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ÄLKOMMEN!
在此提供有關 Volvo XC90 Excellence 後座功能的資訊。車內、App 和網站上提供更詳細的車主資訊。

汽車的中央顯示幕

透過汽車中央顯示幕的頂端檢視列，可以查看『車主手冊』。

行動 APP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可利用 app（Volvo 手冊）的方式索取車主手
冊。這套 app 內同時包含各項選定功能的教學影片。

VOLVO 的支援網站

在 Volvo Cars 支援網站 (support.volvocars.com) 上，提供手冊和教學影
片，還有關於您的 Volvo 愛車與汽車所有權的更多資訊和說明。

書面資訊

另外在車內手套箱還有車主手冊的補充資料，其中包含保險絲及規
格，以及重要實用資訊摘要。可以訂購書面車主手冊和相關補充說
明。



後座控制顯示器

控制顯示器裝設於後排兩張座椅中間的中央扶手控制台上，用
來控制座椅功能以及飲品的加熱和冷卻。

升起螢幕

 – 按下螢幕頂端。螢幕會自動升起。

螢幕於升起後自動開啟。經過一段時間亮度會變暗。碰觸螢幕
即可重新啟動。

降低螢幕

螢幕是以手動方式降低：

 – 按下螢幕頂端。下壓直到螢幕完全降入中央扶手控制台內為
止。螢幕降低時就會關閉。

離子空氣清淨機

離子空氣清淨機有助於維護乘客室內的良好空氣品質。離子在
空氣中形成並吹入乘客室。沙塵、病毒和過敏原會吸附在離子
上，然後下落至地板。此功能在車輛處於點火開關位置 I 以上
時會一直保持作用。



控制顯示器是以碰觸方式操作的觸控螢幕。顯示器包含數個畫面。
點擊螢幕上的按鈕即可啟動所需功能或進入特定功能畫面。

首頁畫面按鈕

左右側座椅加熱按鈕。

冷卻/加熱杯架按鈕。

左右側座椅通風按鈕。

後座操控前方乘客座調整按鈕。

從其他畫面返回首頁畫面

控制顯示器會於一段時間後自動轉入首頁畫面。若要調整前方乘客
座，請點擊叉號回到首頁畫面。

控制顯示器導覽



向前/向後調整控制鈕以改變椅背斜度。

按摩、側面支撐墊、腰部靠墊和延伸椅墊的設定都是從多功能控制
裝置進行操作。

向上/向下調整控制鈕的後半部可以抬升/降下座椅。向前/向後調整
控制鈕可以向前/向後移動座椅。

將控制鈕的前半部向上/向下調整，即可抬升/降下椅墊前緣。

一次只能完成一個動作（向前/倒退/向上/向下）。在打開車門鎖 
之後而車輛尚未運轉前的一段時間內，座椅可進行調整。車輛運轉
中可隨時調整座椅。車輛關閉後的一段時間內也可進行調整。

