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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深藏不露的王牌球員，在最接近戰場的前線，等待最佳的上場時機。

以與眾不同的自信魅力，風靡每一雙渴望的眼睛。

獨具隨心所欲的浩瀚實力，以及與生俱來的明星架式。

一舉成名，不是偶然， 只是必然。

POTENTIAL　
實力獨具，心隨所馭

圖為北美式樣



再完美的計畫，永遠趕不及環境的變化。

掌握駕輕就熟的控場技巧，將每一次出場，都變成你的主場。 連命運，你都能凌駕。

CONTROL　
一出手，就掌控全局

圖為北美式樣



你執著完美，在無數次的實戰中，淬鍊出最精湛的招牌動作。

能慢，也能快如疾風。似動，卻又不動如山。難以捉摸的俐落完美，在全場驚艷中，你已先下一城。

IN OBSESSION　
一開場，就征服全場

。

圖為北美式樣



INFINITI POWER HYBRID  更直接地傳送電動馬達的強大輔助動

力，讓高性能油電動力系統可爆發 364PS 最大馬力，並可於 5.1

秒內完成 0-100km/h 加速，徹底擺脫油電系統動力不振的缺憾！

(HYBRID 車型專屬 )

2.0 升高效渦輪引擎  與 M-BENZ 合作的德日工藝結晶，以最新缸

內直噴科技搭配高效渦輪增壓系統，不僅可輸出 211PS 最大馬力，

更以媲美柴油引擎的 35.7kg-m 強大扭力，激發令人血脈噴張的狂

野快感！ (2.0t 車型專屬 )

跑車化 7 速手自排變速系統  以綿密齒比提供平穩且靈敏的加速性

能，搭配跑車級退檔補油機制與 G 力偵測器，讓駕馭更加隨心所欲。

DAS電子可變式轉向系統  全球首套搭載於量產車的電子線傳

轉向科技，運用航太科技原理，可依駕駛偏好調整轉向速度與

回饋力道，並在崎嶇跳動路面自動撫平方向盤的不適抖動，大

幅提升駕馭舒適性。(HYBRID 車型專屬 )

鋁合金懸吊系統  前雙 A 臂後多連桿獨立鋁合金懸吊，採用大

量鋁合金材質，達成整體輕量化、反應靈敏快速，並配合最佳

的底盤配置，提供駕駛者細膩的路面反應。

力量，並不是勝利的絕對。

擁有衝鋒的本事，更需擁有萬夫莫敵的膽識。

懂得尋找最小的阻力，就是奪下勝利最大的助力。常勝，可不是運氣。

POWER　
一作動，就贏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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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者智慧型 LED 頭燈  具備 AFS 主動轉向科技與自適型智

慧 光 感 應 科 技 的 LED 頭 燈， 彷 佛 叢 林 獵 豹 的 雙 瞳， 不 僅 能 隨

車輛動態改變投射方向，更可因應環境自動啟閉與調整遠近。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跑車化煞車系統  Q50 的跑車化煞車系統，以 14 吋大型通風

碟煞，搭配前四活塞後雙活塞卡鉗的制動設計，讓煞車更加敏

捷強勢。 (HYBRID 車型專屬 )

19 吋跑車化鋁合金輪圈  跑車化風格輪圈，讓車輛即使靜止仍

充滿震撼動感，搭配最新失壓續跑胎，可在無胎壓的狀況下，

仍以時速 80km/h 行駛 150km。 (HYBRID 車型專屬 )

你擁有看穿真相的犀利目光，懂得集中所有視線，專注最重要的事物。

以成功者為借鏡，獨具隨心所欲的浩瀚實力，

成就一場，無懈可擊的完全比賽。

IMPRESSION　
一凝視，就名留百世

圖為北美式樣



最強大的對手，都隱藏在幕後。

不被眼前的勝利所迷惑，在終場以前，永遠保持備戰狀態。

榮耀，只會留給抵達終點的人。

SAFETY 　
一出發，就勝券在握

LDP 車道偏移預防系統附警示功能  車速於 70km/h 以上時

啟動，當偵測出車輛非刻意偏離車道時，將即時警示並主動

協助修正行車方向，降低風險。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ALC 主動車道控制系統  車速於時速 70km/h 以上啟動，協

