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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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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新車往往所費不菲，故消費者選購時一般會通過各種渠道搜集資訊，例如由汽車廠商公

布的資料、商業媒體的新車介紹及試駕報告等，但由獨立機構以科學方法在實驗室測試汽車表現

的報告則非常少。是次測試涵蓋15個牌子共39款汽車型號，報告各型號的駕駛表現及舒適程度

等項目，也包括在實驗室環境測試汽車的環保表現。

國 際 消 費 者 研 究 及 試 驗 組 織

（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簡稱ICRT）與歐洲的汽車會合

作，經常在歐洲測試新款汽車，除了由專家

測試及評估實際路面駕駛表現外，更於實

驗室內以科學方法測試汽車的能源效率及

污染物排放量等，目的是較全面地比較各

型號的表現，供消費者參考。現時法國、德

國、意大利、英國及韓國等地約有15個消

費者組織參與這項汽車測試。

涵蓋多款電動車及柴油車
試驗組織將測試型號分類（有關分類

時的考慮因素，見附表註釋）。本報告涵蓋

14款小型家庭房車、9款行政人員房車、8款

大型家庭房車及8款迷你汽車。不同類別汽

車的評分準則稍有不同，不宜直接比較。

5款樣本（#1、#5、#9、#14及#34）

為電動車，不設燃油引擎；6款樣本（#16、

#24、#27、#29、#35及#37）為油電混合

動力汽車（hybrid vehicle），其中樣本#35

採用插電式（plug-in）設計，除可注入汽

油作燃料外，亦可外接電源為汽車充電；

樣本#23、#31及#32屬柴油私家車；其餘

25款樣本則純以汽油驅動。附表列出了各

測試樣本的基本規格，包括波箱（自動/手

動）、聲稱的排氣量及最大馬力。

汽車廠商一般會為同一型號推出不同

規格的版本，香港出售版本的規格，跟歐洲

測試樣本比較，除了左/右軚的分別外，其他

規格（例如波箱）及裝備也未必相同，故樣

本的相片、測試結果及評分只供參考。

測試項目
測試範疇涵蓋汽車的使用方便程

度、舒適程度、驅動系統（engine/power-

train）表現、駕駛表現、安全保障及環保表

現，合共百多個細項。

使用方便程度
個別型號不便乘客進出車廂

報告評估樣本的做工、出入車廂的方

便程度（例如車門大小、門檻高度、門鎖及

門柄設計等）、最高載重量、續航距離、充

電（如適用）所需時間等。四門房車「寶馬

39款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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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520d（#31）、「平治Mercedes-Benz」

E 250 Avantgarde（#33）及五門SUV「寶馬

BMW」X5 xDrive30d（#32）評分較高，評審

員認為它們做工精細，其中樣本#31及#33

後座車門寬闊，後座乘客容易進出車廂。

五門電動車「寶馬BMW」i3（#1）需

先打開前座車門，才能打開後座車門，而由

於前排座位的安全帶設在後座車門上（見

右圖），因此在打開後座車門前，前座乘客

需先解開安全帶，造成不便。

5款電動車樣本中，以其量得的平均

耗電量推算，充電池容量最大的「Tesla」

Model S P85（#34）續航距離最長，充電後

可行走約415公里，但其續航距離仍不及其

他非純電動的汽車樣本；其餘4款電動車樣

本的續航距離則僅介乎約120至150公里。

7 款型號車廂寬敞

評估樣本可容納的司機及乘客身高、

座椅設計及調校、軚盤、腳踏、控制桿、儀

表板上的控制及顯示裝置等的位置及調校

的方便程度等。「寶馬BMW」X5 xDrive30d

（#32）的評分最高，車廂內的控制裝置

方便調校，而且車廂寬敞，司機或乘客即

五門電動車「寶馬 BMW」i3（#1）前排座

位的安全帶設在後座車門上，若後座乘客

要出入車廂，前座乘客需先解開安全帶，

設計較不便。

選擇指 南

迷你汽車：「寶馬BMW」i3（#1，電動車）及「Mini」Cooper（#2）獲四星總評，其中#1環保表現較好，#2有較佳視野。

小型家庭房車：「Volkswagen」e-Golf（#9，電動車）總評分最高，整體表現最佳。「Volkswagen」Golf 1.4 TSI BMT（#10）、Golf 

GTI Performance（#11）及「奧迪Audi」A3 Sportback 1.4 TFSI（#12）整體表現亦好，其中聲稱引擎排氣量較低的#10及#12較慳油。

大型家庭房車：「平治Mercedes-Benz」C 220 BlueTEC Avantgarde（#23，柴油車）、「寶馬BMW」ActiveHybrid 3（#24）

及「奧迪Audi」A4 Avant 1.8 TFSI（#25）整體表現較好，其中柴油車#23較慳油，而聲稱引擎排氣量較高的#24驅動系統表現較

佳，另#23及#25的污染物排放量較低。

迷 你汽車

小 型家庭房車

12
45

12

14

19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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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身高達1.9米，坐在前排或後排座位都

