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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Luxury 豪華真諦 

 2013 新款 Lexus LS 旗艦級豪華房車耀目登場 
 

作為 Lexus 旗艦級豪華房車，Lexus LS 自誕生以來，吸引著無數追求優越的顧客。2013 新

款 Lexus LS 系列延續這份世界級奢華，結合頂尖科技、純美卓絕、寧靜穩定及舒逸流暢於

一身，締造至臻完美的駕乘享受。2013 新款 Lexus LS 注入了大量創新元素，用上超過二千

八百件全新研發的配件，包括全球及 Lexus 首創的設計，為五覺帶來無可比擬的享受，每

個細節均盡顯心思，儼如精雕細琢的藝術品，讓駕乘者細味箇中「豪華真諦」。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今日假 Lexus 灣仔陳列室舉行新款 2013 Lexus LS 登場儀式暨傳媒晚宴。

晚宴吸引了眾多傳媒及嘉賓到場。英之傑北亞洲區財務總監陳喜添先生為活動致辭，並邀

得 Lexus LS 首席工程師渡邊秀樹先生專程從日本遠道而來出席是次活動，親身演繹新款

Lexus LS 的魅力。嘉賓司儀李雪瑩小姐以及皇冠汽車有限公司市場推廣部總經理黄潤菖先

生更與嘉賓分享新款 Lexus LS 的豪華優越特性。最後更有法式甜品 Petit Amanda 創辦人

Amanda S 小姐特別配合是次主題而準備的精美甜品，供嘉賓品嘗。新登場儀式完結前，眾

人一起進行祝酒儀式，預祝 Lexus LS 銷售屢創佳績。 
 

視覺 觀感別具一格 

全新 Lexus LS460 及 LS460L 貫徹 2013 Lexus LS 豪華車系由外而內散發的尊貴氣派，採用

Lexus 獨有設計的車頭格柵 (Spindle Grille)，亦是 Lexus 家族中最為巨大而且極具霸氣的車頭

格柵，名為“King Of Spindle”，盡顯懾人氣勢！2013 Lexus LS 的全新車身設計，為其顯赫的外

型添上動感。同為突破性設計的頭燈組合配備日行燈，並首次採用 12 盞 LED 燈作為指揮

燈，連同 Bi-Xenon 頭燈，格調時尚觸目。Lexus 亦於全新 2013 新款 LS 車系首次採用 LED

霧燈，直徑只有 30 毫米，為現時全球直徑最小的 LED 燈，配合其箭尖設計，充份體現科

技與美學的完美結合。此外，全新設計的箭尖形尾燈凸顯其 Lexus 尊貴身份，整個尾燈組

合均選用 LED 裝配外在的所有燈飾，更顯非同凡響。而全球首創配備 Omotenashi 亮燈系

統，由步近座駕一刻開始，以至踏進車廂啟動引擎，直至完成駕駛旅程，2013 新款 Lexus LS

內外呈現出編排細膩的燈光效果，車廂內籠更會呈現 Lexus LS 獨有的高雅香檳光效

(Champagne White)，以營造舒適愜意的氛圍，讓駕乘者更感賓至如歸。備有全球最廣闊的

12.3 吋高清車用屏幕，極具視覺震憾，導航資訊更加清晰易見。中控台亦首次配備 GPS 自

動時間調正功能的行針時鐘，鑲嵌在儀表盤中心，格調高貴優雅。是次 Lexus LS 亦提供共

十款車身顏色，供顧客有更多選擇；再配以內櫳的立體剪裁，特顯豪華風範。 



 

 

 

