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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 S
本型錄所列之車型配備為德國市場的標準規格，部份所列配備為必需額外付費的選配項目，由於各國家地區法令與規定有所不同，因此並非所有車型與配備均有銷售，您可向您當地的保時捷展示
中心/經銷商洽詢當地銷售車款及選用配備的詳情；有關結構、交付範圍、外觀、性能、尺寸、重量、油耗及維修成本的資訊在本型錄印刷時 (2021 年 12 月) 為正確無誤，保時捷保留逕行更動結
構、配備、交付範圍及其他產品資訊之權利，實際顏色與本型錄所示的顏色或許會有些許差異，保時捷不承擔本型錄內容之錯誤或疏失責任。上述免責聲明的各種語言版本請詳見下列網
址：www.porsche.com/disclaimer 
 
本型錄所標示之油耗測試值係在保時捷實驗室內，依相關試驗標準於車體動力計上測得，實際道路行駛時，因受天候、路況、載重、使用空調系統、駕駛習慣及車輛維護保養等因素影響，其實際
耗油量常高於測試值；台灣經濟部能源局測試值請上網搜尋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http://www.porsche.com/discla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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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概念

能與他人共享的體驗才是真正美妙而難忘，能與人共襄盛舉，足讓一切感受更加鮮明

強烈，並在當下迸發更多力量。

全新 Cayenne 仍一如以往可供五位成人舒適乘坐，縱然進入熟悉不過的車室環境，您

也將體驗到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各處巧思心意。無論是引擎聲浪、速度感、車內氛

圍，所有細節都觸動著您的感官，日常購物行程，或是結伴前往體育休閒活動，都會

成為一段難忘旅程。 

 Cayenne 的運動基因在 Coupé 車型的外觀設計上尤為明顯，一眼就能認出有如 911 般
的經典動感輪廓； Cayenne GTS 憧憬追逐地平線，邀請乘客共襄盛舉，展開一場精彩

的公路之旅；E-Hybrid 車型在無聲前進和爆發推動力之間游走無礙，展現迷人的對比

張力。 

現在，您所要做的，就是找出一款最適合您的  Cayenne。 

車型概念

 Cayenne – 超凡魅力難以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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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yenne Turbo 與  Cayenne Turbo Coupé：
 ◼ 4.0 公升雙渦輪增壓 V8 引擎：550 匹 (404 千瓦)
 ◼ 最大扭力：770 牛頓米
 ◼ 極速：時速 286 公里
 ◼ 時速 0-100 公里加速僅需：3.9秒 
(需搭配跑車計時套件)

 Cayenne S 與  Cayenne S Coupé：
 ◼ 2.9 公升雙渦輪增壓 V6 引擎：440 匹 (324 千瓦)
 ◼ 最大扭力：550 牛頓米
 ◼ Cayenne S 時速 0-100 公里加速僅需：4.9秒 
(需搭配跑車計時套件)

 ◼ Cayenne S Coupé 時速 0-100 公里加速僅需：5秒

 Cayenne 與  Cayenne Coupé：
 ◼ 3.0 公升渦輪增壓 V6 引擎：340 匹 (250 千瓦)
 ◼ 最大扭力：450 牛頓米
 ◼ 最大拖曳重量：3,500 公斤 (煞車狀態)

  Cayenne 與  Cayenne Coupé

共處時光皆如此精彩 
豈能稱為日常生活?

打造您專屬的  Cayenne，請前往官方網站 www.porsche.com/carconfigurator

一同陶醉其中的最佳條件：無論是尋常時日或特別場

合， Cayenne、 Cayenne S 和  Cayenne Turbo 都提供充裕的

空間，讓您能夠與同伴分享難忘體驗。獨一無二的舒適

感和大容量行李廂讓人按捺不住出遊活動的心

情， Cayenne 以強勁引擎和先進底盤技術為支柱，隨時

能夠大展靈活身手，同時保有優異精確性和高度安全，

這樣的駕馭樂趣，當然要與他人分享。

 Cayenne Coupé 車型外觀融合了優雅與動感氣質，其標

誌性設計與出色的駕駛動力相互輝映。您可以從典型的

保時捷車頭開始試著想像，將眼神滑過寬闊的固定式全

景玻璃天窗，再延伸下降至含自主調整後擾流板的經典

車尾弧線，劃出一道完美曲線。 Cayenne Coupé 可專屬

選配輕量化運動套件，在增添更多運動風格的同時，也

進一步強化共同駕乘樂趣。

 
1)  需同時搭配跑車計時套件； Cayenne Turbo Coupé 標準配備。
2) 需同時搭配跑車計時套件； Cayenne S Coupé 標準配備。

http://www.porsche.com/carconfigu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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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yenne GTS 與  Cayenne GTS Coupé

一同釋放腦內啡

 Cayenne GTS 與  Cayenne GTS Coupé：
 ◼ 4.0 公升雙渦輪增壓 V8 引擎：460 匹 (338 千瓦)
 ◼ 最大扭力：620 牛頓米
 ◼ 0–100 加速僅需 4.5 秒1)

打造專屬您的  Cayenne GTS  
或  Cayenne GTS Coupé， 
請前往 www.porsche.com/carconfigurator

 
1)  需同時搭配跑車計時套件； Cayenne GTS Coupé 標準配備。

一公里接著一公里，精彩魅力源源不斷，駕駛樂趣無限

放大：沒有什麼比握住方向盤能更加純粹且直接地體驗

保時捷  Cayenne GTS 車型所帶來的激盪靈感；靈活度、

運動性能與橫向加速過程中的精準度全面提昇。

洗鍊的輪廓清晰明確：從 SportDesign 套件的搶眼前保

險桿到  Cayenne GTS Coupé 的自主調整後擾流板，加上

充滿自信的黑色細節，清楚彰顯極具表現力的 V8 性
能。擔任精湛伴奏的跑車排氣系統則施以高亮澤黑色

烤漆。

內裝也同樣表露鏗鏘有力的宣言。GTS 專屬內裝以獨特

的材質和對比鮮明的色彩帶來深刻的印象。您和乘客都

能隨時感受：不斷向前的無限熱情、追求更高境界的渴

望，以及更多腎上腺素飆升的快感 ，領您體驗欲罷不

能的保時捷魅力。 

http://www.porsche.com/carconfigu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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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yenne 插電式複合動力車型

