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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aggable很可以

 設計 #新秀崛起 第 06 頁 

 資訊娛樂系統 #現在就是未來 第 18 頁 

 內裝 #隨你搭配 第 22 頁 

 行車動態 #行路無阻 第 26 頁 

 配備、車型及套件 #跑格至上 第 32 頁 

 特色及原廠精品配件 #多才多藝 第 44 頁 

    為什麼我們要去定義一部電影、一首歌、甚至是 #一台車
        就像你的生活，其實從不需要被定義
            不受拘束，讓心自由
        路很遠、天很大，而你，很可以
    這就是 #untaggable 這就是 Audi Q2，這就是你！
          
配備眾多創新技術和全新的獨特風格，在城市或營地、百搭你的日常生活。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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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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遇而安
Audi Q2 在北歐的公路旅行是一趟探索之旅，尋覓偶然遇見的特別人、事、物。
                打開  Audi 原廠中文導航系統，隨興點選目的地並踏上尋找新觀點的旅程，
         意外的秘境之旅並不需要別人來定義。

     對於大多數旅客來說，smallesthotel 在哥本哈根  Central Hotel & Café  是一個  
 知名的打卡景點。這裡只有一間單人房供旅客入住，但風格獨具的氛圍仍然吸引  
 大批的觀光客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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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新秀崛起
只要一眼就能看出  Audi Q2 隱藏著純正  Audi 血統的本質 ─ 全方位聚焦。 
           外觀具備綻放風采的運動感。
    多邊形的車身肩線強調大尺寸輪弧，伴隨著精巧呈現的鮮明風格。 
無論遇到哪一種路況，Audi Q2 都能展現自己的新秀作風。
                  

     這是斯德哥爾摩的  Rålis Skatepark 滑板公園 ─ 原先它只是陸橋下方未使用的閒置區域，如今，  
 它蛻變成為許多知名滑板玩家的發源地，如同台北新生高架橋下的滑板練習場一樣，  
 聚集了新世代的各式新秀，展現自我的獨特作風。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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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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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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狂想曲

     大膽的創作，從不會因為其他人的期待而受限。在哥本哈根的 Superkilen公園中就有  
 一個特別的區域能展現各式各樣的不同文化，為建築與空間的創意激發想像力。  
 就像 Audi Q2 一樣，提供各式客製化的外觀以展現你多樣化的風貌。

       反轉的設計感，無論你從哪個角度看，Audi Q2 都是一個顛覆傳統的全新設計。
吸睛的六邊形水箱護罩配上獨特五邊形車尾燈設計，C 柱飾板結合懸浮式車頂設計，玩出你的 freestyle。
       最後以客製化的 C 柱飾板作為收尾，都讓外型變得更具運動與年輕的氣息。
    內裝的部分在車室內的氣氛光感流體飾板，更提供前所未有的多樣化選擇，打造你的專屬品味。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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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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

不管任何時刻，都要挑戰既有框架。 
            Audi Q2 具有獨樹一格的外型。藉由全新六邊形水箱護罩，開啟了Audi 設計領域的新面向，讓車頭發揮獨一無二的姿態。
        標配的 LED 頭燈也同樣注入幾何設計。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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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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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aggable 意味著沒有人能為你決定你想要的樣子。
針對 Audi Q2 的 C 柱飾板，你將擁有不同材質與色系的搭配選擇，
     更能強調出 Audi Q2 的運動化特色。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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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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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彈性空間，隨你運用都很可以。  
可升級電動啟閉尾門，賦予舒適且毫不費力的尾門啟閉動作。

     另可搭配 40:20:40 後座長椅傾倒功能，更可彈性擴大  Audi Q2 的行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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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德哥爾摩老城區的建築物，打破你對北歐極簡建築風格印象。格外醒目的牆面利用  
 特殊的壓製工序，打造出立體浮雕的視覺。恰巧呼應 Audi Q2 豐富線條設計的外觀與精湛  
 的板金壓製技術，每一道車身稜線都完美詮釋了 Audi 極致造車工藝。

Audi Q2

設計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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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資訊娛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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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一切誰也料想不到。但是  Audi Q2 卻能實現更現代化的移動體驗。
  藉著多樣化的資訊娛樂系統功能，再搭配上  Bang & Olufsen 音響系統1創新的聲波透鏡科技，