感覺舒適。「Volkswagen」樣本#9、#10、

#11、「寶馬BMW」樣本#24、#31及「平治

Mercedes-Benz」樣本#33車廂空間亦頗充

裕，獲4點半評分。電動車「Tesla」Model S 

P85（#34）中控台配備17吋觸控屏幕，車

廂內大部分功能都通過該觸控屏幕調校，

不過或需較長時間熟習。

3 款車身較長但行李箱偏細

量度行李箱的容量，並評估放入及

取出物件的方便程度。消費者通常期望

車身較大或較長的汽車，有較大的行李

箱，或後排座椅可以收摺放平，增大行李

箱容量，不過，兩款油電混合車「Infiniti」

樣本#29、「凌志Lexus」樣本#37及「平

治Mercedes-Benz」的開蓬車樣本#38雖

然車身較長，但行李箱容量卻相對較細

（以最大容量計），而且不能收摺後排座

椅，運送行李的彈性較低。「Min i」樣本

#2、「Volkswagen」樣本#18及「保時捷

Porsche」樣本#39的行李箱容量亦細，其

中開蓬車樣本#18的行李箱門口較窄，放

入及取出物件不太方便。

多款汽車的司機享有較佳視野

測試量度司機從樣本的車窗及倒後

鏡所看到的車外環境的視野（visibil ity）範

圍，並評估司機是否容易看見放在車身前及

後端的矮障礙物、擋風玻璃雨刷（俗稱「水

撥」）的覆蓋範圍及其他有關司機視野的項

目，例如車頭燈及泊車輔助裝置等的表現。

「Mini」樣本#2、「Volkswagen」樣

本#9、#10、#11、「奧迪Audi」樣本#12、

#25、「平治Mercedes-Benz」樣本#23、

#33、#36、#38、「寶馬BMW」樣本#24、

#26及#31有較佳視野，獲4點評分。消費

行政人員房車：「寶馬BMW」520d（#31，柴油車）獲四星半總評，整體表現最好。「寶馬BMW」X5 xDrive30d（#32，柴油

車）、「平治Mercedes-Benz」E 250 Avantgarde（#33）及「Tesla」Model S P85（#34，電動車）整體表現亦好，其中#32的使用方

便程度及驅動系統表現較佳，#34環保表現較好。

測試結果及評分只供參考，消費者應考慮實際需要、自己喜愛的汽車外形及顏色等因素作出選擇；選購電動車或油電混合

動力汽車，要考慮充電池的保用/保養服務等因素，而選購電動車或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汽車，更要考慮充電站的位置是否方便

等。購買前，應先向代理商查詢車輛規格及售價等詳情，並且親身試駕，以選擇適合自己的型號。

大 型家庭房車

行 政人員房車

39

37

31
333435

23252729

註： 測試樣本當中19款的相片。

 相片間的大小比例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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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汽車全面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 
[1]

測試 
樣本 

的波箱 
[2]

售價  
[3]

引擎
排氣量 

(立方厘米， 
c.c.)

[4]

最大馬力 
(千瓦)/
(匹，PS) 

[4]

量得 
重量 
(千克)

量得
平均 

耗油量 
(升/

100公里) 

 [5]

量得
平均 

二氧化碳 
排放量 

(克/公里) 
[6]

量得 
行李箱 
容量 
（升）

[7]

使用方便程度 舒適程度

驅動
系統 
表現 
[13]

駕駛表現 安全保障 環保表現

總評 
[23]

車身
及 

整體 
設計 
[8]

車廂及 
座位 
[9]

行李箱 視野
整體 
[10]

避震 
表現

座椅
空調及 
通風 
系統

車內 
寧靜 
程度 
[11]

整體 
[12]

操控 
[14]

剎車
整體 
[15]

司機及 
成人 
乘客 
[16]

兒童 
乘客 
[17]

行人 
[18]

整體 
[19]

能源效率 
及 

二氧化碳 
排放測試 

[20]

污染物 
排放 
測試 
[21] 

整體 
[22]

迷你汽車

1 寶馬 BMW i3 ▲ 自動 $394,000 － 125 / 170 1240 (16.7)◆ 94 205-435 ●●0 ●●●0 ●●0 ●●● ●●● ●●●0 ●●●0 ●●0 ●●●● ●●● ●●●●● ●●●0 ●●●●0 ●●●● ●●●● ●●●●0 ●●●0 ●●●● ●●●●● ●●●●● ●●●●● ★★★★
2 Mini Cooper 手動 $264,800 1499 100 / 136 1210 5.2 144 145-395 ●●● ●●●0 ●● ●●●● ●●● ●●●0 ●●●0 ●●●0 ●●●0 ●●●0 ●●●●0 ●●●● ●●●●● ●●●●0 ●●●● ●●●●0 ●●●0 ●●●● ●●●0 ●●●●● ●●●● ★★★★
3 Volkswagen Polo 1.2 TSI BMT 手動 $163,880 1197 66 / 90 1120 5.2 144 240-530 ●●●0 ●●●0 ●●0 ●●●0 ●●●0 ●●●0 ●●●0 ●●● ●●●0 ●●●0 ●●●0 ●●●● ●●●● ●●●● ●●●● ●●●●0 ●●0 ●●●● ●●●0 ●●●●● ●●●● ★★★1

4 福特 Ford
Fiesta 1.0 Eco-
Boost Start/Stop 手動 $149,900 998 74 / 100 1140 5.0 139 245-550 ●●● ●●● ●●0 ●●●0 ●●● ●●●0 ●●● ●●● ●●●0 ●●●0 ●●●0 ●●●● ●●●●0 ●●●● ●●●● ●●●● ●●●0 ●●●● ●●●0 ●●●●0 ●●●● ★★★1

5 雷諾 Renault Zoe ▲ 自動 待定^ － 65 / 88 1455 (19.7)◆ 111 310-560 ●●● ●●● ●●0 ●●● ●●● ●●●● ●●● ●●● ●●●0 ●●●0 ●●●● ●●●0 ●0 ●●● ●●●0 ●●●0 ●●●0 ●●●0 ●●●●0 ●●●●● ●●●●● ★★★1
6 日產 Nissan Note 1.2 DIG-S 手動 $159,800 1198 72 / 98 1155 5.2 135 285-545 ●●● ●●● ●●● ●●● ●●● ●●●0 ●●● ●● ●●●0 ●●● ●●● ●●●0 ●●●● ●●●0 ●●●● ●●●0 ●●●0 ●●●0 ●●●0 ●●●●0 ●●●● ★★★1
7 雷諾 Renault Clio 1.6 Turbo 自動 $279,800 1618 147 / 200 1295 6.7 181 285-525 ●●●0 ●●● ●●0 ●●0 ●●● ●●● ●●● ●●0 ●●● ●●● ●●●●0 ●●●0 ●●●●0 ●●●● ●●●● ●●●0 ●●●0 ●●●0 ●● ●●●0 ●●0 ★★★1

8 日產 Nissan
Micra(又稱March) 
1.2 手動 $159,800 1198 59 / 80 1010 5.3 144 215-560 ●●● ●●● ●●0 ●●● ●●● ●●●0 ●●0 ●●0 ●●0 ●●● ●●0 ●●●0 ●●0 ●●● ●●●0 ●●●0 ●●●0 ●●●0 ●●●0 ●●●●0 ●●●● ★★★