結合兩個世界的體驗

 Cayenne E-Hybrid Coupé 與  Cayenne E-Hybrid：
 ◼ 3.0 公升渦輪增壓 V6 引擎與 100 千瓦電動模組
 ◼ 最大系統總輸出馬力：462 匹 (340 千瓦)
 ◼ 最大系統扭力：700 牛頓米
 ◼ 電動續航里程 (視車型與配備而定) 43–48 公里 (WLTP市區)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é ：
 ◼ 4.0 公升雙渦輪增壓 V8 引擎與 100 千瓦 電動模組
 ◼ 最大系統總輸出馬力：680 匹 (500 千瓦)
 ◼ 最大系統扭力：900 牛頓米
 ◼ 電動續航里程 (視車型與配備而定) 40–42 公里 (WLTP市區)

無論是心臟因興奮而跳動，還是手臂汗毛因熱情而豎

起，都是能量藉由神經信號和肌肉脈動傳遞情感的表

徵，就如  Cayenne 插電式複合動力車型一樣。雙驅動理

念直接釋放完美平衡的動力，讓所有車上乘客的臉上不

禁泛起微笑，從起步那一刻就對超凡性能充滿熱切的期

待。跑車的無盡魅力深刻體現在卓越效率和超凡駕馭樂

趣上，以及令人傾心的電動性能。

原廠打造出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e 車型，將雙

驅動系統的優勢發揮至極致：幾近無聲的優雅起步結合

高能效，以令人摒息的推進力在僅僅 3.8 秒之內從靜止

加速至 100 公里。保時捷不單只是激發一輛跑車，還創

造了震撼人心的頂尖性能。

 
1)  需同時搭配跑車計時套件；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e’ 標準配備。

欲進一步瞭解保時捷 E-Performance，請前往官網查詢：www.porsche.com/e-performance

http://www.porsche.com/e-performance


15車身外觀 | 設計

設計

 車身外觀  Cayenne 明確清晰的設計語彙，充分體現十足的保時捷

風格。精雕細琢的大型進氣口毫不掩飾地宣示著，搶眼

的外觀下搭載著一具強而有力的驅動系統。LED 頭燈採

用精密成型的 3D 立體造型燈具，搭配顯目的葉子板，

打造霸氣搶眼的車頭。扁平的「保時捷飛躍線」

( Porsche Flyline) 以及沿著車側窗飛揚的線條輪廓，更彰

顯獨具特色的整體輪廓。車頂後部愈顯修長，恰如其分

地落在精壯寬闊的車尾。精心設計的 車尾導光條，讓

人即使在黑暗中也能一眼辨視出  Cayenne 所散發出的保

時捷氣勢。尺寸最大至 22 吋的輪圈採用醒目的輪圈設

計，襯托出完美的運動化外觀。

 Cayenne Coupé 呈現更熱情奔放的運動特質。前衛不凡

的比例和獨特的設計元素賦予它獨樹一幟的高雅氣質。

全新設計的後門和車尾精壯寬闊，讓雙肩足足加寬 18 
公釐，營造出更厚實的肌肉美感。「保時捷飛躍線」 

(Porsche Flyline) 造型流線靈動，無疑來自標誌性的 911 
輪廓。由於尾翼邊緣的高度降低 20 公釐，使得擋風玻

璃和 A 柱也比  Cayenne 更低平。固定式全景玻璃天窗和

輕量化跑車套件皆強調鮮明獨特性格。保時捷主動空氣

動力學套件 (PAA) 與輕量化跑車套件讓駕駛體驗絕不遜

於犀利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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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裝

內裝 | 設計

全心全意的跑車熱情，綿延投注至細節最深處。抬升式

中央鞍座和含經典中置引擎轉速錶的保時捷儀錶極 
盡搶眼，再加上低置座椅，營造出貨真價實的跑車氣

息，並散發著濃厚的獨我氛圍；內建頭枕的跑車座椅和

三輻式多功能跑車方向盤更進一步強化這個印象。保時

捷先進座艙 ( Porsche Advanced Cockpit) 搭配大型 12.3 吋
觸控式螢幕，加上直接觸控操作概念及符合直覺使用的

操作按鈕排列方式，讓駕駛無論在行經尖峰時段、馳騁

彎道或是與朋友週末駕車出遊時，都不受其他因素干擾

而分心。

透過典雅的對比色縫線裝飾和量身訂製的內裝套件，在

寬敞優渥的空間中展現個人化設計風格。對跑車所投注

的熱情為個人特質賦予更多獨特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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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量化跑車套件 輕量化跑車套件營造動感十足的整體印象。保時捷為 
 Cayenne Coupé 車型提供三款專用的輕量化跑車套件，

均包含：流線型的碳纖維車頂、SportDesign 套件含碳

纖維下擾流造型、22 吋 GT Design 輪圈；另外為 
 Cayenne Turbo Coupé 和  Cayenne GTS Coupé 專屬提供中

置排氣尾管的跑車排氣系統選用配備。黑色內裝則包含

碳纖維內裝套件。

您可選配黑色輕量化跑車套件，包含後保險桿、車輪拱

罩飾板、22 吋 GT Design 輪圈施以消光黑色烤漆、側裙

造型、車門側邊飾條、前保險桿、進氣口護柵、外側進

氣格柵施以霧面黑色烤漆。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碳纖維輕量化跑車套件中的外側進氣護柵 (Airblades) 和
車側後視鏡上部均施以碳纖維，22 吋 GT Design 輪圈施

以消光鉑銀色 (Satin Platinum) 烤漆；進氣口橫柵和車側

後視鏡下部與鏡座則施以高亮澤黑色設計。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碳纖維內裝套件能取悅野心勃勃的駕駛和嚴格講究的乘

客：4 只跑車座椅的座椅中央部份均施以經典菱格圖案

布料包覆，前方控台和車門上大面積採用銀色視覺延伸

飾件做為點綴；車頂內襯和方向盤施以黑色 Alcantara® 
高質感麂皮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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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圈

