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L=��=L=�� !"#$%&'(%)*+,-./01

�� !"#===�� !"#$%&'()*+),-./0123=L=��=L=�� 

�� !"#$%&'()*+,-./01234$56789:;12&<=

�� !"#$%&



20 424 2012 .02選擇

測試報告

試玩 3 款遊戲機
德 國 消 費 者 協 會（S t i f t u n g 

Warentest）去年出版了一個遊戲機試玩

報告。試玩的3款遊戲機分別是「微軟」

Microsoft Xbox 360 Kinect（#1）、「任

天堂」Nintendo Wii（#2）及「索尼」Sony 

PlayStation 3（#3）。該會招募了17位人士

參與試玩，按年齡分為3個組別，分別是13

至18歲（5位）、20至35歲（7位）及50至

70歲（5位）。參加者需嘗試操作各遊戲機

樣本，並試玩不同種類的遊戲，包括運動

遊戲（sports games）、健身遊戲（fitness 

games）及多人同玩（multiplayer / party 

games）的遊戲，試完後需要回答問卷並

給予評分。

試用滿意度
硬件

在 參 考 過 使 用 手 冊、在 線 幫 助

（online help）及畫面菜單（screen menu）

等資料和開關機後，參加者對該3款遊戲

機的基本操作方便程度都感到滿意。

在開始玩遊戲時，參加者覺得Xbox 

360 Kinect（#1）容易校準傳感器。

相對於其他2款遊戲機，PlayStation 

3（#3）的控制精確度及音質的滿意程度最

三大體感遊戲機
試玩報告

工餘或課餘時間，不少人都喜

愛在家中打機消遣。三大電視遊戲

機製造商近年均積極推出體感遊

戲，玩家可透過肢體動作操控遊戲

的人物角色，來參與模擬球類或健

身運動等等的遊戲。究竟這些遊戲

機方便易用嗎？體感遊戲真的能作

為體能運動嗎？玩得太多會否損害

健康？本會參考了歐洲一個試玩研

究，並訪問了本港的骨科醫生和物

理治療師，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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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遊戲機試玩(硬件)滿意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牌子 微軟 Microsoft 任天堂 Nintendo 索尼 Sony

型號
Xbox 360 4GB 及 

Kinect
Wii 及Wii遙控器

Plus 

PlayStation 3 320GB及 
PlayStation Move 

Starter Pack

大約零售價            [1] $2,499＊ $1,499 ◆ $2,230▲/$449▼

基本操作 
方便程度

使用手冊及
在線幫助

●●●● ●●●● ●●●●

畫面菜單 ●●●●● ●●●●● ●●●●●

開機及關機 ●● ●●●● ●●

整體 ●●●● ●●●● ●●●●

遊戲機 
表現

傳感器校準 ●●●●● ●●●● ●●●

控制精確度 ●●●● ●●● ●●●●●

圖像/畫質 ●●●●● ●●● ●●●●

音質 ●●●●● ●●●● ●●●●●

整體 ●●●●● ●●●● ●●●●

播放表現

音樂 ●●●●● － ●●●●●

照片 ●●● ●● ●●●●

視頻 ●●●●● － ●●●●●

上網瀏覽 ●● ●●● ●●●●●

DLNA家庭網絡表現 ●●●● － ●●●●

規格與 
資料 [2]

可播放光碟
格式

CD, DVD － CD, DVD, Blu-ray

視頻輸出 HDMI, AV AV HDMI, AV

數碼音頻輸出 光纖 － 光纖

3D功能 ■ － ■

USB插槽數量 5 2 2

記憶卡插槽 － ■ －

無線網絡功能 ■ ■ ■

註 樣本排列以牌子的英文字母排序。
● 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粒。

[1] 價格資料根據本會於2月初在市面調查所得，
僅供粗略參考，由於價格經常調整，購買前應
再向各零售商查詢及比較。部分零售商要求
消費者在購買遊戲機（樣本#1及#3）時，須額
外另購配件或遊戲軟件等。

