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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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測試型號多為 4G 手機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統籌，於德國的實驗室

進行，樣本購自不同國家，本會刊登於本地有售的21款

4G及4款3G智能手機的測試結果。樣本售價由$1,288至

$6,998。測試項目包括手機功能及設計、通話及短訊、照

片、影片、音樂、電郵及上網、GPS定位及導航、同步等功

能。測試發現，各樣本的通話、短訊、電郵及上網功能表

現相若。

經常用智能手機拍照、睇片、玩遊戲的話，

電池可能很快耗盡，不少品牌因而改善了充電

設計，可快速為高容量電池充滿電，部分更支

援無線充電。今次測試了25款智能手機，不同

型號的充電速度及電池可用時間差別頗大，此

外，測試型號的手機功能、拍照拍片、GPS定

位及導航表現也有明顯分別。

手機拍片及導航
質素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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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智能手機 ( 屏幕尺寸 5.5 吋或以上 )

1  149x76x10毫米/153克

2  Android 5.0.1

3  2GHz 八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5.5吋 / 403 PPI

5  1300萬

6  0.47瓦特/公斤

$5,698

LG
G Flex 2 (H959)

★★★★1

2

可用作電視遙控器

支援2T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7.0GB可用記憶 

1  154x78x8.5毫米/168克

2  Android 4.4.4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5.5吋 / 267 PPI

5  1300萬

6  1.31瓦特/公斤

華為 Huawei
Ascend G7

★★★★

4

支援32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10.5GB可用記憶 

1  152x83x10毫米/176克

2  Android 4.4.4

3  2.7GHz 四核心

4  [1440+160] x 2560 像素

      斜角5.6吋 / 524 PPI

5  1600萬

6  0.14瓦特/公斤

$6,998

指紋辨識感應器、可用作電視遙控器

支援128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23.9GB可用記憶

三星 Samsung
Galaxy Note Edge▲

★★★★1

1

1  159x83x10.5毫米/186克

2  Android 5.0.1

3  2.7GHz 四核心

4  1440 x 2560 像素

      斜角5.9吋 / 498 PPI

5  1300萬

6  0.80瓦特/公斤

$5,588

支援近場通訊 (NFC)、Qi無線充電

內置23.9GB可用記憶 

摩托羅拉 Motorola
Nexus 6▲

★★★★

3

1  157x81x9毫米/180克

2  Android 4.4.2

3  1.3GHz四核心+1.8GHz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6.0吋 / 368 PPI

5  1300萬

6  1.54瓦特/公斤

指紋辨識感應器

支援32GB記憶卡

內置10.2GB可用記憶 

華為 Huawei
Ascend Mate 7 (16GB)▲

★★★★

5

$3,780 (32GB雙卡雙待版本:$4,680)

試驗結果
充電速度及電池可用時間差異大

接收靈敏度：「三星」Galaxy Note 

Edge（#1）、Galaxy A3（#17）、「諾基亞」

Lumia 830（#11）及「Sony」Xperia M2 

Aqua（#20）在實驗室內的GSM 900模擬

網絡下的接收靈敏度較出色；「摩托羅拉」

Moto X (2nd generation)（#14）及Moto G 

(2nd generation)（#23）則表現略為遜色，

只獲2點評分。

電池表現：評分涵蓋多個項目，包

括備用及通話時間、上網時間、使用GPS

功能時間及充電時間，從表一可見樣本

間表現差異較大的項目。使用上網功能

時，樣本電池的可使用時間由2.6至7.2小

時，「華為」Ascend G7（#4）、「三星」

Galaxy A3（#17）及「BlackBerry」Passport

（#18）電池表現較佳，可使用6.3小時以

上；表現較遜的是「HTC」One M9（#10）、

「BlackBerry」Classic（#19）、「LG」L Fino

（#24）及「微軟」Lumia 535（#25），可使

用時間少於4小時。

GPS定位及導航方面，樣本電池的可

使用時間由2.5至6.3小時，「華為」Ascend 

Mate 7（#5）及「BlackBer r y」Class ic

（#19）的電池表現最優異；表現較遜的是

「三星」Galaxy A5（#9），可使用時間約

2.5小時。

充電方面，樣本的充電速度差異頗

大，需時由90至210分鐘，其中「三星」

Galaxy Note Edge（#1）、Galaxy S6 Edge

（#6）、「摩托羅拉」Nexus 6（#3）及

「HTC」One M9（#10）充電最快，只需約

1.5小時；而「微軟」Lumia 535（#25）充電

較慢，需時約3.5小時。

「華為」Ascend G7（#4）及Ascend 

Mate 7（#5）整體的電池表現最優異。

整體手機功能方面，6款樣本表現良

好而獲4.5點評分。

個別型號跌撞後屏幕破裂

主要評估樣本的使用舒適程度、耐

用程度及屏幕質素。「三星」Galaxy Note 

Edge（#1）及Galaxy S6（#7）整體表現最

優異，獲5點評分；「華為」Ascend Mate 

7（#5）經50次跌撞後屏幕破裂，而「微

軟」Lumia 535（#25）的觸控屏幕反應不

太靈敏及機身較易刮花，都只獲3.5點的整

體評分。

1 體積 / 連電池總重量 2 操作系統版本 3 處理器

4 屏幕 / 屏幕像素密度 5 鏡頭像素 6 SAR

$2,680 (雙卡雙待版本:$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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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所列資料指樣本而言，根據實驗室檢定或量度獲得，與製造商的聲稱或有出

