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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第一次見到 Rahil 的人，也會馬上發現他來

自於一個國際化的成長背景，雖然長相是道地的印

度人，卻說著一口道地而清晰的德語，而且是通常

只有德國北部或西北部人才會有的口音。他的雙親

分別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從印度移居德國，讓

他自幼就能汲取兩種文化中的長處，包括德國人的

按部就班、準時守信，或是印度人的重視家庭，也

讓他通曉多種語言。他先是在德國與法國大學修習

歐洲商業研究，又在瑞典獲得碩士學位，讓他對於

快速消費品（FMCG）與服飾業方面格外專精，對

P&G 寶僑、Hugo Boss 等公司的成功因素深有研

究。不過，真正最讓他著迷的其實是汽車，尤其是

當他在 2003 年買下了一輛 Audi A3 以後，更是愛

不釋手，同時也開展了他的汽車職涯，在 2004 年

來到了位在因哥爾斯塔特的奧迪總部，成為其中一

員。

完整歷練  全方位國際視角
在德國的奧迪公司裡，Rahil 起初任職於銷售財務

管理部，負責汽車營利方面的市場定位工作，業務

範圍不只涵蓋大歐洲地區，還包括東南亞市場。從

2006 年到 2008 年期間，Rahil 不但帶頭開創了奧

迪位於印度的分公司營運，還成立了全國性的銷售

公司，其中包括在地的組裝廠。之後他轉往奧斯頓

馬丁公司擔任歐洲區總裁，3 年任滿後又在 2011

年加入了奧迪印度分公司，帶領經銷開發部門，把

經銷網絡拓展到大約 35 家左右，與今日經銷商的

總數其實並無差異，可見當時的成績之優秀。

2013 年，Rahil 獲邀轉任售後職務，擔任全球零件

定價總監，於是又回到德國，而他心中也很清楚，

這份工作將可以大大擴展他的視野，尤其是在客服

與老客戶經營方面。到了 2017 年，Rahil 成為了

印度奧迪分公司的總經理，因而再度移居孟買，也

就是寶來塢的所在地。他不僅僅領導有方，讓品牌

成了當紅炸子雞，而且也是在他任事的這段時間裡

讓主力客群產生了大大的翻轉，使得奧迪車主的平

均年齡降低了許多。而問起他要怎麼在台灣再創同

樣的佳績，他也只是眨眨眼說道：「只要看看台灣

的奧迪車主平均年齡的演變就知道，這個品牌其實

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而我自己也相信，我們向客

戶承諾的那句『未來是一種態度』（Future Is An 

Attitude）並不只是在談要怎麼改變心態而已，那

本身也是再確實不過的生活樣態了。」

來台任職前，Rahil 的上一份工作又是在德國總部，

擔任的職務是銷售、數位暨新事業管理資深總監，

負責的工作內容中有一部份是贊助推廣，例如針對

知名的拜仁慕尼黑足球俱樂部，「從球員到教練，

人人開的都是最棒的奧迪車款。」講起這個成績時，

Rahil 臉上忍不住浮起了一抹微笑。

買車這件事，有時候很能牽動人的情感，也會讓人

覺得興奮不已，Rahil 曾在許多國家歷練，為各地

顧客提供不同方式但同樣高水平的服務，對於這點

他可說是再清楚不過了，也簡單歸納了他的心得。

「當你買下一輛奧迪，那不光是一筆生意，而是進

入了一個大家庭，我們一心想讓車主體驗到最好的，

不光是在銷售前，也包括在銷售時與銷售後。因此，

我們也強調更多的服務和活動成就奧迪在車主心中

的美好體驗，奧迪車主就是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們希望能跟他們一起成長。我另外想提一件重要

的事，成功之道別無他途，你只能讓自己的產品貼

合需求、適銷對路，要掌握尖端的數位科技，當然

也要有出色的對外合作夥伴，凡此種種，都會是我

們在台灣的營運方針。」

履新來台  同創永續未來
看到 Rahil 接受這個訪問，相信很多他的友人或同

事都會直呼羨慕，因為他有機會可以搬到台灣住了。

他聽到的反應則是：「我也跟他們的想法一樣啊，

畢竟人生首度能有機會住在台灣，這裡有很棒的文

化、可愛的人們，還可以品嚐絕佳的食物。再加上

跟我最熟悉的品牌奧迪，這樣的生活組合簡直就是

完美。」

在過去 30 年裡，奧迪經歷了大幅度的轉型，Rahil

認為這就是這個品牌能夠成功的關鍵所在。「我們

從多種面向重新打造這個品牌，一開始是主打現代

感與年輕化，這樣的產品定位讓我們打進了頂級與

奢華市場。當然，有了這個強大的品牌，我們也很

容易就會看到大眾對於奧迪抱持著正面的觀感。」

然而 Rahil 卻又表示，這其實只是起步而已。「我

們現在要撰寫的是嶄新的篇章，尤其是在台灣。發

售 Audi e-tron 正表明了我們的雄心，矢志要成為

全世界電動車的領航者，同時也要領導台灣的頂級

電動車市場。」

以同樣的精神，Rahil 又接著談到了「下件大事」，

也就是正式推出 Audi e-tron GT，Rahil 說這「大概

是全世界目前看到最好看的全電動運動車款了」，

還搬出奧迪全球首席設計師的證詞，直言「這是他

設計過的車子裡最美麗的」。

「我很期待能夠跟喜愛奧迪這個品牌的車主與粉絲

們交流，相信他們也會愛上我們即將在台灣推出的

車款。我們將要迎來新的數位時代，這也值得他們

好好期待，與奧迪共創嶄新而刺激的駕馭時光。相

信在不久之後，這一切將會成為台灣的話題熱點，

那些仍有青春理想懷抱的人們，會跟我們一樣，不

只著眼於時尚、頂級，也希望能在永續的道路上繼

續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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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福斯集團總裁暨台灣奧迪新任總裁

Rahil Ansari

年輕視角‧數位發展‧永續思維
重大科技進展的發明紀念日乃是饒富意義的盛事，而奧迪位於德國的總部

最近就正在歡慶品牌精神「進化科技定義未來」（Vorsprung durch Tech-

nik）創立50週年。這個精神也直接促成了quattro問世，它可謂是奧迪這

個品牌裡「四輪驅動」的代名詞。慶祝活動分為實體與數位方式舉辦，而

一說到數位化便會讓人想起印度，這是舉世著名的數位科技大國，並且也

是台灣奧迪新任總裁Rahil Ansari的故鄉。印度與德國的文化各負盛名，

而Ansari先生自小就同時受到雙方的洗禮，此次負責整個台灣奧迪福斯汽

車股份有限公司的業務，一心想要帶領台灣奧迪，為這個品牌打開嶄新的

成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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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on GT 

2020/21 Audi eTwin Cup

純電斜背，點燃永續台灣新熱情

首度線上比賽 
年度交流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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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uture is an attitude 源自於 Audi 百年來持續進

化的品牌精神，更是 Audi塑造未來的核心理念，

透過設計、數位化、性能及永續發展四面向刻畫未

來豪華移動的新風貌，而其中持續進化的精髓信

念不只是 Audi 也與每個領域的先驅者，在生活中

不斷實踐的精神不謀而合。此次 Audi 攜手榮獲兩

屆台北電影節影帝邱澤，以在地化角度重新詮釋

Future is an attitude 品牌精神，以「創造」為起

點，內化「共存」力求完美，開創「未來」無限可

能 。

對 Audi而言，電動車不只是一個動力形式改變，

而是一個從研發、設計生產，到人車生活環境永續

的關懷，更是一種對待未來的態度。就如同 11月

5日在台灣上市的新世代絕美電駒 e-tron GT，別

開生面的上市活動，跳脫傳統新車上市型態，除了

線上直播外，也前所未有地開放一般民眾報名，親

身體驗這輛絕美電駒的駕馭魅力。

誠如 Audi 首席設計師 Marc Lichte 所言：「創新

就是要跳出框架，挑戰不同以往的形式，而設計

一款全新純電動車正是如此，更需以嶄新思考角

度出發。Audi e-tron GT 是我設計生涯中截至目

前為止最迷人、最滿意的作品，沒有之一。」發

表會上邀請了 e-tron GT代言人邱澤，同時兼具藝

人與冠軍賽車手身分，搭配這輛集四環品牌最頂尖

速度科技於一身的絕美電駒，昭告世人享受浪漫的

速度快感，也可以是零碳排、零油耗，甚至生產都

Audi Twin Cup 雙子盃資格賽，一場全球 Audi 菁

英相互切磋、交流的年度盛事。今年面對疫情，

Audi 德國原廠仍不減追求卓越的精神，2020/21 

eTwin Cup 雙子盃世界賽，首度於線上進行。代表

台灣參加全球線上決賽的隊伍，由 6 位來自全台的

技術與服務顧問菁英組成，摩拳擦掌迎接與過往不

同的挑戰。

比賽透過多元的理論與實務操作考驗，以展現參賽

隊伍卓越技術實力與積極服務態度，同時提升專業

知識與技能，期望藉此帶給消費者更縝密、高品質

的服務。此外，賽前安排幾項趣味挑戰，藉由團隊

名稱創意發想、創作比賽專屬歌曲、無說明書樂高

拼裝等指定任務，促進團隊之間的默契。

台灣代表隊克服 eTwin Cup 重重挑戰完成比賽，

累積專業經驗，更期待下一屆雙子盃全國賽可以再

次前往德國，與各國選手實際切磋、交流。Audi 

Taiwan 將不斷精進，整軍最強台灣隊，為台灣爭

光之餘，售後服務團隊持續培育、訓練經銷商內部

人才，強化前、後端顧客服務系統，透過服務顧問

與技術人才的攜手合作、相輔相成，實現「顧客導

向」、「在地化服務體驗」等使命，以提升顧客滿

意度，致力展現全面進化的品牌體驗。

是在 Audi Böllinger Höfe工廠，以生態電力

與沼氣供熱等 100%可再生能源、完全碳中

和永續生產的環境中誕生。四環品牌更發下

願景，將於 2050年達成碳中和的目標！

e-tron GT極具肌肉張力的 quattro線條，正

式將 1980年代的 quattro傳奇帶入未來。

「這是我目前最棒、最自豪的設計！」如同

Audi首席設計師Marc Lichte所描述，外型

宛若完美藝術作品般令人驚艷的 e-tron GT，

展現出的速度性能也同樣讓人摒息。

1. 左起台灣奧迪售後服務處長 Frank Lohwasser 先

生、台灣奧迪行銷處長石田英明先生、兩屆台北電影

節影帝邱澤先生、台灣奧迪通路發展處長 Yoon Han 

Chin 先生、台灣奧迪銷售處長孫敏郎先生。2. Audi 

e-tron GT展現新純電美學巔峰。3. Audi RS e-tron 

GT一次滿足感性與理性層面的駕馭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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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Q系列全員到齊！ The new Audi Q5 Sportback 正式抵台。

Audi 設計團隊再度推出 Sportback 車款最新力作，The new Audi Q5 

Sportback以更具侵略性、運動化的動感造型之姿，加入四環休旅陣

容。望眼車頭造型，銳利頭燈搭配更寬幅的八角型水箱護罩，結合兩

側肌肉摺線，彰顯更外放的視覺設計；由燈型尾端線條延伸貫穿流線

車側身形，與 C柱優雅的美背曲線於車尾端完美收合，勾勒出力與美

的跑旅身形比例，成就 Audi Q5 Sportback 剛柔兼具的閃耀魅力。

上市至今備受好評，儼然公認為都會時尚 icon的 Q5 Sportback，琳

瑯滿目豪華科技配備，除可選 B&O音響與木紋飾板外，更採用 Audi 

Virtual Cockpit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以 12.3吋數位儀錶板結合

MMI系統 10.1吋觸控螢幕，同時支援無線Apple CarPlay與Android 

Auto，無限延伸數位應用。此外更支援語音控制雲端技術，透過「Hey, 

Audi」喚起車輛助理，透過語音指令控制基本車輛設定，儼然就是生

活中最貼身親切的移動智慧速度伙伴！

全新的科技魅力不僅包括明亮 LED頭燈組，還可選配Matrix矩陣式

頭燈組，以及 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主動式數位尾燈組，透過主

動式偵測系統，如果另一輛車從後方靠近靜止的 Q5 Sportback，在兩

米距離內所有OLED燈都會亮起，以強光主動提醒後車必須緊急動作！

而四環團隊為賦予 Audi Q5 Sportback 更多變的外型風貌，全車系三

款車型於車頭造型設計皆有獨特的識別風格，首先 advanced 車型採

用鍍鉻直柵式水箱護罩設計；而上市新增的 S line 車型則換上蜂巢式

水箱護罩設計搭配鍍鉻元件點綴，結合兩側鍍鉻幾何圖形保桿設計，

流露更運動化面貌；至於限量 Edition One 車型同樣採用蜂巢式水箱

護罩設計，但改搭黑色外觀風格套件，黑化視覺另搭配紅色卡鉗的 20

吋鋁圈，讓整體車型更增添陽剛氣息，透過設計細節上的巧思，讓消

費者可選擇最合乎自我的個性面貌。

Audi Innovation Award

8 9

新解決奧迪電動車主「焦慮」：

讓充電站與終端連網，台灣創獲得 AIA 大獎

絕藝潮旅 再創新格局

極速純電生活圈 桃園台南新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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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ast Charging Site

台灣奧迪繼原有的五都六站點提供 180KW DC快

充之後，如今更新增桃園、台南兩個站點，高雄鳳

山也在規劃中，提供相同規格的極速快充服務。也

就是說，整個西部走廊電網至此完整佈局，讓走在

時代尖端的Audi純電車主，從此盡情南北走透透，

里程焦慮從此消失！

其實台灣奧迪為提供 e-tron車主完整的純電生活

圈，早在去年起即超前部署，積極佈局多元化充電

網絡，整合多方資源，針對電動車市場整體發展，

提出「家用充電」、「目的地充電」與「高效充電」

等三大面向充電服務。

而最極致的「高效充電」服務，除了聯合充電合作

夥伴 EV OASIS，加入台灣奧迪充電服務網，在台

北、苗栗、台中、彰化以及嘉義等 5個快充站點，

以及在湖口交流道、台南交流道旁，提供 120 kW

快速充電服務。台灣奧迪更在五大都會區原廠展

台灣奧迪為提供完善的電動車主服務並打造更便

利的電動車使用環境，透過舉辦 Audi Innovation 

Award（AIA）與台灣新創團隊優必闊（Ubiik）

結緣，試圖透過具體實踐產品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來解決電動車車主所面臨無法

事先預約充電服務的痛點。優必闊（Ubiik）提出

以透過 Weightless-P 技術，使多數位於地下室的

充電設施能與終端裝置連網，並進一步串連的充電

管理系統，則電動車主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輕鬆透

過遠端預約的方式，確保到達充電站時可以立即進

行充電服務。

2020 年奧迪 AIA 競賽上，Ubiik 結合無線低功耗廣

域網路（LPWAN）國際標準 Weightless-P 技術，

突破地下室難以通訊、建置成本高昂的門檻，只要

充電設施與終端裝置相互連網，且距離在 2~17 公

里範圍內，就能形成「雙向傳輸」網絡，讓電動車

主能在路途上事先預約充電站。這個創新充電解決

方案，成功獲得台灣奧迪青睞並拿下當年 AIA 最

大獎金獎。透過奧迪協助帶領的設計思考，Ubiik 

與夥伴間的討論因而能在「共同解決議題」的框架

下進行開放、不藏私的討論，進而順利確認彼此的

分工與合作模式。而奧迪生態圈本身擁有的龐大資

源，也讓 Ubiik 的創新點子得以「借力使力」。

示中心，同步設置「Audi極速充電站」，針對內

湖、濱江、新莊、桃園、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

八大經銷據點，設置高達 180 kW的高效充電服

務。對 e-tront車主來說，只要

10分鐘即可滿足約 100 公里

行駛里程的電力！秉持推動

友善純電生活的理念，台灣奧

迪也同時宣布「Audi 極速充電

站」，將開放給適用相同規格的

電動車主使用，充電費率以 NT$ 

12 / kWh收費，期盼引領更多嚮

往友善環境、純電生活的朋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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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 預計在2025 年之前，

推出約 30款電動車，其中至

少包括 20 款純電動車。一個

純電奧迪的龐大產品線，即將

全面展開。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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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知道純電零排污是未來趨勢，但可不能不知道，Audi迎向未來電動