 ＊  包括Xbox 360 4GB主機、Kinect體感感應
器、專用無線手掣及三款指定遊戲軟件等。

 ◆  包括Wii主機、Wii遙控器Plus、Wii遙控器擴
充控制器及兩款指定遊戲軟件等。

 ▲  包括PlayStation 3 320GB主機及
DUALSHOCK無線控制器等。

 ▼  包括PlayStation Move體態控制器、
PlayStation Eye鏡頭及PlayStation 
Move示範遊戲軟件。 

[2] 所有資料根據本會搜集所得或由代理
商提供，資料只宜作參考，消費者購買
前應向代理商或製造商查詢清楚。 
－ 代表沒有提供或不適用  
■ 代表有提供

高，對Wii（#2）的滿意程度則比較低。而

Xbox 360 Kinect（#1）於圖像/畫質的滿

意度評分較高。

用來上網瀏覽及作為照片播放器的

話，PlayStation 3（#3）的滿意度評分比其

他2款高。PlayStation 3（#3）及Xbox 360 

K inect（#1）在音樂及視頻播放和作為

DLNA家庭網絡的表現，也相當滿意。

軟件

參與者亦對各遊戲機的多個運動和

派對遊戲軟件是否有趣作出評分，詳見表

二。參與者普遍認為那些遊戲有趣，而較

突出者為Xbox 360 Kinect（#1）的Kinect 

Sports遊戲，此軟件一共提供6個運動遊

戲，包括田徑、拳擊、足球、乒乓球、沙灘排

球及保齡球，可以2人同時對戰。

本港供應情況
上述3款遊戲機在本港一般以套

裝機形式出售，其中Xbox 360 Kinect

（#1）及PlayStation 3（#3）有不同套裝

可供選擇，主要分別在於其硬碟機的容

量，消費者購買時宜留意。

Xbox 360 Kinect（#1）及PlayStation 

3（#3）的供應商均表示在本港售賣的套

任天堂 Nintendo Wii

微軟 Microsoft Xbox 360 Kinect

索尼 Sony PlayStation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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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遊戲試玩滿意度評分
遊戲機樣本編號 1 2 3

遊戲機樣本牌子/型號 微軟 Microsoft Xbox 360 Kinect 任天堂 Nintendo Wii 索尼 Sony PlayStation 3

遊戲樣本名稱

Kinect Sports Your Shape Fitness 
Evolved

Game Party in 
Motion

Kinect Adventures 
大冒險

Wii Sports Resort
運動 渡假勝地

Wii Fit Plus and 
Balance Board 

Wii 塑身TM Plus 及 
Wii 平衡器

Wii Party Sports Champions
Get fit with 

Mel B＊
Start the Party
派對總動員

遊戲和運動項目的數量 6 約20 16 5 12 約60 約80 6 約200 20

遊戲和運動項目的例子
田 徑、拳 擊、足
球、乒乓球、沙灘
排球、保齡球

健 身、瑜 伽、功
夫、太極等

飛 鏢、桌 上 曲 棍
球、桌球、壁球等 

激流、Ra l l y -Ba l l 
等

保齡球、高爾夫球、籃球、
獨木舟、拳擊、單車、噴射
快艇、飛行、擊劍、滑水、
飛碟和乒乓球

瑜伽、肌肉鍛練、健美
操等

汽球過山車、
高速滑雪等

乒乓球、沙灘排
球、射 箭、飛盤
哥爾夫、硬地滾
球、劍術

跳 舞、瑜伽、踏
板操、踢拳等

繪畫、捉 鬼、降
落傘、美髮師等

可參與遊戲的人數上限
20人 

 (最多2人同時玩)
最少4人輪流玩

4人 
 (最多2人同時玩)

2人同時玩 4人同時玩 8人輪流玩 4人同時玩
4人 

 (最多2人同時玩)
1 4人輪流玩

試用者 
試玩評分

13至18歲 ●●●● ●●●● — — ●●●● ●●●● — ●●●● ●●●● —

20至35歲
單人模式 ●●●● ●●●● — — ●●●● ●●●● — ●●● ●●● —

多人模式 ●●●●● — ●● ●●●● ●●●● — ●●●● ●●●● — ●●●

50至70歲 ●●●●● ●●●● — — ●●●● ●●●● — ●●●● ●●●● —

註 ＊ 供應商表示，該遊戲並無在本港發行。

●愈多代表參加者對遊戲的評價愈好，最多5●。  

— 表示沒有測試或評估 表二的內容參照德國消費者協會(Stiftung Warentest)的報告編撰和翻譯，而遊戲
包裝盒的相片亦來自該會，可能與本港市面所見的包裝略有不同。