助駕駛對非預測或因高速側風而造成的車道偏離進行調整，

進而保持於車道線內行駛，降低駕駛須不斷修正方向盤的疲

勞。 (HYBRID 車型專屬 )

圖為北美式樣

PFCW 車輛追撞預警系統  全球首創的車輛追撞預警系統，能同

時偵測前方及更前方車輛的動態 ( 偵測前前車 )，當系統預測到追

撞意外可能發生，將以警示音與燈號警告駕駛，降低事故風險。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DCA 車距控制輔助系統 / FEB 自動急停輔助系統  當 車 速

5km/h 以上時，DCA 會監控前方車距，在判定需減速時發出警

示，並頂起油門及啟動 FEB，在時速 60km/h 內，可協助駕駛

將車輛完全煞停，提升行車安全。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ICC 全速域智慧定速巡航  可依駕駛偏好設定三段安全車距，當

車速於 0 至 144km/h 時，透過加減速自動保持與前車之安全距

離。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SAFETY
不讓主動安全機制 SAFETY SHIELD 一枝獨秀，Q50 更以獲得

世界三大安全評鑑認證的被動安全系統，讓安全更加無懈可擊！

●  IIHS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最佳安全首選Top Safety Pick+ (2014~15)

●  NHTSA 美國高速公路安全局 5 顆星最佳安全防護 

●  EuroNCAP 歐盟新車安全評鑑協會 5 顆星最佳安全防護 

BSI 盲點側撞預防系統附警示功能  當啟動方向燈欲變換車道

時，以後保桿內兩側的遠距感應雷達偵測後方來車，並在距離

過近時自動協助修正回原車道，避免危險。 (2.0t/HYBRID 旗

艦版專屬 )

BCI 倒車後撞預防系統  可於倒車時主動偵測後方靜止或移動物

體，消除視覺死角，並在預測到碰撞危險時啟動煞車，提供最

完善的安全保障。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前座椅側撞氣囊 / 大面積門簾式 SRS 輔助    INFINITI 的防側

撞氣囊安裝在前座側邊靠墊內，因此氣囊的位置會隨座椅移動，

使氣囊隨時保持在最佳防護位置；當車輛的側向受到一定力道

的撞擊時，側簾式氣囊會從側窗上方的車頂內瞬時釋放，以保

護成員的頭部安全。

AABS 先 進 安 全 氣 囊 系 統 (Advanced Air Bag System)  

INFINITI 的先進安全氣囊系統，透過可偵測乘客體型等級的感

知器，依車輛所受到的撞擊力道、以及是否繫有安全帶，來決

定兩段式安全氣囊充氣的速度。若前乘客座無人乘坐，透過感

知器自動偵測，右前方的氣囊將不會作動。

高強化剛性車體結構及車頭 / 車尾安全潰縮裝置  車上的強化鋼

樑結構，可維持座艙的完整性；此外前後可潰縮的結構設計，

則可吸收撞擊力，並將力道導引、分散至車體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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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一瞬間，就傲視群雄

你心中有張模擬未來的戰術圖，毫無死角的黃金陣容。

以最佳佈陣，全面迎擊所有攻勢。

每一場戰役，都勝券在握。

AFS 主動轉向頭燈系統 &LED  尾燈  Q50 LED 頭燈組具備 AFS 主

動轉向功能 *，隨著車輛動態改變燈光投射角度，整合廣角霧燈，

使駕駛人夜間視野更寬廣，Q50 配備高亮度、壽命長、反應靈敏

的 LED 尾燈，可讓後方的駕駛及時掌握 Q50 的煞車動作，有效

提升行路安全性。(*AFS 為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ABS 電子控制式防鎖定煞車系統  當煞車需做閃避操作時，Q50

