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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世界的動能皆受到疫情抑制，但 Audi依

舊蓄勢待發，隨時準備前往下一個目標，今年秋季，

台灣車主即將迎來期待已久的新感動！

每一年，Audi都會接受由公正第三方舉行的「NCBS

新車車主意見調查」（全名 New Car Buyers 

Study）。根據數據顯示，從 2017到 2019年

間，台灣 Audi車主的滿意度年年都創下新高點，

2019整體滿意度為 94%，其中非常滿意由 2017

年 31%提升至 2019年 44%，令我尤其感到欣慰

的是，車主對 Audi品牌的絕對推薦程度也從 2017

年的 38%提升至 2019年的 51%，整體推薦程度

也高達 93%。Audi車主的回購率在 2019年高達

57%、首購者則較 2018年增加 3%，來到 16%，

台灣消費者對 Audi有增無減的期待，成為支持我

們團隊持續向前的動力。

正因如此，在今年冬天來臨之際，Audi正式為台

灣帶來創下多個紀錄的 e-tron車系。當它首次

在 2018年巴黎車展登台時，即被多國媒體譽為

“game changer” ── 超越業界常識的存在！它

凝聚了 Audi所有不容妥協的特質於一身：最新動

能科技、最高製車品質，以及自 Audi創立 110年

以來，令所有粉絲為之瘋狂的“quattro”駕馭體感。

在坐進駕駛位置前，我想為大家特別深入介紹 Audi 

e-tron的兩大特色：傲視業界的 Audi全數位虛擬

後視鏡，讓車主感受「未來」居然能如此近在眼前。

另一個則是 e-tron的快速充電性能。對電動車有

了解的車迷，或是已經擁有電動車的車主們來說，

都明白「充電速度」可說是決定電動車優劣的關鍵

技術。舉例來說，Audi e-tron的電池電力只要在

10%~80%的區間時，就能持續以 150kw的速率

充電，且這樣的技術目前只有 Audi能做到。換言

之，充電 10分鐘就能多開 110公里。此外，把電

充滿也只需 30分鐘，即可滿格上路。我可以非常

有自信地跟大家宣告：只有 Audi所屬的福斯集團

掌握這樣的快速充電科技，除了福斯集團以外的其

他德國車的競牌，無法與之匹敵。例如另一個德國

知名進口車品牌充電 10分鐘也僅能跑 76公里，相

較 Audi 的 110公里，足足少了 34公里。

這也不難理解，為何 Audi e-tron目前是歐洲銷量

最佳的電動SUV車款（根據YTD 6月的數據顯示）。

待您翻閱完手中的雜誌後，e-tron也即將登陸台灣，

我們也將把自豪的快速充電體驗帶給台灣等待已久

的車主們。e-tron不只可以在全台 Audi 經銷商充

電，我們也將與外部公司合作設立更多充電站，無

論您想駕駛 e-tron上山下海欣賞台灣美景，都無須

擔心超出 Audi設下的緊密供電網。

搶先一步預約試駕，體驗最新的電動科技，快來擁

有你的第一台 Audi e-tron吧！這個秋天開始，您

將能體會Audi一路以來的“Living Progress”精神。

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我們永遠不會停下腳步，邀請

您跟著我們一起乘上e-tron，享受秋天颯爽的涼風。

台灣奧迪福斯集團總裁

Matthias Sche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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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灣奧迪跨界美食圈，與台灣米其林指南合作，

率先成為《臺北臺中米其林指南 2020》首家官方

汽車合作夥伴。雙方合作的契機，正是彼此不謀而

合，不斷追求「創新體驗」致高理念。Audi將「創

新」如 DNA般蘊含於品牌核心理念中，無論於產

品科技延伸到智慧移動產業的發展探討，皆堅持不

斷尋求突破，如同美食界的評選權威 ─《米其林指

南》每年所獲選的傑出餐廳與主廚，其運用在地食

材、結合多元化的美食文化，在台灣這塊土地以創

新烹飪技法追求味蕾上感官極限，帶給所有餐飲愛

好者全面的感官體驗，即便身處不同領域，不斷創

新的精神，是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標。

《臺北臺中米其林指南 2020》發布會日前已於臺

中國家歌劇院圓滿落幕，現場除公佈臺北及臺中獲

選米其林星級餐廳、必比登推介及餐盤推薦餐廳之

外，憑藉 Audi於汽車產業上極富創新、樂於挖掘

新創新星的品牌形象，台灣奧迪本次受邀頒發「米

其林年輕主廚大獎」全新獎項，首屆得獎者為：「俺

達的肉屋」主廚 ─ 鍾佳憲。此獎項則是從該年星級

餐廳主廚中選出，並為 36歲以下潛力無窮的年輕

主廚新星，別具意義。台灣奧迪非常榮幸頒發極具

意義的全新獎項，為得獎者、所有本屆摘星與獲選

餐廳、與其專注於「創新」堅持奮鬥的工作團隊，

獻上最高敬意。

獨樹一格的餐飲體驗，帶來品味生活即藝術的不凡

饗宴，台灣奧迪秉持在地化經營策略，持續在人車

生活領域上，提供車主更好的品牌體驗，今年首度

跨足「美食」新領域，成為《臺北臺中米其林指南

2020》官方汽車合作夥伴，藉由此次特別的合作，

今年台灣奧迪更計畫與本屆摘星獲選的米其林餐廳

合作，一同攜手為 Audi 車主打造專屬品牌特別活

動，結合台灣在地食材與精湛廚藝，為四環車主帶

來顛覆味蕾的星級美饌與全新的感官驚喜，未來台

灣奧迪也會持續嘗試更多在地創新合作，帶給車主

與消費者在享受愛車創新車載科技與駕馭樂趣的同

時，擁有品味即生活的不凡態度。

Audi透過不同的活動報導、科技創意、趨勢思考

以及設計師最新作品等訊息，將帶給您極具趨勢性的視野。

台灣奧迪 X《臺北臺中米其林》官方汽車合作夥伴
Audi X Mich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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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電動車車主不同的行車需求，台灣奧迪超前佈署與電

動車充電技術領導品牌 Noodoe合作，共同發展全台環島

電動車充電設施，佈建目的地充電網絡，提供Audi e-tron

車主更友善的純電移動方案。根據車主日常的需求，充電

站主要分為家用充電、快速充電及目的地充電站三類，而

目的地充電站通常會設置於車主行程中至少會待上幾個小

時的地方，例如商場、飯店或渡假村，讓車主在購物、旅

行或住宿的同時就能完成充電。

Noodoe EV環島充電網以 Noodoe EV OS智慧調控全台

所有智能充電樁，現已與多家知名飯店業者合作，所有充

電站皆符合台灣 CNS之規範，提供 220V 32A之充電設

備；同時也有在人潮易聚集之處例如公園、火車站旁的停

車場等設置充電站，讓 Audi e-tron車主在進行國內旅遊

時，完全無需為尋找充電站而感到焦慮。Noodoe與台灣

奧迪共同提供車主最便利的純電生活圈。

台灣奧迪聯手豐仕汽車，

將於北部市場成立四座全新服務據點

Audi X Fusion Motors

Audi 成為Noodoe環島充電網首家豪華汽車品牌夥伴

Noodoe charging spot 
in Taiwan 

台灣奧迪今年新增經銷商，經過審慎評估，由「匯

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匯豐汽車）與東立

物流的關係企業「東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稱東上投資）兩大本土企業合資成立的豐仕汽車，

加入四環品牌的銷售和服務體系。

匯豐汽車在台紮根經營超過 45年，不僅為全台最

大的汽車經銷商，透過多年的汽車銷售與服務經驗，

更深諳台灣汽車市場與消費者服務的精髓所在；而

東上投資具備豐富的汽車品牌零售業經驗，如今看

好頂級進口車市場的發展潛力，更展現其擴大商業

經營的企圖心。在匯豐汽車與東上投資兩大投資方

攜手合作之下，初期將挹注新台幣 8億元的資金，

並預計 2020年底前於北部地區建立嶄新據點，包

含位於台北市大安和濱江的兩間全新展示中心，明

年則於桃園成立全新 3S新車展示與服務據點。

在台灣奧迪積極實施北部地區經銷通路佈建計劃的

同時，也持續支持中區與南區現有經銷商拓展銷售

通路涵蓋率，並強化銷售與服務能量，激勵台灣地

區 Audi品牌銷售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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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除了具有交通便捷的地理位置優勢外，也是汽

車品牌齊聚的成熟聚落中心，十分看好 Audi 新莊

展示中心發展前景的台奧北區（TNS）經銷商總經

理蘇玉興表示，在良好的吸客效應助力下，加上

Audi 專業團隊的優質服務，希望為顧客們創造最

完善、高品質的消費體驗。

追求品牌價值，共創雙贏先機

上任一年即創下全台最佳銷售與售後服務表現的

蘇玉興總經理，在汽車產業已有 32年資歷，談起

自身的行銷與團隊管理心法，他認為只要掌握好

三大要件－熱誠、專注和服務，就一定能成為一位

優秀的銷售人員。「這三個要件其實是同一件事。

銷售人員對服務充滿熱誠，就會激發專注的思考

力，想盡辦法希望把產品推銷出去，包括對產品有

更深入專精的知識渴望，才有辦法在了解到客戶的

需求之後，為他們推薦最合適的車款，以專業說服

力獲得顧客的信任和尊重，而當銷售流程順利完成

之後，其實才是關係建立的開始，因為每位客戶都

是企業形象好口碑的最佳代言人，也是我們最重要

的資產，因此也千萬不能忽略售後服務的熱誠延

續。」蘇玉興不忘強調，品牌的本質同樣很重要，

「專注細節、精益求精」是 Audi企業文化精神，

講求人性化和高質感設計，將心力投注於品質、安

全、效能的提升，讓 Audi在同等級車款中持續演

進、創新，成為汽車工藝精緻淬鍊且 CP值最高的

汽車品牌。

在日常生活中，蘇玉興常趁著購物的時間，從消費

者的角度，觀察其他銷售者是如何推銷售賣產品，

而自己又會受到哪些銷售魅力所吸引，利用這些觀

察體悟幫助他找到銷售靈感和新意，更重要的是，

追求自我成長的同時，也不忘與同事分享交流，就

是這樣認真投入、積極學習的態度，蘇玉興以自身

樹立榜樣，為 Audi創造出一個專注、熱誠的銷售

文化氛圍，讓身在其中的團隊每一份子也注入了服

務至上的基因。

每一位顧客，蘇玉興絕對都待以同樣的熱誠和服務

態度，但是針對頂級客層的客戶，則會額外提供更

加尊榮級的禮遇感，像是專屬的服務空間、服務人

員，力求在服務質量動能相同的條件下，創造出不

同的差異性，既能滿足頂級客層的同時，也不會影

響到一般客戶的權益。

新北市最大旗艦中心，一站滿足車主全方位需求

去年剛加入服務的 Audi 新莊展示中心，是目前

Audi旗下最大的服務據點之一。據點經理 Charles

表示，一樓寬敞明亮的新車展示區，可同時展示

20款 Audi車系，對於特定車款想深入認識其備

配性能需求的客戶，除了由服務人員面對面詳細解

說外，還可以透過視聽中心觀賞影片的方式做了

解，如果客戶賞車累了，一旁就有舒適的休憩區能

小歇片刻，順便享用輕食點心補充體力，最貼心的

是，特別為親子家庭所設置的兒童遊戲區，讓小孩

在玩樂的同時，家長也能安心賞車。二樓則是後勤

維修部門，負責所有Audi汽車檢查、維修、烤漆、

配件安裝等服務，多功能區域設計，一站式的優質

便利服務，皆能滿足車主及消費者們全方位的需求。

佔地800坪的Audi新莊展示中心，位於新北地區交通樞紐路段及汽車品牌

聚落，是目前Audi旗下新北市最大的服務據點。除了提供一站式的優質

便利服務，加上Audi專業團隊的親切接待，必能為消費者們帶來賓至如

歸的美好感受。

1

2 3

1.佔地達800坪的Audi新莊展示中心，一站式優質服務，

可滿足車主及消費者們全方位需求。2.寬敞明亮的新車展示

區，可同時展示 20款 Audi車系。3.新莊展示中心展示著

Audi Union Type C 的古董車，彰顯了品牌核心與價值。

Audi進駐汽車品牌聚落　
再創尊榮級服務巔峰

台奧北區經銷商總經理
蘇玉興

Audi 新莊展示中心據點經理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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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奧迪舉辦 Audi Innovation Award(AIA)已邁入

第三年，今年 AIA透過線上直播盛大舉行決賽暨頒

獎典禮，讓來自全世界的優秀新創及業界專業人士

一同參與。9家入圍的新創菁英紛紛向大眾展示創

意的智慧移動方案，最終由 Ubiik、PAMO、Bludot

分別拿下金獎、銀獎、銅獎。獎項內容包含新創團

隊將與台灣奧迪進行其應用解決方案的概念驗證專

案 (Proof of Concept)、智慧移動夥伴 HERE提供

新臺幣 $150,000、IBM提供價值高達每月 1,000

美金的雲端額度及進駐 JustCo共享工作空間。

今年的競賽命題方向延續前兩年的傳統，仍然聚焦

於「數位化」、「都市化」、「永續性」三大主題，

並以創新顧客體驗為目標，且更注重其技術能夠在

台灣的市場落實應用，因此「新創與奧迪合作的潛

力」成為今年評審著眼的重點。這次的評審團隊包

括台灣奧迪總裁Matthias Schepers、台灣奧迪數

位事業經理 Angela Leibinger、Audi區域性建築師

Yoon Han Chin以及開放地理位置平台 HERE北亞

區的數據資源總監 Sabrina Chiang，四人以不同的

專業角度切入，一同與新創團隊找尋產品進入市場

的機會。台灣奧迪總裁Matthias Schepers表示，

Audi的品牌理念就是不放棄、從不畏懼嘗試新事

物，而舉辦 AIA就是延續這樣的一個精神。新創團

隊們不斷發掘新的市場以及找尋立足點且勇於挑戰

自己，台灣奧迪從新創團隊身上看到這一點，因此

持續用擁有的資源扶植新創，期許能一起找尋合作

的可能性，一同發揚 Audi突破自我的精神。 

台灣奧迪持續支持台灣新創圈 
落實在地技術應用

2020 Audi Innovation Award 

1. 台灣奧迪邀請到與 Audi合作的新創 Tespack、Anchor 

Taiwan以及台灣奧迪數位事業經理擔任論壇講者，探討新創

及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2. 今年 AIA透過線上直播盛大舉行

決賽暨頒獎典禮，讓來自全世界的優秀新創及業界專業人士一

同參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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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是攸關行車安全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為了確保您的

愛車輪胎狀況無虞，台灣奧迪貼心推出業界首創的原廠

「輪胎保固專案」，凡 Audi 車主於全台 Audi 授權服務

廠換購指定輪胎，並且符合自購買日起三年內且行駛里

程數在 3萬公里以內、同時胎面花紋深度達 1.6 mm以

上等條件時，就可享有最實質的輪胎保固優惠，最高可

享免費換胎！本專案之相關優惠條件如下：1.  購買第

一年或行駛 1萬公里內，即可適用免費更換同品牌型號

或同級輪胎。2. 購買第二年或行駛 2萬公里內，支付輪

胎售價之金額的 50%，可更換同品牌型號或同級輪胎。

3. 購買第三年或行駛 3萬公里內，支付輪胎售價之金額

的 70%，可更換同品牌型號或同級輪胎。

因應數位化生活趨勢，台灣奧迪導入尖端的智能服務科技，推

出「Audi 行動助理」，透過智慧型手機加入 Audi 官方 Line、

Facebook Messenger帳號即可登入此服務，Audi 行動助理共

提供八大貼心智能服務，為四環車主與 Audi 車迷朋友提供最新

官方活動、購車優惠與最新車款資訊，更可第一時間預訂新車

試駕行程；同時四環車主亦可透過綁定 Audi 行動助理，隨時隨

地享有車主專區的智慧問答服務，Audi行動助理還可主動預測

愛車的行車里程、保養到期日，並提前推播訊息提醒車主回廠

時間，並提供即時線上預約保養服務，貼心幫您留意愛車大小

細節。除新車資訊外，台灣奧迪也同步於 Audi 行動助理平台導

入 Audi Approved :plus奧迪嚴選中古車搜尋、預約賞車之外，

並提供中古車線上鑑價及預約專人鑑價服務，讓車主們只需輕

鬆動動手指，即可展開便捷的智能服務行動生活。

今年台灣奧迪所推出全新「Audi Point 點點入心禮」車主專屬

禮遇，同樣只需透過「Audi 行動助理」數位平台，即可輕鬆累

積專屬 Audi Point 點數，四環車主可透過多元管道累積 Audi 

Point 包含綁定 Audi 行動助理、利用 Audi 行動助理預約及完

成回廠保養、車主維修保養自費金額、完成 Audi服務滿意度問

卷及車主生日與愛車生日等方式進行累積，而 Audi Point累積

機制100元即為1點，四環車主可無期限累積Audi Point點數，

並兌換 Audi 限定原廠精品，打造專屬 Audi 智慧行車生活。

「Audi Point 點點入心禮」暖心登場

Audi Point

台灣奧迪貼心推出原廠輪胎保固專案

Audi Tire 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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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Audi全台據點嚴格挑選出來的技術菁英與服務顧問，經

