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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NEXT UP NEXT

A u 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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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整理／編輯部、 L i l i a s　圖片提供／A u d i  Ta i w a n

up next

今年7月18-19日在德國威斯巴登舉行的Audi Twin Cup全球售後服務競賽總決賽中，台灣代表

隊不僅在技術類取得全球第七名的好成績，並成為亞洲參賽隊伍中技術類項目得分最高的隊伍。

2019年的Audi Twin Cup，全球共有2,402支隊伍率先參加在各國舉行的國內初選賽，最後則由

來自29個國家的57支隊伍取得決賽資格，並在7月份齊聚德國一同交流競技。為了研發最與時

俱進的售後服務系統，今年的Audi Twin Cup總決賽也特別著重全新A6、A8車款的技術知識交

流，以及駕駛輔助系統的各項智慧科技研習，透過準決賽期間實務與理論相輔相成的競技學習，

讓各國團隊再次提煉出更有效優質的維修與服務經驗值。第一次參加

Audi Twin Cup總決賽的台灣隊技術組成員李安逵也在賽後分享到，整

個競賽過程除了會接收到各式各樣刺激大家思考的題目，過程中裁判

也特別重視團隊合作的績效，此外，測試中的VR虛擬實境找題目，以

及賽後的最新電動車試乘環節，都讓他感受到Audi朝向未來科技進化

的成長步伐。而在歷經與各國精英隊伍的交流競技後，第8次參加Audi 

Twin Cup總決賽的台灣代表隊，不僅取得比往年更優異的成績，除了

技術類成績在亞洲區隊伍中排名第一，服務類項目也取得亞洲區隊伍

第二的好成績。再次藉由Audi Twin Cup競賽汲取最新專業養份的台灣

Audi，也將繼續技術與服務的優化升級，以提供最值得信賴的售後服

務系統，讓所有Audi使用者持續享有與全球接軌的高品質服務支援。

The All New A6/A7/A8

台灣奧迪於8月底正式發表 Audi 全新創世代豪華陣

線：包含 The new Audi A8 全車系，以及The new 

Audi A7 Sportback, The new Audi A6；不僅展現 

Audi Prologue 概念車的設計，更完美詮釋出品牌「

創新」的DNA。

歷經逾20年共四代經典蛻變，The new Audi A8 科技

旗艦集結四環品牌尖端科技之結晶，繼承先前Audi 

Prologue概念車的設計語彙，以挺直的車頭和極寬的

單體式盾型水箱護罩為視覺主軸，搭配平順動感的車

頂弧線，以及透露著quattro基因的輪拱肌理線條，

其優雅兼具霸氣的車身流線外型，勾勒出四環豪華旗

艦房車細緻、優雅、富有運動感的輪廓。Audi 設計

團隊賦予The new Audi A8更簡潔、銳利的外觀設

計，同時更象徵著四環品牌嶄新設計世代的開端。

身為四環品牌創世代豪華陣線一員，The new Audi 

A7 Sportback以迷人的四門Coupé車型，展現Audi全

新設計語彙下最動感且優雅的一面。融合四環品牌最

先進的造車工藝與超越同級的新世代動力科技，打造

豐富的個性化與美型Coupé轎跑，The new Audi A7 

Sportback，以「創心 者」始於自由心動的產品定

位，為豪華房車注入一股悠然的科技美學風潮！另

外，源自於Audi 100車系經典設計，並且完美承襲

Audi Prologue概念車嶄新的設計語彙，The new 

Audi A6 兼具動感與優雅特質的運動化車身線條，搭

配先進造車工藝與超越同級的新世代動力科技，成為

商務級房車的首選車款。

此外，台灣奧迪針對2019提出三個具體行動方案，

包含「顧客導向」、「售後服務品質」、「台灣市場

產品策略」。更與德國總部再度研議產品規格與價格

策略，未來的18個月將引入更多令人振奮的新產品進

到台灣市場！

台灣奧迪正式發表 Audi New Premium 創世代豪華陣線！ 2019 Audi Twin Cup亞洲區技術類第一

Audi Twin Cup 
World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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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8日起至2020年1月5日止，眾多Audi車款將

於2020世界新車大展與您見面，展出的車型為全系列Audi

新車款，如Q2、Q5、Q7、A5 Sportback、A6 Sedan、A6 

Avant、A7、A8、A3、A4等；另外，即將在2020年在臺

上市發表的A1、Q3、Q8和e-tron，車主可以搶先在年底車

展目睹實車本人。

其中又以Audi e-tron最受矚目，Audi e-tron是四環品牌首

款純電動的量產車款，代表Audi首次涉足此領域的表

現，Audi e-tron具備卓越的電池續航力，充足的車室空間，

以及前瞻性的車用科技，不僅展現了Audi 在研發電動車產

品上的優異競爭力與創新思惟，更是一輛符合現今大眾日

常用車需求的SUV車，落實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此外，

車展攤位上也會有Audi精品販售，將提供眾多優惠，誠摯

邀您蒞臨、賞車。

Audi 2020世界新車大展，Audi e-tron搶先亮相

Taipei 
Auto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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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Sport 車隊再度寫下光榮歷史性一刻

本賽季Formula E 圓滿落幕，自本賽季開始透過全新的賽制，也使參

賽的11家隊伍競爭更為激烈，最終在橫跨5大洲、13場群雄激戰之後，

今年Audi Sport 車隊憑藉著全新Audi e-tron FE05 戰駒，勇奪本季車

隊總排名亞軍殊榮，同時擔當重責大任的Audi e-tron FE05強悍戰駒更

於本賽季大放異彩，成功與車廠及車手們囊括了10面獎牌及寫下8場最

速單圈紀錄，成為本季最強戰將！

而當家車手Lucas di Grassi憑藉策略性攻勢，綜合13場戰役，也為個

人Formula E參賽生涯中再添新獎盃，奪得車手總排名季軍；Audi Sport 

車隊在車廠與車手排名皆創造良好佳績，為本賽季畫下光榮句點！

Formule E 全新Season 6 敬請期待！

2018 /2019

Formula E

Audi攜手科技大廠 以前瞻科技改造人類未來

Audi不斷以創新科技引領未來，攜手微

軟（Microsoft）為地球環境保育盡一份

心力。由 Audi環境基金會（Audi Envi-

ronmental Foundation）支持的we4bee

蜜蜂研究專案已被納入微軟的人工智慧

計畫AI for Earth。長久以來，Audi持續

以創新科技改寫人類未來，不僅與人工

智慧晶片大廠NVIDIA 在車用科技上展

開超過十年的長期合作，打造包括Audi MMI、搭載於Audi e-tron上的

新一代Audi Virtual Cockpit 全數位虛擬座艙、內建車載娛樂圖資以及

HMI （人機互動介面）。另一方面，Audi在環境保育方面也攜手微軟，

以AI科技推動環境保護。透過與NVIDIA及微軟的技術合作，Audi 不僅

為自動駕駛與數位創新發展帶來更進一步的躍進，也運用創新科技實現

四環品牌永續發展的願景。

Audi X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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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Taiwan在今年2019屆滿10年之際，一展全新

的售後服務策略，明確的照顧多年來長期陪伴成長

的車主，特別舉辦「10週年健檢服務」，藉以回饋

客戶長期對Audi品牌的信任，也同時讓車主從中深

入了解與Audi車款價格同樣高貴的服務品質，和值

得擁有的高價值性售服至上之層面。

售後服務至上的高規格價值

本次Audi Taiwan 10週年健檢幸運抽中二獎牡丹灣

Villa二天一夜住宿券的陳妤貞小姐，特邀於高雄展

示中心接受售後服務處長Frank Lohwasser頒獎，

即表示「很少有中獎機運的我，滿意外的覺得開

心！開Audi車子已十幾年來，最早從A4，換到現

在的A5，性能都很良好，讓我控制自如，在速度快

慢切換中得宜又順手，駕乘車的各項舒適度，也始

Audi Taiwan 10週年為感謝廣大車主的
愛戴與支持，於今年銷售服務大幅突破

下，上半年提供感恩回饋的全車系免費

健檢活動；並加碼推出滿額消費抽獎，

總計全台有13位車主幸運獲得大獎，在
接受Audi售後服務處長Frank Lohwas-
ser贈獎的愉悅心情中，同步展望未來。

THANK EACH TO
ACCOMPANY IN SIDE
感恩有你 

文字／Petit Chen  攝影／Angus Lo

終擁有水準以上的穩定優益。」自從開了Audi車

款，還常被朋友讚稱外型設計很時尚美，讓陳妤貞

自傲的笑說：「我本來就非常喜歡Audi品牌，因為

它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豪華好車的代表，正如我

想展現給別人的感覺一樣，很出色，又不那麼通俗

普遍，具有高雅的獨特感。」直言一路見證Audi 

Taiwan十年有成的她，更透露「一直以來我都在高

雄展示中心接受服務，不論是銷售或是維修保養、

零件來源上，都具有與德國原廠接軌的極佳表現，

加上服務人員的互動態度，更是無微不至的貼心至

任何小細節，給予全方位呵護，加上售服收費實

惠，讓我這10年來，完全信任安心Audi。尤其是一

直受鄧昭揚服務經理的關照，甚至是遇上危機狀況

時，他總是可以妥善處理，更增添彼此的可靠度，

深覺感動。真的在這麼多年裡，每次都可感受到

Audi Taiwan好還要更好的進步。」

與德國原廠同步的技術水準

去年加入售後服務團隊，接任處長一職的Frank 

Lohwasser在Audi於台灣直營經營驅於穩定的第10

個年頭，強調著重售後服務的改變，坦言「車主是

Audi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在今年會更仔細傾聽他們

的心聲和重視反映的內容，審慎應對問題和需求，

是今後的售服核心和溝通交流重點，加深建立與客

戶間的信任關係。」

Audi以連結德國原廠的先進科技和專業技術為所有

車主的愛車把關，為將最新的觀念和產品資源盡速

導入台灣市場，提供Audi車迷的購車新選擇。並且

Frank Lohwasser特別宣布在2019下半年度將邁入

重大的啟程，引進多款新車，包含A6、A7、A8上

市，一直延續到明年2020都會不斷有更多新系列車

款。同時隨著現在汽車技藝的進步，服務品質也相

對會持續提升，滿足車主對於車況各項作業的了解

和修復狀態，是Audi Taiwan現今非常積極在推動的

面向。」

同時在符合車主期待下，在近年一直致力推動服務

價格和服務品質的透明化，不管車主在台灣的任何

一處Audi Taiwan的展示中心和原廠保養廠，獲得

的服務對待皆一致，收費和品質同樣也是一致性，

達成Audi Top Service目標關鍵。如此，在高科技

能量範籌上，讓車主多重地一擁Audi品牌價值和尊

榮優質的服務感受，與世界各國Audi同步調的精品

規格配備。Frank Lohwasser談到：「7月中，Au-

di Taiwan才去參加Audi Twin Cup年度全球售後服

務競賽，與29個國家、2,402支隊伍比賽競爭資格

賽，最終，Audi Taiwan代表隊在技術能力部分獲

得第7名好成績。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Audi最新

的車款已在歐洲各國上市，但台灣還尚未引進這麼

多車系，因此針對賽程項目的新車系列考試內容，

雖然Audi Taiwan技術人員於參賽前從未接觸過考

場上的新款車子，不過仍舊以其專業訓練和認證的

技術一一應對解題，完成比賽，榮獲佳績，可見

Audi Taiwan具有值得信賴的頂級服務。所以，相

信Audi Taiwan一直在做軟實力的培養下，全台經

銷商都有足夠的能力做好售後服務。」未來，Audi 

Taiwan也將持續提供高質感服務給全台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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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最重要流行的關鍵元素

「格紋」，是每年衣櫃必備

的單品要件。今年就以特別

巧妙的拼接線條復古套裝來

增添穿搭的趣味變化，在優

雅含蓄中一展特立獨行的自

我風格，占據街頭時尚目光。

OUTFIT BASICS
IN FALL & WINTER

經典格紋

豐富聚焦的動物圖紋，一向也是秋冬不可少的流行擔當。從狂野性感的外放，或時髦

點綴在配件裡，都讓整體造型加分，典雅又狂野的百變出各種鮮明摩登的現代風頭。

ANIMAL 
PRINTS ARE ON

摩登動物紋

01 Dior蘇格蘭格紋時裝

Dior創意總監Maria Grazia 

Chiuri以50年代英國次文化

的泰迪男孩與泰迪女孩為靈

感，將富有英倫印象的經典

格紋與Toile de Jouy 法式印花

棉布圖騰及豹紋相揉合，及

由英國製帽大師S t e p h e n 

Jones打造可翻轉佩戴的雨滴

女帽，玩味抽象與曲線，展

現優雅與反叛共存、大膽而

無所畏懼的Dior風範。
01

02

02 Salvatore Ferragamo Boxyz

 格紋粗花呢拼接牛皮包

Salvatore Ferragamo融入時代新思

潮，在女性配件包款上，以雅緻的咖

啡、黑、橘紅線條小格紋粗花呢布拼

接上柔軟的牛皮材質，傳達出一種渾

然天成，未經雕琢的奢華感，畫龍點

晴地呈現出不凡的個性和獨特的品

味。

03 Chloé中性土褐色系格紋裝

秉持冒險精神的Chloé，於品牌經典的

中性色系混搭土褐色系，注入豪邁情懷

的馬術元素；在解構的線條紋路上，營

造硬挺與軟柔衣物的對比，斗篷式外套

的飄逸外揚，搭配合身剪裁的格紋短

褲，堆疊出隨性自在，並在剛毅性格裡

增添柔美氣質。

04 Louis Vuitton千鳥格紋西裝

Louis Vuitton的全新西裝輪廓，在

服裝結構與造型技術上，將兩件外

套搭配改良版的寬鬆長褲套裝，以

多層糅合的穿裝，重新詮釋Check-

netics格紋控制的適切混合性，在無

限延伸的圖樣，進而演變成另種都

市視覺的雅痞幻象。

03

04

04 Celine Claude

 棕褐色蟒蛇皮過膝長靴

本季秋冬大量使用溫暖大地色系

的Celine，加入70年代色彩，將

英倫的涉獵風格及復古壁紙、動

物圖樣等印花以嶄新面貌廣泛運

用於鞋款上，打造出足以令人擁

有高挑身型的棕褐色蟒蛇皮過膝

長靴，輕鬆襯托完美比例的百搭

性，充分顯現迷人風情。

01 Bottega Veneta

 豹紋洋裝式風衣外套

Bottega Veneta的2019年秋冬系列，

為向自由與感性致敬，在低調簡約的

工藝核心特質中，將豹紋印花以滿版

方式設計於外套，狂野賦予全新的自

信風采，質感中不失層次細節之美，

流露出別樣的氣勢張力，時髦感讓人

難以忽視。

02 Moncler Richard Quinn

 極致印花

不斷精進的Moncler，迸發多文化的

能量，超越季節和年齡，承襲獨特傳

統與價值，迎來英國新銳設計師Rich-

ard Quinn。加注他熱愛大膽顏色和奇

特圖騰的豐饒感，融合50、60年代的

優雅時裝風格，創造出乎意料的斑馬

圖紋外套及襯墊長筒靴組成的奪目混

搭，給活潑有新意的女性。

03 Dior半透明豹紋圖騰科技布料高筒休閒鞋

掀起新風貌革命時代的Dior男裝創意總監Kim Jones，一系

列神韻源自Dior典藏的動物紋路和科技感調性等風尚，將

鍾情的花豹紋和虎紋等蹤跡見於針織、皮草和鞋面設計，

把女性柔美演化至男性陽剛的意念於男裝配件領域，尊貴

氣派的改寫這一代潮流步調。

04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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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CONNECT

