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滿樂趣的城市，讓人隨時想出發探索，

我選我愛，Picanto是我生活最棒的好夥伴。
自由，說走就走，我最FUN得開。
自信，外型出眾，內在敢秀。

自傲，出色得讓人安心，騁馳無畏懼。

我選我愛
樂趣全開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GT-LINE專屬運動化前氣壩

GT-LINE專屬運動化後氣壩



#自信

Picanto的儀錶板集駕駛功能、娛樂資訊
於一身，不僅讓人一目瞭然，更充滿前

衛科技感。

內在敢秀
我帥我驕傲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自信

每天四處趴趴走、取得最新資訊、與朋友碰面並保持

聯繫。Picanto提供您都會生活的所需，讓您更自在
悠遊其中。

精彩生活 超展開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Apple CarPlayTM功能需使用 iphone 5以上機種，支援 ios作業系統及APP功能限制，詳請依
Apple公司公告為主。※Android Auto功能僅限Android手機使用，與大部分搭載Android 5.0或更新版本的裝置相容。實際支援Android作業系統版本APP功能限制，依Google公司公
告為準。※Android Auto無線連結功能目前僅支援Google手機與部分Samsung手機，詳請依Google公司通告為準。

無線Apple CarPlayTM

不需傳輸線，更精彩的生活超展開；搭載Siri語音
控制系統，輕鬆掌握資訊，讓你歡樂不斷線。

無線Android Auto

不論是Google地圖找美食，Google Play享受音樂
或是Google智能助理，只需開口就能擁有。

懸浮式8吋多媒體影音觸控系統

8吋全彩觸控螢幕，搭載後方顯影輔助系統與音響
系統資訊。只需要一指觸控，就能輕鬆駕馭。

4.2 吋全彩整合智慧型旅程電腦

儀錶板中央的LCD螢幕，可顯示油量、胎壓警示與行駛里
程等訊息，讓重要的汽車安全及旅程資訊一目瞭然。

藍牙免持鍵

內建Bluetooth!藍牙系統，可與手機裝置配對，讓您輕
鬆控制音樂播放和免持撥接電話。



#自由

Picanto車身雖小，但一應俱全：擁有
寬廣的頭部空間、肩部空間和腿部   
空間，甚至中央扶手也十分舒適。

所有空間
都是舒適圈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自由

Picanto為您提供靈活變化的空間，無論載人、
載物都能輕鬆容納。想要盡情購物、開車出遊，

或享受一點私人空間，Picanto都能一一滿足。

都會生活
百變靈活

6:4分離可折式座椅

為了提供最大的靈活性，後座椅
背能以6:4分離折疊平放，提供
載人和載物等數種運用組合。

雙層置物空間

溫控旋鈕下方的雙層置物空間，
可以放置太陽眼鏡、智慧型手機
或隨身小物。

手套箱

內部收納空間可以井然有序地放置
物品。

前方置杯架

在中控台的雙置杯架可
以平穩地放置飲料，並
隨手可拿。

前座中央扶手

提供方便的置物空間，也可以讓您的手臂倚靠。

後座椅背可向前折平

行李廂底板與收折的椅背齊平，
可以完全蓋住下層收納的物品。

255ℓ 行李廂容量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自由

Picanto搭載的引擎和變速系統不僅可靠
出色，更兼顧油耗與樂趣，讓您自信  
享受每一次的駕馭。

可靠性能
出色表現

Kappa 1.2 MPI引擎

1 . 2公升MP I引擎可輸出84 
ps的動力，並結合了油耗、
性能和駕駛樂趣。

電子序列式變速系統
(5速自手排)

搭配 5速電子序列式變速系
統，不僅省油有效率，更能讓
駕駛享受豐富的駕馭樂趣。

84 ps, 12.0 kg_m



#自傲

智慧安全輔助系統

DRIVE WiSE智慧安全輔助系統為KIA新子品牌，擁有先進
的駕駛輔助系統(ADAS)，確保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乘員及
行人的安全性，同時不會犧牲駕馭樂趣，即使是最忙碌的
日常通勤，DRIVE WiSE也能協助為您消除煩躁和疲勞。

