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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鼎盛参赛阵容登临铃鹿赛道

日本（ 年 月 日） 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即将在本

周末登临本赛季中最令人期待且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 日本铃鹿赛道，

上演第二回合的两场赛事。

本回合由获奖无数的专业赛车手和才华横溢的车坛新秀组成鼎盛参赛阵容。

他们将驾驶兰博基尼 顶尖战驱，在

本周末于全球速度最快的单一品牌 赛事中，使出浑身解数，驰骋争胜。

一众国际车手将于一级方程式大赛赛历中唯一一条 字型赛道 经典又崎

岖的铃鹿赛道上继续上演争夺专业组、专业 业余组、业余组和

组别头衔的激烈赛事。

专业组方面，经历过四月的两场揭幕战后，同披 战袍的中华

台北车手陈意凡与来自新西兰的 暂时领先组别排名。二

人在马来西亚首站胜出两场赛事，率先占据榜首，而 的

日本小将笠井崇志（ ）和芬兰队友 则暂列第

二位。 岁的陈意凡和 岁的 最近入选了 年兰博

基尼 青年车手培训计划。

同样是青年车手培训计划成员的新西兰小将 和澳洲车手

亦会出战本回合赛事。 岁的 在马来西

亚首次参加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本次携手

，披上 战袍同征铃鹿分站赛的专业 业余组角逐。同组的

将携手同乡 代表 再度出战。

专业 业余组竞争激烈，代表 出赛的 和落合俊之

（ ），以及驾驶 赛车的香港

车手区柏祥和日本车手 两队猛将在赛季首战中各夺得一冠一

亚，目前同占积分榜榜首。他们将在铃鹿赛道上再度同场竞技，为争夺积

分榜排名而战。日本车手松口贵道（ ）将携手队友吉原

大二郎（ ）披上 战袍在家乡参赛，同样来自日



 

本的古田聡 和队友田代淳 则代表

在铃鹿赛道上参赛。

目前位列业余组积分榜第一位的中国车手韩慧麟将代表

单人匹马参赛，而泰国兄弟档 和 则将披

上 战袍，在铃鹿赛道上再次并肩迎战，力争赛季首胜。

来自马来西亚的 和意大利车手 将共同代表

出战业余组。此外，同组还有两位香港车手 和

陈启耀，他们将共同披上 战袍上场。老将陈启耀继 年后

首度回归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同样来自香港的刘志勇和蔡

冠明将代表 出赛，而中国内地车手林樾则代表

在本周末的双赛中独自迎战。来自新西兰的 将代表

首次亮相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他在去年的巴

瑟斯特 小时耐力赛（ ）中登上 组颁奖台。泰国车手

将代表 重返比赛。

香港车手黄保华和李俊铭于揭幕战以完美姿态夺得 组别

双连胜，目前领先积分榜榜首。他们将在本周末为再度封王而战。来自意

大利的劲敌 将驾驶 第四辆战车出征，争夺本

季个人首个冠军名衔。代表 的马来西亚车手

将加入竞赛，同为首胜而战。

日本传奇铃鹿赛道被誉为世界上最独特的赛道之一，长达 公里，由

如过山车般曲折蜿蜒的路段结合 形弯、急速弯、发夹弯、减速弯和长直

道等组成，对精准度、才华和高度专注力的要求极高，因而为车手和工程

师带来重重考验。

长达 小时的自由练习将于 月 日（星期五）举行，两节排位赛紧接在

星期六进行。周末首战将在当地时间 （ ）展开，赛季第四战则

于 月 日（星期日）当地时间 上演。

两场正赛均将在 进行全球直播。

http://www.squadracorse.lamborghini.com/


 

年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

暂定参赛名单 第二回合

 林樾 中国

 意大利 新西

兰

 刘志勇 香港 蔡冠明
 

 松口贵道 日本 吉原大二郎 日本

 马来西亚 落合俊之 日本

 韩慧麟 中国

 黄保华 香港 李俊铭 香港

 澳大利亚 澳大利

亚

 泰国

 笠井崇志 日本 芬兰

 区柏祥 香港 日本

 陈意凡 中华台北 新西兰

 马来西亚 意大利

 古田聡 日本 田代淳 日本

 泰国

 意大利

 新西兰

 马来西亚

 香港 陈启耀 香港

年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

第一回合第二场比赛后积分

专业组

陈意凡



 

笠井崇志

专业 业余组

落合俊之

区柏祥

林拱炜

松口贵道

业余组

韩慧麟

刘志勇

蔡冠明

林樾

黄保华

李俊铭

张穗龙

邵玉龙



 

