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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奧迪自新任管理團隊接手後，宣誓以「顧客導

向」、「服務品質提升」與「在地化產品策略」三

大主軸作為經營台灣市場的基本方針。而對於提升

服務品質的具體措施，一方面以強化經銷商服務品

質加強軟實力，硬體方面則透過提高銷售與服務通

路的建置來提升顧客滿意度。根據「NCBS新車車

主滿意度調查」的資料顯示，Audi 現有車主絕對推

薦購買程度由 2018年的 33%大幅提升至 2019

年的 48%，展現出台灣奧迪過去一年將重心專注於

關懷忠誠客戶與顧客滿意度的具體實效。

除了加強顧客服務的軟實力之外，台灣奧迪管理團

隊拓展經銷通路涵蓋範圍來提升顧客滿意度。經過

一年多的審慎評估，台灣奧迪決定邀請全新經銷商

團隊「豐仕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加入四環品牌的銷

售和服務體系。此外，台灣奧

迪也宣佈全新世代 Audi Q3開

始預售，全新大改款 Audi Q3

承襲全新世代 Audi家族設計

語彙，車頭造型維持單體式八

角型水箱護罩，車身線條設計

較上一代更顯俐落與陽剛。同

時，Audi Q3 / Q3 Sportback 

全車系皆標配多項頂尖安全科

技，打造智慧化、便利且安心

無虞的用車環境。敬邀搶先入

主 Audi Q3全車系，享受新世代智慧科技與多樣化

靈活的車用空間，與身旁伴侶、家人，一同與四環

休旅開啟每日精彩的序章。

公衛學者認為，無論處在任何場所或空間，「換氣」

是避免病毒傳染的一大原則，像是汽車、捷運以及

部分大樓建築的空調系統，都有機制可以交換室內

外空氣。相較於大眾運輸，自行開車相對安全許多，

優點在於乘客最多 5人、方便掌控，但缺點則是乘

客與駕駛距離近，建議開車族應定期清洗空調濾芯，

開啟外循環，可有效稀釋潛在病毒濃度，改善車內

空氣品質。開車族如何改善車內環境清潔消毒？最

重要的是要定期更換空調濾芯，就像室內空間如果

空調或空氣清淨機不換濾網，空氣品質就會愈來愈

差。

Audi 為你把關生活中的每處細節，無論外在環境如

何變化，我們將承諾您高規格的舒適乘駕體驗以及

車室空氣品質。Audi提供尊榮清潔保養服務，提供

你全方位頂級防護品質，從風箱清洗到濾網更換，

徹地隔絕外再汙染源，淨化車室內的空氣。活動期

間至 Audi服務廠，Audi 提供風箱清洗及同時更換

進階粉塵過濾網的雙重優惠價，讓 Audi貼心守護

您與家人的健康，隨時都能安心就座！

詳情：https://reurl.cc/O172a3

自成立以來，Audi Taiwan持續導入豐富產品，並

且致力於提升服務品質，因此從 2011年開始便積

極參與 Audi Twin Cup全球售後服務競賽，到今年

已經創下連續 9年參賽的紀錄。而在 Audi Taiwan

總裁Matthias Schepers於 2018年上任以來，更

加重視售後服務的提升，因此在 2019年的 Audi 

Twin Cup當中，從 29個參賽國家中脫穎而出，獲

得臺灣史上最佳的第 7名成績。

經過了一整天激烈競賽後結果出爐，服務組前 3名

以及技術組前 3名選手將代表 Audi Taiwan前進德

國，向全世界證明臺灣具有和世界接軌的能耐。

從 3月起到 7月比賽前，Audi Taiwan已經安排了

一系列高強度密集訓練，除了再次提升選手們的實

力，也要將臺灣區決賽中發現的問題與弱點補強起

來。這次 6位出線的選手當中，其中 4位是 2019

年獲得第 7名好成績的班底，再加上 2位力敵去年

代表隊選手獲得資格的新成員，今年代表隊的實力

空前強大。未來 Audi Taiwan還有更多野心，透過

Audi Twin Cup所帶來的正面能量，希望能讓更多

人認識服務顧問與維修技師的工作內容，瞭解其專

業性與難度，進而提升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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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奧迪提升優質品牌體驗 
全新Audi Q3預售開跑

2020年年度售後服務競賽 臺灣決賽圓滿落幕

高強度密集訓練備戰德國

Audi Q3 Pre Order Audi Twin Cup World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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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編輯部　PHOTO: Audi Taiwan

由左至右分別為台灣奧迪銷售處長孫

敏郎先生、豐仕汽車董事長姚宏仁先

生、奧迪北區總經理曾長鋒先生、台

奧北區總經理蘇玉興先生、台灣奧

迪行銷處長石田英明先生、台灣奧

迪售後服務處長 Frank Lohwasser、

奧迪南區總經理李龍信先生、和順

利汽車董事長廖祿彰先生、台灣福

斯集團暨台灣奧迪總裁 Mr. Matthias 

Schepers。

Audi 2020
尊榮清潔保養服務，即日起至7/31

Audi Car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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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2019 Audi Innovation Award (AIA)的新創公司WeavAir，

其核心技術主要透過檢測空氣中的壓力、溫度、濕度、懸浮微粒、

濾網清潔度、PM2.5等數據資料，並在 AI的輔助下，提升空

氣品質感應器的準確度，以解決目前環境所遭遇到的空氣汙染

問題。但由於目前市場上其實缺乏了具備高精準度、正確預測

能力的感應器，這兩個原因迫使他們必須向外找尋相關的資源，

得知 Audi AIA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幫助新創獲得資金與成長，因

此參與了 AIA的競賽。AIA獎項帶給WeavAir的不只是資金及

技術上的協助，更是將WeavAir帶入一個極具發展潛力的移動

產業。

目前WeavAir在 Audi的協助下，已有許多專案正在籌劃測試

中，主要內容是追蹤、搜集空氣品質相關數據，並測試能否真

正適用於當地的汽車產業市場，進而優化駕駛人及乘客的體驗。

Audi也提供許多案例經驗供WeavAir參考、學習，這些對新創

團隊們來說都是非常可貴的資源。WeavAir創辦人 Natalia認

為，Audi在全球所具備的視野及產業能量，對於新創公司的成

長而言，確實是非常良好的催化劑。未來，WeavAir也將持續

發掘未來移動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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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為新創最強後盾，

提高新創能見度

Audi Innovation 
Award

「我們看到城市和汽車工

業所面臨的挑戰，例如城

市交通擁堵、空氣汙染等

問題，透過 WeavAir 的

技術，或許能夠改善這些

問題。」Natalia 開心地

說道。

Audi 官網 Audi Line Cha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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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耀不可，自信隨型

TEXT: 蔡至兼, PHOTO: Audi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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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A1

新世代Audi A1，動感線條搭配大膽配色。

以搶眼的外觀挑戰您的新時代魅力。
 

成功地將「潮」與「雅」融合的 Audi 全新 A1 Sportback，

是車壇中最具代表的移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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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A1 TO AUDI A1

上）全新 A1 Sportback 車艙導入 10.25 全數位儀表板，達成最絕佳的人因介面。

下）Bang & Olufsen 高級音響系統，提供絕佳的聽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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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現代人，生活要「潮」，態度要「雅」，

不僅能忠於自我也能成焦點，當然這一切不

能只靠裝扮，開什麼車也很重要，就如新

Audi A1 Sportback，此次改款外型與內裝跟

前一代相比有很大的差異，處處讓人驚喜，

尤其在 Audi投入新世代設計風格後，更完美

詮釋「潮」與「雅」，並在兩者間達到平衡。

首先，新 A1 Sportback整體線條不再如前

一代那般圓潤，車身的折線變得更為立體，

引擎蓋上兩側加了兩道深刻溝槽增加了不少

侵略感，而外觀上最重要的設計元素，也是

最容易辨別之處，莫過於前氣壩上緣增加了

三道進氣口，以及粗壯的

梯形 C 柱，都是向 Audi

經 典 車 款 Ur-quattro 和

Sport quattro致敬。銳利

中帶些圓滑的外表，更帶

來絕佳的運動跑格；若選

擇 S line車型則換上專屬

外觀套件，包含氣壩面積

更大的前保桿、側裙、面

積加大尾翼等。而 Audi最

擅長的 LED燈光科技同樣

沒有缺席，全新的光箭型日行燈造型就如同

飛箭般銳利，尾燈也利用 3D幾何設計讓光

線更有層次，提升了辨識性。A1 Sportback

提供多種車色可選擇，在 A柱、車頂、後視

鏡、側裙等處都可以選擇對比色飾件搭配，

依車型不同配置 15至 18吋四種尺寸胎圈

組，並有多樣輪圈樣式，另除了 S line車

型外，也有 30 TFSI與 30 TFSI advanced 

車型，外觀與內裝上皆不盡相同，多樣組

合，給予車主更多自我搭配與選擇空間。

全新 A1 Sportback在車體上亦有略微放

大，4,029x1,740x1,433mm車身尺碼和

2,550mm軸距，可有效改善前一代車型空

間較侷促的問題，行李廂容積也增加了 65L

達 335L，若將後座椅背放倒後，則可擴增

到 1,090L，而行李廂開口下緣距離地面高度

僅 67cm，以更完全符合人體工學便於行李

的搬運。

當然全新 A1 Sportback車艙最受注目的，

在於導入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無論任何等

級都標配 10.25吋全數位彩色數位儀錶，

並可升級為虛擬座艙，可提供包括衛星導航

在內的多元訊息，並能在方向盤上進行操

作，達成最絕佳的人因介面。另外，全新 A1 

Sportback亦標配 Audi最自豪的MMI多媒

體系統，全車系搭配 8.8

吋的觸控螢幕，亦可選配

升級為 10.1吋。

除上述功能，MMI系統當

然也可透過 Apple CarPlay和 Android Auto

（標配），與使用 iOS和 Android兩大系統

的行動裝置作聯結，並附有一組 USB-A與一

組 USB-C連接埠可使用，無論訊息、娛樂都

可一手掌握。至於音響系統除了標準配置外，

可選擇具有一組重低音喇叭與輸出功率 180

瓦之六聲道擴大器、八支揚聲器的高階音響

系統；另還有配置 560瓦輸出功率與 11支

揚聲器的 Bang＆ Olufsen高級音響系統，

可利用四支揚聲器與擋風玻璃間的位置安排

達到 3D立體效果，提供更好的聽覺饗宴，

營造出宛入置身歌劇院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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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完

美體態與聰明才智，如您一般，

理想契合都會生活美學的小巧

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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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A1

一輛車的穩定性與

否，完全取決於底盤

設計和車體結構，

架構在極富盛名的

MQB底盤平台的全

新 A1 Sportback，

座艙周邊車架採熱

成型鋼材打造，加

上全車有高比例採超高強度複合材質製成，

建構成高剛性車體結構，不僅讓車室乘員獲

得最佳保障，亦提供駕控、移動時的穩定

性，同時 A1 Sportback獲得 NCAP 5 顆星

的高評價，為同級中最佳表現。動力部分，

全新 A1 Sportback配置 TFSI渦輪增壓汽

油引擎，其 1.0升直列三缸的設計可發揮

116hp/200Nm功率輸出，並搭配七速 S 

tronic雙離合器變速箱，不僅反應快且動能

銜接無落差，同時也達到稅賦、油耗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調校能滿足日常移動需

求。

為了達到運動與舒適的均衡，全新 A1 

Sportback的懸吊系統採用前麥花臣、後

扭力樑設計，advanced以上車型，並配置

Audi drive select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其

中，Audi drive select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

擁有 auto自動、dynamic動力、efficiency

節能與 individual個性化四種模式，在不同

模式下所提供的動力輸出特性、變速箱換檔

邏輯與轉向輔助力道都會有所不同，以對應

不同的操駕需求。標配的斜坡起步輔助系

統，可增加車輛於斜坡起步時安全性。長期

以來 Audi對於安全科技可是不遺餘力，因此

像 ACC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標配 )、

車道偏移警式系統，功能更完善的停車輔助

系統與 Audi pre sense front前方預警式安

全防護系統等（標配），也都列於全新 A1 

Sportback配備清單中。

如果想展現與眾不同並散發強烈的自我品

味，並享受最佳操控樂趣和安全科技，那麼

可以一口氣將「潮」與「雅」融合的 Audi全

新A1 Sportback，擁有它絕對不會令「缺憾」

二字在人生中出現。

無論是都會或是大自

然，都能藉由充滿線

條的設計，巧妙地與

周遭環境融合。

可升級的全數位虛擬座艙與簡約充滿人性科技化的配備鋪陳，打造出個人最具特色的專屬空間。

行李廂空間足以容納一個人的旅行，如果要攜朋引伴同遊也沒問題。

搭載 Audi 安全智能科技，您再也不必前瞻後顧！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主動維持與前車的距

離。



搶眼獨到，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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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Q3

新世代Audi Q3/Q3 Sportback

亮眼、科技、安全、動感齊聚一身

TEXT: 蔡至兼, PHOTO: Audi AG

身為 Audi 家族的成員，

Q3 與 Q3 Sportback 無論在造型美學或者科技行頭，

均展現出強烈的自我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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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UDI Q3 TO AUDI Q3TO AUDI Q3