趨勢的積極步伐，堪稱豪華品牌之最。四大純電動力平台對應各式車型全

線啟動，2025年前至少20款純電車問世，將讓四環品牌成為豪華純電移

動全新代名詞。

TEXT: JAMES, PHOTO: AUDI

THE POWERFUL 
AUDI BEV LINEUP

FACE TO THE FUTURE

純電四環陣容啟動



30款電動車大軍可不是隨便說說，全線陣容

從日常代步的城市電動車、機能生活電休旅，

到極致性能純電超跑無所不包，Audi集結集

團資源與最先進科技，整合出四大技術平台，

在龐大的量產基礎上，確保了快速嚴謹、技

術成熟、優異規格，以及規模成本優勢的電

動車開發流程。

中大型純電平台     就像 1980 年代的

quattro，從拉力賽道上創造速度傳奇，之

後成為 Audi全車系全時四輪驅動底盤代名

詞一般，2018年底問世的電動車 e-tron，

不僅創造出四環品牌的電動新頁，自此之

後 e-tron也成為 Audi電動車的共同名稱。

2020年 e-tron 成為市場同級車中最暢銷

電動車。因此為將這套電動技術推向市場，

Audi開發出第一套電

動車技術平台，稱為

「模組化縱置引擎矩

陣底盤」（ modular 

l o n g i t u d i n a l 

matrix）底盤，簡稱 

MLB evo。這個平台

最大特色，就是可以

與現有內燃機引擎平

台高度整合，因此可

以廣泛適用於各種電

動車款上。

作為MLB evo平台第

一款車，e-tron是四

環家族第一款全電動

SUV，尺寸介於 Q5

與 Q7之間，基本與 Q8大致相同。這輛電

休旅除了擁有標準 Audi車款的豪華配備之

外，MLB evo技術平台更創造出多元動力配

置，進而創造出 e-tron、e-tron S、e-tron 

Sportback與 e-tron S Sportback四種主力

車款。大體而言，整個 e-tron動力架構，

採取前後各一具異步馬達（ASM），搭配散

值得注意是 e-tron不像其他電動車，刻

意強調衝刺與加速，就如同 e-tron 55的

355匹馬力、57.2kgm扭力等效動力設

定，0-100km/h 加速 6.6 秒完成，極速

200km/h，性能強勁卻不暴力。若採用 S

模式 boost動力增益，可以短暫將動力拉至

408匹馬力與 67.7kgm扭力，0-100km/h

加速縮短至 5.7秒。也就是說，e-tron的設

計哲學，並不一味強調性能，而是希望盡量

符合日常生活用車習慣，讓大家毫無障礙的

進入豪華電動新生活。

正確的產品定位與實用的豪華電動動力，

讓 e-tron除了得到市場肯定的銷售數字之

外，來自專業者的獎項，更肯定 e-tron在

電動這個全新動力工藝上的成就。包括德國

《 AUTO BILD Allrad》雜誌評選 e-tron為

2019最佳年度全輪驅動車，同時在內燃機

動力競爭者眾的大型 SUV級距裡，更抱走最

高榮譽金方向盤獎（Goldenes Lenkrad）。

面對電動綠能新時代，極少傳統品牌大廠像

Audi，以如此明確策略全面迎向電動化。四

環團隊不僅規劃 2025年前，預計推出約 30

款電動車，其中至少包括 20款純電動車，

同時整個四環品牌，更將以 40%的電動車

型，作為 2025年生產目標，確定一個電四

環的時代，即將在眼前成形。在這個電動大

浪潮下，台灣 Audi也完全零時差，2021年

底便已齊聚四款不同定位全新電動車，純電

四環大軍先鋒隊儼然已經在台灣完成編制。

對於豪華車指標大廠 Audi而言，每一個全

新車款開發，都是一個嚴謹的流程，從產品

定位、設計、技術平台、供應鍊、測試、量

產到通路與行銷等，都必須全線準備。尤其

電動車廂對於傳統車款，屬於全新技術領

域，產品發展過程又

更複雜，因此不難想

像 2025 年 30 輛 四

環電動大軍的成形，

必須投注多少資源與

規 劃。Audi BEV 產

品線副總裁 Stefan 

Ambrosy博士指出，

到 2024 年總共將在

電動車領域投資 120

億歐元！

佈在底盤上的電池組，所構成的動力系統。

這套全數位系統，每秒可讀取 10,000次傳

感器數據，隨時調整馬達之間的最佳電流

值，讓動力配置持續保持再最佳狀態，搭配

quattro全輪驅動系統，如果系統發現任一

動力輪打滑或動力損失，它能夠在極短的 30

毫秒內，將扭矩重新分配給具有抓力的車輪，

來確保車身穩定。

MLB evo 技 術 平 台 在 e-tron 與 e-tron 

Sportback兩種車身設計基礎上，又各自分

成 50與 55兩種不同動力設定，以及電池容

量設定（55為 95kWh、50為 71kWh）。

根據WLPT測試標準，e-tron Sportback 55

續航里程可達 446公里，e-tron 55則為

436公里。不過更讓人驚艷的是 e-tron充電

效能表現，若採用直流高速充電系統，只要

10分鐘左右就可以達到基本需求里程，約

30分鐘就可以充飽 e-tron 55的 80%電池

容量，這種效能的實用性，足以進入一般日

常生活毫無問題。

目前已經上市的四款純電車型，續航里程已經超過四百公里，同時只要十分鐘，就可以充電達機基本需求里程。

車身形式：高底盤

應用車型：中大型車

應用車款：e-tron / e-tron Sportback

行駛里程（WLTP）：> 400km （例如：e-tron Sportback 452 km）

充電效能：（例如 e-tron） 400V / 最大 150kW / 30分鐘內 5∼ 80% 

E-TRON / 
E-TRON SPORTBACK
14 15

TO AUDI BEV TO AUDI BEV 

14

A
ud

i B
EV

 L
in

eu
p

Audi 電動車將從日常

代步的城市電動車、機

能生活電休旅，到極致

性能，純電超跑無所不

包。



至於美國市場的肯定，則是來自公路安全保

險協會（IIHS）的撞擊測試，e-tron得到

Top Safety Pick +最安全榮譽，是史上第一

輛得到此頭銜的純電車。

風馳電掣豪華純電平台     2021 年 2 月問世

的 e-tron GT quattro，是搭載在針對豪華

車款而開發的 J1技術平台上，作為 GT 等級

（Gran Turismo）的長途跑車，儘管動力系

統已經純電動化，但它仍是一輛道地四環家

族傑出作品，不論是造型設計、技術與車輛

特性、性能與操控表現，例如底盤與轉向調

整、舒適度之間的均衡，都是極致的 Audi

品味。

作為零排污的先進動力代表作，e-tron GT 

quattro前後電動馬達輸出總功率為 350 

kW（476 ps），0-100km/h加速 4.1秒，

極速 245km/h。RS版總輸出功率 440 kW

（598 ps），0-100km/h加速 3.3秒，極

速 250km/h。值得一提是 Audi動力工程師

並沒有讓馬達動力全效輸出，而是預留一個

備用的增壓模式，在此模式下執行 Launch 

Control起步衝刺加速，只要 2.5秒就能完

成 0-100 km/h加速。RS版的增壓模式，

甚至可以短暫將輸出功率拉到475 kW（646 

ps）之譜。在這些條件下，根據歐洲WLTP

標準測試，e-tron GT quattro最大巡航里程

為 488公里，RS e-tron GT則是 472公里，

對超級電跑車的日常來說，完全綽綽有餘。

在先進的 J1技術平台加持下，e-tron GT 

quattro獨到電池技術，將鋰電池位於兩軸

間的最低點，不僅重心低，電池模組更採用

輕量化結構，而且透過 28個螺釘與車身整

合，大幅提高車身剛性與碰撞安全性。此外

電池結構外部的液態冷卻系統，更確保電池

工作溫度被精準控制於攝氏 30~35度間的最

佳狀態。至於充電口則位於前輪後方葉子板

上，左右兩側都有交流電（AC）充電口，右

側則另有直流電（DC）接口。透過myAudi 

App應用程式可進行充電最佳化控制，例如

可以設定電價便宜時段充電等。引以為傲的

是在充足的 DC電源上，e-tron GT quattro

車身形式：低底盤

應用車型：轎跑車型

應用車款：e-tron GT quattro / RS e-tron GT 

行駛里程（WLTP）：  > 400km （例如：RS e-tron GT 487 km）

充電效能： （例如 e-tron GT quattro） 800V / 270kW / 22.5分鐘內 5∼ 80%

Audi e-tron GT quattro 獨樹一格的

設計，體現純電駕馭的特色與難掩鋒芒

的 Audi 基因。

儘管是全新動力科技，但 Audi BEV延

續四環家族一致的豪華駕駛感，使用者

完全可以從燃油車無違和接軌。

不僅零排污，Audi更追求以碳中和為 BEV車系生產

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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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270 kW超強充電。白話來說，就是只

要 5分鐘，就能累積行駛 100公里的能量！

在理想條件下，從 5%到 80%充電，最短

只需 22.5分鐘！ 

中小型車純電平台     作為一個高度彈性的純

電動技術平台，模組化電動矩陣（Modular 

electric drive matrix）MEB是一個通用而

且即將被廣泛應用的平台，可能的衍生的版

本與車種範圍，將包括 SUV、跨界型車款，

以及一般轎車，目的在讓想要享受純電車優

勢的未來科技支持者，可以盡情擁有電動驅

動的所有優勢。

Audi在MEB技術平台基礎上，近在眼前的

計畫，是將在 2021年底前，推出兩款全新

電動 SUV，包括 Q4 e-tron與 Q4 Sportback 

e-tron，兩款新車都將提供媲美大型車的寬

敞空間，以及基於WLTP標準的超過 500公

里續航里程，搭載 quattro全時四輪驅動選

項，全面體現日常生活完全零排污的實用中

小型 SUV新格局。 

從整個 VW集團角度來看，具體的計畫是在

2030年前，基於MEB平台所設計與生產的

車款，將達到約 1900萬輛！這個龐大的集

團優勢，不僅意味著MEB將

是一個成熟的技術平台，永

有優質的性能表現，更代表

著最具生產規模的經濟成本。

這些特色最終都將反應到產

品優勢與市場價格，直接提

供給熱愛純電生活的 Audi車

主。

至於高級電動平台（Premium 

Platform Electric）PPE，則

是 Audi正在進行的另一個

計畫，作為高級車款的純電

技術，彈性化的結構，預計將可用於 SUV、

Sportback、Avant和跨界車型等。雖然細

節還沒有完全揭露，不過 PPE技術平台主要

發展目標，是更高的續航里程，所以標準配

置一具位於後橋的電動馬達，進階版則在前

橋配備第二部（同步或異步）馬達，必要時

啟動 quattro全輪驅動。此外 PPE也提供多

元的動力配置與電池組合，基於 800伏系統

的快速充電時間，以及完整的連接性與數位

技術，預計到 2030年前，PPE平台相關車

款的生產規模，會擴大至 700萬輛左右，強

大的共同開發效應，不僅可以大幅縮減開發

時間，而且能提供具優勢的成本與性能技術。

配合四大純電技術平台全面開展，Audi也針

對所有電動車款，提供一套連結智慧型手機

與雲端技術的智能管理系統。使用者可以在

手機上提前規劃路線，系統會自動計算最快

路線，考慮交通和路線數據，以及駕駛者風

格，再加上充電站的必要時間，綜合計入總

駕駛時間。計算完成後可直接發送到車上。

而台灣Audi也配合 e-tron、e-tron Sportback

以及 e-tron GT、RS e-tron GT全車系上市，

綜合「家用充電」、「目的地充電」與「極

速充電」等三大面向的充電服務，整合多方

資源，打造出一個完整的 Audi電網，建構

最適合台灣電動車車主的充電環境。

也就是說，在 Audi集團多元技術平台加持

下，從小型車到全尺寸豪華車款，都將全面

電動化，配合無遠弗屆的完整充電網，Audi

純電生活，現在不僅是一種時尚品味，未來

也即將新世代豪華移動的全新代名詞。

E-TRON GT QUATTRO / 
RS E-TRON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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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車身雕刻般的肩線及

獨特車尾導流鰭片，賦予

驚人力量的深刻印象，流

暢下滑的車頂線條完美地

延 伸 至 Audi RS e-tron 

GT 的車尾，充分展現車輛

亟欲馳騁的渴望。

下 )  以震撼人心的設計將

特色彰顯於外，例如藉由

鮮明線條以及長軸距比例，

讓車輛低重心的特色一目

瞭然。



是極致速度，也是美學

顛峰，更是速度美學的

全新傳奇，RS 3將改

寫你對鋼砲的前所未有

的想像。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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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RS 3，剛剛在紐柏林北環寫下的同級最速記錄，

更抵過千言萬語，直接證明其不凡血統。

打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這輛鋼砲，就註定是一頁傳奇！

TEXT: JAMES, PHOTO: AUDI

SPEED 
LEGEND

極色速度傳奇 RS 3



引人矚目。針對這輛全新鋼砲，Audi提供

Kyalami綠、Kemora灰色兩款專屬RS車色。

此外，包括 Turbo Blue、Mythos Black、

Glacier White、Tango Red、Python Yellow

與 Daytona Grey 等車色也在個性化選擇清

單上。

拜加寬 33mm的前軸，所對應的寬扁車體

之賜，全新 RS 3在視覺上，就已經比以往

歷代更具攝人張力。設計師針對車頭部分，

重新設計寬大的 RS專屬保險桿，搭配獨特

蜂窩狀格柵的 Singleframe大型進氣口，更

是大大強化一股隨時準備吞噬前方道路的霸

氣。同時作為標準配置的扁平楔形 LED大

燈組，也成為這個動感車頭最明亮的眼神。

當然，數位科技愛好者，還可以選配矩陣式

LED大燈組，透過 3x5的 LED構成的日間

行車燈組，構成一個絕對搶眼且獨特的數位

燈場，當車輛偵測到駕

駛者解鎖或上鎖時，左

側燈場就會出現方格旗

與 RS 3字樣，而動態

行駛時，兩邊日行燈都

會顯示方格旗圖樣，展

現最極致科技美學！

當然，若這些都還不夠

搭配你對於速度的渴

望，那麼還可以考慮選

配包括前保桿、氣霸裝

飾與窗框、門檻飾板、後視鏡蓋、車尾擾流

板等配件，均以輕量化碳纖維強化聚合物製

成的專屬套件。還不夠？那麼這次 Audi更

特別提供與紐柏林創紀錄版本相同的鞋子—

倍耐力 P Zero Trofeo R半光頭胎也列為選

配，保證一落地就可以直接下賽道，直接用

來創造單圈紀錄！ 

競技駕馭熱血內裝     對照於其霸氣外顯的外

觀，充滿科技與競技風格的內裝，同樣展現

出一股劃時代的全新格局，也讓駕馭 RS 3

這全新傳奇性能猛獸，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

操控享受。整體來說，儀表板中的碳纖維飾

板，與帶有 RS壓花，以及菱形騎縫線的 RS

運動型座椅，為整個座艙提供了濃厚的賽車

氣氛。當然，根據各人喜好，座椅可以選擇

帶有 RS蜂窩縫線風格，或是以亮面黑、紅

傑出的 2.5升 5缸引擎、不可思議的 400

匹馬力，0到 100km/h加速 3.8秒，極速

290km/h。全新 RS 3不僅以性能與實用機

能，改寫家庭用 Compact緊湊型實用小車

的定義，同時更寬、更扁、更快的身形，搭

配四環家族最新科技、剽悍造型設計，以及

狂爆聲浪，詮釋出史上最強 RS 3毫無懸念

的氣勢與格局。不過，全新 RS 3傳奇不只

這樣，今年 6月這輛全新鋼砲，甚至在紐柏

林北環寫下 7:40.748成績，成為緊湊型車

款最速紀錄。這個時間有多快？白話來說，

就是足與諸多千萬等級超跑並駕齊驅，甚至

比很多超跑都更快。

紐柏林北環新紀錄     整個 2021年夏天，汽

車界議論紛紛的火熱話題之一，就是全新 RS 

3 Sedan，在 6月初夏的紐柏林北環賽道上，

以快了 4.64秒的速度，改寫同級最速單圈

記錄。到底 Audi是怎

麼辦到的？根據 Audi 

RS部門開發車手 Frank 

Stippler的描述，當時

為配合賽道特性，就重

新調整了倍耐力半光頭

胎的胎壓，這是每次必

經的程序，讓扭矩分配

器有更適切的表現，確

保在動態駕駛過程中，

可增加較高負載輪的驅

動扭矩。

因此造成的結果，是全

新 RS 3 更好地轉向彎

道，並更精確地跟隨轉

向角。「總的來說，全

新 RS 3從彎道中間到彎

道終點，以及加速離開彎道的那個剎那都更

加敏捷！」寫下最速紀錄的 Stippler解釋，

扭矩分配器在駕駛敏捷度表現，完全就是個

跳躍式進化，在山道駕駛上「幾乎不會出現

轉向過度或不足的情況，這使得出彎時可提

早加速，從而實現更快的單圈時間。」

霸氣極色動力美學     儘管甫誕生便寫下傳

奇，全新 RS 3的確成功吸引各界目光，不

過作為一輛兼具極致性能與日常實用的鋼砲

級小車，RS 3內外兼修的設計細節，同樣
上）儀表板中的碳纖維飾板，與帶有 RS 壓花，以及菱形騎縫線的 RS運動型座椅，為整個座艙提供了濃厚的賽車氣氛。

下）作為第一款標配扭矩分配器的 AUDI車型，RS 3 藉這神秘黑科技在彎道上難逢對手，正式晉級超跑等級的超級鋼砲！

以 3x5 LED矩陣構

成日間行車燈場，

當車輛偵測到駕駛

者接近或離開，左

側燈場就會出現方

格旗與 RS 3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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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速會從低轉速的綠色，慢慢變為黃色再變