的四輪 4 迴路 ABS 系統，可防止車輪被鎖死，仍可進行靈敏精準

的操控。

BAS 煞車輔助系統  許多駕駛者在緊急煞車時，踩煞車不夠快速、

且力道不足。BAS 會偵測駕駛者踩煞車的狀況，當系統判斷是緊

急煞車時，就會自動施以最大的煞車力道，以縮短煞停距離。

EBD 電子煞車力分配系統  根據不同的負載狀況，EBD 會自動調

整前後輪的煞車力道分配比率，減少煞車時車頭下沉幅度，以發揮

最佳煞車效能；並且讓前後煞車零組件的磨耗，變得較為平均。

VDC 車輛動態控制系統  VDC 與 TCS 連動，偵測車輛實際轉向

的狀況與駕駛者操作的差異，調整引擎出力，並針對個別車輪施

以適當的煞車力，以修正轉向不足或轉動過度的情況。更可依照

INFINITI DRIVE 的不同模式，主動調整系統介入時機，保有更

人性化的駕控樂趣。

AVM 360 度環景顯影系統附 MOD 動態物體偵測與停車導引功能  

整合前後左右 4 具攝影機即時影像，在中控台螢幕合成鳥瞰畫面，讓

駕駛者監控週遭環境，協助完成更安全的停車動作。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圖為北美式樣



你擁有縱橫天下的通天本領，運籌帷幄於股掌之間。

見人所不能見，為人所不敢為。

自在掌握世界的方向，每次出手，都是精彩。

TECHNOLOGY  　
一仰望，就眾所追隨

INFINITI Intouch 雙螢幕主控台  革命性的雙螢幕介面，透過

直覺式觸控即可輕鬆操作。搭載多項應用程式，讓您可透過雙

螢幕同時閱讀導航與各項行車資訊。

Intelligent View 5 吋智慧型顯示幕  Q50 的指揮中心，透過

智能科技即時掌控、隨時更新車輛狀況，讓駕駛人如同艦長般，

即刻就能運籌帷幄最新的行車資訊。

原廠中文衛星導航系統  搭配觸控式操作，單憑指尖即可直覺

導航。透過易於辨識的物件圖像，以尖端科技即時預判、規劃，

指引最正確的行車路線。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圖為北美式樣



PERFECT  　
一登場，就極盡完美

圖為北美式樣

完美結合未來概念、F1 性能、安全科技，Q50 前所未有的獨

特魅力，堪稱轎跑車的顛峰之作。

獨具凌駕同級車的浩瀚實力，自然能夠隨心所欲！

科技艦橋式座艙  車室融合概念車思維，加入 INFINITI 獨有的

DOUBLE WAVE 艦橋式座艙設計，有效降低前座的壓迫感，

並擁有更寬敞的乘坐空間，媲美 BMW 大 5 系列的尊榮舒適。

 

INFINITI DRIVE 多模式行車控制系統  Q50 提供五種行車模

式：STANDARD 標 準、SPORT 運 動、ECO 節 能 *、SNOW

雪地、以及 PERSONAL 個人，透過調整引擎輸出、變速箱與

VDC 介入時機，保持行車最佳狀態。 (*ECO 模式為 HYBRID

車型專屬 )

 

鎂合金方向盤換檔撥片  整合於方向盤上的跑車化換檔撥片，換

檔時無須將手離開方向盤。特殊的鎂合金材質，讓您在高速駕

駛中，仍保持一貫的優雅從容。 (HYBRID 車型專屬 )

INFINITI 專屬                           立體聲高功率音響  Q50 模擬劇

院空間，以環艙方式配置 14 具揚聲器，並加入 3 支重低音揚聲

器，讓雄渾的樂音更添震撼力，打造彷彿現場演奏的聽覺饗宴，

重現每首曲目的深刻感動。 (2.0t/HYBRID 旗艦版專屬 )



你擁有獨樹一格的獨特魅力，

只有你，能成就如此的你。

每秒的舉手投足，每次的呼吸節奏，

如此魅力，誰能取代 ?

CHARM  　
一改變，就引領世界

Welcome Lighting 感應式迎賓照明  當您攜帶 I-Key 走近，

自動由外而內依序啟動迎賓照明系統，為幽暗停車空間帶來安

心感；設置於左側的握把照明燈，能照亮下方地面，讓進出乘

坐更感窩心。

 

智慧型 I-Key 個人座駕記憶  配備智慧型 I-Key，無須取出即

可感應自動感應解鎖、發動引擎，同時具有個人座駕記憶功能，

創造專屬駕駛環境。

圖為北美式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