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 fortwo coupe 規格配備表
適用於 2015 年 1 月起生產之車輛 (年式代碼 805)

幻彩限量特仕版-規格配備表

適用於 2019 年 3 月起生產之車輛 

(年式代碼 809＋059) 

 >> The new smart 

for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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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訊及建議售價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引擎型式 直列三缸 汽油引擎

燃油種類 95 無鉛汽油或以上

排氣量 c.c. 999

最大馬力 hp1 / rpm 71/6000

最大扭力 Nm1 / rpm 91/2850

加速性 0∼100 km/h (秒 sec) 15.1

極速 km / h 151

全長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2695

全寬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1663

全高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1555

軸距2 mm 1873

行李廂容量 (公升) (VDA) 260-350

最小迴轉直徑 (m) 6.95

空重 / 總重3 kg 935/1180

變速箱型式 Twinamic 六速雙離合器變速系統

驅動方式 後輪驅動

綜合油耗 (原廠測試數據) 4.1 l/100 km

建議售價 (NT$) 822,000

1. 數據係根據 DIRECTIVE 80/1269/EEC 目前適用的版本測得。
2. 所有丈量尺寸皆以公釐為單位，數據為平均值，以未負重之標準規格測量。上列數據皆為參考用，請以實車為準。
3. 數據係根據 DIRECTIVE 92/21/EC，95/48/EC 版本之 (空載總重包含油箱加滿 90%、駕駛 68 公斤和行李 7 公斤)標準規格車輛。額外選配配件及其他附件通常會增加此一數據因而減少乘載重量。
 
■ 本產品規格配備表僅供參考，應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準。
■ 賓士原廠保留對車輛暨配備功能改善及設計調整之權利。
■ 本型錄所標示之各項測試數據 ( 例如加速時間等) 係在控制變因下所測得，實際駕駛時因受各項變因影響而會有所不同。



標準安全及輔助系統

車輛安全性及駕駛者輔助系統並非以在任何(危急的)操控情況或意外事故中皆會作動來作為設計的出發點。
特定系統的作動與否，取決於是否達到個別系統必要作動標準之許多因素的組合。

例如，包括氣囊在內的乘員輔助防護系統 (SRS)  並不是在所有類型的意外事故中都會展開。
氣囊是否展開需視各種因素 (包含：意外的嚴重程度、車速、撞擊物體及各座椅是否有人乘坐) 的複雜組合結果而定。
氣囊僅為一項輔助的防護系統，因此終究無法取代座椅安全帶的正確使用。以上未能詳盡之處，請洽台灣賓士授權銷售據點。

主動式安全輔助
預防撞擊警示系統

ESP 電子操控系統 

ABS 防鎖定煞車系統 

BAS 煞車輔助系統 

側風穩定輔助功能

上坡起步輔助功能

TPMS 胎壓偵測系統

LED 日間行車燈

前霧燈

頭燈照射水平調整 (手動)

車側方向燈

LED 第三煞車燈

駕駛座側雙曲率後視鏡

行進時車門自動上鎖裝置

倒車雷達

防護式安全輔助
單觸電動窗附防夾功能

tridion 安全車體

雙前座氣囊

雙前座側邊氣囊

三點式安全帶附束力限制與預縮功能

雙前座安全帶未繫偵測功能

ISOFIX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裝置

中控鎖

後擋風玻璃雨刷

後擋風玻璃附電熱除霧功能

故障標示三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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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配備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鋁圈型式/尺寸

15 吋五輻雙肋式黑色鋁圈 (代碼 R87)
前：165/65 R15，後：185/60 R15

黑色水箱護罩

同色水箱護罩

全景式車頂附車頂遮陽板 ●

後擾流尾翼 ●

車側後視鏡罩 黑色 (代碼 V17)

電動調整及加熱車側後視鏡 ●

 ●：標準配備                   ◎：可選配                   X：不能加裝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座椅及內裝配備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座椅材質

黑色織布 (代碼 07U)

內裝配色

黑灰雙色內裝 (代碼 56U)

