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GLC SUV



世間有一種絕美，出場強勢奪目，舉手投足間活力奕奕，自信風範瞬間折服眾人。

最美好的是，如此特質更化為世間絕有的全新車款─GLC。頂級運動休旅姿態，蘊藏眾多

智慧科技，強悍性能推升動感，更奢華以及更多禮遇，盡情滿足你的生活需求。當所有

舒適與安全科技融為內在本質，此等世間絕美，何不即刻坐擁？

坐擁 前所未擁 
全新 G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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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飯店與頂級奢華飯店是不同層次，一如科技與奢華科技是兩種世界。全新 GLC 內裝

環境以直覺、實用性為前提，並以奢華美學提升設計質感。舉例來說，我們精雕細琢出

最切合駕駛者操作角度的 11.9 吋高解析度觸控螢幕，導入兼具安全與就手性的新世代電

容感應方向盤，並透過眾多精品質感的內裝飾件，演繹出現代奢華的數位化駕駛艙。請

入座這一整層為你打造的奢華科技藝廊。

很科技？
不，是很奢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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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隨心所欲、變得毫無設限，不僅在說全新  GLC 的多樣機能空間，更是你全家每一

趟出遊的心情寫照。光看它後座未倒放時，就能達到 620 公升的闊綽行李廂空間（甚至

一舉擴充到 1,680 公升最大載物空間），就知道真要塞滿這寬裕空間多麼不簡單！搭備 

EASY PACK 電動啟閉尾門助攻，裝卸大型物品變得更輕鬆愜意。

善變可以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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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疾勁而出的箭矢」是我們設計全新 GLC 車頭的意象。為此我們強調更銳化的車頭前緣，並搭載具動態

投影迎賓功能的多光束智慧型數位頭燈，猶如強力探照燈讓前方夜路一覽無遺，並琢磨 AMG Line 外觀套件

更具侵略視覺的運動化引擎蓋隆起設計與星芒型水箱護罩，奪目氣勢讓旁人一望，就知道它發動後⋯⋯勢必

更不好惹。

連靜止都像蓄勢待發，何況奔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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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準。



足以稱為頂級禮遇要具備兩個面向：身心靈都能全然放鬆，以及體貼方式皆以你為中心。為

此，我們特別導入「豪華前座椅」為你量身打造頂級乘坐感受─座椅具備三段通風與加熱功

能，讓你無論是進入車室或長途行駛，始終保持在愜意舒適的狀態。車室內裝運用稀有、頂級

材質營造奢華氛圍之外，多達 64 色進階環景式內裝照明能隨駕馭模式同步變化，映襯多變心

情，畢竟你在全新GLC 車上，就在大顯身手的炫麗舞台上。 

眼見所及都是頂級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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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準。



巨星氣場在於：動手指就能號令世界
新一代觸控式中控螢幕

何止心跳加速、血脈賁張，全新 GLC 非得要你動情激素急遽升高，馭望無限放大！它絕美車身設計

竟如此過分，憑藉獨特出眾的「雙片式分離尾燈搭配立體燈組設計」以流線外型搭配極具力與美張

力的寬闊車尾，動感跑格一見就讓人躍躍欲試。

心動還不夠⋯⋯更要你激動難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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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式軟頂敞篷 電動式軟頂敞篷
全新 GLC 奢華感受，透過 MBUX 智能聲控助理的貼心禮遇，再度遽升驚豔。它懂你、體貼你、熟記你的偏好，甚至直接探知你的

眾多需求，無論透過觸控功能、手勢辨識或輕喚：「你好，賓士！」就即刻滿足包含換首曲子、調控溫度或燈光氛圍等等要求。

甚至它強大學習能力將記得你所有習慣，無需開口盡享禮遇⋯⋯要導航資訊？要娛樂？或額外要求？別訝異它早已備妥好了。

即使每一條道路、每一處地表都有細微差異，全新 GLC 造就頂級行車舒適感卻始終如一，是怎麼辦到的？

這歸功於我們研發的三項輔助科技配備─「智能停車輔助套件含  360° 環景攝影」、「交通號誌辨識輔助」以及「地表偵視功

能」在道路狹窄處大幅減輕你的視覺負擔，也讓你對前方越野地形一覽無遺，把所有心力放在陪伴家人與探索外在世界，實現你

與全家人一路愜意與舒適氛圍。

以禮遇為天職：MBUX 多媒體系統 為你專屬打造的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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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全新 GLC 是你揮灑的舞台，登場效果必定絢麗奪目，透過多光束智慧型數位頭燈的動態投影迎賓功能，上車前就會啟動華麗