為高轉速的紅色。與方程式或頂級 GT賽車

相同，指示燈會以閃爍的方式，指示理想的

換檔時間。

因應這輛傳奇鋼砲的誕生，RS 3駕駛儀表

也做了全新進化。透過 12.3吋虛擬駕駛艙

plus，可以設定以條形動態顯示轉速，以百

分比的形式，顯示馬力和扭力輸出。另外駕

駛者也可以選擇全新設計的 RS Runway儀

表模式，這時動力數值，會以類似飛機跑道

方式顯示，由遠至近顯示從低到高的數據。

此外，虛擬儀表還可以同步顯示 G力、單圈

時間、0-100km/h與 0-200km/h加速、四

分之一英里與八分之一英里加速，競技所需

的數據功能完整。至於中控台上的 10.1 吋

觸控螢幕，也包括所謂「RS Monitor」，可

以顯示水溫、機油溫、變速箱油溫以及四輪

胎壓，相關重要數據，也可投射到首度搭載

的 HUD抬頭顯示器上。

換檔時間裡，2.5TFSI引擎以獨特的 1-2-4-

5-3點火順序，和隨之而來的無與倫比的運

轉聲浪，創造出一個絕無僅有，而且令人熱

血沸騰的駕駛體驗。尤其特別的是，創新的

排氣系統，首次配備全可調式閥門控制系統，

讓澎湃的排氣聲浪，具備更大調整空間。具

體來說，它可以隨著 Audi drive select動態

駕駛系統進行調整，例如在 Dynamic和 RS 

Performance模式下，閥門更早打開，讓聲

音帶起的「情感元素」更加明顯。若這樣還

是意猶未盡，那麼還可以選配 RS運動型排

氣系統，進一步增強五缸發動機排山倒海般

的氣勢！ 

賽道黑科技：RS扭矩分配器     全新 RS 3是

第一款標準配備扭矩分配器的 AUDI車型。

這個神秘黑科技，取代了後軸差速器，以及

前軸上的多盤離合器組件。取而代之地是在

每個驅動軸上，都使用一個電子控制的多盤

離合器，如此一來，可以確保後軸扭矩分配

的最佳化。具體而言，在動態的駕馭過程中，

或綠色等。對比色縫線的頂級 Nappa皮革座

椅，搭配紅色或綠色的 RS Design字樣，以

及對應的腳踏墊、通風裝飾與安全帶裝飾邊，

展現無與倫比的性能血統印記。

位於駕駛視線中央的方向盤，也是 RS 3駕

駛座設計的一大重點。標準配備的平底三輻

RS Sport多功能真皮方向盤，盤後配備了賽

道等級的輕量化壓鑄鋅換檔撥片。另外搭配

RS Design套件，除了方向盤上印有專屬 RS

徽章外，12點鐘方向還特別有定位條紋，方

便激烈操駕時可更快速辨別方向盤位置。另

外，圓形 RS方向盤，也搭配電容式抓握識

別，用來作為輔助轉向功能的手動檢測。兩

種版本方向盤，都在盤輻條右側裝置 RS模

式按鈕，用來選擇RS模式下進階駕駛模式，

包括 RS Performance與 RS Individual。在

這兩種 RS模式下，包括駕駛儀表或抬頭顯

示器，都會顯示更加運動的熱血風格。值得

一提的是 RS 3也首度採用，來自賽道科技

的轉速與換檔指示燈，在手動變速箱模式下，

傳奇動力核心：2.5 TFSI五缸引擎     連

續 9次榮獲「國際引擎大獎」的 AUDI 2.5 

TFSI缸內直噴渦輪增壓引擎，在全新 RS 3

這輛鋼砲小車上，再次進行了最佳效能革

新。400 PS最大馬力比以前更早地在 5,600 

rpm就完全繃發出來，並且可以一路延伸到

7,000 rpm。同時 500 Nm最大扭力，不僅

比前一代再進化，而且僅僅在 2,250rpm便

完全釋放，一直可延續到 5,600 rpm，換得

的是 RS 3可以在低轉速範圍內，取得更暢

快的加速速度。具體結果，就是全新 RS 3

從靜止加速到 100km/h僅需 3.8秒，最高

速限 250 km/h，選購升級配件則可提升至

280 km/h，另外借助 RS Dynamic套件和

陶瓷煞車系統，甚至可以達到 290 km/h最

高時速。如此表現，完全奠定 RS 3不論在

加速和極速表現，都是同級最佳。

當然，更快速的動力反應，相當程度也得歸

功於七速雙離合變速箱，將五缸引擎的動

力，用最短的時間傳遞到路面。在這極短的

今年6 月全新RS 3在紐柏林北環寫下7:40.748 成績，

成為緊湊型車款最速紀錄。白話來說，這是足與諸多千萬

等級超跑並駕齊驅，甚至更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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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3

扭矩分配器可自動將驅動扭矩，增加到負載

較高的外側後輪，因此可以顯著降低轉向不

足的傳統轉向難題。換言之，它可以在左彎

道中，將驅動扭矩傳遞到右後輪，在右彎道

中傳遞到左後輪，直行時則平均傳遞到兩個

車輪。搭配先進的模組化車輛動態控制器

（mVDC），可以快速同步扭矩分配器與主

動式底盤系統，實現精確的車輛駕馭。

另外，專為賽道打造的 RS Performance模

式，也是另一創新技術。它在特定的引擎與

變速箱搭配下，加上特別搭配的賽道專用半

光頭胎。在這種情況下，扭矩分配器可沿車

輛縱軸，提供特別動感的運動化駕駛，盡可

能減少轉向不足和轉向過度問題。同時，這

些模式都可以通過駕駛模式，進行包括舒適、

自動、動態、RS個性化和效能等主動選擇。

創新的扭矩分配器，還有一項最特別的「甩

尾模式」，也就是可以在封閉的環境裡，完

整地控制車輛漂移。在這種情況下，扭矩分

配器會將所有動力引導到一個後輪，讓車輪

扭力最高達 1,750Nm。也因此，AUDI甚至

專門為 RS 3開發了一種駕駛模式，稱為「RS 

Torque Rear」，也就是利用扭矩分配器的特

性，特別設定出的甩尾漂移模式，讓駕駛者

輕鬆、精準控制車輛漂移。不過請切記，這

個模式一定要在確保安全的封閉環境下，才

可以使用。

動感駕馭的秘密：RS運動型懸吊與車輪外
傾角     全新 RS 3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動感駕

駛體驗，除了車身比 S3低了 10毫米，也比

A3低了25毫米之外，背後還有個重要關鍵，

就來自於其創新的 RS運動型懸吊系統。這

套懸吊搭載了一組具有閥門控制系統的減震

器，當遇到路面反應，需要壓縮或回彈時，

閥門系統提供減震器最靈敏與快速的反應。

當然，進階版還可以選配主動式 RS運動懸

吊系統，它可以根據路況、駕駛情況和主動

駕駛模式的選擇中，在基本的舒適、平衡和

運動等，三種特性曲線下，連續或單獨地調

整每個減震器，提供一個清晰的減震器特性

調節範圍。

RS 3底盤另一秘密武器，就是更大的車輪外

傾角。具體來說，就是車輪向路面傾斜的角

度更大，這樣的設計，可以確保更精確的轉

向反應，以及承受更大的轉彎力。與家族同

門 A3相比，全新 RS 3前後輪設計了不到 1

度的額外負外傾角。這不到 1度的外傾角度

看似細微，實際上整個底盤結構，可是得因

此大進化，至少包括更硬的軸承、副車架和

穩定器。後懸吊也改採四連桿設計，帶有獨

立的彈簧 /減震器、副車架和管狀穩定桿，

強硬的結構，就是為了吸收扭矩分配器所增

加的橫向力。搭配 RS 3特別設計的漸進式

轉向系統，可根據轉向角度與車速，改變傳

動比，確保在任何彎道、各種速域，都擁有

最直接的轉向反應。

完美的動態表現、極色霸氣的外觀、令人熱

血沸騰的澎湃聲浪，以及尖端科技加持的駕

駛座艙，從裡到外盡是不落俗套的焦點，全

新 RS 3的精彩，完全為熱情的速度而生，

極致魅力早已令人折服。如今再添一頁紐柏

林北環最速傳奇，讓這輛熱血鋼砲，在上市

之前便洛陽紙貴，恐怕也是全球車迷始料未

及的傳奇新篇。

* 文章內之規格與配備內容僅供參考，實際

產品與服務內容以台灣奧迪公布之規格配備

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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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動態表現、極色霸氣外觀、令人熱血沸騰的聲浪，RS 3從裡到

外盡是不落俗套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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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TERPIECE
經典之作

1. Marc，當你看著 Audi e-tron GT quattro 時，它會激起您的什麼感覺？
我的心狂跳不已。Audi e-tron GT quattro 對我來說是一輛非常特別的車。自從

我小時候開始畫出車子以來，我就夢想著創造出像這樣的一輛車—極寬的軸距、

低懸的座艙和短懸吊的大號輪胎。GT讓我的夢想得以實現。這輛車就像一幅素

描草圖。我從事量產車的設計已經超過 20 年了。設計生涯當中不乏有許多傑出

的作品，也許還有一些成為了經典車款。但這輛車使它們都黯然失色。這是迄

今為止我有幸設計的最佳車款，也是令我最感到心滿意足的得意之作。 

2. 在設計 GT的過程中，你有哪些美好的回憶讓您記憶猶新？
這很容易回答。是我們第一次向管理董事會展示 Audi e-tron GT quattro 等比例

模型的時候。每個人都立刻愛上了這輛車。這促使我們於 2018年 11月在洛杉

磯推出了 GT 作為概念展示車。那是另一次令人激動不已的經歷。這輛車受到了

媒體的高度青睞。 所有的記者都一致認同這是一輛很棒的車，但卻不知道有多

少設計能夠在量產版中被保留下來。所以現在到了 2021年，最大的驚喜就是

沒有任何驚喜。

Audi e-tron GT quattro 是Audi品牌下第一款
量產的純電力驅動車款，具備奧迪未來電子設計的所有

指標性特色。我們向Audi設計總監 Marc Lichte 請
教了有關Audi e-tron GT quattro 的9個問題。

TEXT: BERND ZERELLES , PHOTO: AUDI , 
TRANSLATION: PERRY HSY

IT’S BY FAR THE BEST CAR I’VE 
EVER HAD THE PRIVILEGE OF 
DESIGNING. WHICH MAKES ME 
INCREDIBLY HAPPY.

「這是迄今為止我有幸設計的最佳車款，也是令我最感到心滿意足的得意之作」。

 Marc Lichte，Audi設計總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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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特別欣賞 Audie-tron GT quattro的
哪些功能？

一個好的設計總是將強烈的美學與完美的功

能完美融為一體。在 GT當中，我們以一種

您認為不可能的方式將看似矛盾的元素組合

在一起。作為一款具有優異操控性，全然駕

駛導向的純電動跑車，它具有極富感染力的

設計語言，而且緊貼著地面。但與此同時，

它也是一款功能齊全的五人座車款以及擁有

驚人寬敞空間的四門豪華跑車，具備足夠的

實用性，滿足日常的都會穿梭。在實現功能

性的同時，我們也在美學設計

上做到毫不妥協的地步，這是

一件令人驚嘆的事情，因為理

論上而言這兩者本應是互相矛

盾，無法共存的。

4. GT 最讓您自豪的是什麼？
Audi e-tron GT quattro 比例

完美。我的設計理念強調比例

永遠是優秀設計的起點。這個

原則適用於建築、時尚，當然

還有汽車 在這方面，GT 的設

計建立在良好的基礎上——巨

大的車輪、美麗而緊湊的曲線和非常貼近公

路的車身輪廓。這些比例的靈感來自 Audi電

動車平台。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透

過設計在視覺上強調電動車的亮點。但在我

看來，純電動車的特性使我們能夠設計出世

界上最漂亮的汽車。我們的設計通過倒置的 

Singleframe 水箱罩、下沉的引擎蓋、空氣

力學元素、柔軟的肩線、位於地板的電池、

車頂線、quattro 肌肉線條和導流稜邊記錄

了驅動系統的演變。同時，我們努力確保每

輛純電 Audi都擁有令人驚嘆的比例和悸動人

心的設計語言。

5. 當您在設計Audi e-tron GT quattro ，
畫出的第一筆線條是什麼？

肌理鮮明的輪拱。在我看來，這詮釋了讓它

成為 Audi的原因。幾十年來，肩線通常沿著

一致的高度伸展。而今取而代之的是它從中

間被隔開，然後用微妙的輪廓在車輛前後勾

勒出精緻的輪廓—我們稱之為 quattro線條。

過去，肩線只是簡單地連接兩個平面，但在

Audi e-tron GT quattro上，它卻脫穎而出，

發揮了強調的凸顯作用，像是一座 quattro 

雕塑品一般。

上）「車尾的 quattro 肌

理線條是我最喜歡的設計

細節。將金屬板模壓成具

有肌肉線條的突出形狀是

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這

部分需要最高的精準度。」

下 ）「Daytona Grey 已

經是 Audi使用了近 20 

年的車漆顏色選項之一。

時至今日，它不僅仍然展

現出車款氣勢磅礡的輪廓，

而且還兼具優雅與動感。」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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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SCLE ON THE AUDI 
E-TRON GT QUATTRO 
MARKS THE WAY FORWARD 
AND INTO THE FUTURE FOR 
QUATTRO.
「Audi e-tron GT quattro 上的肌肉線條標誌著 
 quattro 的前進方向和未來。」

Marc Lichte，Audi設計總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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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最喜歡 GT 的哪個設計細節？
車尾的 quattro 肌理線條。quattro 從一開始

就是 Audi的代名詞，這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quattro也是讓我們與眾不同的原因。Audi 

e-tron GT quattro 的線條象徵著 quattro 的

前進方向和未來。將金屬板模壓成具有線條

的突出部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該部件

需要最高的精準度。我們與工具製造商一起

花了 3個月的時間來為這個面板建模。在一

次又一次的反覆測試中，鈑件總是會在某一

個節點斷裂，但我們不斷測試它的極限——

建模、模擬、成型。然後又回到設計圖上。

直到一切臻至完美為止。

7. 您認為哪種顏色在 Audi e-tron GT 
quattro 上效果特別好？
Daytona Grey已經是 Audi使用了近 20 年

的車漆顏色選項之一。時至今日，它不僅仍

然展現出車款氣勢磅礡的輪廓，而且還兼具

優雅與動感。每個特徵都煥發著生機，每一

處對比也都獲得充分的彰顯。線條也被清晰

地呈現。我們投入如此多的熱情和心血，讓

每一處細節都擁有獨一無二的最佳質感。

Daytona Grey的車色完美地強調了一切。

8. 與人談論Audi e-tron GT quattro 時，
您最喜歡提到它的哪一點？

GT不僅擁有最美的設計語言，而且也是有史

以來最符合空氣力學和效率的 Audi車型之

一。它是一款五人座純電動車，即使對於像

我這樣的高個子，它的後排也有足夠的頭部

空間。這聽起來好像需要相當高的車高。然

而，這款車的高度比 Audi A7 Sportback還

要少 7厘米。這就是我為什麼強調說 GT是

工程學上的經典之作的原因！得益於主動式

空氣力學設計，Audi e-tron GT quattro 擁有

所有 Audi車款中最佳的風阻係數之一。這不

僅確保了它的性能，還確保了它的優異續航

里程表現。

9. 一個設計的結束是下一個設計的開始。在
設計下一代 Audi e-tron GT quattro 時，
您會採取什麼不同的做法？

沒有。因為它是完美的。要思考如何改款讓

我非常頭痛。過去在發表新車款時，我總是

知道我想在中期改款時調整哪些細節。然而

GT 的情況並非如此。我可以做一些不同的

改變，但不一定能夠比現在做得更好。Audi 

e-tron GT quattro 擁有一種勢必將成經典的

獨有氣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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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GT 不僅在美學設計方面無與倫比，也是有史以來最符合空氣力學和效率的 Audi車型之一。它是工程學的經典之作。

下）Audi RS e-tron GT 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效率、完美的空氣力學性能，並擁有出色的熱能管理系統和、800 伏特車載電氣系

統以及極為快速的充電功能。

I COULD DO SOME THINGS 
DIFFERENTLY
—BUT NOT BETTER.

