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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
全新豐田日本本土版 WISH 載譽抵港
成為全球首個外銷點
為全球首個外銷點

萬眾期待的全新豐田日本本土版 WISH 剛強勢登陸本港！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經多番努力，終成功爭取配售全新豐田日本本土版 WISH，令香港成為全球
首個外銷市場！全新 WISH 除為原有之 2.0 型號進行多項提升外，更引入 1.8 公升引擎之 WISH
1.8 豪華版及卓越版，全方位滿足市場需求！配備最新「VALVEMATIC」引擎技術及波箱的
全新豐田 WISH，引擎反應更靈敏、而最大馬力及扭力亦同時提高，帶來更自如、更暢順的駕
駛表現，將駕乘樂趣提升至更高層次。本地車迷可率先體驗其澎湃動力及強化操控效能。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今日假豐田灣仔陳列室舉行全新豐田 WISH 日本本土版的登場派對，吸引
過百名傳媒及嘉賓到場，由皇冠汽車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李世賢先生為活動致辭，並有幸邀得
WISH 助理首席工程師長野誠先生專程從日本遠道而來出席是次活動，講解有關 WISH 的非凡
高效性能。隨後，兩位主禮嘉賓一同為全新豐田 WISH 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揭幕儀式。
全新豐田 WISH 日本本土版配備最新的「VALVEMATIC」引擎技術，透過電腦控制進氣閥的
開關時間及行程長短，從而有效提升引擎輸出及引擎反應，達至出眾的燃耗效益，同時有效減
低排放之餘，排放出的氣體亦更潔淨，令其獲得政府環保私家車稅務優惠。
新增的「七前速超級智慧型無段變速自動波箱連+/-波轉檔模式」，成就超凡加速表現，更可享
受如同駕駛棍波汽車的樂趣；而新增的雙願骨懸掛系統*，大大增加貼地性能，讓駕駛者即使
面對不同角度的彎路，仍能操控得心應手。
* WISH 2.0

專有設備

此外，全新豐田 WISH 更配備靈活動感模式(Dynamic Sport mode) - WISH 2.0 及 CVT 動感模式
(CVT Sport mode)系統 - WISH 1.8。CVT 動感模式系統使波箱反應更加快速。當車輛減速時，
引擎制動 (Engine braking) 效能更加明顯。而收油時 (油門腳踏鬆開)，引擎則能保持穩定的轉
速，提升隨後的加速表現。
而靈活動感模式則結合了 CVT 動感模式、循跡控制(Traction Control)及電子動力輔助轉向系統
(Electric Power Steering)的功能。電子動力輔助轉向系統為駕駛者帶來更穩定的操控感覺，同
時令汽車於彎道上能保持最佳位置，從而讓駕駛者體驗前所未有的操控樂趣。

全新豐田 WISH 2.0
全新流線型車身設計，配上線條突出的鬼面罩、前後泵把以及裙邊包圍組合等設計，刻劃出時
尚的個性及風格，加上引擎、波箱及懸掛系統之提升，以及 Dynamic Sport mode，極緻躍現完
美動感。有別於上一代，全新豐田 WISH 2.0 為一部六座位座駕，特設中排獨立座椅(Captain
Seat)，為駕與乘提供更舒適寬敞的空間。
全新豐田 WISH 2.0 其他配備包括：

時尚動感外型設計
時尚動感外型設計：
設計：
 全新流線型車身設計：鬼面罩、前後泵把及裙邊包圍組合 (新增)
 自動開關高亮度放射性車頭燈連自動光線高低調校 (新增)
 前霧燈
 間歇式前水撥
 電動調校及摺合門邊鏡
 電動天窗
 車尾定風翼連高置剎車燈
 後泊車警示器
 17 吋合金輪圈 (新增)
動力及操控：
動力及操控：
 引擎類型：直列式四汽缸雙頂凸輪軸 16 氣閥 Valvematic 引擎 (新增)
 汽缸容量：1,986 cc
 最大馬力：116kW(158PS) / 6,200rpm
 最大扭力：196Nm / 4,400rpm
 傳動系統：7 前速超級智慧型無段變速自動波箱連+/-轉檔模式 (新增)
 懸掛系統：前: 麥花臣式配螺旋彈簧連防滾桿
後: 雙願骨懸掛系統 (新增)
 靈活動感模式 (Dynamic Sport mode) (新增)
 耗油量：15.5km/L