的投射效果，讓周遭驚豔不已；當然，此配備蘊藏的安全性已受到車壇矚目，出自 Mercedes-Benz 尖端科技加持，它以三個超高

功率 LED 創造高解析照明層次，會依據天候、車速、轉彎角度等不斷智慧調整投射範圍，只要光線可及，就是它守護你安全無慮

的領地。

無論兩輛以上自行車、全套露營設備、甚至瘋狂購物季的戰利品，全新 GLC 在說：「儘管來，高達 1,680 公升載物空間只會讓你

全家盡情滿足！」更令人愜意的是，搭備 EASY PACK 電動啟閉尾門，讓裝卸過程更輕鬆、更俐落，其位置鎖定功能免除碰撞的可

能。隨心所欲帶上物件出遊，負荷就該如此甜蜜。

具動態投影迎賓功能的
多光束智慧型數位頭燈

載物空間高達 1,68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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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會讓你在穿梭車陣、迴轉之間產生一種錯覺：全新 GLC 明明是休旅車，卻有如房車甚至都會小車般靈活而敏捷？

沒錯，後軸轉向系統就是造就 GLC 極度動感的車用黑科技，它能在中、低速域提供後輪最大 4.5 度的轉向角度，大幅提高動態敏

捷性，也便於進出狹窄車道與停車位。若搭配 AIRMATIC 氣壓懸吊系統，高速行駛時也能相輔相成實現幾乎毫無頓挫的平穩性，猶

如豪華房車的舒適度就不是錯覺了。

後軸轉向系統

想像每一條道路，都是全新 GLC 揮灑的樂章，透過全新研發的 4 缸汽油引擎，可以大膽奔放出狂想曲，也能兼顧平穩與靜謐，流

露一段舒適無比的安眠曲。全新 GLC 的引擎科技不僅在動能強力奧援，更兼具低油耗與低排放的多面優勢，畢竟真正頂尖的動力

是每個面向都要絕對出眾，都能隨你偏好自由變奏。

性能與舒適的協奏曲
全新 4 缸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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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G 三個字母讓人聯想到性能，AMG 卻將性能這名詞轉化為超越想像的奔放動能─透過 AMG Line 內裝套件賦予全新 GLC 近乎專

業賽車的運動氛圍，其中亮點在於 ARTICO/MICROCUT 座椅材質奧援你長時間駕馭卻樂此不疲；AMG Line 外觀套件則對應流線的

車身造型，強化更具動感的設計元素，搭配敏捷度至上的跑車化懸吊系統，更直接、更狂放⋯⋯操駕樂趣更是前所未有！

AMG Line跑車化套件

以前衛、先驅為名的 AVANTGARDE 套件，與你全新 GLC 奪目出眾的奔放動感，相互輝映。外觀套件融合眾多前衛設計，打造道路

上最出眾的夢幻車款，尤其多光束智慧型數位頭燈運用 LED 創造車頭視覺的驚豔氣勢；內裝套件則著重時髦運動風格搭配頂級材

質，巨幅的11.9吋高解析度觸控螢幕以及進階環景式內裝照明，現代奢華令人流連忘返。而你坐擁更是日復一日的愉悅享受。

AVANTGARDE 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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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訝異全新 GLC 以休旅車之姿，卻猶如越野車款足以征戰最艱難的地形，因為它是 Mercedes-Benz 首度導入「GLC Off-Road 

駕駛模式與地表偵視功能」的車款，讓本該顛簸的山野地勢，依然足履平地。

一鍵開啟 Off-Road 駕駛模式，行駛路面包含坡度、斜度、所在經緯度等都直接顯示，更令人驚奇的是，你也可同時啟動地表偵視

功能，透過精密攝影機與感測器，將路面實況還原在中央螢幕上，並偵測出是否有障礙物、坑洞、水窪等，並模擬車輛的行進路

徑利於你迴避。當地表狀況都被徹底看透時，征服竟然能如此一貫優雅，美如史詩。

當地表一覽無遺，征服何嘗是難事？

線上訂製你專屬的 GLC

掃描 QR code 進入 Mercedes-Benz 官方訂製夢想車頁面，在此你可以

自己嘗試搭配最獨一無二的夢想車樣式。Mercedes-Benz 以頂尖科技協

助你恣意創造、成就不凡，讓座駕就是你個人的獨特品味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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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 me 以我為名的精彩！