汽車科技發展到今日，個人化的遠端、

多媒體服務，已經當普遍；然而當大多

數品牌還在追求「量」方面的功能多樣

性，Audi已經早先一步將焦點提升到「
質」的層次，除了已經具備齊全功能，

更致力於堆砌質感表現。

THE VISION OF AUDI CONNECT

文
字
／

R
te

st
a

 C
h

e
n

   
攝
影
／

A
u

d
i

恰到好處的體貼 

全新世代Audi Connect以體貼使用者的心情，細

膩雕琢運作細節，以「適度關切」卻又不至於「

過度打擾」的表現，讓車主無需面對過多不必要

的資訊與聲響、對話方塊，能夠以最自在輕鬆的

心情，享受每趟愜意旅程。現在，透過同時支援

Android與Apple iOS行動電話的myAudi app或網

頁版https://my.audi.com/註冊，立即體驗最佳的車

用多媒體服務。

Smartphone Interface 智慧型行動電話介面

有別於傳統介面強調「以電話控制車輛」的思

維，Audi則大膽地提出「以車輛控制電話」的想

法；這是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仍會比較慣於使用

行動電話內的檔案、應用程式。透過Audi Connect

與MMI介面，可以讓駕駛藉由按鍵、方向盤或甚

至語音，操作行動電話的所有功能，無論是電話、

訊息或是導航，都可以最熟悉的方式使用。

Vehicle Maintenance 車況與維修監理

主動車況監理功能，能在駕駛許可的前提下，將車

輛的行駛里程、機件運作情形，傳送給原廠技術中

心，搭配預約回廠服務功能，可讓工作人員做出精

準服務需求分析，並提早準備，以精簡服務流程，

節省車主寶貴時間。

Vehicle Security 防盜保全 無可妥協

Audi Connect能隨時感知車輛位置與行駛狀況，並

讓車主遠端控制門鎖、防盜系統的啟閉。更進一

步，當車輛在交由其他人行駛時，也能夠透過手機

app察知所在位置，且設定速限、行駛範圍，無論

是讓家中其他成員使用，或是接受服務人員代泊服

務時，都相當實用。

Vehicle Assistance

全時關注 個人助理

好似個人助理般，Audi Connect 也有強勢的緊急服

務：當車輛偵測到嚴重事故時，就會主動聯絡救援

與警察機關，以增加救援效率；除此之外，它也提

供了道路救援、事故協助的服務，就算僅是輕微不

方便，也可得到最佳照料。

無論僅是輕旅行，或是壯闊冒險，Audi Connect都

以同樣的嚴謹，讓每趟移動都是完美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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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PEOPLE TO AUDI PEOPLE

美術設計背景的廖偉民，現為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設計系專任教授，專長於

圖形符號設計、訊息視覺

化設計、活動視覺整合設

計和平面視覺設計等領

域，也曾擔任汽機車色彩

計劃與平面視覺設計師。

在生活上有極度敏銳的美學觀察，認

為設計體驗是日常裡人與產品溝通的

重要橋梁，所以平常總會關注各種車

子的整體設計。他說：「尤其是開車

時，前方車尾造型往往是後方車子駕

駛第一眼會看到的視覺印象，也因而

是汽車設計裡最重要的一環。」廖偉

民在這幾年注意到Audi車款的簡潔，

李宜展8年前買下了

競品四門跑車，開在

路上總是吸引不少人

的目光。不過，卻在

某日大雨天，開上高

速公路時，因行駛在積水路面上，造

成車身打滑、失控撞上護欄的事故。

後來在那段車子維修期間，經朋友介

紹下，看了A u d i車款，即購入A 4 

Avant quattro。實際開上路後，讓他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駕駛體驗，笑說：

「果不其然，Audi的quattro真如傳

聞，具有極佳操控穩定性，不論是開

在山路裡，或是溼滑地面上，都有很

好的穩定性，很符合我工作需常常東

奔西跑的訴求。」從此，讓他對Audi

深具信心。

雖身為醫美診所執行長，但本身個性

不喜高調的李宜展，更因為Audi車系

在舉手投足間都具美感，直說「沉穩

的低調特質，也是讓我喜愛的原因之

一。Audi汽車的設計領域，可說是位

居領導地位的高檔次。」後來，因為

職務所需，要常巡視各個診所，往返

台灣南北各地，即更換Q3 TDI quat-

和高質感線條的舖陳佈

局，擁有恆久耐看的經典

價值，「正符合德國工業

設計大師Dieter Rams提出

的好設計十大準則：創新、

實用、美觀、簡單、易懂、

細節周到、安靜、歷久彌

新、誠實、對環境友善。」

說著Audi的設計和形象，而

在去年入手了十分可愛的

Audi Q2 35TFSI Luxury Premium。

感受到Audi以消費者的角度出發，為

車主量身訂做專屬提案的廖偉民教

授，在親身舒適駕乘Q2後，很滿意地

表示：「不只外觀或內裝都有設計性

亮點，以MQB模組化平臺打造下，載

搭僅1.4升TFS引擎，卻能隨心操控自

在的切換速度。還有自動手剎車、啟

閉功能等我很喜歡的高階車輔助系統

設定。另外，像是全車系提供6具SRS

安全氣囊，及頂級的音響配備，一切

都滿足視覺和聽覺的享受，讓人安心

在每段行車時光。」毫不諱言，在有

限空間中創造最大可能的打造各項駕

駛與乘客所需要件，更令他覺得窩心

的是「Audi Taiwan服務的盡善盡美，

從初次賞車到牽車，及過程中的保

養，甚至是曾發生車子被人擦撞的意

外狀況，台奧北區的陳世墉經理無不

全程陪伴處理，完全細心又讓人放心

的售服態度和精神，在成為Audi車主

才短短約一年時間，就已經有如朋友

般的相處情誼，很是可貴！」

tro，成為平常代步的交通工具。「開

了Q3近5年時間，它具備很好的省油

經濟性、耐用性，很捨不得換掉。」

只是，始終在心裡總還有個跑車夢的

李宜展，2017年有一天去土城Audi展

示中心保養車子時，在等待之餘的機

緣下，「看到R8靜靜的在展示空間

內，將我的目光深深吸引住。」即刻

向業務了解，「得知這台R8是中古

車，但經由其耐心詳細的介紹車款特

色和配備、分析價格優勢，以及還有

著原廠保固、110項檢查。而讓我覺得

在原廠中古車部門購車，是有別於外

面的車商，不僅令人安心，也很有品

牌信譽保證。」最後決定購入R8成為

現在座駕。李宜展細數

說：「接連擁有過3台

A u d i，每一部都性能

有、速度夠之外，重點

是沒有像其他我曾有過

的競品高檔車常三不五

時發生的小毛病，不會

有多餘維修花費外，在

原廠保養的價格也很合

理實惠。」

他不僅於樂在研究各種品牌車款、也

實際駕駛過多部車系經驗下，大力讚

揚「Audi車款的妥善率真的很高，可

見工藝技術之優越。加上桃園Audi展

示中心每位服務人員的服務也都極

好，到現在彼此建立有一定的感情。

在我忙碌之餘，都可以放心把車子交

由他們處理保養到好。」李宜展與許

多喜愛自駕的年輕精英份子一樣熱愛

Audi，期許Audi Taiwan未來一定會更

好，也期待日後德國原廠新車問世時，

能同步全球的速進來台，「希望之後能

一擁Q8、A7或S7的駕馭渴望。」

廖偉民
美學造車工藝的

先行者

李宜展
高科技性能與

低調好質感的駕馭品味

Audi Taiwan自2009年在台成立至今已10年，以頂級工藝與全新科技的品牌形象，
深受眾多專業人士的喜愛，樹立心中對Audi汽車的忠誠度。
4位車主特來現身，親自分享對Audi的鍾愛原因，一起再迎接下一個10年。
文字／Petit Chen  攝影／Angus Lo

SPEED OF LOVE
十年有感，在愛與夢想裡馳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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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PEOPLE TO AUDI PEOPLE

現於彰化縣經營牙醫

診所的林永恆，二十

幾年前還在台北醫院

大學就讀時，在一次機緣在世貿車展

初次見到Audi，就被其車體流線的設

計和精緻的內裝所吸引，在心中留下

美好的印象。畢業後，欲將身邊的二

手車汰換，便來到Audi台中展示中心

賞車並試駕A6。「當時一開上高速公

路，就感覺車子穩重沉靜的卓越性

能，相當順手舒適。」就在擁有了人

生第一台Audi後，相隔不到幾個月

後，太太也再次購入了A4，作為日常

代步之用。

「真的開久了會更愛Audi。」林永恆

笑說：「這兩款Audi車都是前驅車， 

一如既往的安定性表現，展現德國高

品質水準的紮實性能，讓我們21年來

忠誠相隨，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爾後，2005年他擁有了A8，

「整體感依舊保有Audi一貫的優雅，

洗鍊簡潔的氣質，和氣宇不凡的流暢

出眾車身輪廓，確實令人迷戀不已。

加上不管在任何狀況中，都能擁有操

控自如的駕馭感，不管多斜的路，只

要鬆開剎車，車子會直接固定住，不

會往後退，是我最滿意的車款。」

多年來研究過無數車款，相當了解

Audi各時代下的車種演進，「朋友都

知道我是Audi的忠實粉絲，而且我一

旦愛上了，除非找到更好的，否則無

法動搖我對Audi的熱衷。」林永恆讚

不絕口Audi不張揚的高雅感，「每一

細節處，從內到外都設計的獨到，猶

如雕刻出的工藝品，十分有味道，永

遠都不會有退流行的耐用度，如同德國

人造車的理念和細心，展現Audi精

神，在推薦給朋友時有一種榮耀感。」

林永恆看著Audi一點一

滴的進化成長，覺得最

難能可貴的是，始終如

一的貼心服務態度，例

如認識有10年的維修部

副總許景翔，從試乘、

牽車，到後續的關懷、

保養、維護等售後服務

都很盡心到家，有任何

問題，總是盡心處理，讓車主獲得滿

意的感受，是有目共睹的。」近期對

A6和Q8感興趣的他，盼望和Audi Tai-

wan一同前進，迎接下個10年。

 

林永恆
當年一見鍾情

多年來始終如一

本身相當熱愛車子的劉懷幃，常會關

注各品牌車款，尤其對雙門跑車特別

著迷，接續擁有過不同型態的車款，

也常去試車，直到2015年，他第一次

來到Audi台中展示中心接觸到TTS 

MK3。「那時和太太一起試車，就非

常享受這部車帶來的樂趣，讓我十分

驚喜的感受到何謂人車一體，尤其是

quattro性能和內裝的虛擬

座艙令我印象深刻；加上

Audi的科技工藝和設計美

學結合，蘊含許多德國人

的巧思細節和理念。」在

沒多加思索後，即作為那年送給自己

的聖誕禮物而下訂購買。

「在2016年年初交車當天，業務在車

內放了小花束，讓我和太太感到十分

窩心。」從小地方就可感受到Audi 

Taiwan服務人員無微不至的用心服

務，讓劉懷幃表示：「我很相信緣

份，所以一開始看車和銷售經理謝昆

傑接觸，在被他的真誠熱情、敬業體

貼打動下，到現在不論是我的家人或

是朋友買車皆會放心交給他，而這就

是人與人之間很重要的『信賴』，就像

我開Audi的車一樣。」體驗過、感受

過，用堅定的語氣表示「聰明、有品味

的就懂，真的開過後，就會知道Audi的

好。」笑說自己從心到血液都是Audi基

因的劉懷幃，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忠

實鐵粉，更打趣地說，Audi的Logo像

是錢幣，正如台灣俗語說的「錢咬

錢」有招財的幸運，他說自己也在擁

有Audi車後，人生的路都更順遂。

逢人就宣揚Audi有多好的劉懷幃，不

斷推薦身邊的親友購入Audi，像是岳

母買Q3、乾媽買Q5，朋友和學生也相

繼購入A1、A7、A3等，數量超過10

台以上，自己也在前幾年女兒出生

時，再入手了中大型房車首選的A4 

Avant 40TFSI，「不僅符合家庭需

求，後車廂空間充足也

好載，車況操控各方面

都很順手、舒服，即便

開山路，底盤紮實又隱

定，過彎、側傾等等都

非常優異。」他進一步

表示：「Audi車有操控

的樂趣，不論是天候因

素，都能游刃有餘的駕

馭，兼顧家庭坐車的安

全性，且有品味的調性特質，更為自

己的人生加值。」在成為Audi車主的

這四年間，劉懷幃看見Audi Taiwan的

持續進步，針對台灣市場有其設定和

服務，將車主照顧的很好，讓車主擁

有的信任和安全感。」如同品牌大使

般展現對Audi百分之百的愛，希望有

朝一日能達到終極目標，駕馭R8。同

時也期望Audi每年新的車款能早日引

進來台，讓這些愛不釋手的車主，能

與世界並駕齊驅享有新車的快意。

劉懷幃
Audi忠實鐵粉

推薦身邊親友入手



若進步代表向前，2019 Audi A6於2018

年3月在日內瓦國際車展亮相時，就象

徵這輛尊榮房車技術創新大幅躍進。

第八代房車根源可追溯至70和80年代

的Audi 100和Audi 5000，但不只是稍

做修飾或翻新，一如先前發表的A8和

A7，2019 Audi A6內外均採納新設計方

針，處理能力也大幅升級，協助管控更

全面的駕駛輔助及網路系統。

外部

從其他Audi車款中，可見到最新A6設

計方向的端倪，首席設計師馬克．利特

（Marc Lichte）及其團隊曾表示，許

多設計元素源於2014年洛杉磯車展初

次露面的Audi Prologue概念車，2019 

Audi A6也和A7及A8一樣，採用較前

代更寬、更立體的單體式盾型水箱護

罩，以搭配較低的引擎蓋線條，稜線和

角度更俐落。從側邊看來，車頂半月形

弧線和窗框延續自前代A6經典設計，

其他區塊則注入嶄新元素，尤其降低

中間區塊的高度，花費心思達到上下

比例均衡，並以細緻線條呼應門把。

設計團隊也自初代Quattro房車尋求靈

感，因此輪圈放射狀線條近似Quattro

房車車側肩線，整體造型也更寬闊、

更自信，更適合跑房車，在運動和優

雅之間達到理想均衡。

照明在裝潢與功能方面都扮演重要

角色，前頭燈以創意方式提供日間照

2019 Audi A6: 掀起性能房車革命

明，方向感也充滿動感，提醒其他用

路人注意；車尾燈造型特殊，也加入

動感設計。

2019 Audi A6秉持品牌以鋁質減輕重量

的傳統，車體結構運用多種鋁材及鋼

材，發揮在重量及強度的特質，因此

隨時注意路況，駕駛時不可分心，詳情和重要限制請見車主手冊。

文字／Peter Wu  攝影／Audi AG  譯寫／錢佳緯

智慧設計之奢

底盤更加堅固，在性能方面也扮演重

要角色，特定懸吊零件選用鋁材，改

善駕駛與操控體驗，引擎蓋、車身、車

門、擋泥板亦使用輕量金屬製成。

內部

2019 Audi A6與前代差異最大之處或許

在於內裝，內部設計專家在改善使用

者介面時，從今日大眾已習慣的平板

和智慧型手機等裝置中，找到適合的

架構與解決方案，在中控板別緻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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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