 
1  21 吋 RS Spyder Design 輪圈1)，亦提供 22 吋2)； 

圖為 21 吋 RS Spyder Design 輪圈，施以消光黑色 (Satin Black) 烤漆
2  22 吋 GT Design 輪圈，施以消光鉑銀烤漆2)、3)、4)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3  22 吋  Cayenne Sport Classic 輪圈5)、6)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4  22 吋 911 Turbo Design 鋁圈
5   21 吋  Cayenne Turbo Design 輪圈6)
6  21 吋  Cayenne  Exclusive Design 輪圈5)、6)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7  21 吋  Cayenne AeroDesign 輪圈8)
8  20 吋  Cayenne Sport 鋁圈
9  20 吋  Cayenne Design 鋁圈
10  19 吋  Cayenne S 鋁圈
11  19 吋  Cayenne 鋁圈

所有 21 和 22 吋輪圈均搭配烤漆輪拱延伸造型套件和鑲嵌全彩保時 
捷盾型徽飾的輪圈中心孔蓋。

3

6

9

4

7

10

5

8

11

材質：輕量化合金； 
設計：動感經典兼俱； 
選項：眾多。

 
1)   僅供  Cayenne GTS 車型系列專屬標配，施以消光黑色 

(Satin Black) 烤漆。
2)  僅供  Cayenne Coupé 車型系列選配。
3)   僅提供同時搭配輕量化跑車套件及碳纖維輕量化跑車

套件。

4)  需同時搭配輕量化黑色跑車套件，亦提供消光黑色。
5)  亦提供消光鉑銀 (Satin Platinum) 烤漆和高亮澤黑色 

烤漆。
6) 尚有其他車身外觀顏色可供選擇。 

7)   僅供  Cayenne Turbo 車型系列專屬標配，施以深色鈦合
金表面拋光處理。

8)  Cayenne E-Hybrid 車型系列專屬。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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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與性能

最高性能的真締在於，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激發全新體

驗。 Cayenne 車型系列搭載先進引擎科技，六缸和八缸

引擎均採用渦輪增壓技術，在起步的瞬間就能讓所有乘

客感受到腎上腺素持續飆升。馬力和扭力均強勁的動力

機組結合迅捷的反應性能，再加上低重心的車身設計，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帶來毋庸至疑的跑車體驗。所搭

載的八缸引擎採用設置於兩列汽缸之間的雙渦流渦輪增

壓器，可輸出澎湃驚人的馬力；飽滿的引擎聲浪縈繞車

室和車外，激發威風熱血的跑車氣勢，若結合跑車排氣

系統，將更加銳不可擋。

歸功於採用電力回收裝置、溫度管理系統和引擎自動

啟閉功能， Cayenne 車型系列的能效也不容小覷。此

外，還可啟用所謂的巡航模式 (coasting)，引擎將解除

與變速箱的連結，並且減緩運轉至怠速，有助於節省

更多燃油。Cayenne GTS 和 Turbo 車型還搭載可關閉汽

缸的功能。

無論是跋涉水澤或是橫跨艱險的越野荒地，搭載全輪驅

動系統的  Cayenne 車型勇於接受任何崎嶇坎坷的挑戰。

自動調整氣壓式懸載系統可依路況需求將車身提高至最

高離地高度，藉此克服難以通行的地形；保時捷扭力分

導升級系統 (PTV Plus) 的後軸差速器鎖定裝置可為後軸

提供理想的循跡能力，保時捷動態底盤控制系統 
(PDCC) 則帶來更優異穩定的抓地力；八速 Tiptronic S 變
速箱更是您實現跑車化駕馭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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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電式混合動力

保時捷認為，插電式複合動力科技必須達到兩項要求：

首先，必須降低能耗和排放量；第二，保時捷必備的座

椅貼背感設計，能將駕駛完美包覆於其中。兩組驅動系

統之間的智慧結合讓一切得以成真。當汽油引擎的馬力

和扭力隨著轉速上升不斷被釋放出來之際，電動模組則

在瞬間達到最大馬力和扭力；只需按下按鈕，絕頂性能

就在您的掌握中，每次踩下油門踏板，都是澎湃激盪的

刺激體驗。

無論遇到任何路面狀況，都能透過駕駛模式切換旋鈕喚

出有如專門調校般的動力分配選項。共有四種模式設定

供您選用：「E-Power」電力驅動、「Hybrid Auto」自

動複合動力、「Sport」運動、「Sport Plus」運動升

級；另外還可以在中央鞍座上啟動「Individual」個人設

定模式。

只要高壓電池充飽電量，車輛一律會以「E-Power」電

力驅動模式啟動。您可藉由踩動油門踏板適當調配電動

模組和汽油引擎之間的最佳油電比例；當您感到踏板傳

來回饋壓力點時，便已來到純電動模式的界限，此壓

力點之前的範圍均為部分零排放；若踩踏力量超過這

個壓力點，汽油引擎就會啟動，而您便可隨時釋放車

輛所有系統動力。若切換至智慧型「Hybrid Auto」複合

動力自動模式，車輛會設定在最高效的行駛模式，特

別適合市區駕駛或跨區域長途旅途。這時系統會視行

車狀況和目的地的不同，適當選擇電動模組和汽油引

擎的最佳組合。

在「Sport」運動與「Sport Plus」運動升級模式下，驅

動系統和底盤將完全釋放保時捷的敏捷動態性能。

「Sport」運動模式的標準設定是使用汽油引擎，與電

動模組聯合帶來令人驚嘆的速度體驗。高壓電池會針對

輔助推進 (Boost) 提供所有電量。在啟動「Sport Plus」
運動升級模式後，車輛可達到極速。汽油引擎的備用動

力將用來為電池充電，之後提供輔助推進 (Boost) 過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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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煞車增壓器

2   駕駛踏板模組含可變式 
油門踏板壓力點

3   電子電力系統

4   複合動力模組：結合電動模組和接合裝置

5   高壓電池能量密度 17.9 千瓦小時 (總蓄電量；淨蓄電量為  
14.32 千瓦小時)

6   跑車排氣系統含可變閥門

7   75 公升油箱容量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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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送孩子上學的短程路途，或是開在阿爾卑斯山裡