    即使是車室內垂直分佈的空間，也能夠均勻的讓聲音擴散，
           滿足聽覺的精準要求，讓你更享受每一趟旅程。  
    

#現在就是未來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¹ 選配。



Audi Q2

資訊娛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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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見識
       在  Audi Q2 的車室內，更有許多可搭配的高科技配備完整你的每一趟旅程。
             選配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能賦予你更直覺的駕馭體驗，協助你保持在最佳視角，
          同時獲得行車所需的完整資訊，無需移動視線。
     抬頭顯示器可將最重要的資訊和通知內容，直接投射到駕駛人的視線範圍內。
   而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的 3D 地圖顯示，也能在  8.3 吋彩色顯示幕上享有完整的資訊內容。
        不僅如此，靠著  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¹, ²，只要按一下就能享有眾多你最愛使用的應用程式。
     當他人還在試著為  Audi Q2 歸類的時候，你早已經掌握住自己的動向。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¹ 智慧型手機製造商有責任對藉由  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在車內所顯示的所有內容和功能負責。
² 有關是否適用於不同國家的資訊，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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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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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受框架限制，是為了放大你的特色。

     Audi Q2 的內裝賦予你更多的自由選擇。
  從飾板顏色、座椅縫線及配色中打造更具專屬風格的內裝搭配。
      

#隨你搭配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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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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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 Q2 能讓內裝的特色發揮到淋漓盡致。
         氣氛光感流體飾板提供創新樣式的內裝跑車化個性，是 Audi Q2 的一大亮點。
進入車室內，你的視線將不自覺聚焦於儀表板和中控台，注入  LED 技術而呈現獨一無二的光澤感，
         更能因應白天與夜晚而產生不同的照明效果。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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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行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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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無阻

        Audi Q2 擁有許多值得你一一探索的特色，駕馭的感受與體驗是最為鮮明的一大亮點。
           先進的跑車式轉向系統，賦予車輛更高的靈活性並且能降低急彎以及駐車期間的轉向力道。
         不管你前往的方向為何，都能體驗百分之百的自主性。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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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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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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塗鴉只能在廢棄的大樓外牆?  
 如果有機會來到瑞典的  Rågsved 工業區，你可能會目不轉睛。  
 因為這裡是瑞典最令人驚嘆的藝廊區，最頂尖的塗鴉藝術家都在這裡大膽創作。  
 這是  #untaggable 的態度，處處都是展現自我的舞台。

#絕對領馭
        每一位  Audi Q2 乘客都能體驗無比舒適的乘坐感受。
全車標配的 Audi drive select 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搭配主動式懸吊系統，
   可調整車輛的各項動態功能，以適應你的個人喜好，藉此創造出更強勁或更有效能的駕馭。
        這也是  #untaggable 所要傳達的核心意念，隨時隨地、隨心所馭，很可以。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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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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所馭

     因為每一次的未知旅程，我們才得以讓自己跳脫過去的框架。  
         這次我們將過去與未來完美結合，將你所熟悉的極致造車工藝，
     結合全新混搭無違和的設計理念，再再體現了這台 Audi Q2 #untaggable 的 DNA。
          你可以給  Audi Q2 各種定義，
     但最重要的是當你每次駕馭時，它所帶給你的不同驚喜。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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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行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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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ine 外觀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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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格至上
更多細節，更加運動。  
     S line 外觀套件能再度突顯  Audi Q2 的動態車身線條，  
  同時運用了熱血十足的細節，來創造有別以往的特色。

 #2   後保桿與整流鰭片，搭配鍍鉻排氣雙出尾管。

 #3   S line 鋁質門檻飾板  #4   S line 外觀套件專屬側裙 

 #1   霧面鉑金灰水箱護罩、前保桿及側裙出眾的運動化設計，  
 搭配前葉子板的 S line 徽飾。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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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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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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配色
決定好了嗎？你最愛的烤漆顏色。  
        在你的愛車上，烤漆不只是一道而已，而是整整四道烤漆。
   確保有光芒四射的外觀，並且能提供對環境以及磨耗的防護作用。
              

 #1 金屬拉丁紅 

 #2 冰晶天壇藍 

 #3 金屬冰川白 

 #1  #2  #3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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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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圈

36 37

#率性輪圈
        利用  Audi  輪圈突顯  Audi Q2 的特色與風格。 
以你喜愛的設計，彰顯強悍的外觀來犒賞自己，同時兼顧安全性。  
       Audi  輪圈接受過特定的測試步驟，  
    經歷過十分嚴格的測試，擁有非常優異的品質。