2019 Audi A6使用2.0 TFSI渦輪增壓引

擎，可爆發最高245匹馬力和370 Nm扭

力及七段S tronic® 雙離合器變速箱，在

高速公路上駕駛更輕鬆，加速換檔也

更快。Audi drive select可程式車身動態

系統共有四種預設模式，包括舒適、自

動、動力及節能，第五種供車主自行設

定，創造符合個人偏好的舒適、操控、

動力引擎效果。 

quattro® 四輪驅動為2019 Audi A6 Avant 

45 TFSI 標配，系統隨時監控週遭環境、

駕駛情況、駕駛操作，是主動、多變的

全輪驅動系統，能預測駕駛需求和路

況障礙。

第八代房車

不僅僅是稍做

修飾或翻新。

面下，內建名為MMI® 

touch response 觸控回

饋操作介面的資訊娛樂

系統。

這套系統內含兩片觸

控式螢幕，以指尖點選、左右翻動、

上下滾動即可更改設定，和平常使用

平板或智慧型手機無異；在選擇後，

使用者會感受到觸覺回饋，並聽見語

音確認。各系統標誌均為高解析度圖

像，並可以用戶偏好自行排列，下螢

幕可調整空調功能，上螢幕則管理A6

內部諸多資訊娛樂功能，如導航、通

話、廣播、簡訊等。

Audi一向以舒適內裝著稱，2019 Audi 

A6將駕駛體驗的奢華與優雅提升至新

層次，為乘客舒適感設計18種前座選

項，具備溫熱、散熱、按摩等功能，

更有多種皮質色彩，以及多種天然木

材風格表面。最新A6內部更加寬敞，

進階空氣聲學設計能比前代阻絕更多

噪音。

車主將會發現2019 A6更具智慧，結合

多項鏡頭、雷達、聲納感測器、超快中

央處理電腦，提供更多創新駕駛輔助

功能，感測器和鏡頭可協助駕駛更注

意周遭環境，減輕在車陣中開車的壓

力；Audi ACC主動式定速巡航系統在

開啟巡航管控時，能維持預設車距；

路口輔助系統在通過交叉路口時，能

偵測前方車輛，並以視覺和聽覺途徑

提醒駕駛。

2019 Audi A6 順應今日行動力需求而生，

善用強大處理器，協助駕駛提升體驗，

科技透過網路連結雲端，創造駕駛和

乘客親身體驗的優越設計典範，市場

上之所以對2019 Audi A6期待甚殷，是

因為Audi設計師和工程師均追求最高

標準。

 

1.隨時注意路況，駕駛時不可分心。   2.使用駕駛輔助功能仍需專心開車，詳情和重要限制請見車主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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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奧迪保留對車輛暨配備功能

改善及設計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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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款式

再造傑作比創造傑作更難，由於Audi 

A7 Sportback初上市後大獲好評，Audi

設計總監馬克．利特（Marc Lichte）和

團隊自然得思考，新版Audi A7 Sport-

back要改變多少？他們反覆自問，是否

「有勇氣做出重大變化」？

上一代Audi A7 Sportback榮獲眾多設計

獎項，如2011年澳洲國際設計獎、2012

年ICOTY獎年度國際車款，利特及團

隊不久後就開始思考，也明白若打安

全牌，不要大幅改變原版設計，自然

有利有弊。

以PROLOGUE為起點

設計師以挑戰想像力極限為職志，

利特認為勢必要改變，新型Audi A7 

Sportback必須保留一眼可辨的特色，

更要擁有獨樹一格的設計元素，A7一

如最新款Audi A8，均自2014年洛杉磯

車展發表的Audi Prologue概念車汲取

靈感。

最新Audi A7 Sportback仿效Audi Pro-

logue的設計，將單體式盾型水箱護罩

位置拉低並加寬，頭燈造型也是原自

Prologue的設計元素；斜降式引擊蓋與

隆起稜線從概念車延續至上市車，而

前後葉子板上俐落的quattro肩線，則

讓人聯想到原版Quattro sports coupe。

從左至右連貫尾燈就像單體式盾型水

箱護罩一樣，特別重視寬度。

最新Audi A7 Sportback持續引領照明創

新，頭燈內的日間照明採用獨特的12

條LED燈，當駕駛走近車頭，LED燈

光會以來回掃描的方式亮起，在上車

之前增添戲劇效果；尾燈的方向燈亮

起時，也有同樣效果。

前後兩代設計在側邊較為相似，優雅

起伏的車頂線條順暢延伸至後車廂，

所有線條在車尾收束如帆船。設計團

隊降低車身線條，讓引擎蓋設計更加2019 Audi A7 Sport-
back 以創意為先，
延續獲獎成功經驗。

為展現運動美學，車尾燈共有 13條 LED光源，

在解鎖或上鎖時會依序亮起。

頭燈內的 12條 LED燈兼具日間照明與方向燈功能，駕駛打方向燈時，

LED白光轉黃並同時向外轉。

現代藝術之作

文字／Peter Wu  攝影／Audi AG  譯寫／錢佳緯

TO AUDI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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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後繼者必須在

設計上進步。」就此而

言，的確跨出了正確的

一步。

左：內部安裝上下兩片觸控面板，可處理

空調與資訊娛樂功能。中：用戶操作觸控

式螢幕，能感受到觸覺回饋。

內裝設計專家選用最佳材質，滿足懂得鑑賞

Audi A7 Sportback的車主。

有力，車門周圍也精心塑造，創造與

眾不同的腰身。

整體而言，車身輪廓更具運動感，

且設計元素令人目不暇給，角度更精

準、線條更俐落，六角形、梯形等幾

何圖形也隨處可見。

在全新設計的內裝，也能見到這些幾

何圖形的蹤跡，設計師以兩片觸控式

面板取代多數按鈕和旋鈕，可調整空

調和選擇資訊娛樂，操作方式與平板

或智慧型手機無異，且Audi內裝設計

師加入觸覺回饋，方便用戶確認設定

已改變。車輛熄火後，觸控式螢幕隱

身在儀表板的黑色鋼琴霧面面板後，

展現極簡美學；車門開啟時，系統標

誌會亮起。

以合成為終點

Audi A7 Sportback使用2.0 TFSI® 增壓

引擎，搭配七段速雙離合自動變速

箱，quattro®技術將成為新版A7 Sport-

back標配，再加上12V輕型複合動力

系統，做為皮帶驅動啟動馬達的電

源，透過再生式煞車回收能源。

車主另可選配電子可調式阻尼懸吊，

懸吊的駕駛高度降低20釐米，讓重心

更低。

第二代Audi A7 Sportback採取創新與

特殊設計，昂首邁向新時代，且依舊

與眾不同，將多種車款元素合而為

一，在車壇自成一格，有掀背式車門

的房車，亦有舒適座椅的跑車，既有

優越行車性能，也有豐富內裝及人體

工學體驗。

利特表示「我們在新款A7上邁出了一

大步。」就此而言，的確跨出了正確

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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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soon be a matter of course.

Clever minds open the  
way for creative freedom.

與人工智能溝通即將成為人類重要議題

聰慧的心智開啟了創作的自由

轉變創造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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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ER REACHING  
FOR THE MOON

Sam Reynolds是全球頂尖的山地車手之一，同時也是為頂尖車手設計障
礙賽道的設計師。在Audi九騎士山地賽中，他讓想像力盡情釋放奔馳。
文字／Stephan Gnir   譯寫／陳芝余

奔向月亮的騎士

Sam Reynolds從峭壁上以幾乎

要摔斷脖子的速度呼嘯而下，

在坡道上揚起一陣塵土，接著

他準備跳躍。在峽谷的至高

處，他把

雙 腳 往 身 後 延

伸，唯一與山地

車相連的部分是

抓 著 龍 頭 的 雙

手。Sam Reyn-

o ld s以超人姿態

筆直地飛下22公

尺的陡坡，並安

全 降 落 峽 谷 彼

端。這一跳發生

在2015年美國猶

他州的紅牛山地

車跳躍賽，這位超級英雄用山地車縱

身跳躍峽谷的照片迅速在網路上傳播

開來，從此讓Sam Reynolds成為世界

級知名選手。直到今天，出生於英格

蘭西薩克斯的Sam Reynolds仍然被問

起這件事，但他不認為現在是懷舊的

好時機。「這一跳確實是我職

涯的高峰。」現年27歲的他說

道，「但我仍然追求獨特的新

技巧。」Sam Reynolds成為職

業山地車手已經9年，這段期

間他已包辦無數國際獎項，並且將山

地車的極限推往難以想像的所在。但

騎乘山地車並不是他唯一的興趣，他

還會設計山地車賽道，對於這兩件事

他有同樣的要求：進步。因此，Sam 

Reynolds獲得為全世界最頂尖的山地

車賽事「Audi九騎士山脈賽」（Audi 

Nines MTB） 設計賽道的機會。這項

賽事出現於2008年，最初以名為「九

騎士」的自由滑雪競賽登場；到了

2011年，驚心動魄的山地車賽被列為

夏季賽事。一開始這項比賽在阿爾卑

斯山區內的不定點舉行，2 0 1 8年9

月，Audi九騎士山脈賽將比賽場地移

往Hunsrück-Hochwald地區，剛好位

於德國中心區域，地處萊茵蘭—伐爾

茲與薩爾兩邦的交界。

Hunsrück-Hochwald

將成為活躍的自行車

賽事場域。賽道、跳

躍土台、狹窄陡坡，

還有許多其他障礙物

正在 Idarkopf興建，

此處原本是滑雪度假

村。於 2019年開幕

後，Idarkopf將會成

為全德國最大的自行

車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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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鳥一樣自由：就是這個「單手抓座椅的超人」技術，讓 Sam Reynolds成為全球偶像。

他熱愛享受山地車帶給他的自由。



層疊的賽道：距離新的 Idarkopf自行車公園不遠處，Sam Reynolds和團隊發現讓人印象深刻的完美場域，

在照片的右側，Reynolds正在展示著「no-foot can-can」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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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一跳：Sam Reynolds在 Audi九騎士賽事中總是讓想像力狂放奔馳。

這場活動的標語是「送他去月球！」比賽的障礙物從穿著太空人到衛星碟盤，可說是應有盡有。

2018 年度 Audi 九

騎士山脈賽的精彩

開 幕 畫 面：Dawid 

Godziek 是全世界

第一個成功做到「連

續四甩尾」的山地車

選手。想要完美展現

這項技巧，騎士要在

半空中用龍頭連續四

次旋轉腳踏車軸心，

難度技術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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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九騎士冬季賽

事為自由滑雪與雪

板競賽，於 4月 22

至 27日舉辦於奧地

利索爾登。眾人在

這場創新的冬季盛

會中看見驚心動魄

的雪地運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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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Idarkopf，德國最大的自行車

公園正日漸成形。在距離公園沒有很

遠的地方，Audi九騎士山脈賽的策劃

人發現一處適合建造賽道的絕佳場

地—靠近比爾肯費爾德村莊的廢棄採

石場，可以讓選手們充分發揮他們撼

動人心騎乘技術。「那裡看起來就像異

星地域，真的非常完美。」Sam Reyn-

olds對於那塊岩石崎嶇的荒蕪之地給予

高度評價。因為那幅光景完全符合比賽

標語精神所言：送他上月球！

在這次的「登月任務」中， 

Reynolds不只擔任賽道設計、

建造的角色，同時他也身負試

驗者的身份，尤其這位經驗老

道的專家永遠都願意身先士卒

挑戰任何新式跳躍。「在這個

星球上，沒有多少人能建造出

把人類拋往18或20公尺高的跳

躍台，Sam比這世界上任何人

都更有經驗。」Audi九騎士山脈賽的

策劃人Nico Zacek說，過去他曾是職

業自由滑雪選手，然而Zacek不僅僅仰

慕Reynolds的賽道

建造天份，他更是

欣賞Reynolds卓越

的 競 賽 技 術 。

「Sam在怪獸級山

地賽道上的表現真

的太精彩了，他騎

車時的肢體風格，

以及操控山地車的

技巧都無與倫比。

」這些讚賞是Sam Reynolds成功的關

鍵。在 2 0 1 8年，比賽經驗豐富的

Reynolds獲得Audi九騎士山脈賽「最

佳自由騎士」名號，而Audi九騎士山

脈賽其他自行車競賽與眾不同的地

方，在於這是一場「騎士為騎士創

造」的比賽。在一整個禮拜當中，多

項比賽在不同賽道間熱烈展開，攝影

師們用相機記錄山地車騎士們挑戰一

連串障礙的精彩畫面，不依靠任何外

部裁判給分。到了比賽尾聲，所有參

賽者根據錄影畫面挑選出各個競賽項

目的優勝者。「如果依照評審方式給

分排名，對我們這類運動反而很麻

煩，因為評審的分數參雜太多主觀意

見。」Reynolds解釋著，「但你無法

跟最佳騎士的意見爭論，他們知道哪

一段賽道特別困難，所以當他們喜歡

我的技術表現時，

這對我來說意義非

常重大。」

Reynolds自幼就開

始玩山地車，當朋

友秀給他這種自行

車與其只能騎去學

校上課，還能變換

出許多動作，「我

立刻就對它著迷。

」他回憶著，「它

讓我感覺到我最愛

的全然自由與獨立精神。」Reynolds

一開始以計時賽道比賽為主，但他很

快就轉往技術性質的競賽。他在國家

級比賽獲得初步成功後，於18歲那年

成為職業選手。一開始，他帶著一根

鏟子進入英國的森林裡，自己挖掘狹

坡跟賽道。接著在2014年，他在南非

自己舉辦的活動，並自行建造出人生

第一個巨型賽道「DarkFest」，「在

那個年代，我蓋出了山地車比賽有史

以來的最大跳台。」Reynolds說。從

2016年起，他與奧地利王牌選手Andi 

Brewi以及Clemens Kaudela攜手為

Audi九騎士山脈賽設計賽道。他們會

一起研討場地的特殊地形，並討論方

案。Reynolds說：「我從會推出我認

為最夢幻的賽道開始提案，然後Clem-

ens和Andi會決定哪些方案是可行的。

」最後，他們拿著電腦繪製的賽道3D

建造圖進入場地，然而當怪手與鏟子

加入工作後，一切又幾乎以無規則的

方式超展開。「有時候預計設置的障

礙物無法蓋成，因為現場有塊大圓石

杵在那裡。或者有時候我們會邊蓋邊

有新點子冒出來，所以總是視現場的

狀況隨時調整。」Reynolds說，「經

驗多寡和是否順利蓋好賽道有關。」



空中時間：在廢棄採石場裡，Sam Reynolds從一處坡道彈射進入空中。

像這樣的跳躍幫助這位英國選手在 Audi九騎士賽事中贏得「最佳自由式」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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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成名的表演：