的蜿蜒山路上： Cayenne 車型系列提供多種設定選項，

為您提供最適合當前路況和您個人駕駛風格的車輛設

定。 Cayenne Coupé 車型系列和  Cayenne Turbo 均配備保

時捷主動式空氣力學套件 (PAA)，車頭進氣口的主動式

護柵有助於引擎冷卻； Cayenne Coupé 車型系列的自主

調整後擾流板可施加適當的下壓力，而  Cayenne Turbo 
則是利用自主調整車頂擾流尾翼對後軸施加下壓力，以

達到穩定車身的效果。當車頂尾翼處於「空力煞車」

(Air Brake) 的位置時，則能協助縮短煞車距離。在所有

系統的相互協作之下，除了大幅提昇了駕乘舒適度、安

全性以外，駕馭樂趣當然也倍增。 

在跑車計時套件中，您可以利用多功能跑車方向盤上的

駕駛模式切換旋鈕輕鬆切換四種駕馭模式：「Normal」
一般、「Sport」運動或「Sport Plus」運動升級和

「Individual」個人設定模式。您無需將雙手從方向盤上

移開，就能調整底盤和驅動系統的動態特性。若按下位

於駕駛模式切換旋鈕中央的「Sport Response」運動極

限按鈕，接下來的 20 秒中，您將享有  Cayenne 的最大

推進力。跑車計時套件中除了儀錶板搭載類比計時碼錶

之外，還有一只縱向與橫向加速顯示器。

 
1 保時捷主動空氣動力學套件 (PAA)
2 跑車計時套件計時碼錶

3 多功能跑車方向盤，配備換檔撥片

4 模式切換開關含「SPORT Response」運動極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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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盤

保時捷 4D 底盤控制系統、保時捷主動式懸載調整系統 
(PASM) 和保時捷動態底盤控制系統 (PDCC) 之間完美協

作，讓您盡情享受與路面最直接的接觸，擁有一切在握

的安全感。後軸轉向系統可縮短迴轉直徑，使停車過程

更容易，在車速較高時，則可提高駕馭穩定性。各套系

統各盡其職，讓您安全上路。

保時捷 4D 底盤控制系統將底盤控制功能帶入全新境

界。系統能分析當下駕駛情況中的縱向、橫向和垂直加

速資訊，並利用這些數據計算出最理想的駕馭狀態，並

即時同步協調所有底盤系統，追求最佳化整體性能。

自主調整氣壓式懸載系統能增強動態駕馭性能與舒適表

現。透過採用三氣室技術，並且會視駕駛模式與駕駛路

況來調節彈簧硬度的調節，讓運動駕馭和舒適性之間更

完美協調。此外，氣壓式懸載系統包含可讓車身與地面

維持恆定高度的自動水平調整系統、保時捷主動式懸載

調整系統 (PASM) 和高度調整系統，如此一來，您可主

動視需要調節車身離地高度。GTS 車型的 PASM 經過動

態調校，帶來更進階的跑車性能。

保時捷動態底盤控制系統 (PDCC) 是一套能夠在車輛過

彎時減少側向車身擺動的主動防傾系統，採用電子機械

防傾桿來減少過彎時的側向車身擺動。此外，系統亦可

在行經不平坦路面時減緩車輛的側向晃動，動態表現與

靈活度同時大幅提昇，同時擁有高度的舒適性。

動感

煞車

保時捷陶瓷複合煞車系統 (PCCB) 採用交叉鑽孔設計碟

盤，實現所向披靡的制動性能以及優異的抗熱衰退特

性，即便在最艱困路面環境下也能縮短煞車距離。另

一重要特性則是保時捷陶瓷複合煞車系統 (PCCB) 的重

量；比起結構與尺寸相同的傳統鑄鐵煞車碟盤，足足

減輕約莫一半的重量，對於駕馭動態性能有相當正面

的影響。

 
1  保時捷陶瓷複合煞車系統 (PCCB) 煞車碟盤直徑 (前/後)：440 公釐/ 410 公釐

2    Cayenne Turbo 的保時捷塗層煞車 (PSCB) 之煞車碟盤直徑：前輪 415 公釐/後輪 
365 公釐

3   Cayenne 車型煞車系統煞車碟盤直徑：前輪 350 公釐/後輪 330 公釐

4    Cayenne E-Hybrid 煞車系統煞車碟盤直徑：前輪 360 公釐/後輪 358 公釐

5   Cayenne S 車型煞車系統煞車碟盤直徑：前輪 390 公釐/後輪 330 公釐

6   Cayenne GTS 車型煞車系統煞車碟盤直徑：前輪 390 公釐/後輪 358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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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輔助系統1)

