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ESTER 2.0i-S EyeSight e-BOXER

360度全景式鏡頭顯示系統 伸縮式行李蓋 原廠真皮座椅 SUBARU智能駕駛系統(SI-Drive)

可調式X-Mode操控系統 SRH轉向感應頭燈 可調校軚環軸 USB及AUX音效輸入裝置

油箱容量 (L) 48

後座中央手枕連杯架

自動靜止輔助功能 (AVH) 8寸高級音響顯示系統 獨立雙區自動恆溫空調系統 電動泊車制動器

EyeSight 駕駛輔助系統 後座 USB 充電插頭 高級資料顯示儀表 引擎自動啟動熄火系統

馬達

力量 (PS) 16.7

力矩 (Nm)

類型

最大馬力(PS/rpm) 150 / 6,000

最大扭力(Nm/rpm) 196 / 4,000

輪胎尺寸 225 / 55 R18

車重 (Kg) 1,664

離地距 (mm) 220

引擎

類型 Subaru Boxer® 水平對向 4 汽缸，雙頂凸輪軸 (DOHC)，16 活瓣，直噴式

排氣量(cc) 1,995

尺寸 及 重量

⾧ / 闊 / 高 (mm) 4,625 / 1,815 / 1,730

輪距 (mm) 2,670

永磁同步馬達

通風式剎車碟 / 通風式剎車碟

懸掛系統 (前輪 / 後輪) 獨立麥花臣式 / 獨立雙搖臂式

LED車頭霧燈 車頂行李架

LED頭燈及自動調節裝置

電動摺合式門邊鏡連指輝燈

彈出式頭燈清洗裝置

電動玻璃天窗

LED車頭霧燈 LED 日間行車燈

外形

波箱 Lineartronic CVT 無段變速自動波箱

制動系統 (前輪 / 後輪)

66

車頂擾流器 鯊魚鰭天線

底盤 及 懸掛系統

自動感應開關頭燈

4 路式防鎖死剎車系統 (ABS) 連電子制動力分佈裝置 (EBD) 緊急停車燈號

Active Torque Vectoring主動式扭力引導系統 ISO-FIX® 兒童座椅固定裝置

煞車輔助系統 安全制動踏板系統

煞車優先系統 全車門側內置安全防撞桿

引擎防盜上鎖裝置 SRS 前座，前座側，全車窗簾式安全氣袋

車輛動態控制系統 (VDC) SRS 駕駛席膝部安全氣袋

雨點感應開關水撥

智能搖控車匙及按制啟動引擎

* Safety rating applies to vehicles tested in specific markets

功能及便利

安全設備

密碼登入系統 多功能方向盤附定速巡航系統 方向指示燈快捷裝置

換檔撥片 倒車自動煞車輔助系統 電動尾門開關附高度記憶功能

8方向電動調校駕駛席及側鏡記憶系統 8方向電動調校前座椅 60/40 摺合式後座椅 後排冷氣出風口

鋁合金腳踏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資訊娛樂系統



FORESTER 2.0i-S EyeSight e-BOXER GT Edition

360度全景式鏡頭顯示系統 伸縮式行李蓋 原廠真皮座椅 SUBARU智能駕駛系統(SI-Drive)

可調式X-Mode操控系統 SRH轉向感應頭燈 可調校軚環軸 USB及AUX音效輸入裝置

底盤 及 懸掛系統

LED頭燈及自動調節裝置

電動摺合式門邊鏡連指輝燈

彈出式頭燈清洗裝置

電動玻璃天窗

LED車頭霧燈 LED 日間行車燈

外形

波箱 Lineartronic CVT 無段變速自動波箱

制動系統 (前輪 / 後輪)

油箱容量 (L) 48

後座中央手枕連杯架

自動靜止輔助功能 (AVH) 8寸高級音響顯示系統 獨立雙區自動恆溫空調系統 電動泊車制動器

EyeSight 駕駛輔助系統 後座 USB 充電插頭 高級資料顯示儀表 引擎自動啟動熄火系統

馬達

力量 (PS) 16.7

力矩 (Nm)

類型 永磁同步馬達

通風式剎車碟 / 通風式剎車碟

懸掛系統 (前輪 / 後輪) 獨立麥花臣式 / 獨立雙搖臂式

LED車頭霧燈 車頂行李架

引擎

類型 Subaru Boxer® 水平對向 4 汽缸，雙頂凸輪軸 (DOHC)，16 活瓣，直噴式

排氣量(cc) 1,995

最大馬力(PS/rpm) 150 / 6,000

最大扭力(Nm/rpm) 196 / 4,000

輪胎尺寸 225 / 55 R18

車重 (Kg) 1,664

離地距 (mm) 220

尺寸 及 重量

⾧ / 闊 / 高 (mm) 4,625 / 1,815 / 1,730

輪距 (mm) 2,670

66

車頂擾流器 鯊魚鰭天線

煞車優先系統 全車門側內置安全防撞桿

引擎防盜上鎖裝置 SRS 前座，前座側，全車窗簾式安全氣袋

車輛動態控制系統 (VDC) SRS 駕駛席膝部安全氣袋

4 路式防鎖死剎車系統 (ABS) 連電子制動力分佈裝置 (EBD) 緊急停車燈號

Active Torque Vectoring主動式扭力引導系統 ISO-FIX® 兒童座椅固定裝置

煞車輔助系統 安全制動踏板系統

GT 車章

GT Edition 套裝

GT Edition 車頭泵把擾流 GT Edition 車尾泵把擾流 GT Edition 車側擾流 GT Edition 車頂擾流

* Safety rating applies to vehicles tested in specific markets

功能及便利

安全設備

密碼登入系統 多功能方向盤附定速巡航系統 方向指示燈快捷裝置

換檔撥片 倒車自動煞車輔助系統 電動尾門開關附高度記憶功能

8方向電動調校駕駛席及側鏡記憶系統 8方向電動調校前座椅 60/40 摺合式後座椅 後排冷氣出風口

鋁合金腳踏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資訊娛樂系統 自動感應開關頭燈 雨點感應開關水撥

智能搖控車匙及按制啟動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