小型家庭房車

9 Volkswagen e-Golf ▲ 自動 待定^ － 85 / 115 1520 (16.0)◆ 90 305-665 ●●● ●●●●0 ●●● ●●●● ●●●● ●●●0 ●●●0 ●●●0 ●●●●● ●●●● ●●●●0 ●●●0 ●●●●0 ●●●● ●●●●0 ●●●●0 ●●●0 ●●●●0 ●●●●● ●●●●● ●●●●● ★★★★1
10 Volkswagen Golf 1.4 TSI BMT 手動 $249,880 1395 90 / 122 1290 5.5 154 305-665 ●●●0 ●●●●0 ●●● ●●●● ●●●● ●●●● ●●●● ●●●● ●●●●0 ●●●● ●●●● ●●●● ●●●●● ●●●●0 ●●●●0 ●●●●0 ●●●0 ●●●●0 ●●● ●●●●● ●●●● ★★★★

11 Volkswagen
Golf GTI 
Performance 手動 $359,880 1984 169 / 230 1400 6.5 180 305-665 ●●●0 ●●●●0 ●●● ●●●● ●●●● ●●●0 ●●●● ●●●● ●●●● ●●●● ●●●●0 ●●●●0 ●●●●● ●●●●0 ●●●●0 ●●●●0 ●●●0 ●●●●0 ●● ●●●●● ●●●0 ★★★★

12 奧迪 Audi
A3 Sportback 
1.4 TFSI 手動 $308,800 1395 90 / 122 1295 5.6 155 290-645 ●●●0 ●●●● ●●● ●●●● ●●●● ●●●0 ●●●●0 ●●●0 ●●●● ●●●● ●●●● ●●●●0 ●●●●0 ●●●●0 ●●●●0 ●●●● ●●●● ●●●●0 ●●● ●●●●● ●●●● ★★★★

13 寶馬 BMW 220i Coupé 自動 $484,000 1997 135 / 184 1475 6.9 189 315-650 ●●● ●●●0 ●●● ●●●0 ●●●0 ●●●● ●●●● ●●●● ●●●● ●●●● ●●●●0 ●●●● ●●●●● ●●●●0 ●●●●0 ●●●● ●●●0 ●●●● ●0 ●●●●0 ●●● ★★★★
14 日產 Nissan Leaf ▲ 自動 $343,800 － 80 / 109 1535 (19.9)◆ 112 340-690 ●●● ●●● ●●● ●●● ●●● ●●●●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 ●●●●● ★★★★

15
平治 
Mercedes-
Benz

A 180 手動 $314,000 1595 90 / 122 1405 6.1 170 245-570 ●●●0 ●●●● ●●0 ●●●0 ●●●0 ●●●0 ●●●● ●●●0 ●●●● ●●●0 ●●●● ●●●● ●●●● ●●●● ●●●●0 ●●●● ●●●0 ●●●●0 ●●0 ●●●●● ●●●0 ★★★★

16 凌志 Lexus CT 200h △ 自動 $279,615 1798 100 / 136 1440 5.0 140 200-495 ●●●0 ●●●0 ●●0 ●●●0 ●●● ●●● ●●●0 ●●●0 ●●●● ●●●0 ●●●0 ●●●0 ●●●0 ●●●0 ●●●● ●●●●0 ●●● ●●●● ●●●0 ●●●●● ●●●●0 ★★★1

17 Mini
Cooper S 
Paceman 手動 $433,800 1598 135 / 184 1390 6.6 183 230-515 ●●● ●●● ●●0 ●●●0 ●●● ●●●0 ●●●0 ●●0 ●●● ●●●0 ●●●●0 ●●●● ●●●● ●●●● ●●●● ●●●● ●●●0 ●●●● ●● ●●●●0 ●●● ★★★1

18 Volkswagen
Beetle Cabriolet 
1.4 TSI 自動 $359,880 1390 118 / 160 1480 7.1 194 215-430 ●●● ●●●0 ●0 ●●●0 ●●● ●●●0 ●●●0 ●●●0 ●●● ●●●0 ●●●●0 ●●●0 ●●●●0 ●●●● ●●●● ●●●● ●●● ●●●● ●0 ●●●●0 ●●● ★★★1

19 Alfa Romeo
Giulietta 1.4 TB 
16V MultiAir 自動 $279,000 1368 125 / 170 1430 6.6 176 290-620 ●●● ●●●0 ●●0 ●●● ●●●0 ●●● ●●● ●●●0 ●●●0 ●●● ●●●0 ●●●0 ●●●●0 ●●●● ●●●● ●●●● ●●●0 ●●●● ●● ●●●●0 ●●●0 ★★★1

20 Mini
Cooper S 
Countryman 
ALL4

手動 $455,800 1598 140 / 190 1465 7.1 196 210-530 ●●●0 ●●● ●●0 ●●● ●●● ●●●0 ●●●0 ●●● ●●● ●●●0 ●●●● ●●●● ●●●● ●●●● ●●●● ●●●● ●●●0 ●●●● ●0 ●●●● ●●0 ★★★1

21 雷諾 Renault Captur TCe 120 自動 $249,800 1197 88 / 120 1300 6.4 175 285-600 ●●●0 ●●●0 ●●● ●●● ●●●0 ●●●0 ●●●0 ●●0 ●●●● ●●● ●●●0 ●●●0 ●●●●0 ●●●● ●●●● ●●●0 ●●●0 ●●●● ●● ●●●● ●●● ★★★1
22 現代 Hyundai Veloster 1.6 Turbo 自動 $248,800 1591 137 / 186 1340 8.0 214 285-645 ●●● ●●●0 ●●0 ●●● ●●● ●●● ●●●0 ●●● ●●● ●●●0 ●●●● ●●●● ●●● ●●●0 ●●●0 ●●●0 ●●0 ●●●0 ● ●●● ●● ★★★

大型家庭房車

23
平治 
Mercedes-
Benz

C 220 BlueTEC 
Avantgarde ※ 手動 $495,000 2143 125 / 170 1625 4.3 ＊ 139 360-690 ●●●0 ●●●0 ●●●0 ●●●● ●●●0 ●●●● ●●●● ●●●0 ●●●●0 ●●●● ●●●● ●●●0 ●●●● ●●●● ●●●●● ●●●● ●●●● ●●●●0 ●●●0 ●●●●● ●●●● ★★★★