在 2015 年 紅 牛

盃跳躍錦標賽中，

Sam Reynold展現

被暱稱為「超人」

的技巧，飛過 22公

尺高的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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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車架較小，

但威力強大的腳

踏車，專門表演

跳躍技巧。耐力：

為單一賽道設計

的全減震山地車。

自由騎 /速降車：

適合下坡與騎乘

於自行車公園的

強大山地車。

每一年，他們為Audi九騎士山脈賽設

計的賽道愈來愈龐大，也設置愈來愈

多的創意障礙物。「山地車賽的血脈

就是『演進』。」這位英國男子如是

說。「這是唯一持續點燃粉絲與騎士

熱情的方式。」持續進步是Sam Reyn-

olds為何在27歲依舊活躍的原因，他

承認順利演出新招式帶給他全

世界最棒的感受，至今仍驅策

自己不斷進步的理由，就是希

望一次又一次品嚐這種勝利的

快感。

Sam Reynolds認為Audi九騎

士山脈賽就是他的遊樂場。這

個團隊不斷改造跳台，好讓騎

士們可以持續嚐試新技巧。「這也是

為何其他賽事比起來，有最多世界第

一在Audi九騎士山脈賽發生。」Reyn-

olds說，「世界各地的粉絲等不及要看

最新的大賽精彩畫

面。」說到這兒，

這位英國選手提起

另一個關於Audi九

騎士山脈賽的特

點：活動策劃人從

社群媒體上廣為流

傳的影片中得到比

賽經費，而且非常

成功。由於全球有數以百萬計的粉絲

點擊影片，像是先前比賽中出現的木

製騎士城堡，以及這屆大賽裡的巨型

衛星碟盤之類的另類障礙物，強烈激

發出網友的觀賞興趣。「Audi九騎士

山脈賽確實是地球上最激進的自由式

山地車大賽。」Reynolds強調。他離

不開這個比賽的原因，除了需要持續

鍛煉專業技巧之外，還有對身心帶來

的超高劑量瘋狂感，「你需要它們保

持腎上腺素含量，並且把這項運動推

往極限。」身為一位職業山地車選

手，Sam Reynolds顯得格外耀眼的原

因不只是因為他持續把自己的地位推

往新高點，他還有絕佳的靈活性。現

今許多頂尖山地車騎士大多專精於一

種技術，但Sam Reynolds可是身懷多

種山地車操控技巧的能手，從尺寸

小、容易操控的跳躍型山地車，到騎

起來挑戰性十足，專為自由花式表演

打造的巨型全減震越

野車，都難不倒他。

「我曾經非常重視比

賽，但現在我只想盡

可能用不同類型的腳

踏車在影片中暢快表

演，我的贊助者也全

力支持我這麼做。」

然而，Sam Reyn-

olds將自己從競賽心

態中抽離，源於一次

嚴重意外。「2012

年在法國，我因為想要表演最酷的技

術，意外摔傷了脊椎，是我人生的轉

捩點，改變了我對事物的看法。」正

如所有極限運動選手一樣，在那次意

外發生前，Sam Reynolds覺得人生唯

一值得追求的就是最酷的技巧，然而

他並不了解自己正處於何種壓力之

下。從那場意外回歸賽場後，他還是

繼續挑戰自我，但他開始重視一些原

則，當他在2015年紅牛山地車跳躍賽

中表演傳奇性的「超人式跳躍」後，

過了一年，他開始拒絕出席流行性質

與公眾關注度高的比賽。理由是：沒

有安全網，他認為那類比賽危機性太

高。「這是我做過最困難的決定。」

Reynolds說，雖然他對現在自己的狀

態感到很開心。「這段時間我到處去

旅行，每到一個風光明媚的景點，我

就會跟一群超棒的人一起搞爆最狂的

賽道。」Nico Zacek也被這樣的Sam 

Reynolds深深感動著，「Sam是非常

彬彬有禮的人，同時也有超凡的專業

知識與技巧。此外，他總是想出新點

子。」Sam Reynolds再度在2019年

Audi九騎士山地自行車賽帶來了新創

意，讓眾人興奮不已。

 



WHY DOES  
AUDI BELIEVE 
 IN CHANGE?
Audi為何相信改變？





MILAN



“MILAN HAS  
EVERYTHING  
WE NEED. 
ESTABLISHED 

STRUCTURES,  
PROFESSIONALISM,  
RELIABILITY—BUT 
 ALSO SPACE  
 AND CREATIVE DIS-
COURSE. THIS  
MIXTURE MAKES IT  
 A FERTILE BREEDING 
GROUND FOR  
NEW BEGINNINGS.”

Milan, traditionally  
a center of finance,  
is reinventing itself  
as the epicenter of  
a burgeoning fashion, 
design and art scene. 
The Venturini twins, 
creative entrepreneurs 
with a big vision,  
guide us around a city 
that offers the infra-
structure perfect for 
evolving their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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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有我們需要的一切。

飽受肯定的架構、專業主義，可靠性，但也能夠提供空間和創意的論述。

這樣的組合讓這個城市為新創企業提供了成長所需的肥沃土壤。」

傳統上扮演金融中心角色的米蘭正在轉型成一個時尚、設計和藝術的發展重鎮。

Venturini雙胞胎姐妹是一對具有遠見卓識的創意企業家，
她們帶領我們認識了這個為她們的創意提供了完美發展環境的城市。



Camilla和 Giulia Venturini重新回到了她們成長的城市，為她們的時尚品牌打造穩固的基礎。她們對米蘭不

為人知的秘境景點如數家珍，而且非常興奮看到這個城市在她們不在的時候所出現的變化。費爾特里內利基金會

（Feltrinelli Foundation）的建築（上圖）於 2016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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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過去的幾個月當中，有一些已

經非常成功的新興時尚品牌都選擇在

米蘭開設營運據點。在東京、倫敦或

洛杉磯決定時尚潮流的關鍵人物都花

了很多時間待在米蘭。「最近我一直

在街上碰到我在紐約認識的朋友。」

Camilla說道。她提到她在這裡有一個

為紐約超級時尚街頭潮牌Supreme工作

的好友，但是兩人還是能夠定期碰面

喝杯小酒聊天。米蘭在時尚界的定位

就彷彿是矽谷在數位產業當中所扮演

的角色一樣：大型旗艦店的開幕活

動、上市派對和廣宣活動或許還沒有

像其他大都會城市那麼地密集，但是

只要你想在時尚界混出名堂，並且認

識業界重量級人士，那麼你就一定要

來到米蘭。如果不是住在這裡，至少

也要經常造訪。那麼要建立業界人脈

最理想的地點是哪裡呢？「要去Bar 

Basso。」這對雙胞胎姊妹幾乎異口同聲

地回答。「它在特定的圈子裡具有全球

性的知名度。不論

是來自全球哪一個

主要城市，時尚、

設計和藝術界的人

士總是會按圖索驥

地來到這裡。」

我們原本預期這間酒吧有著植物裝飾

的混凝土牆面、純粹主義的雞尾酒杯

和酷炫的燈光設

計，但這些預想卻

錯得離譜。在米

蘭，似乎連最熱門

的潮店都能展現出

這個城市的歷史傳

統。來自哥本哈根

或加州威尼斯海灘

的那些最重視風格

的商務差旅人士在這裡也能夠對這裡

所展現出的義大利經典風格讚嘆不

已。Bar Basso的歷史可以回溯到1940

年代，這裡的招牌飲料是Negroni。有

些人甚至說這款酒是在這裡發明的。

在米蘭的一個下午，兩位今日最夯的

年輕設計師和她們的狗在細雨當中等

候。短髮、素顏、精心吹整的髮型搭

配著帽T和細跟高跟鞋，這兩位30出頭

的雙胞胎設計師完全代表了米蘭這個

轉型為時尚之都的城市。Giulia和Ca-

milla Venturini要帶我們認識她們眼中

的米蘭—一個充滿未來性的都市。在

歡迎我們並為天候不佳表示抱歉之

後，她們把一個地址給了我們的司

機，接著我們就慢慢地在擁擠的車流

當中通過了Duca d Áosta廣場。

身 為 專 業 模 特 兒 和 媒 體 專 業 人

士，Venturini姐妹早在時尚界被公認

為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她們在去年把

她們的生活重心從巴黎和紐約遷移到

了米蘭，並在此創立了她們自己的事

業，旗下的Medea手提包品牌已經在

倫敦和洛杉磯等地的概念店內販售，

時尚雜誌也已經把她們首批推出的

Prima包款評選為最新的必買款式（It 

bag）。

從車窗看出去的米蘭到處都是壯麗堂

皇的高級公寓社區，從半開的入口大

門偶爾可以瞥見裡頭鬱鬱青蔥的庭

園。這些建築可說是低調奢華的極致

展現。一切景致都在眼前如浮光掠影

般閃過，我們的視線沒能在任何地方

停留太久。米蘭的交通雖然充滿活

力，但也顯得彬彬有禮，即使是在繁

忙的尖峰時刻也不例外。在此同

時，Giulia也解釋著她在米蘭的社交圈

運作方式。「我有些朋友從義大利的

其他地方搬來米蘭，他們年紀較輕，

渴望住在一個能夠掌握整個歐洲脈動

的大城市裡。另外有些朋友則是兼職

的外派專業人士。」

許多國際企業近來都在米蘭成立了分

公司或辦事處。這對姐妹的許多朋友

和事業夥伴不見得住在米蘭，但可能

一個月會出差來到這裡高達三次之

這款經典的開胃酒有著招牌的苦味，

閃耀著溫暖的橙黃色光輝，通常裝在

得用雙手合捧的大狹口酒杯當中飲

用。酒吧內的裝潢呈現粉彩色調，使

用經年的木質家具也散發出金黃色的

溫暖光澤。服務生穿著漿燙過的筆挺

襯衫，這裡沒有穿著背心、滿身刺青

的酒保。這個米蘭最酷的夜店，崇尚

的是典雅的風格。「我相信全球年輕

決策者、意見領袖、創業家和藝術家

的文化心態正在經歷一場有趣的改

變。」Giulia邊喝著她手上的Negroni

邊說道。「過度矯飾和不修邊幅的風

格現在已經不再被視為靈感的保證。

現在的人，尤其是創意領域的人士希

望看到的是典雅的經典元素、無懈可

擊的功能性和美食料理。」破壞性或

許新鮮刺激，但是卻已經是過時的想

法，因為它們無法真正創造實質的成

果。「當然，米蘭不像紐約或柏林那

麼前衛。」Camilla表示，「但這裡的

壓力也小得多。」

事實上，在Bar Basso裡頭很容易就讓

人忘記存在於任何地方的壓力。「你

在這裡可能會碰到Fondazione Prada

的建築師或Louis Vuitton的創意總監。

另外你還可以碰到來自全球各個角落

的許多年輕人，他們都在努力開創自

己的人生。」Giulia表示。她也提到對

於來自義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年輕專業

人士而言，米蘭結合了兩個世界的優

點。通常在北歐和美國的城市當中所

缺乏的那種享受人生的氛圍，加上對

品質和效率的重視。這樣的環境讓新

的創意和想法得以生生不息。「太多

的混亂可能會讓你在未來無法驕傲地

回顧這段篳路藍縷的時期。」Camilla

的這段結語為我們的討論和雞尾酒時

間畫上了句點。

Velasca Tower的景致讓我們回到了1940

至1950年代。雙胞胎姊妹希望我們能

夠看到這棟建築，因為她們覺得它完

美地代表了米蘭。「這座塔的設計真

的稱得上是空前絕後，我從來沒有在

任何其他城市看過類似的建築物。」

Giulia邊看似抱歉地聳著肩邊說道。「

這座塔看起來既復古又新穎，而且所

處的位置也極不尋常。誰會想到把這

座肌理分明幾近野獸派風格的摩天大

樓放在一個幾乎沒有其他高樓大廈的

義大利城市中央呢？」但是這樣的對

比卻奏效了：這棟106公尺高的迷你摩

天大樓完全融入了周圍的環境當中。

相對於建築物其他部分較細的

大樓底部周圍只有一條狹窄的

街道環繞，街道的對面就是無

邊無際的低矮建築物。在米

蘭，新的事物會不斷浮現，但

不會取代舊的事物。對一個像

義大利這樣的國家，許多地方

政府都背負著歷史的沈重包

袱，甚至因為這樣的重責大任而被迫

下台，這棟建築發揮了一個重要的示

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坐在Tower一樓Café落地窗前的高腳椅

上，兩位姐妹設計師開始對面前經過

人群手上的包包品

頭論足。米蘭的時

尚是否影響了她們

的個人和品牌風格

呢？Giulia在回答

這個問題之前思考

了許久。「老實

說，我們新設計的

靈感多半來自旅行的體驗。但是米蘭

為我們的想法提供了焦點、態度與架

構。」這兩位創業家認為目前她們仍

處於一個極度複雜的創意階段。她們

完成了第一批時裝系列，受到非常熱

烈的迴響，但是買家現在正認真地等

待她們帶來的下一波亮點，以判定這

個品牌的未來。「我們品牌的演進實

繫於此。我們是否能夠持續發展，同

時又忠於我們的DNA？」這對姊妹喜

歡米蘭的原因之一，是在這裡逃離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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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一間傳統的米