過一系列激烈競逐與淘汰篩選，決選 6位選手於 2月份 Audi 

Twin Cup雙子盃台灣決賽中脫穎而出。原本要遠征德國參加

Audi Twin Cup雙子盃全球決賽，為此 Audi Taiwan在國內選拔

結束後，便立刻展開一連串緊鑼密鼓的嚴格訓練。然而新冠病

毒疫情在全球爆發，為了全體員工健康以及避免大型集會考量

下，AUDI原廠最終還是決定取消 2020年 Audi Twin Cup雙子

盃全球決賽。

但對於 Audi Taiwan以及選手們而言，比賽取消並非意味

著今年任務就能從肩膀上放下。一方面比賽是激勵個人進

步的手段而非目的，另外一方面因應停辦 2020年全球決

賽，2021年賽制也將出現重大改變。今年選手資格不會順

理成章遞延，而是得和 2021年 Audi Twin Cup雙子盃台灣

決賽獲勝的 6位選手一決高下，爭取當年度代表參賽權！ 

因此今年度選手們雖然收到了比賽停辦的消息多少有些失落，

不過並未感到氣餒，更沒有可以懈怠的理由。因為他們仍要以

備戰心態持續精進個人技術與知識，藉此厚植實力並且提升四

環品牌整體服務水準，把挑戰融入日常工作中。因為明年的比

賽將會更為嚴苛，競爭更加激烈。同時，台灣奧迪也持續一步

步推動如何永續提升品牌體驗與品質的計畫，Audi Twin Cup雙

子盃並不只是個挑選全國菁英踏上世界舞台相互競爭的平台，

而是能夠徹底審視自身不足之處，幫助品牌追求卓越服務的絕

佳機會。

明年再戰Audi Twin Cup雙子盃 
聚焦提升售服能量

Audi Twin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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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成城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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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PEOPLE TO AUDI PEOPLE

Matthias Schepers自2018年上任以來，

為台灣奧迪樹立「四大方針」策略，使團隊之間的合作更加緊密，

而今年全球又碰上了這場翻天覆地的變化，

台灣奧迪是如何持續提升優質的品牌體驗，此次我們專訪到五位台灣奧迪的領航者，

了解他們是引領眾人前行，而這趟壯旅的最大收穫，將是來自每位車主滿意的笑容。

TEXT: YUI CHEN, PHOTO: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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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PEOPLE TO AUDI PEOPLE

Matthias Schepers／
福斯集團暨台灣奧迪總裁

在台灣工作與生活近兩年餘，Schepers發

現台灣擁有許多值得驕傲的美好與獨特，

「2020年雖然爆發全球疫情，反而給予我

們回歸的契機。」他列舉為想要減少出門的

車主設想，將今年 3~5月過兩年保固延展

三個月的期限，使車主感到情況更安全時再

來服務廠。在一切似乎都慢下腳步的時刻，

Schepers也發現此時正是聆聽經銷夥伴心聲

的最佳時機，「傾聽，是奧迪自創立以來的

基本態度。」

Audi的拉丁文本意即為英文“Listen”，因

為真誠聽取來自車主、經銷商的聲音，台灣

奧迪在 2017到 2019年 NCBS調查呈現年

年上升的客戶滿意度。對此，Schepers認為

「不要把自己鎖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是開啟

對話的重要關鍵，他鼓勵員工多到各地經銷

商走動，「我們也開設經銷商的員工訓練課

程，因為奧迪與經銷商是不可或缺的夥伴，

雙方若有良好的信賴關係，消費者會第一個

感受到。」在 Schepers的「四大方針」經

營策略中，售後服務、經銷網絡、產品、客

戶彼此蘊藏環環相扣的蝴蝶效應，「引導客

戶來到我們的經銷商、提供正確產品和全面

服務，而一位心滿意足的客戶會想和自己的

車時常相處，日後也會想買第二輛奧迪。」

Schepers進一步解釋，為了維持四大方針

的穩固，台灣奧迪各部門這兩年來彼此深入

合作，沒有一個部門獨立於外，「這也是我

們想要創造的態度之一。」Schepers說。

這兩年來從細節逐步累積的能量，使台灣在

2019年奧迪經銷商於全球服務競賽 Twin 

Cup奪得第 7名佳績，「這是我對團隊倍感

驕傲的時刻，過去台灣參賽都是 20幾名，

經過一年多密集訓練就有長足進展，確實很

不容易。今年本來我們很有機會升上更高名

次，雖然因為疫情延後舉辦，但參賽者的自

我訓練跟集中訓練從未停歇。」傳承奧迪的

「不妥協」態度，已經融入每位員工的 DNA

之中。

2020年至今已過了大半，Schepers回顧前

半年最振奮人心的大事，是在 6月時將 Q3

引入台灣，「我認為這是 Audi最好的車之

一，雖然進程有點延後，但德國總部知道台

灣消費者非常喜歡 SUV車型，特別為我們保

留許多數量，全力滿足大家的需求。」接下

來三個月，台灣奧迪亦將正式推出眾所期待

的 e-tron，「不瞞你說，我也非常期待。」

Schepers的口氣就像滿格的電池，「你不需

要改變對品質的要求、不用改變駕駛習慣，

奧迪的所有優點，e-tron都不會妥協。」

Schepers也分享親身試駕 E-tron的體驗，

「一坐進 e-tron駕駛座，就知道這是一台貨

真價實的 Audi，所有的感受都非常熟悉。我

喜歡轟 ~的引擎聲，但我在駕駛時，發現安

靜也有安靜的美好，我可以用很輕柔地聲音

和同車朋友講話，也可以更全面地享受音樂。

更重要的是，e-tron保有奧迪最具識別性的

quattro駕馭體感，同時在駕駛智能科技也

導入全新技術，可說是集奧迪傳統與創新於

一身的傑作。」Schepers希望台灣車主購買

e-tron時不只是買一輛車，而是買到一整套

完整服務，他吩咐團隊針對台灣人對電動車

的想法深入調查，「我們發現很多台灣人都

有興趣換開電動車，但是充電的問題讓人卻

步。」所以在 e-tron登台前，台灣奧迪歷經

多方奔走，擬定了經銷商、地方政府，以及

與家用供電網夥伴 Noodoe合作網絡，全面

提升台灣人最在意的充電便利性，在全省北

中南 6間經銷商據點裝設 180千瓦 DC直流

快速充電裝置，日後開著 e-tron從台北、台

中到高雄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夢想。

想要做到四大方針策略的「客戶滿意」是永

無止境的旅程，Schepers知道他與團隊還有

許多路要走，「我很開心我們已經在路上，

有時候跨大步，有時走小步，但是目標永遠

都在那裡，不會改變。」他也早已擘劃好

2021年的方向，接下來想要開啟的故事篇

章將會和台灣很有關係，「我發現台灣和奧

迪有很多相似之處。台灣是很美麗的島嶼，

包容多元文化融合，奧迪也一樣，在我們合

而為一前，也是由 4間不同公司組成；台灣

人很重視傳統，奧迪也在這 110年以來一直

保有自身傳統；台灣身為科技之島，大家都

很願意擁抱新事物，創新這一點台灣與奧迪

可說是不謀而合。這些珍貴的台灣精神，我

希望明年開始能讓更多人看見。」Schepers

透露奧迪在台灣接下來的許多 10年，只會

走得越來越遠、根紮得越來越深，Schepers

也承諾要與更多在地夥伴創造精彩動人的故

事，直到和大家一起抵達終點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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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上任以來，Matthias Schepers

為台灣奧迪樹立「四大方針」策略，使團隊

建構緊密合作關係。四大方針的策略包含了

專注售後服務、傾聽客戶需求、提升經銷商

質量，以及提供符合台灣市場需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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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年 10月接手台灣奧迪行銷總監一

職以來，石田先生未曾想到接下來的一年，

因為 COVID-19讓全世界壟罩在艱困時刻，

而他將要引領團隊面對前所未有挑戰。但憑

藉他在汽車產業近 30年的經歷，他都已經

擘劃妥當，在 2020年依舊為台灣消費者帶

來精采萬分的企劃。

如果每個汽車品牌都有各自的精神，曾在

其他汽車品牌任職過的石田先生，當他在

2005年進入日本奧迪之後，深深被品牌由

四個圓圈連結起來的團結精神感動，每個圓

圈代表在 110年前結合成奧迪前身的四個獨

立品牌。將此概念往 21世紀延伸，亦象徵

著台灣奧迪完美撐起四大方針核心精神。石

田先生身為行銷部總監，他認為奧迪的創新

進步、於內於外都完美呈現當代美學的設計，

還有百年來從不妥協的堅持，都是讓他在奧

迪 15個年頭以來依舊保有工作熱

誠的原因。「如果消費者駕馭奧迪

時感受到的是『熱情』，這些熱情

來自奧迪的所有人。」石田先生說

道。

來台灣工作與生活即將屆滿一年，

石田先生這段時間感受最深刻的，也是台灣

人的熱情，這種真誠開放的氣氛是在日本工

作時少有的體驗，大家一起想出許多有趣的

企劃方案，在台灣都能放手試試看，「有時

候行銷活動並不會立刻刺激銷售數字，但活

動成功與否的另一個衡量標準是『聲量』，

我們一直都希望用當下流行的語彙和大家溝

通，這也符合了奧迪不斷創新進步的形象。」

石田先生進一步解釋：「其實台灣頂級車

市消費族群比日本更大，在台灣大約有

20~25%，在日本更是低於 10%。」他也

聊起今年度 A1 Sportback在台上市時與知

名電玩品牌合作，在人氣遊戲中「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推出 A1專屬展示間，消費者

在減少外出的防疫期間還是能和帥氣的 A1 

Sportback合照，或是穿戴時髦的奧迪精品，

這波活動不僅成功吸引年輕世代消費者注

目，也獲取許多媒體曝光機會。

在 2020 年 前 半 為 台 灣 人 介 紹 A1 

Sportback、Q3 與 All New Q3 之 後， 石

田先生與團隊正為年底即將和台灣人見面

e-tron規劃一系列活動，包含從 10月開始

有機會搶先試駕 e-tron，感受奧迪如何將品

牌第一輛電動車注入最為自豪的 quattro駕

馭體感之外，也能親身了解當今全世界電動

車最速充電的強大威力，「台灣奧迪已經和

多家經銷商進行洽談，為台灣的車主架構可

以隨時滿足充電需求的系統。我們不只販售

產品本身，也非常重視附加的所有服務，購

買電動車應該讓車主感到心安滿意是我們的

任務。」石田先生也搶先透露：「如果試駕

e-tron後完成預訂的話，最快可以在今年底

之前就交車。」對於苦候多時的台灣消費者，

這無異是苦悶的疫情年度中最令人振奮的消

息之一。

但是在 12月 e-tron正式記者發表會之前，

奧迪還將引進最新一代的 A4 Sedan、頂級

旗艦款 RSQ8 與 RS5、RSQ3 Sportback、

RS6、RS7等車型引進台灣，一波接一波的

新車入境讓石田先生與行銷團隊好不忙碌，

而台灣車迷們則可期待參與奧迪各種新鮮有

趣的活動，盡情享受每種新車款激發自己對

生活再度充滿熱情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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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0 月

接手台灣奧迪行銷

總監一職以來，石

田先生未曾想到接

下來的一年，他將

引領團隊挑戰籠罩

全世界的艱困時刻。

在全球疫情籠罩下，業務銷售應該是各行各

業首當其衝的部門，Damon卻發現台灣人

對奧迪的期待有增無減，今年 5月才剛引進

的 A1立刻就被一掃而空，6月登台的 Q3

與 Q3 Sportback也在德國總部支持下，取

得足夠的供給量滿足台灣消費者需求，即將

和大家見面的 e-tron不僅是奧迪第一輛純電

動車，又是台灣市場最受歡迎的 SUV車型，

Damon掩不住心中對 e-tron的期許，因為

它將是台灣奧迪如何達成頂級服務的證明。 

攤開 NCBS調查檢視，會發現奧迪新車主從

2017年至 2019年顯著增加，意味銷售量

也逐年上升，若回顧過去兩年最大的改變，

Damon認為台灣奧迪全體成員齊心做了許多

「外人眼中不起眼的小事」才能累積出今日

成果，「Matthias提出的四大方針策略不斷

地提醒我們要回歸基本，包含重新檢視銷售

流程，以細膩調整優化整體服務，將過去所

謂『售前』與『售後』服務串聯，成為一氣

呵成的方案。」Damon補充，比起花大筆預

算邀請車主參加活動，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

體貼入心的服務，「我們所努力的一切，都

是為了符合德國頂級汽車品牌的身份，並且

把這份尊榮感從各種面向傳遞給車主。」從

調查報告看來，消費者確實感受到台灣奧迪

不同以往的努力。

與 Damon合作無間的夥伴也包含各地經銷

商，「這兩年我們大幅增加同仁在展售中心、

服務廠的時間。」Damon形容區域經理的

角色像雷達，就近觀察每個策略在第一線施

行的狀態，「來自消費者、服務人員的回饋

是非常重要的訊息，可以用在許多跨部門會

議中，及時修正每個策略的執行方式。」如

果請也時常深入展售現場的 Damon剖析奧

迪為什麼特別適合台灣人駕駛，他的答案是

「主動安全性」，「台灣山路多、街道窄、

氣候多變，燈光照明對駕駛人非常重要，奧

迪的燈光也許看似酷炫，但這不是主要顧客

價值，而是為了駕駛安全精心調配；四輪傳

動 quattro也非常適合台灣用路環境，在地

面乾濕落差或是山路轉彎時緊抓地面，只要

試駕，一定感受得到絕對的穩定性，光看各

家配備跟解說文字無法比較出來。」

這 110年來，奧迪每款車都承襲同樣精神，

Damon說：「即使 e-tron是電動車，奧迪

也毫不妥協。一握方向盤，駕駛會很清楚感

受『這就是一台奧迪』，所有豪華細節都

在。」Damon認為「要預先為客戶準備所

有對應服務，e-tron主產品是車，同時提供

完整充電方案，讓想開電動車的車主不用擔

心任何技術門檻，這種舒心感就是金錢買不

到的奢華。」未來在全台 6大展售中心設置

的 180KW直流極速充電座，現在已經是全

世界最快的充電速度，把 e-tron充滿電只要

30分鐘，Damon也搶先帶來令人振奮的消

息：「這些充電座還能擴充到速度更快，因

為奧迪會繼續佔領電能科技先機。」這也意

味奧迪將推出更多純電動車，同時繼續創作

發出迷人聲浪的汽油引擎。Damon看著奧迪

在台灣一路成長，他大膽預測未來會有更多

種類的奧迪在台灣路上奔馳，無論是汽油、

油電，還是電動車，都將無縫接軌融入在地

生活。

Damon認為，台灣奧迪

所努力的一切，都是為了

把德國頂級汽車品牌尊榮

感傳遞給台灣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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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Sun／
業務總監

Eimei Ishida石田英明／
行銷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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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消費者把生活大小事移往數位世界，