24 寶馬 BMW ActiveHybrid 3 △ 自動 $925,000 2979 250 / 340 1740 7.0 193 310-590 ●●●0 ●●●●0 ●●● ●●●● ●●●● ●●●●0 ●●●●0 ●●●● ●●●● ●●●●0 ●●●●● ●●●●0 ●●●● ●●●●0 ●●●●0 ●●●● ●●●● ●●●●0 ●0 ●●●0 ●●0 ★★★★
25 奧迪 Audi A4 Avant 1.8 TFSI 手動 $485,800 1798 125 / 170 1575 6.5 181 375-710 ●●●0 ●●●● ●●●0 ●●●● ●●●● ●●●● ●●●●0 ●●●● ●●●●0 ●●●● ●●●●0 ●●●● ●●●●0 ●●●● ●●●●0 ●●●●0 ●●0 ●●●● ●● ●●●●● ●●●0 ★★★★
26 寶馬 BMW 428i Cabrio 自動 $708,000 1997 180 / 245 1810 7.6 204 325-660 ●●● ●●●● ●●0 ●●●● ●●●0 ●●●● ●●●●0 ●●●● ●●●●0 ●●●● ●●●●● ●●●● ●●●●0 ●●●●0 ●●●● ●●●0 ●●●● ●●●● ● ●●●●0 ●●0 ★★★★
27 凌志 Lexus IS 300h △ 自動 $404,900 2494 164 / 223 1720 5.8 159 355-630 ●●●0 ●●●● ●●● ●●●0 ●●●0 ●●●● ●●●●0 ●●●0 ●●●0 ●●●● ●●●●0 ●●●0 ●●● ●●●0 ●●●● ●●●● ●●●● ●●●● ●●● ●●●●0 ●●●0 ★★★★

28
平治 
Mercedes-
Benz

GLA 200 Style 手動 $409,000 1595 115 / 156 1455 6.4 177 295-640 ●●●0 ●●●● ●●● ●●●0 ●●●0 ●●●0 ●●●● ●●●0 ●●●● ●●●● ●●●● ●●●0 ●●●● ●●●0 ●●●●0 ●●●● ●●●0 ●●●●0 ●● ●●●●0 ●●●0 ★★★★

29 Infiniti Q50S Hybrid △ 自動 $717,000 3498 268 / 364 1830 7.2 195 300 ●●●0 ●●●0 ●● ●●●0 ●●● ●●●0 ●●●● ●●●0 ●●●●0 ●●●0 ●●●●0 ●●●0 ●●●0 ●●●0 ●●●● ●●●● ●●●0 ●●●● ●0 ●●●●● ●●● ★★★1
30 奧迪 Audi Q3 2.0 TFSI 自動 $489,800 1984 155 / 211 1640 8.5 232 310-620 ●●●0 ●●●● ●●● ●●●0 ●●●0 ●●●● ●●●●0 ●●●● ●●●● ●●●● ●●●●0 ●●●0 ●●●0 ●●●0 ●●●● ●●●● ●●●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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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全面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 
[1]

測試 
樣本 

的波箱 
[2]

售價  
[3]

引擎
排氣量 

(立方厘米， 
c.c.)

[4]

最大馬力 
(千瓦)/
(匹，PS) 

[4]

量得 
重量 
(千克)

量得
平均 

耗油量 
(升/

100公里) 

 [5]

量得
平均 

二氧化碳 
排放量 

(克/公里) 
[6]

量得 
行李箱 
容量 
（升）

[7]

使用方便程度 舒適程度

驅動
系統 
表現 
[13]

駕駛表現 安全保障 環保表現

總評 
[23]

車身
及 

整體 
設計 
[8]

車廂及 
座位 
[9]

行李箱 視野
整體 
[10]

避震 
表現

座椅
空調及 
通風 
系統

車內 
寧靜 
程度 
[11]

整體 
[12]

操控 
[14]

剎車
整體 
[15]

司機及 
成人 
乘客 
[16]

兒童 
乘客 
[17]

行人 
[18]

整體 
[19]

能源效率 
及 

二氧化碳 
排放測試 

[20]

污染物 
排放 
測試 
[21] 

整體 
[22]

迷你汽車

1 寶馬 BMW i3 ▲ 自動 $394,000 － 125 / 170 1240 (16.7)◆ 94 205-435 ●●0 ●●●0 ●●0 ●●● ●●● ●●●0 ●●●0 ●●0 ●●●● ●●● ●●●●● ●●●0 ●●●●0 ●●●● ●●●● ●●●●0 ●●●0 ●●●● ●●●●● ●●●●● ●●●●● ★★★★
2 Mini Cooper 手動 $264,800 1499 100 / 136 1210 5.2 144 145-395 ●●● ●●●0 ●● ●●●● ●●● ●●●0 ●●●0 ●●●0 ●●●0 ●●●0 ●●●●0 ●●●● ●●●●● ●●●●0 ●●●● ●●●●0 ●●●0 ●●●● ●●●0 ●●●●● ●●●● ★★★★
3 Volkswagen Polo 1.2 TSI BMT 手動 $163,880 1197 66 / 90 1120 5.2 144 240-530 ●●●0 ●●●0 ●●0 ●●●0 ●●●0 ●●●0 ●●●0 ●●● ●●●0 ●●●0 ●●●0 ●●●● ●●●● ●●●● ●●●● ●●●●0 ●●0 ●●●● ●●●0 ●●●●● ●●●● ★★★1

4 福特 Ford
Fiesta 1.0 Eco-
Boost Start/Stop 手動 $149,900 998 74 / 100 1140 5.0 139 245-550 ●●● ●●● ●●0 ●●●0 ●●● ●●●0 ●●● ●●● ●●●0 ●●●0 ●●●0 ●●●● ●●●●0 ●●●● ●●●● ●●●● ●●●0 ●●●● ●●●0 ●●●●0 ●●●● ★★★1