19

放眼市場 SUV都長得差不多，Crossover也

沒有太多新意，那麼全新的 Audi Q3與 Q3 

Sportback絕對令你耳目一新，無論是整體

造型到細節，不僅散發出強烈的四環品牌

精神，更完美展現 21世紀新造車工藝的結

晶。從 1990年代中期崛起的 SUV，隨著

消費市場改變，21世紀創造出更多衍生車

型，尤其 Crossover因造型更具跑車化而

成為 Crossover Coupe設計，成為市際最

具魅力的產品。Audi最新家族成員 Q3/Q3 

Sportback，是雙生車也是衍生車，前者充

滿都會跨界與 SUV機能性，後者融合雙門跑

格運動性與 SUV特性，當

然為了做出區隔，無論是

Q3或者 Q3 Sportback在

產品定位、客層、動態表

現也都截然不同。

由於是 Q3的衍生車型， 

Q3 Sportback在車頭造型

設計上與 Q3並沒有太多

差異，同樣是架構在極富

盛名、穩定性與操控性更

佳的MQB底盤平台，但 Q3 Sportback整體

略長卻也較為低扁些，雖然都會身影依然強

烈，卻在更為明顯的肌肉線條、跑旅化設定

的後斜式車頂線等元素下，外觀比起同門的

鋼砲型跨界 Q2更顯張狂，也較 Q3來得更

搶眼。簡單來說 Q3與 Q3 Sportback有著

兩種不同型態的美感，Q3屬於內斂動感，

Q3 Sportback則是動感洗鍊。無論是 Q3或

者 Q3 Sportback，車頭均配置單體式八角型

水箱護罩， Q3 Sportback更採用蜂巢狀與

黑色鋼琴烤漆點綴以示區隔，同時 Q3和 Q3 

Sportback最明顯的差異莫過於 B柱以後線

條改變，向下後收的線條將 Q3原有的 C柱

矩形窗框擠壓成三角窗，呈現 Coupe車型的

動感弧線，並且也修改出後行李廂上緣的鴨

尾造型，令車頂、後輪拱線條匯集處更佳流

暢，也讓跑車般的車頂線視覺上更加明顯；

若是選擇 S line，前後保險桿會更加運動化。

此外，無論 Q3或 Q3 Sportback皆標配 LED

極光頭尾燈組，無論在白天或夜晚，皆提前

為駕駛照亮前方道路，展現出色、精準且細

緻的照明，減輕駕駛負擔，提升行車安全。

也提供Matrix 矩陣式 LED頭燈科技給車主

選擇，當然全新設計的 LED識別燈，具有高

視覺辨識度，讓人一眼便能知道這就是 Q3/

Q3 Sportback。

向來將科技與駕駛者互動

擺第一優先、並以數位科

技為主軸的 Audi，同樣也

將這樣的概念運用在 Q3/

Q3 Sportback上，進入車

艙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全

新 Audi MMI 多媒體系統

延續全數位化的發展，新

世代的觸控螢幕與 Audi智

慧型手機介面，更符合人

體工學的嶄新設計，不僅操作使用上更為直

覺，並藉由高光澤黑色玻璃材質來展現科技

感，也讓整體視覺更簡潔俐落，Alcantara

麂皮內裝套件更大大提升車室質感外，Bang 

& Olufsen 3D環繞進階音響系統，令所有

乘員沉浸於最高的聽覺饗宴，讓行車旅途充

滿樂趣。長達 2,677 mm的軸距，讓 Q3

與 Q3 Sportback 獲

得優異的乘坐空間，

後排座椅可前後滑

移，Q3 為 150mm，

Q3 Sportback 則 是

130mm，椅背具備多

段調整功能，有助於後

Q
3

 S
po

rt
ba

ck

MMI中央顯示器的

Audi智慧型手機介

面，符合操作習慣

的嶄新設計。

上）自信，外放，動感，定義全新 Audi Q3 Sportback 的設計美學。流暢的車頂線條，低矮的後車窗和

銳利的尾燈設計，勾勒出令人驚豔的背殺身影。

下）可選配的矩陣式 LED 極光頭燈組，讓你一眼就能感受全新 Audi Q3 漸進式照明技術的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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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生活的無限想像與可能，

Q3 與 Q3 Sportback 將輕鬆達成你的夢想。

座乘客獲得最輕鬆舒適的坐姿；而行李廂容

積在標準狀態下即有 530公升，若透過後座

4:2:2分離傾倒後可擴大至 1,400/1,525公

升，當然對於便利性，Audi也貼心標配腳踢

感應式電動尾門啟閉功能，能免除滿手戰利

品而無法開門放置的窘境。

基於面對歐盟嚴苛的

法 規 卻 又 不 失 性 能，

Audi 在動力技術投入

心血研發，針對 Q3車

系 編 成 提 供 35 TFSI、

35 TFSI advanced、

40 TFSI quattro S line

三 種 等 級，35 TFSI 和

35 TFSI advanced 的 動

力，為 1.5L直列四缸渦

輪增壓引擎和 48V輕型複合動力的組合，

可 輸 出 150hp/5,000-6,000rpm 馬 力 與

250Nm/1,500-3,500rpm 扭 力， 並 搭 配

Audi主動式汽缸管理系統、Start-stop引擎

自動啟動 /熄火，與 S-tronic七速自手排變

速箱後，成就最佳的油耗表現。而 40 TFSI 

quattro S line，提升為2.0L渦輪增壓引擎，

190hp/4,200-6,700rpm、320Nm/1,500-

4,100rpm的強勁功率，搭配七速 S-tronic

自手排變速箱與 quattro四輪驅動系統，

0-100km/h加速可在 7.4秒完成。

而 Q3 Sportback共有 35 TFSI與 35 TFSI S 

line兩種等級設定，同樣為 1.5L直列四缸渦

輪增壓加上 48V輕型複合動力選擇，跑車式

轉向系統與 S-tronic七速自手排變速箱的搭

配下，提供駕駛人截然不同

的駕馭樂趣，當然 Audi主

動式汽缸管理系統、Start-

stop引擎自動啟動 /熄火也

列為 Q3 Sportback 標配。

在這套 48V輕型複合動力中，鋰電池可在引

擎熄火滑行時供應相關電力，並讓起步更為

平順快速，而高能量動力回收能利用車輛動

能發電，進而運用電力驅動車內的電系輔助

功能。因此無論是 Q3或者 Q3 Sportback，

在動力編成上皆讓駕駛者在享受樂趣之餘亦

能同時獲得節能效果，更

重要的是，全新設定的輕

型複合動力系統，更以達

成追求友善地球環境的目

標為優先。

擁有Euro NCAP五顆星評

價的Q3/Q3 Sportback，

其主被動安全科技是以重

視生命為前提，高剛性且

輕量化的車體結構形成固

若金湯的保護，而 Audi 

drive select系統可提供

六種模式選擇，讓駕駛人

針對不同路況、需求自行

設定，不僅可操控性全然

提升，對安全亦有所幫

助。同時 Audi新一代駕

駛輔助系統也配置於 Q3/Q3 Sportback上，

標配前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自動緊急煞

車）、Audi lane assist主動式車道維持及偏

離警示系統、ACC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Audi side assist車道變換輔助系統（盲點警

示）、Audi cross traffic assist rear後方橫

向車流警示、以及 Audi pre sense basic預

警式安全防護系統，S line 車型更標配 360

度全視角顯影，提供給車主最智慧化、便利

且安心的用車環境。

相信在 Q3/Q3 Sportback這兩大新星問世

後，車壇將掀起新話題，也讓消費者在購車

多了更多選擇，同時也提升自己的生活品味

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全新 Audi Q3 的內

裝， 可 升 級 12.3 

吋全數位虛擬駕駛

座艙，提供您更貼

近 直 覺 的 駕 馭 體

驗。

無論是配備或者空

間規劃，都能貼切

地滿足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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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公路上無休止的旅程，在蜿蜒的道路

上享受駕駛樂趣，穿越都會繁忙車流的通勤

之旅，以及走向大自然的一日小旅行。四種

情況、四種解決方案、四輛概念車。畢竟，

這些特殊使用情境正是這些概念車整體設計

的基礎。Audi設計主管Marc Lichte對概念

車設計方向的說明也正是如此：「有了這四

款展示車，我們能讓我們的未來顧客接觸到

量身定制的移動性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我

們的設計理念是基於美學智慧（Aesthetic 

Intelligence）的運用，透過創新技術和前衛

設計的共生，為顧客創造個人的空間。」

這也是系列名稱「AI」

的 由 來， 但 是 在 這

裡，AI代表的是 Audi 

Intelligence，象徵了

四環品牌旗下所有的技

術專業能力都在這四款

概念車中獲得了整合。

電動車、自動駕駛、智

能照明設計和車對車

通信，現代科技的無

限可能及其為駕駛人

帶來的自由，在這些概念車的設計中獲得了

充分體現。在自動駕駛的願景當中，乘客是

設計的重點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在量產車

款當中，駕駛人及其需求則通常是設計者的

主要考量。「在經典的產品組合中，車輛通

常需要考量許多不同的需求，導致在設計上

必須做出折衷的決定。然而我們對這些展示

車採取了比較激進的做法，並針對個人需求

設計了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車輛。而且我們始

終牢記我們的目標：那就是為顧客提供更多

的自由和空間。」Audi設計策略主管 Claus 

Potthoff解釋道。因此，這四輛概念車的

設計師都從車內的設計開始著手，為使用者

盡可能提供最大的個人空間。這些概念車是

Audi獨特的全方位移動概念的一部分，為滿

足用戶的特定需求而量身訂做的移動方式。

這四輛未來概念車款中的每一款都實現了特

定的目標。顧客可以根據自己當下的需求在

有限的時間內租用其中一輛車款，重點不再

是從 A點到 B點的旅程，而是為用戶創造全

方位的體驗。

Audi AI：CON—長途旅行的舒適與空間

長途旅行的舒適性，這可能是 AI：CON的座

右銘，這輛概念車的設計以駕駛的自由度為

第一優先考量。從車室內部的設計開始，當

乘客坐進 AI：CON寬敞舒適的座位區之後，

他們首先會立刻注意到這輛概念車的座艙完

全是為自動駕駛設計的。這意味著什麼呢？

方向盤、踏板、儀表板按鈕在這輛車上全都

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寬闊而簡約的表面。

乘客可以往後靠在椅背上舒適的放鬆、看電

影或上網。車頭和車尾都有足夠的行李儲放

空間；Audi AI：CON為顧客打開了一個全新

的移動世界。

上 ) Audi AI：CON

承諾在長途旅行中帶

來放鬆的體驗。

下 ) 在 Audi AI：Con

的座艙內，乘客可以

舒適地靠在座椅上，

透過語音指令或眼球

追蹤技術控制車內設

定。

Audi在IAA 2019上展示的AI：TRAIL是AI概念車系列中的最後一款車。

所有四款概念車均根據獨特的設計理念進行設計：駕駛不再是關注的焦

點，取而代之的則是乘客和他們的需求，讓我們與Audi設計師一起展開四

趟截然不同的未來之旅吧。

TRANSLATION: PERRY HSU, PHOTO: A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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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AI：RACE—馳

騁賽道

AI：RACE 與 AI：

CON相反，這款高

性能跑車旨在提供最

佳的操控體驗，只有

駕駛才能將油門踏板

踩到底，沒有人會願

意（或不應該）讓這

輛車自行駕駛。這輛

概念車的亮點是，駕

駛座可以移動到座艙

中間的位置，就像真

正的賽車一樣，讓車

主可以享有賽車運動

的體驗。但是當駕駛座移到靠一側的正常位

置時，也可騰出容納乘客的空間。其外觀設

計呼應了中置引擎跑車的架構，座艙則位於

底盤的前側。這款概念車只有 1.15公尺高，

0-100公里加速僅需 2秒多鐘即可完成。 但

是，與其他跑車不同的是 AI：RACE得益於

節省空間的電動引擎，享有 470公升的行李

箱空間。 

Audi AI：ME—都會車流中的弛放綠洲

AI：ME在駕駛人控制和自動駕駛汽車之間

架起了一座橋樑。在城市中，許多顧客在不

塞車的情況下自行享受操控樂趣，但樂於在

交通壅塞的尖峰時間交出方向盤，整合這兩

種使用情境是設計師面臨的最大挑戰。他們

是這樣解決這個問題的：「當乘客切換到自

動駕駛模式時，方向盤會向下折疊，而桌子

則會向外展開。」

乘客會把 AI：ME當作是一個遠離塵囂的綠

洲，讓他們得以從日常生活的壓力和噪音中

獲得解脫。這就是為什麼設計過程主要聚焦

在座艙內部的原因。溫度、氣氛燈照明、座

椅定位：當使用者一上車，車子便會根據他

的喜好對這些項目進行自我調整。

Audi AI：TRAIL—體

驗征服大自然的越野

樂趣

第四款也是最新一款

的概念車可能是最激

進的設計研究。這款

概念車的設計旨在反

映其使用情境：越野

駕駛。使用者在此駕

駛情境下可以近距離

體驗自然，並在緊張

忙碌的世界當中放慢腳步。這款概念車的圓

頂可提供近 360度的視野，這輛越野車還配

備了五架無人機，這是其革命性照明設計的

一部分。它們可以以不同的隊形向前飛翔，

以完美照亮道路 -或使用機上的攝影機收集

有關前方道路的資訊。座艙設計專為戶外活

動而規劃。乘客將會發現後排座椅為兩張吊

椅所取代，當他們下車時，可以將這兩張椅

子卸下並隨身攜帶。這就是 AI：TRAIL之所

以與眾不同的原因：這款概念車甚至在車外

也能夠陪伴乘客一程。

對於 Audi而言，這些概念車成功地為未來鋪

好了道路。「汽車產業的變化日新月異。新

的移動概念將在此一變化中發揮重要作用。

然後，顧客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和喜好，來

租用 Audi on demand旗下的各種特定用途

車款之一。我們的目標是：未來的顧客在使

用 Audi on demand車款時的感覺應該像開

自己的愛車一樣地自在。」我們深信 Audi已

經透過這四款概念車實現了這個目標。

上 ) Audi AI：ME 概念小車專為都會交通而設計。

下 ) Audi AI：Trail 絕對會讓戶外活動和越野駕駛的愛好者覺得物有所值 。

FUTURE CARS: A HARMON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未來的汽車：科技與設計共譜的和諧樂章。

