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co Polo 規格配備表
適用於 2022 年 09 月起生產之車輛 (代碼 X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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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訊及建議售價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引擎型式 直列四缸 柴油

燃油種類 超級柴油

排氣量 c.c. 1950

最大馬力 hp1 / rpm 190/4200

最大扭力 Nm1 / rpm 440/1350-2400

加速性 0∼100km/h (秒 sec.) 11.6

極速 km / h 196

全長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5140

全寬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1928 (車外後視鏡收折) / 2249 (車外後視鏡展開)

全高2 mm (未負載標準車平均值) 1975 (升降車頂關閉) / 2831 (升降車頂全開)

軸距2 mm 3200

最小迴轉直徑 (m) 13.1

伸縮式車側遮陽棚 (cm) 260 (寬幅) / 200 (可延展長度)

空重 / 總重3 kg 2,653 / 3,200

座位數 4

變速箱型式 9G-TRONIC 9 速手自排

驅動方式 四輪驅動

懸吊系統 敏捷操控懸吊系統 (代碼 CA1)

建議售價 (NT$)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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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球晶片缺料影響，部分車型的部分標準配備及選用配備出現暫時性產能受限，受限配備在受影響區間 將無法提供。關於車輛配備之供應情況，敬請向各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洽詢最新資

訊。德國原廠或台灣賓士將保有改變規格或配備等資訊之權利

       3



駕駛注意力輔助系統 (代碼 JW8)
以駕駛者開車初期的駕駛模式為基準，當駕駛有精神不

濟的現象，系統可提供聲音及圖示警告提醒駕駛適時休

息避免事故發生。

主動防撞輔助含移動行人偵測 (代碼 BA3)
使用雷達偵測前方車輛，並結合移動行人偵測功能。當

偵測到與前方車距或移動行人距離快速縮短，即將發生

碰撞意外時，將依序亮起儀表板警示燈並響起警示音，

提醒駕駛留意。若此時駕駛踩下煞車，系統將啟動煞車

輔助並加強煞車力道，避免意外發生。如駕駛未能即時

反應，部份及全力煞車也將依序啟動，減少意外傷害。

PRE-SAFE®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 (代碼 JP1)
當系統辨視到意外即將發生前，會將雙前座安全帶自動

束緊，並將前乘客座椅調整至防潛位置，同時自動關閉

側窗及天窗，以保護乘客安全，減少傷害。

側風穩定輔助

可判斷陣風風力是否可能導致車輛偏移，透過 ESP® 電子
操控系統及迎風面輪胎單側煞車輔助，避免車輛偏離原

車道影響行車安全。

TPMS 胎壓偵測系統 (代碼 RY2)
對四個輪胎的胎壓進行偵測、監視，並可隨時在多媒體

顯示幕查詢胎壓狀況，以提高駕駛的安全並增長輪胎使

用壽命。

標準安全及輔助系統

盲點輔助含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代碼 JA7)
若有車輛駛入視覺死角，系統將於後視鏡立刻顯示警示

符號；若駕駛仍撥打方向燈欲轉換車道，警示符號將開

始閃爍並響起警示音。

後方橫向車流警示，當駕駛倒車且時速低於  10  km/h 
時，系統將使用盲點輔助雷達偵測車尾橫向目標物並在

可能發生碰撞意外時，於車外後視鏡顯示紅色三角警示

符號及警告音提醒駕駛。

DISTRONIC 智能定速測距輔助 (代碼 ET4)
在 200 公里內可自訂車速，於前車減速車距變短時自動
減速避免追撞；當前車加速時，系統將自動加速至原先

設定之車速。若系統介入減速後，仍有追撞前車之可能

時，儀表板將出現警示符號與警示音。

車道維持輔助 (代碼 JW5)
系統在駕駛未施打方向燈並感應車輛偏離車道時，方向

盤將以震動方式警示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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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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駕駛系統和駕駛人的責任

智慧駕駛輔助系統非自動駕駛，僅為輔助工具。駕駛人仍負有遵守交通規則的責任，且需依車主手冊操作系統功能，留意安全使用智慧駕駛輔助系統的相關限制，並在

特定天候條件與道路環境使用。駕駛人需隨時注意路況並負責掌控車輛安全，於必要時主動介入，以確保行駛過程安全無虞。

Marco Polo標準安全及輔助系統

主動式安全輔助
上坡起步輔助

側風穩定輔助系統

TPMS 胎壓偵測系統 (RY2)