保時捷提供的多套輔助系統和智慧型照明系統不僅能協

助提昇行車安全性，同時也帶來更多駕乘舒適體驗。其

中，抬頭顯示器可將所有相關的駕駛資訊直接投射到駕

駛的視線中，車道偏離輔助系統有助於減輕駕駛長途旅

行時的負擔；變換車道輔助系統會利用感測器掃描周圍

情形，並且在辨識到危險情況時發出警示；警示與煞車

輔助功能可協助大幅降低與其他車輛、行人或自行車發

生碰撞的機率，在必要情況下，甚至可自主執行緊急煞

車；夜視輔助系統的紅外線攝影機能夠在車燈照到之前

就辨識出行人或較大型動物，並發出引人注意的閃光信

號作為警示。各種輔助系統的目的均在於讓掌控方向盤

的您能更安心平穩地駕車。 

不論是停入或駛出車位，對您的保時捷來說，一切易如

反掌。主動式停車輔助系統能夠偵測到停車位，並自動

測量其大小。在找到合適的停車位之後，您便能啟動停

車過程並且加以監控 – 無論是路邊停車或是倒車入庫，

都不成問題。系統將主動接手操控方向盤的轉向並前後

移動車輛。當您要開門下車時，若後方有車輛靠近，下

車警示系統在內車門把上的 LED 會發出閃爍紅色燈號作

為警示；此外，3D 環景顯像系統能以 3D 立體圖形顯示

更完整的全方位視圖，並提供不同的視角供您選擇查

看。 駛離車位警示器 利用車尾雷達運作。在停車測距輔

助系統啟動的狀態下，例如當您緩慢倒車離開垂直車位

時，車尾雷達會掃描偵測，並在辨識到有車輛接近可能

發生危險時發出三階段警示：首先會顯示在保時捷通訊

管理系統 (PCM) 螢幕上，之後會發出警告聲響，必要時

更會使煞車踏板產生震動。 轉向輔助功能 也能夠協助您

在視線不良的狹小空間內倒車時避免碰撞到周圍物件。

LED 矩陣式造型頭燈引領跑車駕馭進入全新境界。保時

捷動態照明系統 (PDLS) 會依據車速來調節照明範圍，

尤其在轉彎時會加強照明程度，讓您將彎道狀況看得更

清楚。 

LED 矩陣式造型頭燈含保時捷動態照明升級系統 (PDLS Plus) 
內建 84 顆 LED，均可以依據當下路況獨立關閉或減弱

光線，優點是前向或對向車道的車輛將不會被您的車燈

干擾，您眼前及兩側區域照明則依然充分。照射到反光

性較強的交通標識時，也會分段減弱光線，以避免駕駛

受到眩光干擾，讓您更能專注地行向目的地。保時捷動

態照明升級系統 (PDLS Plus) 亦額外提供彎道照明及藉

助導航系統資訊的路口照明功能。在接近轉彎路口時，

系統會縮短光束照明範圍，以增進車道左右範圍的最佳

照明效果。

 
1)  請注意：所述功能在不超過系統限制的情況下支援駕駛。 

駕駛本身有責任必需隨時注意路況。
2) 僅支援 iPhone 7 以上的 Apple iPhone 機型和 iOS 13.0 以上的軟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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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一詞，可以有許多定義 – 例如操作直覺的導航

系統、使用簡單的聲控功能，或是各式各樣的個人化設

定選項；也可以是在結伴出遊時，讓高級揚聲器將收音

機中任何一首歌曲幻化為一場難忘的聽覺饗宴。 

最新一代的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 是您整合音響以

及通訊功能的中央控制系統。搭載全新顯示與操作概念

的 12.3 吋高畫質觸控螢幕，您可在螢幕上輕鬆操作線上

導航系統、多模式互動式地圖、行動電話安裝準備、音

源介面、聲控功能，以及各式各樣的車輛功能。您還可

以依個人喜好將最常用的功能加入開始畫面，之後便可

輕鬆迅速地啟用這些重要功能。在行車期間，您可透過

以下介面享受眾多資訊娛樂功能：前座提供 2 個 USB-C 
數據與充電連接埠，後座提供 2 個 USB-C 充電連接埠，

此外也可以使用藍牙®連線技術。在觸控螢幕上以列表

方式查看所有介面，並用控制旋鈕來放大顯示，或是您

只要說一聲「嗨，保時捷！」，就可以啟動聲控功能，

以自然語音辨識功能下達指令。 

高傳真音響系統內含 10 只揚聲器，可輸出 150 瓦功率，

展現卓越音質；內建於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 主機

中的擴大機已針對車室內的聽覺模式進行最佳化設定。 

BOSE® 環繞音響系統搭載 14 聲道擴大機，總輸出功率

達 710 瓦；14 支揚聲器中包括一個分離式重低音揚聲

器，呈現均衡、完美的原音音場效果。BOSE® SoundTrue 
的音效強化科技為數據壓縮格式如 MP3 帶來更高音色

品質與動感。受專利保護的 AudioPilot 噪聲補償技術可

持續監測車內環境中的聲響，並自動調整音樂播放，以

確保音響效果始終維持一致。

請您靜心感受輸出功率達 1,455 瓦的震撼，21 支可控式

揚聲器，包含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結合了 400 瓦 D 
級數位式擴大機、雙向中央系統，以及超過 2,500 平方

公分的振膜總表面積。簡而言之：請享用 Burmester® 3D 
立體頂級環繞音場系統。整合在車頂 A 柱內的揚聲器與 
Auro-3D® 演算法相結合，打造令人驚艷的全新 3D 立體

聲音體驗，並額外採用音效強化器提高資料壓縮音樂素

材的音質。此外，高雅簡約的設計搭配精美鍍鋅邊框，

以及特定揚聲器上刻有 Burmester® 標誌，完全突顯獨我

風格，也提供乘客絕佳的聆聽饗宴。

 
1 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環境氛圍照明

2 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遠端遙控停車測距輔助系統

3 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個人化開始畫面

4 Burmester® 3D 立體頂級環繞音場系統

舒適

 資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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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時捷互聯系統  
( Porsche Connect)

保時捷互聯系統 (Porsche Connect) 在您與您的保時捷

之間建立緊密連結，在現有數位功能外，為您的 

Cayenne 帶來更多選擇，協助您更省時順暢地抵達目的

地、輕鬆同步個人通訊錄和地址，並直接在保時捷通 
訊管理系統 (PCM) 上直接查看您的行事曆。保時捷互聯

系統除了是您日常生活中的聰慧副駕駛之外，也能為您

帶來無與倫比的跑車體驗 – 無論是在登車前、行車期間

或是旅程結束之後。

贏得先機：為了讓您在旅途中隨時能找到最快的路線，

導航升級系統 (Navigation Plus) 會不斷地更新即時交通

資訊，精確度以車道為單位，並且會依據歷史資料記錄

預測路況，協助避開壅塞路段節省時間。

語音導航 (Voice Pilot) 聲控系統的好處在於，您只需說

出「嗨，保時捷！」，便能啟動直覺自然的聲控功能。

您的愛車會根據您的敘述如「我好冷」或是「播放下一

首歌」而作出相應操作。您也可以結合觸控和語音輸入

來進行多模式操作，例如點擊地圖上的一點，然後說「

開始導航到那裡」。

智慧行車：保時捷互聯系統支援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讓您在必要時可以在車上方便安全地使

用您的智慧型手機。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能協

助您檢索路線資料、發送和接收訊息等等，一切都透過 

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PCM) 或是語音操控功能輕鬆控

制，因此駕駛可以完全專注於操控車輛，毫無後顧之

憂。只需點擊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PCM) 觸控式螢幕上 
的 Apple Music 符號，即可無廣告地播放超過 7 千萬首