Audi AI：RACE 是一個

高度聚焦的概念，專為

賽道和道路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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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007》詹姆士龐德、《霹靂遊俠》

邁克爾奈特，或是蝙蝠俠等知名的電影明星，

全都少不了酷炫搭檔：超級跑車。這次由藍

天工作室（Blue Sky Studios）推出的新動畫

電影《變身特務》（Spies in Disguise）也

不例外，Audi RSQ e-tron不僅擔綱劇中主

角 Lance Sterling並肩作戰的帥氣夥伴，同

時也展現了 Audi大膽創新和前衛科技的未

來想像。電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

超級特務 Lance Sterling和科技天才Walter 

Beckett飛車追逐穿梭於華盛頓特區的街道

和地下鐵之間，全然展現了 RSQ e-tron在

帥氣動感的流線外型之外，更搭載全自動駕

駛模式及經由 Functions on demand啟動

boost加速功能的驚人優勢，未來科技感十

足。這款 Audi首次專為動畫電影製作的概念

車之所以能順利誕生，背後可是 Audi設計團

隊和藍天工作室兩造優秀人才的總動員。

在雙方密切合作設計下誕生的 RSQ e-tron，

擁有全影像技術儀表板、純電驅動、全自

動駕駛模式和品牌未來設計語彙，然而這

一切都和傳統運作模式相反，Audi非但沒

有在電影中宣傳新車款，取而代之的是全

新創造出展示未來智能和永續前景的 RSQ 

e-tron概念跑車。為此，由 5位設計師所組

成的 Audi團隊，其中包括了汽車外型設計

師 Jan Poliak，在剛接獲這項任務時，儘管

他們不熟悉劇本，也不知道動畫電影會如何

呈現，最初也僅收到電影製片公司發來的參

考圖像，不過對於這項前所未有的挑戰，Jan 

Poliak卻笑說：「這對設計師來說是最好的

項目之一。」正因為動畫電影是觀看 Audi未

來可能的理想環境。

在現實的世界裡，開

發一輛車需要 3～ 4

年時間，而這部未來

概念車在 6個月內製

作完成，設計團隊笑

稱真實汽車的物理定

律和安全問題，在虛擬的世界裡毫無作用，

這同時給予設計師很大的設計自由度，開始

從賽車與飛機等汲取靈感，並開發出 3種完

全不同的概念，最後由雙方共同選出了最終

版本，藍天工作室亦為概念車添建特殊設備。

RSQ e-tron從外到內，不但可見完美的超跑

比例和清晰線條，動感的外觀和未來感的內

裝更緊密結合，彰顯了Audi前瞻的設計語彙；

另外細節上如變速桿、折疊方向盤，以及擋

泥板上的散熱片或引人注目的大燈、高科技

內飾等亮點，全都精準傳達品牌一貫的創新、

前衛精神。

RSQ e-tron的命名則源自 2004年電影《全

民公敵》（I, Robot.）中的 RSQ，兩種車

款均為兩人座、十足未來感的運動超跑，

皆配備全自動駕駛模式和其他智能技術功能

之外，RSQ e-tron更增加了電動引擎、虛

擬外後視鏡、雷射激光燈、需求隨選功能

（Functions on Demand）、全影像技術儀表

板（Holographic Speedometer）、自動駕駛

和虛擬功能，大大滿足電影英雄和超級特工

Lance Sterling的需求。這部超級特工電影為

Audi提供了一個平台來展示品牌的創新和科

技，以及體現未來一切可能的駕馭境界。

SPIES IN DISGUISE: 
Audi RSQ e-tron
跨刀《變身特務》飆進未來

隨著2019年底最爆笑的動畫喜劇《變身特務》在美國上映，除了找來

《MIB星際戰警》威爾史密斯和《蜘蛛人》湯姆霍蘭德搭擋獻聲，另一大

亮點莫過於Aud i首度為動畫電影跨刀設計製作的未來狂想座駕RSQ 

e-tron。 

TRANSLATION: JESS, PHOTO: AUDI

《變身特務》（Spies in Disguise），

這部電影中由超級巨星 Lance Sterling 

和 Audi RSQ e-tron 並肩作戰，這是

Audi 第一部專為動畫電影製作的概念

車。Audi 設計師更利用「虛擬實境」

來測試自動駕駛汽車的設計，並且使

用專門開發的 CAD 軟體製作，以利雙

方可以高效地進行每一步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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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有多少次被塞在動也不動的車流當中動彈不得，幻想自己可以按下排檔桿頂部的按鈕，或者只要把方

向盤向後拉，你的愛車就能夠騰空而起，翱翔於其他所有車輛的上空呢？當然，這是一個不可能的夢想。不

過，真的不可能嗎？當然，你或許不會指望有哪家大型汽車製造商會認真考慮這個想法。然而，在 2017年

的日內瓦國際車展上，卻有一輛不折不扣的飛天汽車問世了，而在它的車頭上出現的竟是Audi的四環標誌。

這輛名為 Pop.Up Next的概念車也掛著 Italdesign和 Airbus的牌子，前身是一個名為 Pop.Up的計畫，該

計畫由 Audi擁有的米蘭設計和工程公司 Italdesign在 2017年的日內瓦國際車展上展出。

Pop.Up Next概念的重點並不是在於飛行汽車本身，而是一輛自動駕駛、自動飛行，完全自主的電動計程車。

其設計的概念著重於以多模式的原則運作。兩名乘客坐在一個膠囊座艙中，在地面行駛時，該膠囊艙會連接

到一個四輪的地面模組上，該模組也是由電力驅動的，並具備完全自動駕駛的能力。在飛行模式下，膠囊座

艙會自動與地面模組分離，然後連接到能夠垂直起飛的八旋翼飛行模組 /無人機上。從極簡主義的座艙內外

看來，這個概念確實非常地酷，並且具有未來主義的風格。個人的詳細資料和個人的「旅程」已經在智慧型

手機上的應用程式當中進行了預先註冊，當坐進座艙之後，語音個人智慧助理 PIA向你打招呼並歡迎你的到

來。座椅感覺很舒適，而且目前座椅後方還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幾個小袋子，不過這款飛行計程車在量產之後

的尺寸可能會變得小一些。面前的「儀表板」是一個融合了擴增實境科技的大螢幕，讓你可以通過移動眼睛

視線來選擇圖標。通過按下安裝在兩張座椅之間的小型觸控板，你可以選擇想要的氣氛燈主題，透過頭枕中

內建的揚聲器所收聽的音樂類型。雖然腳下的地板不是

透明的，但在計程車升空時，仍有足夠的玻璃區域可以

使乘客欣賞整個城市的風景，正如 Nicolas所指出的那

樣：「我們想要創造一個開放的環境，使乘客能夠享受

這種體驗，但我們也希望確保他們感到安全並且不會感

到恐懼。」

但是，如果你真的乘坐著一架由電池供電的無人機在半

空中飛行，而又看不到駕駛員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

感覺呢？「即使我們已經乘坐著自動駕駛的客機在世

界各地飛行，人們也不會立即信任 100％的自動飛行

機器。」Italdesign的電氣和電子建築專案部門負責人

Stefano Mancuso表示：「但是，等到空中計程車成為

現實的時候，例如說是 2030年好了，屆時我們早已習

慣於使用自動駕駛汽車。 而且無論如何，當空中計程車

問世時，一定會提供真人的支援，如有需要，乘客總是

可以透過控制中心與作業人員交談，並能夠進行遠端控

制。」因此，我請Stefano給我一個誠實且明確的答案：

他會搭乘空中計程車嗎？「會的。」他回答的非常爽快。

A VISION OF FLYING
飛行的願景

為你介紹Audi和Italdesign攜手推出的Pop.Up Next—無人駕駛、自動飛

行、完全自主的電動空中計程車概念。Angus Frazer正在思考它會如何影

響未來的城市生活。

TEXT: ANGUS FRAZER, PHOTO: GREG WHITE, TRANSLATION: PERRY HSU

“WE ONLY CREATE 
THINGS THAT CAN 
BECOME REAL IN 
SOME FORM. 
THE TECHNOLOGY 
HAS TO EXIST TO 
MAKE THE CONCEPT 
FEASIBLE.”
我們只創造可以藉由某種形式化為現實的事

物，所以必須存在使該概念可行的技術。

—Italdesign發言人Christian Bolognesi
Pop.Up Next  輕盈的兩座乘客艙可以固定在汽車或飛行艙上。

 內部主要特徵是 49 英寸的屏幕，而人與機器之間的交互是通過語音和面部識別，眼動追踪和觸摸功能執行的。



32

TO AUDI EXPERIENCE

「我會，不過我不會搭第一班，因為那一班已經被我們的

執行長預訂走了！」

該公司已經在去年阿姆斯特丹的 Drone Week活動上進行

了一次公開飛行，但使用的是 1：4的縮小模型。飛行模組

將乘客膠囊座艙準確地放置在地面模組上，然後自動駛出

試驗場。這場演示證明了 Airbus聯結系統及其鎖定和閂鎖

功能的有效性。目前，飛行模組設有腳架以簡化對接機制，

但我們可以想像在此概念達到量產時，將不再需要有腳架

的設計。為了使全尺寸版本的專案切實可行，此空中計程

車將需要比目前更強大的電池，而 Airbus目前正在開發這

種技術。噪音是另一個問題，人們希望減少無人機目前為

人所熟悉的高亢呼嘯運轉噪音。另一方面，Italdesign正

與 Audi合作，為地面模組開發電池和電動馬達技術。正如

最近推出的 e-tron SUV所證明的一樣，Audi的工程師已經

在該領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因此，Audi也有一名工程師派駐義大利和 Italdesign團隊一起合作。因此，

我們假設使空中計程車安全運行的技術能夠成功開發出來，所有立法問題可以順利解決，而且一般大眾不

僅樂於搭乘這種交通工具，也樂於住在一個有著空中計程車在上空飛翔的城市。在實務上，這一切要如何運

作？又會在何時發生呢？「無人機的數量要達到一定的規模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或許要到 2030年左右。」

Massimo解釋道，「我們估計到那時，全球將有 20萬至 30萬台空中計程車投入營運，而倫敦等城市則可

部署數千台。預估一開始它們只能在嚴格的空中走廊中運行，也許是從機場飛來並降落在市中心的大樓上。

但是，從長遠來看，主管機關也有可能會進一步開放天空，並給予它們更多的自由。」

雖然當前機型的設計主要針對較短的跨城市航程，但Massimo認為，隨著技術的發展，空中計程車的續航

力甚至可以變得更長。Massimo相信空中計程車將成為現實，他顯然也非常期待能夠親身體驗搭乘空中計程

車的飛行滋味。他笑著補充道，「畢竟從達文西和他發明的飛行器的時代以來，人類就一直夢想著能夠翱翔

天際，不是嗎？」

Pop.Up Next 的概念車能解決城市的交通問題。

設計靈感來自飛機的座椅具有網狀結構，可根據每位乘客的身形進行調整。

“IT’LL TAKE A 
WHILE FOR THE 
DRONES TO ARRIVE 
IN GREAT NUMBERS 
– MAYBE BY 2030.”
「無人機的數量要達到一定的規模可能還

要一段時間，或許要到2030年左右。」

—Italdesign移動解決方案主管

Massimo Martin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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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的Werksviertel區，也稱為工廠區，其已

具備未來的都會區雛形。當地為文化活動、居家生

活、工作和休閒活動提供了空間，所有這些都帶

有一些工業風的氛圍，並且展現出永續發展和創

新的特性。「移居者」（租房而居者在這裡的稱

呼）的共同目標是取得具備網路、數位和永續等特

性的移動能力。Audi是永續移動的有力提倡者，

Werksviertel區的發展「充滿熱情，並且極富遠見」。Audi銷售策略和業務開發部主管Worst Hanschur

表示，「這裡就是我們對未來城市的想像。而居住在這裡的人是具有典型移動需求的年輕城市居民，以及從

事商務旅行並追求永續生活的 B2B客戶。」

對 Audi而言，這個地區成為測試新數位和永續移動產品，並且建立創新中心的理想生態系統，也使得 Audi 

AG的子公司 Audi Business Innovation（ABI）成為此地理想的新「移居者」，該公司的主要業務為開發移

動服務和數位商業模式。 而 Audi on demand隨選服務則是Werksviertel區 Audi部門計劃的眾多創新專案

當中的第一個。該地區屬於 Pfanni食品製造公司的繼承人Werner Eckart的家族。直到 1990年代之前，

Pfanni的員工都在Werksviertel區從事馬鈴薯加工，製成如馬鈴薯泥之類的產品。在那之後，慕尼黑的居

民會造訪此區域的夜店跳舞狂歡，在 2017年，此地則更名為Werksviertel-Mitte區。

這個新概念將整個慕尼黑地區的歷史融合在一起：Pfanni工廠的工業氛圍在此地的貨櫃

屋建築中無處不在。最重要的是，遊客可以在此造訪眾多的咖啡館、餐廳、酒吧和俱樂

部。Werner Eckart設計了「移居者」的概念，他希望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共同決策，

並共同合作以創新和永續的方式實現計畫的社區。

Werkviertel區WERK 3中的一家創新快閃店於 2019年 11月 25日起對外開放。

Audi在此提供有關電動移動性的資訊，並提供 Audi on demand隨選服務—這是一種

移動概念，允許用戶租用 Audi車款的時間從 1天到 28天不等。你或許可以稱之為

「具備 Audi高級服務的隨選移動解決方案。」借助這項服務，Audi將使客戶更容易取得其服務，並會根據

用戶需求進行思考：在將來，是否擁有汽車將變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移動性本身。這也反映