蘭社區酒吧，現在卻

已成了國際設計專業

人士的熱門去處：

Bar Basso, Via 

Plinio, 39, 20020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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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hat's Wine 享

用咖啡或午餐之後，

可以在值得一遊的

Torre Velasca走走：

Piazza Velasca, 5, 

20122 Milano.

th
at

sw
in

e.
co

m



上：在市郊覓得喘息的空間。這對雙胞胎非常喜歡 Audi Apple Green的客製化車漆色彩。

右：Audi Q2前衛的設計語彙完美的融合在米蘭的背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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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方式和紐約與巴黎有所不同。「

在紐約和巴黎，人們總是不停地想要

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麼，當中有沒有

什麼獲利的機會，或者設計會有多新

穎多誘人。如果你失敗的話，閒言閒

語簡直是鋪天蓋地席捲而來，而如果

你成功的話，朋友則

會一湧而上向你恭

賀。但是在米蘭的情

況完全不一樣。老實

說，米蘭還可以再多

一點熱情。」Camilla說到。在過去這

一年來，她在米蘭的朋友沒有幾個人

恭賀她旗下品牌Medea的成功。「不

是說米蘭的人對這件事沒有興趣，而

是人們在這裡會因為個人的優點和價

值，而非商業上的精明睿智而獲得肯

定。我們在這裡覺得很自在。」她們

的大半輩子也都過著這樣子的生活。

她們最初接觸到都市生活的體驗地點

其一是風景如畫，人口卻只有約

250,000人的維若納（Verona），其

二則是離家鄉兩個小時車程的米蘭。

她們姐妹兩人在17歲的時候被發掘成

為模特兒，第一次拍照就來到了米蘭

這個時尚之都，兩人之後都在米蘭研

讀時尚設計，並且開始擁抱大都會的

生活風格，與紐約和巴黎的攝影師、

雜誌、時尚品牌、出版社和展示間合

作。之後這對姐妹將她們的事業延伸

到時尚以外的領域，進入了藝術和音

樂的世界。現在，她們擁有了一個絕

佳的網路，並且也已經建立了自己身

為品味創造者的形象。在此同時，在

平面媒體或社群媒體上張貼她們品牌

Medea手提袋的照片也以倍數成長。

她們在米蘭的辦公室和鄰近的一個

showroom位在同一個共同工作空間當

中。其為24/7經紀公司的一部分，後

者的角色在於為年輕設計師提供平

台。除此之外，這對雙胞胎姐妹也花

了很多時間在維若納的工廠當中。「

我們在那裡的工作比較傾向務實面，

例如檢查皮革、測試不同的手把設計

等等。當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重新

探索米蘭這個生活重心所在的原因。

」儘管一切正朝向數位化發展，但是

維若納生皮革的氣味和觸感是沒有辦

法透過電子郵件傳遞的。

兩位年輕創業家和米蘭的諸多其他時

尚設計師之間有什麼不同呢？她們如

何形塑新的米蘭呢？「我們致力於創

造一個不容錯認的個人化形象。」

Medea姐妹的Instagram帳戶、網站和

廣告活動都和人們印象當中的米蘭時

尚沒有太大的關係。照片當中沒有亮

麗的唇彩、沒有妝髮誇張到認不出來

的模特兒，也沒有完美的形象。透過

這樣的方式，她們積極地改變過去數

十年來世人對米蘭先入為主的概念。

在過去，一般人總認為米蘭典雅有

餘，性感不足。這點當然很重要，但

也讓米蘭變得有點沈悶、有點飽和，

也 有 點 例 行 公 事 的 味 道 。 近 年

來，Medea姐妹和其他新銳年輕企業

家則開始努力讓這個城市變得更為真

實、都會和活力滿滿。尤其作為一個

時尚與設計的聖地，米蘭需要注入新

的活力泉源，避免僅淪為奢華品牌的

招牌看板，並且能夠再次引領未來的

時尚與潮流。「在米蘭的改變和新舊

的建築無關，而是由人所主導的。」

Giulia充滿信心地表示。而且這樣的改

變是悉心營造，而非無心插柳而成

的。「米蘭吸引人的原因之一，也在

於她在過去數十年來與時俱進的基礎

建設，尤其是和時尚產業有關的部

分。在這裡，我們擁有發展事業並保

持競爭力所需要的一切支持。」

在談到基礎建設的時候，Prada一直在

米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自2015年以

來，這個品牌就不斷透過前所未見的

龐大規模美術館計劃來創造這個城市

的形象。由傳奇建築師Rem Koolhaas

所設計的藝術園區Fondazione Prada

是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這個園區的

原址是一座琴酒蒸餾廠，共有三座全

新的建築和七座重新開發與翻修的舊

建築。建築師Koolhaas將其中最為高

聳的一棟建築物的外觀用金箔葉片完

全包覆。即使在陰

天也能夠擷取到周

遭所有的光線，以

極簡主義的風格結

合了溫暖與富麗堂

皇的氛圍。這個園

區運用總共12,000

平方公尺的面積舉

辦創新的展覽並展

出Prada家族的藝

術品收藏。「我看

過全世界各地的展覽。」Camilla表

示，「但是這裡的展覽真的非常得

棒，稱得上世界一流的水準。」

在我們從米蘭的最北端回到熱鬧的市

中心之際，我們在道路的兩側看到了

許多精緻的小公園。Giulia和Camilla

對此抱著較具批判性的態度表示：「

到目前為止，這個城市相較於其他大

都會而言綠化的程度還不算特別高。

值得慶幸的是事情正往好的方向發

展。」米蘭出身的建築師 S t e f a n o 

Boeri用他的Bosco Verticale（垂直森

林）計劃彰顯了這個全新的開端。兩

棟精心設計植栽的大樓出其不意地出

現在我們的擋風玻璃之前。除了從每

一層陽台濃密地滿溢出來的植栽之

外，這兩棟大樓有機體般的設計也讓

人格外印象深刻。它們似乎像是真的

樹一樣迎風搖曳著—這種迷幻的視覺

效果在米蘭的陽光白雲與大樓外觀表

面的反射之下更為明顯。「我10年前

離開米蘭。」Camilla伸出食指引導著

我們的視線。她說幾年前，中央火車

站周圍的這個區域晚上獨自行走並不

安全。「但是當我最近回到米蘭之

後，改變真的天差地遠。整個城市洋

溢著一股欣欣向榮的氣息。我們的首

都羅馬努力地只能做到載浮載沉，但

米蘭則彷彿有重回青春的感覺。」在

這裡，歷史遺跡不會給人像是博物館

的感覺，也不會和現代化的建築形成

強烈對比，這些遺跡獲得了妥善的保

存，並融入了當下的日常生活當中。

圖書館位於全新的建築當中，就業服

務處則落腳在有數百年歷史的建物當

中。米蘭和全球其他少數幾個城市一

樣，能夠融合所有過往歷史的輝煌都

會建築，創造出一個連貫性的整體，

就連許多1980年代留下來的彆腳建築

和稜角分明的酷炫新建物也不會顯得

格格不入。這裡的改變並沒有犧牲了

歷史。相對而言，歷史在這裡也不像

在義大利的其他城市一樣阻擋了改變

的道路。

Camilla和Giulia熱愛她們所屬社區的

那種不受拘束的氛圍。她們碰到在這

裡的每間餐館、洗車間或葡萄酒吧的

老闆都會親切地寒喧。餐館裡穿著灰

色西裝、道貌岸然的六旬老人臉上都

掛著嚴肅的神情，直到一盤近乎全生

的義大利tagliata牛排擺在他們面前時

才見他們眉頭舒展，笑顏逐開，這對

雙胞胎姐妹在這群老者當中感覺就像

坐在米蘭時尚周

的第一排同樣地

自在。「當然，

許多精彩的設計

作品、多面向的

藝術工作室和時

尚的fusion餐廳

近來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但是我們

喜歡的還是傳統米蘭的閒適氛圍。」

Giulia解釋道，她耐心地回答我們的問

題，並且指著她盤中沾著濃稠醬汁的

綠色麵疙瘩。這畫面似乎已經道盡了

你所需要知道的米蘭生活。

當她第二天早上在她的客廳裡頭跟我

們再次見面的時候，我們也被客廳裡

的視覺元素所深深吸引。很難想像這

位年輕米蘭女子的公寓會有一整面宏

偉的灰色牆壁，水磨石子地板、art 

Fondazione Prada

的展覽不只是唯一

的視覺饗宴：這座

美術館的 Café是由

鬼才電影導演Wes 

Anderson所設計。

Bar Luce, Largo 

Isarco, 2, 20139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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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棒的義大利麵

疙瘩 :Hostaria TErza 

Carbonaia, Via Degli 

Scipioni, 3, 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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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的改變是

由人所主導的。」



這對雙胞胎經常約在 Giulia的公寓裡頭（左圖）邊吃早餐邊規劃她們一整天的行程。上圖：這對姊妹創立的

Medea品牌目前已經在時尚界掀起了一陣熱潮。圖中是第二波推出的鱷魚皮款式。這款手提包和讓人聯想到購物

袋的超細把手都由最細緻的皮革所打造而成。





駕駛 Audi Q2穿越市區的車流，觀光客一定得造訪穿越米蘭中國城地區的 Via Paolo Sarpi。

在這裡還可以看到傳統的義大利紅酒吧，像是這對雙胞胎經常約朋友見面的 Cantine Isola（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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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將自己視為世界設計之都，並為

整個地區進行了徹底改造以反映這一

點。米蘭市區的歷史中心布雷拉（Bre-

ra）正以布雷拉設計專區（Brera De-

sign District）的形式蓬勃發展，諸多

品牌參與了這個聯合行銷策略。在年

度設計周期間，這裡舉辦了180場活

動，吸引了300家參展商和25萬名遊客

造訪此區諸多風景如畫的小巷。

250,
 000

MR. EXPO
從2010年到2016年2月，Giuseppe 

Sala一直擔任2015 Expo Milano米蘭

世博會的執行長，這場世博會也是米

蘭得以展現全新風貌的重要驅動因素

之一。自2016年以來，他一直在米蘭

市長的崗位上實踐他的前瞻性概念。

在米蘭，他一直到現在都還享有「世

博會先生」的美譽。

deco風格的門把這類設計元素。但是

Giulia為這棟彷彿是費里尼電影場景的

公寓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傢俱和活力的

氛圍，讓原本如電影佈景般的公寓搖

身一變成為真實的生活空間。Camilla

早已來到這裡，坐在灑滿陽光的廚房

裡享用她的牛角麵包早餐。「我們通

常在工作日早上會先在我家碰面，然

後帶我室友的狗去散步。」Giulia的聲

音從隔壁的房間傳來，她正忙著在皮

沙發的彩色靠墊之間尋找家門的鑰

匙。這裡和典型的紐約或洛杉

磯城市時尚風格簡直差得十萬

八千里遠。我們擠進了如籠子

般的狹窄電梯，從三樓下到了

大廳。在大廳，門房舉起一根

手指貌似不悅地警告我們：「

記得，電梯最多只能搭三個

人！」Giulia做了一個鬼臉。「我喜歡

住在米蘭的歷史裡頭，只可惜有時候

得注意一些規矩。」Giulia住的社區裡

頭大部分都是1930年代初期的建築。

它們擁有當年所有的最新科技創新，

所以它們代表的不只是都會歷史的一

部份，而且還是充滿雄心壯志的一段

歷史。雖然米蘭絕對稱不上守舊過

時，但與巴黎或倫敦相較之下卻經常

遭到忽略。

「附近的Brera藝廊和夜生活區也是米

蘭當地人和觀光客的熱門去處。你在

那裡可以看到一般人心目當中代表義

大利美好生活的城市小巷。」Camilla 

繼續說道。總而言之，米蘭不像許多

人所認為的那麼醜陋或「不像義大

利」。事實上，她可能只比帕多瓦、

比薩或佛羅倫斯這些地方遜色一些而

已。Camilla解釋說你必須要花一點力

氣去尋訪她的美麗，因為它們看起來

並不那麼明顯。「我喜歡Giulia住的這

個社區。現代化的建築構建了此地的

風格。一種安靜和簡樸的感覺。」不

過這只是外表給人的感覺，我們在此

同時則欣賞著大廳採用的自然紋路青

綠色大理石和細緻的原木裝潢元素。

我們用步行的方式從承載當地百年歷

史文化的舊城區走到了Porta Nuova這

個全新的地標性區

域。這個圍繞著

Gae Aulenti廣場的

區域充滿了生命

力。氣勢磅礡的摩

天大樓環繞著偌大

的綠地，當中蜿蜒

的 走 道 兩

側則陪襯著精心修剪的常青植

物。在此，米蘭再次展現了都

市規劃必須以居民需求為主的

重要性。

雖然這個已經獲得獎項肯定的

大型建案仍有部分還在施工當中，但

是完成的部分建築已經開始營運。精

品店、超市、風格獨具的餐廳—唯一

看不到的就是車子，Porta Nuova是一

個行人專用區。在這個頗具未來風格的

廣場上喝了最後一杯濃縮咖啡之後，我

們在象徵新米蘭的垂直森林陰影下和這

個城市做了最後的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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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hat's Wine 享

用咖啡或午餐之後，

可以在值得一遊的

Torre Velasca走走：

Piazza Velasca, 5, 

20122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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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money, 
new money
米蘭證券交易所（Borsa Italiana）有

著輝煌的歷史。現在，由於英國脫歐

的緣故，它可望獲取新的動能：倫敦

證券交易所預計將於2019年將其歐洲

債券交易活動委外給義大利經營。

舊錢，新錢

數位日常
倫敦、莫斯科、芝加哥、新加坡、溫

哥華和現在的米蘭：這個城市是義大

利第一個在地鐵系統上導入感應式支

付系統的城市。乘客只需要使用具備

EMV科技的信用卡便可來去自如。

DIGITAL EVERYDAY



Radically modern  
cuisine preserves traditions.

The only way to push boundaries  
is with imaginativeness.

 A NEW KIND  
OF TAST E?