「我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改變，但不見得能夠比現在做得更好。」

Marc Lichte，Audi設計總監“
”



36 37

TO AUDI EXPERIENCE TO AUDI EXPERIENCE

一名員工戴著手套仔細地撫摸著全電動 Audi 

e-tron GT quattro 的車身漆面，她的目光

也隨著手的動作而移動。車體以特殊燈光照

射。目光如鷹般銳利的 Audi專家能在嚴格的

品質管制過程中立即發現任何塗裝的瑕疵。

會。在達到這一站之前，生產出的車款會經

過許多站點。位於內卡蘇爾姆 Audi廠區的 

Böllinger Höfe 工廠採用創新的專用技術來

製造全電動 Gran Turismo。而最終的收尾工

作總是透過手工完成。

Audi Böllinger Höfe 生產主管 Wolfgang 

Schanz解釋道：「Audi e-tron GT quattro

的製造，尤其是它的車體部分，是一個高度

自動化的過程。然而，人工作業仍然是每個

裝配線循環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是，

打造一輛車仍然需要工藝的底蘊支持。我們

的同事在執行這項工作時非常注重細節。」

經驗是另一個關鍵因素。「我們繼承了製

造 Audi R8 時積累的所有工藝技能。更重

要的是，我們的員工在打造 Audi R8 時所投

入的熱情，現在正被注入到 Audi e-tron GT 

quattro 中。」這是因為全電動 GT 的生產基

地自 2014 年以來也一直負責Audi R8的生產

製造。「從概念階段開始，Böllinger Höfe 

工廠就被設計為具有創新和彈性生產流程的

不過就這輛車而言，一切都完美無瑕。一旦

Audi e-tron GT quattro 汽車通過最後一站

的出廠前最終檢驗，它就可以離開 Böllinger 

Höfe 工廠了。車漆、接縫和間隙都將經過最

後一次的詳細檢查。這是進行微調的最後機

SMART 
CRAFTSMANSHIP
智慧與傳統工藝

Audi位於德國內卡蘇爾姆（Neckarsulm）廠區內的Böllinger 
Höfe 工廠，結合傳統工藝與智慧工廠技術，生產全電動的Audi e-tron 
GT quattro。

TEXT: AUDI AG, PHOTO: AUDI, TRANSLATION: PERRY HSY

小批量生產設施。」生產部門經理表示。「這

意味著該地點為製造 Audi e-tron GT quattro 

提供了理想的條件。」

為了在一個地點同時生產兩種型號的車款，

這個具彈性的小批量工廠設施進行了升級和

擴建。除了保留內卡蘇爾姆 Audi工廠在工藝

方面的優勢，整合 Audi e-tron GT quattro 

生產的活動需要增加與電氣化、自動化和數

位化相關的新專業領域。

毋庸置疑，Böllinger Höfe 

的首要任務是努力生產高

品質且精密設計的車輛。 

每一個流程，每一次手工

的巧妙展現，都是為此目

的而進行的。 組裝車間只

是工藝與尖端技術之間完

美共生關係的一個例子。 

許多不同的連接技術，例

如電阻點焊、螺釘連結、

在 Audi e-tron GT 

quattro的底盤組裝工

序當中，車體、電池、電

動馬達和懸吊系統精準地

結合在一起。工件托架以

毫米為單位的精度將部件

定位在車體下方。自動定

位的電動螺絲起子，在同

樣精確的手工操作輔助之

下，將各個部件精準組裝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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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個測量點。機器手臂在每個點會生成藍

色條紋圖案，並同步對其進行掃描，然後機

器手臂會再移動到下一個測量點。透過這種

方式，它們按部就班地完成系統畫的檢查。

室內攝影機會紀錄測量頭的準確位置，並持

續進行比對。 

透過產出大量的超精確數據，即使是最微小

的偏差也可以透過此流程快速反應。除了高

科技系統外，車體裝配線還包括兩個手動站

點。 在這裡，機器手臂會交棒給技術純熟的

勞工來進行高精度焊接。該站點的員工受益

於先前打造 Audi R8 的經驗。焊工們花了數

年時間以全手工打造配備 V10 引擎的跑車，

現在則在 Audi e-tron GT quattro 上進行精

密度最高的熔焊作業。

在通過車體裝配線之後，車輛進入安裝階段。

訓練有素的車體技師會安裝擋泥板、車門以

及引擎蓋和尾門。這一步需要專注於實現精

確、均勻的間隙尺寸和高品質的表面。即使

外部表面的極小公差也會導致微小偏差。這

就是為什麼這項工作不僅需要一絲不苟的處

理和觀察，也需要透過傳統手工技術來實現。

例如，一個訓練有素的木匠，對表面有敏銳

的眼光和感覺，也是團隊的成員之一。安裝

階段完成後，車體將進行車漆噴裝。

新上完漆的 Audi e-tron GT 

quattro 車體會短暫存放在 

Böllinger Höfe 地下室的高

鉚接和膠合，都在

這裡發揮作用。車

間的核心是一個大

型的箝和固定系統，

稱為「雙重組裝系

統」。

「雙重組裝系統用

於將大型零組件安裝

至車體上，最終定義

其幾何形狀。傳統上，車體結構需要兩套這

樣的雙向組裝系統，安排在連續的裝配線上

來完成車身建構工作。在 Böllinger Höfe，

我們成功地將這些步驟組合成一個站點，讓

每個車體都經過兩次。 這就是為什麼它被

稱為雙重組裝系統的原因。」車體製造主管

Christoph Steinbauer解釋說。「在第一次

通過時，會將內側崁板組裝完成；外側部件

則在第二次通過時組裝完成。10 個配備 32 

種工具的機器手臂負責完成將崁版安裝至車

體上所需的步驟。他們會在兩次通過之間甚

至在工作步驟中自動切換工具。」

另一個新站點專門用於無關聯測量 ，這是一

種對過去生產線上測量程序的改進 兩個機器

手臂引導的光學測量頭檢查車體的精確尺寸

精度。在檢查每個車體時，機械手臂會檢查 

上）最終完工檢查期的車漆品

管流程。下）車體組裝的核

心—雙重組裝系統。

在裝配線上以最高的精

度進行無關聯性測量。

BUILDING A CAR STILL CALLS 
FOR CRAFTSMANSHIP. OUR 
COLLEAGUES PERFORM THIS 
WORK WITH GREAT ATTENTION 
TO DETAIL.

「汽車的製造仍然是一門手藝。我們的同事在執行

這項工作時強調了對細節的關注。」

Wolfgang Schanz，Audi Böllinger Höfe 生產主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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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倉庫中。它們在那裡由無人駕駛運輸車

（DTV）運送到底層的裝配線上。運輸車可

以使用顯示周圍數位圖像的導航地圖來定位

自己的方向。運輸車前後的兩台雷射掃描儀

對周圍環境進行探測，確保每台 DTV 始終能

夠辨識其確切位置。每天，20 輛智慧運輸車

的總行駛距離為 23 公里，不僅運送車體進

行組裝，還在首個循環和生產線末端運送車

體。為確保符合人體工學的工作環境，無人

駕駛運輸車輛可以根據需要調整其高度。

該生產部分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Audi 

e-tron GT quattro 和 Audi R8 是在同一條裝

配線上生產的。為協調聯合生產流程，製造

循環數從 16 個增加到 36個。負責流程的物

流專家精心編排一切，使每個車款的組件依

照正確順序在正確的時間到達正確的位置。 

為確保生產如發條般規律運行，所有組裝程

序都提前進行了測試—不是直接在現場，而

是使用 VR 技術。

組裝的一個關鍵要素是車身和底盤的「密

合」。這是將 Audi e-tron GT quattro 的車

體與電池、電動馬達和懸吊系統相結合的工

序。這些主要技術模組會被放置在工件托架

上，通過滾筒輸送帶移動到車體下方的正確

位置，誤差只有以毫米為單位計算。 透過自

動定位電動螺絲起子，以及技師同樣精確的

手工，把零件鎖定在一起。

儘管手工的精準度和靈巧性在組裝中至關重

要，但機器人在這方面也能提供幫助，例

如，在安裝前後擋風玻璃時，技師和機器可

在這個工作步驟上協作，同時不需因為安全

顧慮將兩者隔開。這個做法被稱為人機協作

（HRC）。技師首先將擋風玻璃放在帶有自

動可調固定器的固定裝置上。然後，當機器

手臂塗抹粘合劑時則在旁等待。接下來，技

師再次接手工作並極其精確地將擋風玻璃安

裝到車體上。

3D 列印也讓工作更輕鬆。在許多站點，專門

設計的裝配輔助工具可幫助員工以更符合人

體工學的方式工作。Böllinger Höfe 工廠的

員工如果有什麼改善的好想法，不需要多久

就能付諸行動。他們可將他們的建議帶到內

部 3D 列印中心。Audi專家團隊與柏林一家

新創公司合作開發了軟體，可將預組裝設備

和組件的設計時間縮短 80%。通常，所需的

只是草圖就已足夠，列印組件可在數小時內

完成。正如 Wolfgang Schanz所指出的那

樣，這意味著Audi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

們已經建立了許多新方法，從裝配順序的規

劃開始，這項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虛擬的

環境下完成的。在車體組裝方面，我們導入

了無關聯性測量。來自 3D列印的組裝輔助

工具可作為我們員工的客製化解決方案，也

已經證明是一項寶貴的資產。」

透過將極其彈性的高科技生產與傳統工藝相

結合，Böllinger Höfe 工廠為實現兩全其美

的工藝和智慧工廠科技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

例。

虛擬實境和 3D 掃描

Audi e-tron GT quattro 是該品牌首款在製造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使用實體原型的車型。這要歸功於 3D 建模

掃描、機器學習過程和虛擬實境等元素的組合。如此

一來，員工能夠在虛擬空間進行所有裝配流程的測試

與最佳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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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中的無人駕駛運輸車，自 2014 年以來，無人駕

駛運輸車輛一直在 Böllinger Höfe 的裝配線上負責

車體的載運移動。

手工檢查間隙尺寸。

PLANNING OF ASSEMBLY 
SEQUENCES WAS DONE 
VIRTUALLY FOR THE MOST 
PART.

「裝配流程的規劃實際上有絕大部分是以虛擬方式完成。」

Wolfgang Schanz，Audi Böllinger Höfe 生產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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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的 綠 色 科 技 節（Greentech 

Festival）在柏林舉辦，創辦人是知名世

界冠軍車手 Nico Rosberg，以及兩位工程

師 Marco Voigt、Sven 

Krüger，整個會場中滿佈

著各種創新科技的發明，

希望能為大家打造永續且

對環境友善的生活方式。

而 Audi作為這項盛會的

創始伙伴，不僅是積極參

與，並展示了自家從成

品、製程到原料的一切元

素，無一不著眼於對抗氣

候變遷、推動環保永續的

概念，並善用數位時代的

科技工具。像是會場上可

以看到 Audi如何致力擴展可再生能源的供

給、如何以節省資源的方式來使用塑膠材料，

而且在供應鏈中採用關鍵的人工智能技術，

以達成 Audi的永續理念。

今年的綠色科技節採雙向同步進行，一方

面在展演空間「柏林電廠」（Kraftwerk 

Berlin）舉辦實體活動，同時又在線上同步直

播，大家可以用電腦、手機來共同參與，活

動內容包括大會主題演講、專題討論會、各

種培訓營，以及深度分析等。6月17日那天，

Audi技術開發部門的董事 Oliver Hoffmann

為大會發表了一場主題演說，帶領大家一起

深入了解 Audi做了哪些努力，為可再生能源

拓展了更大的可能性，以及 Audi對此有哪些

提案與對。

Audi的品牌營銷負責人 Henrik Wenders認

為，想要利用創新科技來增進永續發展、對

抗氣候變遷，2021年的綠色科技節堪稱是

一個絕佳的表現良機。「去年大家看到了我

們是怎麼努力在生產與供應的環節中盡可能

降低碳排放量，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Audi

把眼光進一步放到其他的產品、製程與原料

上。我們相信，永續科技將會成為未來的支

柱，它不僅會成就生活的可能性，也會讓我

們的明天更具靈活性。在我們的心中，環境

永續已經是根深蒂固的信念，我們不但主動

想要創造這樣的環境，同時也希望能啟發其

他人，一起達成這樣的目標。」為此，Audi

特別與知名的攝影師暨環保人士 Sebastian 

Copeland合作，在這次盛會上展出他的攝影

作品，Sebastian的作品主題均聚焦在自然

之美上，景色美好得令人心折，自然心生出

應該保護這些美景的想法。

除了 Sebastian的作品，

本次展場中奧迪還有許多

精彩的題目，例如 Audi

如何參與能源供應產業，

積極資助可再生能源的

研發工作。如果電動車可

以完全使用綠能來充電

的話，那麼駕駛電動車

就可以達到完全碳中和

的目標，而 Audi決心達

成這個數字上的遠大目

標，讓旗下的所有電動車

達成碳中和，因而與多家

能源企業合作，計畫在歐

洲打造新的風力與太陽能

園區，到了 2025年時預

計將可產生多達 5兆瓦時

（terawatt hours）的綠

量，相當於超過 250座風力發電機的電量。

這只是初步目標，有朝一日更希望能產生足

夠的綠電，讓所有行駛在路上的 Audi車輛都

完成碳中和的成果，而目前的第一步是先跟

德國能源大廠 RWE合作。Oliver Hoffmann

表示：「我們努力想要讓交通工具可以達到

碳中和，而從理性規劃的角度來看，下一步

就是要讓可再生能源達到企業化量產的規

模，所以我們提出的第一個計畫就是在梅克

倫堡—西波美拉尼亞邦興建大型的太陽能園

區，預計最快在 2022年就可以加入供電行

列。」

Audi在環境永續方面積極與各方面的頂尖

人士合作，例如德國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

（KIT）旗下的「企業資源策略」智庫，有大

量研究專員花費了足足 6個月的時間幫 Audi

製作了「化學性回收汽車生產中之塑膠」先

導專案。隨著專案完成，我們也知道這些混

合性的塑膠廢品其實可以用化學性方式回收

再利用，而且不論是技術上或效益上都是可

行的。這些塑膠廢品可以回收處理成熱解油，

並以之取代石油來當素材製造一些高品質的

塑膠零件，像是 Audi各型號車輛的油箱、

安全氣囊護罩、水箱等。使用熱解油所生產

的零件品質完全不遜於使用原材料製作的成

GREENTECH FESTIVAL
Audi參與綠色科技節：
產品生命週期中的可持續性

2021年的綠色科技節（Greentech Festival）在柏林舉辦，而
Audi作為這項盛會的創始伙伴，當然也不會錯過本屆綠色科技節。

TEXT: AUDI AG, PHOTO: AUDI, TRANSLATION: SEYMOURYEH

Audi使用再生原

料製造的原廠零

件，兼顧環保與功

效。的每個環節都

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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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且這種循環利用的方式還可以節省能

