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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耀不可  自信隨型  

Audi A1 Sportback 大膽魅力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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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導入全新潮感設計，全面展露您的獨特性格；
結合大膽時尚配色，一次擄獲眾人目光！ 
Audi A1 Sportback 更搭載 Audi 智能嶄新科技，輕鬆融入您的日常生活！
開著 Audi A1 Sportback 於城市漫遊，讓您到哪，都型！

 搶眼魅力 何須隱藏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Audi A1 Sportback 大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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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承襲 1984 年 quattro 車款的三孔式設計，只為蛻變成更霸氣的外型。
搭載 Audi 單體式盾形水箱護罩，以及全新設計的水箱護罩格柵，承襲經典，以嶄新設計思維重新演繹，
讓美學掛帥的 Audi A1 Sportback 也能深植運動競技本色！

 唯有嶄新思維 才能飆新立異 

Audi A1 Sportback 大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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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不羈 蠢蠢馭動 

即刻啟動 Audi A1 Sportback，回應您內心深處的靈魂！
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可搭配運動化懸吊，予您絕佳敏捷的操駕體驗。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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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所搭載的智能科技，僅需直覺，即能輕鬆上手。
全車系搭載 10.25 吋全數位儀表板，一切車用資訊瞭若指掌。
創新 MMI 觸控顯示器，完整展現互聯、娛樂、通話、導航等多項智聯科技，讓科技輕鬆融入您的日常生活！
豪華內裝更有多達 30 種色彩的環艙氛圍照明套件，個性美學，由您一手打造！

 直覺操控 其來有智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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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隨型所馭 

個性美學，何須妥協！

無論是以萊姆黃為內裝增添鮮活動感，或以星辰銀展現您的個性鋒芒，全由您作主。

S line 內裝套件更能展現您的動感性格。打造您專屬的自信美學，就從細節開始。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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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趣，不是我的配備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智能科技，一觸即動。

Audi A1 Sportback 車內可搭配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搭載 10.1 吋高解析度彩色顯示器，清晰顯像，
內建 3D 地圖顯示，協助您迅速抵達目的地。

不僅如此，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亦可操作 Apple CarPlay 及 Android Auto 應用程式，
讓車行娛樂成為 Audi  A1 Sportback 的標準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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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從內心的節奏 

唯有外貌與實力兼具，您所喜愛的音樂才能悠揚展現。

Bang & Olufsen 3D 頂級音響系統不僅外觀出眾，實力更是無庸置疑。
無論是從串流音樂傳來的音符，又或是從收音電台放送而出的最新歌曲，

您都能在隔音良好的靜謐車室中悠然享受！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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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馭體驗 智成一格              

在壅塞的車陣當中，有 Audi 的智能科技輔助，您再也不必瞻前顧後！
Audi A1 全車系搭載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主動維持與前車的距離。
此外，亦可搭配 Audi active lane assist 主動式車道維持及偏離警示系統，協助您在直線車道內保持穩定；
同時，Park assist 自動停車輔助系統更能為您協尋合適車位，並於泊車時接手車輛轉向，讓停車一次到位！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系統僅能於其範圍內輔助駕駛員相關行駛任務，駕駛者仍需負責車輛的駕駛並隨時注意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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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系統僅能於其範圍內輔助駕駛員相關行駛任務，駕駛者仍需負責車輛的駕駛並隨時注意路況。

 前瞻未來 智在安全 

您總是悉心思考未來，Audi 的智能科技則可成為您最強力的後盾；
透過倒車攝影機的輔助，MMI 觸控顯示器可以顯示車輛後方影像。
不僅如此，Audi pre sense front 前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當您太接近前方車輛時，將早一步為您警示，必要時將啟動自動緊急煞車。

因為安全，是 Audi 給您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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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鈦黑色水箱護罩格柵，霧面銀鋁合金外框， 
 消光黑前側進氣口。

車型及升級套件

 S line車型 永遠的時尚單品 

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必然是人人熱議的話題，而 S line 車型更是眾人矚目的所在：
車頭進氣壩與下方擾流板的前衛設計，配備極度吸睛的霧面嵌件；