加速防滑控制系統 (ASR)

電子操控系統 (ESP)

防鎖定煞車系統 (ABS)

煞車輔助系統 (BAS)

智慧型煞車燈 (具緊急煞車時閃爍功能)

警示系統作用

- 前乘客座安全帶未繫警示

- 雨刷水箱液面過低警示

- 駐車煞車未釋放警示

防護式安全輔助
雙前座胸部及骨盆側氣囊

前座雙氣囊

雙前座側窗氣囊 

可加熱電動車側後視鏡 (附方向燈)

自動防眩車側後視鏡

乘客座兒童安全鎖

三角警示標誌

急救包

智慧駕駛輔助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JP2)
  ‧主動防撞輔助含移動行人偵測 (BA3)
  ‧盲點輔助系統含後方橫向車流警示 (JA7)
  ‧PRE-SAFE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 (JP1)
  ‧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JW5)

DISTRONIC 智能定速測距輔助 (ET4)

智能停車輔助含 360 環景攝影 (EZ6)
  ‧主動停車輔助系統 (EZ7)
  ‧360 度環景攝影 (JS1)

駕駛注意力輔助系統 (ATTENTION AS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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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配備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輕合金輪圈型式/尺寸

17 吋二十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K8)
235/55 R17

水箱護罩

鍍鉻雙柵式

水珠感應式雨刷 ●

全車隔熱玻璃 ●

智慧型 LED 頭燈附 LED 尾燈 ●

自動啟閉頭燈 ●

雙側賓士 Logo 投射燈 (代碼LP4) ●

電動收折車側後視鏡 (車身同色附方向燈) ● 

尾門式玻璃附玻璃雨刷 可開式玻璃

EASY-PACK 電動啟閉尾門 ●

右側電動滑門 ● 

左後側防蚊窗 ●

底盤下護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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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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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內裝飾板/套件 亮面黑檀木飾板 (代碼 FH9)

瓷白色車內頂篷 ●

Nappa 真皮方向盤＋高低前後可調 ●

車頂控制面板 
(附 LED 光纖式前座室內閱讀燈/後座室內燈開關等)

●

前座中扶手置物盒附滑蓋 ●

前座遮陽板附照明化妝鏡 ●

座椅包覆 黑色真皮 (代碼 VU0)

座椅舒適套件 (代碼SA8)
‧雙前座可調式腰靠 (代碼 SE4，SE5)
‧雙前座椅墊調整功能 (代碼 SA1，SA2)

●

前副駕駛座 獨立單人座

雙前座椅背置物網 ●

ECO start/stop 引擎怠速節能啟閉功能 ●

紅外線遙控車窗便利啟閉功能 ●

側滑門自動固定功能 ●

前座環景式內裝照明 (3 色氣氛燈/5 段亮度調整) (代碼 LC9) ●

前座足部空間照明 ●

登車照明 (車門禮儀燈) ●

車側外後視鏡附地面照明 ●

前座環景式內裝照明 (代碼 LC9)亮面黑檀木飾板 (代碼 FH9)

座椅及內裝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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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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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尾門地面照明 ●

晶片鑰匙附鍍鉻鑲飾 ●

附鎖手套箱 ●

後座 12V 電源插座 ●

跑車式不鏽鋼行車踏板 (代碼 YF3) ●

上車輔助把手 ●

遊艇式類木紋地板 (代碼 V60) ●

遊艇式類木紋地板 (代碼 V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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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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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調 / 音響 / 多媒體系統

前座豪華型雙區自動恆溫空調＋後座可調式空調 MBUX 多媒體系統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THERMOTRONIC 前座豪華雙區恆溫空調 ●

TEMPMATIC 後座可調式空調 ●

MBUX 多媒體系統
‧10.25 吋高解析度觸控螢幕 (1920×720 pixels)
‧觸控手寫版

‧藍牙介面

‧USB-C 介面
‧Smartphone Integration 智慧型手機整合系統    
‧Apple CarPlay 適用於 iPhone 5 及後繼機型
‧Android Auto 適用於 Android 5.0 以上版本

●

前後雙音路音響喇叭 ●

MB 原廠 3D 顯示中文衛星導航系統
(新車交車日起享有三年內免費圖資更新。後續年度付費圖資更新
價格另行公告)