源、降低支出，因為化學回收比起先前主流

的熱回收方式（即燃燒發電）明顯要來得更

經濟許多。另一方面，採用化學回收也能讓

Audi在採購流程上發揮更大效益，因為有超

過一半的塑膠可以重複利用，變成新的材料

後再度回歸生產線上。

為了減低塑膠對於環境的

傷害，Audi不只著力在

生產線上，也直接對環

境污染展開研究，尤其是

損害環境最嚴重的塑膠

微粒。Audi環境基金會

（Audi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投入了好

幾項計畫，希望可以保護

地球上各種不同的水體與

水域，例如「城市徑流過

濾 器 」（Urbanfilter）

計畫，就是跟柏林工業大

學合作，想要開發出效能更強大的城市污水

沈積物的過濾裝置，這些裝置不只會攔截一

般的污染粒子，還可以捕捉車輛行駛時輪胎

因磨損而產生的微小顆粒，避免這些污染物

隨著雨水流入下水道與河道。這些過濾器採

用模組化系統，共有 9種不同的過濾模組，

以確保在各種不同的路面與交通環境中都能

達到最佳的過濾效果，此外還有智能設計，

可以連結多方來源的資料庫，以確保過濾器

能夠適時啟動，完成清潔任務。

除了跟大企業或研究機構合作以外，

Audi也很看重致力環保工做的初創公司，

願意一同攜手努力，例如與太平洋垃圾

監 測（everwave） 與 潔 淨 河 流（CLEAR 

RIVERS）這兩個組織就與 Audi環境基金

會合作，一起保護河流與海洋免受塑膠垃

圾的污染。單是一項由太平洋垃圾監測組

織、Audi環境基金會，以及化妝品製造商

BABOR聯手執行的清理計畫，就在 4月的

時候以 10天的時間從多瑙河裡清出了大約

3,200公斤的塑膠。同樣地，Audi環境基金

會也跟潔淨河流這個非營利組織聯手，設置

了許多垃圾攔截裝置，以免讓塑膠垃圾流入

海洋，然後再把這些塑膠

加工製成漂浮裝置，有

些裝置上還栽種著植物，

有些則放在公眾休閒區域

裡，供在地民眾利用。

說起環境永續工作，Audi

當然也不會忘掉人工智能

這個利器。汽車生產的供

應鍊向來是一個非常複雜

的流程，而自從 2020年

10月開始，Audi就導入

了一套智能演算法，以此

來搜索各個公開的新聞媒

體與設群網站，把跟供應商相關的新聞加以

分析，一旦分析出對方在永續議題上具有風

險，例如會污染環境，或是違反人權、貪污

行賄等，只要讓人工智能抓到問題，就會響

起警示訊號。Audi的這個先導計畫在全世界

大約 150個國家執行，其所採用的人工智能

最主要的優越之處在於速度，不但可以迅速

在網路上辨識出相關的資訊，還能把資訊封

包傳送，生產單位的負責人就可以馬上看到

細節、檢視情況，以做出合宜的判斷或行動。

除了與他人合作，Audi本身的研發團隊

也一直在開發新的科技環保工具，例如由

Audi 新創業部門 Denkwerkstatt 推出的

「ecomove」，這款針對環保永續設計的

App可以讓使用者了解自己在交通上產生的

碳足跡，繼而設法降低碳排放。舉例來說，

當使用者搭乘某種交通工具時，這個 App會

自動加以辨識，並計算出他的個人行動積分，

所以 ecomove會以有趣的方式來鼓勵使用

者，使之採用更具永續價值的交通方式，並

以頒發獎盃的方式獎勵使用者，鼓勵他們從

行為上做出改變，真正為環境永續付出一己

之力。

Audi環境基金會開發出強大的沈積物過濾裝置，以高科技監控並捕捉車輛行駛產生的塑膠微粒。

Audi 的人工智慧監控螢幕，

讓供應鍊的每個環節都更有保障。

回收的原材料

不只可以製造

車輛零件，也

可以變成內裝

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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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電四環挑戰地表最難賽事
RS Q e-tron揮師2022達卡拉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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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做為魔鬼煉獄等級賽事，達卡拉

力賽早以其難度令人聞之色變，Audi竟大

膽以電力作為能源動力，來挑戰這場賽事，

不僅令人瞠目，也是賽事首見。不過賽車部

門負責人 Julius Seebach，倒是以平靜語氣

說明，整個計畫從紙上概念被提出，到 RS 

Q e-tron的實際測試，前後不到一年時間。

Audi希望成為第一家高度整合電力驅動系

統，以及與高效能量轉換的車廠，要證明這

一點，「透過這個地表最難的越野拉力賽事，

就是一個最棒的舞台！」

達卡是一場什麼樣的比賽     惡名昭彰的達卡

拉力賽，到底有多難？這個賽事早期以「巴

黎 -達卡」拉力賽為世人熟知。1978年舉

辦時，從巴黎出發，車隊往南穿過法國、西

班牙，再橫渡海峽到非洲，終點結束於曾為

法國殖民地的西非塞內加爾首都達卡，比賽

也因此命名。這場比賽真正重點，是車隊進

入北非之後，必須穿越地表最艱難的撒哈拉

（Sahara）沙漠。這個區域不僅地形嚴酷，

黃沙漫天渺無人煙，甚至得通過不少政治動

盪的內戰國家，所以還被游擊隊拿來練靶，

車上多幾個彈孔也不奇怪，萬一走錯路還可

能遇上地雷區，那就得自求多福。

可能你會覺得，不要走錯路就好了，遺憾的

是，沙漠裡不僅沒路，而且景色單調，在那

個沒有 GPS的年代，面對滾滾黃沙，書上可

能寫的是「往前直行 80公里右轉」萬一最後

發現走錯，可能連在哪裡走偏都不知道，更

別說這期間為趕路，還可能會遇上的翻車、

傳動軸斷掉，或其他機械問題等，各式各樣

無法預料的麻煩。所以，有經驗的老手都知

道，這個比賽一味搶快沒用，能夠完賽才是

重點，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最後一哩路會

碰上麼情況。

如此惡名昭彰的路線，也讓比賽快速聲名遠

播，每年都有數百輛車參與挑戰，但完賽者

不到一半，比賽更經常因為政治，或安全問

題而改變路線，甚至連起點、終點也經常改

變。就像 2008年更因為茅利塔尼亞恐怖事

件，賽事被迫取消，隔年賽事甚至整個移師

到南美，挑戰智利與阿根廷間的高原與沙漠，

11年後直到 2020年比賽再度移師，回到中

沙漠、莽原、礫石、泥濘，加上劇烈溫差⋯⋯達卡（Dakar）拉力賽以挑
戰地表最難地形著稱，不論車或人，非頂尖好手不敢輕言嘗試。顯然這種難

度最合Audi胃口，2022年初，這個四環品牌不僅揮師達卡拉力賽，而且
更準備以電動RS Q e-tron賽車挑戰，準備再次向世人證明「科技領導創
新（Vorsprung durch Technik）」的力量！

TEXT: JAMES, PHOTO: AUDI

不同於傳統越野賽車造型，RS Q e-tron以充滿未來感

的外觀，震古鑠今的電動驅動，挑戰地表最難達卡拉力

賽，成為 2021-22賽車界最火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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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阿拉伯半島。2022年 1月的比賽，起點

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綠洲城市哈伊勒（Ha'il），

之後沿波斯灣南下，再向西深入阿拉伯沙

漠翻攪一輪，最終抵達紅海港口城市吉達

（Jeddah），全程約 8,000公里，挑戰阿拉

伯半島這片酷熱的神秘沙漠。這麼難的比賽，

Audi竟要用全新的電動技術去挑戰，這是跟

誰借的膽子？要回答這問題，就應該回頭看

看，四環賽車的過往，曾經做過多少大膽創

新舉動！

歷年四環賽車創造的傳奇     早在那個從賽

車到一般車輛，大多使用兩輪驅動的年代，

1981年起，Audi就大膽地採用全時四輪驅

動的 quattro賽車，創造出的速度，不僅遠

遠超越競爭對手，更從此為 quattro打響名

號，甚至徹底改變拉力賽車設計。直到今天，

全時四輪驅動底盤，不僅早已成為 Audi量

產車安全指標之一，未來的 e-tron電動世代

quattro也將再度進化。

而在 21世紀的新能源變革潮流中，Audi的

膽子也從沒小過，2012年的 Le Mans 24

小時耐久賽中，便以 Hybrid混合動力賽車

取得首場勝利，此後 R18 e-tron quattro賽

車，更連續多年在全球重要耐久賽中維持不

敗紀錄。同時自 2014 年開始，Audi也與

ABT Sportsline合作，逐步以廠隊身份參與

Formula E電動方程式賽車，到今天為止的

成功，包括 12次勝利、43次登上領獎台，

加上 2017年的車手冠軍，以及 2018年第

一個賽季車隊冠軍。挾著 40年的 quattro

底盤優勢，以及約莫十年的電賽車經驗，如

今揮師達卡，準備從不可能之中，再寫一頁

全新 Audi傳奇。

夢幻團隊挑戰不可能     其實對任何車廠都一

樣，想以廠隊姿態，正面挑戰每天 800公

里、長達兩週時間的達卡拉力賽，尤其是以

電動車進入叫天不應的阿拉伯

沙漠，那可不是隨便許願就可

以。必須組織最夢幻的團隊、

最強大的賽車、無懈可擊的頂

尖科技與技術支援，三大條件

齊備，才談得上機會。

團隊的部分，Audi找來位於法

蘭克福南方小鎮 Trebur的 Q 

Motorsport，作為賽事合作夥

伴。儘管這是一家新公司，不

上 ) Audi是第一家憑藉電

動動力系統在著名的達喀爾

拉力賽中爭取全面勝利的汽

車製造商，Audi為這個雄

心勃勃的項目成功招募了傑

出的車手團隊。下 ) 猶如未

來星際戰機般造型的 RS Q 

e-tron，不僅代表 Audi最

新科技，更是四環品牌未來

產品設計的縮影。

到今天為止，從未有車廠或個人，敢以電動動力，

挑戰達卡拉力賽，RS Q e-tron即將創造這一頁全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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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在 2022年 1月展開的達卡拉力賽，起點

為沙烏地阿拉伯綠洲城市哈伊勒，之後沿波斯

灣南下，再向西深入阿拉伯沙漠，最終抵達紅

海港口城市吉達，全程約 8,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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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越野賽車手出身的老闆 Sven Quandt，與

他管理的私人車隊 X-raid名號，在達卡拉力

賽，以及其他世界級越野拉力賽中卻是無人

不知的超級大咖。不僅自己取得 1998年達

卡 T1冠軍。此後包括他所管理的車隊，更

取得了 6次達卡冠軍，以及無數越野賽勝利

獎盃。面對這場艱難的挑戰，RS Q e-tron的

創新電動傳動系統，將會是重要關鍵之一，

而這部分，正需要借助於 Q Motorsport團

隊豐富的越野賽事經驗，Julius Seebach特

別強調。

同時，透過 Audi與 Q Motorsport的合作，

也成功組織出當今三大名將組成的夢幻車手

陣容。其中包括兩次贏得 DTM冠軍、2016

年WRC冠軍，並在 2021年挑戰 Extreme 

E電動越野賽的瑞典人Mattias Ekström。

另外，西班牙賽車手 Carlos Sainz頭頂上的

兩個WRC冠軍，以及 2010、2018、2020

三次達卡拉力賽冠軍頭銜，則是當今拉力賽

場上，不斷被討論的傳奇故事。至於法國名

將 Stéphane Peterhansel，更是人稱「達卡

先生」的傳奇一哥級人物，他曾 14次贏得

這個世界上最艱難的越野拉力賽，包括 6次

摩托車冠軍以及 8次汽車組冠軍。「我喜歡

大自然和美麗的風景。」Peterhansel解釋

這個比賽迷人之處，因為你會深入到平常絕

對到不了看不到的地方，這是世界上僅存的

少數大冒險之一。不過此刻這個運動，也正

處於徹底變革的邊緣：「未來是電動的。我

們希望成為第一支使用電動動力系統贏得比

賽的車隊，非常期待與 Audi一起完成這個雄

心勃勃的挑戰。」

在達卡拉力賽中想要存活下來，「你需要

超級有默契的團隊、超級可靠的賽車。」Q 

Motorsport車隊經理 Sven Quandt特別解

釋，在達卡拉力賽中，你不能永遠以極限行

駛。正確的策略至關重要。

創新又可靠的四環賽車     創新的動力挑戰，

也讓 RS Q e-tron的外型，與採用傳統內燃

機動力的達卡原型賽車大不相同。「這款車

看起來很有未來感，並具有許多 Audi典型

設計元素，我們的目標是象徵 Vorsprung 

durch Technik的未來。」賽車設計團隊的負

責人 Juan Manuel Diaz強調，RS Q e-tron

賽車這十足令人眼睛一亮的外型由來。

而達卡經驗豐富的車隊經理 Sven Quandt則

認為，Audi總是在賽車中選擇新的、大膽的

道路，但這是我見過最複雜汽車之一！「因

為電動傳動系統的選擇，意味著許多不同的

系統，必須相互能溝通，這關乎達卡拉力賽

裡面最重要的可靠性，這也將是未來幾個月

我們所要面臨的最大挑戰！」

RS Q e-tron這輛複雜的賽車，簡言之，它配

備了三組源於 2021賽季，Audi電動方程式

Formula E賽車 FE07所用的MGU（Motor-

Generator Unit）電動總成。除了前、後軸

各裝置一組，負責將電轉為動力，也可將多

餘能量轉為電能回存。第三組則介於內燃機

引擎與電池間，負責將引擎動力轉為高壓電

力存到電池裡，而 RS Q e-tron配備的電池

儲存容量 50KWh，重量 370公斤。

為解決沙漠裡無法充電的問題，RS Q e-tron

擁有一具發電用的引擎，它是原用於 DTM德

國房車賽的 2.0升 TFSI動力，設定在 4,500

至 6,000rpm之間的內燃機最佳效能轉速，

不僅可以最有效發電，而且二氧化碳排放，

更降低至 200g/kWh。在這樣的動力系統

下，RS Q e-tron總動力輸出達 500 KW，

約 680匹馬力。儘管動力系統複雜，不過從

Formula E的經驗，Audi早已完成 97%以

上的驚人系統效能，剩下的問題，是如何在

劇烈溫差、跳躍、沙漠環境中完成系統可靠

度。值得注意的是 RS Q e-tron變速系統，

只需要一個前進檔，而且前後軸之間，不需

要傳動軸連接，四輪扭力分配與中央差速系

統，完全是由虛擬數位計算而成，因此完全

省掉傳統機械結構的空間與重量。

對於 Audi敢將電動車推進達卡拉力賽，經驗

豐富的 Sven Quandt，將這個大膽的挑戰計

畫比喻像當年第一次登月計畫：當時，工程

師們並不真正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這和我們

現在的處境很相似，如果我們完成了第一場

達卡賽事，那就已經是成功了！

上）為解決沙漠裡無法充電的問題，RS Q e-tron設計了三組MGU電動總成，

搭配一具發電用的 2.0 TFSI引擎，總動力輸出約 680 匹馬力。堪稱當今最複雜也最先進的越野賽車。

下）Audi 與Q Motorsport 合作，組織出當今三大名將組成的夢幻車手陣容，

將以三輛 RS Q e-tron電動賽車，前無古人地挑戰阿拉伯半島上的熾熱沙漠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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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南歐酒鄉

57

夏末初秋，最適合開車出遊，馳騁在南歐充滿田

園風情的鄉間公路，放眼望去盡是葡萄成熟時節

的綠紫繽紛色彩。美食天堂義大利也擁有歡迎遊

客造訪的葡萄酒莊，品嚐美食之餘，還順便可以

來一場充滿知性的酒鄉文化之旅。

TEXT: 胡紗德, PHOTO:  紳利葡萄酒、亨信酒棧、太瑩企業

「Caruso & Minini」酒莊建在 Caruso家族

莊園附近，是西西里島傳統產區。

WINE COUNTRY OF

SOUTHERN
E U R O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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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莊。酒莊以維持葡萄最低產量來達到品質