座椅有設有電流過載保護裝置，在座椅遭到物品阻礙時即會觸發。
若發生這種情形，請移除阻礙物，然後再次操作座椅。

調整睡眠/舒適位置時，可能需要先將座椅略為前向移動。

調整後排座椅

為了達到最佳的乘坐舒適度，本車的後排座椅提供各種設定選項。



操作多功能控制裝置

使用多功能控制裝置調整腰部靠墊、椅背側面支撐墊、椅墊長度以
及按摩設定。以多功能控制裝置進行的設定會顯示在控制顯示器
中。螢幕一次只會顯示一張座椅的設定值。

1. 手動升起控制顯示器。

2. 將多功能控制裝置朝任一方向轉動或壓下，即可啟動座椅調整。
控制顯示器會顯示座椅設定畫面。

3. 點擊顯示器或將多功能控制裝置向上/向下轉動，即可在控制顯示
器中選擇所需功能。

4. 以所需方向按下控制裝置即可變更設定。

按摩

點擊螢幕按鈕或使用多功能控制裝置選擇功能以啟動按
摩功能。車輛關閉時無法使用按摩功能。

以下為可使用的按摩設定選項：

開/關：選擇開 (O n) 或關 (Off) 以啟動/停止按摩功能。

程式 1-5：共有五種預設按摩程式。選擇 1（按壓）、 
2（踩踏）、3（進階）、4（腰部）或 5（肩膀）。

強度：選擇低、中或高。

速度：選擇慢速、正常或快速。

側邊支撐墊

點擊螢幕按鈕或使用多功能控制裝置選擇功能以進行椅
背側面支撐墊調整。

•	按下多功能控制裝置座椅按鈕的前段即可加大側邊支
撐墊。

•	按下座椅按鈕的後段即可縮小側邊支撐墊。



腰部支撐

點擊螢幕按鈕或使用多功能控制裝置選擇功能以進行腰
部支撐調整。

•	在多功能控制裝置上的座椅按鈕向上/向下按壓，即可
將腰部支撐墊向上/向下移動。

•	按座椅按鈕的前段即可加大腰部支撐。

•	按下座椅按鈕的後段即可縮小腰部支撐。

延伸椅墊

點擊螢幕按鈕或使用多功能控制裝置選擇功能以進行椅
墊調整。

•	按下多功能控制裝置座椅按鈕的前段即可延伸椅墊。

•	按下座椅按鈕的後段即可縮回椅墊。



可從後座調整前方乘客座縱向位置和椅背斜度。使用兩張後排座椅
之間的控制顯示器變更前方乘客座的設定。

1. 點擊顯示器中的按鈕，以從後座調整前方乘客座。

2. 系統會另開畫面以供調整座椅的縱向位置及椅背斜
度。

3. 點擊叉號就可回到首頁畫面。

調整椅背斜度

•	點擊左上方箭頭，即可使前方乘客座的椅背向前傾。

•	點擊右上方箭頭，即可使前方乘客座的椅背後倒。

縱向調整

•	點擊左下方箭頭，即可使前方乘客座向前移動。

•	點擊右下方箭頭，即可使前方乘客座向後移動。

從後座調整前方乘客座



DRAFT

加熱式/通風式座椅

iPAD 固定座

前座頭枕上設有固定座，可供裝設多數型號的 iPad。iPad 固定方式
如下：

1. 按下垂片並朝頭枕向前摺，即可打開外蓋。

2. 將 iPad 滑入固定座並關上外蓋。

將固定座拆離托架的方式如下：

1. 按下固定部份下側的按鈕。

2. 將固定座向後/向上拉出，使之與托架分離。

天氣寒冷時，可將座椅加溫以提升舒適度。座椅加熱器是經由控制
顯示器進行操控。

 – 重複點擊左側或右側座椅的按鈕，即可在關、高、中、

低等四個級別之間切換。按鈕會顯示設定的等級。

例如，可使座椅通風，以去除布料濕氣。座椅通風是經由控制顯示
器進行操控。

 – 重複點擊左側或右側座椅的按鈕，即可在關、高、中、

低等四個級別之間切換。按鈕會顯示設定的等級。



拉出桌板

扶手下方的兩張桌板可以拉出至後方座椅之上。

1. 將扶手上蓋完全打開。

2. 利用皮環將桌板向上拉出扶手，並將桌板轉出至完全垂直位置。

3. 將桌板攤放在座椅前方。

以反向順序執行以上步驟即可將桌板收回。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點

本車於後排座椅上設有兒童安全座椅固定點。

上方固定點基本上用於前向式的兒童安全座椅。

1. 將座椅向前滑動，並將椅背向前摺，即可露出固定點。

2. 請務必遵循製造商安裝指示正確組裝。



冷熱飲品

扶手前方有兩個杯架以及一個可以用來擺放水瓶或茶杯/咖啡杯的加
熱/冷卻架。

 – 按下蓋板即可打開飲品架。加熱或冷卻是從控制顯示器中進行操
控。藍色 LED 表示目前使用冷卻功能，紅色 LED 表示目前使用
加熱功能。

加熱或冷卻功能必須在車輛運行時或車輛設定在點火開關 II 時才會
作用。

