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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第一 頂級照護

福斯商旅 全車系福祉車德國第一 頂級照護

福斯商旅 全車系福祉車
本資料所述的規格、外觀、性能、重量及尺寸、

油耗及車輛使用成本資料均以付印當時可用資料為依據，

日後可能變更而不另行通知。

TDI®及4MOTION®為Volkswagen集團之註冊商標。

發行日期：2021年11月

官網：www.volkswagen-commercial.com.tw

免付費專線：0800-889-699

Facebook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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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標鎰 T6.1 Caravelle IPC

以德國福斯頂級商旅車T6.1 Caravelle車款為基礎，配備全新的節能引擎及剎車動能回收系統，創造省油的科技標準；先

進可靠的造車工藝，提供單滑門或雙滑門車型及手排、自手排兩種變速系統的彈性選擇。

全車標配福斯商旅最高水準的安全科技，並搭載歐洲最大輔具製造商德國AMF-Bruns公司專為輪椅乘客設計的輪椅套

件。便利的輪椅升降及固定裝置，通過歐盟嚴格認證標準，兼顧效率及輪椅乘客的乘車安全。

德國工藝 創新節能

輔具之最 歐洲第一

車款 Caravelle IPC

直列四汽缸TDl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1,968 

150 (110kW) / 3,250-3,750

34.7 / 1,500-3,000

七速雙離合器自手排

5,304 / 1,904 / 1,990

引擎型式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6位乘客及2位輪椅乘客

01 德國AMF-Bruns公司專為輪椅乘客設計的輪椅升降機安全套件， 為2013年紅點設計獎作品。

02 德國進□AMF-Bruns電動伸縮踏板。

03 8人座舒適大空間。 (圖為配備7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

7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

太古標鎰 T6.1 Caravelle IPC Euro Ramp (活動坡道)

輔具之最 安全滿分

豪華寬敞 舒適方便

01 旋轉式收合，空間可靈活運用，不搭載輪椅乘客時可搭載戶外活動用品或利用斜坡道裝卸貨物。

02 中央摺疊收合，二段式機械活動坡道，鋁製坡道及防滑表面材質，輕巧易收合。

03 寬敞空間提供可乘載2位輪椅乘客或1位輪椅乘客。(圖為配備2位輪椅乘客)

車款 Caravelle IPC Euro Ramp

直列四汽缸TDI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1,968 

150 (110kW) / 3,250-3,750

34.7 / 1,500-3,000

七速雙離合器自手排

5,304 / 1,904 / 1,990 

引擎型式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5位乘客及2位輪椅乘客 7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

T6.1 Caravelle IPC配有IQ. DRIVE智能駕駛輔助系統，配備雙前座SRS氣囊、ESC電子行車動態穩定系統及MCB二次撞擊

預煞系統等安全科技，並搭載歐洲最大輔具製造商德國AMF-Bruns公司通過歐盟認證標準的輪椅套件，以最完整的保護

提供最高規格的行車安全。

大器俐落的外觀搭配豪華寬敞的車室空間，8人座舒適大空間滿足7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或5位乘客及2位輪椅乘客接駁

及旅遊的交通需求，輔以高級雙色皮椅和三區獨立恆溫空調，提供豪華舒適的乘車樂趣。

太古標鎰汽車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太古標鎰汽車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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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標鎰 T6.1 Kombi IPC

以德國福斯商旅安全可靠的T6.1 Kombi車款開發，提供舒適的行車感受及創新的引擎科技；全新的節能引擎帶來的省

油效能，搭配可靠的七速DSG雙離合器自手排變速系統，提供7人座或8人座車型符合不同載運需求。

高頂復康巴士，乘客艙內高度達192公分，可容許一般成人直立於車室內協助行動不便的乘客，完全符合復原巴士的

基本需求；舒適的獨立座椅搭配摺疊座椅創造出可乘坐2位輪椅乘客及5位或6位乘客的靈活座位配置。

德國製造 品質保證

寬敞空間 靈活變化

車款 Kombi 高頂 IPC

直列四汽缸TDl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1,968 

150 (110kW) / 3,250-3,750

34.7(340Nm) / 1,500-3,000

七速DSG雙離合器自手排

5,304 / 1,904 / 2,477

引擎型式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5位乘客及2位輪椅乘客      6位乘客及2位輪椅乘客

01 德國設計原裝進口輪椅升降機通過歐盟安全認證，為2013年紅點設計獎作品。

02 LED車尾照明燈。

03 8人座車型配置4張折疊椅及2座輪椅空間。

太古標鎰 T6.1 Multivan IPC K70

T6.1 Multivan IPC車款以德製豪華MPV總裁首選座車Multivan為基礎，豪華高質感內裝、靈活多變的車室空間、先進

科技的娛樂影音系統與歐洲最大輔具製造廠商德國AMF-Bruns公司專為輪椅乘客設計的輪椅安全套件，打造同時兼具

舒適性、實用性及靈活變化車室空間的頂級IPC福祉車，亦為國內唯一通過法規認證的車側艙匣電動升降設備。

歐洲最大輔具製造廠商德國AMF-Bruns專為輪椅乘客設計的特殊車側艙匣電動升降裝置，可讓輪椅乘客經由電動滑門

安心進出車輛。

德國第一 頂級首選

輔具之最 獨家科技

車款 Multivan Comfortline IPC K70

直列四汽缸TDI柴油雙渦輪增壓

1968

204 (150kW) / 4,000

45.9 (450Nm) / 1,400~2,250

七速DSG雙離合器自手排

4,904 / 1,904 / 1,970

6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

引擎型式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01 輪椅平台止檔片自動開合及作動時專利鎖定功能確保輪椅乘客安全。

