姻緣而來到台灣，在

及味覺的體驗。

台北忠孝東路五段巷
弄內開設EL TORO鬥

注重情境營造的「尋找松露」，讓人置身雲霧繚繞的森林深處尋找松露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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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西班牙料理餐坊，

後來丹尼爾轉赴中國

提供西班牙傳統料理

上海發展，主持Mari-

與現代創意菜餚，靠

na by Dn與Alma兩家

著卓越的廚藝，很快地就在美食圈打

餐廳，其中的Alma更榮獲2017年《上

出知名度。後來在轉戰台北信義區開

海米其林指南》的Bib Gourmand（超

設DN Innovación，一道道眩目的分

值餐廳）肯定，2017年丹尼爾決定再

子料理，以粉末、冰晶、凝凍、泡泡

次回到台北，以「隱丹廚」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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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代料理為定位的「隱丹廚」，因
為主廚不想將自己的料理定義為創意
料理或歐式料理，而是希望根據食材
的特色烹調，並適當地加入自己的想
法至菜色中。比如說當天的食材是鮪
魚，可能適合做簡單的醃漬後炙燒，
融合日式料理做法，再搭配西班牙醬
汁或配菜。丹尼爾覺得，重視食材的
味道本質，讓菜餚以更純粹、乾淨的
方式呈現，同時在料理技法與精緻擺
盤上，加入主廚自身的概念丶想法，
這樣的料理才是有意義的。而很多人
好奇在隱丹廚還看不看得到他大玩分
子料理炫技？丹尼爾也表示他不設
限，也不刻意，單純就食材本身的特
性考量，若是有需
要，他偶爾還是會

下圖：以白巧克力

在料理中做一些點

做成的「許願蠟

綴或玩味性質的分

燭」，吹蠟燭後就

子變化。

能品嚐到巧妙內餡
的甜蜜滋味。

而丹尼爾也把這樣
的理念表現在餐廳
風格，雅緻的空間裝潢或設計都是出
自丹尼爾自己的主意，燈具、飾品或

上圖：「鴨肝棒棒糖，搭配雪利酒澄清湯」以試管盛裝鴨肝棒
棒糖及雪利酒澄清湯，討喜又令人印象深刻。

清爽的「A 菜心蟹肉捲」用 A 菜心取代義大利麵捲，搭配的黑蒜、白蒜佐醬扮演畫龍點睛的角色。

98

99

TO INSPIRE

「西班牙式烤乳豬」醬香多汁、風味絕佳，建議絕對不容錯過這道招牌料理。

色系都強調不要太過複雜，希望客人

的，特別以慢燉壓力鍋盛裝，裡面的

來到這裡能放鬆。不少廚具用品都是

手指器皿托著，建議客人可以直接用

他親自前往上海與西班牙採買，器皿

手拿取食用，從食器選擇上就別具巧

也是他四處尋找，看到符合自己需求

思。另外再以烏龍茶煙燻，開蓋時煙

的才訂貨，像採訪當日有許多手部造

燻風味飄散，一次滿足嗅覺、視覺、

型的器皿非常特別，不但吸睛，也能

味覺等感官體驗。

與料理相呼應。
「尋找松露」則重在意境的營造，以
像是「牛尾奶油球」，其實是西班牙

枯枝、落葉塑造森林的情境，裹上黑

式Croquetas可樂餅，不但是經典的家

橄欖做的竹炭麵包粉的松露球，以起

庭料理，也是日式可樂餅的原型。西

司、無花果、松露等作為內餡，再加

班牙的做法通常不放馬鈴薯泥，只用

上乾冰製造的煙霧，讓人彷彿是置身

簡單的奶油、麵粉和洋蔥炒香，配上

雲霧繚繞的森林深處尋找松露的蹤

各家喜歡的配料，做成自家風味可樂

跡。松露的獨特風味，與淡淡的無花

餅。丹尼爾這一季推出的Croquetas是

果香與濃郁的起司，在口中交織、完

牛尾蔬菜口味，牛尾經過長時間慢煮

美協調，給予味蕾難以忘懷的享受。

後，軟嫩綿密的口感已經滑順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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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再搭配蔬菜醬及帕馬森起司脆

「鴨肝棒棒糖，搭配雪利酒澄清湯」端

片。而為了要表現牛尾是用慢燉煮成

上桌時，令人會心一笑，試管盛裝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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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形狀、外層裹著蒜味玉米粒的鴨肝，

添海味及鹹味，展現新鮮爽脆的清新

肥嫩並含豐富油脂，味道本身非常濃

風貌。

郁。丹尼爾想到以雞肉澄清湯來做搭
配，降低鴨肝的油膩感，更在澄清湯中

在構思菜色時，丹尼爾希望能有個讓

加了一點點與鴨肝很搭的雪利酒，更襯

客人印象深刻，有互動樂趣的甜點，

托出鴨肝的細緻美妙

「許願蠟燭」就這樣

滋味。

被發想出來。以白巧
克力做成的蠟燭，搭

而限量供應的「西班

配多樣的內餡，曾經

牙式烤乳豬」一直是

推出過柳橙、野莓口

餐廳的招牌菜，不同

味，這次做的是胡蘿

以往的烤乳豬做法，

蔔檸檬卡士達內餡，

選用乳豬的ribs（肋

看似跳tone，卻能撞

排）部位，先低溫烹

擊出奇巧的食趣，丹

調後再用爐烤，最後

尼爾玩創意的功力在

加上橄欖油油封的程

這款甜點上就能表露

序，保有肉質的多汁

無遺。

鮮嫩，外皮的酥脆馨
香，還多了油封的溫

從2018年開始，隱丹

潤層次。旁邊搭配的

廚還推出每個月一次

是用腰果或豆䓻做成

的「新秀主廚晚宴」

的香料泥土，以及先

計畫，藉由這個計畫

甜漬過後再去皮處理

推薦給客戶料理界的
新秀，例如曾邀請花

的小蕃茄，還有低溫
烹調乳豬時的肉汁做

隱丹廚的空間不大，但簡潔雅緻，充滿英文字的

蓮「銘師父」餐廳主

成的gravy（肉汁醬）

牆面讓氛圍變得輕鬆活潑。

廚莊忠銘的兒子莊育

，不但去油解膩，也

賢合作，中西合併，

讓烤乳豬吃起來更加

以無國界方式擺盤呈

鮮美。

現；或是丹尼爾與徒
弟黃向程的師徒聯彈，用故事來詮釋

吃完了豐厚的烤乳豬，再來道清爽的

精心設計的菜色。提攜後進的用心令

「A菜心蟹肉捲」，這道的靈感來自

人感動，精湛的廚藝與美感創作交

cannelloni（義大利麵捲），但是義

流，打造富有深厚意義的晚宴。

大利麵捲的部分用A菜心取代，將藍
蟹的蟹管肉捲起來，搭配黑白兩色的



佐醬，白色的是蒜味美乃滋，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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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選用雲林的黑蒜，丹尼爾覺得這

隱丹廚

款黑蒜帶著一種類似黑醋的香味，很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61號

適合搭配海鮮，最後再放上海葡萄增

電話：0909-849-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