但在現實中又渴望獨特的服務體驗。為台灣

奧迪同時掌管虛擬與實境兩大領域的 Han，

今年剛從新加坡至台灣任職，過去他在新加

坡奧迪任職區域建築師六年半之久，現在的

他專注將台灣奧迪數位化「軟實力」與屬於

硬體的建物空間結合，並且與在地經銷商創

建緊密關係，對他而言，奧迪即將展開的下

個十年，也是他與台灣夥伴攜手進化的全新

故事。

當 Han來到台灣後，首先注意到台灣保留的

多元傳統文化，「台北市街景的美感和新加

坡高度西化很不相同，我很喜歡在巷子裡穿

梭的時光，彷彿過一個轉角就有新鮮的事發

生，除此之外，在台灣只要開一小時的車，

就能進入山裡接受大自然洗禮的駕駛樂趣。」

台灣人高度科技化的特質，使他的部門能放

手推動數位化腳步，Han本身也是手機不離

身的數位控，他時常在許多國家出差旅行，

深刻體認訊息資訊能否被即時傳遞是溝通的

關鍵，「當 LINE官方帳號成立後，大幅增

加過去只能透過官網、電子信、手機簡訊與

車主溝通的速度，當 LINE行動助理收到車

主的即時意見，我們便能做出立即反應，確

保台灣奧迪持續走在正確方向。」

Han另一項重要任務是為全台經銷商夥伴打

造最符合當地需求的展售空間，他舉例今年

加入台灣奧迪經銷商的豐仕汽車，將在台北

市開設大安、濱江展示中心，桃園據點也正

規劃中。Han分享位在台北市蛋黃區的大

安中心將是一處氣氛閒適時髦的空間，「這

個地理位置對在台北市上班的車主十分便

利，他們可以在上班前把車開過來，接著由

專人將車帶去維修廠，下班後車主回到這裡

把修理好的車開回家。你也可以想像這裡是

lounge，等待時可以在規劃的私密空間處

理公事，或是看電視吃美食放鬆。在亞洲國

家，我們特別重視與當地經銷夥伴緊密合作，

以增進獨特的消費者體驗，例如設置按摩椅

與高爾夫模擬練習器等。」Han形容每個細

膩環節不光是為優化車主到實體店參訪的過

程，也是為了提振員工士氣，先有開心的員

工才有好的服務品質，在凡事線上化的世代，

這些無法言語描述的心理感受，亦是台灣奧

迪致力守護的珍寶。

迎接 e-tron登台是台灣奧迪全體成員今年底

的大事，當數位服務、展售空間，以及消費

者最在意的充電便利性條件都完善後，Han

也持續尋找潛力無窮的在地夥伴。「在台灣

工作後，我感受到台灣人對彼此有很多愛與

尊重，成就了『關係』的建立，奧迪支持在

地創新公司為台灣人服務，沒有比這樣更好

的連結與關係。」

正如「進化」是一條不會回頭的單行道，

Han透露 LINE的官方帳號將會逐步新增更

貼近個人化需求的「管家服務」，每位車主

方便維修保養的日期、喜歡的食物、想幫

e-tron充電的時段都可以被記錄並提前預定

準備，將每回前往展售中心的時光無縫接軌

融入日常生活；更多經銷據點也將在明年開

啟，增進台灣消費者前來一探究竟的便利性，

並體驗全面升級的奧迪新車系與加值服務。

過去在新加坡擔任區域建築

師的Han，現在他專注將台

灣奧迪數位化的「軟實力」

與硬體結合。

Yoon Han Chin／
數位事業 /通路發展處長

Frank Lohwasser 在奧迪服務超過 20 餘

年，曾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工作，進入奧迪

福斯集團有 5年之久、接下奧迪售後服務總

監 2年。他笑稱自己愈來愈像台灣人，生活

和工作已經離不開科技，這也為他在售後服

務在地化策略中帶來許多靈感，例如 2020

年售服推出「點點入心禮」，目前已經累積

超越 8千名會員登錄的佳績，這條專屬奧迪

車主們的順暢溝通管道，還可以累積 AUDI 

Points，成為售後服務部門將服務多元化的

契機。

個性活潑健談的 Lohwasser最初入行時在德

國奧迪維修部門擔任技師，具備堅實的機械

背景。在汽車產業中，想要做好售後服務不

外兩個重點：體貼客戶的暖心服務、迅速確

實的維修技術，就算日後來到不同國家的奧

迪分部任職，Lohwasser從總部帶來的兩大

原則從未改變，但是他更在意如何把原廠服

務標準根據當地人喜好「在地化」。「我認

為『人』是在地化成功與否最重要的關鍵。」

Lohwasser認為在主體是冷冰冰的汽車產業

工作，他更願意任用來自餐飲或旅館服務業

的員工，以人的溫暖特質補足汽車的冷硬感。

滿足當地消費者的生活習慣也是 Lohwasser

的在地化重點，他舉例，在德國或日本的奧

迪展售間不會供應來賓餐點，但是台灣有，

甚至還有按摩椅可以休息。

Lohwasser也發現台灣人凡事喜歡查手機，

於是把奧迪精品型錄改以數位化呈現，車主

在展售間等待期間只要掃 QR碼，就能立刻

下載最新型錄 PDF檔。這些精品在經銷展售

中心設有玻璃櫥窗展示實品，車主們可以使

用在 LINE官方帳號累積的 AUDI Points抵

用，也可以上官網購買。最近奧迪也和新光

三越合作，讓消費大眾可以透過網頁購買到

奧迪精品，更能實際感受奧迪的設計美學。 

Lohwasser也提到售後服務中「價格透明化」

的重要性，只要來到官網就能查詢每項維修

的價格範圍，這是讓車主感到安心的舉動，

同時也尊重消費者選擇的權利，「也許原廠

維修確實比一般維修行高一點，但是我對台

灣奧迪經銷商接受原廠訓練的技師非常有自

信，他們在 2019年全球奧迪售後服務競賽

Twin Cup獲得第 7名好成績，今年原本有機

會進入前 5名，可惜因為疫情取消賽事，但

大家持續精進技術，追求卓越的心情從來沒

有停止。」

現在全球疫情當前，Lohwasser誇讚台灣政

府的防疫措施，讓大眾還能安心外出到展售

中心選車或修車，台灣奧迪也早已從原廠進

口足夠的零組件，在全台經銷商備好 1.5個

月的存貨，工廠中甚至有 5.5個月貨量；為

了迎接年底 e-tron登台，Lohwasser從去

年開始就與許多廠商洽談供電座設置方案，

也早已在北中南三地部署專門維修技師以備

不時之需。每一次的超前部署，都是為了從

「更貼近車主心情」的角度出發，這些無微

不至的貼心，能從 NCBS年年上升的售後

服務滿意數值中看出端倪，畢竟從交車那一

刻開始，售後服務的任務就開始執行，每位

車主日後和奧迪一起度過的精彩生活，都有

Lohwasser和他的團隊用心守護。

來台服務 5年的 Frank在訪談

中誇讚台灣政府的防疫措施。

Frank Lohwasser／
售後服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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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電動力，可不是把引擎與油箱換成馬達與電池而已，

更不是把控制介面用一塊數位pad取代便了事。

這是一場關於動力與系統配置、駕駛模式與動力學習、效能控管等先進技術，

以及人因價值的全新挑戰。

就像Audi e-tron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一輛純電科技SUV，

也是未來豪華綠能生活新風格、新品味！

TEXT: JAMES, PHOTO: AUDI

不只是一輛未來車，

e-tron誕生，正式揭露未來豪華移動生活的精彩樣貌。

是品味，也是一種生活新典範。



另外 e-tron因為沒有油箱，所以加油孔也改

成充電孔。全新設計以按鍵開關的充電孔，

可供直流、交流兩用充電，位置改到車頭葉

子板上的前輪拱後方，這個位置方便充電樁

拉線。而原引擎位置，也挪出一個可以放手

提行李，或是行動充電線組的小空間，打開

傳統引擎蓋便可取用。

走近車門，眼尖就會發現

e-tron特別配備全數位虛擬後

視鏡，小巧造型一看便知與尋

常後照鏡不同，其拍攝內容則

透過前座車門內的七吋 OLED

螢幕顯示，清晰無死角，且數

位攝影好處，是夜間可比傳統

車外鏡面反射看得更清楚，大

幅提昇安全性。

因應全新動力，e-tron也詮釋了全新的駕駛

控制介面。首先是因電動馬達的虛擬檔位，

所以排檔桿也換成一個推 /壓裝置，來控制

一般 D模式，以及高動力輸出時可再瞬間強

效的 S模式。而一般方向盤後的換檔快速撥

片，在 e-tron上則改為動能回收力道控制的

快速鍵，撥片設定為右 + 左 -。透過這組撥

片，可以在不同路況上調整三種不同收油阻

力，設定為 0時，動力回收力道最低，收油

時完全像空車滑行，設定為 1時類似汽油車

4檔左右的收油感，設定為 2時收油會產生

最大阻力來進行動能回收，一般下坡時非常

好用。換言之，這組快速撥片讓電動車實用

性大幅提昇，也讓新手可以快速習慣電動車

的動力特性。

另一方面，因為電力帶來的全數位化動力，

因此 e-tron的動態行車模式，也比傳統內

面對純電動力，我們都理解這是未來新趨

勢，但，什麼才是純電動力的關鍵規格，是

0-100km/h加速有多猛？續航力有多強？

配備科技有多數位化？還是⋯⋯其實我們也

必須承認，以上這些都是全新問題，答案也

仍見仁見智。不過 e-tron的誕生，倒是明白

告訴世人 Audi對於純電動力豪華車的全新

標準。

事實證明，儘管在疫情嚴峻全

球經濟艱難的 2020上半年，

Audi仍對全球客戶遞交 1萬

7641輛 e-tron，比起一年前

的同期甚至成長高達 86%！

也就是說，Audi不僅在全尺

寸純電 SUV級距領先對手，

e-tron也是全歐洲純電 SUV

銷售冠軍，證明 e-tron不論

在科技、動力、配備設定等

面向，都獲市場高度肯定，

成為電動車的豪華新標準。

純電車款因為動力配置不

同，設計師的確有更多彈性空間，可重新詮

釋外型。不過乍看 e-tron，並不會覺得與既

有四環家族車系顯著不同，事實上它們擁有

類似的豪華、霸氣、動感基調，也說明 e-tron

仍是一輛最新世代 Audi家族車系之一，但進

一步接觸就會發現，e-tron很多細節已被重

新詮釋。

例如 e-tron車頭設計，儘管延續 Audi SUV

家族特徵，但因電動車不需大面積水箱散熱，

所以粗獷的銀框灰底盾型水箱罩，因此被設

計得更低扁，搭配兩旁上揚的線型 LED日行

燈，一股傲然王者氣勢油然而生，尤其在逆

光環境下看起來更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

是下氣壩兩側，設計了一個直立三角氣孔，

也是為空氣力學導流，來確保這輛新世代

SUV的龐大身軀，僅有0.27超低風阻表現。

至於車尾部分，粗壯的 D柱讓整輛休旅車看

起來大器穩重，不過明顯不同是取消了排氣

管之後，車尾設計可以更具彈性。e-tron從

車頂尾擾流、尾燈到後保桿與後下氣壩，多

重水平線條結構厚實又顯動感，風格類似 Q7

但更活潑，展現 Audi獨有的豪華背影。

引領科技之先

的全數位虛擬

後視鏡。小巧

造型，魅力指

數百分百！

上）純電生活的優雅，即使是背影都是充滿魅力的姿態。

下）Audi e-tron 代表的不只是純電科技 SUV，也是未來綠能生活的的新指標。

e-tron 車頭設計粗獷的銀框灰底盾型

水箱罩，形狀更為低扁，相較Q7更為

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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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其項背，此外，車尾還有寬敞的 660公升

置物空間，優異空間機能不在話下。

純電車款不論造型多前衛、配備多豪華，動

力與續航力恐怕才是眼下消費者最關切的重

點。e-tron之所以受到市場高度肯定，正

因為它在此一性能面向的傑出表現。目前

e-tron動力，主要採取前後各一具電動馬達，

搭配散佈在底盤上的電池組，所構成的動力

系統。車型部分則主要分成 e-tron與 e-tron 

Sportback兩種，每種車型又各自分成 50

與55兩種不同動力輸出設定與電池容量（55

為 95kWh、50為 71kWh）的版本。根據

WLPT測試標準，e-tron Sportback 55續航

里程可達 446公里，e-tron 55則為 436公

里。不過更讓人驚艷的是 e-tron充電效能表

現，若採用直流高速充電系統，只要 10分

燃機動力有更多選

項，包括 all road一

般、off road越野、

efficiency 節 能、

comfort舒適、auto

自動、dynamic運動

以及 individual自訂

模式等七種，每種模

式透過主動式氣壓懸

吊系統，都對應了不

同底盤高度設定。

至於中空台控制介面，e-tron也有別於一般

電動車僅用一塊大平板取代。Audi設計師沿

用目前豪華車上下雙層控制介面設計，只是

e-tron採用上下皆為數位觸控顯示板，方便

彈指之間，搞定多重功能設定。毫無疑問，

在 Audi豪華工藝加持下，e-tron以平整的

底盤，搭配約三米前後軸距，創造出舒適寬

敞的五人乘坐空間，此間細節包括座椅人體

工學設計、皮革與膠材選用、各種數位、類

比介面的人性化，都不是目前坊間電動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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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傳統駕駛習慣直覺就手，e-tron 駕

駛儀表乍看與既有格局差不多，細看卻

驚艷於純電科技的細緻與美妙。

未來 Audi 配合的快速充電站，將可以提供 150kWh 的

功率快充， 30 分鐘內即可充飽，效能傲視車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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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左右就可以達到基本需求里程，約 30分

鐘就可以充飽 e-tron 55的 80%電池容量，

這種效能的實用性，足以進入一般日常生活

毫無問題。

至於動力表現，e-tron並不像其他電動車，

刻意強調衝刺與加速，就如同 e-tron 55

的 355匹馬力、561Nm扭力等效動力設

定上，0-100km/h加速 6.6秒完成，極速

190km/h，性能強勁卻不暴力。若採用 S模

式的 boost動力增益，可以短暫地將動力拉

至 408匹馬力與 664Nm扭力，0-100km/

h加速縮短至 5.7秒。也就是說，Audi對於

純電車的設計哲學，並不一味強調性能，而

是希望盡量符合日常生活用車習慣，讓大家

毫無障礙的進入豪華電動新生活。

至於 e-tron S與 e-tron S Sportback是目前

e-tron車系最強性能版本，採用更先進的前

一後二，總共三具電動馬達，搭配 95kWh

電池組的動力組合，續航力可達 359公里

與 363公里。特別的是在 S模式，全新

動力設定可瞬間拉升輸出達 503匹馬力與

99.22kgm扭力，雖然最大扭力只能維持

8秒，但也足以確保 e-tron S與 e-tron S 

Sportback的 0-100km/h加速只要 4.5秒

就能完成，同時將極速上拉到 209km/h。

正確的產品定位與實用的豪華電動動力，讓

e-tron除了得到市場肯定的銷售數字之外，

來自專業者的獎項，更肯定 e-tron在電動這

個全新動力工藝上的成就。包括德國《AUTO 

BILD Allrad》雜誌評選 e-tron為 2019最

佳年度全輪驅動車，同時在內燃機動力競爭

者眾的大型 SUV級距裡，更抱走最高榮譽

金方向盤獎（Goldenes Lenkrad）。至於美

國市場，最重要肯定則是來自公路安全保險

協會（IIHS）的撞擊測試，e-tron得到 Top 

Safety Pick +最安全榮譽，是史上第一輛得

到此頭銜的純電車。

好消息是這麼一輛完美設定、切合實用的豪

華純電 e-tron，即將引進台灣市場，透過

Audi的德國豪華造車工藝，以及最新電動動

力科技，將引領台灣的綠能電動車級距，進

入前所未有的新里程。

厚實 D柱、直線型尾燈，

e-tron造型展現 Audi休

旅家族一貫的優雅品味。

*文章內之規格與配備內容僅供參考，實際產品

      與服務內容以台灣奧迪公布之規格配備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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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充電效能、超長巡航里程，e-tron 是目前

唯一無違和融入日常生活的未來電動休旅。



新世代跑旅，撼動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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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系出同門，不過這回與你熟悉的Q系列大型豪華休旅車有些不同。全

新Q8車系，Q8/RS Q8以更寬、更扁、更俐落身型，搭配新世代Mask八角

型水箱罩、跑車化無窗框設計以及最新動科技，展現Q家族前所未見動感

新姿態！

TEXT: JAMES, PHOTO: AUDI

以豪華休旅的氣派格局，加上緊湊的運動身型，

全新Q8車系將以最動感的 LSUV，

創造與眾不同休旅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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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思議加速度，最近更在紐柏林北跑道

（Nordschleife），以 7分 42秒 253拿下

SUV級距最速寶座，整整比第二名快 12秒

以上，堪稱當今豪華運動休旅車性能第一把

手！

又寬又扁的 Q8給人第一印象，就是代表的

Audi家族風格的盾型水箱罩，在這輛運動

休旅車上有新進化，這個代表未來 Q家族最

新識別核心：寬邊八角扁型水箱罩，巧妙地

利用每一邊與角，延伸出整輛運動休旅車肌

里分明線條與幾何區塊，包括引擎蓋折線、

銳利大燈結構、保桿與下氣霸等。而外凸的

前、後葉子板不僅增加車身識別度，搭配厚

換視覺模式外，也整合方向盤快速鍵，顯示

所執行的聲控、電話或導航地圖等多功能，

直覺設計清晰易上手，大幅提升行車安全。

至於最新一代MMI控制系統，主要透過中控

台上方 10.1吋，以及下方 8.6吋兩個觸控

螢幕上的多層次虛擬按鍵，控制娛樂、導航、

四區恆溫空調、360度車外攝影與駐車顯示

等功能。值得注意是在 Q8座艙中，最能展

現 Audi豪華科技魅力的細緻處，除了 Bang 

& Olufsen Advanced 3D環繞音響之外，工

程師更針對觸控螢幕按鍵，特別設計如實體

按鈕般回饋感，讓虛擬按鍵操作更直覺，讓

人印象深刻。

可別單從數字判斷，就直覺認為全新 Q8，是

比 Q7更大更豪華的旗艦 LSUV。這推理對也

不對，實際上Q8的4米98身長比Q7略短、

但卻更寬也更扁，而幾乎相同的軸距意味著

豪華大空間，卻只設定五人座位。從基本格

局看來，幾乎已經說明全新 Q8氣派豪華不

減，但將更為動感。

更明確來說，作為 Q家族全新成員，Q8就

是一輛 Audi全新定義，更具個性運動風格

的跨界豪華休旅頂級旗艦。車系中最極致

的 RS Q8以強悍的 RS勁裝、剽悍的動力、

23吋超級大腳鋁圈，以及 0-100km/h加速

僅需 3.8秒，除了擁有頂級超跑都難望項背

實 D柱線條，不用特別強調，熟悉 Audi賽

車史的車迷，都可從這設計一眼看出，這就

是 1980年代 Rally賽車傳奇 Audi Quattro

的身影！當然，Q8不僅以線條設計向傳奇賽

車致敬，包括當年賽事奪冠最關鍵秘密武器

quattro全輪驅動系統，經過 30年進化，如

今也成為 Q8傲視車壇，在全地形展現十足

運動風格的關鍵技術。尤其厚實車身搭配 19

至 22吋大腳鋁圈，動靜間盡是矚目焦點。

延續外觀純跑格休旅車的創新風格，Q8內

裝設計也是 Audi全新世代概念。三個全數

位螢幕呈現多層次車輛與娛樂訊息，其中包

括駕駛座正前方的 12.3吋最新 Audi Virtual 

Cockpit虛擬數位儀錶，除可透過方向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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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Q8車系搭配完整動力系統，包括