02  AMF-Bruns公司獨家設計輪椅固定裝置，符合國際標準。

03 將輪椅安全固定於車輛中心，方便照顧輪椅乘客。

太古標鎰汽車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太古標鎰汽車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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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標鎰 Caddy IPC

Caddy IPC以福斯商旅旗下的全新Caddy Maxi車款為基礎，搭載歐洲最大輔具製造商德國AMF-Bruns公司專為輪椅使用者

所設計的套件，車尾的實用輪椅坡道，可讓您心愛的家人輕易進出車輛，提供最便利、安全的輪椅交通方式。

Caddy IPC寬敞挑高的後艙，提供容納5名乘客及1名輪椅乘客的標準乘坐空間，滿足全家人一起出遊的需求，彈性的座椅

配置，多功能的用途，成為新世代多功能MPV首選車款。

專用套件 進出便利

6人樂活 寬敞空間

車款 Caddy Maxi TDI Life IPC

七速DSG線傳式雙離合器自手排

4,853/ 1,855/ 1,836

5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1,968

122 (90kW) / 2,750~4,400

32.6 (320Nm) / 1,600~2,500

01 德國進口AMF-Bruns獨家設計的輪椅使用者套件，斜坡板伸展與車室內呈現舒適平坦坡道，方便輪椅使用者進出。

02 AMF-Bruns 獨家設計的斜坡跨板，榮獲2020年紅點設計獎的輪椅固定裝置，柔和暖色調的坡道 LED 燈及Easy Use功能的坡道拉環。 

03 輕巧車身百變功能，超大的裝載空間。

輔康企業 T6.1 Caravelle IPC 單臂升降機

T6.1 Caravelle IPC福祉車搭配單臂升降機，擁有放置行李與其他物品無障礙全球專利F-TWISTER。FIORELLA單臂升降

機為義大利設計規劃，具獨特的90°開門專利功能與優美的流線型外觀，有別於傳統機械式升降機；無違和感的顏色及外

觀與T6.1 Caravelle 完全融唯為一體，開啟時有如花朵般綻放，誰說科技與美感不能同時並存呢?

德國完美車體工藝結合義大利浪漫美學

01 義大利設計FIORELLA 單臂升降機，集合了內部與外觀的美感，最先進的合金鋼材和外殼真空塑型工程打造出小尺寸和低重量升降機。

02 單臂升降機能夠承重360公斤，並有全球獨家專利F-Twister 讓升降機能90°旋轉，讓放置行李及物品不再是難題。

03 歐洲進口電動側踏板，防水防塵IP67，踏板平台長寬 : 寬800mm x 深250mm x 厚度20mm。

車款 Caravelle 150 L

直列四汽缸TDI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1968

150 (110kW) / 3,250~3,750

34.7 (340Nm) / 1,500~3,000

七速雙離合器自手排

5,304/ 1,904/ 1,990

7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

引擎型式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太古標鎰汽車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 輔康企業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

直列四汽缸TDI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含雙重SCR廢氣處理系統引擎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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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康企業 T6.1 Kombi IPC 雙臂升降機

T6.1 Kombi IPC 擁有全新的節能柴油引擎，結合七速DSG雙離合器自手排，能彈性選擇7人座與8人座的載運需求，全台

唯一的高頂乘客艙高達192公分，成人可於車內自由走動，更方便協助輪椅乘客，再搭配義大利先進的降噪雙臂升降機

，減少車輛在行進間時產生的噪音；平台長達1,350公分，最適合操作者與輪椅使用者一同升降；省油與降噪的行車感受

，為復康巴士最方便、舒適的車型首選。

全台唯一高頂復康巴士

01 全台唯一高頂復康巴士，搭配義大利進口最先進輔具製造商AUTOLIFT降噪雙臂輪椅升降機。

02 升降平台長達1,350mm，最適合操作者與輪椅使用者2人一同升降。

03 內部配置側座椅，陪伴輪椅乘客一同出遊，可搭乘兩位輪椅乘客，5-6位一般乘客。

車款 Kombi長軸高頂9座

直列四汽缸TDI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1,968

150 (110kW) / 3,250~3,750

34.7 (340Nm) / 1,500~3,000

七速DSG雙離合器自手排

5,304/ 1,904/ 2,477

5位乘客及2位輪椅乘客

引擎型式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輔康企業 T6.1 Caravelle IPC 青銀共享車