的要求，也在力求尊重生態的理念下栽培

Barbera、Nebbiolo等品種。酒莊出產著名

的 Barolo酒，這是以百分之百 Nebbiolo葡

萄所釀的酒，而這個品種堪稱是義大利最昂

貴的葡萄品種，含有野生松露、玫瑰的氣息，

這支酒還多了杜松子與精緻複雜的香料香

氣，也具有優雅的尾韻。

來到義大利中部、豔陽下的托斯卡納，這裡

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發

源地，首府佛羅倫斯的

藝術、文學、建築等文

化美學深度不需多言，

這個大區所產的Chianti

酒更是舉世聞名，分

成七個葡萄產區，位

居核心位置的，就是

歷史最悠久的 Chianti 

Classico。Chianti酒以

紅、白葡萄混釀而成，

也有自己的分級制度，

比 Chianti Classico更進一步的 Riserva需

要在橡木桶陳釀24個月加上三個月的瓶中熟

成，具有紅寶石顏色。

長年推廣義大利葡萄酒文化的紳利葡萄酒

商 Serana推薦位於 Chianti Classico發源

地之一、酒窖靠近羅馬式的聖馬爾切利諾教

堂的酒莊「Rocca di Montegrossi」，遊客

可在營業時間造訪試酒。酒莊主人Marco 

Ricasoli-Firidolfi是托斯卡納望族 Ricasoli

後代，祖先還曾任義大利總理，Marco親

自監督葡萄園的所有營運，2006年以來一

直以有機栽種、環境友善、以盡可能最佳永

續的方式，處理來自莊園的葡萄，酒窖與

釀酒設備也以太陽能電池板作為能量，同

時為了滿足農業需求，雨水被收集在大型

蓄水池中，在在透露莊主的環保哲學，而

國際品酒雜誌「Wine&Spirits」也在 2018-

2020年連三年將之評選為世界百大酒莊。

莊園有兩種 Chianti Classico酒款，Chianti 

Classico DOCG是莊園的旗艦葡萄酒，以現

代風格生產，Sangiovese為主、添加互補

的 Canaiolo、Calorino葡萄品種；另一支

在葡萄酒中屬於舊世界的義大利，是相當

古老的葡萄產區。與新世界不同，當市

面上廣泛栽種卡本內蘇維翁（Cabernet 

Sauvignon）、 席 哈（Syrah）、 梅 洛

（Merlot）、白蘇維翁（Sauvignon Blanc） 

、夏多內（Chardonnay）等法國葡萄品種，

我們卻能在義大利葡萄產區看到超過 350個

法定品種的多樣性，加上各地微型風土條件

的差異，造就義大利葡萄酒百花齊放、各擅

勝場的特殊樣貌。

現今的義大利境內，

共有 20個葡萄酒產

區，對應 20個行政

大區。雖然義大利美

食旅遊達人不見得

會同意，畢竟對他們

來說，義大利每一區

都有值得深入探訪之

處，但若要更粗略分

區給一般旅人酒客，

那麼北部以皮埃蒙

特（Piemonte）、

中 部 是 托 斯 卡 納

（Toscana）、 南 部

則以西西里（Sicilia）

最為知名。

皮埃蒙特以農產豐

富著稱，除了阿爾巴（Alba）的松露、榛

果以及各式各樣的在地起司，當然還有號

稱義大利酒王、Barolo所產的紅酒以及受

到年輕女孩喜愛的 Asti區產的氣泡酒。皮

埃蒙特與托斯卡納是義大利 48個 DOCG級

產區最集中的地區，DOCG是保證法定產區

（Denominazione di Origine Controllata 

e Garantita）的縮寫，這些產區所產的酒

是義大利葡萄酒最高等級，每公頃葡萄產

量、自然酒精含量、品種、收成方式、儲

藏等都有嚴格規定。另一個等級法定產區

（Denominazione di Origine Controllata，

簡稱 DOC）則是在指定地區、指定品種，遵

從釀造方法與熟成時間所釀出來的葡萄酒。

這裡有三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

產的葡萄園，都隸屬於「Michele Chiarlo」

「Michele Chiarlo」

酒 莊 出 產 著 名 的

Barolo酒，這是以百

分 之 百 Nebbiolo 葡

萄所釀的酒，而這個品

種堪稱是義大利最昂貴

的葡萄品種。

上）酒莊主人Marco Ricasoli-Firidolfi是托斯卡納望族 Ricasoli後代，祖先還曾任義大利總理。

下）酒莊靠近羅馬式的聖馬爾切利諾教堂，也對遊客開放，遊客可在營業時間造訪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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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傳統產區，Caruso 

and Minini 卻是跨家族

合作的酒莊，酒標顯露

出新生的活力與西西里

的清新。

上）擁有四個葡萄園的當地知名酒莊「Fattoria Mantellassi」講求友善環境與永續，四個葡萄園風格各異，值得造訪。

下）酒莊以種植當地最具代表性的Sangiovese葡萄為主，在整個家族的努力下1978年以Morellino di Scansano葡萄酒取得

了D.O.C.（Denominazione di Origine Controllata）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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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十來分鐘就有一兩

間釀酒廠的西西里島西端

Marsala，這個酒莊是由葡

萄農 Caruso家族與擅長

行銷管理的Minini家族的

合作，酒莊就建在 Caruso

家族莊園附近，是西西里

島傳統產區。葡萄園位於

Marsala東部的山坡上，夏天炎熱乾燥、晝

夜溫差大，呈現獨有的風土特色。栽種許多

原生品種，其中 Nero d'Avola有西西里島葡

萄品種王子之美稱，饒富香料與黑櫻桃的香

氣、酒體厚實細緻、酸度高卻很平衡。

由於 Caruso & Minini栽種的紅、白葡萄品

種多樣，因此酒款的選擇也不少，像是兩種

葡萄 Frappato和 Nerello Mascalese搭配出

來的酒款，帶著胡椒香氣及野莓風味，有高、

低丹寧的美妙結合，酒莊也認為這是相當完

美的組合。而白葡萄品種中，有強烈而優雅

的 Inzolia、花香為主調的 Zibibbo、純淨清

爽帶著礦石氣息的 Catarratto以及圓潤的旗

艦級白酒 Grillo，都在酒莊的釀酒技藝下，

演繹出豐富的風味。

而西西里島東北部的「Girolamo Russo」酒

莊莊主Giuseppe Russo不僅是葡萄農，還是

拉丁文、義大利文學者以及音樂家。他在父

親過世後以父親之名創立酒莊，向葡萄酒界

赫赫有名的鄰居 Andrea Franchetti、Frank 

Cornelissen 以及釀酒師 Emiliano Frasini

請益。葡萄園坐落在 Etna火山旁，用不同

比例與高年份老藤的 Nerello Mascalese、

Nerello Cappuccio等葡萄品種，釀造出多種

Etna版本的葡萄酒，並以此聞名。造訪這些

酒莊、品飲美酒、美食，在微醺中聽莊主講

述自己家族故事與釀酒哲學，享受醉意微微

襲來的感覺，該是旅途中最浪漫的事。

Girolamo Russo 酒 莊 有 著

名的高年份老藤品種Nerello 

M a s c a l e s e、N e r e l l o 

Cappucci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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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emia則由梅洛、卡本內蘇維翁混釀，對

風土的潛力提供了不同的解釋，也代表這片

土地對非本土品種的挑戰。

另一家當地知名酒莊「Fattoria Mantellassi」

同樣講求友善環境與永續，除了採用自願性

標準來監測二氧化碳排放量，生產的葡萄酒

也最大限度地減少供應鏈中不可回收產品的

使用。同時還使用可以控制水和能源消耗

的 GreenCare定性計算系統，包裝資材使用

可回收或可生物降解的材料，而裝瓶的軟木

塞由源自甘蔗的可再生原材料製成。採用的

Purovino®技術，是用於生產不添加亞硫酸

鹽的葡萄酒的科學技術方法，並以此作為生

產目標。

酒莊擁有四個葡萄園，其中一個位於莊園入

口處的 The Tavoloni葡萄園在橡樹林環繞的

山丘上，顯示酒莊對客人的熱情歡迎。用這

個葡萄園的葡萄釀造出「Mentore：Morellino 

di Scansano DOCG」，作為 Mantellassi 品

牌大使酒，也是 Morellino di Scansano的

寫照。所有葡萄園都位於托斯卡納的馬利亞

諾（Magliano）區，離大海不遠，因此周

邊還有不少賞海景點：安靜的 Maremma 

Regional Park，有多樣植被、鳥類、沼澤與

海岸的 Collelungo海灘，俯瞰海灣和洞穴

的海港 Monte Argentario，還能愜意坐在

Tuscany Bay Beach前欣賞艷橘嫣紅的夕陽

餘暉。

繼續往南走，過海來到南

義的西西里島，「Caruso 

& Minini」酒莊可以直接

從網路訂購酒莊旅程，在

Girolamo Russo酒莊莊

主Giuseppe Russo是葡

萄農之子，在父親過世後

以父親之名創立酒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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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uso & Minini栽種的紅、

白葡萄品種多樣，也有許多西西

里原生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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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碼錶

CARTIER Pasha de Cartier 41毫米精鋼自動計時碼錶

重現80年代經典設計，Santos de Cartier ADLC碳鍍層精鋼自動

計時碼錶超大型款，為史上第一枚飛行錶的全新進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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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貴的腕錶，

是一只約以5億台幣拍賣成交的保羅紐曼勞力士迪通拿，

它是一只計時碼錶。

在1969年隨著太空人阿姆斯壯，第一只登陸月球的腕錶，

是歐米茄的超霸，它也是一枚計時碼錶。

對所有熱愛機械錶的藏家而言，

計時碼錶絕對是刻在心底的一個名字。

一起來認識這個迷人的經典吧！

TEXT: ALASKA SUN, PHOTO: ERIC JAN, IMAGES: DR.

WRITING 
T I M E



大。不過從錶盤和小盤的顏色變化、時標和

指針的細節等，都是形塑一款獨特計時碼錶

的關鍵。假設機芯附加其他如飛返、追針等

功能甚至揉和年曆、萬年曆或其他高級複雜

功能，面盤的設計就更多變化了。在數位時

代，這無疑是賞玩機械鐘錶的一大樂趣。

隨著時代演進、科技進步，大部分的傳統鐘

錶工藝逐漸變得更容易製作，計時碼錶的門

檻依舊是高的：要能研發並量產穩定可靠的

計時機械機芯，對當今的錶廠來說也是不容

易且成本極高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機械錶

藏家的心目中，計時碼錶地位始終屹立不搖

的原因之一。

誰創造了計時碼

錶？ 一 直 到 最

近，這答案都還

眾說紛紜，史學

家多以Nicolas Mathieu Rieussec為第一人，

因為計時碼錶的名字「Chronograph」是他

創造出來的，結合了希臘文中意為「時間」

的Chronos與「書寫」Graphein，顧名思義，

是書寫時間的時計。而確實，他於 1821年

發明的計時碼錶指針會在兩個瓷盤上滴墨，

以滴墨的軌跡記錄巴黎戰神廣場賽馬場的時

間，大小的當時的航海鐘相當的木盒中。他

並於隔年獲得專利。

不過計時碼錶發明者的頭銜，現在則多認為

應該冠在 Louis Moinet的頭上。法國畫家、

製表師兼天文愛好者 Louis Moinet曾經是傳

奇製錶大師 Abraham-Louis Breguet寶璣的

私人顧問，他在 1848年出版的製錶百科全

書「Traité d'Horlogerie」中曾提到他所製做

的計時器，卻從未有人見過。這枚被歷史湮

沒、無人知曉的時計，直到 2012年 5月才

現身在佳士得的拍賣會上。

計時碼錶就是在能夠計算時間長短的同時兼

具走時功能的時計。計時碼錶的與眾不同，

從外觀上最明顯的便是具備計時按把。當然

也有例外，不過大部分的計時碼錶，在龍頭

的上方 2點鐘位置和下方 4點鐘位置都設計

時按把，分別用來啟動、暫停、歸零。

因為能夠計算特定時間的長短，時計的面盤

上就必然較為繁複，才能提供足夠的時間資

訊。計時基本單位往往是秒針，因此有獨立

獨立的秒針，不論是中心大秒針或是在小秒

盤上。如計時功能有記錄分、小時，往往也

會在錶盤上做獨立的小盤顯示，因為在大面

盤上顯示獨立的小計時盤，有時候像眼睛一

樣，因此時常被稱為「雙眼計時」、「三眼

計時」指的就是面盤的配置型態，例如勞力

士最著名的 Daytona迪通拿，就是經典的三

眼計時。

除了機芯藏家所欣賞收藏、設計師最喜愛的

挑戰，正是這些繁瑣的小細節變化。走時與

計時功能的配置與機芯的設計有關，變化不

百達翡麗於慶祝品

牌 175 週 年 時 曾

推出型號 5975 與

4675 的多 刻度 計

時錶，結合脈搏計、

準距儀、測距儀三種

刻度，是外觀設計較

為跳脫的計時碼錶。

左為搭載經典 Valijoux 72 機芯的豪雅 Heuer Carrera 2456 古董

錶，右為品牌近期新作，計時碼錶的外觀自上世紀中葉以來變化不大。

ZENITH Chronomaster Original腕錶

復刻1969年經典A386外觀，

搭載21世紀版本 El Primero 機芯，

結合了精準至1/10秒顯示的計時性能。

TO AUDI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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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nes浪琴在 1913年製作的史上第一枚

計時碼錶腕錶，結合了走時與計時功能，計

時可精準至 1/5秒的時間。Breitling百年靈

也於 1916年推出可以配戴在手腕的計時碼

錶，而百達翡麗 Patek 

Philippe則是於 1923

年製作出了目前已知最

早的雙追針計時，兩只

秒針可分別用來計算兩

段計時及其時間差，並

於 1938年開始量產第

一款型號 1436的雙追

針計時碼錶；經典的型

號 1463更於 1940年

推出，是世界上第一款

量產的防水計時碼錶。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

1933年為止，計時碼

錶始終是單一按把的裝

置；百年靈延伸自家在

1920年代的機芯，在

1933年推出具備兩個

按把的計時碼錶，一個

用於啟動和暫停，一個

用來歸零重置，如今看

來，可以說百年靈開了

現代計時碼錶的先河，

同時也讓單按把形式的

計時碼錶染上了一種時

代復古氣息，成為許多鐘錶愛好者在追求復

古韻味時會特別想要收藏的重點。

原來於 1816年，Louis Moinet就創作了一

件他稱為「Compteur de Tierces」的懷錶式

計時器，中央指針度量可精準至 1/60秒鐘

的時間，計時所經歷的分秒則會顯示在一個

分開附屬的 24小時制錶盤上（因為他本來是

用來計算行星運行的時間），與現代的計時

碼錶非常相似，計時的小時則顯示於 6點鐘

位置的小時盤，直到這枚時計被發現之前，

這樣的現代面盤配置都一直被認為是在 1862

年取得專利的 Adolphe Nicole所發明的。更

驚人的是，這個時計的高振頻機芯高達 30赫

茲（每小時216,000轉），並具有歸零功能。

這個新發現並未減損法王路易 17的御用

製錶師 Nicolas Mathieu Rieussec 的影響

力。正是因為他發明了滴墨計時，促使倫

敦製錶師 Frédérick Louis Fatton 研發出

懷錶型態的計時碼錶，同時期在巴黎的傳

奇 大 師 Abraham-

Louis Breguet 寶 璣、

以 及 Louis Frédéric 

Perrelet 也都陸續研

發出滴墨式的計時

裝置。而他留下最重

要的傳承，無疑就是

計 時 碼 錶 的 名 字：

chronograph。

之後，Adolphe Nicole

在 1844年首先研發

出歸零的功能，以心形

槓 桿「cam-actuated 

lever」讓計時碼錶可

以在不需要墨水的狀況

下連續計時，大幅增加

了計時碼錶的功能；

約 20 年 後，Féréol 

Piguet 則研究出重置

的功能，讓 Nicole & 

Capt錶廠得以製造出

具有和現代計時碼錶一

樣功能的懷錶，能啟

動、停止、歸零。可以

量產並被運用在軍事、

運動等的計時碼錶，也因而促進了田徑賽事

發展。不過真正可以配戴在手腕上的方便腕

錶，則要到 1913年才真正出現。

今年適逢 Nicolas Mathieu Rieussec 滴墨計時碼錶

誕生 200 週年，以書寫工具起家的萬寶龍 Montblanc

推出 Nicolas Rieussec 計時腕錶 「時間書寫器」

200 週年錶款，圖中紀念腕錶下方就是原創的滴墨計時碼錶。

1924 年 百 達 翡

麗 首 款 計 時 腕 錶 

「OFFICER」計時碼

錶（PPM1667）。

PANERAI Luminor Chrono Luna Rossa 44毫米計時腕錶

源自於1943年為義大利海軍的文職軍官研發的Mare Nostrum計時腕錶，

Base 1000航速刻度標與紅色計時指針向義大利Luna Rossa Prada Pirelli

船隊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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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錶廠迅速跟上百年靈的腳步，浪琴更於

1936年取得飛返計時碼錶的專利。爾後，

因計時功能的實用性被廣泛應用，計時碼錶

技術可以說在 1930年代臻於成熟，而為了

降低成本、簡化機芯結構，不需要導柱輪來

切換功能的計時機芯也開始出現。這些曾經

在特定年代盛行的機芯特色，也成了如今在

收藏、鑑賞計時碼錶之時最受關注的細節。

機械錶的黃金年代一直到 70年代石英風暴

之前。這段期間，大部分的中高階品牌計

時碼錶，包括百達翡麗、勞力士、百年靈

等，往往都是來自

Valjoux、Lemania、

Venus 等 著 名 的 機

芯 廠。Lemania 於

1932年被鐘錶集團

Société Suisse pour 

l'Industrie Horlogère

（簡稱 SSIH，也就

是 Swatch集團的前

身）併購。現在拍賣

市場上最熱門的勞力

士 型 號 6263 迪 通

拿，很多早期的錶款

裡面都是 Valjoux機芯。Venus於 1966年

被競廠 Valjoux併購，不過最終，Valjoux和

Lemania一樣都被納入 Swatch集團旗下；

Valjoux也就是後來的 ETA。品牌自製機芯的

概念是近年因 ETA宣布不再供應通用機芯才

流行起來的觀念；一直到 90年代，選購優

質可靠的通用機芯來製作自家的時計，在全

球鐘錶產業來說是非常稀鬆平常的。

要說讓計時碼錶在這段期間登上「巔峰」的、

成為主流的，無疑是 Omega歐米茄的超霸

Speedmaster登月錶。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在 1962年開始水星 9號任務的時候，這款