Q8 55 TFSI的 340匹馬力 3.0L汽油 V6渦

輪增壓動力，至於 RS Q8搭載的則是 Audi

鎮山之寶 4.0L汽油 V8雙渦輪增壓引擎，擁

有不可思議的 600匹馬力與 800Nm扭力！

全車系搭配 48V輕型混合動力科技、八速變

速箱，以及最新 quattro AWD全時四輪驅動

系統。從動力系統到底盤都是當今最頂尖組

合，換言之，不論 Q8或 RS Q8都足以傲視

車壇，作為最強悍運動型休旅車，當之無愧。

值得一提是 Q8採用的這套全新 quattro系

統，可在一般情況提供前 40%：後 60%動

力配置，也可以因應路況變化，自動調整前

/後軸動力配置。更重要是在這強悍底盤基

礎，Audi更為 Q8車系提供主動式氣壓懸吊

系統，針對不同駕駛模式，主動調整高達 9

公分落差的不同底盤高度，駕駛者可從 off-

road、all-road到 comfort等七種不同駕駛

模式間選擇，享受輕鬆征服各式路況地形的

動感駕馭樂趣。尤其是 Q8這套精湛底盤，

不僅提供精準轉向反應，更提供最新動態全

輪轉向系統作為選配（RS Q8為標配），透

過這套系統後輪最多可轉動 5度。有此系統

加持，Q8不僅低速迴轉更靈敏，高速過彎更

是俐落暢快。

作為 Q休旅家族最為極致動感的 LSUV，全

新 Q8車系更搭載 Audi最頂尖主動式安全科

技，透過全車多達 5個雷達偵測器、6個攝

影機、12個超聲波感測器，以及雷射掃描

器等精密設備所構成的車外感應系統，提供

包括 adaptive cruise assist主動式定速巡航

與車距輔助、efficiency assist效能輔助、

crossing assist後方橫向車流輔助系統，以

及 Lane change warning車道變換警示等主

動安全科技，未來也將計畫導入最新 Audi 

remote garage pilot車庫自動駕駛系統，

讓先進科技確保 Q8多彩多姿生活毫無後顧

之憂。同時兼顧五人休旅生活大空間機能，

在四區恆溫空調的基本設定下，後座椅設計

6/4分離並可前後滑移，不僅提供每位乘員

盡享豪華休旅空間，可 4/2/4分離的後座椅

背結構，更創造絕佳的彈性空間運用，在此

前提下，標準行李廂便有 605公升容積，後

座椅背放倒更可達 1755公升置物容量！

極致動感、極致休旅、極致科技、極致駕馭，

全新 Q8集 Audi最新世代設計觀念與科技之

大成，也讓運動型 LSUV的極致豪華定義，

自此重新改寫。

1. Audi Q8 結 合 Coupé

轎跑流線輪廓與 SUV強大

的機能性，締造豪華 LSUV

的嶄新風貌。2. Q8內裝設

計包含三個全數位螢幕呈現

多層次車輛與娛樂訊息，直

覺設計清晰易上手，大幅提

升行車安全。

RS Q8 以極速勁裝搭被 23 吋超級大腳鋁圈，0-100km/h 加速僅 3.8 秒，

最近更在紐柏林北跑道，以 7 分 42 秒 253 拿下 SUV 級距最速寶座。

1

2

*文章內之規格與配備內容僅供參考，實際產品與服務內容以台灣奧迪公布之規格配備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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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OWER LIFE 
BY E-TRON
電時尚 綠能新生活

還記得一百多年前，汽車剛問世的年代，因

為道路基礎建設不完善，多數人還以馬車為

主要交通工具，但有遠見的人知道汽車是未

來，因此催生了旅遊、旅館、美食指南，並

因此出現汽車旅遊，全面帶動汽車周邊生活。

巧的是百年之後，在這個電動車山雨欲來的

年代，有遠見、有品味的人也都理解，這是

綠能生活新未來，

而眼前的汽車充電，

需要比內燃機加油

多一點時間，但也

因為這一點時間，

將帶出一個全新的

生活方式與商機！

你，看到了嗎？ 

Audi為提供車主們

最便利的純電生活圈，也看到電

動車車主不同行車需求，所以在

e-tron上市之前便超前佈署，與

電動車充電技術領導品牌 Noodoe合作，共

同發展全台環島電動車充電設施，佈建目的

地充電網絡，提供 Audi e-tron車主更友善

的純電移動方案。實際上e-tron充電網概念，

是根據日常用車需求，分為家用充電、快速

充電及目的地充電站三類。而快速充電與目

的地充電，會設置於車主行程中，至少會待

幾十分鐘至幾個小時的地方，例如商場、飯

店休閒區等。有別於傳統加油站的來去匆匆，

未來綠電生活的充電站，將是與生活緊密結

合的停留點。用另一種方式思考未來生活，

你不用再專程跑加油站，而是你要開車去的

地方，也就是充電站！

看似一個電動新趨勢，不過仍有不少人認為

電動車生活，還遙不可及。畢竟一來目前市

場上電動車產品，似乎沒那麼多；二來台灣

的基礎充電設施，也似乎沒那麼普遍。真是

這樣嗎？其實觀察今年各國政府與汽車大廠

的動作，就會知道，有關於電動生活的這一

切，都將會來得比你想像來得更快！

從各國政策與市場面來看，歐洲是目前推動

電動車最積極地區，例如挪威不僅電動車佔

新車銷售已經超過三分之一，政府不僅免進

口與銷售稅，也不用繳車輛登記費與享受免

費充電，而且政府更宣布將在 2025年禁售

燃油車！在其他歐盟國政策配套前提下，光

是 2019年就已經銷售 56.4萬輛電動車，

年增率達 45%，若以全球電動車銷售來看，

去年也以 9.5%年增率，總計銷售超過 220

萬輛。而台灣電動車政策也不遑多讓，早

在 2018年就提出電動車發展三階段目標：

2030年公務車全面電動化、2035年全面禁

售燃油機車，然後到 2040年將全面禁售燃

油車！

看起來台灣似乎至少還有十多年的轉型期，

不過從國際角度來看，可能更快就沒太多燃

油車可買了，因為歐盟從今年起，針對汽車

製造商所售車輛，規定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

必須低於 95g/km。只要超過 1克，每輛車

將被罰 95歐元，不難想像越大型製造商，

越必需要遠離這個二氧化碳排放與罰款的惡

超過四百公里續航里程、全台灣超過330個充電點，若你還認為電動車遠在
天邊，那麼透過e-tron上市，Audi要告訴你，不，它就在眼前了。只要
你願意往前看，一個全新綠電時尚新生活，隨時可以按鈕啟動！

TEXT: JAMES TSAI , PHOTO: AUDI

目前全台能夠提供 Audi 

e-tron充電的站點已超

過 330充電點。

超過四百公里巡航里程，以及方便的充電網。

全新的電時尚新生活，隨著 Audi e-tron上市即將全面啟動。

e-
t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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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所以 VW集團已經宣布，未來五年內將

投入 300億歐元研發電動車，目標是 2030

年前生產 2200萬輛純電車款！而 Audi則

是繼第一輛純電 SUV e-tron問世之後，全新

概 念 的 e-tron Sportback、e-tron GT、Q4 

e-tron等也陸續現身，預計 2025年前，推

出約 30款電動車。很快地，你若真想買內

燃機動力車款，也將沒太多選擇！

另一方面，電動車趨勢帶出的不只是一波「零

排放」新浪潮，更是另一波工業製造「碳中

和」與「環境永續」環保大趨勢的具體落實。

就像福斯集團最早配合歐盟政策，宣布今年

達成新車碳排放降至 95g/km目標，甚至

在工廠與汽車生產的環境永續目標上，更不

斷努力，過去兩年單就能源使用、廢棄物產

生、二氧化碳與溶劑排放指數，每輛車生產

平均減少一成。而 Audi單布魯塞爾工廠就在

2019年獲比利時檢測認證機構 Vinçotte，

頒發碳中和（CO2-neutral）認證，是全球第

一座獲碳中和認證的豪華品牌工廠。值得一

提的是在這裡生產的純電 SUV e-tron，生產

過程所需的電力，更大量取

材自太陽能與沼氣發電，成

為豪華品牌中，第一輛生產

過程完全符合碳中和標準的

產品。

不僅如此，在永續前提下，

Audi也持續從材料與技術著

手，研究如何提升包括鈷、

鎳、銅等電池原料的回收率

與回收方式，目前已經確認至少 95%電池

元料都可回收再利用！因此，Audi也開始針

對 e-tron車系所採用的電池，啟動回收再利

用計畫，包括整理後用在工廠作業車，甚至

更積極地，Audi進一步與比利時材料回收集

團 Umicore合作，當電池生命週期結束，將

其中貴金屬提煉回收，再應用到新電池製中

循環使用。

既然綠電大浪潮從政策到生產製造都已經

蔚為趨勢，那即將來臨的綠電生活，又將

會是什麼模樣呢？ Audi充電技術負責人

Johannes Eckstein認為，其實很難有一種充

電解決方案，可以適用到所有市場。汽車早

就伴隨各地人們，融入不同多元生活中，所

以「必須提供車主多元充電解決方案，才能

因應各國市場不同的需求。」所以例如歐洲

市場，早在 2017年底，就由 Volkswagen、

Audi以及其他各大車廠，合資成立 IONITY

公司，在德國、奧地利與挪威等國設立 20

個快速充電站，更計畫在 2020年底前，在

歐洲各地高速公路加油站，建設 400座容量

達 350 KW充電站，為越來越普及的歐洲電

動車，提供最便捷的支援。

而 Audi也特別為 e-tron上市，與母公司

福斯集團一起推動高速充電站基礎建設，

也在歐洲市場上，推出 e-tron Charging 

Service，車主只要持一張卡片，就能在全

歐洲高達 7萬 2000個充電點充電。至於在

電動車大市場美國，未來也將推出 Electrify 

America服務，預計 2020年底前可達 484

個充電站。Audi e-tron甚至將與電商巨頭

Amazon合作，提供家庭充電安裝服務，也

可透過手機 App「my Audi」，查看用電細

節與帳單，同時根據旅程規劃，事先計算最

佳化電力需求與充電地點，快速規劃出毫無

窒礙的純電 The Grand Tour壯遊！ 

事實上，從大數據統計角度來看，一般車輛

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閒置、待命狀態。所

以各國政策制訂者，以及電動車相關廠商，

目前也都開始推廣閒置時間充電，例如公共

停車場、住宅區停車場，或辦公區大樓停車

場，在這些地方設置充電站，就可以讓很多

車輛，利用閒置時間充電。若再加上高速公

路休息站、觀光景點，或是商場等充電設

施，讓旅途休息，以及目的地的停留時間，

都成為充電時間。在此前提下，若以 e-tron 

Sportback 55續航里程 446公里為參考，

加上它的直流高速充電，只要 10分鐘左右，

就可達基本需求里程，約 30分鐘就可充

80%電池容量，那麼我們可以完全同意，一

個毫無違和的純電移動新時尚，已經從今天

就啟動了！ 

上 .Audi繼第一輛純電

SUV e-tron 問世，預計

2025年前，將推出約

30款全新電動車，來

迎接全新電生活時代。

下 .全新設計以按鍵開關

的充電孔，可供直流、交

流兩用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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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風雲詭譎千禧年，競爭激烈的 24小

時利曼（Le Mans）賽車場上，當方格旗

為 Audi R8賽車搖下，誰都沒有想到自此到

2014年間，包括 R8、R10 TDI、R15 TDI 

Plus、R18 TDI、R18 e-tron quattro 等，

不同世代 Audi賽車，共創造出 13座冠軍獎

盃，奠定四環賽車的在耐久賽上無可匹敵的

輝煌盛世。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真正行家都知道，

十餘年耐久賽事這一頁史詩篇章，正是由

Audi Sport在背後主導技術革新與完美極

速締造。實際上 Audi Sport速度傳統，早

在 1930年代就已經開啟序幕，當年由老

保時捷博士設計，由 Audi Sport前身 Auto 

Union Racing Division賽事部門推出的銀箭

賽車，最終版 Type D採用 12缸機械增壓引

擎，馬力將近 485匹，在當年堪稱是不可思

議的動力輸出！這個精神傳承到 1980年初

期再掀高潮，當時 Audi工程師以直式引擎搭

配空心傳動軸，設計出靈巧獨創的 quattro

四輪驅動系統，據此設計的越野拉力賽車，

在賽道上初試啼聲便輕鬆超越早數分鐘發車

的對手們，剎那間驚艷四座，也成就了至今

不論高速直線與彎道，均難逢對手的不朽

quattro傳說。毫無疑問，故事背後的技術

加持，也正是 Audi Sport！將近 90年的速

度歷史，Audi Sport不僅打造傳奇賽車，更

創造出全系列 RS公路版賽車。

R8 公路傳奇
作 為 Audi Sport 旗 艦 跑 車，R8 在 德 國

Neckarsulm工廠由 70位專業技師，手工組

裝約 5,000個零件，再加上近百個雷射校訂

儀器，確保組裝公差小於 1mm，才能讓這

輛超級跑車出廠。這也是為何 R8自 2006

年問世至今，持續在超級跑車市場上獨占鼇

頭，從賽道到公路競速均難逢對手！作為

現行車款主力，R8 V10Plus在 ASF輕量化

車身結構與 CFRP複合材料加持下空車僅重

1454公斤，搭配5.2升自然進氣V10引擎，

610匹馬力搭配 7 速 S tronic 變速箱與全新

quattro四輪驅動，0-200km/h僅 9.9秒，

極速輕鬆上攀 330km/h！

RS 7 銳利動感
在豪華大型四門四座 four door coupe跑

房車造型下，乍看 RS 7銳利動感造型，

可千萬別被它隱隱透出的沉著穩重氣息給

誤導了。實際上這輛跑房車在中央隆起的

Powerdome引擎蓋下，搭載的是 4.0升 V8

雙渦輪增壓引擎，最大動力高達 600匹馬力

與 81.6公斤米扭力，只要 3.6秒便可從靜止

加速至 100km/h，透過 Dynamic Package

或 Dynamic Package plus動態套件，可將

電子限速極速拉到 280km/h或 305km/h。

AUDI SPORT LEGEND
方格旗下的四環極速傳說，即將在台登場

方格旗搖下的剎那，賽車通過終點線，是一個極致速度工藝堅持的成果，

不過這對Audi Sport意義更不同，畢竟累積至今近90年賽車場上的堅
持，箇中滋味已不是幾場賽事說得盡。在不同年代方格旗下，成就數不清

的四環冠軍賽車，近年更創造出包括R8、RS 7、RS 6 Avant、RS 5 
Sportback、RS 4 Avant、RS Q3等經典車款在內的RS車系公路
傳奇。
TEXT: JAMES TSAI, PHOTO: AUD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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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從賽道到公路，作為速度之王，R8是永遠的明星。

下）RS 7以 600匹強大馬力，完整提供豪華四座極速巡航的極致品味。

從1930 年代的銀箭賽車，

到1980年代quattro四輪驅動系統，

以及2000年後13座Le Mans冠軍獎盃，

Audi Sport寫下近90年賽車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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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主動式氣壓懸吊系統，不僅一般設定時

車高比 A7降低 20mm，車速超過 120km/

h時，懸吊系統會再下降 10mm，藉以強化

高速穩定性。值得一提是 RS 7也是一輛注重

環保的超級跑車，在MHEV微型油電技術加

持下，只要車速低於 22km/h便啟動 Start-

Stop自動熄火模式，讓每 100公里減少 0.8

公升油耗！

RS 6 Avant地表最強旅行車
長期頂著「地表最強旅行車」封號，Audi 

Sport堪稱毫無保留地為最新世代 RS 6 

Avant提供最先進動力科技，以及最速度暴

力派造型美學設計。比起一般 A6或 S6版

本，不僅水箱罩角度更銳利，下氣壩也採用

誇張的五角形幾何，配上引擎蓋前緣，向經

典Audi Sport quattro致敬的三格橫柵造型，

以及 RS版專屬側裙、導流尾翼，加上誇張

白線條勾勒的後下擾流與大口徑左右雙出排

氣尾管。作為性能旅行車，RS 6 Avant除了

剽悍，沒有二話！

當然，RS 6 Avant絕對不是虛有其表，在其

Powerdome引擎蓋下搭載的是 600匹馬力

與 81.5kgm扭力的 4.0升雙渦輪增壓 V8引

擎，搭配 8速 Tiptronic變速箱與 quattro

四輪傳動系統，0-100km/h加速 3.6秒，

電子限速極速 250km/h，搭配主動式氣壓懸

吊系統，甚至可選配 RS Sports Suspension 

Plus高階運動化懸吊，具有有著三段可調式

阻尼的 DRC動態駕馭，讓強大的性能全然隨

心所欲！

作為最強旅行車，難免要兼顧家庭使用，

的動力性能，每個細節都是話題！ RS Q3 

Sportback作為台灣引進版本，個性化風格

比 RS Q3更清晰，除擁有動感斜背與跑車曲

線外，車高也更低 45mm僅有 1557mm，

加上前後輪拱外凸曲線以及動感擾流尾翼，

不僅外觀更殺，重心也實質地更低，更適合

高速激烈操駕。

值得一提是 Audi首次為小型 SUV提供超霸

氣的與 21吋大腳鋁圈作為選配，搭配全新

六活塞 RS陶瓷剎車系統，並可選配灰、紅、

藍三色，為強大動力提供最醒目、最可信任

的制動系統，確保這輛超級運動小休旅除了

話題焦點外，在刁鑽街道或蜿蜒山道，更是

眾所矚目的目光焦點。

儘管在方格旗下的速度競技場，爭的是一時，

但從此建立的極速傳說，流傳的故事經歷多

個世代卻仍雋詠。所以也不用遺憾，來不及

參與過往不同世代，那些在 Audi Sport傳

承下，所寫下一頁頁關於速度的精彩史詩，

現 在 包 括 R8、RS 7、RS 6 Avant、RS 5 

Sportback、RS 4 Avant等全系列最新 Audi 

Sport加持的極速工藝，都將全部引進台灣，

每一輛經典，都足以為你寫下天天精彩的未

來傳奇！

所以 RS 6 Avant提供 6種不同動態駕馭

模 式， 包 括 Comfort、Auto、Dynamic、

Efficiency，以及全個性化的 RS1、RS2個人

模式，可以透過方向盤上 RS Mode鍵切換。

此外，MHEV輕油電和汽缸歇止系統，除了

低速時能自動在馬達和引擎之間切換外，高

速巡航時也能停止 2、3、5、8缸運作，讓

這台 V8猛獸在性能餘，也展兼顧了環保愛

地球的一面。

RS 5 Sportback 個性動態駕馭
低扁的五角形 Singleframe水箱罩，為這輛

四門超級跑房車，創造出動靜皆剽悍的外觀

氣質。透過個性化四門車身，搭配低扁掀背

Sportback造型，實用中透露出毫不妥協的

性能品味，讓 RS 5 Sportback在 Audi Sport

性能家族中別具一格。

在 2.9 升 雙 渦 輪 V6 引 擎 加 持 下，RS 5 

Sportback擁有 450ps馬力強大輸出，搭

載最新版後差速器，透過 quattro四輪驅動

系統，可主動分配前後軸扭矩，讓動態操控

性能大幅提昇。此外，包括懸吊、動力輸

出、動態模式等，都可根據個人喜好儲存於

RS1、RS2模式內，透過方向盤上 RS Mode

按鍵便可輕鬆喚出，展現全然個性動態駕馭，

0-100km/h加速 3.8秒輕鬆達成！ 

RS 4 Avant最強家庭用車
特別將兩個渦輪增壓器設計在 V型引擎夾角

位置，藉以縮短進氣路徑，因此創造敏捷的

油門與動力反應，讓擁有這具 2.9升 V6雙

渦輪增壓引擎的 RS 4 Avant，光憑想像就讓

人熱血沸騰。在 Tiptronic 8速手自排變速箱

加持下，444匹馬力與 61.2公斤米扭力，

確保這輛最強旅行車，可以在 4.1秒完成

0-100km/h加速！當然 Audi Sport功力還

不僅於此，特別加寬的前後輪拱，硬是比一

般版本更寬 30mm，搭配 19吋或 20吋鋁

圈與前 6活塞剎車卡鉗，以及燻黑後下擾流

與左右大型橢圓尾管，熱血之餘更兼具旅行

車必要的優雅，作為最強家庭用車當之無愧。

RS Q3 Sportback 每個細節都是話題
作為一輛代表洋溢青春的超跑級運動小休

旅，RS Q3 與 RS Q3 Sportback 一出場就

註定成為目光焦點：簡潔俐落的車身、肌

里分明的線條、個性化內裝，當然還有強大

1.450匹馬力搭配性感跑房車線條，RS 5 

Sportback展現有型生活最佳風格。2.一

身剽悍勁裝，搭配 0-100km/h 加速 3.6 

秒的驚人爆發力，RS 6 Avant是當今地表

最強旅行車！ 3.宜速宜駕，宜室宜家，RS 

4 Avant是熱血父親最適切的座駕。4.兼

具空間、個性與速度，當然還有那無可抗拒

的魅力色彩，RS Q3就是一個完美跨界的

新話題。

1

3

2

4

*文章內之規格與配備內容僅供參考，實際產品

 與服務內容以台灣奧迪公布之規格配備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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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Stippler早在4歲時就在Nürburgring