在這間快閃商店的概念中。在兩年的期間內，多家汽車製造商將陸續在此進行相關展示，並為

客戶提供一致的獨特體驗。Audi將是第一棒，其次則依序是 Seat和 VW。 「我們很高興能在

Werksviertel地區率先透過如 Audi e-tron這樣的全電動高級車款端產品（如 Audie-tron）來

提供移動服務。」Hanschur解釋道。

DRIVING TO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邁向永續移動之路

分享而非擁有：在慕尼黑時尚的Werksviertel-Mitte區，Audi正在發展未

來的移動方式。「Audi on demand」隨選服務只是Audi雄心勃勃的移動

願景和全新生態系統的開端。

TRANSLATION: PERRY HSU, PHOTO: AUDI

Werksviertel-Mitte

區的歷史，這裡曾

經是馬鈴薯工廠，

也曾經是熱鬧的夜

店集中地，現在則

成了一個邁向未來

的區域。

移動性是都市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

102hr  洛杉磯一般通勤者每年塞在路上的時間

30%  都會交通流量花在找停車位上頭

70%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均源自於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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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Audi和 ABI而言，Audi on demand和MOBIKO正

在為Werksviertel-Mitte構建其移動願景，亦即構建一個

數位化的車隊。ABI業務創新主管 Nico Gropper解釋了

背後的原因：「汽車的數量以及其在大城市裡所佔用的空

間已逐漸成為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做出回應，並

提供新的永續城市解決方案，以便改善城市生活的品質。」

其概念就是透過智慧車隊的使用來減少市區道路上的車流

量，並且騰出更多的停車位，進而創造了更多的城市空間。

同時，Audi希望讓Werksviertel地區的「移居者」能夠

更為便利地享用電動汽車的服務。

憑藉Werksviertel的「開放反饋」文化，Audi希望收集

有關未來移動性的寶貴反饋，以便讓每個人都能夠從未來

移動性的設計當中受益。當地社區對此主題也有明確的看

法：他們希望能夠限制區域內的停車位數量，以便「移居居者」和訪客擁有更多的空間。而且，最重要的是，

所有東西都應該方便輪椅使用者通行，以便每個人都可以享有移動的權利。「能夠進行公開討論，提供互助，

從服務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兩種角度來評估和改進產品，並持續研發—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相信

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快地實現某些突破性的發展。」Hanschur熱情地說道。對於 Audi而言，Werksviertel地

區是許多不同的目標族群重疊的地方，而且在這裡也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移動情境。通勤者、

貸屋而居者、飯店房客、音樂會觀眾—他們都在移動，他們都希望從 A點移動到 B點。Audi

希望以智慧、聯網和永續的方式實現此一目標。「這裡的特殊實驗場域氛圍格外令人興奮，

我們想看看新的移動服務如何運作，而需求狀況又是如何。」Hanschur解釋道。

在未來，Audi將更加貼近Werksviertel區的創新精神。在 2019年 11月底，Audi Business 

Innovation將搬入當地的一個現代化辦公空間，同時會有一支由設計師、零售和移動性專家

組成的創新Audi團隊加入。 ABI專案經理LisaFüting解釋了此一決定：「作為此地的移居者，

我們有機會能夠影響這個令人期待的未來社區設計，並使人們與我們的移動願景緊密聯繫。

這項安排能夠使所有參與的人受益，讓我們可以用更為永續的方式來設計明日的世界。」

慕尼黑 Werksviertel 區的 Audi Pop-Up-Store，Audi 設計師運用膠帶藝術。

上 ) 由 鹿 特 丹 MVRDV 建 築

事務所設計的嶄新共享辦公

空 間 WERK 12， 將 容 納 約

35 名奧迪員工，他們從事設

計，電子商務的新概念以及

移動性概念。

下 ) 通過 "Audi on demand＂

優質服務，定居者可以使用

奧迪車隊的各種車型，包括

奧迪 e-tron。

AUDI IN THE 
WERKSVIERTEL 
DISTRICT: 
DESIGNING THE 
CITY OF THE FUTURE 
IN MINIATURE
Audi在Werksviertel區：

見微知著的未來城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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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逢第 11次於美國超級盃大型盛事上開

播廣告，Audi這回以音樂為靈感，在長達

60秒的廣告中邀請知名英國演員 Maisie 

Williams擔綱主角，駕駛品牌旗下全新純

電車款 Audi e-tron Sportback，啟動了一

場關於品牌長期以來推動永續未來的全球運

動，同時也為 2020年新氣象打頭陣。在

廣告中，Williams手握方向盤駕駛著 Audi 

e-tron Sportback，卻發現自己塞在十字路

口車陣裡，藉以意喻現代人陷於消費、成功

和地位先入為主和舊觀念的十字路口。面對

烏煙瘴氣、惱人至極的無止盡大塞車情景，

Williams開口唱起了電影《冰雪奇緣》熱門

歌曲〈Let It Go〉，

並毅然決然扭動方向

盤，將一切拋諸腦

後，掉頭暢行於其他

路上，接著沿途車

輛、路人和其他駕駛

也跟著一起加入此行

列，代表 Audi為迎

接永續未來的移動時代而努力，整支廣告片

亦隱喻更多選擇環保永續的決定將促使所有

人共同努力。

此廣告藉由家喻戶曉的歌曲〈Let It Go〉，

再由知名女星Williams重新翻唱，並於倫敦

著名的 Abbey Road Studio進行錄音工程，

在在賦予廣告片強烈的敘事元素，而被重新

詮釋的〈Let It Go〉如同一首新的、更具挑

戰性的歌曲，即使早已風靡全球，卻也意味

著轉型總是始於放下過去方能創造全新的明

日，帶出 Audi大步邁向永續未來的決心。

廣告片主角Williams表示：「為後代創造一

個永續、宜居的未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挑

戰。我很自豪能在這次全球品牌宣傳活動中

分享 Audi永續環保的未來移動願景。」隨著

氣候變遷與環境永續議題日漸迫切，如何創

造永續環保的移動新未來，已是現階段不容

忽視的挑戰。身處逐漸轉變為電動新時代的

過渡階段，Audi也以這支廣告重新定義「突

破科技，啟迪未來」（Vorsprung durch 

Technik）的品牌核心理念，並首次於包括德

國、義大利、法國、英國、西班牙和中國在

內的各個電視台和社群媒體上播放。

除了以廣告宣示 Audi迎接永續未來的電動

化布局，品牌同時計劃在 2025年之前達成

推出 30款電動車型、且 20款為全電動車款

的願景，同時讓所有生產基地達到碳中和的

認證標準，並於 2050年實現碳排放中和，

從工廠設計、產線的規劃到製造過程的控管

皆以符合永續發展為目標，目前生產 Audi 

e-tron的布魯塞爾工廠已獲得二氧化碳零排

放的認證。面對新的一年，四環品牌除了以

領先技術打造全面電動化的決心，更將持續

通過強化客戶體驗和頂尖設計等，啟動環保

永續的純電移動藍圖，實踐豪華汽車的未來

綠色視界。

AUDI AND 
MAISIE WILLIAMS
INVITE THE WORLD TO 
“LET IT GO”
Maisie Williams大唱《Let It Go》
擁抱純淨電能新未來

Audi攜手在《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中飾演Arya Stark的知名女星Mai-

sie Williams，在本屆美國超級盃宣傳廣告中，帥氣駕駛全新純電車款

Audi e-tron Sportback，一邊大唱〈Let It Go〉，象徵勇敢拋開過去熟悉

的一切，轉身擁抱永續未來的純電移動時代。

TRANSLATION: JESS, PHOTO: AUDI

Maisie Williams 在 60

秒廣告片中，駕駛全新

的奧迪 e-tron Sportback 

，啟動全球品牌宣傳活

動，塑造永續未來的駕

馭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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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 的 賽 車 季 中，1996 年 出 生

的 Kelvin van der Linde 繼 2014 年 後 第

二次贏得 ADAC GT大師賽冠軍，他和輪

流 駕 駛 Audi R8 LMS 的 瑞 士 車 手 Patric 

Niederhauser共享此榮銜。這位南非籍

Audi Sport車手的另一個重大成就是 2019

年鈴鹿 10小時洲際 GT挑戰賽（IGTC）的

第一名，幫助 Audi Sport車隊在日本贏得

了首個國際冠軍。駕駛 Audi R8 LMS GT3

的 Kelvin van der Linde與兩名來自比利

時 的 Audi Sport 車 手 Dries Vanthoor 和

FrédéricVervisch共同分享此榮銜。

像過去每年一樣，Kelvin van der Linde在南

非的家中度過了 12月的大部分時間和新年

假期：他家在南非豪登省的 Dainfern，坐落

在約翰尼斯堡和 Pretoria市之

間的 Jukskei河上，他在那裡成

長，附近有一個高爾夫球場。

他和他的哥哥 Sheldon每天都

自己開著家裡的高爾夫球車上

學，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今天仍

然住在那裡。「我們在南非擁

有的自然環境讓我能夠在經歷

過歐洲賽季油門全開的高壓生

活後獲得充分的放鬆。」他說

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回到南

非度過新年假期對我如此重要

的原因。例如，去參加 safari觀看野生動

物，或者與親朋好友一起共度歡樂時光是我

放鬆的最佳方式。對我來說，沒有比回到南

非的家中更美好的假期了。」實際上，放鬆

是 Kelvin van der Linde只有在正值夏季的

南非度過冬日假期時才會做的事情。「在 1

月中旬就開始的賽季當中，我對 Audi Sport 

customer racing車隊的基本承諾就是我每

週 7天，每天 24小時都是賽車手。」他強

調說。「你沒有時間稍事喘息。 如今，GT

賽車的競爭如此接近與激烈，你必須全力以

赴。 否則，您將無法持續地以最高水準完成

車手的工作並取得成功。」這位 Audi Sport

車手補充道。

就像小他三歲的弟弟 Sheldon一樣， Kelvin 

van der Linde是一位天生的賽車好手。 他

們的祖父 Hennie van der Linde是南非最成

功的房車賽車手之一，曾經獲得了 5個全國

冠軍頭銜和連續 57場比賽優勝。 他們的父

親 Shaun是南非房車和單座賽車的冠軍。

Shaun的弟弟 Etienne，也就是 Kelvin和

Sheldon的叔叔甚至成功晉

身參加了德國三級方程式錦

標賽和歐洲 3000方程式錦

標賽。「從孩提時代開始，

參加比賽對我來說是很稀鬆

平常的事，但也一直是很特

別的一件事。」Kelvin回憶

道。「我會坐在父親的賽車

上，然後轉著方向盤假裝在

開車，但是我得站在駕駛座

上才不會被方向盤擋住前方

的視線。」學會走路後，他

就被父母車庫裡的機油和剎車皮碎屑氣味所

吸引，後來又被爸爸參加賽車比賽的錄影帶、

電腦上的賽車遊戲以及後來每個週末的卡丁

車練習所吸引。這一切對他來說，比任何玩

具或教科書、派對或與好友出門逛街來說都

要刺激得多。「僅管我也很喜歡打網球，但

GLOBAL PLAYER
下一個冠軍

Kelvin van der Linde是奧迪運動最成功的車手之一，出生於南非現居住

在德國，他靠著決心和機智在奧迪R8 LMS中追求自己的勝利和頭銜，對

於來自約翰內斯堡的年輕冠軍來說，家庭和家人是最重要的能量。

TRANSLATION: PERRY HSU, PHOTO: AUDI

Kelvin van der Linde 這位南非籍 Audi Sport 車手，

拿下 2019 年鈴鹿 10 小時洲際 GT 挑戰賽（IGTC）的第一名，

幫助 Audi Sport 車隊在日本贏得了首個國際冠軍。

Kelvin van der Linde 在約翰內斯堡附近

的 Safari 生態保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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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夢想著參加賽車運動。」Kelvin van 

der Linde表示，對他來說，顯然「成為賽

車手從來不是一個刻意的選擇，而是我的天

命。」

Kelvin van der Linde從 8歲開始參加卡丁車

比賽，通常是場上年齡最小的車手，但是他

立即成為了比賽的贏家和冠軍。從一開始，

身為 van der Linde家族第三代第一位車手

的他就虔誠地聽取了父親最重要的建議：

「永遠盡力而為！」16歲時，Kelvin 在南

非 Volkswagen Polo杯房車賽的賽道上贏

得了他的第一個冠

軍。 在此之後，這

位才華橫溢的少年車

手從南非離家飛到

將近 8,500公里以

外的德國參賽。他

說：「作為 DTM支

持計劃的一部分，

VW Scirocco R-Cup

賽事當時對我們來說是最明智的選擇。」 一

方面是他叔叔 Etienne有曾經在德國參賽的

經驗，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父親 Shaun和母

親 Bernadine的支持下，使這個大膽的計劃

成為可能。「我的父母為我和我的弟弟做出

了許多重大犧牲。 我為此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們，而且與其他許多家庭不同，我們家在賽

車運動上真的成功了。」Kelvin強調說。「對

我們家的所有人，包括兩個男孩來說，過程

都很辛苦。」他的父親補充道：「因為我們

經常因為比賽而不在家，所以他們沒有太多

別的事情可以體驗。」 家中孩子們的愛好還

使父母犧牲了許多與朋友交流或個人休閒的

時光。但是，對賽車的共同關注使全家人更

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今天，

當他們的兒子 Kelvin和 Sheldon在冬季回家

過節時，全家人總是喜歡回到熟悉的地方，

例如 Pretoria的 Zwartkops賽車廠，這是當

地除了舉世聞名的 Kyalami賽道之外的另一

個大型賽車場 因為他們的兩個兒子在卡丁車

賽道上的第一圈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Kelvin回憶起 2013年時表示：「起初，我

在德國遇到的最大問題是還不會說德語。」

他最初對當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DTM賽車圈

感到陌生，當時他參加的 VW Scirocco杯就

隸屬於 DTM賽事。然而，這位 17歲的年輕

人的自信心隨著他的每一場勝利不斷增強。

尤其是他令人驚喜的冠軍頭銜。「除了賽車

「僅管我也很喜歡打網

球，但我一直夢想著參

加 賽 車 運 動。 對 我 來

說，成為賽車手從來不

是一個刻意的選擇，而

是我的天命。」Kelvin 

van der Linde 表示。

美好的回憶：Kelvin van der Linde 和他的父親 Shaun 攝於 Zwartkops 卡丁車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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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vin van der Linde 攝於 Formula E,  Marrakes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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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Kelvin還為了完成學業在歐洲和南非

之間來回飛了二十多次。」Shuan van der 

Linde自豪地說道。「我不想像其他許多年

輕賽車手一樣放棄學業。」Kelvin表示。

現在德國已成為 Kelvin van der Linde的

第二個故鄉。他和他的弟弟 Sheldon在

Ｋ empten合住一間公寓。他同樣來自南非

的隊友 Jordan Pepper也搬進了公寓成為他

的室友。「我現在在德國認識很多人，他們

就像我的家人一樣。」Kelvin說道。 現在，

他的德語和他的母語南非荷蘭語和英語（南

非的另一種官方語言）一樣流利。

在 2013年 Scirocco R-Cup的冠軍頭銜以及

獎金入袋之後，Kelvin van der Linde被拔

擢參加更高一級的 ADAC GT Masters大師

賽。 自 2014年以來，他與曾兩次獲得 DTM

冠軍的 RenéRast一起參加了 Prosperia C. 