5 雷諾 Renault Zoe ▲ 自動 待定^ － 65 / 88 1455 (19.7)◆ 111 310-560 ●●● ●●● ●●0 ●●● ●●● ●●●● ●●● ●●● ●●●0 ●●●0 ●●●● ●●●0 ●0 ●●● ●●●0 ●●●0 ●●●0 ●●●0 ●●●●0 ●●●●● ●●●●● ★★★1
6 日產 Nissan Note 1.2 DIG-S 手動 $159,800 1198 72 / 98 1155 5.2 135 285-545 ●●● ●●● ●●● ●●● ●●● ●●●0 ●●● ●● ●●●0 ●●● ●●● ●●●0 ●●●● ●●●0 ●●●● ●●●0 ●●●0 ●●●0 ●●●0 ●●●●0 ●●●● ★★★1
7 雷諾 Renault Clio 1.6 Turbo 自動 $279,800 1618 147 / 200 1295 6.7 181 285-525 ●●●0 ●●● ●●0 ●●0 ●●● ●●● ●●● ●●0 ●●● ●●● ●●●●0 ●●●0 ●●●●0 ●●●● ●●●● ●●●0 ●●●0 ●●●0 ●● ●●●0 ●●0 ★★★1

8 日產 Nissan
Micra(又稱March) 
1.2 手動 $159,800 1198 59 / 80 1010 5.3 144 215-560 ●●● ●●● ●●0 ●●● ●●● ●●●0 ●●0 ●●0 ●●0 ●●● ●●0 ●●●0 ●●0 ●●● ●●●0 ●●●0 ●●●0 ●●●0 ●●●0 ●●●●0 ●●●● ★★★

小型家庭房車

9 Volkswagen e-Golf ▲ 自動 待定^ － 85 / 115 1520 (16.0)◆ 90 305-665 ●●● ●●●●0 ●●● ●●●● ●●●● ●●●0 ●●●0 ●●●0 ●●●●● ●●●● ●●●●0 ●●●0 ●●●●0 ●●●● ●●●●0 ●●●●0 ●●●0 ●●●●0 ●●●●● ●●●●● ●●●●● ★★★★1
10 Volkswagen Golf 1.4 TSI BMT 手動 $249,880 1395 90 / 122 1290 5.5 154 305-665 ●●●0 ●●●●0 ●●● ●●●● ●●●● ●●●● ●●●● ●●●● ●●●●0 ●●●● ●●●● ●●●● ●●●●● ●●●●0 ●●●●0 ●●●●0 ●●●0 ●●●●0 ●●● ●●●●● ●●●● ★★★★

11 Volkswagen
Golf GTI 
Performance 手動 $359,880 1984 169 / 230 1400 6.5 180 305-665 ●●●0 ●●●●0 ●●● ●●●● ●●●● ●●●0 ●●●● ●●●● ●●●● ●●●● ●●●●0 ●●●●0 ●●●●● ●●●●0 ●●●●0 ●●●●0 ●●●0 ●●●●0 ●● ●●●●● ●●●0 ★★★★

12 奧迪 Audi
A3 Sportback 
1.4 TFSI 手動 $308,800 1395 90 / 122 1295 5.6 155 290-645 ●●●0 ●●●● ●●● ●●●● ●●●● ●●●0 ●●●●0 ●●●0 ●●●● ●●●● ●●●● ●●●●0 ●●●●0 ●●●●0 ●●●●0 ●●●● ●●●● ●●●●0 ●●● ●●●●● ●●●● ★★★★

13 寶馬 BMW 220i Coupé 自動 $484,000 1997 135 / 184 1475 6.9 189 315-650 ●●● ●●●0 ●●● ●●●0 ●●●0 ●●●● ●●●● ●●●● ●●●● ●●●● ●●●●0 ●●●● ●●●●● ●●●●0 ●●●●0 ●●●● ●●●0 ●●●● ●0 ●●●●0 ●●● ★★★★
14 日產 Nissan Leaf ▲ 自動 $343,800 － 80 / 109 1535 (19.9)◆ 112 340-690 ●●● ●●● ●●● ●●● ●●● ●●●●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 ●●●●● ★★★★

15
平治 
Mercedes-
Benz

A 180 手動 $314,000 1595 90 / 122 1405 6.1 170 245-570 ●●●0 ●●●● ●●0 ●●●0 ●●●0 ●●●0 ●●●● ●●●0 ●●●● ●●●0 ●●●● ●●●● ●●●● ●●●● ●●●●0 ●●●● ●●●0 ●●●●0 ●●0 ●●●●● ●●●0 ★★★★

16 凌志 Lexus CT 200h △ 自動 $279,615 1798 100 / 136 1440 5.0 140 200-495 ●●●0 ●●●0 ●●0 ●●●0 ●●● ●●● ●●●0 ●●●0 ●●●● ●●●0 ●●●0 ●●●0 ●●●0 ●●●0 ●●●● ●●●●0 ●●● ●●●● ●●●0 ●●●●● ●●●●0 ★★★1

17 Mini
Cooper S 
Paceman 手動 $433,800 1598 135 / 184 1390 6.6 183 230-515 ●●● ●●● ●●0 ●●●0 ●●● ●●●0 ●●●0 ●●0 ●●● ●●●0 ●●●●0 ●●●● ●●●● ●●●● ●●●● ●●●● ●●●0 ●●●● ●● ●●●●0 ●●● ★★★1

18 Volkswagen
Beetle Cabriolet 
1.4 TSI 自動 $359,880 1390 118 / 160 1480 7.1 194 215-430 ●●● ●●●0 ●0 ●●●0 ●●● ●●●0 ●●●0 ●●●0 ●●● ●●●0 ●●●●0 ●●●0 ●●●●0 ●●●● ●●●● ●●●● ●●● ●●●● ●0 ●●●●0 ●●● ★★★1

19 Alfa Romeo
Giulietta 1.4 TB 
16V MultiAir 自動 $279,000 1368 125 / 170 1430 6.6 176 290-620 ●●● ●●●0 ●●0 ●●● ●●●0 ●●● ●●● ●●●0 ●●●0 ●●● ●●●0 ●●●0 ●●●●0 ●●●● ●●●● ●●●● ●●●0 ●●●● ●● ●●●●0 ●●●0 ★★★1

20 Mini
Cooper S 
Countryman 
ALL4

手動 $455,800 1598 140 / 190 1465 7.1 196 210-530 ●●●0 ●●● ●●0 ●●● ●●● ●●●0 ●●●0 ●●● ●●● ●●●0 ●●●● ●●●● ●●●● ●●●● ●●●● ●●●● ●●●0 ●●●● ●0 ●●●● ●●0 ★★★1