賽道上完成了他的第一圈，那年是 1979年。

當時，這個位於艾菲爾山，並被車手和車迷

暱稱為「環道」(the “Ring”)，的賽道只

有 Nordschleife（北環）這一部分，總長度

為 22.8公里。1983年，在新的 Grand Prix

賽道完成之後，賽道總長度縮短到 20.8公

里。Frank Stippler在這個賽道上以驕傲的

副駕駛身份首度登場。「我父親在我出生的

那年，也就是 1975年買了一輛 Alfa Romeo 

Bertone。」Frank Stippler說道。「作為一

位開發工程師，我父親持續提升了引擎和其

他方面的效能。所以在一個相對較早的年紀，

我就參與了他在 Nürburgring賽道進行的測

試。」

在 1993 年 他 18 歲 生 日

後， 被 暱 稱 為 Stippi 的

他第一次以駕駛的身份

行 駛 在 Nürburgring 的

Nordschleife北環賽道上。

他當時開的是拿到駕照後從

母親手上拿到的一輛 Fiat 

Panda。「這輛車的引擎

排氣量只有 850cc，馬力

只有讓人難以置信的 34匹

馬力（25 kW），最高時

速為 120 公里。」這位德

國車手記得非常清楚。儘

管這位來自科隆附近 Bad 

Münstereifel的年輕汽車技

師開的是一輛性能極其有限

的車，但他仍在最短的時間

內掌握了 Nordschleife的

73個彎道，就好像他可以

閉著眼睛完成一樣。

Stippler的學習方法：「那

時，我每次去環道大概只有錢買 7到 10圈

的入場門票。但是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我

會躺在床上閉著眼睛繼續繞著Nordschleifen

賽道，我會一直這樣做，直到我腦海中的圈

速和我白天在賽道時跑出的圈速完全一樣才

停止。我在腦海裡做了重新調校，並且記下

了幾百次的彎道、煞車點、換檔和加速時

機。」

在 15歲的那年，Frank Stippler親自開始

修復一輛經典的 Alfa Romeo，並為古董

車賽事做準備。18歲那年，在他首次在

Nürburgring賽道下場練習後沒多久，他就

正式投入了古董車賽事。此後不久，他也開

始駕駛當代的房車和跑車。在接受了汽車技

師的培訓後，這位賽車天才還拿到了一個機

械工程學士學位。2003年，Stippi在職業

和運動上取得了格外耀眼的成就：他取得了

工程學位文憑，獲得了 Porsche Carrera盃

德國賽的冠軍，並在國際 Porsche Supercup

拿到了他的第二個冠軍頭

銜。

憑藉著工程師的文憑和兩

個冠軍頭銜，Stippler 在

2004年被任命為 Audi原

廠工廠車手之一：「除了

最初的比賽任務之外，我還

參加了 Abt-Audi TT-R的進

一步開發，把 DTM原本專

為直線加速比賽而設計的賽

車改裝成為耐力賽車，尤

其是在 Nürburgring 賽道

上。「引擎、變速箱和驅

動軸都必須適當地強化以

承擔增加的負荷。在 2004

年首次參加奧迪的 24小時

Nürburgring 耐力賽的體

驗中，他駕駛優化的 Abt-

Audi TT-R在比賽中獲得第

四名。

這位菜鳥工程師暨經驗豐富

的 Nürburgring賽道專家立即贏得了新雇主

的青睞：Frank Stippler不僅能夠把車開得

飛快，而且還可以感知並描述這輛座駕的每

一個反應。Audi工程師和客戶團隊很快就知

道：「如果 Stippler注意到車子有任何狀況，

THE LORD OF THE RING: 

FRANK STIPPLER
環道之王

Frank Stippler在Nürburgring賽道上比任何其他Audi Sport
車手擁有更多的經驗。從2004年到2019年，這位德國車手在這個傳
奇性的德國賽道上累積了高達37.5萬公里的里程。
他曾兩次駕駛著Audi R8 LMS賽車贏得Nürburgring 24小時耐
力賽冠軍。作為測試車手，Stippler從一開始就在這個有「綠色地獄」
之稱的賽道上協助研發Audi Sport customer racing的這款高
性能跑車，此外她也協助開發了Audi S和RS車系中的眾多車款。

TRANSLATION: PERRY HSY, PHOTO: AUDI

Frank Stippler 這位德國車手

在這個傳奇性的德國賽道上

累積了高達 37.5萬公里的里程。

TO AUDI EXPERIENCE



52 53

TO AUDI EXPERIENCE TO AUDI EXPERIENCE

我們就應該仔細研究一下。」接著，這位身

高 191公分的新手也逐漸開始參與 Audi S

和 RS車系旗下部分車款的研發，並在上市

之前把它們帶到 Nürburgring賽道上做最後

的調校。因為這條賽道的設計極具挑戰性，

例如在 Fuchsröhre賽段的壓迫、Carousel

賽段的衝擊，或 Pflanzgarten賽段的彈跳，

都使得 Nürburgring

的 Nordschleife北賽

道成為任何汽車的終

極可靠性測試地點。

這就是 Stippler在賽

車手和開發車手雙重

角色中不斷成長的方

式。在 Audi DTM 工

作了兩年之後，他開

始專注於 GT賽車上，

並在四環品牌之下找

到了另一個夢想中的工作：「從 2008年起，

我參與了新 Audi R8 LMS customer racing

專案的開發工作。」這款出色的 GT賽車在

後車軸前方搭載了一具 5.2升自然進氣 V10

引擎，而 Frank Sippler在 Nürburgring賽

道上的測試也在這具引擎的研發過程當中扮

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Stippler說：「要確保所有零組件在賽車上

都能完美運轉，這是一條非常非常漫長的路，

而全套配備包括底盤、引擎、變速箱和輪胎

在內都必需要在差距甚微的高度競爭之下表

現得完美無瑕，並且能讓車子開得飛快。」

Audi這次獲得了格外亮眼的成功：Audi R8 

LMS自 2009年上市以來，在全球贏得了無

數比賽和冠軍頭銜，單單在 Nürburgring24

小時耐力賽中就獲得了五場勝利。Audi 

Sport customer racing採用的車款現提供三

種不同的版本，分別是 GT2、GT3和 GT4，

Frank Stippler 不 僅

能夠把車開得飛快，而

且還可以感知並描述這

輛座駕的每一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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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Stippler駕駛 Audi R8 LMS賽車

贏得Nürburgring 24小時耐力賽冠軍。

因此是一款用途極為廣泛的customer racing

車型。

Frank Stippler在 Nürburgring已經為 Audi

進行了總計 37.5萬公里的測試和比賽，其

中，量產車款的里程數為 30萬公里，賽車則

為 75,000公里。儘管如此，他仍然享受著

在「綠色地獄」馳騁的每一圈：「Nordschleife

北賽道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基本上只包含著

幾個關鍵點。這條賽道全長約 21公里，一

路行駛非常流暢，一氣呵成，這點非常特

別，也是它對我而言如此特別的原因。」

他最喜歡的部分是圍繞中世紀 Nürburg城

堡遺址的那些車速最快的賽段。這位環道之

王表示：「如果你車子的氣流下壓力夠的

話，像 Flugplatz 和

Schwedenkreuz 這

樣的彎道可以用全速

過彎也沒有問題。」

在 Nürburgring 賽

道上，不論是駕駛量

產車款還是賽車，

Frank Stippler 都 必

須找到勇氣與謹慎之

間的恰當平衡。因

為：「即使在測試

Audi的一般道路用車

時，我們也會全速前

進。」根據 Stippler的說法，這是唯一可以

確定並排除量產車款前期開發工作中最後少

數缺失的方法。每種新的 RS車款都必須要

在 Nürburgring的北賽道上進行至少 8,000

公里的耐久測試。才能夠對應到汽車的整個

使用壽命。「至關重要的是，我必須要把車

子逼到極限，但也要非常敏感。能夠感覺到

我尚未覺得調校正確的所有缺點，並能夠以

技術部門的同事也可以理解的方式將其記錄

在紙上。」這位開發工程師暨職業賽車手表

示。

在每款量產前的新車上，Frank Stippler的

環道測試都會用到許多高度敏感的測量裝

置。但是，測試車手的駕駛經驗仍然是非常

決定性的因素。「從收集到的所有資訊當中，

Audi的工作團隊最終都在尋求在操控性、底

盤強度、差速器，變速箱和換檔設定以及所

有其他車輛層面的最佳折衷方案。這樣一來，

即使在最苛刻的條件下，我們的客戶也始終

可以享有具有最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車款，

並且使每次旅行都成為令人愉悅的體驗。」

Stippler解釋道。

對於 Frank Stippler來說，他作為賽車手最

重要的 Nürburgring計畫仍然是 Audi R8 

LMS，尤其是 GT3版本。從一開始，他就

在這款第二代的高性能跑車研發過程中扮

演著關鍵角色。他駕駛著這輛車在 2012

年和 2019年的 24小時耐力賽中贏得了

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環道」勝利。「我對

2012年的勝利記憶猶新，因為這是 Audi 在

Nürburgring 24小時耐力賽中的第一場勝

利。我們為此奮鬥了很長時間，在過去幾年

裡曾多次接近贏得冠軍，但總在最後關頭與

其失之交臂。」Stippler強調說。

在一般量產車款方面，他也對那些成功完成

「環道」計畫的車款感到印象深刻。「首先

是採用混合動力科技的新型 Audi RS Q8，在

2019年秋天，它打破了現有 Nürburgring 

北賽道的休旅車圈速紀錄，把紀錄足足推

進了 12秒另一方面，在當前的第四代 RS 

4上，我們開發了整體上最和諧、且同質

性最高的車輛之一。就我個人而言，Audi 

A4 RS Avant是世界上最好的量產車款。」 

Stippler總結道。

Frank Stippler：「如

果你車子的氣流下壓力

夠的話，像 Flugplatz

和 Schwedenkreuz這

樣的彎道可以用全速過

彎也沒有問題。」



THE NEW SUSTAINABLE 
AUDI A3 SEAT COVERS
全新A3座椅套
率先採用回收材質研發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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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塑膠瓶製成的購物袋或衣服，在市面上

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對 Audi來說，

可持續性生產的材質和技術一直是品牌創新

的核心，且仍具很大潛力：一輛汽車內含約

340公斤塑料，其中約有一半已經可以回收，

但是 Audi材料開發部門依然想方設法做出改

變。為此，Audi希望開發出一種品質精良、

能通過所有產品測試的耐用椅套，並且可持

續地生產下去。如今全新A3車內每個椅套，

皆由 45個 1.5升的 PET寶特瓶所製成，外

觀和質感完全不輸傳統紡織成品，其生產過

程背後又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

事實上當 PET寶特瓶回收時，僅有透明的瓶

子會被重複使用，因為他們更容易染色。因

此，在回收廠內它們得先經過分類、切碎、

熱熔的初步處理步驟後，才能進入再製流程。

首先，瓶身去除瓶蓋後清洗乾淨，接著壓

碎成小薄片，再製成塑膠顆粒，之後再經由

紗線製造廠生產出聚酯紗線。基本上，由回

PET製成的塑膠顆粒和用於其他椅套的顆粒

相同，差別在於由 PET製成的顆粒無法達到

均勻的碾磨和純度，這將會堵塞紗線生產製

程中的噴嘴；不規則的透明度造成吸收率降

低，因此需要更多的染料，這反應了為什麼

生產再生聚酯紗線更加困難和昂貴的原因。

在紗線被製成每個約重 2公斤的線軸後，就

由位於德國Mönchengladbach的傳統紡織

廠Willy Schmitz接手，Audi的椅套在此從

紗線加工製成布料，設計圖自 USB隨身碟

輸入織布機中，再生椅套面料便開始展開作

業。從機器中織造出來的布料看

起來已經完成，上面的花樣感覺

就跟椅套一樣，但實際上距離成

品還差得遠，因為布料首先必須

通過許多不同的品質管控。透過

紡織廠裡經驗豐富的布料修補師

Yvonne Peschmann慧眼一瞥，

馬上就能發現多餘的線頭，她雙

手一摸就能感覺到布料上是否有

結或硬的地方，並立即用針、線、

剪刀修補這些小問題，同時標記較大的缺陷

處，就這樣以每小時檢查大約 200公尺的布

料。布料通過各項品質管控後便捲到模芯上，

送進攝氏 60度、20米長的洗滌系統上清潔。

在多個洗滌室同時運作下，每分鐘可以處理

30公尺布料，一個模芯 600公尺的布料約需

費時1小時洗滌，之後再將布料弄平及乾燥。

下一步，則用機器將合成纖維織布黏在再生

布料上，此過程稱為層壓，對於座椅的舒適

度至關重要。目前 Audi使用的是火焰層壓，

利用明火熔化薄薄的一層泡沫，然後將兩者

黏合在一起。計入合成纖維織布後，椅套最

多由 89％的回收寶特瓶製成。經過最終品質

檢查和壓力測試後，布料才算完全完成，全

新 A3椅套再生布料再次上路前往下一家工

廠：縫紉工作室，在這裡，使用 PET再生布

料縫製出的 A3環保椅套，終於誕生。至此，

Audi全車系座椅和內裝採用再生材質之路已

經不遠了。

在新款A3座艙內的椅套材質竟有89％由塑膠瓶回收再製而成，這究竟如何
做到的？答案就在一家紡織工廠裡，在材料開發部主管Ute Grönheim
的導引下，一步步為您揭開Audi是如何達成環保循環廢物管理的目標。
TEXT: JESS, PHOTO: AUDI

全新 A3車內平均每個椅

套使用了 45個 1.5升

的 PET寶特瓶製成。

由回收 PET寶特瓶製成的 A3椅套面料，

無論質地觸感或視覺效果都和以往一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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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干邑白蘭地 

傳承時間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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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陸得天獨厚的風土氣候，

使這塊土地充滿歷史悠久的各種杯中佳釀，

有人愛好威士忌、有人熱衷葡萄酒，

而白蘭地則是在上流品味群體中保持歷久不衰的人氣。

白蘭地、干邑、X.O.、V.S.O.P.……

這些跟隨白蘭地所衍生的酒款名詞，各有意義，

也隨著歷史變遷、國家法規介入而充滿層層規範。

隨著深入認識干邑產區，讓味蕾也來一趟酒莊之旅吧！

TEXT: 胡紗德, PHOTO: 酩悅軒尼詩、RÉMY COINTREAU、三得利、保樂力加

禁 止 酒 駕 　 未 滿 十 八 歲 禁 止 飲 酒



葡萄品種是葡萄酒款的風味主要關鍵，

適合釀製白蘭地的品種需要較高的酸度，

與一般食用的葡萄截然不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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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地都有葡萄園，也幾乎每個國家都產