同時，搭載 S line 廠徽的鋁合金車門飾板、 S line 車頂尾翼及跑格十足的鋁合金輪圈，
都讓您的愛車動感加倍，魅力加乘！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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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幅渦輪式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 
 尺寸 6.5 J x 16 搭配 195/55 R 16 輪胎 

 前側邊進氣口與前下擾流板採消光黑色 

車型及升級套件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當您在街頭見到呼嘯而過的 A1 Sportback advanced，便在您腦海裡留下一幅絕美畫作！
鈦黑色的水箱護罩格柵，輔以霧面鋁合金外框，及鈦黑色車尾擾流板，自成簡練風格；

而呈現德國工藝之美的車門飾板線條、鋁合金輪圈，更讓腦海中這幅畫作更臻完美。

 風格 由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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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飾板採星辰銀 
 搭配鑽光幾何紋漆面 

 02 Accent surfaces 
 亮點表面採石英漆面微暮灰 

車型及升級套件

您內心狂野不羈的靈魂，唯有 S line 動感美學，才足以匹配！
S line 專屬跑車座椅，可選擇 frequency Alcantara 類麂皮 / mono.pur 550 合成皮混搭材質；椅背均包含 S line 壓印徽飾。
車內飾板採用星辰銀，並搭配鑽光幾何紋漆面加以點綴。

鑲嵌著 S line 廠徽的方向盤，採孔飾真皮包覆，觸感絕佳。
排檔把手同樣採用孔飾真皮包覆，綴以銀絲車縫線，絕不遺漏任何細節。

品味，就該從細處著手。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動感美學的徹底實踐：
 S line 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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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Novum 黑 / 灰色織布  03 Accent surfaces 
 亮點表面採緞面薄荷綠 

 04 Accent surfaces 
 亮點表面採鑽光星辰銀 

 02 飾板採暗夜黑搭配精緻幾何紋漆面 

車型及升級套件

 釋放想像 讓夢想奔馳 

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提供您更多客製化的設計，包含進階內裝的三種配色，及座椅的材質選配。
好比薄荷綠亮點表面搭配 Novum 織布跑車座椅，更顯活力。
儀表板下方採暗夜黑精緻幾何紋漆面，加強個性對比。

外觀車色亦可選用珊瑚綠，維持一致風格概念。自由，即風格。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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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Derby 灰織布，飾以鋼鐵灰   
 對比色縫線 

 02 飾板採晚暮黑搭配緞面幾何紋漆面  03 Accent surfaces 
 亮點表面採緞面萊姆黃 

 04 Accent surfaces 
 亮點表面採鑽光星辰銀 

車型及升級套件

 完美 再添一筆 

車室進階內裝的魅力，體驗過即知其細緻：採用 Derby 織布的跑車座椅，感受坐臥的極佳觸覺。
出風口飾條、中央鞍座與車門內把手區域均以緞面萊姆黃配色，點亮車內細節。

車身外觀可同步選用金屬萊姆黃與車內相互輝映。

提供多樣個性化選項供您打造自我品味，為完美再添一筆！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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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室美學 不容低調 

車型及升級套件

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的 debut 織布座椅，或採頂級真皮混搭 mono.pur 550 皮料的跑車座駕，

配以星辰銀、萊姆黃或薄荷綠的車內設計配色，將令您的品味更加脫穎而出！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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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羨設計 撞色登場 

新世代 Audi A1 Sportback 運用撞色對比設計，大膽玩色，一次攫取眾人目光！
從後視鏡與前下擾流板，均與車身採用金屬神迷黑及金屬曼哈頓灰的雙色對比，

精采呈現 Audi A1 Sportback 的叛逆美學，只為讓人過目不忘！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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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不只黑白之間 

唯有繽紛，才能蔚為精彩。

Audi A1 Sportback 採用四層烤漆工序，確保您的愛車能永保動人。

烤漆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6 // 珍珠極勁紅  5 // 金屬無垠藍  4 // 珊瑚綠  7 // 金屬冰川白 

 1 // 金屬萊姆黃 

 3 // 渦輪藍  2 // 金屬克洛諾斯灰 

探索更多 A1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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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1 // 17 吋五幅 V 形鑄造鋁合金輪圈，局部拋光對比灰色 
 2 // 16 吋十幅式鑄造鋁合金輪圈 