21 雷諾 Renault Captur TCe 120 自動 $249,800 1197 88 / 120 1300 6.4 175 285-600 ●●●0 ●●●0 ●●● ●●● ●●●0 ●●●0 ●●●0 ●●0 ●●●● ●●● ●●●0 ●●●0 ●●●●0 ●●●● ●●●● ●●●0 ●●●0 ●●●● ●● ●●●● ●●● ★★★1
22 現代 Hyundai Veloster 1.6 Turbo 自動 $248,800 1591 137 / 186 1340 8.0 214 285-645 ●●● ●●●0 ●●0 ●●● ●●● ●●● ●●●0 ●●● ●●● ●●●0 ●●●● ●●●● ●●● ●●●0 ●●●0 ●●●0 ●●0 ●●●0 ● ●●● ●● ★★★

大型家庭房車

23
平治 
Mercedes-
Benz

C 220 BlueTEC 
Avantgarde ※ 手動 $495,000 2143 125 / 170 1625 4.3 ＊ 139 360-690 ●●●0 ●●●0 ●●●0 ●●●● ●●●0 ●●●● ●●●● ●●●0 ●●●●0 ●●●● ●●●● ●●●0 ●●●● ●●●● ●●●●● ●●●● ●●●● ●●●●0 ●●●0 ●●●●● ●●●● ★★★★

24 寶馬 BMW ActiveHybrid 3 △ 自動 $925,000 2979 250 / 340 1740 7.0 193 310-590 ●●●0 ●●●●0 ●●● ●●●● ●●●● ●●●●0 ●●●●0 ●●●● ●●●● ●●●●0 ●●●●● ●●●●0 ●●●● ●●●●0 ●●●●0 ●●●● ●●●● ●●●●0 ●0 ●●●0 ●●0 ★★★★
25 奧迪 Audi A4 Avant 1.8 TFSI 手動 $485,800 1798 125 / 170 1575 6.5 181 375-710 ●●●0 ●●●● ●●●0 ●●●● ●●●● ●●●● ●●●●0 ●●●● ●●●●0 ●●●● ●●●●0 ●●●● ●●●●0 ●●●● ●●●●0 ●●●●0 ●●0 ●●●● ●● ●●●●● ●●●0 ★★★★
26 寶馬 BMW 428i Cabrio 自動 $708,000 1997 180 / 245 1810 7.6 204 325-660 ●●● ●●●● ●●0 ●●●● ●●●0 ●●●● ●●●●0 ●●●● ●●●●0 ●●●● ●●●●● ●●●● ●●●●0 ●●●●0 ●●●● ●●●0 ●●●● ●●●● ● ●●●●0 ●●0 ★★★★
27 凌志 Lexus IS 300h △ 自動 $404,900 2494 164 / 223 1720 5.8 159 355-630 ●●●0 ●●●● ●●● ●●●0 ●●●0 ●●●● ●●●●0 ●●●0 ●●●0 ●●●● ●●●●0 ●●●0 ●●● ●●●0 ●●●● ●●●● ●●●● ●●●● ●●● ●●●●0 ●●●0 ★★★★

28
平治 
Mercedes-
Benz

GLA 200 Style 手動 $409,000 1595 115 / 156 1455 6.4 177 295-640 ●●●0 ●●●● ●●● ●●●0 ●●●0 ●●●0 ●●●● ●●●0 ●●●● ●●●● ●●●● ●●●0 ●●●● ●●●0 ●●●●0 ●●●● ●●●0 ●●●●0 ●● ●●●●0 ●●●0 ★★★★

29 Infiniti Q50S Hybrid △ 自動 $717,000 3498 268 / 364 1830 7.2 195 300 ●●●0 ●●●0 ●● ●●●0 ●●● ●●●0 ●●●● ●●●0 ●●●●0 ●●●0 ●●●●0 ●●●0 ●●●0 ●●●0 ●●●● ●●●● ●●●0 ●●●● ●0 ●●●●● ●●● ★★★1
30 奧迪 Audi Q3 2.0 TFSI 自動 $489,800 1984 155 / 211 1640 8.5 232 310-620 ●●●0 ●●●● ●●● ●●●0 ●●●0 ●●●● ●●●●0 ●●●● ●●●● ●●●● ●●●●0 ●●●0 ●●●0 ●●●0 ●●●● ●●●● ●●●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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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留意，部分有助增强視野的裝備，未必