Abt Racing私人車隊的比賽。Christian Abt

是來自 Kempten的前房車和跑車賽職業車

手，他一直以來都給予這位來自南非的年輕

車手相當正面的評價與關注。Van der Linde

和 Rast負責輪流駕駛 Christian Abt的三輛

Audi R8 LMS賽車之一，兩人的表現相輔相

成，完美地融為一體。這兩位來自南非的新

秀和經驗豐富的德國車手搭檔出人意料地成

為了冠軍。「我可能讓 René想起了自己的

職業生涯。 無論如何，他從一開始就完全

支持我，他現在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Kelvin van der Linde強調說。

他連續第二次奪冠的優異成績吸引了 Audi 

Sport customer racing車隊的目光：2015

年，Kelvin van der Linde被選入 Audi Sport

的車手圈。經過兩年的密集訓練與學習，時

年 20歲的這位南非車手在 2017年春季取

得了他的下一個重大成就：「以車隊的最

後一棒車手身份，在雨天的艱困挑戰下在

Nürburgring 24小時耐力賽中勇奪冠軍，

這絕對是令人永生難忘的一段經歷。」同樣

令人難忘的是他和他的弟弟 Sheldon在同一

個賽事類別中的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

共同賽季：2018年，van der Linde兄弟二

人為四環品牌在 ADAC GT大師賽聯手拿下

亞軍，而且僅差冠軍 1分。對於 Kelvin van 

der Linde來說，2019年 ADAC GT大師賽

的第二次冠軍是他迄今為止最大的成功：「這

次參賽時，我已經是個經驗豐富的職業選手，

能夠為 HCB-Rutronik新團隊貢獻更多的知

識和經驗，並將這些知識與經驗運用在賽道

上。當我在 2014年獲得首次 ADAC GT大師

賽冠軍時，我只是個菜鳥，仰賴的是身邊經

驗較為豐富的搭檔 RenéRast。」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進步和完美。」Kelvin 

van der Linde為他身為職業賽車手的職業道

德做了一個簡單的總結。五年後，這位來自

約翰尼斯堡的 Audi Sport車手已經被視為世

界上最有經驗的 GT跑車賽車手之一。Kelvin 

van der Linde還不斷提升他的飲食、身體和

心理訓練。他甚至定期安排三溫暖的訓練課

程，好使他的身體更適應 Audi R8 LMS封閉

式駕駛艙中經常極端高溫的情況。另一方面，

在電腦螢幕上所進行的模擬賽車訓練通常是

讓他放鬆的一種方式。「這是我放鬆的最佳

方式。」Kelvin解釋道。在賽道上度過了一

個週末之後，他與幾位同為車手的好友會約

在網路上見面—這些人包括一級方程式職業

車手 Max Verstappen和 Lando Norris，以

及跑車與房車賽事專家Nicky Catsburg。「我

們都有相同的設備和機會，但我們的重點是

一起同樂，而不是競爭。」這位 Audi Sport

職業車手和科技玩家現在甚至達到了可以參

與模擬賽車程式開發的境界。

由於在 GT跑車賽事領域的全球性成功，

Kelvin van der Linde長期以來已逐漸成為

Audi 南非的知名品牌大使。為 Audi Sport 

customer racing車隊贏得新的勝利仍然是

他的第一要務：「Bathrust 12小時耐力賽

和 Daytona 24小時耐力賽是我清單上格外

重要的兩場賽事。」

「我對現代科技和新媒體也非常感興趣，尤其是攝影和數位相片編輯，Kelvin van der Linde 說。

對於這位多才多藝的約翰尼斯堡青年來說，這一切都是消遣，而不是額外的工作，就像學習做生意的基本技巧一樣。

“I CONSTANTLY 
STRIVE FOR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我不斷努力追求進步與完美。」

—Kelvin van der 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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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Matrix 矩陣式 LED 頭燈能使黑夜光亮猶如白晝，

進一步展現了Audi進化科技的精神；

而燈光設計師賴雨農則透過設計，讓燈光不僅是建築的外衣，

也是建築跟世界對話的語彙，對於空間的期待與夢想，

他們都用了燈光的無限可能性回應。

TEXT: SEYMOUR, PHOTO: ANN, TRANSLATION: PERRY HSU, DRESS: ALLSAINTS
VENUE: HOTEL INDIGO TAIPEI NORTH

賴雨農，燈光魔法師

MAGIC OF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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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大樓，這棟國人早已熟悉到有些無感的

地標，最近幾年卻又「活」過來了。不只跨

年煙火時會搭配更繽紛多彩的燈光秀，就連

平時也常常「換裝」，用不同的顏色和光線

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好奇，甚至不時就會

成為網路與新聞話題。自此，台北 101不再

只是「台灣第一高樓」

而已，它也是我們生活

美學與集體情感的共同

投注標的，而讓 101學

會玩光線的背後大腦，

就是有燈光詩人之稱的

設計師賴雨農。

用「詩人」來稱呼賴雨

農和他對 101大樓的

改變，很容易讓人陷入

過度浪漫的想像，事實

上，這其中的美學也充滿了精準而貼心的計

算。台北 101建造的時代 LED燈尚不普遍，

2014年剛好是台北 101落成 10周年，想

把大樓牆面改成 LED 燈，找上了之前幫忙改

善廣場噴泉人行道照明的賴雨農團隊，沒想

到賴雨農竟然不從。他認為整面 LED牆太過

豔麗張揚，不符合這個國際地標的氣韻，於

是除了一方面把業主的想法做成草圖，一方

面把同等級的國際地標拿來做成對照組，讓

一切顯得一目了然，「把國際標準放在一起

看，我們就知道 101不該這樣做，否則燈

光就會淹沒了建築本身。」賴雨農說。在賴

雨農的力主下，業主同意放棄把全部幕牆變

成 LED 陣的想法，改採知性低調的風格，賴

雨農的設計團隊可以放開手腳擘劃台北 101

未來的模樣了，同樣地，他們還是以精準的

角度出發，為了讓光線完美投射在玻璃帷幕

上，他們在每層樓的外陽台設置燈具時仔細

地計算了燈具亮度和可見距離的完美比例，

找出一個在節能與美感上最恰當的平衡值，

而且還導入了高科技遙控技術，讓上千盞燈

光都能隨時變化色彩與亮度。於是我們現在

才可以看見台北 101的燈光有了無限多種的

變化，夜晚時抬頭仰望，台北的夜空讓了多

了許多期待，就像當初賴雨農在台北 101企

劃案上寫下的：「Keep looking up, there 

are always hopes, there is always a light of 

hopes, TAIPEI 101。」燈光，是建築在夜晚

時的面容，也是建築想要改頭換面最直接的

方式。說來奇妙，改造台北 101形象這個擔

子落在賴雨農身上，這似乎是偶然，又似乎

是種必然。很久以前，賴雨農看著台北 101

的燈，就希望能夠改變它。然而這個台中出

身的年輕設計師，後來卻是繞了好大一圈，

先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再回到台灣接下這個改

變台灣天際線的工作。

大學時就讀台北藝術大

學，醉心於劇場設計與

燈光藝術，甚至也當起

了攝影師，替知名時尚

雜誌掌鏡。畢業後前往

美國紐約帕森設計學院

攻讀建築照明碩士，然

而其實原本最想唸的是

劇場相關的科系，卻為了到紐約唸書而改變

了選擇。「唸書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去什麼

地方似乎比唸什麼更重要。」賴雨農說，「事

後也證明我的選擇相當正確，紐約擁有所有

的可能性與條件，只要你有能力、有想法，

一定有夠好的人可以和你一起完成工作，重

點在你自己能夠做到什麼地步，可以說這是

一個讓人沒有為後退找藉口的城市。」

在紐約，賴雨農依然繼續擔任攝影工作，同

時也在室內設計公司任職。也許是從學生時

期一直以來的「多工」角色，讓他對於這些

跟光影相關的領域有了多維度的理解。「如

果說攝影是平面的光學，那麼舞台就是初步

的 3D立體化，而建築的照明則是更進一步

讓人置身於其中的藝術，彼此的道理是相通

的，但是我選擇建築，因為這個夢想可以做

得更大一點。」也正是這樣敢於作用的性格，

讓他 2005年在美國創業，於紐約成立了

UNOLAI DESIGN。

「當時真的沒想太多，

如果好好想的話應該

會選擇安穩的路，就

不會自己創業了。」

時至今日，賴雨農創

立的十聿照明設計已

經跨足台北、上海及

紐約之間，在兩岸有

台北 101 饒富傳統中

國意象的設計，讓賴

雨農在構思燈光時煞

費苦心保留原有韻味，

最後以投射扇型光線

的方式巧妙呼應建築

體，也避免過度明亮

所造成的豔麗印象。

今年最新開幕的大直英迪格飯店，賴雨農再以沉穩內斂的光影佈局，

打造這個飯店品牌的特有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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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IS
ABOUT EMOTION
AND PROFESSION,
IT IS ALSO
A DREAM TO ME. 
LIGHT CAN 
CHANGE SPACES; 
LIGHT CAN ALSO 
CHANG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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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對我來說是情感，也是專業，更是一個夢想。

我深信光可以改變空間，也可以改變世界。



了許多知名的作品，可以說

是從海外發展回故鄉。在台

灣，台北 101算是真正讓賴

雨農與十聿照明設計聲名大

噪的代表作，而且他們接下

的不只是台北 101的照明設

計，還數度操刀跨年晚會的

燈光秀。如今的 UNOLAI集

團已經不只是當初創業的那

個「UNOLAI DESIGN」，還

有專攻新媒體藝術的「UNO LAB」，以及負

責產品開發的「UNO LIGHTS」這三大品牌，

也是 IALD（國際照明設計師協會）的全球董

事，成為台灣在燈光照明設計界的代表人物，

名符其實的台灣之「光」。

很多人聽到照明設計，想到的都是炫目的光

影，然而賴雨農想找到的是適合建築空間的

調性，如同他參與設計上海外灘的夜景改造

方案時，便認為外灘的重點在於建築物本身

的歷史與韻味，這裡是中國最快擁抱現代世

界的地方，也是中國第一次點亮電燈的地方，

照明與建築在此處擁有完全不同的況味與意

義，必須在傳統中帶來新意。賴雨農捨棄了

種種絢爛的效果，維持原本低色溫的傳統印

象，而是加入色溫的轉換，從落日的金黃彩

到深夜的明月光，讓建築在不同的時段產生

相應的變化。「對我來說，照明設計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是可以讓人看見並記住那棟建築；

如果可以讓人因感動而對這棟建築產生特別

的感情，並在心裡形成了獨特的記憶，那照

明就跟當地的文化產生了共鳴。」賴雨農說。

明白了這樣的美學視角，也許就能明白賴雨

農的名言：「開燈與關燈同等重要」。就和

攝影或劇場一樣，適度的黑暗與陰影其實更

能讓人的視野看到重點，一味的大明大亮反

而容易帶來審美疲勞。「照明就像是建築物

的衣服，人如果總是穿得華麗浮誇，就很難

讓其他人注意到他細部的改變。」賴雨農說，

當設計師看到平面圖之後，很直覺的反應就

是開始加進各種燈具，而且幾乎不會遺漏掉

任何一個部分或角落，當然從圖上來看這樣

很用心，但是他卻常告訴設計師，要學會怎

麼「關燈」，也就是怎麼刪除不需要的燈，

加完之後把燈再拿掉，這其實也是設計的一

環。

從美國到中國大陸再到台灣，這位燈光詩人

以他兼具精準與含蓄的美學設計贏得無數獎

項，對他來說，燈光如果只是打亮並沒有意

義，兼具美感與效能才是真正的優質設計，

而他對於車輛的選擇亦復如是。回到台灣後，

賴雨農選擇了 Audi Q3作為他歸來的第一輛

車，就跟台北 101一樣，這也是他一直以

來企盼的目標。「我一直很喜歡 Audi，它擁

有歐洲車一貫的精準與紮實，所有的設計與

功能都是有道理的，不會有為了求新求變而

硬造出來的東西。」賴雨農說，「然而跟其

他的歐系車相比，Audi又多了一種 fancy的

獨特，往往可以在你

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

一些設計上的驚喜。

想當初，我也是光聽

Q3關上車門的那個聲

音，心裡就決定是這

輛車了。」

「設計讓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一定要有自

己的堅持」，賴雨農

說，就像巴黎和威尼

斯，不會為了時代的

演進或觀光客的需求

而改變自己的調性，

不學大家一窩蜂去用

LED，這樣的執著，

不會因為科技進步而

改變自己要的東西。

這種出於了解自我風

格而成就的美學感動，也是 Audi之所以讓燈

光詩人所喜愛的原因。

在上海大戲院賴雨農以 7 個天窗的自然光搭配巧妙的人工光源，

拿下「國際照明設計師協會」（IALD）的設計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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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設計是實用與