1957年誕生的經典時計就已經開始陪伴太

空人出任務了。在 1964、65年間，NASA

在嚴苛測試過幾款計時碼錶後決定與歐米茄

合作。

1966年時率先登上月球的是超霸型號

145.012和其改良款 105.012，而其動力

來源基礎是傳奇的 321機芯。從第一只超霸

開始就採用的 321機芯是 1946年由機芯廠

Lemania的機芯設計師 Albert Piguet所研

發的，其前身為 CH 27，也曾被寶璣、百達

翡麗、江詩丹頓等高階品牌所採用。歐米茄

歷年來針對不同的太空任務推出過各種版本

的超霸錶，去年也曾以最新的雷射技術協助

復刻過 321機芯，登月傳奇至今仍令人津津

樂道。

SEIKO精工在 1969年推出了石英錶，掀

起了全球鐘錶產業的革命。其實這一年，也

可以說是自動上鍊計時碼錶的元年。除了

SEIKO在同時發表的自動上鍊計時機芯，豪

雅 TAG Heure與百年靈攜手研發的 Caliber 

11，隨著品牌首個

方形時計 Monaco

面世。這是由品牌

家族第四代傳人

Jack Heuer發起的

研 發 計 畫 Project 

99，有鑒於一般

三針錶款陸續自動

化，他 1963 年成

功推出以賽車命名

的 Carrera 之 後 致

力研發自動上鍊計

時 機 芯，Caliber 

11 結 合 Dubois- 

Dépraz機芯廠的計

時機芯與 Büren機

芯廠的微型自動盤；

Monaco在 70年代

更因為好萊塢傳奇

性格男星 Steve McQueen的賽車電影席捲全

球。這一年，另一家錶廠 ZENITH，也推出

首個自動上鍊計時機芯 El Primero。

El Primero除了是首個自動上鍊計時機芯

之一，傳奇的還有 36,000轉的精準度，以

1934年百年靈的雙按把計時碼錶的廣告。

ZENITH於 1969年發

表型號 3019PHC的 El 

Primero機芯，是世界

上第一枚自動上鍊計時機

芯，以高振頻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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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HEURE Carrera Calibre Heuer 02

自動計時腕錶

160週Montreal限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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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夾縫中求生存」度過石英危機至今

的故事，甚至為勞力士 Daytona採用。El 

Primero西班牙文即為「The First」的意思，

ZENITH在 1962年歡慶創立一世紀時便啟

動了這個研發計畫，不過原訂於 1965年推

出的 El Primero最後在 1969年 1月才面

世。而在一般機芯的振頻為每小時 18,000

轉 的 那 個 時 代，El 

Primero可達高達每

小時 36,000轉（5赫

茲），計時精準度可達

1/10秒，即便在 21

世紀的今日，也可以說

是水準之作。

石英革命革了機械錶

的命，在 70 年代許

多 錶 廠 紛 紛 倒 閉。

ZENITH在 1970年代

間易主後，新公司的策

略決定停止製造機械

腕錶以石英為主。製錶

師 Charles Vermot 不

忍心看著所有的機器、

機芯和工具都當作破

銅爛鐵賣掉，私下偷偷

收集所有機芯零件的

技術方案和工具，藏在

錶廠閣樓一處塵封已久的隱秘處。至 80年

代機械錶復興之際，品牌重新打開這個時光

寶盒，El Primero才得以重現天日。

2017年，已故好萊塢傳奇巨星、賽車手保

羅紐曼 Paul Newman的勞力士，型號 6239

「保羅紐曼面盤」迪通拿 Daytona，在紐約

的國際拍賣行 Phillips與 Bacs & Russo以

超過 5億新台幣的高價，創下單枚古董腕

錶世界拍賣紀錄。除了名人效益，勞力士

的 Daytona本身也是具有收藏故事的計時碼

錶。

勞力士這款經典計時碼錶誕生於 1963年，

推出之初僅稱為 Cosmograph腕錶。在此之

前，佛羅里達州的迪通拿（Daytona）海灘

就事許多沙地競速的世界首都，後來美國的

NASCAR的總部也在此成立，為極速賽事建

造的迪通拿國際賽道於 1959年開幕，勞力

士除了是大會指定時計，也是冠軍車手的獎

品。之後，此錶為強調品牌與此賽道的關係，

才更名為 Cosmograph Daytona。

如同勞力士當時其他錶款，Daytona一開始

也具備旋入式底蓋和上鏈錶冠的蠔式錶殼，

並於 1965 年開始以旋入式計時按鈕取代原

有的泵壓按鈕。因為勞力士的設計特色講究

實用，因此計時盤採用

對比色方便賽車手讀

時：淺色錶面配黑色計

時盤，或是黑色錶面配

淺色計時盤，而測速計

（車手可根據計時時

間，由外圈刻度讀出

在這段時間內行駛特定

距離的平均速度）則

由從錶面移至外圈。在

這樣的原則下，如之前

提到，錶盤的設計細節

便構成了鑑賞的樂趣所

在。例如，保羅紐曼的

Daytona為何可以拍出

天價？因為其中一款面

盤的設計，就因為他配

戴而聲名大噪，被稱為

「保羅紐曼」錶面：圍

繞錶面的壓印秒鐘刻度

與三個計時盤均採用相

同的對比色彩，而計時盤的時標則裝飾不同

的方塊，也被稱作「骰子面」。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如今價值連城的古董

Daytona計時碼錶，都是手上鍊錶款；勞力

士一直到 1988年開始推出以 El Primero為

基礎改造的 4030機芯才開始邁入自動上鍊

的時代。而邁入 21世紀之際，勞力士推出

自行研發製造的 4130型恆動自動上鍊計時

機芯，至今不變。

勞力士Daytona自 2000年開始至今，

全面搭載品牌自製研發的 4130機芯。

LONGINES Avigation BigEye大眼計時碼錶

復刻錶款靈感源自1970年代的浪琴飛行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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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思考的景觀建築

©
 D

IE
PH

O
T

O
D

E
SI

G
N

E
R

.D
E

 O
H

G
 2

01
0

74 75

 TO AUDI INSPIRATION  TO AUDI INSPIRATION

擅長將山脈、冰山、岩石等景觀融入建築設計中

的Snøhetta，不僅時常以創新設計，打造出
令人驚豔的作品，並且讓建築成為景觀，串聯起

人際、環境與自然間的關係。

TEXT: LILIAS LEE, PHOTO: SNØHETTA

SNØHETTA: 
L A N D S C A P 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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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舊金山、巴黎、阿德萊德和香港等地設

置有衛星工作室。Snøhetta的 280名員工，

更是來自 30多個國家，擁有充分的多元性

與多樣文化背景。30多年來，Snøhetta一

直堅持以跨學科的思維模式，來探討環境、

人際與物理空間的關係，他們的作品不僅時

常展現出多層次的敘事手法，並且完美拿捏

建築與自然間的關係，包含山脈、冰山、海

中岩石等景觀，都曾被融入到他們的建築作

品中。Snøhetta的設計很少拘泥於特定的風

格，他們總是能夠以令人驚豔的創意，創作

出獨具環境意義、表述集體記憶的建築作品，

他們的作品也總是向未來提問，透過建築設

計，帶來人與環境、建築與自然、現在與未

來間的對話交流。

像海上冰山的歌劇院　Snøhetta的代表作

之一奧斯陸歌劇院（又名挪威國家歌劇院，

Norwegian National Opera and Ballet ），

便是以挪威最著名的景觀－峽灣冰川為靈

感，讓坐落在海灣前的歌劇院建築，如同雪

白剔透的海上冰山般，展現出獨具挪威特色

的地標建築語彙。而佔地 3.85萬平方公尺

的奧斯陸歌劇院，也是挪威 700年來最大規

模的文化建築。Snøhetta除了以直觀的雕塑

式設計，來形塑歌劇院外觀，藉由交錯層疊

的傾斜式屋頂，搭配白色大理石、花崗岩和

玻璃牆幕，構築出緩緩滑入海灣的冰川景象，

讓歌劇院既是建築，也是景觀。除了在造型

設計上別具巧思，肩負活化舊海濱工業區使

命的奧斯陸歌劇院，也以結合公共性與開放

性的設計，來展現親和力與活力。其中全天

候開放給民眾使用的無障礙屋頂、大廳、觀

景台，便讓歌劇院成為無時無刻與民同樂的

公共空間。

歌劇院裡則是以大量的橡木條，構築出如波

浪般律動的內部結構，而這面包裹著演出空

間的波浪牆，除了以溫潤的原木質感與建築

外觀的冷調性相互對比，橡木條牆面實際上

還具備了吸附噪音、強化演出廳聲學效果的

功能。而高達 15公尺的玻璃牆幕，則讓大

廳裡享有充足的自然採光和賞景視野。除了

調和地景、讓建築充滿敘事張力，落實環保

節能也是 Snøhetta奉行的首要設計理念，

因此奧斯陸歌劇院也以屋頂大陽能電板來汲

取主要用電。

處理人與環境、建築與自然間關係的景觀建

築設計，不僅著重於調和人類社會與自然間

的和諧，同時也致力於以友善環境的設計，

實現永續未來。尤其在後疫情時代，為生活

帶入自然，讓建築融合景觀，更成為最被看

重的建築設計理念。在今年獲得 Landezin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ward國際景觀

設計獎（簡稱 LILA）首獎的挪威建築事務所

Snøhetta，便擅長透過跨學科思維，創造與

景觀相融合、又獨具地標意義的

景觀建築設計。

成立於 1989年的 Snøhetta，

除了在挪威奧斯陸和美國紐約設

有主要辦公室，並且在因斯布魯

高達 15公尺的玻璃牆幕，不僅為室內

空間提供充足的採光和遼闊的視野，同

時呈現出宛如冰山結晶的建築美感。

1）坐落在奧斯陸海灣

前的挪威國家歌劇院，

以如同海上冰山的景觀

建築設計，成為挪威當

代最重要的文化建築代

表。2）以白色大理石

建構出的屋頂緩坡，成

為人們能輕鬆散步攀爬

的大型觀景露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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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般的海底餐廳　坐落在挪威南部海岸線

上的 Under海底餐廳，則是以長 34公尺、

破水而出的混凝土建築體，讓餐廳建築如同

沒入海中的巨大岩石般，以令人驚嘆的景觀

建築設計，向挪威南部豐富的海洋生態與岩

石海岸致敬。作為全歐第一間海底餐廳，

Under之名除了直接表述出「海面下的餐

廳建築」，在挪威語中「Under」也代表著

「wonder奇觀」之意，以此象徵餐廳坐擁

珍貴的海底奇觀。停靠在海面下 5公尺海床

處的 Under，特別設計有一面長 11公尺、

高 3.4公尺的觀景窗，因此整個建築也像是

沒入海裡的大型潛望鏡，讓來此用餐的賓客

能夠一邊享用餐點，一邊欣賞海底生態。連

接陸地與海洋、水上與水下世界的 Under，

也期望以多樣的觀看視角，引領人們以不同

的視野和態度來看待世界。

壁面厚達 1公尺、結構十分厚實的 Under，

除了能夠承受海底浪潮所帶來的衝擊和壓

力，粗糙的建築外牆更具備了人造珊瑚礁的

功能，能夠讓貝類、藻類等海洋生物依附棲

息，讓餐廳建築在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自

然而然成為海洋生態的一部分，進而發揮守

護生態的建築功能。Under除了以米其林等

級的多樣性海鮮料理，分享生態保育的重要

性，Under在餐廳外牆上，也裝設有攝影機

和各項監測系統，以記錄各項海洋生態數據，

供研究人員使用。

展示風化岩石之美　位於挪威 Dovrefjell國

家公園 Hjerkinn區的 Tverrfjellhytta野生

馴 鹿 觀 測 亭（Norwegian Wild Reindeer 

Centre Pavilion），則是

以松木構築出如同歷經

風、水侵蝕的岩石景觀，

以流線型有機內核，搭配

剛性方正的透明外殼，讓

整個觀測亭既是人們觀賞

生態的據點，同時也是一

個展示自然之美的地景藝

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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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以傾斜沒入海中的混凝土建

築體，形塑出融入岩石海岸的景觀建

築風情。

在Under的海底用餐空間裡，人們可以一邊用餐，一

邊欣賞珍貴的海底奇觀。

Tverrfjellhytta

野生馴鹿觀測亭

以天然松木構築

出風化岩石般的

建築景觀，讓整

個觀測亭也成為

展示自然之美的

地景藝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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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創負碳排混凝土　除了景觀建築、

自發電建築，Snøhetta更從去年起開始投

入 Biocrete負碳排混凝土的研發。建築業

一直是溫室氣體排放量很高的一個產業，光

是混凝土這一項，就佔了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 8%，為了找到更環保的解決方案，

Snøhetta邀集了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一同

合作，並在今年 3月以加入大量生物炭的

Biocrete負碳排混凝土，完成了實體牆面的

建造測試。Biocrete不僅大大降低了混凝土

的碳排放量，並且還能減少牆面中的鋼筋用

量，是可望改變未來建築業的綠色革新技術。

從景觀建築設計到負碳排建材的研發，

Snøhetta不僅關注人與環境間的關係，透過

建築設計創造多層次的交流，Snøhetta更用

心於尋求未來解決方案，從建材、結構到環

保性能的研發設計，讓建築不僅是優美又宜

居的庇護所，更成為守護地球未來的綠色堡

壘。

保留下木質紋理的流線型有機內核，正與玻璃牆外的

Dovrefjell高原景觀相呼應。

雄偉的 Dovrefjell山脈，不僅是分隔挪威南

北部的天然屏障，也是歐洲野生馴鹿最後的

家園，以及諸多珍稀植栽和野生動物的棲地。

這片流傳著神話、民族傳說的自然天地，也

保有著悠久的旅行者、狩獵、採礦和軍事活

動等歷史記憶，因此 Snøhetta在打造這座

觀測亭時，便特別將自然景觀、歷史文化與

神話等思維融入設計意涵中，讓佔地 90平

方公尺的觀測亭，成為強固、提供溫暖庇護

的建築，並且化身為珍藏自然與歷史的紀念

碑式地標。

輕軌上的白色雲朵　除了在挪威擁有諸多精

彩作品，Snøhetta在北美、歐洲、亞洲各地，

也有許多經典代表作，像是位於加拿大亞伯

達省卡加利市的 Calgary Central Library，

便是以當地獨特的奇努克拱形雲（Chinook 

cloud） 為 設 計 靈 感。Calgary Central 

Library除了以拱形入口和船型建築體，形塑

出引人注目的圖書館造型，並且以不規則的

六角形玻璃板和白色鋁板，組合出如同水晶

般清透的建築立面，在輕量化建築體態之餘，

也以多樣的幾何圖形，描繪翻開書本、雪花

線條等意象。館內則大量使用雪松木作為建

材，以營造出溫暖的閱讀情境。在圖書館大

廳也特別設計有一大扇眼型天窗和流線型階

梯，以此描繪出空間裡的流動美感。

Calgary Central Library的特別處

還在於，圖書館下方便是輕軌隧道，

因此民眾不論是在圖書館內，或是

在馬路上，都能欣賞到列車進入圖

書館、消失於地面的奇幻景象。

以玻璃和幾何鋁

板所組成的半透

光建築牆面，為多

層次的圖書館閱

讀空間，帶來充足

的自然採光。

上 ) 以亞伯達省獨特的奇努克雲為設計靈感，所打造出的白色建築體和拱形入口。

下 ) Calgary Central Library的正下方便是城市輕軌，不時能欣賞到列車進入圖書館的奇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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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TO ACHIEVE 
A DIFFERENT 
LIFE

旅行，成就不同人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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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遊」（Grand Tour）在西方是許多年輕人風行的成長儀

式，用自己的雙腳與雙眼見證舒適圈以外的大千世界。此舉

雖然在東方少見，但也有青出於藍者，台灣近年竄起的旅遊

攝影師康康就努力完成了一般人視為白日夢的環遊世界旅

行。旅行不僅讓他成為專業攝影師與健行者、登山家，更改

變了他的人生視野。人人都有旅遊的經驗，但康康的旅遊卻

值得讓每個遊人思考，原來旅遊還有這麼多的可能。

TEXT: SEYMOUR, PHOTO: 康康

花上3天在吉爾吉斯攀爬近4千公尺的山路，

只為登上 Ala-Kul一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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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遊世界？那不是大家口中退休後要去做的