聽覺 享受獨一無二 

2013 新款 Lexus LS 加入各項悉心設計，細意打造謝絕外界騷擾的寧靜車廂空間，包括配備

減噪輪呔，借助吸震原理，將路噪導入輪呔的吸震孔，有效減低噪音進入車廂。同時加入

多項物料以及嶄新技術，包括於車廂蓬頂以及座椅底部用上隔音物料，令車內更添寧靜。

此外，Lexus 的豪華風格絕對少不了卓越音色配套，全新 Lexus LS 備有新一代 Mark Levinson

頂級音響系統，經過超過 2,000 小時精心調度，確保乘客能享受極致完美音色。配置 19 個

揚聲器和 450W 的輸出，發揮精準優質音律，讓駕乘者在寧靜的車廂內盡情享受極佳的音

響體驗。 

觸覺 精湛工藝 

2013 新款 Lexus LS 的豪華風格，從其匠心獨運的車廂佈局表露無遺。Lexus LS 首次採用

Shimamoku 加工技術，軚環經過 67 個工序及 38 日的製作時間，包括反覆壓製及多角度切

割，製作出層次分明的木紋，可見其巧奪天工的工藝，再配合線條優雅的儀錶板，更添優

雅氣息。全新設計的排檔桿及第二代遙距觸感操控儀，用上鋁合金及真皮材質，完美融合

時尚與典雅之最。 

感覺 貼心優越享受 

Lexus LS 附設全球首創的 Lexus 智能溫度調控助理(Lexus Climate Concierge)，帶來更貽心愜意

的車廂環境。其中包括四區域獨立恆溫冷氣系統，車廂內設有十三個感應器，以助協調舒

適的溫度。冷氣系統與座椅能因應乘客需要而迅速協調溫度。當車廂處於低溫狀況，座椅

加熱器便立即啟動。相反地，當車廂內溫度上升，座椅及空調系統亦自動提高其冷卻系統，

冷風輸送流量增多 30%，使車內人士在舒適的環境下盡情享受旅程。另設 Nano-e™納米離

子空氣清新機，透過釋放體積極為微細並蘊含豐富水份的納米離子，達致抑菌除臭效果，

同時能有效減少水份流失，隨時隨地為乘客送上舒爽空氣，更能滋潤肌膚。 

感受 頭等級尊貴服務 

2013 新款 Lexus LS 特別加入多項先進設備，讓日理萬機的乘客充份享受輕鬆的旅程。Lexus 

LS 首次於後座娛樂系統採用藍光播放器，再加上 9 吋 VGA 熒幕，同時兼容 SD 卡，乘客

更可在車廂內欣賞高品質的照片或電影。此外，配以後座乘客專用的遙控器，各種娛樂輕

易掌控其中。除了欣賞影音之餘，Lexus LS460L 亦特別為乘客專設後座氣壓式 Ottoman 按

摩座椅，乘客不僅可自選多種不同的按摩功能，更可多角度調校座椅，尤如頭等機艙席般

舒適，讓乘客放鬆享受一個忘卻煩擾之旅。更具備五種駕駛模式，按不同路面情況，靈活

選擇最適合的駕駛模式。 



 

 

主要配備 (LS460 及 LS460L) 

  

外型 (Exterior) 

 Lexus 獨有設計車頭格柵 (Spindle Grille) 

 AFS 自動轉向照明系統 (Adaptive Front Lighting System) 

 Bi-Xenon 頭燈附設自動光線高低調校功能 

 自動高燈功能 

 LED 指揮燈 

 LED 日行燈 (LED Daytime Running Light)  

 LED 霧燈 

 LED 尾燈組合 

 電動門邊摺鏡連 LED 指揮燈  

 電動天窗連觸控式按鈕及阻力保護系統 

 19 吋合金輪圈附設減噪功能 

 10 種車身顏色選擇 

 

車廂 (Interior) 

 頂級真皮座椅 

 桃木真皮軚環 

 Omotenashi 亮燈系統 

 真皮第二代遙距觸感操控儀 (Second Generation Lexus Remote Touch) 

 Lexus 智能溫度調控助理(Lexus Climate Concierge) 

 自動空氣循環調節系統 

 Nano-e™納米離子空氣清新機 

 Lexus 聲音導航系統  

 12.3 吋中央顯示屏 

 藍芽系統連接  

 行針時鐘附設 GPS 自動時間調正功能 

 電動尾窗太陽擋及後排乘客太陽擋 

 電動開關式行李尾箱連遙控功能 

 前座及後座兩側席位配備冷暖風功能  

 後座配備 Ottoman 座椅連按摩功能* 

 後座娛樂系統配備 9” VGA 屏幕連藍光碟(Blu-ray)播放機並兼容 SD 卡 

 冷凍廂 

 8 種車廂顏色組合  

 

 



 

 

操作裝置 (Operation) 

 卡片式智能車匙系統  

 LS 車系獨有真皮車匙 

 駕駛席備有 16 種方式電動調較功能 

 駕駛模式轉換按鈕  

 定速巡航系統  

 

