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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豐田 Alphard 及 Vellfire 矚目亮相 

豪華稱皇 氣勢稱霸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於本地車壇穩佔領導地位二十年，致力帶來各種切合市場需要及理想的型

號。近年油電混合動力的汽車的受歡迎程度與日俱增，皇冠汽車積極與廠方緊密合作，首次引

入豐田 Alphard Hybrid 油電混合動力版本，成為本地市場環保豪華七人座駕新貴。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今日假九龍灣陳列室舉行全新豐田 Alphard Hybrid、Alphard 及 Vellfire 的

登場儀式，吸引過百名傳媒及嘉賓到場，是次活動邀得豐田 Alphard 及 Vellfire 車系首席工程

師丸山野悟先生專程從日本遠道而來出席是次活動，其後更與香港豐田通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下南裕之先生、皇冠汽車有限公司豐田銷售總經理敖志豪先生及市場部推廣總經理黃潤菖先生

一同為全新豐田 Alphard Hybrid 及 Vellfire 進行了揭幕儀式。 
 
豐田 Alphard Hybrid(油電混合動力) 
豐田 Alphard 一向口碑載道，而將油電混合動力效能與華麗不凡的豐田 Alphard 融為一體，打

造出豪華優越的豐田 Alphard Hybrid。配備油電混合動力引擎，其慳油效能及低排放表現自然

毋容置疑，同時於停車或慢速時自動關掉引擎，造就寧靜無比的車廂空間，加上豐田 Alphard
一貫豪華瑰麗的車廂空間、頭等機艙式座椅及體貼的裝備，讓你享受舒適愉快的旅程。憑著豐

田油電混合動力系統的先進技術，即使停車引擎關掉後仍能維持冷氣供應，遇上需要停車等候

的期間，車上每位賓客可以安然於車上耐心等候。豐田 Alphard Hybrid 採用 E-Four 電子四驅

系統，因應車輛於不同的行車情況自動選用四輪或兩輪驅動，結合兩者的優點，從而提升車輛

的操控性及油耗表現。 
 
豐田 Alphard 350 及 Alphard 240 
全新豐田 Alphard 汽油版本提供兩個選擇：Alphard 350 及 Alphard 240。豐田 Alphard 350
秉承了豐田 Alphard 的豪華基因，配備中排頭等 Ottoman 座椅，乘客更可調較椅背及小腿墊，

安坐車廂中有如置身於私人小天地。採用 3.5 公升雙 VVT-i 引擎，發揮高達 274 匹馬力，強

悍表現無可比擬。至於豐田 Alphard 240 採用容積較小的引擎，為注重實用性的用家提供華實

兼備的選擇。同時增設 ECO 駕駛模式，進一步實踐綠色駕駛，更獲得政府環保私家車稅務優

惠。 



 

 

 
豐田 Vellfire 350 
憑藉其氣勢不凡的外型加上貼心備至的車廂設備，豐田 Vellfire 350 一直深受車迷愛戴。時尚

車身設計配合型格頭燈，令全新豐田 Vellfire 350 顯得剛勁而不失華麗。車廂內籠寬敞偌大，

給予乘客非凡卓越的空間感。車內設備貫徹其體面瑰麗的特色，盡顯豪華氣派。跟全新豐田

Alphard 350 一樣配備 3.5 公升雙 VVT-i 引擎，成就卓越駕駛表現。 
 



 

 

豪華氣派外型： 
 
 全長  ： 4,870mm (Alphard Hybrid) 

4,875mm (Alphard 350) 
4,885mm (Vellfire 350 及 Alphard 240) 

 全闊  ： 1,830mm (Alphard Hybrid 及 Alphard 350) 
1,840mm (Vellfire 350 及 Alphard 240) 

 全高  ： 1,905mm  
 雨點感應自動開關水撥 (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自動開關 HID 車頭燈及自動光線高低調校 (Alphard 240) 連智能轉向系統(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電動調校及摺合門邊鏡(Alphard 240) 連記憶功能(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動力及操控： 
 

Alphard Hybrid: 
 引擎類型：直列式四汽缸雙頂凸輪軸 16 氣閥 VVT-i 引擎 
 汽缸容量：2,362cc 
 最大馬力：110kW (150PS)/6,000rpm 
 最大扭力：190Nm (19.4kg-m)/4,000rpm 
 傳動系統：電子控制無段變速系統 
 電動馬達：同步交流電動馬達 (恆久磁石) 
   最大馬力： 

前馬達：105kW (143PS) 
後馬達：50kW (68PS) 
最大扭力： 

    前馬達：270Nm (27.5kg-m) 
    後馬達：130Nm (13.3kg-m) 
 總系統輸出：140kW (190PS) 
 輪胎及輪圈：215/65 R16 合金輪圈 
 



 

 

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引擎類型：V6 汽缸凸輪軸 24 氣閥雙 VVT- i 引擎 
 汽缸容量：3,456cc 
 最大馬力：202kW (274PS)/6,200rpm 
 最大扭力：340Nm (34.6kg-m)/4,700rpm 
 傳動系統：六前速超級電子控制智慧型自動波箱連 +/- 轉檔模式 
 輪胎及輪圈：215/60 R17 合金輪圈 