入。同型號產品在不同地方或不同時期購買，功能、規格及顏色都可能有輕微差異，

資料及照片只宜作參考，重視功能的用戶購買前應向代理商或製造商查詢清楚。

機身大小：包括任何凸出的部分。

連電池總重量：包括 SIM 卡及電池的總重量。若手機另可插上記憶卡，總重量亦將

記憶卡計算在內。

網絡制式：所有樣本都適用於四頻GSM、GPRS、EDGE、UMTS及HSDPA制式的網絡。

所有 4G 樣本的本地版本都支援 FDD-LTE 制式。

註

4G 智能手機 ( 屏幕尺寸 5.0 吋至 5.2 吋 )

1  144x71x9毫米/139克

2  Android 5.0.2

3  2.1GHz及1.5GHz 八核心

4  1440 x 2560 像素

      斜角5.1吋 / 577 PPI

5  1600萬

6  0.45瓦特/公斤

$5,698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32GB)▲

★★★★1

7

指紋辨識感應器、可用作電視遙控器

支援近場通訊 (NFC)、Qi無線充電

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

內置24.9GB可用記憶 

1  139x71x8毫米/123克

2  Android 4.4.4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5.0吋 / 295 PPI

5  1300萬

6  0.26瓦特/公斤

$2,898

三星 Samsung
Galaxy A5▲

★★★★

9

支援64GB記憶卡

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

內置11.2GB可用記憶 

1  140x71x10毫米/151克

2  Windows Phone 8.1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5.0吋 / 296 PPI

5  930萬

6  0.59瓦特/公斤

$3,588

諾基亞 Nokia
Lumia 830

★★★★

11

支援Qi無線充電

支援128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10.7GB可用記憶 

1  150x73x10毫米/165克

2  Android 4.4.4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5.5吋 / 295 PPI

5  800萬

6  0.53瓦特/公斤

HTC
Desire 620
(本地版本:Desire 620 
Dual Sim▲)

★★★★

13

支援128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2.9GB可用記憶 

1  143x73x9毫米/170克

2  Android 4.4.4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5.0吋 / 294 PPI

5  800萬

6  0.79瓦特/公斤

$1,580

華為 Huawei
Ascend G620s

★★★1

15

支援32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3.3GB可用記憶 

1  152x74x9毫米/154克

2  Android 4.4.4

3  2.3GHz 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5.2吋 / 431 PPI

5  1300萬

6  0.41瓦特/公斤

$4,298

防水設計(IPX7級別)

支援128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8.1GB可用記憶 

HTC
Desire Eye▲

★★★★1

8

1  145x70x10.5毫米/161克

2  Android 5.0.2

3  1.5GHz四核心+2.0GHz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5.0吋 / 446 PPI

5  2000萬

6  0.52瓦特/公斤

$5,998

可用作電視遙控器

支援2T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20.9GB可用記憶 

HTC
One M9▲

★★★★

10

1  145x73x10毫米/157克

2  Android 4.4.4

3  1.2GHz 四核心

4  540 x 960 像素

     斜角5.0吋 / 223 PPI

5  800萬

6  0.31瓦特/公斤

$1,798

支援64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

內置5.1GB可用記憶 

三星 Samsung
Galaxy Grand Prime▲

★★★★

12

1  140x73x11毫米/145克

2  Android 4.4.4

3  2.5GHz 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5.2吋 / 423 PPI

5  1300萬

6  0.74瓦特/公斤

$3,998

支援近場通訊 (NFC)

內置9.4GB可用記憶 

摩托羅拉 Motorola
Moto X (2nd generation)

★★★★

14

1  142x71x8.5毫米/132克

2  Android 5.0.2

3  2.1GHz及1.5GHz 八核心

4  1440 x 2560 像素

      斜角5.1吋 / 577 PPI

5  1600萬

6  0.30瓦特/公斤

指紋辨識感應器、可用作電視遙控器

支援近場通訊 (NFC)

內置24.9GB可用記憶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Edge (32GB)▲

★★★★1

6

$6,598 (64GB版本:$7,498)

▲：本地版本支援 FDD-LTE 及 TDD-LTE 制式。

SAR：列出的是製造商聲稱的最高比吸收率 (Specific Absorption Rate)。根據國際

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 (ICNIRP) 的標準，最高限值為 2.0 瓦特 / 公斤。

售價：所列售價為大約淨機價，乃本會於 5 月在市面調查所得，指僅買手機而不連

通話服務的價格。部分流動電話網絡商的機價可能較低，但用戶須額外預繳服務費

或簽約承諾最短使用時間，這便不是淨機價。一般而言，若預繳服務費，該筆金額

日後可在月費中扣除，詳細情況應向網絡商查詢。

$2,198 (本地雙卡雙待版本)



智能手機試驗結果 [1]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2]

大約 
淨機價  

[3]