●

數位後視鏡 (代碼 F84) ●

數位後視鏡 (代碼 F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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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Advanced Control 智能遙控 (MBAC) 
(代碼 JA3)

瓦斯爐及水槽及折疊桌

衣櫃

上層床鋪

Marco Polo 櫥櫃間接照明 (代碼 LC0)

座椅下置物櫃

伸縮式車側遮陽棚 (代碼 YS3)

冷藏冰箱

車頂置物櫃

下層床鋪

露營用折疊桌椅

餐具櫥櫃

Marco Polo 專屬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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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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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電動升降車頂 ●

伸縮式車側遮陽棚 (代碼 YS3) ●

雙前座附旋轉功能 ●

上層舒適床舖附 LED 閱讀燈及 USB 充電孔
‧205cm x 113cm, 承重 200kg 上限

●

下層舒適床舖附舒適型臥墊 (代碼 YS1)
‧臥墊尺寸 200cm x 108cm, 厚2cm)

●

車內折疊桌 ●

露營用折疊桌子 (1 張) ●

露營用折疊椅子 (2 張) ●

流理台櫥櫃 ●

雙瓦斯爐 ●

清洗水槽 ●

冷藏冰箱 ●

衣櫃 ●

Mercedes-Benz Advanced Control 智能遙控 (MBAC) (代碼 JA3) ●

Marco Polo 櫥櫃間接照明 (代碼 LC0) ●

車用滅火器 ●

駐車暖氣系統 ●

Marco Polo 專屬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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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配備請以此份規格配備表為準。
‧訂車時請務必加註輪圈、飾板、內裝及懸吊之代碼。
‧請詳實確認訂單上所有加選配備皆包含其需訂代碼。

選用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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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套件 AMG Line 套件 (代碼 PS2)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PS2

AMG Line 套件 (已含標配減價)
1. 單柵式鑽石型水箱護罩 (襯底銀點)
2. 煞車卡鉗附 M-Benz 字樣(代碼 BS1)
3. AMG 尾翼 (代碼 FB4)
4. AMG 類碳纖維飾板 (代碼 FB1)
5. AMG 腳踏墊 (代碼 VL7)
6. 跑車式不銹鋼行車踏板 (代碼 YF3)
7. 懸吊二擇一: 
   1. 敏捷操控懸吊系統 (代碼 CA1)
   2. 加價選 AIRMATIC 氣壓懸吊 (代碼 CA4)

BS1＋FB4＋FB1＋VL7＋YF3
懸吊需訂 CA1，或加價訂 CA4
輪圈需訂 RK4/R1U＋RK1
車色需訂銀粉漆

233,000

*RK1 為19 吋輪胎代碼
**新年式第一台加選代碼PS2 的車輛需配合台灣法規進行測試與認證。因此將造成里程數增加且交車時間將因認證時程延後三個月左右。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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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套件 (代碼 Z3N)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Z3N

夜色套件

1. 黑色塗裝車外後視鏡 (代碼 F3S)
2. 黑色塗裝水箱護罩 (代碼 FK4)
3. 前保桿黑色塗裝飾條 (代碼 C1L)
4. 黑色車頂棚 (代碼 Z6S)
5. 伸縮式車側遮陽棚-深色 (代碼 YS5)

F3S＋FK4＋C1L＋Z6S＋YS5
需加價訂購代碼 PS2
輪圈需訂 R1U＋RK1

19,000

*RK1 為19 吋輪胎代碼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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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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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圈

17 吋二十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K8)

19 吋十輻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1Q)

AMG 19 吋七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K4)

17 吋五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1N)

19 吋五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L3)

AMG 19 吋七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代碼 R1U)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RK8 17 吋二十輻式輕合金輪圈 不可訂代碼 PS2 S

R1N 17 吋五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不可訂代碼 PS2 0

R1Q 19 吋十輻式輕合金輪圈 需訂代碼 RK1，不可訂代碼 PS2 73,000

RL3 19 吋五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需訂代碼 RK1，不可訂代碼 PS2 73,000

RK4 AMG 19 吋七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需訂代碼 PS2 (需加價)，RK1 0