 #1 

 #2

 #3 

 #4 

 #1   19 吋五輻式 Audi Sport 亮面媒黑色轉子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  
 高亮度拋光表面。 

 #2   17 吋五輻式 V 形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 

 #3   18 吋五輻式動感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局部拋光對比灰色。 

 #4   18 吋五輻式 Audi Sport 霧面鈦金屬越野設計鑄造鋁合金輪圈，  
 高亮度拋光表面。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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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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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艷內涵
十足的個人風格。  
        連最細節處也進一步細緻化。以高品質的  Audi  飾板創造有型的亮點。
   精選材質的魅力 ─ 依據個人品味來結合的個性特徵。

 #氣氛光感流體飾板

#搶眼座駕
獨享專屬座椅，前、後座椅都享有絕佳的舒適性： 歸功於高品質用料與頂級工藝水準。  
無論你選擇哪一種座椅包覆：你都可以舒適地乘坐。

38 39

座椅

 #霧面鋁質刷紋



#  照明

#  車內照明

#  方向盤 /控制介面

#  後視鏡

#  玻璃

#  恆溫空調 #  置物 /載物 #  導航控制系統

#  音響系統

#  儀表顯示系統

#  關閉系統

#  外觀設計

#  內裝設計

  

環艙氛圍照明 ( 多彩 )
環艙氛圍照明套件包括：

▲

儀表板氣氛燈飾 ( 10 色可選 )

▲

前座中控台氣氛燈飾 ( 10 色可選 )

▲

前座車門燈飾條內含程式化車室氛圍燈

三輻式真皮多功能方向盤附換檔撥片

內含全尺寸輔助氣囊、可調整高度及深度，並具備 12 組按鈕用以操作車上提供
之資訊娛樂設備，例如媒體種類、電話、導航及自訂按紐等功能。

車外後視鏡 ( 附電動折疊 / 電動調整 / 加熱功能 )
整合 LED 方向燈的車外後視鏡，可電動調整、加熱及折疊，含廣角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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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色隔熱玻璃

淡綠色隔熱前後車門玻璃及後擋風玻璃；後擋風玻璃為加熱式，附定時器。

日照感應式雙區獨立恆溫空調

電子式調節空氣溫度、風速與風向，駕駛與前乘客可個別進行溫度控制。

高階後座套件

後座椅背可以 40:20:40 比例收折及完全收折，附中央扶手及置杯架。

車室置物收納套件

靈活載運物品以及輕鬆出遊，包含：

• 前座椅背上的置物袋 • 前座乘客座椅下方置物空間
• 中央扶手區 12V 後座插座 • 前座乘客側儲物空間
• 前座腳踏區多用途固定點 • 可上鎖手套箱
• 行李廂置物網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旋鈕附觸控手寫功能
• 配備高解析度電動收納 8.3 吋彩色顯示器的原廠中文導航系統
• 附各種觀光資訊與城市模型顯示的 3D 地圖呈現
• MMI 搜尋：於輸入時利用智慧型目的地建議功能進行任意文字搜尋
•  詳細路線資訊：地圖預覽、替代路線選擇、興趣點、車道建議、高速公路匝
道及詳細路口地圖等等

•  旋鈕附觸控手寫功能：觸控感應式控制面板，可供快速、直覺化的操作，
例如利用手寫辨識輸入目的地，以及自由移動和縮放地圖

• 以中文輕鬆聲控資訊娛樂系統
• 將導航地圖另外顯示於 12.3 吋全智能液晶儀表
• 內建音樂記憶體 (10GB)
•  DVD 播放機 ( 支援 MP3、WMA、AAC、MPEG-4 )，可播放影片 DVD

Audi sound system 5.1 聲道環繞音響系統 ( 10 支喇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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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支高傳真喇叭，為您呈現無與倫比的音樂饗宴。

Bang & Olufsen 音響系統
效果非凡的環繞音效，得自於總功率輸出 705 瓦的 15 聲道擴大機與包括儀表
板中央聲道在內的 14 支高傳真喇叭、配備備胎室內的重低音。附鋁質飾邊的
專屬揚聲器護蓋和前低揚聲器的 LED 照明，呈現出完美的設計品味。輸出聲音
會根據麥克風所接收到的行車和背景噪聲持續調整。搭配 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旋鈕附觸控手寫功能，可結合 3G plus 資訊硬體整合系統與 DVD 
光碟機，忠實呈現 5.1 環繞音效。