 力學即美學 

  3   1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力學與美學的完美交融，讓每次上路都是一場精采絕輪的演出！

Audi 輪圈皆經特殊檢定程序，並通過嚴格測試，美感掛帥，安全更是無庸置疑！

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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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包含：

▲

右側行李廂照明燈

▲

前後座車頂模組，含閱讀燈

▲

雙前座具照明的化妝鏡

▲

前後座車內門把手

▲

前座足部區域照明

真皮方向盤可手動調整高低與前後位置，方向盤具備 12 組多功能按鈕可輕
鬆操作多種標準與選用資訊娛樂系統功能。

整合 LED 方向燈，可電動折疊、電動調整及加熱。倒車時，乘客側車外後視
鏡會自動往下照向人行道側，提供車主更佳視野。

跑車真皮方向盤散發著毫不妥協的動力和運動性，可手動調整高低與前後

位置，方向盤具備 12 組多功能按鈕可輕鬆操作多種標準與選用資訊娛樂系
統之功能。換檔撥片可讓您輕鬆手動換檔。

位於空調出風口、中控台與車門內把手區域的飾件，提供星辰銀、萊姆黃及薄

荷綠配色。

採用黑色布面材質。

提供金屬神迷黑或金屬曼哈頓灰，套件包含：

▲

車外後視鏡座

▲

前下擾流板 ( 不適用於 S line )

▲

車身側裙

提供金屬曼哈頓灰或金屬神迷黑可選擇。

除 LED 車室照明套件外還包含以下不同的特點與色彩 ( 多達 30 種不同之色彩
可選擇 )：

▲

前座車門輪廓燈

▲

前座車門環艙燈

▲

儀表台下方置物區照明

▲

駕駛座空調出風口輪廓燈

LED 極光頭燈組提供路面幾近日光照射的效果，具有絕佳的安全性與便利性，
同時也具有低耗能與使用壽命長的優點。

LED 極光頭燈組包含下列功能：

▲

近光燈  

▲

遠光燈 

▲

光箭型 LED 識別燈 

▲

定位燈 

▲

轉向輔助照明 ( 在窄彎與轉向時提供的側向照明 ) 

▲

方向燈

▲

全天候燈 ( 減少能見度低時的眩光 )

▲

高速公路燈

▲

靜態轉向照明

▲

全自動動態頭燈照明範圍控制

▲

十字路口照明 ( 需搭配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 ) 

方向燈、煞車燈、後尾燈、倒車燈及後牌照燈採用 LED 技術。作動快速的 LED 
煞車燈可有效的提升後方車輛的辨識度。倒車時轉向輔助照明可照亮周遭轉

彎區域。

動態指示方向燈於毫秒內依序點亮，創造往車輛轉彎方向的脈衝燈光。

自動控制頭燈開啟、雨刷與返家 / 離家照明功能，自動延遲關閉 / 自動開啟頭
燈、尾燈與牌照燈。

外觀設計 方向盤 / 控制介面

後視鏡
內裝設計

恆溫空調

關閉系統

照明 車內照明

其他配備

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LED 極光頭燈組  LED 尾燈組 ( 含動態指示方向燈 )  LED 車室照明套件  三輻式真皮多功能方向盤  日照感應式雙區獨立恆溫空調 

 感應式鑰匙系統 

 車外後視鏡 ( 附電動折疊 / 電動調整 / 加熱功能 ) 
 Accent surfaces 內裝套件 

 三輻式平底跑車方向盤附換檔撥片 

 黑色織布頂篷 

 外觀對比套件 

 動感對比色車頂 

 環艙氛圍照明套件 ( 多彩 ) 

 光感應自動啟閉頭尾燈 

控制空調溫度、風量大小與風向

▲

駕駛座與前乘客座獨立溫度控制

▲

含日照感應式控制

▲

獨立除霜按鍵可更快速除去前擋玻璃與車窗之霜

感應式鑰匙系統提供輕鬆的方式，讓您無需使用鑰匙即可控制存取與車輛授

權系統。此電子式存取與車輛授權系統，經由車鑰匙與所有車門、行李廂間的

無線通訊讓您解鎖車輛，同時透過車門把手的感知器將車輛上鎖，您只需要將

車鑰匙攜帶於身上。

     動感對比色車頂  

     LED 尾燈組 ( 含動態指示方向燈 ) 