藝術的結合，就如

同Audi，從不做虛

矯的無用之功，卻

又總能給人美學的

驚喜。

從紐約歸國後，賴雨

農選擇了 Audi Q3 作

為他的第一輛車，坦

言 Audi 是他一直企盼

的目標，猶如完成了

一個夢想。擁有精準

紮實的設計與功能，

不是為了變才變，這

種精準加上驚喜，與

他的美學風格剛巧相

當契合。



SEAMASTER DIVER 300M

OMEGA CO‑AXIAL MASTER CHRONOMETER 42 MM

藍色陶瓷錶圈白色琺瑯刻度，陶瓷錶盤PVD鍍金屬光澤與雷射雕刻海浪波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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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未來科技

科技，始終是奧迪的核心。

正如我們不斷推動科技的極限，在微型機械的領域，

其實也有相並駕齊驅的極致追求。

TEXT: ALASKA SUN, PHOTO: ERIC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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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HYT H1.0 

三維構造，通透立體

無論任何角度都可見以液體顯示時間的機芯

結構彷彿建築。

FRANCK MULLER VANGAURD CLASSICAL

立體弧狀貼合手腕的

經典VANGUARD酒桶形碳纖維錶殼。



HUBLOT BIG BANG UNICO 黃色藍寶石腕錶

拋光黃色藍寶石錶殼與錶圈、拋光霧面透明鏤空錶盤和指針搭載

HUB1280自動上鍊飛返計時導柱輪機芯，全球限量100 只。

發出的全新一代可量產的碳纖維複合材質

游絲 Isograph，取代傳統會受磁的金屬游

絲、奈米化的特性讓游絲與游絲頭可以一體

成型提升精準度精、並且比當今主流的矽

游絲更能承受重力衝擊。雖然泰格豪雅並

未著墨 Isograph材質細節，但第一枚搭載

Isograph游絲的 Carrera Heuer 02T 陀飛輪

奈米圖騰計時腕錶設計以石墨烯六角形蜂巢

狀圖騰為主要視覺，由此不難推斷石墨烯在

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碳纖維來自帆船賽車等極限運動，但藍寶石

水晶玻璃其實就出現在我們生活中不能或缺

的手機螢幕上。這種藍寶石水晶是以氧化鋁

結晶（Al2O3）在實驗室高溫高壓的實驗槽

中經培育生長出來的，莫氏硬度高達九，僅

次於鑽石。早在 1990年代起，因堅硬耐刮

就開始取代塑料，變成普遍覆蓋錶面的最佳

材質。隨著鐘錶市場的發展，可以欣賞到機

芯機械結構運作的高階錶款深受歡

迎，高端的鏤空錶上開始以超薄片

狀藍寶石水晶玻璃作為全部或局部

錶盤，讓人可以一覽做工精緻的機

芯。但要做成錶殼，質脆易碎除了

技術昂貴，若有問題後續維修也是

不容易，這也是一開始許多錶廠卻

步的主要原因。

2011年，以前衛科技材質稱著的 Richard 

Mille推出 RM056陀飛輪追針計時碼錶，大

為轟動，定價逾 5千萬台幣一亮相就賣光，

限量僅 10枚，奠定了透明藍寶石水晶玻璃

為錶殼的趨勢，透明錶成為高端錶的象徵。

因為過硬的藍寶石水晶玻璃只能以鑽石切

割，要讓錶殼製貼合手腕符合人體工學的一

大挑戰，在過程中丁點差錯就須重來、耗損

率極高，光是錶殼的切割打磨拋光就需要至

少 1,000小時。接著獨立製錶品牌如 Jacob 

& Co.、Bell & Ross、HYT 等甚至大品牌

HUBLOT，都陸續推出藍寶石水晶玻璃錶殼

腕錶，多半採限量發行的方式。透明錶除了

錶殼本身高難度，因為通體透明，因此以往

所有藏在裡面的每個零件都要仔細手工拋光

機械鐘錶的的原理兩百年來似乎並沒有太大

的突破革命，要如何與最新科技掛鉤？近年

來，在材料科技上的突飛猛進，促進了鐘錶

領域的前衛發展。有些材質聽起來好像有點

熟悉，例如在碳纖維在汽車領域已有多年歷

史，不過當這些材質必須微型化到毫米以下

的時候，無疑是極大的挑戰。

「碳」無疑是近年來最被討論的材質。天然

的碳可以是華麗無比的鑽石，經過高科技的

處理而與樹脂組成碳纖維材質，又具有輕盈

堅韌的特性。近年來，碳纖維相關科技成為

手上腕錶最喜愛的「新衫」。輕盈耐操的碳

纖維最初出現在製錶業最喜愛的帆船與賽車

領域，具有多層次的黑色紋路，用在腕錶錶

殼自是美觀。愛彼錶 Audemars Piguet最

早開始將這個材質用在品牌著名的運動錶

Royal Oak Offshore上，先是錶圈等零件，

後於 2007年才打造成整個錶殼。愛彼錶

稱之為「鍛造碳 forged carbon」，由樹脂

和碳纖維經高溫高壓鍛造成型、拋光打磨，

看似簡單的錶殼，其實細節繁多，每個面、

角度、零件大小都在毫米之間，最終每個面

都要呈現平滑如絲的質感絕非易事。碳纖維

相關技術之後便蓬勃發展，碳纖維錶殼如今

也有大眾化的平價款式可選，差別在細節的

打磨配戴起來即可感受、紋路的美觀度，當

然還有其他機械零件及設計的不同。2004

年，英國科學家 Andre Geim和 Konstantin 

Novoselov成功從石墨中分離出 Graphene

石墨烯薄膜這個奈米材質（後來於 2010年

得到諾貝爾物理獎），除了成為科技導體，

也促進了奈米碳在其他領域的應用 – 包括腕

錶內在。

高端運動錶品牌 Richard Mille率先以石墨

烯材質打造了錶殼，重量僅不鏽鋼的 1/6，

但堅韌 200倍。因為石墨烯本身為薄膜

狀，本身有彈性可以捲成奈米碳管（carbon 

nanotube），比起傳統金屬材質來說不受

磁；比起如今為業界標準的矽（Silicon，由

石英提鍊出來）來說更富彈性、更能達到不

同的長度，因此成為鐘錶核心零件「游絲」

的最佳候選人。LVMH集團下的 Zenith真

力時率先於 2017年 Defy El Primero 21腕

錶上採用了獨門碳基奈米碳管複合材料打造

的 1/100秒計時機芯。2019年同集團的

泰格豪雅 TAG Heuer推出耗時 4年時間研

TAG Heuer 以 碳 纖 維 複 合 材 質 打 造 的

Isograph 游絲，讓每件作品均完美展現別

具特色的 Isograph 技術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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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地亞Baignoire系列腕錶

側面可見隨錶殼造型彎曲的水晶玻璃表鏡

以科技展現美感。

對陶瓷的知識和想像匱乏，製錶商只能夠製

作黑色或白色的單色零件，也未曾想過要以

陶瓷來做其他的用途。一直到 2000年，香

奈兒成功行銷全球以黑白陶瓷為主要錶殼材

質的 J12腕錶，陶瓷搖身一變為時尚元素，

也促進了鐘錶製造商在陶瓷領域的後續發展 

—— 最重要的，就是各種彩色陶瓷的誕生。

一般而言，陶瓷原材料為二氧化鋯（或稱氧

化鋯），由堅硬的天然鋯石氧化而成。要燒

製出其他顏色的陶瓷，氧化鋯必先與其他礦

物顏料等化合物混合，配方自然是各家錶廠

的秘密，所以大部分品牌的彩色陶瓷都有自

己專利的名字。例如香奈兒曾於 2011年就

推出名為 Chromatic的鈦陶瓷，結合輕盈

又堅硬的鈦金屬，散發銀灰色的金屬光澤。

沛納海則是研發出結合金屬鋁的「Panerai 

Composite」複合陶瓷材質，具有高雅的

咖啡色光澤。勞力士的彩色陶瓷，則叫做

Cerachrom。

打造出第一枚高科技陶瓷腕錶的雷達表，在

這個領域的發展一直沒有停過。散發溫暖金

屬色彩的獨特的等離子（Plasma，又稱電

漿）高科技陶瓷是至今依舊是品牌的核心技

術之一，而且與一般靠著粉末配方改變陶瓷

成色的手法不同的是，等離子高科技陶瓷是

對已經燒製好的白色陶瓷進行等離子處理：

在溫度高達攝氏 2萬度的特殊煉爐中，讓

等離子體放電所產生的氣體改變陶瓷表面的

分子成分，是一種碳化過程。有趣的是，陶

瓷表面的化學成分改變了，但是本身的結構

和抗磨低敏等物理特性都不受影響，而且永

不褪色。現在市面上看得到的彩色陶瓷，

有做到全錶殼、錶鍊都是彩色陶瓷的，除

了基本黑白，多為金屬光采款，例如香奈

兒 Chromatic、RADO等離子陶瓷等。全錶

以鮮豔顏色陶瓷打造的並不多，雷達錶出過

藍、綠、紫等多彩錶款。或許礙於傳統和習

慣，搭配上仍舊是黑白和金屬色澤還最容易，

所以局部使用彩色陶瓷的錶款比全陶瓷的市

場接受度高很多，款式選擇也更為豐富，例

如勞力士的雙色陶瓷錶圈 GMT Master II、

Omega的 Seamaster等。不過在視覺引領

潮流的新世代美學觀帶領下，愈來愈繽紛的

彩色陶瓷時代是絕對可以預見的。

打磨甚至雕花鏤空，機芯本身整體的結構再

能夠正常用作之外也需要費心美學設計，才

有欣賞的價值。這也讓藍寶石水晶錶殼之所

以成為當今高級製錶工藝的代表。

藍寶石水晶玻璃除了運用在錶殼，因為微型

技術的發展，也出現在機芯零組件上，在

1920年代，卡地亞推出看不見運作機制、

指針漂浮在錶盤上的神祕鐘，彷彿被施了魔

法的指針，原來是鑲嵌在鋸齒狀金屬邊框的

水晶圓盤上隨著圓盤轉動走時。最令人驚豔

的 Cartier Révélation d'une Panthère腕錶，

數百顆金珠在錶盤上隨著

手腕的傾斜流動勾勒出美

洲豹的輪廓，這項技術其

實是以專利的藍寶石水晶

玻璃管為渠道，讓金珠隨

著獨門的液體在管道中流

瀉而成。除了頂級錶款，

在非限量錶款中的藍寶石

水晶玻璃技術應用，也可

見這項技術的日漸普及。

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像卡

地亞 Baignoire這樣的系

列，因為整只錶都採符合

人體工學的弧形造型，從

側面就可以看到跟著整只

腕錶一起彎曲的錶鏡。

Baignoire Allongée 腕 錶

是一只超大尺寸的腕錶，

在女性腕間延伸，以簡約

的方式結合時尚和異乎尋

常的比例；一只個性鮮明的腕錶，充分展現

腕間的風格與個性。Baignoire腕錶再度現

身，猶如一個雋永意念，不斷喚起希望，天

馬行空的優雅因而更為豐富生動。卡地亞於

腕錶大膽採用實心黃 K金製作別具格調的錶

圈，並綴以源自卡地亞珠寶系列「巴黎飾釘」

造型的飾釘。2020年，HUBLOT繼粉藍粉

紅之後，持續推出多彩的藍寶石水晶玻璃錶

殼腕錶，香奈兒更大膽創作出連錶鍊、機芯

橋板都由水晶玻璃打造的 J12 X-Ray，鑽石時

標彷彿漂浮在鏤空的機芯齒輪上。未來，還

有什麼精彩不能被看光光的嗎？

在極高溫下以礦物結晶燒製的陶瓷材質，於 

80 年代中期開始逐漸出現在腕錶零件的製作

上，開此先河的是雷達表 RADO。不過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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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vélation d'une 
Panthère 腕錶，

內藏專利藍寶石

水晶玻璃渠道讓

金珠順著滾動、

勾勒出美洲豹的

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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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忌酒廠的

現代化之路

65

 TO AUDI INSPIRATION

蘇格蘭威士忌酒廠傳統的古老神祕印象，

在結合科技化後有了不同的風貌，不僅新成立的酒廠如此，

就連歷史悠久的麥卡倫在設計全新酒廠時，

也考慮到環保及永續的問題，不僅在製程上優化，

外觀設計也融入當地景觀，讓酒廠本身就成為風土的一部分！

TEXT: ALBERT LEE, PHOTO: MACA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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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酒是一門與時間息息相關的藝術，尤其對