事嗎？真做得到的都很少，更別說是個沒

錢沒經驗的年輕人了。其實康康原本也跟一

般的大學生沒什麼不同，畢業前覺得人生茫

茫尚無方向，只聽人說打工度假（Working 

Holiday）不錯，於是開始積極蒐集資料，沒

想到越找越上頭，開始把夢想放大，冀望能

環遊世界。於是他把打工度假的目標地從原

本的紐西蘭改成薪資更高的澳洲，希望用兩

年的時間存夠資金，一圓自己的環遊世界夢。

當然，康康並不是沒有掙扎的。他計畫先打

工度假兩年，然後環遊世界三年，但也糾結

於五年漫長的職業空窗期會影響日後的就業

條件，但有一次想起林懷民說過的話，年輕

時的旅行會影響人的一輩子，因而鼓起勇氣，

與其等那個充滿未知的退休後才旅行，不如

在當前一切條件都許可的情況下放手一試。

於是他在 2012年去澳洲，2014年開始了環

遊世界的旅行，一個二十多歲的大男孩，開

始用旅行改變自己的人生。

環遊世界要看什麼？是什麼大城市、博物

館或古蹟嗎？康康的選擇也頗為與眾不

同，他不久後就去了西伯利亞的雅庫次克

（Yakutsk），這裡號稱是世界上最冷的城市，

康康不僅體驗到 –35℃的小城生活，天地萬

物，包括連時間彷彿都凍結了一般，也讓他

發現住這裡的是所謂的「突厥人」，讓他開

始研究中亞的歷史，從而開啟了他與遊牧民

族的緣分。

跟隨牧民的足跡，康康後來又到了蒙古，而

且不是當走馬看沙的觀光客，他參加了一個

真正的生態旅遊（Eco Tour），跟著普通牧

民家庭一同生活與工作一個禮拜，不只吃住

睡都在一起，也被分派牧牛與牧羊的工作，

實際感受遊牧民族的生活。「沒澡可以洗、

沒有網路，甚至也沒有廁所，一切都採取『自

然方式』解決」康康回憶道，「原來牧羊一

點都不像電視上看到的那麼輕鬆，真的需要

技術，羊兒又怕人又不受控，花了很多時間

才能稍微控制牠們。」而隨著一天天過去，

康康跟這個蒙古家庭也越來越熟悉，對方甚

至信任他，請他幫忙照顧小孩、生火煮飯等，

真正融入了牧民的生活。

也許是對之前幾次的經驗難以忘懷，中亞一

直是康康最心神嚮往的地方之一，2019年特

地安排去了中亞自助旅行一個半月。吉爾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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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庫茨克是世界上最冷的城市，

周邊盡是一望無際的冰原。

在蒙古生活了一個禮拜，康康用鏡頭拍下了當地牧民的真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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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是山的國度，同時也是健行者的天堂，康

康也在那裡花了三天兩夜學習騎術，住在迷

人的鄉間氈房（類似蒙古包）裡頭。也造訪

了貝加爾湖，在冬天結凍時，親睹潔淨無瑕

的湖水成冰所映照出的魔幻光彩，往腳底看，

穿透冰層與湖水，感覺可以直視湖心。在那

個藍天與冰雪構作的水上世界裡，任何攝影

人的靈魂都會為之激盪，希望自己能記錄下

這個天地之大美，這樣純粹的景色與時刻。

大自然與傳統文化一直是康康最愛的攝影素

材，在環球旅程中，康康待最久的國家乃是

秘魯，當時他在昔日印加帝國的首都庫斯科

租了一間小套房，休息了整整一個月左右，

和走訪大街小巷和祕魯人接觸，讓自己活得

像庫斯科人，在那裡攀爬比玉山還要高的安

地斯神鷹之丘以及彩虹山脈。環遊世界幫助

康康認識了不同的文化與文明，也訓練他成

為一個用雙腳前往大自然內部的健行者，更

讓他深深愛上了中南美洲瑰麗壯闊的天地奇

觀，尤其是巴塔哥尼亞，更是吸引他一再而

再地回到此處。

巴塔哥尼亞地區的面積超過一百萬平方公

里，將近 30個台灣大，橫跨阿根廷與智利

兩國。在這個大地上，同時存在著冰河、沙

漠、高原、峽灣等他處難得一見的地貌，也

是在這裡，人類可以真正感到自然的奇妙與

自我的渺小。「在菲茨羅伊峰（Monte Fitz 

Roy）上，我體驗到了真正的神秘與震撼，當

地的特維爾切人

稱它為『冒煙的

山』，因為這裡

的山型雖有說不

出的俊美，卻幾

乎一直籠罩著濃

霧，好像天然的

白紗，讓登山者

遠眺時更感受到

其偉大與高不可

攀的氣勢。」康

康說，就在他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登上瞭望點時，彷彿是

上帝要犒勞他的辛苦，忽然

來了一陣大風，沒幾秒鐘霧

氣都被百內國公園吹散，景

色從隔層紗瞬間變成了大晴

天！「那個瞬息萬變的景象、露出廬山真面

目的山景，讓我啞口無言。震撼二字，已不

足以闡述我的感受。雖然晴天的光景只持續

了幾分鐘，但我也明白，原來人是真的可以

被美景感動到哭的，那是一種與自然與美的

深刻連結。」

說到哭泣，康康的另一次體驗也是在巴塔哥

尼亞，不過這次哭的並不是他。那時他智利

的百內國公園（Torres del Paine）中，這裡

名列在世界十大健行路線之一，每天都能看

到不同的山景與湖景。而且因為接近極圈且

又時值秋季，顏色特別多樣，有冰河，有大

山，有綠野。「雖然從起點到終點要5天4夜，

而且當時的山屋是關閉的，但這也讓我體驗

到人生第一次揹帳棚爬山的樂趣。」康康說，

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因為他碰到健行者裡有

個台灣人，於是他也留上了心，等康康抵達

營地後許久，發現那個台灣人似乎一直沒有

出現，甚至一直到入夜了都沒抵達營地，康

康主動冒險摸黑回頭去找他，原來對方因為

沒有方向感而迷路，等康康終於找到他的時

候，對方激動得抱著康康哭了起來。「這就

是旅行，雖然有危險，但你可以感受到生命

的存在。」

也許是與拉丁美洲真的結下了不解之緣，

2020年初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康康特地

跑到中美洲待了一個多月，也成了他在這兩

年唯一出國拍照的機會，更難得的是那次還

拍到了活火山。「雖然，中美洲遍地都是活

火山，但並非每個都看得到熔岩，更並非每

個都會經常噴發，就算噴發了通常也不能好

整以暇地觀看，只有瓜地馬拉的阿卡特南戈

火山（Volcán Acatenango)例外。」康康說，

從這裡可以眺望對面 3公里外不斷噴發的福

埃哥火山（Volcán de Fuego），於是他爬了

兩天的山，上到海拔 3千多公尺處，，守著

剛入夜的時刻等待合適的夜色，終於拍下了

地球的深層怒吼，見證火山噴發的瑰麗模樣。

結冰的貝加爾

湖，站在湖面

上往下看，奇

異的顏色令人

迷醉。

菲茨羅伊峰幾乎永

遠都被山嵐籠罩，

通常只能在遠方遙

望山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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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不只擴展了康康的

視野，也促成了他現在

的職業，讓他成為一名

專業攝影師，拍出許多

令人驚嘆的好照片。其

實康康接觸攝影的歷史

並不長，從大四開始玩

相機，作品受到身旁的

人稱讚後才開始真正接

觸，而且一開始只是玩

類單眼，直到環遊世界初期也只是用最基礎

款的單眼相機。然而累積足夠經驗後，攝影

與旅遊逐漸合二為一，現在的他看到美景，

不只是單純欣賞，也會開始構思什麼時間拍

最好，甚至開始規劃旅程，也會為了攝影做

一些熱血的事情，單純為了拍照而旅行，也

讓他累積出一套獨特的旅行心法。

其實，當年康康的環遊世界計畫並沒有完全

成功，因為旅行時剛好澳幣大跌，致使他資

金不足而提早一年返台。然而這趟旅程依然

改變了他的人生，也促成了他日後繼續踏遍

世界的動力，現在的他走遍 6大洲 70餘國，

帶著相機記錄下無數的美景。很多人以為他

一定會在旅行前事先做很多功課，其實剛好

相反。「我從環遊世界到一半後就發現，網

路上找的資料不僅往往不夠齊全、不夠新，

反而不如在當地直接詢問與探查，因此我現

在都不會讓自己功課做過頭，只要先了解什

麼季節適合、需要待多久等，然後行程不要

綁死，甚至在前一天才訂房，到了以後再跟

當地人聊，不僅資訊更新、收穫更多，當下

擁有的選擇也往往更多。」康康說，「不只

要因時因地置宜，也要因心境而置宜，記得

要保持彈性，因為旅行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無

限可能。」

噴發中的福埃哥火山，是康康特地花了兩天爬山與守候而得的攝影成果。

1）當菲茨羅伊峰清

晰的山景忽然出現在

眼前，雖然只有幾分

鐘，卻可以令人一生

難忘。 2）康康在蒙

古跟著牧民一起生

活，不只住在蒙古包

裡，也參與了放牧人

家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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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著一頭金髮的主廚林佾華，若不是在餐廳

裡相見的話，肯定很難猜出他的職業。相反

於外表予人的感覺，林佾華談起料理來，用

字遣詞收斂冷靜，他的料理創作乍看精巧細

膩，底下卻有未脫年輕世代的叛逆特質，只

不過表達得很隱匿，難以察覺。

出生於 1991年的林佾華，從高餐西廚專科

畢業後，先後到法式料理餐廳樂沐以及米其

林二星餐廳 RAW歷練。25歲左右，林佾華

決定單飛，與夥伴共同創立了澀 Sur-餐廳。

澀 Sur-最初發跡的地方，是在台中有名夜市

商圈的一中街上，這裡主要是學生族群與年

輕人玩樂的地方，沿街滿是叫賣銅板美食的

推車街攤，環境氛圍與「高級」兩字沾不上

邊，在這裡開法式料理餐廳顯得很尷尬。

當時林佾華曾推出要價只要 1,880元卻多達

20道的 Tasting Menu，而採地方戲曲編排

手法上菜的料理中，就已出現使用大量台灣

常民食材，如：吻仔魚、土豆、肉圓、海燕

窩等，逐漸走出正統法式料理的框架。2019

年，餐廳搬遷到現址，規模更加簡要，席次

也減了不少，在捨棄不必要的東西後，林佾

華也不再走中間路線，直接表態：「澀 Sur-

不是台魂法餐，是台灣現代料理。」

在地風土的

全新闡釋

2021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揭曉，

台中現代料理餐廳「澀Sur-」入榜摘下一顆星，

而主廚林佾華同時也抱走年輕主廚大獎，

許多不熟悉台中餐飲圈的人紛紛好奇，

為何這家外觀不起眼的小餐廳可以贏得密探青睞，

而究竟這位未滿30歲的主廚所展現的料理創作，

是何種迷人的新派？

「蚵仔」加上烙烤絲瓜與甘納豆

重組了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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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佾華以日常生活為題材，把自我感受性帶

入料理當中，在今季菜單上的 11道料理，

揉合了台中東協廣場的香料記憶、對台灣西

海岸養殖風景的體悟，或是路邊麵店切盤料

理的延伸⋯⋯他用料理解讀的台灣味，不光

是只有舌尖上的感受，也包含了對於生活的

感受。

「這份菜單名叫『如常』，字面拆開的意思

就是一如往常，但比較深層意義是在講珍惜

這件事。」在三級警戒期間，澀 Sur-餐廳不

外賣也不做便當，直接選擇放暑假兩個月。

林佾華笑著說，踏入餐飲職場之後，頭一次

有這麼長的假期，而他在獨處或與家人相處

的時間裡，把等待解封的心情以及對戶外生

活的想念化為這樣一份菜單，用味道寫下遙

遠又熟悉的台中場所記憶。

作為破題的第一道，林佾華端上的是裝在玻

璃杯壺的「酸辣湯」。這道乍看如茶水般琥

珀透明的液體，採用冷湯結合調酒的手法，

靈感則是來自他從小混到大的第一廣場，亦

即今日俗稱「小東南亞」的東協廣場。林佾

華採集當地市集常見的東南亞香草與香料，

如：香茅、南薑等配上粉紅香檳與番茄，最

後以調酒手法澄清成為一道琥珀透明色澤的

酸辣湯。這道冷湯飲入喉間，首先賦予鼻腔

多層次的氣味，接著感受到酸辣元素的刺激，

使得口腔大量分泌唾液，產生開胃的效果。

接著，開胃小點「蚵仔」，則是使用新鮮蚵

仔用酒與辛香料料理成慕斯，加上烙烤絲瓜

的滑順口感，重組蚵仔鮮味與口感；然而入

口之際，卻有一絲煙燻鹹香味伴隨酥脆口感

而來，原來主廚特意撒上混合豆豉、奶油、

紫蘇鹽的焦化甘納豆。

林佾華說，甘納豆是日治時期留下的產物，

在台灣已是快消失的食物，為了把這個食物

介紹給人們，他試過無數種搭配，才發現它

與海鮮很對味，「當甘納豆用火槍烤到焦糖

化，散發出來的味道佐上蚵仔，使人聯想到

烤蚵仔的感覺。」取自麵店必備涼拌菜「豬

頭皮」。林佾華以黑色塔殼裝盛肉凍，豬頭

皮以黑啤酒、柑橘汁、金桔果乾、香料、蒜

油調味，蓋上釀香深沈的五香醋醋凍，香辣

酸味再度呼應酸辣湯，從塔殼的乾香酥脆到

肉凍的冰涼彈性的反差口感充滿樂趣，重現

了外食餐桌上點切盤的歡樂光景。

最有意思的「蝦」，自台灣東北角的蝦用紹

興酒漬過，再烤至半生熟，組合當季瓜果涼

拌冷菜，醬汁使用質地類似奶蓋的鹹奶醬與

香草醬，滋味十分複雜的香草醬，味道有點

上）如茶澄澈的「酸辣湯」靈感來自東協廣場的記憶。

下）概念來自麵店黑白切的「五花肉」咬下脆口塔殼，口中充滿醋與柑橘香。

走入極簡風格的澀 Sur-，更加專注在現代台灣料理的創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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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阿根廷鹹醬（Chimichurri），卻是用冰

石鍋搗攪新鮮香草與海鹽、馬告油、醬油膏、

甘草粉、辣椒醬⋯⋯細細嚐著，這味道熟悉

又懷念，恍然大悟林佾華促狹玩味，用他自

己的版本去詮釋南部番茄切盤的沾醬了！

 

最後，林佾華以兩道甜點「花生巧克力」與

「茶點」收尾，前者是一道味覺錯覺的冰淇

淋，後者則是一道偽裝的和菓子。林佾華熱

愛研究冰淇淋，幾季菜單不少都有冰淇淋，

他甚至還為供應更多有趣的冰淇淋，獨立開

了一家冰淇淋店「MINIMAL」。在本季的花

生巧克力，出發點來自兒時熟悉的七七乳加

零食棒，但在濃郁花生與可可香氣底下，卻

是完全不摻一絲巧克力，是一道不含巧克力、

卻充滿巧克力味的謎漾冰淇淋。

解析這道甜點，林佾華是先把花生殼烤出香

氣，加入牛奶煮出味道，最後用燉奶與花生

仁做成冰淇淋—至於巧克力，是烤擂茶酥與

發酵豆豉、高溫糖產生的錯覺，如同一場欺

瞞味覺的魔術秀。

至於「茶點」則是一道向中式糕餅致敬的綠

豆蒜粿，使用去皮綠豆仁混合蜂蜜、糖，加

入和菓子練切技巧賦予豆沙延展性，而切開

精緻的外觀，內在則是熟悉的地瓜餡，是不

同飲食文化的錯位與借鏡。

在沒有表情的灰色調空間下，澀 Sur-卻像一

間充滿實驗性的藝廊，容許年輕廚世代敢於

衝撞的銳利作風，任性發揮個人風格強烈的

創意料理。新鮮而強烈就是澀 Sur-給人的最

大印象。

左）花生與豆豉組合的冰淇淋，完全不含任何巧克力成分，味道卻令人想起的花生巧克力糖。

右）「麻薏」把台中夏季元素轉化 綠豆蒜粿的偽和菓子。

蝦的醬汁演繹來自水果店的番茄切盤沾醬，味道組合很像阿根廷沾醬，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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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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二段319號
（展示中心）

北投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264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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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屯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999號
（服務廠、AAP）

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288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AAP）

濱江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209號
（展示中心、服務廠）

鳳山（即將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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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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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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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 電話: (02)2736-189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09:00~21:00

濱江 電話: (02)2516-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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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濱江 電話: (02)2516-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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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          電話: (02)2896-2377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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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摯邀請Audi車主撥冗填寫線上意見調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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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rt to provide 
the most pleasant reading experience. 掃描QR CODE

填寫線上問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