Picanto搭載最先進的感測科技，隨時
監測前方與後方的路況，並會發出   
警示，甚至介入以協助您的安全。

玩樂吃得開
安全靠得住

PDW-R 停車距離警示系統

可以協助您安心倒車。使用感應器，當您愈靠近障礙物時，
蜂鳴聲會加速，然後是連續信號聲。

RVM後方顯影輔助系統

後方顯影輔助系統是採用防水的後視鏡頭搭配8吋
螢幕，顯示出動態軌跡，讓您充滿信心地倒車。

LFA進階型車道維持輔助系統(全速域)

LFA會監控車輛在車道中的位置，若車輛開始
向其中一側偏離時，系統會警告駕駛，甚至會
協助將車輛導回原先的車道。

DAW駕駛疲勞警示系統

有助於防止駕駛時分心或打瞌睡。DAW會監測駕駛
人和車輛狀態。若感應到駕駛的專注力下降，即會發
出警告聲並在儀錶上顯示警示咖啡杯圖案。

FCA前方主動煞車輔助系統

FCA透過車頭攝影機與雷達偵測車
輛、行人與騎士。此系統是藉由警示
與自動煞車，協助駕駛避免或降低事
故傷害。※安全配備均有作動條件限制，為安全輔助系統，非自動駕駛。提醒您，行車時需專注的駕駛車輛。※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自傲

Picanto搭載高強度的車身結構與最新的感測科技，
當意外出現時可以保護駕駛，並協助預防各種危險

情況的發生。

安心感受 無比感動

AHSS先進高剛性鋼材
與熱沖壓鋼材

Picanto全系列車款使用超過44%的先進高剛性鋼
材(AHSS)，車身強度更強、操控性更佳。有助於
提供最佳的碰撞保護、駕馭動態性能與更安全的行
車體驗。

44% 67m
先進

高剛性鋼材
先進結構
黏著技術

7具SRS輔助氣囊

Picanto配置了雙前座SRS輔助氣囊、雙前座側
邊SRS輔助氣囊、雙側邊簾幕式SRS輔助氣
囊、駕駛座膝部SRS輔助氣囊，能在撞擊事故
時提供您與乘客最佳的保護。

HAC上坡起步輔助系統 

在斜坡上起步時，HAC會啟動2秒煞車，以防止車
輛向後滑行。

ABS電子式防鎖死煞車系統

在煞車時協助駕駛增加最大煞車力道，防止輪胎鎖死以減
少煞停距離，並控制行車方向。

ESC電子車身穩定系統

系統的感知器會在您踩下煞車時偵測輪速和轉向
角度，對個別車輪施加適當的煞車力，以維持轉向
控制並幫助您安全減速。

TPMS胎壓偵測系統

TPMS會在偵測到車輪轉速或胎壓低於特定值時警告駕駛。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安全配備均有作動條件限制，為安全輔助系統，非自動駕駛。提醒您，行車時需專注的駕駛車輛。



原廠織布椅/黑(限繽紛版車型) 雙色透氣原廠皮椅/黑X灰(限都會版車型)

選擇適合您風格的內裝，從雅緻的絨布或 
透氣皮革，到運動化的多色皮革內裝，應有

盡有。

妝點愛車
內裝配備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GT-LINE專屬跑格套件(紅X黑)

X-LINE專屬運動套件(綠X黑)