歌曲、搜尋播放清單，並聆聽世界各地最佳現場直播和 
Podcast。您甚至可以用正在播放的任何歌曲建立自己

的專屬電臺。 Cayenne 車主將獲得為期 6 個月的 Apple 
Music 免費試用期。

保時捷互聯應用程式 (Porsche Connect App) 的所有功能

將您與您的保時捷整合於一個包羅萬象的生態體系內，

讓您與您的愛車以多媒體方式合而為一。透過保時捷互

聯應用程式，您可以在出發之前將已規劃好的路線發送

給您的  Cayenne 座駕，或是檢查各種車輛狀態，例如：

燃油餘量、胎壓或是您的保時捷愛車目前所在位置等

等。 在「我的保時捷」 (My  Porsche) 中，也就是您的保

時捷車輛入口網站，您不僅能查看所有關於您愛車的重

要訊息，甚至能夠與保時捷中心聯繫。若要使用相關功

能，請索取個人的保時捷 ID。

最棒的是：您可在保時捷互聯商店 ( Porsche Connect 
Store) 中啟用這些服務，並且進行個人化設定或延長使

用期限。若欲獲得更多資訊，歡迎前往官方網頁查

看：www.porsche.com/connect-store。

請注意： 
根據不同的車型和各國的供應情形，保時捷互聯系統 ( Porsche Connect) 
所提供的服務會有所差異。本頁的資訊旨在為您提供一般概覽。如欲瞭

解您車輛的服務供應情形，請使用保時捷 ID 登入互聯商店。

http://www.porsche.com/connect-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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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

 空間感

1

2 4

3  Cayenne 的車主都擁有一顆好客之心，最希望同行的乘

客在車上感到賓至如歸。您可以依乘客的需求輕鬆調節

車室溫度，並利用環境氛圍照明營造令人心情放鬆的宜

人氣氛。人員下車之後，車門閉闔輔助系統 (Soft Close) 
會替您輕輕關上車門。 

四區域恆溫空調提供駕駛、前乘客座以及後座獨立的溫

度調節，車內乘客皆可隨心所欲調整喜愛的溫度。活性

碳濾清器可過濾粉塵、花粉和氣味，同時也能有效地在

車室外空氣進入車內前過濾掉所含的懸浮粒子。

離子化功能藉由離子空氣淨化器，在氣流進入空調系統

之前改善空氣品質、降低病菌及其他有害物質進入車室

內的機會，進而改善車室內空氣品質，使得氣氛更加舒

適宜人。

利用輔助加熱系統可在出發前將保時捷的內部空間環境

達到最理想的狀態。您同時也能透過保時捷通訊管理系

統 (PCM) 或利用遙控的方式來將其啟動。

所有  Cayenne E-Hybrid 車型系列都配備輔助空調系統1)，
並且可以在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 上輕鬆加以設

定，或利用智慧型手機進行遙控。您可依據當日的行程

來設定您的保時捷跑車車室溫度，此外，您還可以遙控

方式來設定座椅的預熱或預冷功能。

全景式玻璃天窗系統2)採用大型玻璃天窗，為  Cayenne 
車室營造特別明亮舒適的車內氛圍；兩件式的全景式玻

璃天窗可電動上推或開啟，並具備一套電動遮陽簾。

深色處理的私密玻璃可提供車艙後段額外隱蔽性。此

外，隔熱隔音玻璃也進一步提高車室內的舒適度。 

智慧型免用鑰匙系統3)讓您省去使用傳統車鑰匙的不

便。只要一碰觸門把，系統便會自動檢查您鑰匙上內建

的加密授權密碼，一旦密碼正確，車門便會自動開鎖。

要上鎖時，只需按下門把外側的一個按鈕，保時捷智慧

型免用鑰匙系統會立即鎖住車門，並啟用引擎禁制系

統。此外，後保險槓下方安裝一只感應器，您只需透過

簡單的腳部動作就可以開啟尾門。

車門閉闔輔助系統 (Soft Close) 為相當便利舒適的設計；

透過門鎖內的關門機械結構，提供四扇車門舒適且可靠

閉闔的功能。

環境氛圍照明提供間接照明，可營造特別宜人的車內氛

圍，提高乘車舒適度；提供多種燈光顏色作為選擇，並

可依需求喜好設定光照強度。全套內裝照明採用 LED 
科技。

有了行李廂空間管理系統，您不用再擔心行李滑動或傾

翻：滑軌系統結合固定帶或可伸縮式滑桿，將行李廂內

的物品牢牢固定，即便是大大小小的箱盒或高爾夫球用

具也毫無問題。

 
1 範例：環境氛圍照明 – 托帕藍

2 範例：離子空氣淨化器

3 四區域恆溫空調系統

4 行李廂空間管理系統

 
1)  E-Hybrid 全車系標準配備。不提供其他  Cayenne 與  Cayenne Coupé 車型選配。
2) 不提供  Cayenne Coupé 車型選配。
3)  智慧型免用鑰匙系統採用最新技術，但不能完全排除遙控鑰匙的密碼被盜取，利

用來開啟或偷竊車輛。請注意：若選配碳纖維設計套件則無法使用腳部動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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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4

舒適

座椅

帶來更進階的舒適感： Cayenne 與  Cayenne Coupé 提供

絕佳的舒適感受，許多系統均設置記憶儲存功能，例如

恆溫空調系統和音響與通訊設定等等。您也可針對不同

駕駛、行駛路線等建立數個設定檔。

前排座椅提供絕佳的舒適度，即使在高速過彎時也能適

當支撐您的身軀，卻絲毫不會限制活動空間；座椅配備

電動調整功能，可調整座椅高度、椅面與椅背角度，以

及前後位置。 

 Cayenne Coupé 兼具動態駕駛和出色的乘坐舒適感，尤

其還搭配符合人體工學設計且內建頭枕的前排跑車座椅 
(8 向電動調整)。 Cayenne 配備舒適座椅 (8 向電動調整)
，駕駛與前座乘客均可利用電動調整功能獲得最舒適的