T6.1 Caravelle青銀共享車滿足多元化的用車需求，包含符合年輕族群的模組化露營套件，以及無障礙斜坡板，讓您隨
時可以準備好外出自由冒險或是載送長輩一同出遊！
專為露營愛好者設計的EGOE模組化套件，巧妙運用有限的車室空間，發揮極致的露營功能。模組化套件的上層為睡眠
區，設有床架、床墊組；中層設有大、小型置物抽屜，彈性提供露營所需的收納機能，下層則為行動廚房 (設有爐具組
、廚具組和水槽組)，行動廚房的設計讓您隨時隨地烹飪自己喜愛的料理。
搭配輕盈耐用的鋁合金斜坡板，打造一車多用的機能。鋁合金斜坡板本體只有24公斤，可承重400公斤，透過特製的
斜坡設計，可輕鬆將貨物、機車等重物搬運上車；靈活簡單的快組快拆功能，大大滿足送貨及載貨需求，同時也能提
供無障礙的接泊服務，滿足家中行動不便長者的接送需求。

滿足多元化的用車需求

01 EGOE露營套件分上層為睡眠區，設有床架、床墊組；中層設有大、小型置物抽屜，下層則為行動廚房  (設有爐具組、廚具組和水槽組)。

02 全台最輕鋁合金斜坡板，本體只有24公斤，可承重400公斤，可快速安裝及拆卸。

03 提供無障礙的接泊服務，配合動力捲揚器 (可承重150公斤)，照顧者可輕鬆將輪椅推上車，滿足家中行動不便長者的接送需求。

車款 Caravelle 150 L

直列四汽缸TDI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1968

150 (110kW) / 3,250~3,750

34.7 (340Nm) / 1,500~3,000

七速雙離合器自手排

5,304/ 1,904/ 1,990

7位乘客及1位輪椅乘客

引擎型式

排氣量 (c.c.)

最大馬力 (PS/rpm)

最大扭力 (kgm/rpm)

變速系統

車體尺寸長 / 寬 / 高 (mm)

座位配置

輔康企業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輔康企業保留針對上述配備修改之權利；配備若有不符，以實車為準。



6

中華民國腦性麻痹協會官網QR Code。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理事長卓碧金女士分享：腦麻天使們行動不便者的苦、照護者的艱難，

只要有點滴幫助，都可以讓他們更有勇氣迎向陽光。雖然看似個人之力有限，點滴都是莫大的

助力，唯有你我一同投入，才能用愛掃除障礙。

腦麻天使自在遨遊，需要你我的幫助。了解更多，請查閱QR Code。

把無障礙，變成照護眾生的大愛
福斯商旅T6.1 Caravelle福祉車讓人更勇於享受陽光

對於一般人來說，出門就像吃飯、喝水一樣平常。如果，行動不便的身障人士，你能想像，光是踏

出家門就有多困難嗎？

沒有親身經歷或許很難體會，出門必須做足功課確認無障礙設施，還必須一步步掃除路上阻礙的辛

苦。現在，多了福斯商旅T6.1 Caravelle福祉車的加入，也成為身障人士外出交通的理想工具。

直接挹注資源予協會之外，發揮大愛還有另一種方式。來自桃園市大園區的康先生，本以救護車輛為

目標，但救護車輛編制與汰換流程有一定規範。為了幫助更多民眾，康先生發現仍有極大缺口的復康

巴士，才能夠幫助更多人。於是，康先生與康氏家族直接購入4輛福斯商旅T6.1 Caravelle福祉車，捐

贈給予桃園市政府，補足現有復康巴士缺口，以服務更多民眾。

本著回饋鄉里的理念且得知縣市政府對於福祉車的需求日增，康先生家族捐贈4輛T6.1 Caravelle福祉車給
予桃園市政府作為復康巴士。

德國原裝進口的T6.1 Caravelle有著可靠、耐用，而且安全的形象，也讓行動不便者出門更加安心。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理事長卓碧金(中)與服務夥伴袁小姐(左)、楊小姐(右)

行動不便人士出門往往會面臨許多阻礙，能夠提供點對點移動的福祉車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圖為腦麻協會
服務對象使用搭乘T6.1 Caravelle福祉車。 選擇福斯商旅T6.1 Caravelle福祉車，除了福斯商旅來自於德國的品牌印象。研究各品牌福祉車款

時，也發現市占率最高的福斯商旅，一直有著堅固、安全的形象。同時，出色的空間機能規劃，更

能適應每一種族群不同的需求。

安全出眾、機能性高，資源使用最有效率

發揮大愛回饋鄉里的首選：T6.1 Caravelle 福祉車

T6.1 Caravelle 福祉車解決行的阻礙

T6.1 Caravelle 福祉車打造無障礙交通

積極協助腦性麻痺人士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等問題的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於今年7月獲贈一

輛T6.1 Caravelle福祉車，讓腦麻天使們有一輛空間寬敞、舒適的移動夥伴。即使只是短程就醫，

也減少與車輛爭道的危險，更安全、快速且舒適地出門。

資源有限的協會還必須讓這輛車「一車多用」，除了服務身障者，還要充當物資運送的好幫手，任

務繁重。而T6.1 Caravelle福祉車可靠、動力強勁，又省油，尤其1.5萬公里的定保週期，更讓協會

在養車成本上大大鬆了一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