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擎形式 :

汽缸容積 : 1,496 cc 最大馬力 : 120 PS / 6,000 rpm

傳動系統 : SKYACTIV-Drive 6 前速 +/- 自動波 最大扭力 : 15.6 kgm (153 Nm) / 4,000 rpm

懸掛系統 : 前 - 麥花臣臂桿 油缸容量 (L) : 51

後 - 扭力桿 油耗 : 17.0 km/L (NEDC)

車身規格 (mm)       : 4,660 (長) x 1,795 (闊) x 1,440 (高) 全車淨重 (Kg) : 1,326 - 1,372

軸距 (mm) : 2,725 尾箱容量 (L) : 444 / 1,132

*以上定價，以香港海關最終批核作準。 生效日期: TBC

定價及規格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敬請見諒。

陳列室 : 電話: 3768 4888

MAZDA3 SEDAN
1.5 ADVANCE

SKYACTIV-G 直列四汽缸雙頂凸輪軸 16 氣閥

動態及舒適配備 安全設備
SKYACTIV-Vehicle Architecture 車輛結構科技 I-ACTIVSENSE 主動安全科技

·    G-Vectoring Control Plus 行車穩定系統 · 全自動高低燈調節系統

MZD Connect 多媒體系統連 Apple CarPlay™ · 智能刹車系統

·      8.8 吋多媒體介面顯示屏 · 車道偏離警示及防止系統

·     多媒體操控鍵 · 駕駛者注意力警示

·      8 揚聲器中控台音響系統 · Mazda 雷達偵測定速巡航系統
全彩色投射式行車資訊顯示屏 自動轉向頭燈
智能免匙系統連按鈕式啓動系統 LED 頭燈連自動開關及水平調校
軚環轉檔撥片 LED 日間行車燈
“SPORT”駕駛模式選擇功能 LED 尾燈組合
定速巡航系統 雨點感應自動開關水撥

DSC 汽車穩定操控系统
內裝配備 9 安全氣袋 (前置, 前側、窗簾式及駕駛席膝蓋)

原廠皮座椅 全車 3 點式安全帶

電動調校駕駛席連記憶功能 ISOFIX 兒童座椅固定裝置

雙區獨立恆溫空調系統及後座冷氣出風口 後泊車警示器連倒車視像系統
多功能皮軚環連藍芽免提及音響操控鍵
自動防眩倒後鏡 附加配件 (已包括首次登記稅)

HK$6,400 Machine Grey Metallic (46G) 車身顏色
外觀 HK$8,500 Soul Red Crystal (46V) 車身顏色
電動玻璃天窗

自動摺合門邊鏡連指揮燈及記憶功能

18 吋鋁合金輪圈及輪胎 215/45 R18

www.mazda.com.hk

宏益汽車(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灣常悅道 18 號富通中心地下 1 號鋪



引擎形式 :

汽缸容積 : 1,998 cc 最大馬力 : 165 PS / 6,000 rpm

傳動系統 : SKYACTIV-Drive 6 前速 +/- 自動波 最大扭力 : 21.7 kgm (213 Nm) / 4,000 rpm

懸掛系統 : 前 - 麥花臣臂桿 油缸容量 (L) : 51

後 - 扭力桿 油耗 : 16.4 km/L (NEDC)

車身規格 (mm)       : 4,660 (長) x 1,795 (闊) x 1,440 (高) 全車淨重 (Kg) : 1,356 - 1,402

軸距 (mm) : 2,725 尾箱容量 (L) : 444 / 1,132

·     BOSE® 12 揚聲器音響系統

I-ACTIVSENSE 主動安全科技

內裝配備

外觀

*以上定價, 以香港海關最終批核作準。 生效日期: TBC

定價及規格如有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告, 敬請見諒。

陳列室 : 電話: 3768 4888

宏益汽車(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灣常悅道 18 號富通中心地下 1 號鋪

MAZDA3 SEDAN

www.mazda.com.hk

電動玻璃天窗 HK$6,400 Machine Grey Metallic (46G) 車身顏色
自動摺合門邊鏡連指揮燈及記憶功能 HK$8,500 Soul Red Crystal (46V) 車身顏色
18 吋鋁合金輪圈及輪胎 215/45 R18

多功能皮軚環連藍芽免提及音響操控鍵 · 車道維持輔助巡航系統 

自動防眩倒後鏡 · 360° 全角度泊車視像系統連前後泊車警示器

附加配件 (已包括首次登記稅)

原廠皮座椅 · 車道偏離警示及防止系統

電動調校駕駛席連記憶功能 · 駕駛者注意力警示
雙區獨立恆溫空調系統及後座冷氣出風口 · Mazda 雷達偵測定速巡航系統 

·      8.8 吋多媒體介面顯示屏 雨點感應自動開關水撥

· 智能刹車系統 – 倒車

·     多媒體操控鍵 DSC 汽車穩定操控系统
9 安全氣袋 (前置, 前側、窗簾式及駕駛席膝蓋)

全彩色投射式行車資訊顯示屏 全車 3 點式安全帶
智能免匙系統連按鈕式啓動系統 ISOFIX 兒童座椅固定裝置
軚環轉檔撥片
“SPORT”駕駛模式選擇功能 · 智能照明頭燈組合

· 智能刹車系統

SKYACTIV-Vehicle Architecture 車輛結構科技 LED 頭燈連自動開關及水平調校
·    G-Vectoring Control Plus 行車穩定系統 LED 日間行車燈
MZD Connect 多媒體系統連 Apple CarPlay™ LED 尾燈組合

2.0 i-PLUS
SKYACTIV-G 直列四汽缸雙頂凸輪軸 16 氣閥

動態及舒適配備 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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