舒適實用車廂設計：
舒適實用車廂設計：
 智能車匙及按鈕式啓動系統 (新增)
 儀錶板連光暗調校
 優質皮軚環連轉檔撥片
 軚環可作前後及上下調校
 優質皮排檔桿
 「離子簇」正負離子產生器
 中排獨立座椅 (新增)
 前後滑動式中排座椅
 可作 5/5 摺合之後座椅背
 CD/MP3 音響系統連 6 喇叭
安全設備：
安全設備：
 TRC 循跡控制系統
 VSC 行車穩定操控系統
 ABS 防鎖剎車系統、EBD 電子制動力分配系統及 BA 輔助剎車系統
 十安全氣囊 (包括兩席前方、前座椅兩側、前中後窗帘式駕駛席安全氣囊)
 預索式前座安全帶附設拉力限制器
 前座主動式安全頭枕
 所有座椅配備三點式安全帶
 中排座椅備有 ISOFIX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裝置

全新豐田 WISH 1.8
「VALVEMATIC」引擎技術與波箱的完美配合，令全新的 WISH 更慳油、更環保，節省油耗；
車內更增設環保行車模式顯示 (ECO Mode Indicator)，方便駕駛者了解行車情況，而全新 WISH
1.8 更同時獲得政府環保私家車稅務優惠。
全新豐田 WISH 1.8 其他配備包括：

時尚動感外型設計
時尚動感外型設計：
設計：
 全新流線型車身設計：鬼面罩、前後泵把(新增)
 自動開關高亮度放射性車頭燈連自動光線高低調校 (新增)
 前霧燈
 間歇式前水撥
 電動調校及摺合門邊鏡
 電動天窗#
 車尾定風翼連高置剎車燈
 後泊車警示器
動力及操控：
動力及操控：
 引擎類型：直列式四汽缸雙頂凸輪軸 16 氣閥 Valvematic 引擎(新增)
 汽缸容量：1,798cc
 最大馬力：106kW (144PS) / 6,400rpm
 最大扭力：176Nm / 4,400rpm
 傳動系統：7 前速超級智慧型無段變速自動波箱連+/-轉檔模式 (新增)
 懸掛系統：前: 麥花臣式配螺旋彈簧連防滾桿
後: 扭桿式配螺旋彈簧
 CVT 動感模式 (CVT Sport mode) (新增)
 耗油量：16.2km/L
舒適實用車廂設計：
舒適實用車廂設計：
 智能車匙及按鈕式啓動系統# (新增)
 儀錶板連光暗調校
 優質皮軚環連轉檔撥片
 軚環可作前後及上下調校
 優質皮排檔桿
 「離子簇」正負離子產生器
 可作 6/4 摺合之中排座椅背及上摺式座墊
 前後滑動式中排座椅
 可作 5/5 摺合之後座椅背
 CD/MP3 音響系統連 6 喇叭

安全設備：
安全設備：

循跡控制系統
VSC 行車穩定操控系統
ABS 防鎖剎車系統、EBD 電子制動力分配系統及 BA 輔助剎車系統
十安全氣囊 (包括兩席前方、前座椅兩側、前中後窗帘式駕駛席安全氣囊)
預索式前座安全帶附設拉力限制器
前座主動式安全頭枕
所有座椅配備三點式安全帶 (除中排配備兩點式安全帶)
中排座椅備有 ISOFIX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裝置

 TRC








# WISH 1.8

豪華版專有設備

全新豐田日本本土
全新豐田日本本土版 WISH 售價:
原價
WISH 1.8 優越版
$223,800
WISH 1.8 豪華版
$249,700
WISH 2.0 超級豪華版
$289,700

預售推廣價 (限量 150 部)
$213,800
$239,700
$27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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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田陳列室：
九龍灣總店
2305 4555
元朗
2477 4286
傳媒查詢：
傳媒查詢：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白若珩小姐 (Ms. Eunice Pak)
電話：28801361
傳真：28872787
電郵：eunice.pak@crown-motors.com

灣仔
沙田

2866 1020
2688 2778

圖片說明：
圖片說明：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李世賢先生(圖左)及 WISH 助理首席工程師長野誠先生一同為全
新豐田 WISH 的登場派對舉行祝酒儀式。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李世賢先生(右二)及 WISH 助理首席工程師長野誠先生與兩位賽
車女郎一同展示 WISH「Born for the Track」的魅力。

全新豐田 WISH 日本本土版配備最新的「VALVEMATIC」引擎技術，有效提升引擎輸出及
反應，達至出眾的燃耗效益，同時令排放出的氣體更潔淨。

助理首席工程師長野誠先生(右二)正在試玩首次運用於汽車上的「增強實境技術」
，體驗駕駛 WISH 所帶來的樂趣。

WISH
(Augmented Re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