手機功能             手機設計 通話及 
短訊 
功能

照片 
功能

影片 
功能

音樂 
功能

電郵及 
上網 
功能

GPS定位及導航 [4]
同步 
功能

總評 
[5]接收 

靈敏度

電池表現
整體

使用舒適
程度

耐用
程度

屏幕 
質素

整體
導航 
質素

首次 
定位

定位 
準確度

整體
上網 GPS 充電 整體

4G 智能手機

屏幕尺寸5.5吋或以上

1 三星 Samsung Galaxy Note Edge $6,998 ●●●●● ●●●● ●●● ●●●●● ●●●● ●●●●0 ●●●●● ●●●●● ●●●●● ●●●●● ●●●● ●●●● ●●●● ●●●●0 ●●●●● ●●●●● ●●● ●●●● ●●●● ●●●●0 ★★★★1
2 LG G Flex 2 (H959) $5,698 ●●●● ●●● ●●● ●●●●● ●●●● ●●●● ●●●●● ●●●● ●●●● ●●●●0 ●●●●0 ●●●0 ●●●● ●●●●0 ●●●●● ●●●● ●●●● ●●● ●●●0 ●●●● ★★★★1
3 摩托羅拉 Motorola Nexus 6 $5,588 ●●●● ●●●● ●●●● ●●●●● ●●●● ●●●●0 ●●●●● ●●●●● ●●●●● ●●●●0 ●●●● ●●●0 ●●●● ●●●0 ●●●●0 ●●●●● ●●●● ●●●● ●●●●0 ●●●0 ★★★★
4 華為 Huawei Ascend G7 $2,680* ●●●● ●●●●● ●●●● ●●● ●●●●● ●●●●0 ●●●●● ●●●● ●●●● ●●●● ●●●● ●●● ●●●0 ●●●● ●●●●0 ●●●● ●●●● ●●●● ●●●0 ●●●●0 ★★★★
5 華為 Huawei Ascend Mate 7 $3,780* ●●●● ●●●● ●●●●● ●●● ●●●●● ●●●●0 ●●●● ● ●●●●● ●●●0 ●●●● ●●● ●●●0 ●●●●0 ●●●●● ●●●● ●●● ●●●● ●●●● ●●●●0 ★★★★
屏幕尺寸5.0吋至5.2吋

6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Edge (32 GB) $6,598* ●●●● ●●● ●●● ●●●●● ●●●● ●●●● ●●●●● ●●●●● ●●●●● ●●●●0 ●●●●0 ●●●● ●●●●0 ●●●●0 ●●●●● ●●●●● ●●●● ●●●● ●●●● ●●●●0 ★★★★1
7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32 GB) $5,698 ●●●● ●●●● ●●● ●●●●● ●●●● ●●●● ●●●●● ●●●●● ●●●●● ●●●●● ●●●●0 ●●●● ●●●●0 ●●●●0 ●●●●● ●●●●● ●●●● ●●●● ●●●● ●●●●0 ★★★★1
8 HTC Desire Eye $4,298 ●●● ●●● ●●● ●●● ●●●● ●●●● ●●●●● ●●●● ●●●●● ●●●●0 ●●●●0 ●●●0 ●●●0 ●●●●0 ●●●●● ●●●● ●●●● ●●●● ●●●● ●●●●0 ★★★★1
9 三星 Samsung Galaxy A5 $2,898 ●●●● ●●●● ●● ●●●● ●●●● ●●●● ●●●●● ●●●● ●●●● ●●●●0 ●●●●0 ●●● ●●●0 ●●●●0 ●●●●0 ●●●● ●●● ●●●● ●●●0 ●●●●0 ★★★★
10 HTC One M9 $5,998 ●●● ●● ●●● ●●●●● ●●● ●●●0 ●●●●● ●●●● ●●●●● ●●●●0 ●●●●0 ●●●0 ●●●0 ●●●●0 ●●●●0 ●●●●● ●●●● ●●●● ●●●●0 ●●●● ★★★★
11 諾基亞 Nokia Lumia 830 $3,588 ●●●●● ●●● ●●● ●●● ●●●● ●●●● ●●●● ●●●●● ●●●● ●●●● ●●●● ●●● ●●●●0 ●●●●0 ●●●●0 ●●●● ●●●● ●●●● ●●●● ●●●0 ★★★★
12 三星 Samsung Galaxy Grand Prime $1,798 ●●● ●●● ●●● ●●● ●●●● ●●●● ●●●● ●●●●● ●●●● ●●●● ●●●●0 ●●● ●●●0 ●●●●0 ●●●●0 ●●● ●●●● ●●●● ●●● ●●●●0 ★★★★
13 HTC Desire 620 △ $2,198 ●●●● ●●● ●●● ●●● ●●● ●●●0 ●●●●● ●●●● ●●●● ●●●● ●●●●0 ●●● ●●● ●●●● ●●●●0 ●● ●●● ●●●● ●●0 ●●●●0 ★★★★
14 摩托羅拉 Motorola Moto X (2nd generation) $3,998 ●● ●●●● ●●● ●●●● ●●●● ●●● ●●●●● ●●●●● ●●●●● ●●●●0 ●●●●0 ●●● ●●● ●●●0 ●●●●0 ●●●● ●●● ●●●●● ●●●● ●●●0 ★★★★
15 華為 Huawei Ascend G620s $1,580 ●●● ●●● ●●● ●●●● ●●● ●●●0 ●●●● ●●●●● ●●●● ●●●● ●●●●0 ●●0 ●0 ●●●● ●●●●0 ●●● ●●● ●●● ●●● ●●●●0 ★★★1
屏幕尺寸5.0吋以下