於像威士忌這種需要長時間陳放的烈酒更是

如此。隨著時間推移而得到每一桶都獨一無

二的原酒，再經過每個品牌首席調師神乎其

技的調和，才能創造出風味獨具的威士忌酒

款。但凡和時間相關的藝術，背後通常都藏

著不為人知的工藝內涵。放眼各大奢華精品，

手工皮件、鐘錶珠寶，皆是根基於時間下的

工藝；當然，威士忌也是。從發酵、蒸餾、

桶陳到調和，每一個環節中都是數百年來累

積的智慧、歷代釀酒大師傳承的工藝。如果

你是個威士忌饕客，那麼提到蘇格蘭的威士

忌酒廠，腦海中浮現的景象肯定是有著煙囪

的尖頂建築。這傳統的形象太過鮮明，以至

於就連台灣噶瑪蘭在宜蘭創建酒廠時，也把

這個煙囪加進建築的設計中，以示其遵循蘇

格蘭威士忌的釀酒工藝傳統，即便實際上這

煙囪並不具備當年蘇格蘭威士忌酒廠蒸餾時

排放熱氣的功能。

近幾年蘇格蘭新建的酒廠，也有不少捨棄了

傳統的煙囪造型，因為實際上這些煙囪絕大

多數都只剩外觀，並不具有實質功能。但這

些新酒廠過於現代化的造型，也往往讓人無

法一眼辨識出它是威士忌酒廠，對於品牌形

象的建立並不是件好事。要怎麼解決這兩難

的問題，麥卡倫的全新酒廠有了指標性的答

案。麥卡倫要蓋新酒廠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自 1824年創廠以來，至今將近 200年的時

間，隨著麥卡倫威士忌銷售量逐年成長的熱

絡，即便一再擴充產能，但還是顯得捉襟見

肘、供不應求。麥卡倫很早就想創建一個全

新的酒廠，將產能一次拉到位；但對於像麥

卡倫這麼一個獨具特色的品牌來說，新酒廠

如何呈現和品牌如出一轍的獨特風貌，就至

關重要。因此，這座斥資 1.4億英鎊（約合

新台幣 58億），耗時三年六個月建造的全

新麥卡倫酒廠，在 2018年正式開幕時，立

刻震驚整個威士忌業界。在計畫建立新酒廠

的初始，品牌就先確定了最重要的方向──

不能破壞斯佩賽當地珍貴的天然景觀。為此，

他們與英國各大建築公司經過多番溝通，

最後才確定由國際知名建築事務所 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承包設計，主設計

者 Graham Stirk表示：「我們希望能尊重這

裡美麗的天然景色，建立融合自然美景的永

久建物，它必須能展現產品最珍貴的價值。」

基於此理念，主設計者 Graham Stirk想出了

獨特的圓頂設計，如波浪般的木造屋頂結構

由包含 1,800根單樑、2,500個不同屋頂構

件及 380,000個獨立構件組成，幾乎沒有任

何一處是相等或相同的，是世界上最複雜的

木造屋頂結構之一。新酒廠倚著麥卡倫精神

莊園 Easter Elchies House及酒廠的命脈斯

佩河而建，天衣無縫般嵌入當地景觀，遠望

就與斯佩賽區常見的天然丘陵幾無分別。夜

晚亮燈後更像是嵌進背後星空一般，美的讓

人乍舌。威士忌身為重視工藝的傳統產業，

如何在現代化的新酒廠中釀造出和之前相同

風味的酒液，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為此，

愛丁頓集團向全球最知名的蒸餾器製造公司

福賽斯 Forsyth，訂購了 12組共 36支全新

的蒸餾器，福賽斯自 1950年起就為麥卡倫

持續打造形制完全一樣的蒸餾器，麥卡倫首

席蒸餾師 Nick Savage表示：「水源不變，

大麥仍是同樣的供應源，我們堅持選用完全

相同的蒸餾器，由福

賽斯的專業銅匠依傳

統技法製作，以確保

麥卡倫引以為傲、從

未改變的經典風味。」

這 36支蒸餾器也成

為麥卡倫新酒廠除外

觀外最引人注目的重

點，不像絕大多數酒

廠那樣排排站，麥卡

倫將這 36支蒸餾器

分為三組，圍繞著三

個圓型均勻分布在蒸

餾間內，充分展現精

密對稱的協調性，以及令人為之讚嘆的壯闊

氣勢。由上方俯視，各種管線井然有序的分

布於其下，就像是手工裝嵌的瑞士鐘錶面盤

一般，滿溢著令人目眩神迷的工藝之美。如

果說釀酒是門不能看只能喝的工藝，那麼麥

卡倫新酒廠就是將這美好工藝用視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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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倫全新酒廠的外

觀，如波浪般的木造

屋頂結構，完美地融

入了斯佩賽區珍貴的

天然景觀，遠望與當

地常見的天然丘陵幾

無分別。



呈現出來。而為了呼應這「看得見的」釀酒

工藝，以及因新酒廠落成而改變麥卡倫莊園

地貌的過程，麥卡倫特別與世界最知名的馬

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攜手合

作，藉由這些攝影大師的作

品，完整記錄這段旅程，為

這歷史性時刻留下見證，也

以創新且別具說服力的方式，

述說麥卡倫的精神與故事。

麥卡倫將這次的合作集結成

冊，推出第七代攝影大師系

列：MAGNUM EDITION。

這套極具收藏價值的世

界級攝影集禮盒，彙集了

Steve McCurry、Martin 

Parr、Paolo Pellegrin、

Mark Power、Gueorgui 

Pinkhassov 和 Alec Soth 共

六位攝影大師心血，這些令

人讚嘆不已的攝影作品，捕

捉了這座劃時代新酒廠的各

個面向，從孕育酒廠的風土和新酒廠的建造

材料，負責營造的工程人員和領導者的性

格，對於人物和橡木桶深具藝術性的描繪，

讓這棟建築背後蘊藏的深刻意義及獨特的結

構更顯突出。麥卡倫真誠地看待與這六位世

界級攝影大師的合作關係，充分給予他們創

作的自由，詮釋他們眼中的麥卡倫世界。他

們在新酒廠工程之初便得以進入工地，並獲

得完全自由進行拍攝作業的空間，見證新酒

廠的完整建設過程。新酒廠的建造與蘇格蘭

的美麗地貌，也將因本計畫而永遠記錄在馬

格蘭攝影通訊社的歷史上。麥卡倫的創意總

監 Ken Grier表示：「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旗

下攝影師的作品多樣化，且在該領域中獨樹

一格。他們以少見的視野、想像力和才華，

努力捕捉世界各地人們的各種生活面向。他

們是一群世上最偉大的紀錄攝影師。這也是

麥卡倫攝影大師系列中，第一次同時與多位

攝影師合作，完整捕捉住新麥卡倫酒廠及其

背後推手，從初始到完成的完整過程影像。」

如今「麥卡倫攝影大師系列 ：MAGNUM 

EDITION」禮盒中，就包含了這套賞心悅目

且極具收藏價值的世界級攝影集，盒中的限

量版珍貴威士忌，瓶上刻有麥卡倫與馬格蘭

攝影通訊社的標誌，以及六位攝影師的簽名

相片，呈現出麥卡倫在持續不斷精進釀造工

藝的背景下所發展出的釀造

歷史。

有這麼獨樹一格的攝影集作

品，限量版的威士忌自然也

是一時之選。這款威士忌共

由八桶個性獨具的原酒組合

而成，為了加強與六位攝影

大師的合作關係，麥卡倫釀

酒師 Sarah Burgess讓自己

完全沉浸在攝影作品中，並

與麥卡倫合作的每位馬格蘭

通訊社攝影師，各挑選一至

二桶能真正反映出其洞察力、

才華及照片風格的原酒，選

擇是依據威士忌特性而非年

份，以記錄下麥卡倫旅程中

這歷史性的新階段。現代化

並非傳統的原罪，而是在時代演進中所展現

的創新理念。麥卡倫從新酒廠的建立，到與

馬格蘭通訊社六位攝影大師的合作關係，在

在都顯示出品牌跳脫傳統思維下的嶄新理

念。既順應了科技化的未來趨勢，同時也兼

顧了自身引以為傲的傳統工藝，無怪乎麥卡

倫總是能在威士忌界製造話題，成為首屈一

指的威士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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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倫全新酒廠內部，宏偉的木造屋頂觸目可

及的是 12 組共 36 支全新蒸餾器，如藝術品

般排列展現了精密對稱的協調性。



橡木桶編號16219帶有濃郁黑櫻桃的麥卡倫經典風味，

正適合襯托Paolo Pellegrin極具震撼力的黑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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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台南，創新城市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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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創意思維如何延續文化，發展出城市獨有的美感？

在這個求新求變的時代，文化的藩籬逐漸瓦解，空間的疆界變得曖昧，

我們都在尋覓一種保有自我同時創新生活的可能性，

面對過去與未來、樸實與繁華，

台南承接了歷史文化的底蘊，同時在新舊矛盾的衝突下不斷蛻變、成長。

TEXT: ELVI, PHOTO: JAMES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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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的歲月積累，堆疊出台南兼容並蓄的

豐富內涵，在街坊巷弄中穿梭、停留、感受，

有老建築一磚一瓦散發著古樸靜好、有新風

景變化更迭綻放出驚喜火花，你將發現，台

南正處於一個變革時刻的交叉口—透過在地

人文的力量與思維，在沈澱舊時代的內涵後，

我們也能為城市注入新世代的靈魂與樣貌。

近年來，嶄新的設計建築台南美術二館從平

地而起，風格質感一流的店家陸陸續續進駐

台南巷弄，走進其中，我們將不再只是隨意

瀏覽的「旁觀者」，更是陪伴整座城市轉變

的共同「參與者」。

從觀察出發，以設計詮釋地方

建築美學：「我做的不僅是一

件作品，而是能對一般大眾派

得上用場的建築。」以紙建築

和人道設計聞名的日本建築師

坂茂，在 2014年獲得普立茲

克獎時，該獎主席如此評價：

「坂茂象徵大自然的力量，並

符合建築聖殿的幾項特質──

對新穎材料和科技的深厚理

解、好奇心、責任感，以及不

斷地創新、獨到的眼光和敏銳

的感官。」有感於台南天氣炎

熱，建築大師坂茂以大自然樹

蔭為概念，將府城的鳳凰花轉

化為五角形的碎形屋頂，玻璃

帷幕打造的幾何造型在陽光照

射下，溫柔轉折如穿過樹葉的

美麗光影，巧妙的將設計語彙

藏入俐落線條，釋出與大地林

綠共生的善意。進入台南美術

館二館，彷彿在無數層層堆疊

的白色藝術方盒中玩起捉迷藏，許多大大小

小的格子，以不同角度交錯堆成半戶外的開

放空間，形成民眾可休憩的角落，也將綠意

延伸，讓整棟美術館就像是一座公園。台南

美術館二館乍看交錯複雜的建築意象，不僅

呈現出藝術意義，更飽含城市與自然親暱相

偎的人文意義，以獨特的美學關懷傳遞了地

方價值，透過細膩的設計概念，為時刻流竄

著歷史氛圍的古都，帶來不同以往的現代氣

息，成為台南設計發展、藝術萌芽的新聚落。

從美感累積，以藝文空間延續新舊文化：在

安寧的巷弄中探索，悄然遇見一處保留著記

憶餘溫的角落，由深耕台南多年的印刷文創

品牌「原印臺南 IMIN Tainan」推出的新空

間「StableNice BLDG.」，象徵著讓美好事

物持續在生活中發生，可能是品味一杯咖啡

的溫潤、享受一個下午的悠閒寧靜、漫步一

個街口的平凡風景。說起創立初衷，主理人

育齊分享著：「年輕時我看著許多前輩努力，

才使現在的我們能在台南發展藝文相關的事

情，接下來的十年，我能夠透過自身的影響

力回饋給家鄉什麼？是我不斷思考的。」近

年，台南多了許多擁有文化深度的地方，他

們就像是城市的硬體，而育齊希望有機會昇

華這裡的軟體，「台灣很美，

只是比較少人從小教導我們去

發現、品味生活中平凡卻美好

的事物。」透過舉辦與文化、

藝術、音樂、文學等相關的展

覽、講座，進而提升對於生活

美感的知識與敏銳度。「我從

小在台南長大，這裡給了我許

多養分，如果我也能藉由擅長

的事情，給予這片土地一些滋

養，不論花多少時間都很值

得。」透過美好的元素帶領參

與者品味生活，當活動的意涵

真正進入參與者的生命裡面，

就像一顆種子在每個人心中深

根、茁壯。「人到一個空間，

一定會和它有些互動，可以帶

走一些什麼東西，不論是心

得、知識、品味或微小的感觸，

它的本質在於傳遞和連結。」

「StableNice BLDG.」 中 的

「BLDG.」代表著讓文化能共榮和持續發展

的場域，「前門我們保留了舊世代的文化，

後門傳遞著新時代的誕生，是新與舊的創作

與融合，造就了文化的

延續。」育齊笑著提到，

團隊在設計整棟空間時

追求的不是一種特定的

「風格」，而是專屬於

台南的文化顏色和元素

總和。「像是我很喜歡

台南獨有的紅色，那種

孔廟的紅，古老城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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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美術館二館 / 
以大自然樹蔭作為

設計理念，當陽光

灑下玻璃帷幕，宛

如穿過樹葉的美麗

光影投射至美術館

內，展現人文與土

地共生的善意。

StableNice BLDG. / 以台南獨有的紅色搭配大

地色系與木質元素，揉合出專屬於台南的文化

顏色和歷史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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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J 的公共空間希望可以創造人與人之間交流、相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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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便把這個歷史色調的意象也融入店裡。」