葡萄酒，然而在白蘭地的世界裡，能夠被稱

為「干邑」的，唯有法國干邑產區。干邑不

僅必須出自指定產區，還有陳年年份的限制

以及蒸餾、陳釀方式等規則，有了這些條件

把關，我們才得以安心品賞手中這杯瓊漿玉

液。干邑白蘭地使用葡萄先釀造、後蒸餾的

製程，也讓干邑白

蘭地的風味比一般

純釀造酒或純蒸餾

酒來得更加複雜醇

厚，得到重視品味

的中產階級青睞。

限定產區其實是個

只有一百年的概

念，十七世紀時

就已經有白蘭地

（Brandy） 的 出

現，當時法國西南

海岸夏朗德省干邑地區（Cognac）的人們將

葡萄發酵、蒸餾出葡萄酒，來此地做貿易的

荷蘭人則直接將之稱為「Brandewijn」，意

思是「燃燒的酒」。不過廣義來說，白蘭地

泛稱以水果釀造並加以蒸餾的酒，白桃、酪

梨、歐李白蘭地等，都是常見的入門水果酒。

干邑在二十世紀初成為限定產區並非浪得虛

名，它不僅是最早以此方式製造葡萄白蘭地

的地區，與荷蘭之間的貿易也讓干邑地區的

葡萄園擴張，成為葡萄酒及白蘭地貿易的中

心。因此只有在這裡所產的葡萄蒸餾酒，才

能叫做干邑白蘭地。

為了維持白蘭地的品質，法國政府從二十

世紀初開始制定一系列法規，包括指定葡

萄品種、產區限定以及生產條件等，製程

也得遵照法規來執行。1936年，法國政

府定義了法定產區（AOC）裡的「干邑」

（Cognac）、「干邑白蘭地」（Eau-de-

vie de Cognac）以及「夏朗德白蘭地」

（Eau-de-Vie des Charentes）， 兩 年 後

又在這個限定區域裡，依照氣候、土質、

水質以及白堊含量，界定了多個產區，包

括大香檳區（Grande Champagne）、小

香 檳 區（Petite Champagne）、 邊 林 區

（Borderies，又稱寶德區）、優質香檳區

（Fine Champagne）、 優 質 林 區（Fins 

Bois）以及良木區

（Bons Bois） 六

大區。多數世界知

名的酒莊會選擇使

用大、小香檳區的

葡萄，也是因為這

兩區種植出來的葡

萄最為優質。

從葡萄栽種來看，

適合釀造白蘭地

的屬於酸度較高

的葡萄品種，葡

萄生長的土壤條

件以碳酸鈣豐富的白堊土質最為適當，土壤

中的微生物也能夠在釀造時帶給酒質細緻優

雅的香氣與風味，因此規定干邑使用的葡

萄品種，必須有九成以上是白玉霓（Ugni 

Blanc）、白福爾（Folle Blanche）或是科

隆巴（Colombar），一般以白玉霓作為主要

選擇，這是因為白玉霓對生長環境的適應性

高，酸度香氣如同柑橘，雖然以單釀葡萄酒

來說氣味不夠多樣，卻很適合作為蒸餾的材

料。

在 1936年的產區法令裡，同時規定了干

邑白蘭地的製造過程，不僅要遵造十七世

紀初由法國人改良的傳統雙重蒸餾法，而

且也必須使用純銅打造的夏朗德式蒸餾器

（Charentais）。夏朗德式蒸餾器會將發酵

的葡萄酒液經過兩道蒸餾，只萃取中段的酒

液，九公升的葡萄酒最後只能釀造一公升

的干邑白蘭地。雖然規定看似僵

硬死板，不過每一製程的細節都

要經過專家的研究把關，這是干

邑生產監管組織 BNIC（Bureau 

National Interprofessionel du 

B
R

A
N

D
Y

干邑白蘭地蒸餾成生命

之水後，還得放在橡木

桶中窖藏陳年，增添醇

厚香氣。

白蘭地是將葡萄發酵蒸餾後再入桶陳釀，法國干邑產

區所產的葡萄釀製成的白蘭地，才能稱為干邑白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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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ac）所訂定的條件，就算產區與葡萄品

種都符合法令，但沒有尊造這個組織所規定

條件蒸餾的話，還是不能稱作干邑白蘭地。

經過發酵、蒸餾後的酒，被稱為「生命之

水」，但和威士忌一樣，需要經過法國橡

木桶的陳釀，才會成為至少陳年兩年的

V.S.干邑白蘭地。所謂的「V.S.」是「Very 

Special」的縮寫，表示陳釀的原酒最低年份

必須超過兩年；「V.S.O.P.」（Very Superior 

Old Pale）的原酒則在四年以上，而「X.O.」

（Extra Old）顧名思義要超過十年才算老。

回到橡木桶的規定，橡木桶限用法國利木贊

（Limousin）或特龍賽（Tronçais）兩個森

林內的橡木製造，不僅有專業的師傅設計、

塑形，還會經過烤桶程序，讓陳年中的酒體

在呼吸中吸收香草與烘烤的溫暖香氣，更添

迷魅風味。

現在的干邑產區，有

四千多位葡萄種植

者，其中有 3500多

位專家同時具有種植

與蒸餾技術，而專業

的蒸餾廠則有 117

家。世界最知名的四

大酒廠，分別是軒尼

詩（Hennessy）、

人 頭 馬（Rémy 

Martin）、 馬 爹 利

（Martell）以及拿破

崙（Courvoisier）。

在法規的重重限制之

下，這些品牌的干邑

白蘭地，從葡萄種植地區到釀造、蒸餾與調

和的過程裡，無不極力凸顯自家獨特風味。

接下來就以創立的時間作為介紹順序，悠遊

在酒廠的歷史軼事中吧！

屬於保樂力加集團的馬爹利，在 1715年由

尚‧馬爹利（Jean Martell）創立，悠久的

歷史是干邑區中最有代表性的酒廠之一。在

眾多酒廠中，馬爹利同時也堅持以傳統、世

襲的方式，由首席調酒師單獨完成調製的過

程，由於酒庫庫存豐富，讓馬爹利的干邑白

蘭地充滿獨特的個人風格，生產出成熟感濃

厚、品味高雅、酒質華麗的產品，使得調和

藝術與職人技藝成為馬爹利不外傳的神秘武

器。現在的馬爹利莊園擁有可拜訪的遊客中

心，從葡萄園到裝瓶的每個步驟，都有專家

帶領講解，結束後還能品飲到甘醇的佳釀與

購物。

以獨創帶著淡雅花香的干邑白蘭地著稱的馬

爹利，葡萄選擇來自大、小香檳區、邊林區

與優質林區，區域選擇的多樣性造就每一款

白蘭地的異質與豐富樣貌，但更偏好以邊林

區所產生命之水為主，由於這一區面積小，

產出的生命之水稀少而珍貴，造就出馬爹利

的花香主調性。此外，以二次蒸餾精萃出的

酒心，加上酒桶皆由馬爹利酒廠專門工匠製

作，使用紋理質地細膩的托賽（Tronçais）

產橡木桶貯酒，也讓

酒質充滿獨特風味。

除了以V.S、V.S.O.P、

X.O等年份等級作為

基本酒款之外，馬爹

利首席調酒師還擅長

調配特製款，例如馬

爹利藍淬燕，是史上

首款二次熟成於肯塔

基波本桶的V.S.O.P，

為了慶祝 1783年將

干邑白蘭地酒桶運往

美國的一段歷史，酒

樽上的藍燕標誌象徵

遠渡重洋干邑酒桶，

呼應干邑與波本桶的

完美結合。酒體帶有蜜餞、李子的淡淡香氣

以及波本桶獨特的花香、蜂蜜及奶油等香氣。

全亞洲只有台灣販售，是相當值得珍藏的酒

款。馬爹利名仕干邑白蘭地則有高成熟度的

陳年風味，瓶身設計卻充滿現代感，象徵傳

統與現代的新舊融合與傳承。而經典的藍帶

白蘭地則是世界上第一瓶X.O級干邑白蘭地，

略帶紫羅蘭香氣顯得雍容華貴；2005年推

出的 X.O干邑白蘭地更帶入城堡酒莊的釀酒

知識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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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木桶中的木質素對干邑白蘭地的質地影響很大，可以為酒液帶來香

草與肉桂的香氣。陳年愈久，干邑也愈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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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註冊為「人頭

馬」的 Rémy Martin

創 立 於 1724 年， 

Rémy Martin 的 品

酒師們相信製造出高

品質的干邑白蘭地，

必須從源頭也就是葡

萄選起，因此 Rémy 

Martin 只 選 擇 大、

小香檳區，產量只佔

全干邑區百分之九的

白玉霓、白福爾與科

隆巴三款葡萄，讓

物產充分反映地方的風土，配合契作的種植

者也都是長期的合作夥伴，以確保葡萄品質

的優秀。在九月底、十月初手採完成後，整

個冬天一直到隔年三月，會進入釀製與蒸餾

的程序，使用體積小的蒸餾器讓萃取的香氣

更加純淨。在蒸餾過後，就要開始篩選稱為

「eaux-de-vie」的白蘭地酒作為陳釀與調和

的基礎，對品酒團隊來說，每一支白蘭地都

有其獨特的香氣與細微差異，怎麼挑選出足

以代表 Rémy Martin元素與風格的白蘭地，

品酒團隊總是將之視為令人興奮的挑戰。

隸屬於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即

LVHM）的軒尼詩是製造干邑白蘭地的大品

牌，創辦者 Richard Hennessy於 1765年

開始在干邑區釀製白蘭地，受到法國王室的

推崇，現在已經傳到第八代。軒尼詩以調和

工藝聞名，品酒團隊每天中午一起開會品酒，

已經是維持了 250年的傳統，經過品酒師團

隊的篩選、調和出各種系列的白蘭地，讓軒

尼詩的產品多樣、饒富變化與新意，也不時

推出各種等級、年份、限量與設計瓶身的酒

款。

在台灣有相當人氣與知名度的 Hennessy 

V.S.O.P（Privilegé Cognac），是軒尼詩系

列裡具有歷史的酒款，1817年英國皇儲喬

治四世向法國酒廠訂購一批干邑， 他特別

在訂單上註明訂購的酒款為「Very Superior 

Old Pale Cognac」，成了這支酒款名稱的來

源。若造訪法國的 Hennessy觀光酒廠，不

僅是一棟建築，也是個古樸的小區，灰色斑

駁的牆面感受得到歷史的沈澱，不過門面則

在 LVHM集團整修中顯得奢華。翻新過的蒸

餾器對比古老的酒桶，更感受得到時間淬煉

的作用。

在知名的干邑酒廠中，唯有拿破崙干邑白

蘭地是受到法蘭西皇帝拿破崙三世的青睞

而命名，反倒讓原本的名稱 Courvoisier相

形失色。這座酒廠起步較晚，是在十九世

紀才創立，1811年拿破崙下榻當時座落於

Bercy的酒莊，帶走了一些干邑白蘭地作為

戰爭時的需求物資，後來他被流放，據說也

帶了幾桶這個酒廠的干邑隨行，在航行中這

批干邑受到隨行英國軍官的讚賞，便稱之為

「The Cognac of Napoleon」。1828 年

Emmanuel Courvoisier 和商業夥伴 Jules 

Gallois將酒莊搬到雅爾納克（Jarnac），而

使用「COURVOISIER」作為商標名則已經是

1843年的事了。

現在的 COURVOISIER

由日本三得利所擁

有，商品單純，分為

V.S.O.P與 X.O兩個年

份等級。V.S.O.P有花

香調性，也有堅果與

焦糖的甜味，是溫潤

易飲的入門款。X.O則

由首席調酒師選擇超

過 11年的生命之水原

酒所調製，屢獲國際

烈酒競賽的肯定，由

於經過長時間熟成，

酒液散發出沈穩低調

的風味，不僅有飽滿香草與焦糖香氣，入口

韻味也讓人想起法式焦糖布丁的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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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的選擇是每家酒廠

的獨家品鑑，透過不同

產區的風味調配出最佳

干邑白蘭地。

釀製的原酒稱為生命

之水，還要經過調酒

師選擇調配出該系列

的獨特風味，因此調

酒師可說是最後決定

干邑白蘭地表現的靈

魂人物。

干邑白蘭地的等級以陳年時間區分，

酒桶內的生命之水也會有 Angels' share

而使風味更趨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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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地亞Rotonde de Cartier雙重神秘陀飛輪腕錶，

結合品牌經典神秘鐘原理凸顯陀飛輪運行之美。

花式陀飛輪  轉動極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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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的動感之美，在陀飛輪上全然展現。

自19世紀誕生至今，從單純抵抗地心引力開始，

在這一方比指甲還小的空間裡，人類屢次掀起革命，

將動態的機械之美推至極致再極致。

TEXT: ALASKA SUN, PHOTO: ERIC JAN

ADVANCED 
TOURBILLON

-ROTATING 
THE ULTIMATE

 POSSIBILITY



HARRY WINSTON頓史詩陀飛輪9號，

為三軸轉動的陀飛輪。

陀飛輪，還有第二個框架每八分鐘完成一個

360的轉動，開啟了立體陀飛輪的戰國時代。

所謂的立體陀飛輪，可沿著空間中的二至三

個軸轉動，其創作思維就是透過立體轉動的

擒縱結構，降低不同方向的地心引力，維持

鐘錶的精準。這當然和科技的發展有

絕對的關係 – 千禧年後，電腦輔助的

相關技術日益成熟，動力與能量的計

算、零件的製作技術進步 – 例如最顯

而易見的，就是能夠容納並呈現多軸

陀飛輪轉動空間的錶殼，就絕對不可

能沿襲既有。

雖然通稱多軸陀飛輪，設計細節則各

自不同，主要轉動的變化在於轉軸的

角度和轉速。例如 Franck Muller的

三軸陀飛輪，一分鐘陀飛輪在中間，

第二個框架每八分鐘垂直轉動 360

度，第三個框架則是每小時完成一圈水平轉

動。另一獨立製錶師品牌高珀富斯（Greubel 

Forsey），2005年打響名號的第一支錶就

是 30度雙體陀飛輪：外層框架平行錶面、

內層框架傾斜 30度，內圈每分鐘旋轉一次、

外圈則要四分鐘，至今依舊是經典，後續傑

作如 24秒 25度陀飛輪、30度四體陀飛輪，

都是從此基礎發展的立體陀飛輪。而立體多

飛輪的視覺效果驚人，許多大品牌也投入開

發，後起像是海瑞溫斯頓、芝柏錶等，則是

加快轉動速度，讓觀賞者更容易體察到機械

動感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積家（Jeager-Lecoutre）的

立體陀飛輪又和前面幾個品牌不同，直接將

陀飛輪的框架做成立體，猶如鳥籠一般，雖

然是非多軸但轉動起來非常吸睛。2004年

第一款球體陀飛輪 Gyrotourbillon I誕生、

第二代改用立體筒狀游絲，至 2013年發表

的 Gyrotourbillon 更改用球型立體游絲，也

取消錶橋，至 2016年

的第四代才真正進化為

雙軸。除此之外，積家

也有一款除了本身自轉、

亦沿著錶圈繞行的「軌

道式陀飛輪」，以陀飛

輪的位置代表小時，和

卡地亞源自神祕鐘的設

計又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無庸置疑，陀飛輪是最受歡迎的鐘錶工藝，

受歡迎到即使對鐘錶一竅不通的人也多少聽

過它的大名，也能懂得看著小框架中擺動的

擒縱系統、沿著一圈軌道轉動，高級精緻的

有趣。

西元 1801年由亞伯拉罕寶璣

（Abraham Louis Breguet）發

明用來為懷錶抵銷地心引力影

響的裝置，隨著科技的進步、腕

錶的普及，如今更像是展現製錶

工藝與能力的象徵。這兩百年

間，製作傳統陀飛輪已經不如當時困難，而

想像力豐富的傑出製錶師，更大玩顛覆，將

陀飛輪設計成同時能多軸轉動或是能「公轉」

的繁複動態。還有結合神祕鐘概念等，把整

個錶盤都當作機芯走動的伸展台！

陀飛輪的概念，簡單而言，是將擒縱系統裝

在一個框架之中，讓框架圍繞擺輪的軸心

360度旋轉，也就是在平面的機芯上走一個

圓。為了要讓這些機械零件組成的精密結構

得以穩固（畢竟當初誕生的原因就是為了要

讓懷錶走時更精準），寶璣設計的陀飛輪，

軸心分別固定在上支架與主基板上。

在 19世紀末期，德國製錶師 Alfred Helwig

設計了一款沒有上支架的陀飛輪，從錶面上

看下去，陀飛輪像是漂浮在錶盤上，它的轉

動沒有支架擋住、顯得更完整、更容易鑑賞。

這就是所謂的飛行陀飛輪。有的人欣賞傳統

陀飛輪的牢靠典雅，有的人著重轉動視覺之

美，這就青菜蘿蔔各有所好了。另外需要一

提的是，雖然一分鐘轉動一圈的陀飛輪在當

今最受青睞，不過在寶璣的手中，還有其他

如 4分鐘或 6分鐘走一圈的陀飛輪。而轉速

更是一個在鑑賞多軸陀飛輪時的重點，因為

多軸轉動的時候，往往會將每一個空間軸的

轉動速度設計得不太一樣，增加鑑賞的樂趣。

2003年，獨立製錶師 Franck Muller成功推

出了第一款雙軸陀飛輪，除了中間的一分鐘

Chopard L.U.C Flying T Twin 腕

錶，是品牌首款沒有錶橋的飛行陀飛

輪機芯，並獲日內瓦印記（Poinçon 

de Genève）認證。（蕭邦提供）

積家Reverso Tribute Gyrotourbillon

組裝細節。（積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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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WINSTON史詩陀飛輪最終章10號，

在同一錶面上呈現4個同時轉動的陀飛輪，

分別具備獨立的框架，同時轉動效果驚人。
海瑞溫斯頓史詩陀飛輪最終章10號，

在同一錶面上呈現4個同時轉動的陀飛輪，

分別具備獨立的框架，

同時轉動效果驚人。

FRANCK MULLER Evolution 3-1萬年曆球體陀飛輪，

是多軸陀飛輪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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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寶龍的單臂懸浮外置陀飛輪，