前衛料理保有傳統精神

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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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olfo Guzmán將源自原住民傳統的智利料理帶入摩登世代。
他視自己開設的Boragó餐廳為發揚本國文化的舞台，
以16道料理引領人們展開味覺實驗之旅。
文字／Andreas Fink   攝影／Cristóbal Palma   插畫／Raymond Biesinger   譯寫／陳芝余 

 SANT IAGO
DE CHILE 聖地牙哥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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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利國民夾心餅乾（Chilenito）—所有智利小孩都很熟悉這種餅乾：兩片圓圓的餅乾中

間夾著內餡。只是在Boragó餐廳中看見的夾心餅乾，外觀不是糖霜般的白色，而是草綠色；

味道有點鹹，而不是甜的；吃起來冰冰，而不是烤過的，從手指送往嘴巴的過程中餅乾就會

開始融化。因為Boragó餐廳以海草作為上下層餅乾的原料，中間的內餡嚐起來像是烏賊。它

的創作者稍後會發表這個「俏皮的小點心」如何啟動這趟味覺實驗之旅，帶領人們的味蕾深

入沙漠與叢林，穿越岩石與草原，追溯到這個國家最遙遠的過往，並可能會在未來遍及全世

界，迎向感動人心的終幕。這齣耗時兩個半小時的美食大秀，從前置作業開始就要求各方面

必須極度準確，每個環節都要精準到位，現在就一起來感受這場從材質、色彩、香氣切入，

以前衛觀點重新感受「智利」的美食之旅。

2.藤壺、潘文樹果（pewén）與智利榛果—「藤壺的口感嚐起來就跟巴塔哥尼亞帝王蟹一樣

優雅。」來自智利第一流餐廳的主廚Rodolfo Guzmán熱切地說道，「但一年只有幾個月開

放捕捉。」在廚房正式開張之前，Rodolfo Guzmán坐在小小的辦公室

裡。在南半球春季的某個週一的中午，有25位廚師剛抵達Boragó餐廳，大

夥正準備工作，現在距離第一位顧客的來訪時間還剩下6個小時。Rodolfo 

Guzmán預留比平常多更多的充裕時間，好向廚師們解說他的願景。剛過

40歲的Rodolfo Guzmán有著運動員般的體格，以及充滿張力的藍眼睛，

他邊站著邊移動著層架上的物件，直到找出一張地型圖。這張地圖依照他

們國家不尋常的形狀折疊起來。智利國土大約有4,300公里長，但最寬的

部分不超過150公里，它的西岸是太平洋，因為秘魯涼流的緣故，一年當

中水溫從未超過攝氏12度。東邊則是終年被白雪覆蓋的安地斯山脈，高度

大約7,000英尺。智利北邊是阿塔卡馬，那裡有全世界

最乾燥的沙漠；南邊則被森林覆蓋著，是南美洲最多雨

的地區之一。「智利不只是地形很極端，就連氣候也

是，這也是為何許多植物只能存活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當一間餐廳決定要

以野生植物作為主要食材時，意味著它必須時常更動菜單。我們提供兩種

品嚐菜單，會根據大自然的韻律進行調整，這也是為何Boragó餐廳永遠處

於流動的狀態。」

3.冷波美燉湯（pulmay）—在智利南端的島嶼上，流傳著一道名為「波美」的暖心海鮮燉

湯，使用的食材包含蚌殼、雞肉、煙燻豬肉、臘腸、大白菜、馬鈴薯，以及羊角紅辣椒（ca-

cho de cabra）。Boragó餐廳將它改良為滋味濃郁的冷湯，除去食材的多餘口感，但饕客仍

可以在湯中品嚐到蚌殼的鮮美、煙燻氣息與辛辣味。這道冷湯是Rodolfo Guzmán在過去12

年間開發的7百多道料理的其中之一，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Boragó餐廳最引以為傲的精華

之作。Guzmán說：「我們餐廳的料理走極致路線，這一切皆起源於馬普切人的傳統，這個

民族已經住在這塊土地上超過1萬3千年。」Guzmán為Boragó餐廳設立的哲學是從原生食材

出發，搭配傳統的準備食材方式與烹飪技巧，進而創造摩登化的智利美食。然而，有一點非

常重要：馬普切人從不務農，他們是獵人，也是植物、蘑菇和水果的採集者。如果任何人想

要烹調或是重現馬普切人料理，無法從農場直接訂購所需食材，必須走入野外親自採集。

4.小鳥奶油與新鮮烘烤的麵包捲—這是智利最受歡迎的一種麵包，由四個麵包捲緊緊相連在

一起，外皮酥脆、新鮮又香氣滿溢。Boragó餐廳以迷你果仁派的方式呈現，搭配打成蓬鬆狀

的奶油，人們以西班牙文說這種形態的奶油為「Pajarito」，或是用英文稱之為「小小鳥」，原

始部落的人們也這樣稱呼酵母與益生菌的混合物，並採用久遠以前從亞洲傳進來的方法，把

牛奶轉變為牛奶酒。Rodolfo Guzmán打從Boragó餐廳創立以來，就一直廚房實驗這種發酵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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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最初他以乳製品為素材。現在已經可以用杏仁取代牛乳，以植物製作出香醇奶酒。

「一開始，我們只有一種食材，但是必須用它做出一、兩道，甚至三道料理。」Guzmán回

憶著，「現在我們每種料理都有超過300種食材選擇。這是宇宙賜給我們的知識與可能性。」

Rodolfo Guzmán以傳教士般的熱情解說著他的理念。在19歲那年，他抵

達位於美國南凱羅萊那州查爾斯敦的餐廳工作。一開始，他的工作內容幾

乎就像個洗碗機，但最後以點心主廚的身分離職。接著他回到智利，展開

一連串職涯上的快速升遷，然而緊接而來的卻是嚴重打擊。那年他24歲，

已經升上主廚大位，Rodolfo Guzmán看著他的同事們每天像是來工廠工

作一樣上下班，這些人心中沒有熱情也沒有理想。「我每天像是瘋了一樣

在工作，但到底為了什麼？」為了找出答案，他在2002年時先搬到西班牙

馬德里，接著又搬到巴斯克自治區，那裡是創意美食風暴的正中心。他先

後加入了三間頂尖餐廳，第三間名為Mugaritz，佔據全球美食排行榜前10名長達15年之

久。Guzmán在Mugaritz餐廳時期，和主廚Andoni Luis Aduriz習得一身激進的烹飪作風，

並決定在26歲時從西班牙衣錦還鄉。他在故鄉一直忙著以嶄新食材進行永不停止的料理實

驗，但心中從未忘記想要成立自己的餐廳的夢想，「那會讓我覺得更完整。」兩年

後，Boragó餐廳正式開張。

5. 梵谷的向日葵與包裹在海藻氣囊中的羊肚菌—來到Boragó餐廳，食物並不是由服務生送

到客人眼前，人們必須透過隔開廚房與餐廳的玻璃牆，直接欣賞由25位廚師表演的現場料理

秀。有位年輕的廚子拿著一個深盤子現身，裡面的麵粉綻開著彷彿梵谷筆下向日葵的金黃色

彩。接著他將盤子放下，拿起一個咖啡色的充氣包，原來這是某種海藻的部位，這個小氣囊

從各個方向被封起來，然後被放進烤箱。廚子輕輕為小氣囊開了個口子，裡面露出兩朵羊肚

菌的頂部。它們被切成一半，並且與鮮花和沙丁魚醬一起攪拌。現在這些

羊肚菌的風味已經足以和小維多紅酒匹敵，品酒師也打開8種來自智利酒莊

的原產紅酒，為饕客進行配酒服務。

6.似鮑羅螺、薰衣草，與杏仁豆腐冰淇淋—似鮑羅螺，智利人稱之為

「loco」，是智利所有海鮮餐廳都可以找到的必備料理。在智利，這種海

鮮蝸牛的料理方式就像祕魯菜「檸檬醃生魚片」一樣，會和洋蔥、檸檬汁

和芫荽混在一起。但這個國家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位主廚將海鮮搭配杏仁冰淇淋的挑戰。當

Rodolfo Guzmán於2006年開設第一間Boragó餐廳時，大部分來客都

是他的朋友和親戚，但多數時間，用餐區就像沙漠一樣荒涼，因為當時

智利人對高級料理的毫無概念，也對自己國家的傳統不感興趣，就連媒

體和旅遊導覽也沒心思介紹Guzmán的料理，導致這裡幾乎也沒有外國

人造訪。在餐廳營運的早些年，報表上成長的數字只有堆積如山的債

務，Rodolfo Guzmán只好偶爾接些一般的外燴服務，好讓自己不致於

放棄理想。「我沒有夥伴、有錢的家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回過頭來

看，我想開Boragó餐廳根本是瘋了，我們能撐到今天真的是奇蹟。」

7.艾爾基斯科多層岩生蔬菜—有著五個圓片的扇葉，依照葉綠素區隔開來。智利擁有綿延

6,435公里的海岸線，是全世界最長的海岸線之一，大部分地形都岩石崎嶇，並滿覆抵擋來

自太平洋高鹽份與低溫空氣的灌木叢。科學家很早以前就知道這些常綠灌木養分充足，但

Rodolfo Guzmán是第一位發現這些植物具備料理潛力的人。當他把海帶與海藻帶入菜單中，

美食評論家與菁英主廚都嘲笑他是「綠色的男人」。然而直到現在，被稱為卡洛夫（kolof）

的海藻、鹽味海草莓，以及爽脆海蘿蔔愈來愈常出現在智利的美食名單上。其中最有賣相的

人類已經生活在這

塊地球上最乾燥的

沙漠超過一萬年之

久。今日，阿塔卡

馬沙漠就像智利的

藏寶箱，全球最大

的銅礦礦脈埋藏其

下，更別說是金礦

與製作電池會用到

的鋰礦。

檸檬汁醃生魚片：把新

鮮生魚與大量洋蔥放到

萊姆汁內「料理」一

番，並加入香料調味。

這道精力滿點的祕魯小

菜在美食愛好者之間掀

起一陣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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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自治區從本

世紀以來持續位居

全球美食界的熱點

之一。今日，有 4

間三星米其林餐廳

聚集於此。



阿塔卡馬沙漠是一個有機體，它在白天時極度炎熱，夜晚又轉為冰雪般寒冷。

Rodolfo Guzmán在此處發現許多風味獨特，且無法在任何地方找到的植物食材。

他會使用利卡利卡（rica-rica）香料為冰淇淋中央的巨型馬卡龍提味，並以車納（chañar）樹果釀造的糖漿為整體味覺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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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是一種長著鮮嫩綠葉的香草植物，有著三瓣葉與黃色花朵，Guzmán將它命名為「岩

石幸運草」。它不需要任何土壤，只生在在裸岩上，整體富含高達38%蛋白質成分，也因為

生長於高鹽份環境中，「岩石幸運草」還包含250種嗜鹽微生物與生化機轉，「在我們發掘

它之前，沒有任何人認識這個植物，但現在它被全智利的餐廳採用。」「岩石幸運草」至今

依然是Boragó餐廳的常用食材之一。

8. 北大西洋刀蟶蛋糕，佐岩石沙拉與卡洛夫海藻湯—這塊布丁狀的蛋糕就像煤炭一樣黑，它

被鮮嫩的綠色粗葉片裝飾成朝鮮薊花朵般，裝盛在深色碗中。在這座暗色系的小山丘裡，藏

著整道料理的無名英雄「北大西洋刀蟶」。想要完整品嚐它的真正美味，必須用湯匙同時把

盤中的四大元素同時舀起：柔軟的貝殼肉、口感微甜的豆子、清脆的海生

蔬菜，以及口感強烈的醬汁。這道獨特的料理會依照不同季節推出特別版

本。舉例來說，有時候你會在豆子醬下面發現海膽。

9. 鮮魚燉飯佐白玫瑰與燉鰻魚—這是一道浴火而生的鰻魚料理，或可說是

它的改良版本。燉飯是馬普切人千百萬年前流傳下來的料理方式，想要做

出一盤好吃的燉飯必須經過這些流程：把前一晚

吃的根莖植物與蔬菜用爐火繼續烘烤，當水分從食材中慢慢蒸發，味

道就會更滲入食材中，接著再以煙燻增加風味。Rodolfo Guzmán把

這種料理技巧用於鼬魚上，這種魚通常生存在南太平洋，有一股

強烈而微甜的滋味。Rodolfo Guzmán把口感

豐富的膠原蛋白用炭火封存在魚肉中，大部分

的智利餐廳做不到這種地步。然而，在Boragó餐廳，廚師會把鼬魚縱向

剖成兩半，把魚皮剝除後灑上一層麵粉，露出魚的頭部，再靈活地挖掉魚

的腮幫肉，這塊特別柔軟的部分會與鰻魚熬煮的鮮美高湯一起送上。如果

你好奇是哪位藍眼睛的都市男孩用如此傳統的方式為客人準備料

理，Rodolfo Guzmán的回答是：「很多人都會，馬普切人的血液也在我

的身體裡流動，智利80%的人口皆是如此，除了某些不想承認這件事的

人。」Guzmán自幼就對這些傳統料理技巧非常熟悉：他父親的家族來自

智利南端的奇洛埃島（Chiloé）。有別於其他南半球國家，智利從未真正

被西班牙征服者統治過，自從兩百年前正式獨立以來，智利一直努力地找

回自身的國家認同。Guzmán認為，如果不穩固由原住民流傳下來的根

基，這個國家就無法找到自己，他的料理能夠為這個任務鋪路嗎？「是的，我認為Boragó餐

廳就是智利發展文化認同的舞台。」

10.紅棗葉，烤鴨與莓果味增—這道料理是猩紅色的組合。如果你在圖片搜尋引擎的欄位中

輸入「Boragó」，這道料理是最常出現的搜尋結果。這道菜使用的鴨肉來自Boragó餐廳在聖

地牙哥郊外自營的有機農場，提供餐廳所有無法在野外採集到的食材。現在Boragó餐廳每晚

一位難求，「後場備料」成為關鍵致勝點。Boragó餐廳提供兩種品嚐菜單：第一種菜單

「Raqko」包含7道菜，第二種菜單「Endémica」包含16至19道菜，若想順利品嚐美食，客

人必須提前一個月訂位。Boragó餐廳在過去5年連續蟬聯南美洲前10名餐廳之一，在10月

底，在拉丁美洲前50名最佳餐廳排行榜獲得第4名殊榮，這個成績甚至超越南美洲上最頂尖

的幾間餐廳，包含在秘魯利馬的Astrid & Gastón，以及巴西聖保羅的D.O.M.，多虧了這項

榮譽，Boragó餐廳才順利得救。2013年，當時拉丁美洲版的前50大餐廳排行榜剛出

現，Rodolfo Guzmán正瀕臨破產邊緣，但是兩年後，他完全解除了肩頭上的重擔，「許多

人專程為了我們來到智利，我們成功地將自己國家放到全球美食地圖上了。」

奇洛埃島代表「海鷗

住的地方」，這座

位於智利南方的大

島被認為是馬普切

人的文化與美食根

據地。目前在全世

界廣泛種植的馬鈴

薯品種「Solanum 

tuberosum」原生

於此地。

「我們的飲食文化紮根

於馬普切人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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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超過 6千公里的海岸線岩石崎嶇，並滿覆植披。

Boragó餐廳的廚師們使用 250種耐高鹽環境的植物。在蘿蔔被端上桌之前，它們首先要經過海水醃漬、曬乾，

再以錫箔紙包裹著，放置於攝氏 55度環境中緩緩發酵兩個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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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哥尼亞—在智利等同於山脈、森林、湖水、風的代名詞。瓦爾迪維亞的雨林生產智利酒果（maqui berry），