     LED 極光頭燈組                     

     環艙氛圍照明套件  

     三輻式真皮多功能方向盤 

     日照感應式雙區獨立恆溫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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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控制系統

導航控制系統

電話 停車系統

行車動態 / 煞車

技術 / 安全

mySmartphone

輔助系統音響系統

其他配備

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置物 / 載物

儀表顯示系統

套件包含：

▲

可上鎖手套箱  

▲

雙前座椅背後方置物袋  

▲

前座左側座椅下方車主手冊固定座 

▲

前座右側座椅下方置物空間

具藍牙功能的行動電話可透過藍牙免持通訊裝置與車輛連線，支援功能包含：

▲

透過車頂麥克風與揚聲器進行免手持通話；可連結兩支電話

▲

藍牙音訊串流功能

▲

新進訊息與郵件顯示

系統利用雷達監測車輛左右兩側以及後方盲點區域，若於變換車道時偵測到

其他車輛或可能的危險，將以車外後視鏡的 LED 警示燈警告駕駛人。除盲點
區域內的車輛外，系統亦能偵測後方快速接近中的車輛，並可整合搭配 Audi 
pre sense basic 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以提供駕駛者適當的協助。(各項
駕駛輔助系統會因不同車型，作動條件有所差異，為確保您的用路安全，請

與您所屬經銷商確認車輛搭載之駕駛輔助系統設定 )

前後停車警示系統利用聲音警示與 MMI 顯示器的視覺畫面在倒車與蠕行時協
助駕駛者。透過無痕地整合於保桿之超音波感知器測量與物體間的距離。系

統也在 MMI 顯示器上用白色區塊表示在行駛路線外偵測到的障礙物；紅色區
塊表示在行駛路線內偵測到的障礙物。虛擬的行駛路線利用預先計算的資料

額外提供顯示兩側參考線以便利地協助駛入與駛離停車位。排入倒檔或按下

中控台上的按鈕後將啟動系統，或偵測到車輛與物體距離不到 90cm 時會自
動啟動。自動偵側功能可開啟或關閉。

允許駕駛者選擇下列其一模式來調整車輛的反應特性：自動、動力、節能、個

性化。

可調整引擎輸出特性、轉向輔助力道與選用的系統如 S-tronic、主動式定速
巡航與引擎聲浪。節能模式可將引擎、變速箱、空調系統與選配的主動式定

速巡航或定速巡航系統，設定成節省油耗的基本設定。

當一個或多個輪胎失壓時將出現視覺與聲音警告，警告將顯示於駕駛者資訊

顯示系統。

利用如紅燈車輛靜止時，使用引擎自動熄火，以此減少燃油消耗及 CO2 排放量。
當駕駛者採下離合器踏板 ( 手排變速箱 ) 或鬆開煞車後 (S-tronic) 就會重新
啟動引擎。可隨時透過開關將此功能關閉。

利用超音波感知器搜尋合適的路邊與垂直停車位。系統計算垂直停車位的正

確停入路徑 ( 前進與後退 )，以及平行停車位的正確停入和駛離路徑。駕駛必須
控制油門、煞車並注意停車過程。

系統會自動執行轉向動作。在系統極限範圍內，環景圖像顯示功能則會視行

駛路徑警告駕駛車輛前方、後方與車輛側邊的障礙物。支援多次調整的停車

方式。按下中控台上的按鈕後即可啟動。

在系統極限範圍內，Audi active lane assist 主動式車道維持及偏離警示系
統可預防駕駛者意外地偏離車道。當系統已啟動並待命後，以及駕駛者未作

動方向燈時，主動式車道維持及偏離警示系統將透過修正性轉向介入以預防

車輛跨越已辨識之車道。可視駕駛者需求開啟額外的方向盤震動。

在系統極限範圍內，Audi pre sense basic 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連結與比對
車輛多種不同系統，來啟動預防性措施以保護車艙乘員。當駕駛情況開始不