擺輪位於陀飛輪的旋轉框架上方，

以縮小框架、達到最高效能。

看。中置陀飛輪，顧名思義，就是陀飛輪的

位置在錶盤的正中央。看似只是換個位置，

其實難度極高，主要原因在於鐘錶的輪系有

一定的順序，所以陀飛輪的位置傳統上多會

出現在 6點鐘或 9點鐘的地方。而要將陀飛

輪置中在錶盤正中央，則代表所有輪系結構

都需要重新的規劃安排，因此並不容易。

1994年，OMEGA推出史上首款將陀飛輪

框架置於腕錶中央的中置陀飛輪腕錶，並於

當時取得專利，是至今仍相當為人津津樂道

的前瞻性設計。雖然一般人想到 OMEGA最

先想到的都是登月的超霸或 Seamaster潛水

錶，不過 OMEGA一直在陀飛輪的就開發上

投注相當多的心力，包括早在 1947年首款

陀飛輪腕錶機芯就入選三大歐洲天文台精準

性競賽、至 2004年 OMEGA還推出了第一

款獲得天文台錶認證的陀飛輪腕錶。OMEGA

今年更近一步升級了品牌的經典中置陀飛

輪，De Ville Central Tourbillon碟飛中置陀

飛輪腕錶在 15,000高斯的磁場中依然能精

準運轉。同時利用中央陀飛輪每分鐘旋轉一

圈的速度，讓陀飛輪框架顯示秒鐘走時。

中置陀飛輪因為太令人

驚艷，在專利過期後，

其他錶廠如 Corum崑

崙、併下獨立製錶師品

牌 Daniel Roth 的寶格

麗 BVLGARI， 也 都 陸

續推出自行研發出的中

置陀飛輪腕錶。又因為

會轉動的陀飛輪在錶盤

中央，時間顯示的方式

自然不能採用傳統的指

針，所以時間顯示的巧

思也是鑑賞中置陀飛輪

時的一個趣味點，例如

寶格麗蝴蝶中置陀飛輪

腕錶，就因分鐘指示如

蝴蝶飛舞而得名。

卡地亞的陀飛輪作品，以各種不同的方式，

將陀飛輪的「表演」華麗度最大化展現。例

如於 2010年發表的天體運轉式陀飛輪，可

以說是這一系列「變體」陀飛輪的濫觴：加

大的框架讓擺輪能如指針一樣循著錶圈每分

鐘轉動。後來更結合品牌歷史上著名的神祕

鐘原理，運用在腕錶上，卡地亞的陀飛輪更

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

卡 地 亞 於 1912 年 首

創的神祕鐘，兩個懸浮

在空中的指針會走時

轉動，像魔術一樣十

分神奇的創作，其實

是將指針固定在兩個鋸

齒狀金屬邊框的玻璃

圓盤上，玻璃圓盤轉動時就帶動指針一起

轉動。2013年卡地亞發表的雙重神祕陀飛

輪，就是利用這個原理，將一個傳統陀飛輪

放在透明圓盤上，陀飛輪每分鐘會自己轉一

圈，而透明圓盤每 5分鐘轉一圈，看起來

就像自轉的陀飛輪沿著透明的小錶盤「公

轉」一樣。2016年更進一步，推出連發條

盒在內的整個機芯都漂浮懸空、並隨著陀

飛輪一起沿錶面轉動的天

體運轉式神祕陀飛輪腕錶

（The Rotonde de Cartier 

Astromysterieux），用神

祕鐘的透明圓盤當作框架，

重新詮釋了陀飛輪被創造

出來的初衷。

類 似 效 果，Blancpain

在 2018 年發表過一款

Villeret飛行陀飛輪跳時

逆跳分鐘腕錶，陀飛輪結

構懸浮在半空中，就是因

為以全透明的藍寶石圓盤

取代原本的底橋，因此整

個陀飛輪外框、平衡擺輪

以及擒縱系統都得以看似

徹底懸浮空中。而 Louis 

Vuitton同年也發表透過堆

疊藍寶石水晶圓盤，創造

漂浮視覺效果的 Tambour Moon神秘飛行陀

飛輪，縱長成直線型的幾芯結構飄浮在全通

透的錶盤中央，呈獻超現實的視覺感。

陀飛輪還能有什麼變化呢？不妨換個位置看

卡地亞 ROTONDE 

D E  C A R T I E R 

Astromystérieux

天體運轉式神秘陀

飛輪腕錶。（卡地

亞提供）

OMEGA 今年推出 De Ville 

Central Tourbillon 碟飛中

置陀飛輪腕錶。重新演繹品

牌經典。（OMEG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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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NERGY 

IN THE 
FAR NORTH

極圈上的綠色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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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峽灣冰川前的環形綠建築飯店Svart，

以絕美設計向自然致敬，以低碳排、低耗能和100%能源自足的永續模式，

化身為極圈上最美麗的綠色奇蹟。

TEXT: LILIAS LEE, PHOTO: SNØH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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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挪威北部 Meløy市 Svartisen冰川

山腳下的 Svart，不僅遺世獨立坐擁挪威峽

灣冰川絕景風光，以低碳排、能源自足為

設計基礎的 Svart，更是全球第一間自發

電（Powerhouse）飯店，位於極圈上方的

Svart，也是世界上最北端的自發電飯店建

築。

從飯店所在位置、建築造型到環保性能等，

在在備受矚目的 Svart，是由曾打造出奧斯

陸歌劇院（挪威近代最大規模文化建築）與

Under海底餐廳（歐洲首家海底餐廳）的挪

威知名建築事務所Snøhetta負責操刀設計。

不論所設計的建案類型為何，永續未來一直

是 Snøhetta在設計作品中最樂於講述的故

事。此次，為了幫 Svart打造出最融入自然

的未來極圈綠色旅遊模

式，Snøhetta 也以結

合自然、人文、環保的

設計原則，來落實這間

全球最永續飯店的設

計。設計團隊除了以當

地蓋在水岸邊的季節性

傳統屋舍與大型木造曬

魚架，來做為建築結構

的設計靈感，同時加入

極圈環帶的圓形意象，

以及太陽能採擷優化設

計，來構築出 Svart如

同水晶戒指般的環型綠

建築設計。

「Svart」一詞在挪威

語中代表著「黑色」的

意思，而在古老的北歐用語裡，黑色又與藍

色用字相同，因此飯店取名為「Svart」，除

了用以讚美 Svartisen冰川深藍色的古老冰

層，同時也象徵著飯店對於冰川與自然環境

的珍視。除了以命名呼喚自然，Svart在設計

建造上，也特別強調不干擾環境生態、不以

建築取代自然。其中 Svart的木樁支架設計，

不僅以經過精算的木架結構向當地傳統建築

和人文致敬，深入峽灣底部數公尺的強化木

樁，在提供穩固建築基礎的同時，也最大限

度的降低了建築對自然環境的干擾，讓飯店

得以與清澈的海水、古老的冰川和珍貴的極

圈峽灣生態共生共存。為了擴充木樁支架的

使用功能，設計團隊也特別在木架上設計了

一條環型步道，夏季時，遊客可以在這條木

棧道上散步賞景，冬季時，這條步道則可以

做為臨時性的船舶皮筏存放空間，以省去額

外的庫房設施建造。

在提出 Svart的飯店設計之前，Snøhetta便

曾在當地進行長時間探勘與太陽輻射數據收

集，最後確定環型設計將創造出最優化的太

陽能收集功率，因而定下了別出心裁的環型

飯店設計方案。以 Off-Grid能源自足為飯店

營運目標的 Svart，最主要的綠能來源為裝設

於飯店屋頂上的太陽能電板，尤其在夏季永

晝時節，這些太陽能電板將收集到相當可觀

的儲備電量，以供給飯店與船舶等設施全年

度的用電所需。

強調低碳排、低干擾的 Svart，整個飯店建築

也充分實現了高度節能的使用性能，並且比

一般飯店減少至少 85%的能源消耗率。包

含飯店內的餐廳、大廳、客房等設施的位置

座向，也都經過計算規劃，以求獲取最佳的

自然採光。此外，客房的玻璃外牆和玻璃陽

台設計，除了讓每間客房都享有充分的隱密

性與零遮蔽的賞景視野，玻璃陽台設計更兼

具有夏季遮陽、冬季汲取最大日光熱能的效

用。

面積廣達 370平方公里的 Svartisen冰川，

Sv
ar

t

Svart以深入地底

的強化木樁支柱，讓

建築從施工的落成營

業，最大限度的減少

對環境的干擾。

設計團隊特別在木樁支柱上設計了一條環型步道，

讓遊客在夏季時能在步道上散步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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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house Brattørkaia以傾斜式屋頂設計，

創造了最佳化的太陽能擷取效能。

是挪威第二大冰川，也是Meløy市最重要

的旅遊景點。近年來隨著極地氣候變遷，冰

川消退問題也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因為

包含極地生態與海平面上升等問題，都將直

接影響到未來人類的生活。而位於冰川前的

Svart，在提供最純淨的極圈自然體驗之餘，

也肩負了環保教育的使命，在引領人們感受

冰川、峽灣、極光等自然美景的同時，充分

展現環保設計與永續經營理念的 Svart，也

將引領人們認識保護自然與永續未來的重要

性。

與 Almlifjellet 山 景、Svartisen 冰 川 和

Holandsfjorden峽灣清澈海域相依偎的

Svart，屆時則將提供有 100間客房，讓遊

客能在此享有全然融入自然的住宿體驗。此

外，飯店裡也將配備有4間餐廳和永續農場，

以提供健康有機的餐點給到訪遊客。不論是

近距離欣賞挪威第二大古代冰川、體驗冰川

或峽灣山脈健行，又或是在夜裡靜候極光女

神的降臨，隨季節變換享有不同峽灣風光的

Svart，都將成為與自然共生、落實能源自足

的新環保飯店建築典範。

除了預計在 2023年落成的 Svart，積極投入

Powerhouse自發電建築設計的 Snøhetta，

也在去年搶先打造出媲美小型發電廠的太

陽能商辦大樓 Powerhouse Brattørkaia。

Powerhouse Brattørkaia不僅用電自足，

還能供電給周邊社區建築，並且從建造、使

用到未來拆除，整個建築生命周期都將實現

產能多過耗能的永續狀態。除了位於北緯

63度的 Powerhouse Brattørkaia，預計在

今年落成的 Powerhouse Telemark，也是

Snøhetta自發電系列的另一件商辦大樓作

品。從飯店到商辦大樓，Snøhetta正以一系

列的自發電建築設計，嘗試排解未來建築的

能源消耗問題，同時也以低碳排的建築生命

週期，來為始終居高不下的全球工業熱能排

放問題，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以緩解地球

溫室效應景況。

不論是眾所期待的極圈綠色飯店，又或是已

實際啟用的太陽能商辦大樓，從旅遊度假到

上班工作，一系列的 Powerhouse作品，正

接力建造出可行的永續未來，不論極圈冰川

假期是不是你迫不期待想預約的未來假期，

相信珍視自然的永續設計，都將成為最值得

期待的未來設計。

Powerhouse Telemark從建築結構、斜面、外牆到坐向，也完全配合太陽光照路徑

進行設計。

Powerhouse Brattørkaia的

橢圓形中庭天井，大大增加了

室內空間的自然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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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新竹，新舊共榮的永恆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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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帶有濃厚巴洛克建築藝術色彩的火車站，

古典的鋸齒狀山牆、莊重而結實的斑駁石柱，早已隱約暗示著，

這座承載了超越三百年歷史文化更迭，擁有全台古蹟群密度最高的城市—新竹，

正迎向時代新舊交替的洪流，經歷改革與創新的驟變。

TEXT: ELVI, PHOTO: JAMES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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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的古地名「竹塹」，自清代移民開鑿水

圳，成為北台灣最早開發的區域，典雅氣派

的迎曦門、氣宇軒昂的城隍廟、曾為全台最

大規模的東門市場，都為小小的一方城景，

留下繁華的歲月痕跡。新竹的「古」，豐富

了文化記憶，保留了歷史底蘊；而自工業研

究院成立、科學園區興起，新竹作為科技發

展奇蹟的「新」，更聞名全球獲得「台灣矽

谷」的美名，這座人文薈萃、藏著各式新舊

共生的城市，如何融合古樸與創新的多元樣

貌，走向科技與文化融合的理想，更是令人

充滿無限憧憬與遐想。

說起竹塹古城的故事，得先從玻璃開始，回

溯自日據時代，新竹地區蘊藏豐富的玻璃製

作原料「矽砂」與「天

然氣」，開啟了新竹玻

璃璀璨的歷史序章，帶

動經濟與文化發展，極

盛時期的產量甚至為世

界第一。1961年創業

至今，以回收玻璃為起

點的「春池玻璃」，每

年回收並處理超過 10

萬頓玻璃，秉持永續經

營的理念，跨足工業原

料、科技建材、文化藝

術與觀光工廠。

過去四年，發起「W春

池計畫」與各方創意團

隊展開跨界合作，保留

了循環和工藝之餘，

展現全新的面貌，讓

100%可回收玻璃逐漸

成為人們心中有價值、

有意識的選擇，而今日

有著極簡外觀、佇立於

新竹公園內「春室 The 

POOL」的誕生，更全

然打破了過去我們對傳

統玻璃的印象，以豐富多元的實體空間，體

現永續生活的理念，傳遞「循環經濟」與「環

境共生」的價值觀。

「對我來說，新竹是一座新舊共榮，非常具

包容性的城市。」W春池計畫主理人吳庭安

說道，循環不單是概念，更是一種方法，春

室的出現，便是希望經由實體空間凝聚人們

的感受，發展全新的可能性。走入挑高兩層

的玻璃吹製工藝室裡，裡頭齊備了各式窯爐、

工具，不僅有春池玻璃的師傅常駐於此，進

行工藝示範，更開放民眾報名口吹玻璃體驗，

「文化屬於一段感受的過程，春室宛如培育

的場域，唯有不斷演繹，才有機會產生吸引

人親近的能量。」

沿著橘色迴轉樓梯向上探尋，座落三樓的

「The POOL 一池」，取自「流水匯聚成池」

的活絡意象，經由主題展覽、餐飲設計、展

演活動等操作，更進一步拓寬循環的概念，

並以玻璃的初生之地「窯爐」為設計文本，

象徵孕育的永續發展的

母體，選用拱形天花板

模擬玻璃窯爐的意象，

使用回收玻璃再製材料

包覆天地壁、製成磨石

子地面，當望向泛著清

透藍綠光亮的空間，你

宛如能聽見傳統與當代

碰撞出的全新可能，正

於透明的玻璃中巧妙流

露。

踏出孕育永續美好的春

室，一旁是擁有超過

八十年歷史、現址最古

老的「新竹市立動物

園」，小小一座園地，

乘載了超過三代新竹

人的歡笑和記憶，位於

城市核心地帶的特殊位

置，更緊密地將生態、

自然、人文和生活巧妙

連結在一起，人們在此

下班後輕鬆地漫步、放

鬆，甚至憶起兒時偷偷

繞行過來探索、冒險，

這裡不僅訴說著生態教育、自然保育，更隨

著時代轉變，和城裡的每個人一起成長，見

證創新與永恆。

去年底於「再生計劃」全新設計開幕後，新

竹市立動物園區裡少了水泥圍牆、金屬欄杆，

H
si

nc
hu

邀請創作者賦予回收玻璃全新的樣貌，

以創作角度展示玻璃物件的誕生與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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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為歷史建築的大象門，

為 1936年由日本設計師森田重，

參考德國哈根貝克動物園 (Hagenbeck Zoo)所設計。

新竹動物園再生計畫，打破傳統隔著籠子觀看動物的模式，

少了水泥圍牆、金屬欄杆，

多了蓊鬱林相與寬敞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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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蓊鬱林相、綠意草叢，彷彿走進一座「公

園裡的動物園」，並改以壕溝和綠籬區隔空

間，成為生態濕地、類棲地，打破傳統隔著

籠子觀看動物的模式，過去收容猛禽鳥類的

舊老鷹籠舍，如今不再豢養任何猛禽，規劃

成為歷史建築；大樹旁僅存的巨型半圓形鳥

籠，更開放遊客進入，期許在認識生態之餘，

一同體現生命的自由與可貴。

然而，在新竹公園裡重生的，不只有動物園。

步出動物園的古老大象門，四棟洋溢著濃郁

大和風情的日式木造建築映入眼簾，這些興

建於日治時期昭和六年歷史建築，於修復後

展現豐富的生命力，由豊耀團隊規劃的「湖

畔生活 Ookinn. Life」，用新一代的觀點，

重新挖掘、詮釋過往生活事物的美好，結合

書店、咖啡、品茶、餐飲、伴手禮，邀集各

方生活風格品牌攜手打造屬於新竹在地的創

新風貌。 

當溫暖的陽光從大面落地窗灑進「湖畔料亭 

Liaoli」，一邊享受舒心的午後，透過日式

門扉、窗櫺，倒映著百年大樹，品味精緻的

特色料理；於「竹風茶廳 Tsiate」選一個舒

適的角落、點一壺茶，眺望窗外波光粼粼的

湖景與天空色彩；接著散步古樸的木棧道至

「閱樂書店 x飲咖啡 Yue Yue x Limkapi」，

拾起喜歡的書籍，品味著香醇的咖啡，探索

人文交織的閱讀風景；不遠處的「豊賀伴手 

Liho」則不時傳來童年泡泡的歡樂氣息，以

懷舊的「柑仔店風格」為設計理念，販售古

早味的餅乾與糖果，也有古早童玩如木陀螺、

竹蜻蜓。環顧周圍，人群、笑聲，不時在溫

柔的樹蔭間搖曳迷人光影，一如湖畔生活，

使人心生平靜與嚮往。

近幾年，隨著新竹的

科技業興起發展，新

穎的高樓拔地而起，

一棟棟訴說歷史軌跡

的老屋越來越難尋

得，藏於繁華巨城商

區旁的「微生 float 

dept 」，由四位在

地合夥創立，在保留

了古樸原味的同時，

也體現了新與舊的融

合、在地情感與生活

的連結。「取名微生，

因為生活由一切微

小的事物所組成，藉

由每個細節才得以生

存，如同人體仰賴大量的微生物群互動，得

以維繫生命。」

年輕的合夥人在充滿活力與朝氣的聲音中透

出熱情，一邊分享道：「每道料理我們幾乎

都加入了自然發酵的元素！」除了希望帶出

味覺細節之外，自然發酵食物，裡面的微生

物種類非常豐富，飲食中持續包含他們也能

使人體的免疫系統自然增強。「此外，我們

也期許這間店的存在，宛如微生物一般，能

使城市增添新的層次與味道。」人與人巧妙

地在此相遇、分享、互動，在一成不變的生

活節奏中，觸發意想不到的交集，進而引領

城市往美好的方向滾動。

每一棟老房子都有它獨特的個性、風格與時

間留下的故事，「店內的空間設計上，我們

在保留古宅原始面貌之餘，增添喜愛的元素，

並結合了自然綠地與建築生活的概念。」門

口蒼翠茂盛的大樹象徵了自然與人文共存的

理想，古老的仿舊窗花玻璃、珍藏的古董桌

椅擺件，彷彿試圖將時光交錯生在日常之中，

藉由與古物、歷史、文化的連結，讓人靜下

心、放開視野，細數過去的點點滴滴，感受

最純樸的樣貌與溫度，品嚐著手中看似簡單，

卻饒富細膩風味的飯糰，宛如店內流露的樸

質氛圍，愈嚼愈有一番值得回味的深意。

透過新一代的觀點， 

重新挖掘、詮釋，

每一棟老房子獨特的個性、風格與時間

留下的故事。

1.湖畔生活透過日式

門扉、窗櫺，倒映著百

年大樹，享受靜謐的午

後時光。 2.在詩歌與

風裡閱讀，迎面而來濃

郁的咖啡香，古樸的日

式建築裡，湖畔生活結

合了書店與咖啡店的創

新複合空間。 3.微生

藉由與古物、歷史、文

化的連結，體現了新與

舊的融合。 4.微生餐

點設計中，加入了自然

發酵元素，展現細膩，

富有層次的特殊風味。

3

1 2

4



不做白日夢的冒險王
極光旅人馬賽

ADVENTURE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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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一直被許多人賦予浪漫夢幻的色彩，也被稱為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絕景。