16 Sony Xperia Z3 Compact $3,598 ●●●● ●●●● ●●●● ●●● ●●●● ●●●● ●●●●● ●●●●● ●●●●● ●●●●0 ●●●●0 ●●●0 ●●●● ●●●●0 ●●●●0 ●●●● ●●● ●●●● ●●●● ●●●● ★★★★1
17 三星 Samsung Galaxy A3 $2,298 ●●●●● ●●●●● ●●● ●●●● ●●●● ●●●●0 ●●●●● ●●●● ●●●● ●●●●0 ●●●●0 ●●● ●●● ●●●●0 ●●●●0 ●●● ●●● ●●●● ●●● ●●●●0 ★★★★
18 BlackBerry Passport $6,288 ●●●● ●●●●● ●●●● ●●●● ●●●● ●●●●0 ●●●● ●●●●● ●●●●● ●●●●0 ●●●0 ●●0 ●●●● ●●●●0 ●●●●0 ●●● ●●●●● ●●●● ●●● ●●●●● ★★★★
19 BlackBerry Classic $4,388 ●●●● ●● ●●●●● ●●●●● ●●● ●●●0 ●●●● ●●●● ●●●●● ●●●●0 ●●●●0 ●●● ●●●● ●●●●0 ●●●● ●●● ●●●●● ●●●● ●●● ●●●●● ★★★★
20 Sony Xperia M2 Aqua $2,498 ●●●●● ●●●● ●●●● ●●● ●●●● ●●●● ●●●● ●●●●● ●●●● ●●●●0 ●●●●0 ●●0 ●●● ●●●●0 ●●●●0 ●●●● ●●●● ●●●● ●●●0 ●●●●0 ★★★★
21 Sony Xperia E3 $1,598* ●●● ●●● ●●● ●●● ●●●● ●●● ●●●● ●●●● ●●●● ●●●● ●●●●0 ●● ●●● ●●●●0 ●●●●0 ●●●● ●● ●●● ●●● ●●●●0 ★★★1
3G智能手機

22 LG L Bello △ $1,598 ●●●● ●●● ●●●● ●●● ●●●● ●●●0 ●●●●● ●●●● ●●●● ●●●● ●●●●0 ●●0 ●●●0 ●●●●0 ●●●●0 ●●● ●●● ●●●● ●●● ●●●●0 ★★★★
23 摩托羅拉 Motorola Moto G (2nd generation) $1,798 ●● ●●● ●●● ●●●● ●●●● ●●●0 ●●●●● ●●●●● ●●●● ●●●●0 ●●●●0 ●●0 ●●● ●●●0 ●●●●0 ●●●● ●●●● ●●●● ●●●0 ●●●0 ★★★1
24 LG L Fino △ $1,398 ●●● ●● ●●● ●●●● ●●● ●●0 ●●●● ●●●● ●●●● ●●●● ●●●●0 ●●0 ●● ●●●●0 ●●●●0 ●●● ●●● ●●● ●●● ●●●●0 ★★★1
25 微軟 Microsoft Lumia 535 △ $1,288 ●●●● ●● ●●● ●● ●●● ●●●0 ●●● ●●●● ●●●● ●●●0 ●●●● ●0 ●0 ●●●0 ●●●● ●●● ●●●● ●●● ●●● ●●●0 ★★★

[1]	 測試項目眾多，表中只列出部分較重要項目的試驗結果，
	 各項分類整體評分的計算，亦包括了一些並未列出的細項的結果。
	 所有項目的計算及評分原包含小數點，經湊整(rounding)後再轉用●或★
符號顯示	。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為5個●或★。

[2]	 表中只列出最新的樣本試驗結果，未包括市面所有牌子及型號，
	 如要參考較早前測試的其他樣本結果，請參閱第458期（2014年12月）的
報告。

註 	 *：	樣本#4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為$2,880。
	 	 樣本#5在本地設有16GB單卡及32GB雙卡雙待版本，售價分別為
	 	 $3,780及$4,680。
	 	 樣本#6在本地設有32GB及64GB版本，售價分別為$6,598及$7,498。
	 	 樣本#21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同為$1,598。

[4]	 「GPS定位及導航」測試於歐洲進行，與本地的實際使用情況或有出入。

[5]	 總評分比重：
	 手機功能	 20%
	 手機設計	 16%
	 通話及短訊功能	 15%
	 照片功能	 10%
	 影片功能	 		5%

	 音樂功能	 10%
	 電郵及上網功能	 15%
	 GPS定位及導航	 		5%
	 同步功能	 		4%

	 △：	樣本#13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Desire	620	Dual	Sim。
	 	 樣本#22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L	Bello	Dual	(D335)。
	 	 樣本#24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L	Fino	Dual	(D295)。
	 	 樣本#25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Lumia	535	Dual	Sim。

[3]	 表列淨機價指僅買手機而不連通話服務的價格。售價是約數，乃本會於5月在市面調
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部分流動電話網絡商的機價可能較低，但用戶
須額外預繳服務費或簽約承諾最短使用時間，這便不是淨機價。