「引領我們茁壯的長輩、引發我們思索生命

的的人，都像是一道溫暖的光。」這棟超過

五十年歷史的老房子，不僅陪他經歷從出生

到長大，更承載他與母親、外婆超越三個世

代的情感，所以特別在咖啡外帶區上的燈箱

設計上，透過日落後空間與玻璃的折射讓光

無限延伸，就像文化生生不息的傳承，也如

同店名讓美好持續向外發光，在 LOGO 設計

中亦將母親名字中的「靜」字與建築物做結

合，有著歲月靜好的寓意。最後育齊和我們

分享，若要以一首歌的氛圍訴說「StableNice 

BLDG.」帶給人的感受，就像是自然捲的

〈明信片〉，「你可以緩慢品嚐一座城市，

不用想太多，自然地穿梭其中，擁有前進的

律動感。」走進一間店，用最親身的體驗感

受對生活的熱愛，以最真切的雙眸凝聚人與

人之間的情感，發現

城市裡有許多驚奇的

角落，等著我們去探

索、去感受，領略

不同層次的變化與流

動。 

從分享開始，以開放

眼界造就多元想像：

「你看到的世界，就

是你的人生。」U.I.J 

Hotel & Hostel 友

愛街旅館，從建築

外觀的不規則山牆，

打造融合台南文化

特色的天際線，能夠

輕鬆感受當地生活

的脈動起伏，結合

青旅與設計旅店的概

念，跨越了世代的

隔閡，以開放眼界重

新塑造出旅行的多元

想像。企劃設計經理  

Jill分享道：「當時成

立品牌的初衷，會規

劃結合青旅跟旅店，

就是希望創造世代與

文化間的流動。」透

過打破旅宿既定形式

的隔閡，讓不同的族

群開始交換彼此的價值觀，「我們相信這會

是一個好的循環，並在這裡持續創造新的故

事。」 來到 U.I.J一般房客能夠享受到背包

客旅行自由自在、互

相交流的文化跟氛圍，

背包客入住時同樣也

能體驗旅館的舒適品

味、細心服務與風格

設計感。

「分享是我們覺得最

重要的事情，無論是

館內的空間設計或者活動企劃上，都會去留

心有沒有落實分享的概念。」像是客房內提

供了微礦水和氣泡水，沒有一般常見的咖啡

包、茶包，進而鼓勵旅人至三樓的交誼空

間，取用新鮮咖啡豆，使用一應俱全的咖啡

器具磨豆機、手沖壺等，創造更多人與人之

間交流、相遇的機會。「我們期望透過館內

顧客族群的流動、交換，擴展一個城市的眼

界、深度，並在無形間一再打破旅行既有的

框架。」分享開拓視野，知識累積品味。「我

們講究的經典是一種知識的累積跟品味的呈

現，透過閱讀聆聽，進而昇華自我、傳遞分

享，大家又會再次形塑新的看法、新的風格

跟選擇生活的方式。」書籍閱讀和黑膠音樂

是 U.I.J認為最重要的兩項文化，入住時每位

旅客會先拿到一本台南的嚴選書籍，象徵著

旅行就像閱讀一樣，透過緩慢的感受一字一

句背後的溫度，細細領略、發現、尋覓，同

時和內心呼應，使瀏覽過的風景、行走過的

文化，都成為生命中無與倫比的養分與記憶。

美感是一連串感官經驗的累積，需要「文化」

及「環境」背景的長時間培養。台南，這一

座有著新舊共榮、文化薈萃的多元城市，透

過在地人文的力量與思維，翻轉時空紋理中

的街頭風景，暗藏著往昔記憶又與現代生活

緊密相連，淬煉出一股台南僅有的城市個性

與樣貌，宛如 Audi透過創意與設計驅動未來

的品牌精神，帶大家穿越台灣豐富的歷史文

化，同時駛向未來共創新意。

你可以緩慢品嚐一座城

市，不用想太多，自然

地穿梭其中，擁有前進

的律動感。

1.U.I.J 房間 / 書籍閱讀

和黑膠音樂是 U.I.J 認

為最重要的兩項文化，

館內收藏許多經典黑膠

唱片提供旅客挑選，期

望讓音樂流淌在舒適

寬敞的空間，沈澱旅

行帶來的各種感受。

2.StableNice BLDG. 

外帶區 / 接近日落時

分，透過空間與玻璃的

折射，咖啡外帶區上

的燈箱無限延伸，象

徵文化生生不息的傳

承，讓美好持續發光。

3. U.I.J 旋轉梯 / 藏在

公共分享區的後方，旋

轉梯巧妙連接三樓與

四樓的空間，將背包

客房與公共區域連結

起來，營造一種尋覓

秘密基地的趣味感。  
4. StableNice BLDG. 店

內角落 / 老闆育齊和我

們分享這是他最喜歡的

店內角落，坐在這裡可

以感受到街道上人群的

流動，感受城市不同層

次的美好變化與緩慢生

活感。

3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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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境有大美，看見真實的夢幻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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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攝影大眾化的年代，反而很難看到令人心頭一顫的好作品。遠離熙嚷的人群，

造訪化外極地，且跟隨極地攝影師陳維滄的腳步，來到真正的天涯海角，在自然

的造化之美中再次發現對影像的感動。

TEXT: SEYMOUR, PHOTO: 陳維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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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陳維滄這個名字，有些人知道他是一位

成功的企業家，是川流基金會的董事長，也

有人知道他是一位作家，去過很多地方旅行。

更多人則是不曉得這個名字，卻曾看過他拍

攝的各種極地作品，並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一般人很讓相信，這位年過 80的長者，從

50歲之後彷彿得了「極地遠征症候群」，先

後曾十多次探訪南極和北極，最長的為期 29

天。與一般「收集旅遊經驗」的人不同，極

地探索對他而言，早已不是財富成就的炫耀，

而是心靈上更深沈的召喚。

「地球上有三個地方一直是攝影者的嚮往：

北極、南極、中極（西藏）。初探南極時，

純淨的大地深深震撼了我，就讓我種下了極

地相思的種子。」陳維滄說，旅行（Travel）

這個字依照拉丁文具有「Hard work」與

「Re-birth」雙重意義，「Hard work」指完

整的旅程規劃，「Re-birth」則是透過一段

前所未有的體悟，得到全新的啟發。外人看

來猶如苦刑的旅程，對他來說卻是源頭活水，

沖刷成一張又一張精彩絕倫的照片，讓人大

開眼界。

五訪南極 ，純白的心靈原鄉：「落了片白

茫茫大地真乾淨」，這是《紅

樓夢》的名句，也是陳維滄第

一次來到南極時心頭湧現的語

言。極地看似空無一物，實有

著最純粹的白、最純粹的光、

最純粹的影，表面上看來都是

白茫茫的一片，仔細觀察卻又發現它深廣、

遠近、高低一應俱全。在極地，心曠神怡，

可以找回最璞真、最原始的感動；在極地，

放眼望去，大地晶瑩透亮，像面純白的鏡子

一樣，可照見自己，印證莊子所云的「至人

之用心若鏡」。所以即使旅程遙遠而艱難，

陳維滄在去年年底又去了南極，第五次。第

五次去南極，不再只是造訪小島，而是真正

登上了南極大陸。在冰上爬山與陸地又有不

同，每踏一步都是「硬著陸」，光是膝蓋的

負擔就很吃力，而且光是雪靴就重達3公斤，

加上其他重裝備，以及隨身十多公斤的攝影

器材，這種旅行可謂是苦行，但是這個未被

人類破壞的大地也願意適時回報這樣的行

者，讓他們看到一次又一次永難忘懷的畫面。

新疆沙漠，絲路商旅的千年身影：在陳維滄

眼中，唐朝的玄奘法師不只是一個小說中的

人物，也不只是一個佛學大師，而且更是一

愛上南極，讓陳維滄不辭萬

里冒險去了五次，就像他在

《夢想南極》中所云：「出

發之前，胸臆間湧動著萬里

長征的豪情。回來之後，拂

不去那片冰天凍地，藍與白

的大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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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真正令他景仰的旅行家。西元 627年，唐

貞觀元年，玄奘從中國長安出發，一心要到

遙遠的印度求取佛教真經，孤獨的踏上艱苦

的沙漠之旅。他隻身橫渡塔克拉瑪干沙漠，

翻越終年積雪的帕米爾高原，徒步克服了各

種天險。沙漠，對陳維滄來說是另一個不受

人類干擾卻又極富人文情懷的地方，更是攝

影的寶地，他第一次踏上的攝影之旅，就是

在 1989年的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而多

年前為了攝影就曾遠赴新疆綠洲的月牙泉嘗

試滑翔翼，更靠著簡陋的飛行設備俯瞰這片

黃滾滾的大地，千餘年前唐僧取經的情懷，

以及兩千年來絲路旅人的足跡，讓他愛上了

沙漠。在沙漠想要拍到好照片，苦處一點也

不少於南極。為了拍到沙漠旅人與駱駝的身

影，陳維滄扛著沉重的器材在高溫的沙漠裡

行走，還得爬上高處的

沙丘，在烈陽下慢慢等

待，直到一道光芒穿過

雲層，映照在駱駝商隊

身上，便成就了一次無

比經典的畫面。

踏雪尋蹤，與北極熊母

子的邂逅：除了漫長的

等待，攝影有時確實

還需要一點幸運。BBC

曾拍一部記錄片《極地

熊寶貝》，製作團隊花

了 15年跟蹤追拍，卻

拍不到小北極熊從洞裡

冒出的畫面，而陳維滄

「只」花了 7天時間，

就取得了小熊初出洞和

北極母熊互動的鏡頭。

在極地進行這樣的「追蹤攝影」是件千辛萬

苦的事情，必須一路在零下 40度的雪地裡

尋覓熊的蹤跡，有時一趟就是 4個小時，好

的拍攝作品得力於勤能補拙的努力不懈和堅

持到底的決心，花比別人多的時間去耐心等

待，才有機會獲得幸運之神的青睞。拍攝北

極熊除了需要運氣，也要懂得自制。一百多

公尺的距離，在人熊之間已可謂是非常接近，

陳維滄看著母熊與小熊在湖邊睡覺，當小熊

醒來，母熊的保衛意識也隨即清醒並啟動，

當小熊看見人類，充滿好奇地向前走來，卻

是母熊隨時可能出動保護孩子的時刻。懂得

適時離開，尊重自然，也

是人類在這時候必須學

習的課程。

死海晨曦，追尋光影中的

故事：「老實說，我並算

不上攝影家，我的相機幾

乎都保持在 P快門，什

麼光圈優先、快門優先之類的設定我都不太

會用」，陳維滄說，「我可以說是印證『勤

能補拙』的例子，我每次都不只帶一台相機，

而且每次不只捕捉一種角度，不只拍一個時

刻，因此才能拍到那些萬中選一的好作品。」

聽到如此坦率的「自剖」，會讓人感到相當

訝異，一個享譽國際的極地攝影師居然不是

很懂拍照？但也就因為這樣，更讓人相信攝

影界常聽到的一句話：

「決定照片好壞的不是

機身與鏡頭，而是鏡頭

後面的頭腦。」

攝影（Photography）

詞源是由希臘文 phos 

（光）與 graphi（寫

作或繪畫）兩個單詞

組 成。「 希 臘 文 的

『fotografia』意謂以

光寫作或繪畫，也就是

說一張好照片要有光

影，要有故事，要能成為一幅畫，這是我一

直以來相信的攝影之道。」就像在死海，一

般人只想到漂浮與泥巴浴，陳維滄卻專程起

了個大早，在日出之前置身其中，避開了人

群的喧囂，拍到了晨曦中的光影故事，雖然

沒有藍天白雲，但是最簡單的金黃日出與無

垠的海天水色，卻能給人更無法忘懷的印象。

Travel的拉丁文有

「苦功」與「重

生」的雙重意義，

這才是我追求的旅

行。

玻利維亞南部的烏尤

尼鹽原，又被稱為

「天空之鏡」，對於

愛好攝影與旅遊的人

來說，是畢生一定要

去的自然秘境之一。



深入南極世界，不論是搭乘破冰船、小艇或遊艇，都有相當的難度，

且天氣變化迅速而劇烈，需要相當的冒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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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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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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39-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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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折
後
寄
回

黏 貼 處

黏
貼

處

黏
貼

處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
傳
真
或
對
折
後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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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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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耀不可，自信隨型 □ 1     □ 2     □ 3     □ 4     □ 5

• 搶眼獨到，大行其道 □ 1     □ 2     □ 3     □ 4     □ 5

• Audi概念車，開啟未來之旅 □ 1     □ 2     □ 3     □ 4     □ 5

• Audi RSQ e-tron跨刀《變身特務》飆進未來 □ 1     □ 2     □ 3     □ 4     □ 5

•  飛行的願景                                                                                                      □ 1     □ 2     □ 3     □ 4     □ 5

• 邁向永續移動性之路 □ 1     □ 2     □ 3     □ 4     □ 5

• Maisie Williams大唱《Let It Go》 □ 1     □ 2     □ 3     □ 4     □ 5

• 下一個冠軍                                                                                                      □ 1     □ 2     □ 3     □ 4     □ 5

• 賴雨農，燈光魔法師 □ 1     □ 2     □ 3     □ 4     □ 5

• 微型未來科技 □ 1     □ 2     □ 3     □ 4     □ 5

• 威士忌酒廠的現代化之路 □ 1     □ 2     □ 3     □ 4     □ 5

• 穿梭台南，創新城市美學 □ 1     □ 2     □ 3     □ 4     □ 5

• 極境有大美，看見真實的夢幻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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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