穩定時，雙前座安全帶將自動地束緊，視情況車窗將關閉，故障警示燈將啟動

以警告周遭車輛。

功能包含：

▲ 	

Audi 數位音樂介面 ( 包含一組 USB-A 與一組 USB-C 插槽 )

▲ 	

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可將智慧型手機與您的 Audi 連結。它可以透過 USB 將 
 智慧型手機的內容直接且無落差地傳送至 MMI 顯示器。您可以利用 MMI 顯 
 示器和智慧型手機之聲控功能方便地控制導航、電話、音樂以及特定的第三 
 方應用程式

您可透過您的 Audi 夥伴取得 Audi 原廠配件所提供的相容轉接線資訊。

當車輛靜止後且煞車踏板已踩著一段時間，即使鬆開煞車踏板後，煞車力道

將維持短暫時間。此自動煞車功能在任何坡度都讓斜坡起步更輕鬆與舒適。

在系統極限範圍內，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利用雷達偵側前方車輛，
並在控制範圍內盡可能地保持與前方車輛固定的距離與時速。控制時速範圍

從 0-200 km/h ( S-tronic 車型 )。在走走停停的交通狀況下，S-tronic 車型
可以在特定情況中自動煞車至靜止與自動起步。系統透過方向機柱上獨立的

撥桿進行操作。

可調整車距設定，並使用 Audi 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或 ACC 選單進行設定。
包含 Audi pre sense front 前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在系統極限範圍內，Audi pre sense front 前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利用前
方雷達偵側車輛前方的區域，同時針對前方具有潛在危險的靜止或行駛車

輛提供駕駛者視覺與聲音的警示。如果駕駛者沒有反應，系統將以短暫煞車

以提醒駕駛者。若駕駛者仍無反應，Audi pre sense front 前方預警式安全
防護系統將於系統極限內啟動全力自動煞車，以降低碰撞的嚴重性或甚至預

防碰撞。

總輸出功率 180 瓦的 6 聲道擴大機，以及包括中央揚聲器與重低音揚聲器在
內的 8 支高傳真喇叭，為您呈現無與倫比的音樂響宴。

效果非凡的環繞音效，得自於總功率輸出 560 瓦的 12 聲道擴大機與包括儀
表板中央聲道在內的 11 支高傳真喇叭。藉由儀表台中的 4 支揚聲器、C 柱中
的 2 支揚聲器和 Fraunhofer 的 Symphoria 科技，確保了全新虛擬 3D 音效
震撼的聽覺體驗。

Symphoria 音效科技為原始的聲音與均衡的環繞音效提供更廣的空間感：廣
度、深度與高度。這可為車內空間帶來前所未有的音場空間效果，車內空間感

覺更寬廣，讓音樂可以無壓縮的原音重現。同時，聲音的重現充滿真實感，3D 
效果的等級始終精確地根據音頻來源而提供。

顯示內容包含：

▲

車速、時間、里程、車外溫度、可行駛里程油量警示、檔位變換建議

▲

當前廣播電台或音樂曲目  

▲

電台與多媒體列表 

▲

電話選單 ( 需搭配多功能方向盤 )

包含短里程與總里程記憶的旅程電腦提供了平均與當前油耗、可行駛里程、平

均時速、已行駛時間與距離等資訊。整合於內的高效能程式提供駕駛者油耗數

據總覽與節能駕駛小技巧，包含駕駛注意力警示系統。

功能包含：

▲

8.8 吋彩色螢幕 (1,280 x 720) 含 MMI 觸控螢幕

▲

藍牙免持通訊裝置  

▲

SDXC 讀卡機插槽及 USB 插槽 

▲

6 組被動式揚聲器；前座 4 組，總輸出功率 40 瓦，後座 2 組共 20 瓦

▲

從 MMI 觸控彩色顯示幕延伸至前車門三角飾板的亮點表面為黑色玻璃外觀

 車室置物收納套件  藍牙免持通訊裝置 

 Audi side assist 車道變換輔助系統 ( 盲點警示 ) 