	 一般而言，若預繳服務費，該筆金額日後可在月費中扣除，詳細情況應向網絡商查詢。

往來中港兩地    宜選支援雙制式的 4G 手機
4G LTE流動網絡主要採用兩個制式－FDD及TDD，而香港的4G網絡供應商主要

採用LTE-FDD制式，所有本地的4G手機均支援LTE-FDD制式。內地的4G流動網絡服務

初期以LTE-TDD制式為主，但及後部分內地網絡供應商採用了LTE-FDD及LTE-TDD融

合網絡，以致內地不同的網絡供應商於不同城市採用的4G制式各有不同。本地用戶若

經常往來中港兩地，應特別留意這點，可購買支援LTE-FDD及LTE-TDD雙制式的4G智

能手機，而選用本地的中港兩地數據計劃的用戶應事先檢查手機是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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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試驗結果 [1]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2]

大約 
淨機價  

[3]

手機功能             手機設計 通話及 
短訊 
功能

照片 
功能

影片 
功能

音樂 
功能

電郵及 
上網 
功能

GPS定位及導航 [4]
同步 
功能

總評 
[5]接收 

靈敏度

電池表現
整體

使用舒適
程度

耐用
程度

屏幕 
質素

整體
導航 
質素

首次 
定位

定位 
準確度

整體
上網 GPS 充電 整體

4G 智能手機

屏幕尺寸5.5吋或以上

1 三星 Samsung Galaxy Note Edge $6,998 ●●●●● ●●●● ●●● ●●●●● ●●●● ●●●●0 ●●●●● ●●●●● ●●●●● ●●●●● ●●●● ●●●● ●●●● ●●●●0 ●●●●● ●●●●● ●●● ●●●● ●●●● ●●●●0 ★★★★1
2 LG G Flex 2 (H959) $5,698 ●●●● ●●● ●●● ●●●●● ●●●● ●●●● ●●●●● ●●●● ●●●● ●●●●0 ●●●●0 ●●●0 ●●●● ●●●●0 ●●●●● ●●●● ●●●● ●●● ●●●0 ●●●● ★★★★1
3 摩托羅拉 Motorola Nexus 6 $5,588 ●●●● ●●●● ●●●● ●●●●● ●●●● ●●●●0 ●●●●● ●●●●● ●●●●● ●●●●0 ●●●● ●●●0 ●●●● ●●●0 ●●●●0 ●●●●● ●●●● ●●●● ●●●●0 ●●●0 ★★★★
4 華為 Huawei Ascend G7 $2,680* ●●●● ●●●●● ●●●● ●●● ●●●●● ●●●●0 ●●●●● ●●●● ●●●● ●●●● ●●●● ●●● ●●●0 ●●●● ●●●●0 ●●●● ●●●● ●●●● ●●●0 ●●●●0 ★★★★
5 華為 Huawei Ascend Mate 7 $3,780* ●●●● ●●●● ●●●●● ●●● ●●●●● ●●●●0 ●●●● ● ●●●●● ●●●0 ●●●● ●●● ●●●0 ●●●●0 ●●●●● ●●●● ●●● ●●●● ●●●● ●●●●0 ★★★★
屏幕尺寸5.0吋至5.2吋

6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Edge (32 GB) $6,598* ●●●● ●●● ●●● ●●●●● ●●●● ●●●● ●●●●● ●●●●● ●●●●● ●●●●0 ●●●●0 ●●●● ●●●●0 ●●●●0 ●●●●● ●●●●● ●●●● ●●●● ●●●● ●●●●0 ★★★★1
7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32 GB) $5,698 ●●●● ●●●● ●●● ●●●●● ●●●● ●●●● ●●●●● ●●●●● ●●●●● ●●●●● ●●●●0 ●●●● ●●●●0 ●●●●0 ●●●●● ●●●●● ●●●● ●●●● ●●●● ●●●●0 ★★★★1
8 HTC Desire Eye $4,298 ●●● ●●● ●●● ●●● ●●●● ●●●● ●●●●● ●●●● ●●●●● ●●●●0 ●●●●0 ●●●0 ●●●0 ●●●●0 ●●●●● ●●●● ●●●● ●●●● ●●●● ●●●●0 ★★★★1
9 三星 Samsung Galaxy A5 $2,898 ●●●● ●●●● ●● ●●●● ●●●● ●●●● ●●●●● ●●●● ●●●● ●●●●0 ●●●●0 ●●● ●●●0 ●●●●0 ●●●●0 ●●●● ●●● ●●●● ●●●0 ●●●●0 ★★★★
10 HTC One M9 $5,998 ●●● ●● ●●● ●●●●● ●●● ●●●0 ●●●●● ●●●● ●●●●● ●●●●0 ●●●●0 ●●●0 ●●●0 ●●●●0 ●●●●0 ●●●●● ●●●● ●●●● ●●●●0 ●●●● ★★★★
11 諾基亞 Nokia Lumia 830 $3,588 ●●●●● ●●● ●●● ●●● ●●●● ●●●● ●●●● ●●●●● ●●●● ●●●● ●●●● ●●● ●●●●0 ●●●●0 ●●●●0 ●●●● ●●●● ●●●● ●●●● ●●●0 ★★★★
12 三星 Samsung Galaxy Grand Prime $1,798 ●●● ●●● ●●● ●●● ●●●● ●●●● ●●●● ●●●●● ●●●● ●●●● ●●●●0 ●●● ●●●0 ●●●●0 ●●●●0 ●●● ●●●● ●●●● ●●● ●●●●0 ★★★★
13 HTC Desire 620 △ $2,198 ●●●● ●●● ●●● ●●● ●●● ●●●0 ●●●●● ●●●● ●●●● ●●●● ●●●●0 ●●● ●●● ●●●● ●●●●0 ●● ●●● ●●●● ●●0 ●●●●0 ★★★★
14 摩托羅拉 Motorola Moto X (2nd generation) $3,998 ●● ●●●● ●●● ●●●● ●●●● ●●● ●●●●● ●●●●● ●●●●● ●●●●0 ●●●●0 ●●● ●●● ●●●0 ●●●●0 ●●●● ●●● ●●●●● ●●●● ●●●0 ★★★★
15 華為 Huawei Ascend G620s $1,580 ●●● ●●● ●●● ●●●● ●●● ●●●0 ●●●● ●●●●● ●●●● ●●●● ●●●●0 ●●0 ●0 ●●●● ●●●●0 ●●● ●●● ●●● ●●● ●●●●0 ★★★1
屏幕尺寸5.0吋以下