坐姿。

舒適座椅內建舒適記憶套件 (14 向)，駕駛及前乘客座椅

額外配備椅面長度及四向腰部支撐電動的調整功能。舒

適記憶套件除了能儲存座椅的位置以外，還能夠儲存方

向機柱與兩側車外後視鏡的位置。 

 Cayenne Turbo 與  Cayenne Turbo Coupé 標準配備全功能

跑車座椅含舒適記憶套件 (18 向) 和內建頭枕。值得一

提的是，座椅頭枕與椅背的側邊包覆加高，可提供更完

善的側向支撐；所有側邊包覆都可電動調整，確保長途

旅程或者過彎時的舒適度。其他  Cayenne Turbo 與 
 Cayenne Turbo Coupé 的特色還包括前座與後座外側頭枕

上均飾以「turbo」車型字樣印記。

更優異的運動性能，令萬眾矚目。GTS 跑車座椅內建頭

枕 (8 向)，座椅中央採用 Alcantara® 高質感麂皮包覆，

前座和後座外側座椅頭枕繡以「GTS」車型字樣。另外

提供專為 GTS 車型打造的 GTS 內裝套件印記，搭配胭脂

紅 (Carmine Red) 或蠟灰 (Crayon) 對比色裝飾縫線。

輕量化跑車套件共有三種款式，皆包含：4 人座跑車座

椅，座椅中央部份施以經典菱格圖案布料包覆。

 Cayenne 與  Cayenne Coupé 車型的後排座椅採用加高側

面包覆設計，可同時滿足舒適要求與運動駕馭感；後座

外側的座椅可以加熱與通風。全排座椅可提供 40:20:40 
的分離式折疊設計，以及 10 個椅背角度調節位置 (最大

至 29 度)。 Cayenne 車型還額外提供前後達 160 公釐的

調整範圍，如此一來，依車款不同，行李廂有 500 至 

1,708 公升的容量

。

 
1 GTS 跑車座椅內建頭枕 (8 向)
2 輕量化跑車套件之跑車座椅 (8 向)
3 舒適座椅含舒適記憶套件 (14 向)
4 含記憶套件的全功能跑車座椅 (18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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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構想範例

1   「PORSCHE」標誌與車型字樣施以霧面黑色烤漆、

燻黑燈殼 LED 尾燈含光帶照明設計、輕量化碳纖維

跑車套件、車門拉柄施以高亮澤黑色烤漆、跑車排

氣系統含黑色中置跑車排氣尾管、22 吋 GT Design 
輪圈施以消光鉑銀色 (Satin Platinum) 烤漆

2  車頂擾流尾翼施以高亮澤黑色烤漆

3  LED 車門投射燈「PORSCHE」車型字樣、自發光碳

纖維門檻飾板

4   內裝套件縫線裝飾採勁速藍 (Speed Blue) 客戶指定

色、蠟灰 (Crayon) 安全帶、車頂握把施以 Alcantara® 
高質感麂皮包覆

5   內裝套件縫線裝飾施以勁速藍 (Speed Blue) 客戶指定

色、輕量化碳纖維跑車套件、蠟灰 (Crayon) 跑車計

時套件之計時碼錶、獨家設計排檔桿、車內扶手真

皮延伸套件、蠟灰 (Crayon) 儀錶板錶面

金屬白雲石銀 (Dolomite Silver Metallic)  Cayenne GTS Coupé

熱情的形式千變萬化， 
這正是您個人風格所在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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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風格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焦點配備

自由盡情展現您的保時捷個人風格以及跑車獨有的造型

品味。從對比色縫線到充滿運動風格的排氣尾管，一系

列的廣泛配備協助您實現夢想。

 
1 燻黑 LED 頭燈含保時捷動態照明系統 (PDLS)
2 22 吋  Cayenne Sport Classic 鋁圈，施以胭脂紅 (Carmine Red) 烤漆

3 跑車排氣系統，含黑色跑車排氣尾管

4 自發光暗銀色髮絲紋鋁合金門檻飾板

5 後窗雨刷飾件施以高亮澤黑色烤漆

6  21 吋  Cayenne  Exclusive Design 輪圈，施以高亮澤黑色烤漆， 
煞車卡鉗施以高亮澤黑色烤漆

7 車頂把手施以黑色 Alcantara® 包覆含勁速藍 (Speed Blue) 縫線裝飾

8   Exclusive Design 排檔桿，車內把手延伸套件施以黑色 Alcantara® 包覆含勁速藍 
(Speed Blue) 縫線裝飾

個人風格 |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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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Black) 真皮，勁速藍 (Speed Blue) 
縫線裝飾 

黑色 (Black) 真皮，蠟灰 (Crayon) 縫線

裝飾

板岩灰 (Slate Gray) 真皮，酒紅 
(Bordeaux Red) 縫線裝飾

沙漠灰杏 (Mojave Beige) 真皮，黑色 
(Black) 縫線裝飾

個人化延伸選配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裝飾縫線與座椅中央
您希望自己的專屬座駕擁有更多車室風格的創意自由？

透過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您可以指定縫線裝飾

內裝套件與客戶指定色真皮包覆的座椅中央部位，用您

的獨特品味為  Cayenne 賦予個人風格，並以細節突顯內

裝特色。套件涵蓋所有原廠提供的標準色和特殊色，無

論採單色設計或是色彩組合，都能達到設計協調自然的

整體效果，打造與眾不同的  Cayenne 專屬座駕。

此處提供原廠精選顏色組合，希望能啟發您無限靈感；

或您也可以前往保時捷官方網站 www.porsche.com 的保

時捷虛擬訂車瀏覽器 ( Porsche Car Configurator)，嘗試更

多搭配創意。

 內裝套件施以客戶指定色縫線裝飾
 座椅中央施以客戶指定色真皮包覆 

板岩灰 (Slate Gray) 真皮，座椅中央部分施以蠟灰 (Crayon) 真皮包覆，酒紅 (Bordeaux Red) 縫線裝飾 沙漠灰杏 (Mojave Beige) 真皮座椅，中央部分施以黑色 (Black) 真皮包覆，黑色 (Black) 縫線裝飾

黑色 (Black) 真皮，座椅中央部分施以勁速藍 (Speed Blue) 真皮包覆，勁速藍 (Speed Blue) 縫線裝飾黑色 (Black) 真皮座椅，中央施以酒紅 (Bordeaux Red) 真皮包覆，蠟灰 (Crayon) 縫線裝飾

http://www.porsc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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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風格