 前後停車警示系統 

 Audi drive select 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 

 胎壓監測警示系統 

 Start-stop 引擎自動啟動 / 熄火系統 

 Park assist 自動停車輔助系統 

 Audi active lane assist 主動式車道維持及偏離警示系統  

 Audi pre sense basic 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 

 斜坡起步輔助系統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Audi pre sense front 前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Audi sound system 5.1 聲道環繞音響系統 ( 8 支喇叭 ) 

 Bang & Olufsen 3D 頂級環繞音響系統 

 10.25 吋全數位儀表板 

 10.25 吋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 

 MMI radio plus 多媒體系統 

創新前衛的 10.25 吋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整合了完整的 MMI 功能，
能依據駕駛人需求提供彈性化的專屬資訊顯示，例如：車速 / 引擎轉速、地圖
畫面、收音機 / 媒體資訊等。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可透過多功能方向盤
及 MMI 觸控螢幕進行操作，多功能方向盤上的 VIEW 按鈕可供切換 2 種不
同尺寸的圓形儀表呈現樣式：小尺寸儀表顯示可讓行車電腦和 MMI 內容呈
現在顯示幕上較大的清晰區域，也可將行車電腦數值配置於轉速表內。搭配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即可於 10.25 吋高解析度彩色顯示幕上
以 3D 地貌模型顯示導航地圖。

     Audi pre sense front 前方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Bang & Olufsen 3D 頂級環繞音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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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可複製 
 才能無可取代 

Audi Genuine Accessories 原廠配件提供您的 Audi A1 Sportback 更多樣的風格選擇，
讓您在享受頂級德藝品質外，更能打造自我獨一無二的品味。

風格美學，從不可複製開始。

 行李廂防護底板：防止髒污，確保行李空間始終如新。 

 全天候腳踏墊附 A1 字樣：完美貼合，並防止髒汙。 

 車頂架及行李箱：Audi 專屬設計，可輕鬆上鎖，亦可由兩側迅速開啟。  
 提供兩款顏色與三種尺寸。   

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Audi 原廠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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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Audi，100% 服務

為了實踐關懷車主的承諾，Audi 服務專線 0809-092-834

提供 Audi 車主全方位的道路救援服務、各項商品、服務查詢等其他協助。

我們《 一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時 》都有專人為您服務。此外，您若有任何車籍資料或通訊資料變更，

也請儘快通知 Audi 服務專線，以確保您能收到 Audi 寄送給車主的所有訊息。

Audi Top Ser vice

Audi 展示中心及服務廠

引進德國總公司 Audi Terminal 概念，精心打造 Audi 展

示中心，呈現摩登美學與動感線條。Audi 服務廠亦以同樣

新穎、充滿現代感的設計，延伸空間創新概念。其中原廠技

術服務人員的制服、頂高機、家具、特殊工具設備及維修設

備，皆由德國原裝進口。

新車五年 / 十萬公里原廠保固

從您的新車交車日或首次掛牌日起（先到者為準），我們將提供給您的愛車五

年或十萬公里內（先到者為準）的原廠保固，三年內則不限里程，保固內容及

限制如下：• 新車前三年內享有無限里程的原廠保固。• 新車在第四年及第五

年，若行駛里程數未滿十萬公里，仍享有原廠保固。• 前述保固期間之起算日

為新車交車日或首次掛牌日中較早之日期。所有符合保養週期紀錄的檢測及

保養工作皆依 Audi 車主手冊之規定執行。

道路救援服務

Audi 提供車主與新車保固相同期間之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全天候 24 小時待命，並且全年無休，讓您永無後顧之憂。

主要服務的項目包括：免費緊急修理、免費一般載運服務、

長程載運交通費用補助、短程計程車車資補助。 

Audi Genuine Parts 原廠零件

Audi Genuine Parts 原廠零件均針對 Audi 旗下個別車款

量身打造，完美滿足不同性能需求，並在嚴格的生產過程中

通過各種安全測試，確保高品質水準。

德國原廠標準作業流程

Audi 提供高效率且值得信賴的服務，配合技術純熟的服務

顧問與專業團隊，以最高規格，帶給所有車主專業且愉悅

的感受。導入德國原廠的標準作業流程，同時由遠自德國

Ingolstadt 原廠派駐台灣的技師親自支援，德國原廠並定

期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

以上各項服務項目的詳細內容請洽車主使用手冊或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及服務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