 
Alphard 240: 
 引擎類型：直列式四汽缸雙頂凸輪軸 16 氣閥 VVT-i 引擎 
 汽缸容量：2,362cc 
 最大馬力：125kW (170PS)/6,000rpm 
 最大扭力：224Nm (22.8kg-m)/4,000rpm 
 傳動系統：七前速超級智慧型無段變速自動波箱 
 輪胎及輪圈：215/60 R17 合金輪圈 
 

寬敞車廂設計： 
 
 智能車匙及按鈕式啓動系統 
 桃木紋皮軚環及排擋桿 
 桃木紋及金屬襯飾儀錶板附設多功能顯示屏 
 劃時代原廠 LED 車頂照明系統(Alphard Hybrid、Vellfire 350 及 Alphard 240) 連前座腳

位照明燈(Alphard 350 專有配備) 
 ECO 駕駛模式及 ECO 節能駕駛指示燈 
 三區域恆溫冷氣系統連花粉過濾器 
 Nanoe™納米離子空氣淨化功能  
 7"輕觸式屏幕音響系統連 8 喇叭 (其中 2 個為嶄新車頂擴散式喇叭系統)  
 (Alphard Hybrid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中排頂置 10 吋 LCD 影音顯示屏  
 (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遙控電動雙趟門附設電索功能及阻力探測器 
 遙控電動尾門連阻力探測器 (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電動調校 Ottoman 前乘客座椅及多角度調校手枕 
 (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電動調校駕駛席連三組記憶功能及多角度調校手枕 
 (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中排頭等 Ottoman 座椅連電動調較椅背及小腿墊連承腳墊及多角度調校環抱式頭枕 

(Alphard Hybrid 及 Alphard 350 專有配備)  
 中排 Ottoman 座椅連小腿墊及承腳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第三排座椅簡易輕拉式摺合功能 
 中排右座椅附設餐桌 (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優質皮革座椅 (Alphard Hybrid 、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可作 6/4 摺合之中排座椅背及上摺式座墊 (Alphard 240 專有配備) 
 定速巡航系統 (Alphard Hybrid、Alphard 350 及 Vellfire 350 專有配備) 
 雙天窗 

 
安全設備： 
 
 ABS 防鎖煞車系統 
 EBD 電子制動力分配系統 
 BA 輔助煞車系統 
 S-VSC 轉向輔助行車穩定操控系統 
 TRC 循跡控制系統 
 VDIM 行車動態綜合管理系統(Alphard Hybrid 專有配備) 
 十一安全氣囊 (兩席前方、前座椅兩側、前中後窗帘式及駕駛席膝部安全氣囊) 
 前座主動式安全頭枕 
 中排座椅備有 ISOFIX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裝置 
 LED 剎車燈 
 車尾定風翼連高置 LED 剎車燈 
 引擎上鎖裝置 
 前置下視及低角度後視鏡(Alphard 350、Vellfire 350 及 Alphard 240 專有配備) 
 前後泊車警示器 
 前泊車鏡頭 (Alphard 350 專有配備) 
 後泊車鏡頭 
 

*可選擇附加設備



 

 

 

全新豐田 Alphard 及 Vellfire 售價: 
 新車推廣價  
Alphard Hybrid 容後公佈 
Alphard 350 $738,000 
Alphard 240 $564,200 (已扣除環保稅務優惠) 
Vellfire 350 $687,150 
 
欲知更多詳情，歡迎瀏覽皇冠汽車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crown-motors.com/ )或向各豐田營

業代表查詢。 
 
豐田陳列室： 
九龍灣總店  2305 4555    灣仔  2866 1020 
元朗   2477 4286    沙田  2688 2778 
 
傳媒查詢：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古正然小姐 (Ms. Lilian Koo) 
電話：2880 1361 
傳真：2887 2787 
電郵：lilian.koo@crown-motors.com 
 
 
 
 
 
 
 
 
 
 
 



 

 

圖片說明： 
 
 
 
 
 
 
 
 
 
 
 
 
 
(由左至右)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市場推廣部總經理黃潤菖先生、香港豐田通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下南裕之先生、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首席工程師丸山野悟先生，以及皇冠汽車有限公司豐田銷售

總經理敖志豪先生一同為全新豐田 Alphard Hybrid、Alphard 及 Vellfire 的登場派對舉行祝酒儀式。 
 
 
 
 
 
 
 
 
 
 
 
 
 
 
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首席工程師丸山野悟先生對全新豐田 Alphard Hybrid 充滿信心。 
 



 

 

 
 
 
 
 
 
 
 
 
 
 
 
 
司儀楊洛婷小姐置身於全新豐田 Alphard Hybrid 當中，親身體驗尊貴舒適的駕駛空間。 
 
 
 
 
 
 
 
 
 
 
 
 
 
 
全新豐田 Alphard 及 Vellfire 分別盡顯「豪華稱皇、氣勢稱霸」的非凡氣派，楊洛婷小姐對此

讚不絕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