大幅度動作的遊戲可視作體能運動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指出，近年有研究顯示，玩體感

遊戲能達致一定程度的運動效果，如心跳率可升至最高每

分鐘150次，引致出汗及達到中度的代謝當量（metabolic 

equivalent，簡稱MET，是體能消耗的參考值）。然而，

不是所有的體感遊戲都合適，若要取得體能訓練的效果，

最好是選擇下肢及動作幅度大的遊戲，如跳舞及跑步等；

手部及平衡遊戲只適合鍛練手眼協調及平衡能力，代謝當

量卻只屬低度。

 另一方面，日常運動是需要持續地進行才可鍛練

出正面效果，根據世界衞生組織（WHO）的建議，成

人每星期的運動量為3次，每次約30分鐘；青少年則

為5次，每次約60分鐘。近期有調查數據指出，只有

1%的青少年每天玩體感遊戲，而日常參與球類及游泳

等體能運動的有27%，因此，對於青少年而言，玩體

感遊戲的習慣暫時不會取代體能運動作為鍛練身體的

方法。

 香港醫學會代表骨科醫生葉永玉認為，雖然玩體感遊

戲的感覺未必與真實做運動一樣，但基本上動作相似，也

可以視作做運動。

以遊戲機輔助復康訓練

 一般的電子遊戲機根據操控設計可分為大屏幕（如電

腦網上遊戲）、手提小屏幕（如手提電玩及智能手機）及

體感遊戲，而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遊戲多為特別訓練

需要而設計，用於訓練病人及技術人員。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指出，體感遊戲及虛擬實境遊戲

應用於病人復康訓練，正處於研究階段，初步顯示對行

動不便（如下肢退化/中風）、長期病患（體能下降）及

認知障礙（腦退化及腦痙攣）等人士，有輔助傳統治療

的效果。然而，該會認為，市場推廣的電子遊戲當中，

其設計多以消閒為主要目標，只有少數可被採納作復康

治療用途。

 葉醫生表示，有醫護人員會將遊戲融合在職業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計劃中，作為對某些身體部分的

訓練，使病人有更大推動力去接受治療。

醫
護
界
簡
評
玩
遊
戲
機
的
利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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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遊戲試玩滿意度評分
遊戲機樣本編號 1 2 3

遊戲機樣本牌子/型號 微軟 Microsoft Xbox 360 Kinect 任天堂 Nintendo Wii 索尼 Sony PlayStation 3

遊戲樣本名稱

Kinect Sports Your Shape Fitness 
Evolved

Game Party in 
Motion

Kinect Adventures 
大冒險

Wii Sports Resort
運動 渡假勝地

Wii Fit Plus and 
Balance Board 

Wii 塑身TM Plus 及 
Wii 平衡器

Wii Party Sports Champions
Get fit with 

Mel B＊
Start the Party
派對總動員

遊戲和運動項目的數量 6 約20 16 5 12 約60 約80 6 約200 20

遊戲和運動項目的例子
田 徑、拳 擊、足
球、乒乓球、沙灘
排球、保齡球

健 身、瑜 伽、功
夫、太極等

飛 鏢、桌 上 曲 棍
球、桌球、壁球等 

激流、Ra l l y -Ba l l 
等

保齡球、高爾夫球、籃球、
獨木舟、拳擊、單車、噴射
快艇、飛行、擊劍、滑水、
飛碟和乒乓球

瑜伽、肌肉鍛練、健美
操等

汽球過山車、
高速滑雪等

乒乓球、沙灘排
球、射 箭、飛盤
哥爾夫、硬地滾
球、劍術

跳 舞、瑜伽、踏
板操、踢拳等

繪畫、捉 鬼、降
落傘、美髮師等

可參與遊戲的人數上限
20人 

 (最多2人同時玩)
最少4人輪流玩

4人 
 (最多2人同時玩)