16 Sony Xperia Z3 Compact $3,598 ●●●● ●●●● ●●●● ●●● ●●●● ●●●● ●●●●● ●●●●● ●●●●● ●●●●0 ●●●●0 ●●●0 ●●●● ●●●●0 ●●●●0 ●●●● ●●● ●●●● ●●●● ●●●● ★★★★1
17 三星 Samsung Galaxy A3 $2,298 ●●●●● ●●●●● ●●● ●●●● ●●●● ●●●●0 ●●●●● ●●●● ●●●● ●●●●0 ●●●●0 ●●● ●●● ●●●●0 ●●●●0 ●●● ●●● ●●●● ●●● ●●●●0 ★★★★
18 BlackBerry Passport $6,288 ●●●● ●●●●● ●●●● ●●●● ●●●● ●●●●0 ●●●● ●●●●● ●●●●● ●●●●0 ●●●0 ●●0 ●●●● ●●●●0 ●●●●0 ●●● ●●●●● ●●●● ●●● ●●●●● ★★★★
19 BlackBerry Classic $4,388 ●●●● ●● ●●●●● ●●●●● ●●● ●●●0 ●●●● ●●●● ●●●●● ●●●●0 ●●●●0 ●●● ●●●● ●●●●0 ●●●● ●●● ●●●●● ●●●● ●●● ●●●●● ★★★★
20 Sony Xperia M2 Aqua $2,498 ●●●●● ●●●● ●●●● ●●● ●●●● ●●●● ●●●● ●●●●● ●●●● ●●●●0 ●●●●0 ●●0 ●●● ●●●●0 ●●●●0 ●●●● ●●●● ●●●● ●●●0 ●●●●0 ★★★★
21 Sony Xperia E3 $1,598* ●●● ●●● ●●● ●●● ●●●● ●●● ●●●● ●●●● ●●●● ●●●● ●●●●0 ●● ●●● ●●●●0 ●●●●0 ●●●● ●● ●●● ●●● ●●●●0 ★★★1
3G智能手機

22 LG L Bello △ $1,598 ●●●● ●●● ●●●● ●●● ●●●● ●●●0 ●●●●● ●●●● ●●●● ●●●● ●●●●0 ●●0 ●●●0 ●●●●0 ●●●●0 ●●● ●●● ●●●● ●●● ●●●●0 ★★★★
23 摩托羅拉 Motorola Moto G (2nd generation) $1,798 ●● ●●● ●●● ●●●● ●●●● ●●●0 ●●●●● ●●●●● ●●●● ●●●●0 ●●●●0 ●●0 ●●● ●●●0 ●●●●0 ●●●● ●●●● ●●●● ●●●0 ●●●0 ★★★1
24 LG L Fino △ $1,398 ●●● ●● ●●● ●●●● ●●● ●●0 ●●●● ●●●● ●●●● ●●●● ●●●●0 ●●0 ●● ●●●●0 ●●●●0 ●●● ●●● ●●● ●●● ●●●●0 ★★★1
25 微軟 Microsoft Lumia 535 △ $1,288 ●●●● ●● ●●● ●● ●●● ●●●0 ●●● ●●●● ●●●● ●●●0 ●●●● ●0 ●0 ●●●0 ●●●● ●●● ●●●● ●●● ●●● ●●●0 ★★★

[1]	 測試項目眾多，表中只列出部分較重要項目的試驗結果，
	 各項分類整體評分的計算，亦包括了一些並未列出的細項的結果。
	 所有項目的計算及評分原包含小數點，經湊整(rounding)後再轉用●或★
符號顯示	。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為5個●或★。

[2]	 表中只列出最新的樣本試驗結果，未包括市面所有牌子及型號，
	 如要參考較早前測試的其他樣本結果，請參閱第458期（2014年12月）的
報告。

註 	 *：	樣本#4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為$2,880。
	 	 樣本#5在本地設有16GB單卡及32GB雙卡雙待版本，售價分別為
	 	 $3,780及$4,680。
	 	 樣本#6在本地設有32GB及64GB版本，售價分別為$6,598及$7,498。
	 	 樣本#21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同為$1,598。