規劃出您專屬的保時捷座駕
實現您的首次駕馭體驗

為您的  Cayenne 決定每個獨特細節。無論是合適的配

件、多功能跑車方向盤的材料與車縫線，或是與車身同

色烤漆的輪圈：一切均以您的願望為核心。 

更多有關保時捷虛擬訂車瀏覽器和保時捷品牌魅力的資

訊請參閱我們的官方網站 www.porsche.com.tw

1

2
個人風格 | 保時捷技術裝備  Tequipment46

個人風格

 保時捷技術裝備  Tequipment

藉由保時捷技術裝備 ( Tequipment) 專門為您  Cayenne 座
駕所設計的原廠配件，可完全依據您的個人喜好賦予更

多個人風格；從一開始，保時捷對於跑車的堅持也同樣

適用於保時捷技術裝備產品：由位於魏薩 (Weissach) 研
發中心與製造出您愛車的同一群保時捷工程師和設計師

共同開發、測試與驗證；設計時以車輛整體做考量，為

您精確量身打造專屬保時捷座駕。

擔心原本的原廠保固承諾？請放心，每一項透過保時捷

中心安裝的保時捷技術裝備  Tequipment 產品，同樣享有

完整的保固。

有關保時捷技術裝備  Tequipment 的更多資訊，請洽詢您

當地的保時捷中心，或請上官網 www.porsche.com/
tequipment 參考。你可透過掃描 QR 碼直接連線至

「 Tequipment 搜尋器」，查詢的所有產品細節。

 
1  保養產品專為保時捷座駕精心搭配，適用於內裝和外觀養護的高品質保養系列

套件。

2  夏季與冬季用全套輪圈與輪胎組合賦予更多個人化色彩、更靈活、更安全，以
及更多的駕馭樂趣。

http://www.porsche.com.tw
http://www.porsche.com/tequipment
http://www.porsche.com/tequipment


您可利用我們的保時捷虛擬訂車瀏覽器

觀看更多配備特色  
www.porsche.com/build-your-cayenne 

配備焦點

 Cayenne 與  Cayenne Coupé 車型

選用配備焦點

設計：
 ◼ 保時捷主動空氣力學套件 (PAA)
 ◼ SportDesign 跑車造型套件
 ◼ 輕量化跑車套件 ( Cayenne Coupé 車系)
 ◼ 輪圈尺寸介於 19 吋至 22 吋之間
 ◼ 內裝搭載保時捷先進駕駛艙 ( Porsche Advanced 
Cockpit) 和直接觸控操作 (Direct Touch Control)

內裝：
 ◼ 固定式全景玻璃車頂含遮陽簾  
( Cayenne Coupé 車系)

 ◼ 全景式玻璃天窗系統 ( Cayenne 車型)
 ◼ 前座跑車座椅 (8 向電動調整)
 ◼ 前座全功能跑車座椅 (18 向電動調整)
 ◼ 前座舒適型座椅 (14 向電動調整)
 ◼ 座椅通風系統
 ◼ 按摩功能
 ◼ 環境氛圍照明
 ◼ 四區域恆溫空調系統
 ◼ 改善車室內空氣品質之負離子空氣淨化器

照明和輔助系統：
 ◼ LED 頭燈
 ◼ 保時捷動態照明系統 (PDLS)
 ◼ LED 矩陣造型頭燈，含保時捷動態照明升級系統 
(PDLS Plus)

 ◼ 警示與煞車輔助功能
 ◼ 夜視輔助系統
 ◼ 抬頭顯示器
 ◼ 停車測距輔助系統 (前後)，含環景顯像系統 
(Surround View)

互聯系統與資訊娛樂系統：
 ◼ 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 (PCM) 含線上導航功能，配備 
12.3 吋高畫質觸控螢幕，提供多種音源連接介面和

聯網聲控功能
 ◼ BOSE® 環繞音場系統
 ◼ Burmester® 3D 立體頂級環繞音場系統
 ◼ 保時捷互聯應用程式 (Porsche Connect App )
 ◼ 保時捷互聯系統 (Porsche Connect)
 ◼ 保時捷越野精準駕馭應用程式

動感：
 ◼ 主動式氣壓懸載系統，含保時捷主動

式懸載調整系統 (PASM)
 ◼ 保時捷動態底盤控制系統 (PDCC)
 ◼ 後軸轉向系統
 ◼ 保時捷 4D 底盤控制系統
 ◼ 保時捷扭力分導升級系統 (PTV Plus)
 ◼ 保時捷循跡管理系統 (PTM)
 ◼ 跑車計時套件
 ◼ 動力輔助轉向升級系統
 ◼ 跑車排氣系統

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額外專屬：
 ◼ 7.2 千瓦車載交流充電器
 ◼ 21 吋  Cayenne AeroDesign 鋁圈

 
實際各項選用配備請以當地各保時捷展示中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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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風格

顏色

顏色 | 個人風格

車身外觀 金屬色系純色系

特殊色系

金屬卡拉拉白 (Carrara White Metallic)白 (White)

金屬月光藍 (Moonlight Blue Metallic)金屬羊絨淺褐 (Cashmere Beige Metallic)

金屬白雲石銀 (Dolomite Silver Metallic)

胭脂紅 (Carmine Red)

蠟灰 (Crayon)

金屬桃心木棕 (Mahogany Metallic)

金屬石英灰 (Quarzite Grey Metallic)

金屬墨玉黑 (Jet Black Metallic)黑 (Black)

內裝

黑 (Black)

黑色座椅中央施以精典菱格圖案

松露棕 (Truffle Brown)

松露棕/雪茄棕 (Truffle Brown/Cohiba Brown)

烤漆

真皮

燻黑栗木

黑色髮絲紋鋁合金5)

高亮澤黑色

板岩灰 (Slate Gray)

黑色 (Black) 搭配 GTS Alcantara® 套件2 )

黑/胭脂紅 (Black/Carmine Red) 對比色細節 

黑/沙漠灰杏 (Black/Mojave Beige) (亦可選
配部分真皮)3)

黑/酒紅 (Black/Bordeaux Red)

板岩灰/沙漠灰杏 (Slate Gray/Mojave Beige)

石墨藍/蠟灰 (Graphite Blue/Crayon)

碳纖維 (高亮澤)

菱形紋鋁合金

交叉髮絲紋鋁合金6)

胡桃木

橄欖木

赤桉木

內裝  
局部真皮/真皮套件1)

內裝真皮運動套件 
局部真皮內裝4 )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飾件

雙色組合真皮內裝 1)

Club Leather 內裝和 Club leather 
雙色組合內裝1)

飾件

黑/蠟灰 (Black/Crayon) 對比色細節

飾件

GTS 內裝套件

 
1)  前座座椅椅背施以人造皮革包覆、舒適座椅 (8 向和 14 向調

整) 頭枕背面施以烤漆。 
2) 僅限真皮內裝套件
3) 必須搭配輕量化跑車套件。

4) 僅提供選配輕量化運動套件。
5)   Cayenne GTS 與  Cayenne GTS Coupé 車型專屬
6)  Cayenne Turbo 與  Cayenne Turbo Coupé 車型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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