2人同時玩 4人同時玩 8人輪流玩 4人同時玩
4人 

 (最多2人同時玩)
1 4人輪流玩

試用者 
試玩評分

13至18歲 ●●●● ●●●● — — ●●●● ●●●● — ●●●● ●●●● —

20至35歲
單人模式 ●●●● ●●●● — — ●●●● ●●●● — ●●● ●●● —

多人模式 ●●●●● — ●● ●●●● ●●●● — ●●●● ●●●● — ●●●

50至70歲 ●●●●● ●●●● — — ●●●● ●●●● — ●●●● ●●●● —

註 ＊ 供應商表示，該遊戲並無在本港發行。

●愈多代表參加者對遊戲的評價愈好，最多5●。  

— 表示沒有測試或評估 表二的內容參照德國消費者協會(Stiftung Warentest)的報告編撰和翻譯，而遊戲
包裝盒的相片亦來自該會，可能與本港市面所見的包裝略有不同。

裝機與在歐洲售賣的，基本上沒有分別，

Xbox 360 Kinect（#1）的分別只在於兩

地的電壓和軟件的區碼不同。保養期方

面，Xbox 360 Kinect（#1）及PlayStation 3

（#3）的保養期均是一年，而PlayStation 3

用家在網上登記可加送3個月保養期。

據有關代理商表示，在本港供Xbox 

360 Kinect（#1）用的體感遊戲有50款以

上，而PlayStation 3（#3）Move則有超過

45款。

Wii的代理商沒有回覆本會。

廠商意見
Xbox 360 Kinect（#1）的代理商表

示，以體感遊戲作為體能運動非常合適。

該公司指#1是感應玩家全身動作的體感系

統，手腳的活動、蹲下、跳起也能完全地反

映到遊戲之中，讓玩家玩體感遊戲的同時

有着媲美真實的運動量。該公司認為，透

過#1的體感遊戲，運動變得更有趣，從而

提升玩家對運動的興趣。而且體感遊戲不

受場地影響，更不用擔心天氣不佳而打斷

運動日程。該公司又指，有學校利用#1推行

「全天候電子體育課」，以解決天氣惡劣或

空氣污染指數高而不能在戶外上體育課的

問題。此外，該公司表示，外國已有例子把

#1應用到復康治療中。該公司又指部分遊

戲設有卡路里計算器，方便玩家記錄進度。

PlayStation 3（#3）的供應商表示，

體感遊戲可以鼓勵玩家多做運動，尤其對

學童而言，玩體育為題材的體感遊戲，可

增加對某項活動的認識。該公司表示曾於

2010年委託一間本地大學的體育學系，邀

請了300名高小至初中的學童試玩其運動

體感遊戲，約71%學童表示體感遊戲可以

鼓勵自己多做運動，約66%認為試玩的遊

戲與真實運動很接近，超過50%認為有助

增強自信心；對於體育堂設有體感遊戲活

動，學童對此大多表示支持，75%認為可以

為體育堂帶來更多歡樂。

慎防玩得過量傷身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表示，玩電子遊戲機多久才屬過

量，醫學界未有共識，但可試從不同遊戲機對身體的影響

作初步探討。如玩體感遊戲作為體能活動，30分鐘的下肢

遊戲應該能達至訓練效果，超出這個時間就可能過勞了；

如換了大屏幕或手提小屏幕遊戲，30分鐘的玩耍對體能消

耗不大，但需要緊張地握緊控制器的遊戲，會對雙肩或繃

緊的頸腰肌肉構成壓力，可能引發肌肉關節痛症。

 事實上，初步研究數據顯示，每日玩電子遊戲超過2

小時的人，有引發頸及上肢肌肉關節痛症的風險。更有部

分研究指出，沉迷玩耍電子遊戲會導致睡眠時間減少，影

響精神健康﹔而部分人的侵略性行為，更被歸咎是與沉溺

玩耍血腥的戰爭遊戲有關。

 葉醫生提醒遊戲機玩家，長時間快速做重複的動作，

又或維持某一姿勢過久，都有機會令關節、韌帶、肌腱、

頸椎、腰椎等勞損，手指（尤其是拇指）出問題亦頗常

見。此外，眼睛長時間望着顯示屏會使眼部肌肉疲倦。因

此，玩遊戲機中途應定時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