是該型號在香港的標準裝備，或需在買車

時額外付費加裝。

雖然三門掀背車「雷諾Renault」Clio 

1.6 Turbo（#7）的車頭設計讓司機容易看

見靠近車身前端的矮障礙物，但車窗旁的

柱較粗及後窗較細，整體視野表現稍遜。

舒適程度
5 款避震遜色  

在不同路面上試駕樣本，評估避震表

現。四門房車「寶馬BMW」樣本#24、#31

及「平治Mercedes-Benz」樣本#33表現最

好，避震系統令司機及乘客在不同的路面

上都坐得舒適。「雷諾Renault」樣本#7、

「凌志Lexus」樣本#16、「Alfa Romeo」樣

本#19、「現代Hyundai」樣本#22及「三菱

Mitsubishi」樣本#35表現普通，若長途旅

程中路面凹凸不平，可能不夠舒適。

座墊短會不舒適

評估座椅的舒適程度、能否調校以

配合不同乘客的身型等。「寶馬BMW」

520d（#31）及X5 xDrive30d（#32）的座

椅為司機及乘客提供舒適承托，並能調校

以配合不同身型，評分最高。售價相對較

低的五門掀背式迷你汽車「日產Nissan」

Micra 1.2（#8）座墊較短，身型較高的司機

或乘客在長途旅程中會較不舒適。

司機及乘客未必可各自調校溫度

測試於歐洲進行，試驗組織考慮到

歐洲的嚴寒天氣，故進行製暖測試，並評估

車廂內的氣溫分布。此外，亦評估空調及通

風系統的調校方便程度等。「寶馬BMW」

樣本#1、「日產Nissan」樣本#6、#8、「雷諾

行政人員房車

31 寶馬 BMW 520d ※ 自動 $561,000 1995 135 / 184 1760 5.3 ＊ 171 425-770 ●●●● ●●●●0 ●●●0 ●●●● ●●●● ●●●●0 ●●●●● ●●●●0 ●●●●● ●●●●0 ●●●●0 ●●●●0 ●●●● ●●●●0 ●●●●● ●●●●0 ●●●● ●●●●● ●●0 ●●●●● ●●●0 ★★★★1
32 寶馬 BMW X5 xDrive30d ※ 自動 $742,000 2993 190 / 258 2210 7.5 ＊ 241 425-780 ●●●● ●●●●● ●●●● ●●●0 ●●●●0 ●●●● ●●●●● ●●●●0 ●●●●0 ●●●●0 ●●●●● ●●●● ●●●●0 ●●●● ●●●●● ●●●●0 ●●●● ●●●●0 ● ●●●●0 ●●0 ★★★★

33
平治 
Mercedes-
Benz

E 250 Avant-
garde 自動 $675,000 1991 155 / 211 1740 6.6 184 455 ●●●● ●●●●0 ●●● ●●●● ●●●● ●●●●0 ●●●●0 ●●●●0 ●●●●● ●●●●0 ●●●●0 ●●●● ●●●● ●●●● ●●●●0 ●●●●0 ●●●0 ●●●●0 ●0 ●●●●0 ●●● ★★★★

34 Tesla Model S P85 ▲ 自動 $761,800 － 310 / 422 2120 (24.2)◆ 136 435-845 ●●● ●●●0 ●●●0 ●●● ●●● ●●●● ●●●0 ●●●0 ●●●0 ●●●0 ●●●●● ●●●0 ●●●●0 ●●●● ●●●0 ●●●● ●●●0 ●●●0 ●●●0 ●●●●● ●●●●0 ★★★★

35 三菱 
Mitsubishi

Outlander PHEV △ 自動 待定^ 1998 149 / 203 1885 (4.2 & 
8.0)◇ 160 375-885 ●●●0 ●●●● ●●●0 ●●● ●●●0 ●●● ●●●● ●●● ●●●0 ●●●0 ●●●● ●●●0 ●●●0 ●●●0 ●●●●0 ●●●● ●●●0 ●●●● ●●●● ●●●●● ●●●●0 ★★★★

36
平治 
Mercedes-
Benz

E 250 Coupé 自動 $681,000 1991 155 / 211 1680 7.2 202 370-660 ●●●0 ●●●0 ●●● ●●●● ●●●0 ●●●0 ●●●● ●●●● ●●●●0 ●●●● ●●●●0 ●●●● ●●●●0 ●●●● ●●●●0 ●●●0 ●●●0 ●●●● ●0 ●●●●● ●●● ★★★★

37 凌志 Lexus GS 300h △ 自動 $819,860 2494 164 / 223 1750 5.9 161 415 ●●●0 ●●●● ●●0 ●●●0 ●●●0 ●●●● ●●●●0 ●●●0 ●●●●0 ●●●● ●●●●0 ●●●● ●●● ●●●0 ●●●● ●●●● ●●● ●●●● ●●0 ●●●●0 ●●●0 ★★★★

38
平治 
Mercedes-
Benz

E 400 Cabriolet 自動 $958,000 2996 245 / 333 1865 8.2 227 315 ●●●0 ●●●0 ●● ●●●● ●●●0 ●●●0 ●●●●0 ●●●● ●●●● ●●●● ●●●●0 ●●●● ●●●●● ●●●●0 ●●●●0 ●●●0 ●●●0 ●●●● ● ●●●●● ●●0 ★★★★

39 保時捷 
Porsche

Cayman 手動 $895,000 2706 202 / 275 1380 8.4 233 240 ●●● ●●● ●● ●●●0 ●●● ●●●0 ●●●● ●●●● ●●0 ●●●● ●●●●0 ●●●●0 ●●●●● ●●●●● ●●●● ●●●0 ●●●● ●●●0 ● ●●●●0 ●●0 ★★★1

註 試驗組織根據車身大小、車廂空間、市場定位、售價及其他因素將測試
型號分類，例如迷你汽車、小型家庭房車、行政人員房車等。部分汽車
品牌會為同一系列推出不同設計的版本，例如房車、跑車及越野車等，
雖然它們的外形風格、車身大小、車廂空間及售價等都不同，試驗組織
會根據該系列中的主要版本將它們歸類為同一類別。部分樣本雖然外
形屬跑車或越野車風格，亦因上述考慮因素被歸類為另一類別，例如
房車。不同類別汽車的評分準則稍有不同，不宜直接比較。	
●或★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五粒。測試結果及評分只供參考，
香港出售版本的規格可能跟歐洲測試樣本的不同，消費者購買前應先向
代理商查詢車輛規格及售價等詳情，並且親身試駕。消費者應同時考慮
實際需要、自己喜愛的汽車外形及顏色等因素作出選擇；選購電動車或
油電混合動力汽車要考慮電池的保用/保養服務等因素，而選購電動車
或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汽車更要考慮充電站的位置是否方便等。

[1]	 ▲	電動車	 	 	 	
	 △	油電混合動力汽車（hybrid	vehicle），其中樣本#35屬插電式油電

混合動力汽車（plug-in	hybrid	vehicle），可外接電源為汽車充電。
	 ※	柴油私家車	
	 沒有▲、△或※的樣本都純以汽油驅動。	

[2]	香港版本的波箱規格可能跟測試樣本不同，測試結果及評分只供
參考，消費者應在購買前，向代理商查詢香港版本的規格詳情，
並且親身試駕。	

 [3]	表列售價為該型號的本港標準規格版本的訂價，由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搜集所
得，已包括汽車首次登記稅，只供參考，消費者購買前，應先向代理商查詢車輛
規格及售價等詳情。	 	 	 	

	 ^ 	代理商表示有計劃在本港推出該型號，售價待定。	
 [4]	資料為歐洲測試樣本的聲稱數值。	 	 	
	 －	電動車，不設燃油引擎。	 	 	

 [5]	◆	電動車，毋須燃油，表列數值為量得的平均耗電量（千瓦小時/100公里）。
	 ＊	柴油	 	 	 	
	 ◇	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汽車，可外接電源為汽車充電；測試量得樣本每100公里

