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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19日 

 

新 Tiguan Allspace Elegance及 R-Line 4MOTION面市 

 

− 新 Tiguan Allspace Elegance 售价 RM174,745.68 

− 新 Tiguan Allspace R-Line 4MOTION 售价 RM219,443.59 

− 重点包括设计更俐落和技术更新 

 

 

吉隆坡  – 福士伟根轿车马来西亚 (VPCM)今天推介新 Tiguan Allspace 

Elegance 及 R-Line 4MOTION。这两个车款皆在彭亨北根的车厂厂本地组

装。 

 

长轴版 Tiguan Allspace 自2017年面市以来 Tiguan Allspace 在全球售出将

近150 万辆，占 Tiguan 总产量的55%，成为了福士伟根的一个成功故事。 

 

Tiguan Allspace七人车是真正的空间之霸，行李厢空间1,775升，为同级之

最，座位还具备多种变化。这辆现代化及动态十足的运动休闲车，是一家

人和崇向活跃生活方式者的理想良伴。 

 

两个车款皆采用展现新面貌的重新设

计水箱护罩、新颖的保险杆和更时髦

的头灯。其他新设计包括招牌的 LED

灯条、车尾的 ‘Tiguan’字样和新福士

伟根车徽。 

 

 

车厢内装也升级 - 处于座舱正中央的一台9.2寸 Discover Pro 资讯娱乐系统

支援无线 Apple CarPlay 及 Android Auto、声控、内建导航等配备。 

 

多功能运动方向盘如今采用触觉触控后连接上更完美。同样的，空调面板

上的钮键也提升。 

 

主动控制温度天气座椅给司机和前乘客带来额外的舒适感。这些通风座椅

可配合天气冷热选择加热或加冷。 

媒体请联络 

Yeo Chia Hui  

Manager, VPCM  

Tel: 019-3765489 

E: chiahui.yeo@vw.com.my  

Yani Fadzil  

Senior Manager, VPCM 

Tel: 012 – 212 8977 

E: yani.fadzil@vw.com.my   

 

 
Click to subcribe to our social media 

channels 

More information at: 

Volkswagen Malaysia website 

Volkswagen newsroom 

mailto:chiahui.yeo@vw.com.my
mailto:yani.fadzil@vw.com.my
https://www.volkswagen.com.my/volksphere/newsroom
https://www.volkswagen.com.my/volksphere/newsroom
https://www.facebook.com/Volkswagen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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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CiP5ShiMSZGpnsjHOPWiA
https://www.tiktok.com/@volkswagen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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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R-Line 4MOTION 配备的10 扬声器

480瓦特高级 Harman Kardon 音响，

添增了全车的奢华感。极为清晰的

高音及丰富沉稳的低音，四种音频

配置和环绕声道，为车厢塑造了沉

浸式的意响体验。 

 

具备 Eco、Normal、Sport 或 Individual 选择，并可基于自己喜好个人化的

驾驶模式，赋予 Allspace Elegance 更具动力的驾驶体验。 

 

着重于安全的两个车款皆配备车道偏离辅助系统，可在侦察到车子驶进另

一条车道时，在无示意下轻轻纠正方向盘。此系统可辨识道路边绿、街道

的镶边石、草边及路标，若司机没有行动，将会发出示警声响。 

 

VPCM 董事经理 Erik Winter 相信新 Tiguan Allspace 可成为其级剾市场的有

力竞争者。他说 “运动休闲车越来越受大马人欢迎，我们从中看到了填补

具远见者寻求的高级运动休闲车的良机。Tiguan Allspace 为一款具备更多

优点的全能车 - 包括更多空间、更优越性能和更多价值。” 

 

售后支援包括三年免费保养、五年不限里程保固及五年路边故障支援。 

 

全国所有福士伟根代理商订于3月19至20日配合推介礼举办陈列室活动，

上 门 者 将 可 试 驾 及 参 加 各 种 剌 激 活 动 。 不 妨 登 录

https://www.volkswagen.com.my/dealer-locator.查看最靠近的代理商。 

 
 

TIGUAN ALLSPACE KEY USPS 

 

LED 灯 

头灯及尾灯全为 LED 灯，照明范围更广，适合在城市街道驾驶。高灯则

为漆黑或灯光不足的环境提供几乎光出一倍的照明度。尾灯也具备动态讯

号灯。 

 

https://www.volkswagen.com.my/dealer-lo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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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灯还配备全天候及动态转向照明系统，在任何天气中提供额外的安全。