個人化
多樣化

P i can to的基本配備已十分豐富，但還有
多種舒適便利的功能套件供您選擇，打造

您的個人化專屬愛車。
多媒體快捷控制鈕

透過方向盤上的控制鈕，駕駛可以
一邊行駛，一邊控制音響功能。

自動恆溫空調系統

僅需要轉動旋鈕即能設定偏好的溫度，系統會在您改變或取消之前，
自動監測及持續調控溫度。

LCD多媒體影音系統 懸浮式8吋多媒體影音觸控系統

空調系統 

您可以隨時快速調控溫度與風量大小，發亮的圖標會在陰暗環境中
顯示出目前之設定。

MDPS動力方向盤

MDPS動力方向盤設計讓過彎駕馭變得更輕鬆，
而方向盤凸起處，能讓駕駛更容易找到最舒適
的駕駛位置。

車側轉向LED指示燈

全車系標配轉向指示燈、加熱及電動收折功能
的後視鏡，增添車輛的奢華氣息。

光感應自動啟閉頭燈

將頭燈旋鈕轉至AUTO位置，前後車燈即會依照車外光線狀況自動開啟
或關閉。

電動收折後視鏡

後視鏡一鍵收折功能可以在狹窄的環境中，
確保安全通過。

立體環繞音效高傳真揚聲器 

在車內兩側的6支高傳真喇叭，具立體環繞音效。

高亮度LED第三煞車燈 

第三煞車燈位於後擋風玻璃上方的尾翼中，
可在煞車時警告後方的駕駛。

自動巡航控制系統

僅需動一動手指，就能簡單快速
地設定、調整或取消自動巡航。

USB專用插槽

可以連接攜帶式音樂裝置，讓您可在駕駛過程
中享受音樂。

鋁合金踏板(X-LINE/GT-LINE專屬)

以賽道風格的踏板增加駕駛樂趣，以凸起的
橡膠花紋，確保紮實的踩踏感受。

Smart key

智慧感應型遙控鑰匙讓你
無須插入鑰匙即可啟閉車
門，並且只須一顆按鈕即
可啟動引擎。

※部分功能與配備非標準配備，實際車色及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詳情請洽KIA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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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多元

輪圈

車色

規格

Picanto在輪圈、車燈方面提供不同的選擇滿足各種需求，且車身顏色從低調的暗色系到顯眼的亮色系，展現多元風格。

愛麗絲藍(ABB) 萊姆綠(L2E) 蜂蜜黃(B2Y)
(接單生產)

星宇灰 (M7G) 閃耀紅(A2R)星鑽白(UD)

投射式頭燈與四點式LED日行燈
 （限X-LINE/GT-LINE車型）

投射式霧燈
 （限X-LINE/GT-LINE車型）

14吋鋁合金輪圈
（限繽紛版/都會版車型）

16吋雙色鋁合金輪圈
（限X-LINE車型）

16吋雙色鋁合金輪圈
（限GT-LINE車型）

M型LED前衛造型尾燈
 （限X-LINE/GT-LINE車型）

鍍鉻車門手把
 （限都會版/X-LINE/GT-LINE車型）

反射式頭燈

反射式日行燈

前衛造型尾燈

同色車門手把

規格(mm) 繽紛版 都會版 X-LINE GT-LINE

全長 3,595

全寬 1,595 1,625 1,595

全高 1,485 1,500 1,485

軸距 2,400

空重(kg) 972 986 1,006 1,005

油箱容量(L) 35

行李廂容量(L) 255(VDA)

輪胎 175/65 R14 195/45 R16

1.規格配備、車色以實車為準，本公司保留變更之權利。2.表
列數值為標準值未含容許公差。3.車款之詳細功能說明受限於
廣告篇幅可能未盡完善，請您於購買前務必洽詢各展示中心了
解相關說明，並請您依照車主手冊正確操作及使用車輛。4.經
濟部能源局車輛油耗指南所登錄之市區油耗及高速油耗測試值
均係在控制濕度及溫度的實驗室，不受外界天候及路況的影
響，並依規定的行車型態在車上空調系統不作動的情形下，於
車體動力計算由專業人員行駛測得。民眾在道路上開車時，因
受天候、路況、塞車、使用車上空調系統，甚至駕駛者開車習
慣等因素影響，實際每公升燃油於道路上可行駛的公里數一般
而言低於車輛油耗指南所登錄的測試值。有關車輛油耗之相關
資訊，請參閱經濟部能源局網站www .mo e a b o e . g o v .
tw。©2020 Kia Motors Corporation。未經KIA Motors 
Corporation許可，嚴禁轉載重製本件任何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