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ER 2.0 i-S EyeSight
車身尺寸
全長 / 全寬 / 全高 (mm)

4,625 / 1,815 / 1,730

軸距 (mm)

2,670

輪胎尺寸

225 / 55R18

車重 (kg)

1,564

最低離地距離 (mm)

220

引擎形式

SUBARU BOXER 水平對臥 四缸自然進氣

總排氣量 (c.c.)

1,995

最大馬力 (ps / rpm)

156 / 6,000

最大扭力 (kgm / rpm)

20 / 4,000

油箱容量 (L)

63

變速系統

Lineartronic CVT無段自排變速

煞車系統 (前 / 後)

雙活塞卡鉗＋通風碟 / 單活塞卡鉗＋通風碟

懸吊系統 (前 / 後)

麥花臣支柱式＋扭力平衡桿 / 雙A臂懸吊式＋扭力平衡桿

引擎規格

系統結構

外觀配備
隱藏式頭燈清洗器

電動收摺後視鏡附LED方向燈

自動雨滴感知前擋風玻璃雨刷

車頂行李架

電動起閉尾門裝置

LED前後霧燈

自動閉合式進氣格柵

自動感應式頭燈

電動玻璃天窗
安全配備
EyeSight智能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HBA遠光燈輔助系統

ABS 防煞車鎖死系統

ATV主動扭力引導系統

BAS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TPMS自動胎壓偵測器

EBD 電子式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旋鈕式Special X-MODE脫困科技附HDC陡坡緩降控制系統

TCS 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高剛性環艙強化鋼樑

VDC 車身動態穩定控制系統

ISO-FIX 兒童座椅安全扣

AVH車輛暫停維持系統

SVM車測影像輔助系統

內裝配備
SI-DRIVE 動力控制系統

ASS怠速自動熄火起閉裝置

免鑰匙進入及按鈕啟動系統

PIN Code車身密碼鎖

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RVC倒車顯影系統

直列式皮革排檔桿

四門電動窗附雙前門自動防夾功能

4.2吋中央儀表板顯示螢幕

6.3吋多功能行車資訊顯示螢幕

8吋智慧影音觸控螢幕(AUX/USB/HDMI/DVD)

藍牙配對免持系統

電子式手煞車

後坐中央扶手附置杯架

後坐USB插槽

後坐空調出風口

6/4分離摺疊後坐椅背

貨物鉤及行李鉤

行李廂照明燈

行李廂12V插座

行李廂一鍵上鎖按鍵

鋁合金油門踏板

FORESTER 2.0 i-S
車身尺寸
全長 / 全寬 / 全高 (mm)

4,625 / 1,815 / 1,730

軸距 (mm)

2,670

輪胎尺寸

225 / 55R18

車重 (kg)

1,547

最低離地距離 (mm)

220

引擎形式

SUBARU BOXER 水平對臥 四缸自然進氣

總排氣量 (c.c.)

1,995

最大馬力 (ps / rpm)

156 / 6,000

最大扭力 (kgm / rpm)

20 / 4,000

油箱容量 (L)

63

變速系統

Lineartronic CVT無段自排變速

煞車系統 (前 / 後)

雙活塞卡鉗＋通風碟 / 單活塞卡鉗＋通風碟

懸吊系統 (前 / 後)

麥花臣支柱式＋扭力平衡桿 / 雙A臂懸吊式＋扭力平衡桿

引擎規格

系統結構

外觀配備
隱藏式頭燈清洗器

電動收摺後視鏡附LED方向燈

自動雨滴感知前擋風玻璃雨刷

車頂行李架

電動起閉尾門裝置

LED前後霧燈

自動閉合式進氣格柵

自動感應式頭燈

安全配備
ABS 防煞車鎖死系統

ATV主動扭力引導系統

BAS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TPMS自動胎壓偵測器

EBD 電子式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旋鈕式Special X-MODE脫困科技附HDC陡坡緩降控制系統

TCS 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高剛性環艙強化鋼樑

VDC 車身動態穩定控制系統

ISO-FIX 兒童座椅安全扣

AVH車輛暫停維持系統

SVM車測影像輔助系統

內裝配備
SI-DRIVE 動力控制系統

ASS怠速自動熄火起閉裝置

免鑰匙進入及按鈕啟動系統

PIN Code車身密碼鎖

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RVC倒車顯影系統

直列式皮革排檔桿

四門電動窗附雙前門自動防夾功能

4.2吋中央儀表板顯示螢幕

6.3吋多功能行車資訊顯示螢幕

8吋智慧影音觸控螢幕(AUX/USB/HDMI/DVD)

藍牙配對免持系統

電子式手煞車

後坐中央扶手附置杯架

後坐USB插槽

後坐空調出風口

6/4分離摺疊後坐椅背

貨物鉤及行李鉤

行李廂照明燈

行李廂12V插座

行李廂一鍵上鎖按鍵

鋁合金油門踏板

FORESTER 2.0 i-L EyeSight
車身尺寸
全長 / 全寬 / 全高 (mm)

4,625 / 1,815 / 1,730

軸距 (mm)

2,670

輪胎尺寸

225 / 60R17

車重 (kg)

1,533

最低離地距離 (mm)

220

引擎形式

SUBARU BOXER 水平對臥 四缸自然進氣

總排氣量 (c.c.)