Guzmán用來與餅乾搭配。最底層包含了韃靼原駝肉，這是羊駝品種之一，必須經過吊掛 15天風乾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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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羊肚菌、那卡（nalca）雞肉糖佐智利棗杉醋—這個野生植物恰如其分地點綴著Endémi-

ca品嚐菜單，成為緩和兩道肉類料理之間的開胃小點。這些季節性食材都來自於Boragó餐廳

的生產團隊—兩百個位於這個國家中不同地區的家庭，他們會定期外出採集，滿足懸掛在

Rodolfo Guzmán辦公室牆面上巨大告示板所列出的食材清單。Guzmán的助理負責規劃整

個流程，有時候甚至還需要動用空運，這也讓Guzmán不時陷入批評之中。「我對『永續環

境』有不同的定義，我讓這兩百個家庭擁有一份Boragó餐廳給付的固定薪水，這些人大部分

都是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我希望讓他們感受自己的知識受到重視，而這些知識將為智利美食

登上國際舞台鋪設道路。這個理念遠無弗屆的程度，甚至超越這座餐廳的存在。」

12. 反轉烤羊排，巴塔哥尼亞野生蘋果法式千層酥—正式進入大排長龍的餐廳前，來客們可

以看見一道令人感到心滿意足的料理正在準備中。Rodolfo Guzmán重新改造餐廳前庭，讓

此處多了一個火爐，專 門用來烘烤香氣四溢

羊排。被取出內臟的羔 羊平鋪在鐵網上，矗

立於滾燙炭火前，這是 智利偏南方山脈兩側

區域的料理傳統，但 Boragó餐廳把它加以

調 整 。 燒 烤 大 師 Guzmán不只讓餐桌

進化，甚至讓這個動物 也產生化學變化。廚

師首先會將羊排放在遠 離炭火的地方燻烤13

個小時，這個步驟必 須從身體裡面先開始

烤，並且還要把羊頭特 別抬起來。直到晚間

7點，當第一批客人抵 達餐廳時，廚師開始

對炭火搧風，讓熊熊火 焰的高溫直接燒烤表

皮，關於這個過程每一 分鐘的變化細節，在

介紹 Boragó餐廳的書 籍《來自南方》中有

詳盡插圖解釋。這本書 在2016年由倫敦藝術

類出版社P h a i d o n推 出，全冊288頁，其

中包含鉅細彌遺的料理 食譜，並講述一群有

野心的料理狂熱者如何 親手料理傳承自馬切

普人的原始食材。當 Rodolfo Guzmán著

手進行資料與食譜收集 時，他了解到這項計

畫正碰到關鍵轉捩點，「這本書對我們而言代表起點，但距離餐廳開業已經過了10年。直到

2016年我們才覺得自己真正在做『料理』，在此之前都只是學習過程。」

13.黑羊與牠的家族—這道點心由奇洛埃島的羊奶製作，以及一年只有3週採收期，可說是相

當稀有的野生亞瑞安（arrayán）果實，再加上烤棉花糖與醋調味。如果你覺得這樣的組合很

特別，Rodolfo Guzmán同意你的看法，「沒錯，有時候我們就是這麼瘋狂。」

14. 阿塔加瑪沙漠的苦味冰布蕾—就像經典奶油布蕾一樣，但是這塊布蕾放在冰塊上，還有

一塊又冰又脆的薄片覆蓋著冰淇淋，兩者混融後迸出的美味只有在Boragó餐廳才吃得到。這

道甜點是Rodolfo Guzmán多次造訪沙漠後的集大成之作。「一開始幾乎找不到任何植物，

只有一些低矮灌木。」 Guzmán在他的書中寫著，「但如果低下身來，你會發現許多不同植

物，它們的葉片、果實、枝條、根莖都有絕妙滋味。」Guzmán認為這種極度乾旱環境，以

及一天內溫差劇烈變化達攝氏30度上下的氣候，創造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無法找到的食物風

味。對於這位食物採集者來說，這就像是來自上天的啟示：「我的想像力就像大火一樣燃

燒，這感覺彷彿就像發現一顆全新星球。」Rodolfo Guzmán希望可以把這些在沙漠、森林、
打從孩提時代，Rodolfo Guzmán就非常喜歡吃冰淇淋，這是他引以為傲的發明：把焦糖薄片放在冰淇淋上，覆

蓋著取自阿塔加瑪沙漠植物與梨子的萃取物。這道冰淇淋三明治還包含香氣濃郁的「年度玫瑰」，只在大雨降臨世

界上最乾旱的沙漠時才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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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300英尺
全南美第一高樓Gran Torre Santiago

有300英尺高，座落於三個中產階級住

宅區：Providencia、Vitacura、Las 

Condes的交會處。這裡有全南美洲最

大的購物賣場Costanera Center，第

61樓設有半開放式觀景露台，人們可

以隔著玻璃欣賞這個城市的全貌。

SKI CITY 滑雪之城
很少有世界首都可以推廣滑雪觀光，

在聖地牙哥就有3個滑雪渡假村的選

擇：El Colorado、La Parva、Valle 

Nevado，它們全都距離市中心不到50

公里。而且瀕臨太平洋的海岸只要往

西邊開車1小時就可以抵達。唯一的缺

點是：海水很冰。

山脈以及沿海地區找到的知識，不僅僅只和造訪Boragó餐廳的饕客們分享，他甚至想要讓全

智利人都知道。這本集結智利食材的百科全書明年即將問世，接著還有會第二輯發

表，Rodolfo Guzmán會解說如何料理這些被輕忽的珍寶。

15.年度玫瑰三明治冰淇淋—這是一道像母雞牙齒一樣稀有的點心：這朵生長於世界最乾旱

地區的洋紅色花朵只在雨後盛開，有時甚至好幾年都採收不到一朵，它誘人蜂蜜香氣包圍著

這個冷凍的小點心。2018年10月的收成特別好，有好幾籃這種珍貴奇花抵達Boragó餐廳，

其中一朵正放置在料理實驗室的桌上。事實上，因為這場豐收，他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訂單

需求，主廚過幾天將會帶著它前往葡萄牙與西班牙，「我感到與有榮焉。」Guzmán說道。

他曾獲得來自中東與北美國家邀請他開設Boragó餐廳分店的機會，但他通通拒絕了，若是開

在另一個智利城市呢？「也許有一天吧。」他回答，並提及正在進行中的計畫。Guzmán指

著層架上的罐子、瓶子還有食物保存容器說著，「我們已經做了好幾

年實驗，也發現許多不只可以幫助餐廳賓客的知識，甚至可以嘉惠更

多人們。」這份心念，讓這位5年前幾近破產的主廚開設第一間研究智

利食材的實驗室，目前還在施工中，未來實驗室將會與新開的Boragó

餐廳座落於同棟大樓。從明年開始，科學家將會有系統地分析Guzmán

的發現，許多餐飲集團、化妝品牌與藥廠，已經對此計劃表達興趣。

事實上，這類關於自然食物的新發現可為智利帶來許多好處。聯合國

衛生組織在11月發出警告，指出這個國家有31%的女性體重高於標準，甚至位居南美洲國家

之冠。Rodolfo Guzmán預見嗜鹽微生物將會為人類帶來光明的前景，因為牠們富含礦物質

與蛋白質。也許含有38%蛋白質的神奇植物「岩石幸運草」將會成為拉丁美洲的超級食物，

它會是新的酪梨？或是藜麥呢？

16.冷凍冰山—帶給人們滿口的輕盈冰涼口感。主廚建議必須立刻一口吃完，他會興高采烈

地欣賞乾冰從賓客的鼻孔與嘴巴冒出來的模樣，這是他另一個引以為傲的俏皮點子。

 

「這彷彿就像是發現

一個全新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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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匯集中心
智利都會區不止有1個城市，而是37

個。聖地牙哥是該區域的交通中心，

這裡有720萬人口居住，超過本國人口

的40%。

HEART OF  
THE COMMUNITY

自動化地下交通
聖地牙哥位於馬波喬谷底部，有嚴重

的煙塵問題，迫使政府耗資大筆經費

發展公共交通建設。智利地鐵系統全

長位居南美洲第二，現有 6條支

線、118個站，總軌道長度為119公

里。目前還有3條支線正在規劃中，在

2017年11月開放通車的6號線是全自

動駕駛系統。

Automated subway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of our future.

 WHAT’S NEXT?

A breath of fresh courage creates 
room for free thinking.

回答關於世人未來的問題

下一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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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全新的電動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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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BIG  
THING: THE  

  
 EPITOMIZES  
 MODERN  
 MOBILITY  
AS PART OF A  
 COMPLETE  
 ECOSYSTEM. 

文字／BirteMußmann   攝影／Jan van Endert   動畫、後製／RECOM   譯寫／Perry Hsu

Audi 正透過「Audi. 

Vorsprung.2025」

企業策略來推動數位

化、永續發展和都市

化帶來的變革。

下一個重大趨勢：身為完整生態系統一環的Audi e-tron代表著
現代移動性的縮影。

人類的移動性現在正處於一個渾沌的狀態。大數據、數位化和聯網性已經成為這種轉變的關

鍵詞。移動性的意義指的早已不再只是從A點到B點的交通。相反地，今日的車輛已經搖身一

變成為移動裝置，在各種情況下為駕駛人提供支援。在這個變革過程中，替代性驅動系統正

在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電動汽車是支持未來運輸解決方案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有助於實

現本地零排放的駕駛環境。而電動汽車也正獲得愈來愈多的社會支持，

其不僅是短程移動的理想選擇，而且由於與時俱進的技術發展和蓬勃發

展的充電基礎設施，現在電動車也逐漸適用於長途旅行。

Audi e-tron的腳步或許輕柔，但在動力學和性能方面則大膽地闊步前

行。在這個移動性日新月異的時代，Audi 正展開攻勢，推廣包括電動車

在內的一系列選擇。全新的Audi e-tron是四環品牌首款純電動的量產車

款，其作為未來移動性創新大使，代表了Audi品牌首次涉足此領域的表現。通過這一舉

措，Audi不僅關注車輛本身，而且還著眼於更大的願景。這款電動SUV能夠被整合到一個生

態系統當中，而這個生態系統則包含一系列私人和公共充電系統解決方案以及客製化的相關

服務。

Audi e-tron綜合功耗（千瓦時/ 100公里*）：26.2-22.5（WLTP）; 24.6- 23.7（NEDC）。

二氧化碳綜合排放量（以g / km為單位）：0（*數字以區間表示代表燃料/電力消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量將取決於所選擇的配備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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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SOUND IS 
A  
OF POWER 
AND SUBDUED 
TIMBRES.

Audi e-tron的電力功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數據請參見第 101頁。

它的聲浪聽起來像是電力與低頻音色組成的交響曲。

不僅僅是環繞著Audi e-tron的生態系統令人印象深刻，汽車的性能也同樣令人矚目：這款

SUV展現出不容錯認的電動車性能特性。其動力傳動系統安靜無聲，但卻力大無窮。其搭載

的兩具電動馬達分別用於前軸與後軸，共可產生265千瓦的動力輸出，甚至可以短暫提升到

300千瓦。這意味著Audi e-tron *可以在僅僅5.7秒的時間內從靜止狀態加速到每小時100公

里的時速。當您踩下油門時，您會立即對這具強大的傳動系統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在路上的

表現同樣令人信服。為了在每趟旅程當中都能夠提供一致的高性能水準，車載電池必須獲得

適當充電，這就是電動車生態系統能夠派上用場的地方。安裝在座艙下方的鋰離子電池可以

儲存高達95千瓦小時的電量。在實際的WLTP測試週期中，這具電池在充飽電之後可提供超

過400公里的最大續航里程*。Audi e-tron是第一款支援高達150千瓦的量產電動車。此外，

這款SUV可以在移動時通過直流電（DC，高達50千瓦）或交流電（AC）充電—標準配置高

達11千瓦，如選配第二個車載充電器（OBC），電量則可進一步提升至22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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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OPENS UP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OAD AHEAD.

 FOR 
THE AUDI 
 E-TRON AMP UP 
COMFORT AND 
FLEXIBILITY.
Audi e-tron的服務提升了舒適性與彈性。

創新科技開啟了前方道路的新視野。

您可以藉助myAudi手機應用程式中的e-tron路線規劃器，或直接使用Audi e-tron的導航系

統在移動過程當中規劃行程。作為Audi connect導航和資訊娛樂系統套裝的一部分，路線規

劃功能將以標配形式提供三年服務，之後則可以付費延長服務。在這兩種情況下，此功能都

會顯示涵蓋所需充電站的最佳路線。除了電池的充電程度之外，e-tron路線規劃功能還會考

慮交通狀況，並將必要的充電時間納入考量來計算到達時間。在螢幕上會顯示直流電高功率

充電點以及大多數的交流電充電點。選配的Audi e-tron充電服務使駕駛人可以輕鬆使用超過

70,000個交流電充電點，初步的範圍是16個歐洲國家內的充電點。之後將適時增加更多的市

場。您只需一張信用卡或myAudi手機應用程式即可啟用此服務。客戶在myAudi服務入口網

站完成一次性註冊並取得個人充電合約。然後便可自動進行計費。在2019年夏天開始推出

供選配的即插即充功能將使車輛在個別充電站得以進行充電認證，從而使充電更加便

捷。Audi e-tron的設計不但前衛，同時也極為創新。這款量產電動車體現了四環品牌的新設

計風格，融合了Ur-quattro的特徵—輪拱上方的突起設計彰顯了其視覺效果，其也反映在

Audi e-tron的醒目輪廓上。選配的虛擬車身後視鏡在Audi量產車型中首次亮相。與標準後視

鏡相比，它們的設計更為緊湊，並且將車寬縮小了15公分。

車外後照鏡採用整合在扁平支架中的攝影鏡頭。在車內，攝影機的畫面顯示在位於儀表板和

車門之間界面的OLED顯示螢幕上。觸控功能允許駕駛人對顯示畫面進行各種調整，例如重

新定位顯示的影像或者放大和縮小。MMI導航系統為不同的駕駛情況提供了三種視角選擇—

分別用於高速公路、轉彎和停車時。這些虛擬車外後視鏡在設計時不僅考慮到數位化科技，

同時還提高了安全性，因為與標準車外後視鏡相比，它們可以減少盲點。它們的設計還實現

了卓越的空氣聲學，從而提高了乘坐的舒適性。更重要的是，它們為電動移動性的另一個關

鍵領域帶來了助益：那就是空氣力學。除了諸如滾動阻力和慣性之類的因素之外，這對車輛

的續航里程也具有重大影響，彰顯了阻力係數的重要性。在一般的使用情況下，減少百分之

一的阻力係數將可以延長續航里程5公里之多。Audi e-tron的阻力係數為0.28。在安裝選配

的虛擬車外後視鏡之後將可進一步降至0.27。該數值是透過針對車身各個部位進行測量的做法

所取得的綜合數字。創新的車外後視鏡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標配的主動式氣壓懸吊系統也