[4]	 「GPS定位及導航」測試於歐洲進行，與本地的實際使用情況或有出入。

[5]	 總評分比重：
	 手機功能	 20%
	 手機設計	 16%
	 通話及短訊功能	 15%
	 照片功能	 10%
	 影片功能	 		5%

	 音樂功能	 10%
	 電郵及上網功能	 15%
	 GPS定位及導航	 		5%
	 同步功能	 		4%

	 △：	樣本#13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Desire	620	Dual	Sim。
	 	 樣本#22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L	Bello	Dual	(D335)。
	 	 樣本#24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L	Fino	Dual	(D295)。
	 	 樣本#25的行貨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型號為Lumia	535	Dual	Sim。

[3]	 表列淨機價指僅買手機而不連通話服務的價格。售價是約數，乃本會於5月在市面調
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部分流動電話網絡商的機價可能較低，但用戶
須額外預繳服務費或簽約承諾最短使用時間，這便不是淨機價。

	 一般而言，若預繳服務費，該筆金額日後可在月費中扣除，詳細情況應向網絡商查詢。

3 款於低光下拍攝照片

質素仍不錯

比較樣本於不同環境下拍攝照片的

質素及使用方便程度。結果顯示，大部分

樣本低光拍攝的表現較為遜色，只有「三

星」Galaxy Note Edge（#1）、Galaxy S6 

Edge（#6）及Galaxy S6（#7）表現良好

而獲4點評分；「微軟」Lumia 535（#25）

於不同環境下拍攝的照片皆不清晰，整體

只獲1.5點評分。「HTC」Desire Eye（#8）

的前置鏡頭像素為1,300萬，自拍表現出

色，其餘樣本的自拍表現令人失望。

影片功能表現參差

測試樣本攝錄影片的影像及聲音

質素，結果整體表現差異頗大，獲1.5至

4.5點的評分，以「三星」Galaxy S6 Edge

（#6）、Galaxy S6（#7）及「諾基亞」

Lumia 830（#11）的表現較佳；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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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智能手機 ( 屏幕尺寸 5.0 吋以下 )

3G 智能手機

1  130x67x8毫米/110克

2  Android 4.4.4

3  1.2GHz 四核心

4  540 x 960 像素

      斜角4.5吋 / 244 PPI

5  800萬

6  0.25瓦特/公斤

$2,298

三星 Samsung
Galaxy A3▲

★★★★

17

支援64GB記憶卡

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

內置4.9GB可用記憶 

1  127x65x9毫米/129克

2  Android 4.4.4

3  2.5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4.6吋 / 322 PPI

5  2070萬

6  0.90瓦特/公斤

$3,598

防麈及防水設計(IP65/68級別)

支援128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9.5GB可用記憶 

Sony
Xperia Z3 Compact ▲

★★★★1

16

1  131x73x11毫米/180克

2  BlackBerry OS 10

3  1.5GHz 雙核心

4  720 x 720 像素

      斜角3.5吋 / 294 PPI

5  800萬

6  0.59瓦特/公斤

$4,388

BlackBerry
Classic

★★★★

19

支援128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10.0GB可用記憶 

1  128x91x10毫米/196克

2  BlackBerry OS 10

3  2.2GHz 四核心

4  1440 x 1440 像素

      斜角4.5吋 / 453 PPI

5  1300萬

6  0.33瓦特/公斤

$6,288

支援128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24.4GB可用記憶 

BlackBerry
Passport

★★★★

18

1  137x70x9毫米/144克

2  Android 4.4.2

3  1.2GHz 四核心

4  480 x 854 像素

      斜角4.5吋 / 219 PPI

5  500萬

6  0.66瓦特/公斤

Sony
Xperia E3

★★★1

21

支援32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1.7GB可用記憶 

1  140x72x9毫米/148克

2  Android 4.4.2

3  1.2GHz 四核心

4  540 x 960 像素

      斜角4.8吋 / 230 PPI

5  800萬

6  0.86瓦特/公斤

$2,498

防麈及防水設計(IP65/68級別)

支援32GB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4.2GB可用記憶 

Sony
Xperia M2 Aqua

★★★★

20

1  142x71x12毫米/152克

2  Android 5.0.2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5.0吋 / 295 PPI

5  800萬

6  0.69瓦特/公斤

$1,798

摩托羅拉 Motorola
Moto G (2nd generation)

★★★1

23

支援32GB記憶卡

內置3.7GB可用記憶 

1  138x71x11毫米/137克

2  Android 4.4.2

3  1.3GHz 四核心

4  480 x 854 像素

      斜角5.0吋 / 197 PPI

5  800萬

6  0.44瓦特/公斤

支援32GB記憶卡

內置3.3GB可用記憶 

LG
L Bello(本地版本:L Bello Dual)

★★★★

22

$1,598 (本地雙卡雙待版本)

1  128x68x12毫米/144克

2  Android 4.4.2

3  1.2GHz 四核心

4  480 x 800 像素

      斜角4.5吋 / 208 PPI

5  800萬

6  0.85瓦特/公斤

支援32GB記憶卡

內置1.2GB可用記憶 

LG
L Fino(本地版本:L Fino Dual)

★★★1

24

$1,398 (本地雙卡雙待版本)

1  140x72x10毫米/146克

2  Windows Phone 8.1

3  1.2GHz 四核心

4  540 x 960 像素

      斜角5.0吋 / 219 PPI

5  800萬

6  0.62瓦特/公斤

微軟 Microsoft
Lumia 535
(本地版本:Lumia 535 Dual Sim)