12.3 吋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
創新前衛的全數位式 12.3 吋全智能液晶儀表整合了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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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 
控制面板或旋鈕附觸控手寫功能進行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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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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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吋高解析度彩
色顯示幕上以 3D 地貌模型顯示導航地圖。

電動啟閉尾門

透過車鑰匙、駕駛側車門上的按鈕或行李廂蓋把手凹口內的按鈕開啟；透過行

李廂蓋內側按鈕、駕駛側車門按鈕或長按感應式鑰匙關閉。包括動力輔助關閉

及設定行李廂蓋開啟角度。

感應式鑰匙系統

僅需隨身攜帶鑰匙即可進出。藉由引擎啟動 / 熄火按鈕即可啟閉引擎。可經由
駕駛座及前乘客座車門把手上的感知器，從車外將車輛上鎖及解鎖。亦可從

行李廂開啟。

C 柱飾板: 羽絨白 
C 柱飾板: 霧面鈦金屬灰

氣氛光感流體飾板及環艙氛圍照明套件

氣氛光感流體飾板由儀表板下方延伸至前座中控台，除此之外，中央扶手區兩

側也搭配同色的光感流體燈飾，並搭配環艙氛圍照明套件，點亮車室氛圍。

黑色織布頂篷
採用黑色布面材質。

LED 頭尾燈組 ( 含動態指示方向尾燈 )
LED 極光頭燈提供精準並近似日光的路面照明，不僅提升安全及舒適性，更節
能並延長使用壽命。LED 極光頭燈組包含： 

▲

日行燈  ▲

近光燈

▲

全天候燈 ▲

定位燈 

▲

遠光燈 ▲

高速公路燈 

▲

方向燈 ▲

十字路口照明 ( 需搭配 MMI 導航系統 ) 

▲

全自動動態頭燈照明範圍控制 ▲

轉向輔助照明

▲

動態指示方向尾燈

光線 / 雨滴感知器
自動控制開燈功能、擋風玻璃雨刷以及返家 / 離家照明功能，自動延遲關閉 /
開啟頭後車燈與牌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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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 navigation plus 多媒體系統

 #12.3 吋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電動啟閉尾門

#日照感應式雙區獨立恆溫空調

 

#氣氛光感流體飾板及環艙氛圍照明套件

#LED 尾燈組#LED 極光頭燈組

#C 柱飾板：霧面鈦金屬灰#C 柱飾板：羽絨白



 #Audi pre sence basic 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  電話

#  m y S m a r t p h o n e

#  行車動態 /剎車

#  技術 /安全

#  輔助系統

藍牙免持通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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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免手持通話
• 藍牙音訊串流功能
• 訊息同步顯示
• 語音操作手機功能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Audi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主動為您分擔行駛中的所有突發狀況。
距離控制、煞車及加速功能，都將一目瞭然地顯示於儀表板中，為您與家人

自動獻上最安全的守護。

Audi 智慧型手機介面

可將智慧型手機與 Audi 車輛連線。它可以透過 USB 將智慧型手機的內容直接
傳送至 MMI 顯示器。
您可以利用 MMI 控制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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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 drive select 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

可將車輛的反應特性設定成下列模式：自動、舒適、動力、節能和個性化。

節能模式可將選擇此模式的系統轉變成節省油耗的基本設定。

跑車式轉向系統

透過 Audi drive select 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 ( 自動、舒適、動力 )，可依據速度
和轉向角度改變轉向比。

賦予車輛更高的靈活性及駕駛時的舒適度 ( 例如：在蜿蜒的鄉村道路或轉彎時 )
並且能降低轉向力道 ( 例如：停車及移動時 )。

後座 ISOFIX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扣

用以固定 ISOFIX 兒童座椅的標準拖架；所有後座皆有額外的固定點，後門上
有手動兒童安全鎖。可向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洽詢建議使用的兒童座椅。

胎壓監測警示系統

當一個或多個輪胎失壓時，系統會透過畫面及警示音提醒駕駛人，駕駛資訊

顯示系統亦會顯示胎壓異常的輪胎。

Start-stop 引擎自動啟動 / 熄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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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駕駛人鬆開煞車後就會重新啟動引擎。可隨時透過開關將此功能關閉。