發揮了作用：在時速達到120公里以上的時候，這項技術會把車身從正常高度調降26公釐。車

頭的設計也經過優化，在單體式盾型水箱護罩後方增加了由小型電動馬達開啟的兩個冷卻進氣

口。動力控制單元可以在不同的車速下關閉該冷卻進氣口，讓空氣經從引擎蓋上方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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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UDI  
E-TRON 
 IS A   
NATIVE.
Audi e-tron具備數位化的本質。

尖端科技也為e-tron的座艙設計定調。Audi e-tron座艙內的「環繞式」儀表板結合了易用和

聚焦的特性。它以寬大的弧形延伸線條包圍著層疊式儀表板，其明顯的水平線條進一步延伸

到突出的車門飾板上。環繞式儀表板和諧地整合了標準Audi虛擬座艙上方的區域，其時尚的

顯示螢幕在視覺上創造出彷彿懸空的效果，其也整合了選配的虛擬車外後視鏡的顯示螢幕。

其螢幕角度略微向駕駛傾斜，選配的MMI直覺式觸控螢幕達到了全面的數位化，儘管採用了

最先進的科技，但其目的仍在於創造簡約的外觀。觸控螢幕的設計也讓（大多數的）旋鈕/按

鈕控制已成為昨日雲煙。

通過觸控和滑動手勢控制，MMI直覺式觸控技術採取與智慧型手機一樣的直覺式操作介面。

該系統以觸覺、視覺和聲學信號的形式提供反饋。其專用數據模組讓數位化的程度延伸至車

輛本身以外的領域，該模組能夠讓Audi connect系統（標配3年，隨後可以付費延長使用期

限）將車輛與網際網路連結，讓用戶和車輛內部系統都能夠取得即時資訊，例如，關於公共

停車場的空位數量或危險路況的通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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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條件：Audi e-tron的

原型車在瑞典拉普蘭地區

進行測試。車道製作專家

Lenny 和他的團隊負責提

供完美的冰上駕駛條件。

可能從2019年秋季開始，這款電動車的生態系統將開啟另一項Audi創新—隨選功

能，亦即在交車之後也可以添加特定功能的概念。因此，各地的Audi展示中心將會

展現出更為數位化的風貌。Audi e-tron將提供相關的硬體

和軟體，並可根據要求以月租、年租或永久使用的不同方式啟動特

定軟體。與電腦軟體不同的是這些功能將提供試用期。不過這類功

能主要和諸如照明套件或多媒體功能之類的設備有關。在這些創新

的背後呈現的是關於未來移動性發展方向的明確信息：顧客購買汽

車時將不再受到固定配備或功能的侷限。最先進的移動性需要能夠

取得所有功能的靈活彈性。數位素養和聯網能力是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具備的條件。而滿足

這些要求所需要的不只是一輛走在時代尖端的車款，它需要的是一整個生態系統，就像Audi 

e-tron所擁有的生態系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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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區到山林、從海港到屯區，台中市的景致變化萬千。

有地標建築，有時尚小店，有綠意山林，有溫泉暖湯，有海港美景，也有藝術基地，

多變的玩法滿足嘗鮮的渴望，夢幻的場景帶來仙境般的假期。

台中之旅，絕對精彩。

文字／楊育禎  攝影／楊育禎、吳志學、Carina

TAICHUNG , 
WONDERLAND 
VACATION
台中仙境假期

房子。外觀有著醒

目的連續弧面牆與

圓形呼吸孔，夜

裡，從孔洞中投射

出溫暖的燈光；白

天，孔洞引入自然光線至室內，從踏

入入口大廳那一刻，就能感受到流動

在奇幻洞穴中的自然光線、舒適空氣

及水聲影，帶來絕妙的感官享受。

台中市洋溢著時尚都會氣息，也擁有

自然山海美景。漫遊七期市政商圈，

可近距離感受顛覆傳統的建築美學及

摩登商店；深入谷關山林則可泡暖

湯、享受頂級溫泉假期；前進台中

港，娛樂、購物、美食樣樣不少；而

大里的Dali Art藝術廣場，則讓假期夢

幻浪漫又富含藝術味。

賞建築之美  國家歌劇院朝聖

建築師伊東豊雄說：「台中國家歌劇

院並不只是一座名為歌劇院的建築，

而是整座建築就是一場歌劇。」氣勢

磅礡的建築並沒有搭建任何一根樑及

柱子，而是由58個曲牆單元所組成，

前衛的設計被稱頌為全世界最難蓋的

以 58個曲牆單元所

組出的建築沒有任何

樑柱，有「全世界最

難蓋的建築」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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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露天溫泉浴池有綠樹環繞，可賞春櫻秋楓等四季美景。

圓形呼吸孔引入自然光線，為洞穴空間注入美麗

光影；夢幻吊椅讓選購好書的旅人們擁有舒適閱

讀的自在角落。而歌劇院對面的分子藥局顛覆傳

統，宛若藝文展館。

Play」內則將餐桌做為展演的劇場空

間，供應精緻的法式料理。6樓的「空

中花園」則令人宛若置身外星球，眺

賞台中七期的摩登大廈，別有樂趣。

開設於國家歌劇院對面的「分子藥

局」亦顛覆了對傳統藥局的刻板印

象，將藥局設計得宛若精品店，挑高

空間中央的金色螺旋梯通往二樓藝

廊，而一樓空間則陳列各式家庭常備

藥及有機、健康食品等，可依需求選

購。此外，還可坐下品味一杯手沖咖

啡，一邊諮詢用藥、保健常識，別開

生面的體驗吸引中外旅人前往朝聖，

堪稱「全台最潮」藥局。

建築內設有大劇院及中劇院，舉辦國

際一流的藝文展演節目之外，戶外並

有一座被稱為「黑盒子」的小劇場，

可讓表演者與觀眾近距離交流。在推

動表演藝術產業為使命之外，歌劇院

也肩負免費藝文體驗及孵育文創品牌

之責，因此一樓的「Art Corner藝角」

空間提供各類藝文書籍與多功能影音

設備，讓民眾可輕鬆親近藝術；

「VVG School 好樣學潮」嚴選數十家

設計品牌，有關於食、衣、住、行的

延伸商品都可以在此找到翻新的設

計，購回美好的生活；「VVG Labo 

好樣度量衡」則供應極品手沖咖啡，

在宛若實驗室般的純淨空間中品味咖

啡香，可偷得浮生半日閒。 5樓的

「VVG Books Play」集結了與藝術、

設計相關的外文選書；「VVG Food 

享山林之美  谷關奢華溫泉假期

藏身秀麗山林之中的谷關溫泉，泉質

屬於碳酸氫鈉泉，水量終年不竭，從

日據時代設立澡堂開始，逐步發展成

為中部的溫泉勝地，據說日本明治天

皇來此泡湯後返回日本，皇后便傳出

懷孕消息，而有「生男湯」之傳說。

日本星野集團相中谷關之美湯、美

景、美地，投資台灣第一間度假村「

虹夕諾雅 谷關」，保留日式頂級服務

品質的靈魂，並融入台灣悠久的傳統

文化，打造出最優質的夢幻旅店，寫

下谷關溫泉風景區的歷史新頁。

坐落於山谷高地中的度假村，可眺賞

層巒疊翠及谷關街鎮，以玻璃與木格

子交疊構成的建築完美融入地景之

中。穿越優美的竹林小徑，微風輕

拂，水聲潺潺，所有煩憂皆已拋諸腦

後，步入宛若美術館的大堂，更擁有

遠離塵囂之感受。「虹夕諾雅 谷關」

原汁原味引進日本「裸湯」溫泉文

化，以日式木質感打造縈繞檜木香的

室內溫泉浴場，並設有大片窗戶可飽

滿窗外美景；戶外露天溫泉浴池的設

計蜿蜒曲折，與大自然和諧共生，並

可近距離欣賞秋楓與春櫻。每一間客

房都能享受無循環

的溫泉原湯，帶來

純淨、自在的泡湯

體驗，而客房以森

羅、山霞、月見、

風音、水明為名，不同房型各具特

色，但風格皆十分優雅且充滿意境，

而壯麗的山色則是共同的驚嘆號！此

外，日本會席料理也是一大亮點 ，嚴

選頂級食材以細膩

烹調工法呈現，並

裝盛在精緻器皿之

中，帶來難忘的用

餐回憶。

白天，展望山林；午後，散步竹林；

夜晚，泡湯觀星，慢活的步調、細膩

的空間、奢華的享受，絕對讓身心靈

徹底放鬆。

每間客房皆設有無

循環溫泉浴池，柔

滑原湯與窗外山色

令身心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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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玫瑰燈海點亮 Dali Art藝術廣場的夜色，可拍出夢幻美照。

玩累了！走進商場內尋覓美食吧！多

達40間的美食餐廳讓選擇十分多樣

化，恨不得自己能多幾個胃！當中還

有多家日本知名餐廳的海外分店，例

如但馬屋、麻布十番祭亭、KINTAN 

BUFFET燒肉、串家物語、晴木千層豬

排、猿田彥珈啡、J.S. FOODIES⋯⋯

，從主食到咖啡、甜點應有盡有，讓

味蕾大感滿足。

擁夢幻之夜　大里藝術小旅行

一朵一朵的玫瑰在夜裡綻放光亮，形

成浪漫的玫瑰花海，這處打卡祕境洗

版IG與FB，引人想親身造訪，拍出人

人稱羨的網美照。多達2千朵的玫瑰燈

海就設置在「台中軟體園區 Dali Art藝

術廣場」A棟展覽館3樓的空中花園，

無論是白天或夜晚、遠拍或近攝，都

能拍出夢幻照片。

Dali Art藝術廣場位於台中大里，基地

面積遼闊，設有展覽館、多功能演藝

廳、商務中心、表演廣場及多達150戶

的大型商舖，是台中最新的文創藝術

平台，從坐在屋頂上的藍色巨人「沉

思者」裝置藝術，到近期邀請當代藝

術大師Kaws舉辦之「Kaws Bff Sculp-

ture」雕塑展及快閃商店，皆成功掀起

話題。園區內有不少熱門打卡場景，

駐村藝術家創作的「街道藝術」作

品、入口電扶梯的「迎賓燈藝」、以

8,000顆水晶燈柱架構而出的「水晶光

廊」等都很有看頭，無論是拍攝由粉

紅恐龍領軍的動物遷徙裝置藝術，或

是捕捉天花板上的動態燈光變化，或

是置身在宛若魔幻空間的水晶光廊之

中，都能拍出無比趣味。此外，園區

對面的東湖公園也設有許多大型裝置

藝術，光影巨人、鳥人國度、午睡超

人⋯⋯等也值得細細品味，讓這趟台

中之旅藝術味十足。

 

 

玩海港之樂  趣遊三井OUTLET

台中港是中台灣的航運門戶，濱海遊

專業憩區內設有梧棲觀光漁港，是採

購魚貨、品嚐海鮮的最佳去處。鄰近

的高美溼地孕育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擁有世界級的美麗景觀，夢幻夕照時

刻令人動容。而2018年底Mitsui Out-

let Park 台中港開始營運之

後，更豐富海港觀光陣容。

以海洋為概念，融入台中港

貨櫃為設計意象的購物商

場，集航海旅遊、時尚生活、娛樂體

驗於一身，170家店舖引進國際名品、

休閒運動品牌及日系服飾、餐廳美饌

等，還有一座全台唯一可眺賞海景的

誠品書店，高達60

公尺的海景摩天輪

可飽覽台灣海峽與

海港風情。今年夏

天，由威秀影城引

進日本獨家技術打

造的「Snowtown雪樂地」為遊客帶來

盛夏中的消暑良方。這座室內恆溫雪

場的雪片由乾淨水質製成，且不含化

學藥劑，可以安心大玩特玩，而占地

500坪的空間內維持20度的舒適溫度，

換上雪靴、租借雪具，就能盡情戲雪

玩樂，無論是剷雪堆雪人，或是做雪

球打仗，還是乘坐滑雪板從雪道一溜

而下，皆樂趣無窮，每半點飄下的片

片雪花更增添浪漫氛圍。

雪樂地室內恆溫雪

場帶來戲雪樂趣，

還可體驗從雪道一

溜而下的刺激感受。



Audi network
台灣奧迪全台授權展示中心．服務廠

台北北投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264號

桃園

桃園市中壢區

中園路467號

新竹

新竹市中華路

一段257-3號

台中

台中市五權西路

二段589號

南屯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999號

台北南港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155號

新北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7號

彰化

彰化縣大村鄉

中山路一段191號

Audi 台北旗艦中心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288號

台南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688號

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306號

全台授權展示中心

Audi台北旗艦中心 電話: (02)2793-919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台北北投  電話: (02)2896-228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新北新莊 電話: (02)2998-886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新北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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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53-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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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台北旗艦中心 電話: (02)2793-919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台北北投  電話: (02)2896-228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台北南港 電話: (02)2651-998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08:30~17:30

新北新莊 電話: (02)2998-886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8:30-17:30

新北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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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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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53-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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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展示中心  電話: (02)2790-717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土城展示中心  電話: (02)7703-9198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南屯展示中心  電話: (04)2386-1885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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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4號

奧迪嚴選中古車

http://approvedplus.aud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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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號1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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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39-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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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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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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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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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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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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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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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p next (經典格紋)     □ 1     □ 2     □ 3     □ 4     □ 5

• Up next (摩登動物紋)   □ 1     □ 2     □ 3     □ 4     □ 5

• To Audi Connect (恰到好處的體貼)    □ 1     □ 2     □ 3     □ 4     □ 5

• To Audi People (十年有感，在愛與夢想裡馳騁)    □ 1     □ 2     □ 3     □ 4     □ 5

• To Audi A6 (智慧設計之奢)   □ 1     □ 2     □ 3     □ 4     □ 5

• To Audi A7 (現代藝術之作)    □ 1     □ 2     □ 3     □ 4     □ 5

• To Sam Reynolds (轉變創造新方向)   □ 1     □ 2     □ 3     □ 4     □ 5

• To Milan (Audi為何相信改變？)   □ 1     □ 2     □ 3     □ 4     □ 5

• To Santiago de Chile (新滋味？)    □ 1     □ 2     □ 3     □ 4     □ 5

• To A New Kind Of Electric Mobility (下一步是什麼？)    □ 1     □ 2     □ 3     □ 4     □ 5

• To Inspire (台中仙境假期)    □ 1     □ 2     □ 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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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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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