R1U AMG 19 吋七輻雙肋式輕合金輪圈 需訂代碼 PS2 (需加價)，RK1 0

*RK1 為19 吋輪胎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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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色
標準漆

9197  鐵黑

3334  風信子紅3589  紅

5389  鋼鐵藍

9147  白 ※實際車色/內裝色請參照原廠提供色樣，原廠保留設計與顏色變更之權利。

銀粉漆  

9134  水晶白

7831  石墨灰

9744  亮銀7992  -淺灰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3589 標準漆-紅 不可訂代碼 X4S/X4M/X4L/X6F 0

5389 標準漆-鋼鐵藍 0

9147 標準漆-白 0

3334 銀粉漆-風信子紅 不可訂代碼 X4S/X4M/X4L/X6F 0

7831 銀粉漆-石墨灰 0

7992 銀粉漆-淺灰 0

9134 銀粉漆-水晶白 0

9197 銀粉漆-鐵黑 0

9744 銀粉漆-亮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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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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板

FH9  亮面黑檀木飾板 FH0  亮黑色鋼琴烤漆飾板 FB1  AMG 類碳纖維飾板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FH9 亮面黑檀木飾板 不可訂代碼 PS2 S

FH0 亮黑色鋼琴烤漆飾板 不可訂代碼 PS2 0

FB1 AMG 類碳纖維飾板 需訂代碼 PS2 (需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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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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

真皮

VUO  黑色 VX9  米色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VUO 真皮內裝-黑色 S

VX9 真皮內裝-米色 0

* 若選配 VX9，請加註木紋地板代碼 (V60 或 V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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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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MX4S

電動天窗

X4L

其他外觀配備

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D27 電動天窗 96,000

如上 專屬車側貼飾 (三種造型擇一)
需訂代碼 X4S/X4M/X4L
不可訂車色 3589, 3334

22,000 (X4S)

30,000 (X4M)

41,000 (X4L)

X6F
湖水綠車頂帳

‧車頂帳前開小窗 (代碼 X6A)
需訂代碼 X6A
不可訂車色 3589, 3334

58,000

X6A 車頂帳前開小窗
27,000

需訂代碼 X6F (需加價) 0

X：不能選用     O：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價格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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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選配名稱
訂購限制及其他備註 Marco Polo V 250 d 

4MATIC

CA4 AIRMATIC 氣壓懸吊 不可訂代碼 CA1 130,000

E66
Marco Polo 環場音響系統
‧13 具揚聲器，總輸出 590 W

88,000

H15
＋

H16
雙前座加熱椅 需訂代碼 H15+H16 34,000

LG8 自動調適遠光燈輔助 15,000

US7
後座第一排右側獨立座椅 (選配 US7 將為 5 人座配置)
‧座椅扶手 (代碼 U73)

需訂代碼 U73 84,000

V58 遊艇式類木紋地板-深色 0

YS5 伸縮式車側遮陽棚-深色
7,000

需訂代碼 Z3N 0

E57
＋

M3E

拖車勾預接線組

‧預接線組 (1) (代碼 E57)
‧預接線組 (2) (代碼 M3E)

需訂代碼 E57, M3E 18,000

* 新年式第一台加選代碼 US7 或 CA4 的車輛均需配合台灣法規進行測試與認證。因此將造成里程數增加且交車時間將因認證時程延後三個月左右。
* 拖車勾預接線組不含拖車勾本體；欲加裝拖車勾之客戶，需選配拖車勾預接線組，並於車輛抵台後透過售後單位進行加裝作業；如未選配拖車勾預接線組，則無法進行拖車勾加裝作業。

X：不能選用     O：不加價選用配備     S：標準配備   
注意：各項配備請以實車為準，原廠保留配備價格變更之權利。  

後座第一排右側獨立座椅 (代碼 US7) 伸縮式車側遮陽棚-深色 (代碼 YS5)遊艇式類木紋地板-深色 (代碼 V58)

其他選用配備
20



至官網瞭解更多

內裝 360  ̊外觀

360˚ 

*實際交車配備內容請以賓士展示中心為主

探索尊爵露營座駕 Marco Polo
掃描 QR code 進入 Mercedes-Benz 官方頁面，在此您可以深入了解細
節。Ｍercedes-Benz 以頂尖科技協助您姿意創造、成就不凡，讓座駕
就是您個人的獨特品味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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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製作日期為： 2023年 01月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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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