尾灯组则内建醒目亮眼的招牌灯，踩煞时提供不同燈型變化。 

 
内装 

新 Tiguan Allspace 的内装奢华与实用兼具，座椅皆维也纳真皮以包里，司

机座椅和前座椅为主动控制温度天气座椅，并可作12向调整。 

 

另一个新特色是重新设计，更易抓握及操控的排挡杆。在介面上显示的挡

位有背光，让司机知道处于那一挡。 

 

连接性 

新及改良后的11.7寸数位座舱，采用有如智能手机的高解析度颜色薄膜电

晶体(TFT)，屏幕清晰明亮。 

 

两个车款搭载相同的资讯娱乐系统，只是 R-Line 4MOTION 的系统具备越

野驾驶模式数据显示功能。 

 

30种颜色的周边照明灯与横越车门的灯条相辅相成，营造出配合任何驾驶

模式、场合及情绪的现代化及个人化氛围。 

 

舒适及便利 

3区 Climatronic 恒温空调具备各种模式及过滤空气功能，确保车上所有乘

客愉悦及舒适。 

 

容易开启(Easy Open) 及容易关闭(Easy Close) 功能属于新装备，其设计旨

在提供方便，无需用手也可打开行李厢盖及延缓厢盖关闭。 

 

安全 

Tiguan Allspace 是为了确保乘客的安全而打造，车上安全配备包括6个安

全气囊(R-Line 4MOTION 拥有7个)、电子稳定控制系统(ESC)、防车轮锁刹

车系统(ABS)、刹车辅助系统(BA)、二次碰撞预先刹车系统、智能碰撞反应

系统(ICRS)，以及电子泊车手煞。 

 

车道偏离辅助及司机警示系统皆为这两款车的标准配备，R-Line 4MOTION

还配备陡坡缓降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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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颜色 

车身有5种颜色：Atlantic Blue 大西洋蓝、Oryx White 羚羊白、Deep Black

深黑、Platinum Grey 铂灰及 Pyrite Silver 硫铁矿银。 

 

TIGUAN ALLSPACE ELEGANCE USPS 

 

设计 

Elegance 的车身有许多镀铬元素如‘Allspace’特定车边装饰条和标准的银色

侧镜，还有18寸 Frankfurt 铝轮圈。 

 

性能 

Elegance 动力与效能兼具的性能势必振奋人心。搭配6速 DSG 变速箱的

1.4TSI 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150PS 及最大扭矩250Nm。 

 

燃料消耗量约为7.7升/100公里。 

 

车价 

新 Tiguan Allspace Elegance 现豁免销售税的售价为 RM174,745.68。 

 

TIGUAN ALLSPACE R-LINE 4MOTION USPS 

 

设计 

R-Line 的造型可从前，后保险杆、车顶扰流器和车边装饰条反映出来。19

寸 Valencia 铝轮圈使外观益发威猛。 

 

R-Line 4MOTION 的内装则凸显 R-Line 造型和碳灰色的装饰条。 

 

性能 

搭配7 速 DSG 变速箱的 R-Line 4MOTION，动力来自一台2.0TSI 涡轮增压引

擎，最大马力220PS 及最大扭矩350Nm。4MOTION 全轮驱动系统提供更

佳的路面牵引力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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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hassis Control 动态底盘控制(DCC)具备可个人化的驾驶模式。

4MOTION 还具备4种额外模式：On-road、Off-road、Off-road Expert 及

Snow。渐进式转向系统带来更俐落及精准的驾控，从而加强了驾驶动态。 

 

燃料消耗量约为8.6升/100公里。 

 

车价 

新 Tiguan R-Line 4MOTION 现豁免销售税的售价为 RM219,4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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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VPCM 

Volkswagen Passenger Cars Malaysia (VPCM) is the official distributor of Volkswagen cars in Malaysia. 
With long-term business aspirations in the region VPCM’s primary focus is on sales strategies through 
future products, strengthening the Volkswagen dealer network and service and parts availability. VPCM 
is managed by European automotive retail specialist, Porsche Holding Salzburg,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automotive distributors in Europe. The Salzburg-based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47 
and operates today in 26 markets in We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China, and in Colombia and 
Chile in Sou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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