坐擁一輛完美車款就夠了嗎？想不到，它還能開啟一個魅力世界。

我們創新的智慧服務「Mercedes me」無數精彩即將與你的生活、愛車，如影隨形。

想洞悉未來的駕馭趨勢？想全然實現數位便利生活？想善用一輛 Mercedes-Benz 成為智慧理財工具？想成為「追星族」

近距離感受最新品牌體驗？如果你光想著就亢奮難耐，現在就能即刻了解更多。

我們不只帶給你世上最完美的移動座駕，還想為你實現更美好的行動生活，感謝數位科技的進化，讓我們足以將創新服務與多元禮遇，匯聚一處，隨時隨地與你同行─這就是「Mercedes me」。

就在今天免費註冊吧！透過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以及智慧型手錶，立即坐享這個包羅萬象，甚至預見未來的魅力境界。

我們也熱烈邀請你，造訪全球各地的新地標─Mercedes me Stores，無論在東京、香港、北京、莫斯科、漢堡等主要城市，都能就近感受「駕馭，也駕馭時尚」的 Mercedes-Benz 前衛魅惑。

這是數位時代，也是最好的生活 Style

Mercedes me connect 互聯

有一種數位服務，會讓我們關係更親密─M e r c e d e s  m e 

connect。隨時在側提供你諮詢、禮遇、代勞之外，也在行駛

途中與你保持連線，一有障礙或意外事故，你會知道我們早已

著手完善協助。

近年來，我們持續擴增數位化的服務項目，務求讓你透過智慧

型手機，就能操作各項車輛設定與創新功能，把智慧生活做到

淋漓盡致。

Mercedes me assist 守護 

覺得保養很麻煩嗎？那麻煩你把保養愛車這件事交給我們！

透過大數據的智慧化服務，我們可能比你還深知愛車的狀態。

由 Mercedes me assist，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你的愛車保養紀

錄，了解車輛過去的歷史以及最近的保養狀態。

另外，想要讓你的愛車更加專屬你的個性風格嗎? 在這裡，你

也可以找到能夠匹配你車輛的零件與配件，讓你的 Mercedes-

Benz 更獨具魅力。

Mercedes me finance 智融 

你的愛車可以成為理財工具之一？別覺得意外，因為台灣賓

士資融會與你一起規劃出最理想的多元入主方案，包括購車分

期、企業租賃及汽車保險服務等。不只為你量身打造最務實的

購車途徑，連同台灣賓士產物保險代理人提供的車險服務，讓

你擁有最高規格的行車安全。

『如果我採用 Agility 星自選購車方案呢？』

那就能坐擁最新車款，享受更加愜意、低負擔的月付款。

『付款可以更彈性嗎？』

當然，你能選擇切合個人喜好的方式支付款項，包括頭期款、

合約內容，以及月付款。

『保險該怎麼選呢？』

不如我們來充分討論，把你的預算與理想車款都細膩規劃，再

請你慢慢決定。畢竟，我們已備妥最可靠的保障項目，未來維

修也由專業技師依據車廠規範進行保養，我們知道「充分的信

任感」來自於最充分的保障與準備。最後也是最棒的是，你能

隨時透過網路便捷、自主地管理目前的購車合約內容─那是看

得到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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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守護星服務，全面性道路救援與維修養護，讓賓士車主倍受禮遇 

於新車三年保固期間享有台灣賓士車主專屬的 Mercedes-Benz 守護星服務，提供全年 24 小時無休的支援服務，為你帶來不間斷的用車旅程。無論何時、何地、多遠，提供給你最即時的維修與道路

救援。

「Mercedes-Benz Select 原廠精選中古車」的尊榮服務 

無論何時，你都可以在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享受與原廠規範一致的『Mercedes-Benz Select 原廠精選中古車』優質車輛收購服務。若你有計畫出售你的賓士愛車或換購賓士車輛，歡迎你洽