1,995

最大馬力 (ps / rpm)

156 / 6,000

最大扭力 (kgm / rpm)

20 / 4,000

油箱容量 (L)

63

變速系統

Lineartronic CVT無段自排變速

煞車系統 (前 / 後)

雙活塞卡鉗＋通風碟 / 單活塞卡鉗＋通風碟

懸吊系統 (前 / 後)

麥花臣支柱式＋扭力平衡桿 / 雙A臂懸吊式＋扭力平衡桿

引擎規格

系統結構

外觀配備
隱藏式頭燈清洗器

電動收摺後視鏡附LED方向燈

自動雨滴感知前擋風玻璃雨刷

車頂行李架

自動閉合式進氣格柵

自動感應式頭燈

安全配備
EyeSight智能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HBA遠光燈輔助系統

ABS 防煞車鎖死系統

ATV主動扭力引導系統

BAS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TPMS自動胎壓偵測器

EBD 電子式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旋鈕式X-MODE脫困科技附HDC陡坡緩降控制系統

TCS 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高剛性環艙強化鋼樑

VDC 車身動態穩定控制系統

ISO-FIX 兒童座椅安全扣

AVH車輛暫停維持系統

SVM車測影像輔助系統

內裝配備
SI-DRIVE 動力控制系統

ASS怠速自動熄火起閉裝置

免鑰匙進入及按鈕啟動系統

PIN Code車身密碼鎖

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RVC倒車顯影系統

直列式皮革排檔桿

四門電動窗附雙前門自動防夾功能

4.2吋中央儀表板顯示螢幕

6.3吋多功能行車資訊顯示螢幕

8吋智慧影音觸控螢幕(AUX/USB/HDMI/DVD)

藍牙配對免持系統

電子式手煞車

後坐中央扶手附置杯架

後坐USB插槽

後坐空調出風口

6/4分離摺疊後坐椅背

貨物鉤及行李鉤

行李廂照明燈

行李廂12V插座

FORESTER 2.0 i-L
車身尺寸
全長 / 全寬 / 全高 (mm)

4,625 / 1,815 / 1,730

軸距 (mm)

2,670

輪胎尺寸

225 / 60R17

車重 (kg)

1,530

最低離地距離 (mm)

220

引擎形式

SUBARU BOXER 水平對臥 四缸自然進氣

總排氣量 (c.c.)

1,995

最大馬力 (ps / rpm)

156 / 6,000

最大扭力 (kgm / rpm)

20 / 4,000

油箱容量 (L)

63

變速系統

Lineartronic CVT無段自排變速

煞車系統 (前 / 後)

雙活塞卡鉗＋通風碟 / 單活塞卡鉗＋通風碟

懸吊系統 (前 / 後)

麥花臣支柱式＋扭力平衡桿 / 雙A臂懸吊式＋扭力平衡桿

引擎規格

系統結構

外觀配備
隱藏式頭燈清洗器

電動收摺後視鏡附LED方向燈

自動雨滴感知前擋風玻璃雨刷

車頂行李架

自動閉合式進氣格柵

自動感應式頭燈

安全配備
ABS 防煞車鎖死系統

ATV主動扭力引導系統

BAS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TPMS自動胎壓偵測器

EBD 電子式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旋鈕式X-MODE脫困科技附HDC陡坡緩降控制系統

TCS 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高剛性環艙強化鋼樑

VDC 車身動態穩定控制系統

ISO-FIX 兒童座椅安全扣

AVH車輛暫停維持系統
內裝配備
SI-DRIVE 動力控制系統

ASS怠速自動熄火起閉裝置

免鑰匙進入及按鈕啟動系統

PIN Code車身密碼鎖

定速巡航控制系統

RVC倒車顯影系統

直列式皮革排檔桿

四門電動窗附雙前門自動防夾功能

4.2吋中央儀表板顯示螢幕

6.3吋多功能行車資訊顯示螢幕

8吋智慧影音觸控螢幕(AUX/USB/HDMI/DVD)

藍牙配對免持系統

電子式手煞車

後坐中央扶手附置杯架

後坐USB插槽

後坐空調出風口

6/4分離摺疊後坐椅背

貨物鉤及行李鉤

行李廂照明燈

行李廂12V插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