Audi side assist 車道變換輔助系統 ( 盲點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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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 pre sense rear 後方預警式安全防護 " 及 
"Audi exit warning system 離車安全警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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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 side assist 車道變換輔助系統  (盲點警示 )

#  停車系統

前後停車警示系統

車頭與車尾聲響及圖像輔助停車警示系統。MMI 顯示幕上會出現一個對應的
影像，此影像會依據目前彎道半徑與行駛方向顯示與所有已辨識物體間的

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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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倒檔或按下中控台上的按鈕後啟動，以及到車輛與

物體距離不到 90cm 時會自動啟動。

Park assist 自動停車輔助系統

系統將利用超音波感知器搜尋合適的路邊停車位，並在停入和駛離時以自動轉

向動作提供輔助。計算垂直停車位的正確停入路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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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景圖像顯示功能則會視轉向角度提醒駕駛注意車輛周圍的障礙物，並支援多

次調整的停車方式。

按下中控台上的按鈕後即可啟動。

Audi pre sense basic 預警式安全防護系統

整合車輛多方資訊，判別當下行車狀況，並於必要時執行乘員防護的預備動作。

這些措施包含：束緊安全帶、啟動故障警示燈以及關閉玻璃天窗及電動車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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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坡或下坡路段一定時間內固定住車輛。系統透過按鈕啟動，讓駕駛可從容

暫停 / 起步。

Audi cross traffic assist rear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可協助駕駛倒車駛出垂直停車位。 如果偵測到有車輛接近，
系統會透過 MMI 顯示器提醒駕駛，而在可能發生碰撞的情況下，則會以警示
聲另外警告駕駛。系統若整合 "Audi pre sense basic 預警式安全防護" 可提供
更多主動安全防護。

# Audi cross traffic assist rear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前後停車警示系統

#Park assist 自動停車輔助系統

#ACC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4 
  

駕駛人操作駕駛人操作

以數個動作支援停駐 

協助前進或倒退停駐
轉交給駐車轉向輔助

協助進入和離開

停車位

Audi Q2

特色及原廠精品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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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後方駐車系統¹ – 擁有計算行駛路徑的動態顯示元件  

 #2   Audi 全數位虛擬駕駛座艙 – 全數位化儀表板結合高解析度 12.3 吋  
 彩色顯示幕 

 #3   抬頭顯示器 – 能在需要時將駕駛人相關資訊直接投射到駕駛人  
 的視線範圍內

 #4 自動停車輔助系統¹ – 讓停駐車輛和操控更為輕鬆 

 #3 
  

 #1  #2 

 #4 
 

#多才多藝
    Audi Q2 – 這輛優異的車款，   
會以多樣化的高品質配備讓你印象深刻。  
       還有許多其他激發你靈感的特色。

台灣市場目前尚未配備 quattro 項目，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部分圖示和敘述的內容為選配，可能需要額外加價。 
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標準及選購配備的詳細資訊。
¹ 請注意：這些系統只能在其系統設計極限範圍內協助駕駛人。然而，駕駛人仍舊得對駕駛車輛負責，並且需要保持專注力。



Audi Q2

原廠精品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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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讓  Audi Q2 如此無與倫比？那就是你自己的想像。配備  Audi  原廠精品配件，你就能讓想像成真。 
         無論是奔放的野外或是喧囂的城市，你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體驗  Audi Q2。  
     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了解更多配件相關的資訊。

 #1  充氣式鑽型露營帳篷能拉近與愛車的距離。  
 亦可選配 Audi Q2 車頂架與行李箱來豐富  
 每一趟旅程。

 #4  五輻式造型鑄造鋁合金輪圈。  #5  兒童安全座椅系列，擁有適合 9 至 18 公斤   
 ( 約 12 個月至 4 歲 ) 兒童的各種版本。 

 #3  行李廂襯墊，可清洗且堅固耐用。   #2  可攜式咖啡機，在路途中享受含有細緻泡沫的  
 絕品咖啡。 

#以你為設計靈感

註：後座 ISOFIX 底座是 Audi 兒童座椅的必要配備。
該兒童座椅展示的車款並非 Audi Q2，請洽全台 Audi 授權經銷商取得更詳細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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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udi，100% 服務

為了實踐關懷車主的承諾，Audi 服務專線 0809-0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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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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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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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 Q2

Audi Top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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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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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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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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