動力及操控 (Powertrain & Handling)  

 動力裝備：V8 4.6 公升 32 氣閥雙 VVT–i 引擎 

 引擎最大馬力：387PS / 6,400rpm  

 引擎最大扭力：493Nm/4,100rpm 

 傳動系統：八前速超級電子控制智能型自動波箱 

 耗油量：10.7L/100km (9.3km/L) 

 廢氣排放標準：歐盟五型(EURO 5) 

 後輪驅動 

 轉向系統：電子輔助轉向系統及 VGRS 可變齒輪比轉向系統  (Variable Gear Ratio 

Steering System) 

 懸掛系統：前後多連桿式氣壓懸掛 

 AVS 電子控制懸掛系統  

 

音響(Audio) 

 新一代 Mark Levinson 環迴音響系統，AM/FM 收音機，兼容 MP3，USB 接駁口，19 個

揚聲器 

 

Lexus 防禦式安全設備 (Lexus Preventive Safety) 

 前後泊車警示器 

 後視泊車鏡頭 

 制動力按扭功能 (Brake Hold Function) 

 

Lexus 主動式安全設備 (Lexus Active Safety) 

VDIM 行車動態綜合管理系統 (Vehicle Dynamics Integrated Management) 

 

 TRC 循跡控制系統  (Traction Control System) 

當汽車於濕滑路面加速時，TRC 透過控制引擎輸出和車輪上的制動器來防止車輪出現

打滑情況。 

 

 



 

 

 VSC 行車穩定操控系統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若汽車於轉向時打滑失控，VSC 能即時減低引擎輸出，同時在適當的車輪制動器上加

壓，以制止車輪打滑，令汽車回復穩定。 

 

 ABS 防鎖剎車系統 (Anti-lock Braking System)  

ABS 調節制動器上的油壓，防止在濕滑路面上停車或在緊急剎車時車輪被完全鎖住，

增加剎車時的穩定性。 

 

Lexus 保護式安全設備 (Lexus Protective Safety) 

 自動雨點感應水撥系統 

 13 個 SRS 安全氣囊*/12 個 SRS 安全氣囊 

 全車三點式 ELR 安全帶 

 前座預索式安全帶附設拉力限制器  

 引擎上鎖防盜系統 

 

*LS460L 專有配備 

  

信心保用 

Lexus 為每輛新車提供五年或十萬公里的原廠保用。 

 

全新 Lexus LS460/LS460L 售價： 

 

 

 

Lexus 陳列室： 

灣仔告士打道 39 號夏愨大廈地下 A 舖      電話：2511 9430 

葵涌青山公路 552 – 566 號美達中心地下     電話：2880 4151 

 

傳媒查詢：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呂卓敏小姐 (Ms. Helen Lui) 

電話：28801446  

傳真：28872787   

電郵：helen.lui@crown-motors.com 

 

~ 完 ~ 

 

 

LS460L 港幣$1,622,420 元 

LS460 港幣$1,543,300 元 



 

 

 
圖片說明： 

 

 

 

 

 

 

 

 

 

 

 

 

Lexus LS 首席工程師渡邊秀樹先生專程從日本遠道而來出席新款 2013 Lexus LS 登場儀式暨傳媒

晚宴。 

 

 

 

 

 

 

 

 

 

 

 

 

 

 
（由左至右）法式甜品 Petit Amanda 創辦人 Amanda S 小姐、香港豐田通商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下南裕之先生、Lexus LS 首席工程師渡邊秀樹先生、英之傑北亞洲區財務總監陳喜添

先生及嘉賓司儀李雪瑩小姐一同為新款 2013 Lexus LS 登場儀式暨傳媒晚宴祝酒，預祝  
Lexus LS 銷售創佳績。 

 

 

 

 

 

 

 



 

 

 

 

 

 

 

 

 

 

 

 

 

 

 

 

 

 

 

 

李雪瑩小姐為新款 2013 Lexus LS 登場儀式暨傳媒晚宴擔任嘉賓司儀，分享全新 Lexus LS460L

的優越特性。 

 

 

 

 

 

 

 

 

 

 

 

 

 

Lexus LS 首席工程師渡邊秀樹先生對新款 2013 Lexus LS 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