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kswagen Hong Kong Limited
T6 Transporter BiTurbo 系列
車輛規格 (Model Year 2018) 5 門輕型客貨車
引擎 : 4 汽缸 雙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選擇性催化還原器(SCR) / 尿素 Adblue® 歐盟6型廢氣排放標準
汽缸容積 : 1,968cc

波箱 : 7 速 DSG 雙離合器自動波箱 (DQ500)

最大馬力 : 150kW (204PS) @4,000rpm

最大扭力 : 450Nm @1,400-2,400rpm

長 x闊 x高 : 5,304 x 1,904 x 1,990 (mm)

軸距 : 3,400mm (長陣版)

Transporter BiTurbo
油箱容量

傳動系統
EU 綜合油秏

Transporter R
70-公升油箱 及13-公升尿素箱
Start-Stop引擎自動啟動/熄火系統
滑行模式

前輪驅動
6.8 ~6.5L / 100km***(14.7 ~15.4 km/L)

4MOTION 四輪驅動
6.7L / 100km***(14.9 km/L)

車身及駕駛設備
LED 頭尾燈連 LED 日間行車燈
前霧燈
尾水撥
第三排車窗

----

前霧燈連彎道輔助照明燈
尾水撥及水唧
原廠第三排側玻璃
車身顏色前後泵把及門邊鏡殼
左右雙電動趟門

合金輪圈
輪胎規格

17" Devonport
235/55 R17

18" Palmerston
255/45 R18
三幅式多功能皮軚環連換檔撥片
中控台波棍附設+/-波

車廂設備及功能
後排及貨倉
冷氣系統
座椅物料
座位數目
腰托調整功能
後排座椅

車頂冷氣風口
Climatic 前後2區半自動
原廠布料
可選5或6座位
手動
3座位排椅

客車級車廂內飾及照明系統
Climatronic 3區自動恆溫
原廠皮革
5座位
電動
3座位獨立座椅

後排座椅可摺疊或整排移除
原廠"Composition Colour" 5"輕觸式多媒體資訊娛樂系統
喇叭

4個

6個
USB 連接, 藍牙音響及電話®連接
多功能顯示表板 (Plus)
電動調校及摺合門邊鏡
前門防夾單鍵觸控電動窗
自動感光頭燈及雨滴感應功能
鎖匙遙控中央鎖及晶片防盜裝置
香港運輸署認可倒車視像裝置(RVD), 倒車警示器

安全系統
防二次碰撞預煞系統
"Rest Assist" 疲勞駕駛警示系統
前座駕乘兩席安全氣袋及 前乘客席安全氣袋關閉功能
斜坡起步輔助系統
胎壓偵測警示系統
電子行車動態穩定系統連剎車輔助, 防鎖死剎車系統, 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及 電子防滑差速器
4 輪通風式剎車碟
全尺碼後備輪胎
車呔緊急修補套裝
全車三點式安全帶及高低調校頭枕, 前座自動緊縮安全帶
後座內建 ISOFIX 型式兒童安全座椅固定裝置, 趟門附兒童鎖
其他設備
Leatherette 皮革座椅
電動天窗

可額外選購

---

---

可額外選購

此規格表為2018年生產 / 2018年款的車輛。
若新車主在出牌日起6個月內為此車安裝附加設備，所有附加設備均需繳付稅款。
新車主須履行法律責任向運輸處申報及繳交稅項。
***廠方提供的數據只用於比較測試，並未能代表"真實環境"下駕駛表現或油秏數據。
原廠保用服務^
24 個月原廠保用，無限里數
第25個月至第60個月原廠驅動系統延續保用^^
^原廠保用條款計劃不包括因改裝或加裝非廠方指定零件及物料而導致需要進行維修替換零件或其他調整之費用。
^^ 原廠驅動系統延續保用由第25個月至第60個月或首200,000公里(以先到者為準)
Volkswagen 香港陳列室 (告士打道): 灣仔告士打道39 號夏愨大廈地下B舖
Volkswagen 九龍陳列室 (九龍灣): 九龍灣展貿徑 1 號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地下27 號舖
Website: http://www.vw.com.hk

Tel: 3698 9618
Tel: 3698 9888

Fax: 3698 9718
Fax: 3698 9675
Date: 27.07.2018

Volkswagen Hong Kong Limited

T6 Transporter BiTurbo 系列
車輛規格 (Model Year 2018) 5 門輕型客貨車
引擎 : 4 汽缸 雙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選擇性催化還原器(SCR) / 尿素 Adblue® 歐盟6型廢氣排放標準
: 150kw (204ps) @4,000rpm : 1,968cc

波箱 : 7 速 DSG 雙離合器自動波箱 (DQ500)

最大馬力 : 150kW (204PS) @4,000rpm

最大扭力 : 450Nm @1,400-2,400rpm

長 x闊 x高 : 5,304 x 1,904 x 1,990 (mm)

軸距 : 3,400mm (長陣版)

4MOTION 四輪驅動系統^

LED 頭尾燈連 LED 日間行車燈

3座位排椅, 可摺疊或整排移除
Transporter R 為3座位獨立座椅^

17吋合金輪圈 "Devonport"

多功能皮軚環連換檔撥片

客車級車廂內飾及照明系統^

左右雙電動趟門

18吋合金輪圈 "Palmerston"^
^Transporter R 特有設備

此規格表為2018年生產 / 2018年款的車輛。
若新車主在出牌日起6個月內為此車安裝附加設備，所有附加設備均需繳付稅款。
新車主須履行法律責任向運輸處申報及繳交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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