儀表板附顯示幕

3.5 吋彩色顯示幕

舒適套件 (代碼 P74)
‧高度可調式方向機柱 
‧駕駛座高度調整

‧電動調整及加熱車側後視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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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 / 音響 / 通訊系統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空調及音響套件 (代碼 P31)
‧自動恆溫空調

‧smart 音響系統附 AUX/USB 介面、藍牙介面、數位音樂匯流功能 
(audio streaming) 及FM/AM 廣播

‧2 具揚聲器

●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真皮方向盤 ●

ECO start/stop 引擎怠速節能啟閉功能 ●

直效操控系統 ●

定速巡航 ●

中控台附置物空間 (代碼 J58) ●

駕駛座眼鏡盒 (代碼 B18) ●

前乘客座把手 (代碼 I18) ●

行李廂蓋置物盒 (代碼 J55) ●

行李廂護簾與置物網 ●

車門遙控器 ●

折疊式鑰匙 ●

12V 電源插座 ●

補胎組 ●

旅程電腦 ●

駕駛座時鐘及轉速表 ●

 ●：標準配備                   ◎：可選配                   X：不能加裝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鹵素頭燈附 LED 日行燈 (代碼 K32) 雨滴感應式雨刷與自動啟閉頭燈 (代碼 V54)LED 尾燈

安全輔助系統

LED 與便利套件參考圖示 ( 代碼 P25)

代碼 選配名稱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P25

LED 及便利套件
‧鹵素頭燈附 LED 日行燈與 LED 尾燈 (代碼 K32)
‧前霧燈附轉向照明功能 (代碼 U37)
‧雨滴感應式雨刷與自動啟閉頭燈 (代碼 V54)

●

 ●：標準配備                   ◎：可選配                   X：不能加裝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註：車色以實車為準，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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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及內裝套件 Passion 套件參考圖示 (代碼 ICLA)

54 1 6

代碼 選配名稱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ICLA

外觀

1. 15 吋五輻雙肋式黑色鋁圈 (代碼 R87)
2. 可上鎖維修蓋 (代碼 V32)
3. A 柱下方三角區塊 passion 字樣鑲飾
4. 黑色水箱護罩飾板 (代碼 4U2)
5. 黑色車側後視鏡罩 (代碼 V17)

內裝

6. 黑色織布儀表板與車門飾板，黑灰雙色內裝 (代碼 56U)，黑色織布
    座椅 (代碼 07U)
7. 霧銀色內車門把手
8. 三輻式真皮包覆多功能方向盤
9. 真皮包覆排檔頭
10. 駕駛座與乘客座遮陽板附化妝鏡
11. 中控台附抽屜、前座雙置杯架
12. 駕駛座眼鏡盒 (代碼 B18)

●



PK0 午夜藍 PK3 胭脂紅 PK4 謎樣綠 PK5 型格黑

選用配備
幻彩限量車色 & 同車色 tridion 安全車體

代碼 選配名稱 smart fortwo 52kW 幻彩限量版

PK0 特選色-午夜藍 0

PK3 特選色-胭脂紅 0

PK4 特選色-謎樣綠 0

PK5 特選色-型格黑 0

X：不能選配                   0：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設計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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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製作日期為： 2019年 07月 01日。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可能於表格製作後有所更動。有關各項配備詳細敘述請參考該車系型錄。

▇ 在不影響客戶權益且兼顧到合作廠商權益的狀況下，Mercedes-Benz 原廠保留交車前後的產品設計、型式、顏色、規格及配備調整之權利。

▇ 本表所刊載有關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之任何 Mercedes-Benz 原廠或合作廠商商標或數據，非經同意，他人不得引用或轉載。

▇ 本表所刊載之產品外觀及內裝顏色，可能因印刷過程之限制而導致與實車有所差距。

▇ 有關現行產品，請與最近之台灣賓士授權銷售據點洽詢當地市場銷售之車型、規格、配備、顏色及建議售價等相關特定資訊。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 www.mercedes-benz.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