然而你可想過有人在短短幾年內就追了十幾次極光嗎？

對極光旅遊達人馬賽來說，真正美好的其實不只是極光，

還有極光圈底下的美好生活，

以及見證天地之大美後為自己打開的一連串冒險之旅。

TEXT: SEYMOUR, PHOTO: 馬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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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潛力是無窮的」這句話，套用在馬賽

身上確實是一點也沒錯，就連他自己以前也

不曾料想過，有朝一日竟會成為大家口中的

「極地玩家」、「野外達人」，甚至把他跟

電影《白日夢冒險王》的男子角聯想在一起。

回到 10年前，雖然身兼廣告人、設計人、

插畫家與教師等多重身分，還曾獲得過許多

國際級的廣告大獎，但馬賽卻是一個再「正

常」不過的台北宅男，怕熱、不愛運動、能

少走路就少走路，生活除了家庭就是工作。

甚至就連2010年第一次去阿拉斯加看極光，

也只覺得見面不如聞名，

網路上那些照片都比現

場看到的景象美多了！

甚至懷疑那些漂亮的畫

面是否有經過加工。

然而，也許是有緣，也

許是阿拉斯加的魔力，

隔了兩年後馬賽又回到

了這裡，這次讓他親眼

見證了「極光爆炸」的

景象，完全折服於大自

然的魔幻魅力，從此不

斷回頭造訪。2013年馬賽第 3度到阿拉斯

加追極光，覺得好像就跟回家似的，漸漸地，

他發現自己愛上的不只是阿拉斯加夜晚的天

際線，就連沒有極光的日子，他也喜愛那裡

的生活步調。到了後來，追極光變得像是一

個儀式，重點不在於儀式本身，更在於準備

的過程，與完成後的滿足感。

也許你也曾聽人說過，看極光是非常依賴運

氣的事，所以通常會在景區那裡住上好幾

天，甚至超過一個禮拜，然後每一天、每一

晚等著幸運之神的眷顧，不只要天氣夠好，

也要極光願意現身，偏偏可以看極光的地方

都相當「偏遠」，因此讓不少人覺得極光旅

行既枯燥又難以預料。然而，對馬賽這個長

年窩在台北水泥叢林裡的人來說，阿拉斯加

的環境卻出奇地讓他喜愛。「阿拉斯加其實

並沒有像我們想的那麼偏僻與不便，這裡的

美式鄉村民宿設備非常完善，開車不用很久

就有大賣場，生活機能上並沒有問題。」馬

賽說，「我甚至覺得這裡很適合台灣人來，

因為生活步調很從容。」馬賽還是 10年前

的馬賽，他笑說自己一向走「小少爺路線」，

跟大家常想到的那些極地冒險家剛好是相反

的類型，生活太艱苦、太不方便的地方他就

不想去。「所以我做得到的，大家應該也

都可以。」馬賽以他最常去的費爾班克斯

（Fairbanks）為例，他認為這裡最棒的就是

「恰到好處的偏遠」，雖有人煙，卻基本融

入自然環境裡，人與自然可以真正達到共處

的境地，走在路上，旁邊不時就有野生的鹿

與其他動物經過，牠們也是這裡的居民，一

點也不怕人，大家都對彼此習以為常繼續生

活，這讓喜愛攝影的他拍下了許多在其他地

方難有機會碰見的畫面。

在阿拉斯加，白天埋首

日常事務，甚至可以處

理工作，想要的話也可

以開車去附近景點或找

些館子打牙祭，將近傍

晚時就開始準備攝影器

具。到了夜晚，在靜謐

的大地之下，等待當天

可以跟極光來場邂逅。

「我以前很怕黑，怕危

險，現在卻可以一個人

扛著攝影裝備，在漆黑寒冷的夜裡穿過森林，

在湖畔靜靜等上好幾個小時。」馬賽說，為

了拍攝到心中理想的畫面，他體驗到了許多

以往不曾想像過的事物，像是在極地裡喝烈

酒，也許是因為新陳代謝變慢，酒量竟比平

常大了十倍，反而一回到溫暖的室內就立刻

醉倒，讓朋友們嚇了一跳。

曾前往冰島、挪威、芬蘭等地追逐極光，但

他最鍾情的卻一直是阿拉斯加，這裡讓他感

覺自己就跟回家一樣，不需要事先約好，只

管打開家門，家人就在那裡張開雙臂迎接。

事實上，馬賽也建議其他想體驗極光之美的

人選擇阿拉斯加，這裡跟其他極光景區最大

的不同是氣候，因為阿拉斯加是在內陸，因

此天氣比較穩定，相

較之下北歐的海洋性

氣候非常多變，常

常每個小時的天氣都

完全不一樣，這對追

光的人來說會比較辛

苦。此外，阿拉斯加

像費爾班克斯一帶的

ky
o 

Ch
en

天寬地闊的阿拉斯加，其實是駕車旅遊的上好去處。

1.真正見證極光的炫

麗之美後，開啟了馬賽

追逐光影的旅行人生。 

2.阿拉斯加的生活讓

馬賽學到一件事，只要

願意靜靜等待，自然就

會給你美景作為報酬。

1

2



93

TO AUDI INSPIRATION

在阿拉斯加的大地上，人類跟動物之間是沒有距離的，

生活圈彼此重疊在一此，各自相安無事。

景點比較集中，旅客們可以住在同一個小木

屋裡，逐日造訪各個地點，但北歐就得要不

斷移居到其他住所了。

在時間方面，馬賽建議追極光最好選在秋冬

時節，尤其是 2月中以後到 3月這個時間，

天氣穩定、夜晚的時間比較長，加上溫度上

也沒那麼冷，是最有機會碰上極光的時候。

「不過要注意服裝，很多人穿了一身的機能

保暖服飾到阿拉斯加來，發現這裡到處都有

暖氣，其實不太需要那種大衣。」馬賽說，

「真正要小心的是襪子，這是很多人忽略的，

因為腳底下會有寒氣直接傳送上來，不多穿

個幾層保暖襪可能就很難受。」至於旅程規

劃上，他認為一般人待個 10天左右為宜，

一方面因為天象難測，預報單位的預測也很

容易失準，所以日數不宜太少，而附近的其

他景點大概也可以玩上一週有餘，所以待個

10天應該不會覺得悶。當然，如果你像他一

樣「上輩子是阿拉斯加人」，也許就會深深

愛上這裡的生活步調不想離開，「住在這裡，

有一種生活回到自己手上的感覺，」馬賽說，

「所以我會刻意排開不必要的工作，然後到

阿拉斯加住上幾個禮拜，最久還住過一個月，

在這裡透過網路一樣可以工作，享受一種休

閒、工作、生活達到完美平衡的人生。」

除了北極圈追極光，馬賽也曾造訪赤道與南

極，「果然」發現自己還是最愛阿拉斯加。

「我太怕熱了啦，赤道不適合我。」馬賽調

皮地說，「至於南極雖美，但是光單程的交

通時間就要花去 4天，而且每天都要隨時

備戰，等著天候一許可立刻登岸，一趟旅程

下來非常辛苦，遠不如阿拉斯加那麼自在愜

意。」話雖如此，其實馬賽很願意為了攝影

付出，有時甚至到了

讓自己都驚訝的地

步。今年初他跟朋

友一起到了世界最

冷的村落奧伊米亞

康（Oymyakon），

體驗零下 60度的生

很多時候，沒有去做之

前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做

得到。我做得到的，大

家應該也都可以。

為了拍鯨魚翻身出水的畫面，馬賽不僅花上多日追逐牠們的身影，還屢屢下水拍攝，

成就出許多精彩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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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景象，「就連零下 40度都甘之如飴的我，

碰到這個低溫也真的投降了，每次出門都是

莫大的心理挑戰，我們本來預約了冰上釣魚

行程，但是到達當地後被冰上的冷風一吹，

所有人都打了退堂鼓。」馬賽說，他仍然堅

持要拍到不一樣的畫面，於是到戶外使用空

拍機，然而極低溫對電池造成的影響很大，

所以空拍機才剛升空不到 5分鐘就下墜了，

但依然讓他搶救回了精彩的影像，成為首度

拍下此處空中景象的人。

說到為了攝影付出，馬賽還有一個特殊經歷，

就是冰下攝影。看過了南北極地的冰雪之美

後，馬賽深深愛上了冰與光所交織出的魔幻

光彩，於是對於冰層底下的水中世界很感興

趣，然後要拍攝這種畫面還得有冰潛執照才

行，因此也一直沒有辦法圓夢。沒想到後來

意外發現有好朋友很熟悉冰潛，可以帶他到

俄羅斯去考照，於是他先考完所有需要具備

的其他潛水證照，然後前往白海，花了四天

領受「戰鬥民族」嚴苛的冰潛訓練。「那次

讓我很驚訝，然來俄羅斯人對於這種專業的

態度如此一絲不苟，簡直就像日本人一樣嚴

格，我每天都咬著

牙、含著淚在受訓，

隨時都很想退出，心

中一直問自己為什

麼要受這種苦。」

馬賽說，「可是我終

究撐過來了，拿到了

執照，得到教練同意到冰下自由潛水拍照，

終於，我不再只是一個會拿相機的死觀光客

了！」最後也讓他在白海跟貝加爾湖的冰層

下，見證到一個以往不曾想像過的美麗世界。

「很多時候，沒有去做之前我們都不知道自

己做得到。」馬賽認為，從阿拉斯加、奧伊

米亞康到北海跟貝加爾湖，這些都是他 10

年前不敢想像自己會征服的地方，而更讓他

驚訝的是，其實事情往往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像阿拉斯加，沒有去之前我沒發現那裡的

生活那麼自在方便；像貝加爾湖，沒有問朋

友之前我根本不敢想自己其實有辦法到那裡

冰潛。」這位「小少爺版」的白日夢冒險王

認為，有時候我們只是不願意為自己設下一

個簡單的目標，只要你願意開始行動，付諸

實行，想像中問題往往不是真正的問題，而

你也可以跟他一樣，成為 10年後那個讓現

在的自己佩服不已的人。

秋季到阿拉斯加，一定要親眼見證熊與鮭魚的生存之戰。

1.除了手持攝影，馬

賽近年也迷上了空拍，

拍下了許多難得一見的

極地畫面。 2.極地雪

橇體驗是冬季至阿拉斯

加不可錯過的項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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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306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AAP）

Audi network
台灣奧迪全台授權展示中心．服務廠．AAP

北投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264
號（展示中心、服務廠）

桃園

桃園市中壢區

中園路467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

新竹

新竹市中華路

一段257-3號
（展示中心、

服務廠）

台中

台中市五權西

路二段589號
（展示中心、

服務廠）

南屯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999號
（服務廠、AAP）

南港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155號
（服務廠）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7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

彰化

彰化縣大村鄉

中山路一段191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

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288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AAP）

台南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688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

全台授權展示中心

內湖 電話: (02)2793-919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北投 電話: (02)2896-228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新莊 電話: (02)2998-886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中和 電話: (02)2221-719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桃園 電話: (03)435-789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新竹 電話: (03)532-638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台中 電話: (04)2383-118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彰化      電話: (048)539-15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台南 電話: (06)249-36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高雄 電話: (07)555-59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全台授權服務廠

內湖 電話: (02)2793-919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北投 電話: (02)2896-228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南港 電話: (02)2651-998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新莊 電話: (02)2998-886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8:30-17:30

中和 電話: (02)2221-719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桃園 電話: (03)435-789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新竹 電話: (03)532-638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台中 電話: (04)2383-118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8:00

南屯 電話: (04)2386-1885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8:00

彰化      電話: (048)539-15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8:00

台南 電話: (06)249-36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8:00

高雄 電話: (07)555-59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8:00

奧迪嚴選中古車

內湖           電話: (02)2790-717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新莊           電話: (02)2998-886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南屯           電話: (04)2386-1885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高雄           電話: (07)555-59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4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AAP）

Audi 官網經銷商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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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在完成此份意見調查表填寫後，請您依序折好並黏貼寄回。

您也可傳真至台灣奧迪  
傳真號碼：02-2739-0274

廣 告 回 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台 北 廣 字 第 0 3 7 5 4 號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
傳
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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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寄
回

黏 貼 處

黏
貼

處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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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車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

Personal informatio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ge: ___________

Thanks for filling in this questionnaire, please bring this to Audi dealers and you can get an Audi giveaway. 

□我已閱讀且了解，並同意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本公司」) 其全台授權經銷商管理、保護、處理、使用我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奧迪福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取得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的目的，係為確認身分、寄送車主雜誌，以及提供您相關之服務或優惠訊息。本公司將依您提供個人資料之目的，以符合法令之自動化

及人工方式管理、保護、處理、使用您的各類資料，於取得您的書面同意前，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進行超乎上述目的的使用。●您寄回問券時提供予本公司之資料，包括(部分或全部)：姓名、住址、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電子郵遞地址、車牌號碼及其他可辨識您本人之資料等。本公司將恪遵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密切依循法規資訊安全的執行要領，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管理、保護、處理、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且您的個

人資料將僅限於本公司Audi Magazine車主雜誌提供您相關服務或優惠等訊息使用，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經過您的事前書面同意外，本公司絕不會向任何除全台授權經銷商外之其他第三人揭露或供其使用。●您可

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但您選擇不提供或完全不提供時，本公司將可能無法提供您上述取得您個人資料目的之相關服務。●如公務機關因法規及公共利益，要求本公司公開您的特定個人資料時，本公

司將依公務機關合法正式的程序，及對本公司與所有使用者的安全考量下，做可能必要的配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向本公司提出下列要求：查詢或請求閱覽您的個人資料，請求提供您的個人資料複

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綜上，本公司將秉持對您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視，依法律及上述原則管理、保護、處理、使用您的個人資

料，如您對我們有任何指教，或要行使前述的權利，請撥打本公司客服中心電話：0809-09-2834，或至台灣奧迪官網: http://www.audi.com.tw中的與我聯繫提出您的需求。

Audi Magazine
N° 02/2020

誠摯感謝Audi車主撥冗填寫本意見調查表，讓Audi車主雜誌提供更完善的資訊，我們將竭盡所能以更盡善盡美

的內容，提供您更愉悅的閱讀體驗。

Sincerely appreciate you could fill in this questionnaire that we can understand more you like to have 

in Audi Magazine. We'll make the most effort to provide the most pleasant reading experience.

1 請問您對於本刊的整體滿意度為何？(1-5分，1為非常不滿意；5為非常滿意)

 Do you satisfy the content of this issue？(1 being Very Dissatisfied and 5 being Very Satisfied)   

 □ 1     □ 2     □ 3     □ 4     □ 5

2 請問您對本期內容的看法？(1-5分，1為非常不喜歡；5為非常喜歡) 

 Please rate each agenda of this session。(1 being Very Dissatisfied and 5 being Very Satisfied)

• Audi Insight  □ 1     □ 2     □ 3     □ 4     □ 5

• 眾至成城的旅程 □ 1     □ 2     □ 3     □ 4     □ 5

• 定義未來，純電移動新境界 □ 1     □ 2     □ 3     □ 4     □ 5

• 新世代跑旅，撼動感官 □ 1     □ 2     □ 3     □ 4     □ 5

• 電時尚 綠能新生活 □ 1     □ 2     □ 3     □ 4     □ 5

• 方格旗下的四環極速傳說，即將在台登場 □ 1     □ 2     □ 3     □ 4     □ 5

• 環道之王  □ 1     □ 2     □ 3     □ 4     □ 5

• 全新A3座椅套率先採用回收材質研發面料 □ 1     □ 2     □ 3     □ 4     □ 5

• 頂級干邑白蘭地 傳承時間甘韻 □ 1     □ 2     □ 3     □ 4     □ 5

• 花式陀飛輪 轉動極致的可能 □ 1     □ 2     □ 3     □ 4     □ 5

• 極圈上的綠色奇蹟  □ 1     □ 2     □ 3     □ 4     □ 5

• 漫步新竹，新舊共榮的永恆風采 □ 1     □ 2     □ 3     □ 4     □ 5

• 不做白日夢的冒險王 極光旅人馬賽 □ 1     □ 2     □ 3     □ 4     □ 5

3 除了目前的印刷版本外，請問您是否有意願閱讀網頁版本? (目前計畫開發中)

 Except printed Audi Magazine, do you like to have webpage version? □ 是    □ 否

4 請問您是否有其他建議? Other sugges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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