詢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新車展示中心或『Mercedes-Benz Select 原廠精選中古車』展示中心，將由專業人員提供你免費實車鑑定及透明化的鑑價服務或換購車輛相關諮詢。你亦可前往  www.

mercedes-benz.com.tw/passengercars/buy/MBSelect/ 瞭解更多相關資訊。

讓賓士資融完美你的購車經驗 - 專業規劃，值得信賴

Mercedes-Benz 不僅於造車工藝追求完美，更期望圓滿所有用車環節。台灣賓士資融提供你多元化的分期專案、彈性的租賃選擇及量身打造的保險方案。請立即掃描 QR Code，了解賓士各車款最新

分期購車優惠、試算最適合你的財務規劃，註冊登入 myMBFS 行動查詢，隨時管理你的分期購車/租賃合約！

台灣賓士資融線上購車試算 台灣賓士資融官網

唯有「台灣賓士」提供你全球一致的原廠品質與專業服務

無論何時，你都可以在台灣賓士全國授權經銷商及授權服務廠，享受全球一致的 Mercedes-Benz 原廠服務品質。因為只有受過 Mercedes-Benz 原廠

專業訓練的台灣賓士業務人員及技師，才能提供你最新的資訊及技術服務；也唯有原廠提供的精密電腦診斷設備，才足以讓你的愛車擁有精確完善

的車輛檢查。當然，也只有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及授權服務廠，才能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取得最有保障的原廠零件。選擇全球車壇中最尊貴耀眼歷史

的銀色三星標徽及台灣賓士，就是你最大的保障。

「台灣賓士」車主專屬的關懷服務與禮遇

為了實踐關懷車主的承諾，台灣賓士提供各項完善的貼心服務來滿足你的需要，包括：轎車三年不限里程保固、非消耗性自費零件一年不限里程零

件保固、 Mercedes-Benz 24 小時道路救援服務專線 (08000-365-24) 等 。此外，為了享受完整的車主禮遇，請你即刻掃描 QR Code， 以 Mercedes 

me 帳號登入「Mercedes-Benz Pass 賓士暢行」，除了整合停車、代駕與充電服務的實用功能以外，更有24小時禮賓專線服務、頂級飯店與餐廳優

惠、以及各種車主專屬的品牌活動等尊享禮遇，現在就開啟你的賓士世界！

傳達百分之百 Mercedes-Benz價值與關懷

Mercedes-Benz Pass 賓士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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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型錄印製於 2022年 12 月，適用於 2022 年 07 月起生產之車輛 (年式代碼 803)。

請注意 :

▓ 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可能於型錄印製之後有所更動，應以實際交車配備內容為主。

▓ 在不影響客戶權益且兼顧到合作廠商權益的狀況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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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型錄所刊載有關產品內容及相關配備之任何 Mercedes-Benz原廠或合作廠商商表或數據，非經同意，他人不得引用或轉載。

▓ 型錄刊載之文字敘述或圖片，可能包含原廠或其他市場銷售車型之選用配備項目或配件，並非全為當地市場引進之標準配備或配件。

▓ 本型錄刊載之產品外觀及內裝顏色，可能因型錄印刷過程之限制而導致與實車有所差距。

▓ 本型錄所標示之油耗測試係在實驗室內，依規定的行車型態於車體動力計上測得，實際道路行駛時，因天候、路況、載重、使用空調系統、駕駛習慣及車輛維修保養等因素影響，

其於道路上每公升行駛的公里數應低於所標示之油耗測試值。

其他標示之各項測試數據 (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或加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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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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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是否達到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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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型錄由 Mercedes-Benz銷售據點所提供，為全球不同市場銷售之特定車型、規格、額外選用配備及車色等一般產品資訊介紹之用。因此型錄所刊載之部份文字敘述或圖片可能

不適用於客戶所在之當地市場，或僅適用於特定市場所銷售產品之不同規格。

▓ 部份車型、產品特色或額外選用配備及顏色，可能僅適用於其他配備或規格合併訂購之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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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於面臨浮動的生產條件，特定車輛的部分配備供應恐暫時受限，包含且不僅限於通訊模組 (LTE) 的使用，以通訊模組而言將會影響包括緊急呼叫系統 (eCall) 在內的 Mercedes me 

互聯服務。關於車輛配備的訂製，敬請向台灣賓士各授權經銷商洽詢不斷更新的資訊。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 www.mercedes-benz.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