 – 重複點擊控制顯示器的按鈕，即可在關閉、冷卻、加
熱等三種狀態之間切換。按鈕會顯示設定位置。

冰箱

後座扶手後方有一個冰箱，可以容納兩瓶飲料，並包含水晶杯的專
屬放置位置。

•	按下位於蓋板上方的按鈕即可打開冰箱。

•	冰箱內設有可供調整溫度的控制裝置。

冷卻功能必須在車輛運行時或車輛設定在點火開關 II 時才會作用。



USB 插口及電源插座位置

USB 插口：後座扶手下方設有兩個 USB 連接埠。兩側前座頭枕後
方的螢幕托架也包含兩個 USB 連接埠。USB 連接埠可用於為手機
或平板電腦充電。

但無法經由此處 USB 連接埠從車輛的音響系統播放媒體。

電源插座：後座扶手下方有一個 12 V 插座以及一個 230 V 插座。

230 V：此插座可供多種使用 230 V 電力的配件使用，例如充電器
或筆記型電腦。

 – 將配件的接頭插入。拔出接頭即可將配件斷離。

12 V：此插座可供多種使用 12 V 電力的配件使用，例如音樂播放器
或手機。

 – 將點菸器從插座中拔出，並插入配件的接頭。插座不用時，請拔
出配件接頭，並將點菸器裝回。

車輛的電氣系統必須至少處於點火開關位置 I，USB 插口及電源插
座才能供電。



儲物空間

前座頭枕後方設有可供放置平板電腦的固定座。

兩張座椅之間的扶手下方設有儲物空間。

車門側邊設有儲物格。

中央扶手控制台側邊設有儲物袋。

前座椅背後方設有儲物袋。

車門側邊設有菸灰缸。



本車在尾門內側配備有照明式把手 1。可用於在緊急狀況時從
內側開啟尾門。

 – 拉下把手即可打開尾門。

使用後必須手動將把手按壓回原位。

行李廂內把手

1 僅適用於特定市場。



特殊文字

『車主手冊』及其他手冊中包含安全指示與所有

的警告、重要聲明和注意事項，請務必詳閱。某

些功能僅適用於特定市場。

  警告

儲放室

請將行動電話、相機、配備遙控器之類的零碎

物品放進手套箱或其他儲物箱內。否則這些物

品可能會在發生緊急煞車或碰撞時，導致車內

乘員受傷。

冷熱飲品

車輛行駛時，請將水瓶、保溫瓶、玻璃杯和馬克

杯存妥善放置在杯架上或冰箱中。

加熱式後排座椅

因為缺乏知覺而無法感受溫度上升的人或對操作

加熱式座椅的控制裝置有問題的人不可使用加熱

式座椅。否則可能導致他們燙傷。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點

在將兒童安全座椅的上方固定帶必須先穿過頭枕

腳架中的孔洞，再連接到掛設點。若無法如此操

作，請遵循安全座椅製造商的建議。

行李廂內把手

請保持車門及尾門上鎖，並將鑰匙放置在兒童無

法取得之處。無人照看的孩童可能會將自己反鎖

在車中，並因此遭受傷害。

熱天時車內溫度會快速升高，暴露在高溫下可

能對人體產生嚴重傷害甚至導致死亡。幼兒尤

其危險。

  重要事項

控制顯示器導覽

請勿使用尖銳物品碰觸螢幕，以免刮傷。

通風式後排座椅

如果乘客室溫度過低，便無法啟動座椅通風系

統。如此可避免座椅上的乘客感覺太冷。

iPad 固定座

放置在 iPad 固定座上的 iPad，螢幕應加貼保護

膜，以免玻璃於碰撞事故時碎裂。

保險絲

務必使用相同顏色與安培標識的保險絲來更換熔

斷的保險絲。絕不可使用額定值高於車主手冊設

定規格的保險絲。

若有電氣組件無法運作，可能是因為暫時過載導

致保險絲熔斷。有關保險絲的資訊請參閱本車的

一般車主手冊。

功率輸出

12 V 插座最大功率輸出為 120 W，230 V 插座

為 150 W。

  注意

冰箱

冰箱需要空氣循環順暢以達到最佳功能。因此，

請在行李廂內冰箱進氣口處保留至少 5 公分的

空間。

可能需要依據周遭氣溫調整溫度設定。建議使用

最大位置以便快速降溫。

為加快降溫速度，冰箱底部為負溫，因此可能產

生冷凝現象，有時需要將水份拭除。請取下透明

瓶架以達到最佳乾燥/清潔效果。

加熱式後排座椅

後座加熱會在 15 分鐘後自動關閉。

通風式後排座椅

對乾燥空氣過敏的乘客，使用座椅通風應該小

心。若需長時間使用，建議採用低速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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