兰博基尼 亚洲挑战赛

赛季赛历

雪邦（马来西亚） 月 日

铃鹿（日本） 月 日

富士（日本） 月 日

灵岩（韩国） 月 日

上海（中国） 月 日

赫雷斯（西班牙） 月 日

世界总决赛

赫雷斯（西班牙） 月 日

关注我们

浏览兰博基尼 官网，获得更多关于赛道活动的信息：

发送 加入讨论

有关传媒查询，请发送电邮至：

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于 年的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圣亚加

塔波隆尼。搭载 发动机的兰博基尼 于 年在日内瓦车展

全球首发； 敞篷版及 后驱版车型也于 年震撼发布。

于 年正式亮相日内瓦车展，这款车型以 分

秒的成绩刷新了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 ）的量产车最

快圈速纪录。作为兰博基尼经典车型 的继任者， 以创新

https://squadracorse.lamborghini.com/
http://www.facebook.com/
http://facebook.com/TheSuperTrofeo
mailto:prplus@press.prplus.com.hk


 

科技与极致性能重新定义了超级豪华跑车的驾驭体验。 年，

这款巅峰巨作的诞生，再次树立了 超级豪华跑车的全新

标杆。目前，兰博基尼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 家授权经销商；半个世纪

以来，兰博基尼创造了一系列极致非凡的梦想之车，包括

和 ，以及多款限量版车型，包括

、 以及 。 、

和 则是兰博基尼 周年庆典时推出的车型。

更 多 图 片 与 视 频 ： 和

更多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信息：

关于 罗杰杜彼

自 年以来， 罗杰杜彼便在现代高级制表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品牌秉持勇于创新的精神，作品融合大胆亮眼的设计，展现品牌在

高级制表机械领域的精湛工艺和权威地位，在 世纪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胆创新和华丽高雅是品牌独树一帜的特色，坚毅决心则是推动品牌往前

迈进的动力。

品牌拥有遍布全球的精品店和专属销售网，您可在世界各地找到由

罗杰杜彼制造的 王者和 名伶系列。这家位于日内

瓦的瑞士制表厂秉持追求完美的精神，孜孜不倦地研发着超越巅峰的制表

工艺和卓越非凡的技术。

关于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是印度尼西亚国有的石油、天然气和能源公司，

成立于 年 月 日，其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天然气和能源的上下游环

节。其上游环节包括国内和海外地区石油，天然气以及地热的地勘探和生

产。并且在以上领域与 （联合运营机构）、 （技术援助协议）、

（联合运营协议）拥有广泛合作关系，而下游环节则包括加工、市场、

贸易和船运方面，生产的产品则包括燃油、非燃油、液化石油气、液化天

然气、石油化工产品，原油以及润滑油。

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并向多达 个国家提

供润滑油，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拥有总容量达 的 家石油精炼厂、

家航空仓库、 家润滑油混合工厂、 家燃油仓库以及 家加油站，

现已成为世界五百强公司之一，并计划继续向全球扩展市场。印度尼西亚



 

国家石油公司全力支持兰博基尼 至 年 举办的相

关活动。

更多信息请访问：

关于倍耐力

倍耐力于 年在意大利米兰成立，现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轮胎品牌，以

划时代的科技，高端的生产标准，对创新的热情和意大利的传承闻名于世。

倍耐力在全球共有 余名员工， 全年收入为 亿欧元，在轮

胎行业占据重要地位，更是全球唯一专注乘用车轮胎的品牌，产品涵盖汽

车，电单车和自行车轮胎。

赛事运动：倍耐力对赛事运动有着长久的关注，把在赛道上积累的经验不

断导向乘用车轮胎产品的技术创新。倍耐力在全球广泛支持超过 项两

轮和四轮赛事，自 年起便是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官方独家轮胎供货商。

倍耐力在赛事运动上强势的表现，使得公司可以将最尖端的技术转化到民

用产品上，最大程度上保证终端消费者的驾驶安全和性能表现。

拍照手机品牌 的总部设在中国，自 年起成为全球第四大智慧

手机品牌，为世界各地超过 亿的年轻人提供出色的智能手机拍照技术。

十年来， 一直专注生产拍照手机，以及手机拍照的技术创新和突破。

品牌开创了手机自拍美颜时代，发布拥有 万像素及 万像素前置

镜头的智慧手机，并成功研发电动旋转摄像头、超清画质功能及 倍无损

变焦的双摄像头技术。

年 月 日，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和 在于巴黎罗浮宫举行

的 全球发布会上共同宣布，正式达成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合作推出 兰博基尼版。

更多信息请访问 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