★★★

25

支援128GB記憶卡

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

內置2.9GB可用記憶 

$1,288 (本地雙卡雙待版本)

測試報告

$1,598 (雙卡雙待版本售價同為:$1,598)

1 體積 / 連電池總重量 2 操作系統版本 3 處理器

4 屏幕 / 屏幕像素密度 5 鏡頭像素 6 SAR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 (2015年2月至3月審理完結的案件)
▲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干

犯人)
有關刑罰

港島 Hong Kong Island

1

健豐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Kit Pharm Dispensary 
Limited 
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商場L16號舖 
Shop No. L16, Fitfort, 560 King's Road, North Point

應用虛假商品說明 
●「Forte Cream」 
●「Paristin Plus眼藥水」   
 「Paristin Plus eye drops」

c 
(經營該店舖

的公司) 
罰款

$1,000

2
成業大藥行 Shing Yip Medicine Co. 
西環德輔道西406號地下C舖 
Shop C, G/F, 406 Des Voeux Road West, Western

應用偽造商標 
●「威而鋼」「Viagra」

a, b 
(一名售貨員)

罰款共$18,000

九龍 Kowloon

3
恒興西葯行 Hang Hing Medicine Company 
荔枝角道67號A地下 
G/F, 67A Lai Chi Kok Road

應用偽造商標
●「威而鋼」「Viagra」 
●「犀利士」「Cialis」

a 
(一名店舖負責
人及一名店舖

擁有人) 

各罰款$30,000
及監禁1個月

緩刑2年

4
裕豐參茸中西藥行 Yu Fung Medicine Company 
新蒲崗景福街59號地舖 
G/F, 59 King Fuk Street, San Po Kong

應用偽造商標 
●「威而鋼」「Viagra」

a 
(一名店舖
負責人) 

罰款$10,000

新界 New Territories

5

溢生藥房 Yat Sang Dispensary 
元朗安寧路2-18號冠煌樓A2地舖 
Shop A2, G/F, Koon Wong Mansion, 2-18 On 
Ning Road, Yuen Long

應用偽造商標
●「威而鋼」「Viagra」

b 
(一名售貨員)

120小時
社會服務令

註 ▲ 審理完結是指審理相關案件的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審訊和上訴經已完成。

控罪：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管有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b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出售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c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7(1)(b)條「管有任何已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作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

為」Ascend G620s（#15）及「微

軟」Lumia 535（#25）的影片質素欠

佳，只獲1.5點評分。

播放音樂質素普遍不錯

主要評審樣本播放音樂的質

素、操作方便程度、最大輸出播放聲

浪等。大部分樣本表現不俗而獲4點

評分或以上；惟「摩托羅拉」Nexus 6

（#3）、Moto X (2nd generation)

（#14）、Moto G (2nd generation)

（#23）及「微軟」Lumia 535（#25）

沒有提供耳筒，故只得3.5點評分。

5款導航可靠

比較樣本利用GPS於不同位

置定位所需時間及準確度、輸入目

的地是否方便、話音指示是否清晰、

地圖及導航軟件的質素等。導航質

素表現較佳的有「三星」Ga l a x y 

Note Edge（#1）、Galaxy S6 Edge

（#6）、Galaxy S6（#7）、「摩托羅

拉」Nexus 6（#3）及「HTC」One M9

（#10），其中#3及#10的整體評分

較高。

2款可做到百分百同步

測試樣本的資料與相容的個

人電腦軟件的同步性能及方向（單

向或雙向同步）。樣本「BlackBerry」

Passport（#18）及Classic（#19）的

同步功能表現最優異，可將手機內的

全部資料儲存於電腦內。 

用家應先瞭解自己的要求及所需的功能，因應

較重視的因素去選擇。根據本會的比重計算，以下是

測試中部分總評較高的樣本：

4G智能手機

屏幕尺寸5.5吋或以上：「三星」Galaxy Note 

Edge（#1，$6,998）總評分最高，成為首選，接收

靈敏度佳，手機設計出色。「LG」G Flex 2（#2，

$5,698）屏幕採用弧形設計，多個項目表現出色。

屏幕尺寸5.0吋至5.2吋：「三星」Galaxy S6 Edge

（#6，$6,598）、Galaxy S6（#7，$5,698）及「HTC」

Desire Eye（#8，$4,298）整體表現突出，其中#6及#7

導航質素佳，#8自拍照片質素較佳。

屏幕尺寸5.0吋以下：「Sony」Xpe r i a  Z3 

Compact（#16，$3,598）多方面表現都不錯。

3G智能手機

「LG」L Bello（本地版本 L Bello Dual，#22，

$1,598）整體評分也不俗，本地版本支援雙卡雙待。

選擇指 南

本會從香港海關收到5宗於今

年2月至3月審理完結的售賣偽冒藥

物案件資料，涉案的店舖2間位於港

島，2間位於九龍，1間位於新界。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

售或供應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

品說明的貨品屬嚴重罪行，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及監禁 

5年。

市民如對藥物的真偽有懷疑，

應立即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

標持有人作出查詢。若發現有售賣

偽冒藥物的情況，可致電海關24小

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5間店舖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