平均耗用4.2升汽油及8.0千瓦小時電力。	

 [6]	表列數值除了計算汽車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亦同時考慮煉油廠及/或發電廠
在生產其每公里所耗用燃油或電力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7]		部分樣本可收摺後排座椅以增大行李箱容量，這些樣本的量得容量以範圍表示。

 [8]	評估樣本的做工、出入車廂的方便程度（例如車門大小、門檻高度、車門制動裝
置、門鎖及門柄設計等）、最高載重量、續航距離、充電（如適用）所需時間等。

 [9]	評估樣本可容納的司機及乘客身高、座椅設計及調校、軚盤、腳踏、控制桿、儀
表板上的控制及顯示裝置等的位置及調校的方便程度等。

[10] 使用方便程度評分比重：	 	 	 	
	 車身及整體設計	 20%	 行李箱	 18%	
	 車廂及座位	 50%	 視野	 12%	

[11]	量度樣本在時速130公里行走時車內的噪音水平，並由評審團評估在不同車
速下車內噪音是否擾人。	 	 	

[12]	舒適程度評分比重：	 	 	
	 避震表現	 33%					 空調及通風系統	 25%	
	 座椅	 33%	 車內寧靜程度	 9%

[13]	評估超車爬頭時的加速表現、引擎及/或馬達運行時會否明顯震動及轉波檔
是否暢順等。	 	 	

[14]	評估駕駛時的穩定性及轉彎時的表現等，包括在時速約90公里進行的避開
障礙物測試。	 	 	

[15]	駕駛表現評分比重：	 	 	 	
	 操控	 63%	 	 	
	 剎車	 37%	 	

[16]	評分根據該型號的Euro	NCAP撞擊測試結果，並評估座椅頭枕的安全設
計、佩戴安全帶提示裝置等。如當時Euro	NCAP未曾為該型號進行撞擊測
試，便會由專家評估其安全氣袋及安全帶等裝置的設計。此外，又檢視該
型號是否設有可有助避免交通意外的主動式安全系統，例如電子穩定控制
系統（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簡稱ESC）、剎車輔助系統（Brake	Assist	
System，簡稱BAS）、維持行車線（lane-keeping）輔助系統等。	

[17]	評估樣本對安裝兒童安全座椅的方便程度。此外，若Euro	NCAP曾為該型號
進行撞擊測試，其就兒童乘客進行的撞擊測試結果，亦會納入評分考慮之中。

[18]	評分根據Euro	NCAP就該型號對行人的安全保障所進行的撞擊測試
結果。如當時Euro	NCAP未曾為該型號進行撞擊測試，便會由專家評
估其對行人的安全保障，例如車頭高度、車頭設計等。	 	

[19]	安全保障評分比重：	 	 	 	 	
司機及成人乘客	 67%	 	 	

	 兒童乘客	 22%	 	 	
	 行人	 11%	 	

[20]	評分根據樣本在實驗室進行的模擬城市、郊區及高速公路的駕駛循環
（driving	cycle）下量得的耗油量及/或耗電量，與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並同時考慮煉油廠及/或發電廠在生產其每公里所耗用燃油或電力時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21]	評分根據樣本在實驗室進行的模擬城市、郊區及高速公路的駕駛循環
下於其廢氣喉量得的污染物排放量，包括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
化物及懸浮粒子。

[22]	環保表現評分比重：	 	 	 	 	
能源效率及二氧化碳排放測試	 50%	 	

	 污染物排放測試	 50%	 	

[23]	總評比重：	 	 	 	 	
使用方便程度	 20%	 駕駛表現	 15%	
舒適程度	 10%	 安全保障	 20%	
驅動系統表現	 15%	 環保表現	 20%

汽車全面測試結果(續)

編
號 牌子

型號 
[1]

測試 
樣本 

的波箱 
[2]

售價  
[3]

引擎
排氣量 

(立方厘米， 
c.c.)

[4]

最大馬力 
(千瓦)/
(匹，PS) 

[4]

量得 
重量 
(千克)

量得
平均 

耗油量 
(升/

100公里) 

 [5]

量得
平均 

二氧化碳 
排放量 

(克/公里) 
[6]

量得 
行李箱 
容量 
（升）

[7]

使用方便程度 舒適程度

驅動
系統 
表現 
[13]

駕駛表現 安全保障 環保表現

總評 
[23]

車身
及 

整體 
設計 
[8]

車廂及 
座位 
[9]

行李箱 視野
整體 
[10]

避震 
表現

座椅
空調及 
通風 
系統

車內 
寧靜 
程度 
[11]

整體 
[12]

操控 
[14]

剎車
整體 
[15]

司機及 
成人 
乘客 
[16]

兒童 
乘客 
[17]

行人 
[18]

整體 
[19]

能源效率 
及 

二氧化碳 
排放測試 

[20]

污染物 
排放 
測試 
[21] 

整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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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房車

31 寶馬 BMW 520d ※ 自動 $561,000 1995 135 / 184 1760 5.3 ＊ 171 425-770 ●●●● ●●●●0 ●●●0 ●●●● ●●●● ●●●●0 ●●●●● ●●●●0 ●●●●● ●●●●0 ●●●●0 ●●●●0 ●●●● ●●●●0 ●●●●● ●●●●0 ●●●● ●●●●● ●●0 ●●●●● ●●●0 ★★★★1
32 寶馬 BMW X5 xDrive30d ※ 自動 $742,000 2993 190 / 258 2210 7.5 ＊ 241 425-780 ●●●● ●●●●● ●●●● ●●●0 ●●●●0 ●●●● ●●●●● ●●●●0 ●●●●0 ●●●●0 ●●●●● ●●●● ●●●●0 ●●●● ●●●●● ●●●●0 ●●●● ●●●●0 ● ●●●●0 ●●0 ★★★★

33
平治 
Mercedes-
Benz

E 250 Avant-
garde 自動 $675,000 1991 155 / 211 1740 6.6 184 455 ●●●● ●●●●0 ●●● ●●●● ●●●● ●●●●0 ●●●●0 ●●●●0 ●●●●● ●●●●0 ●●●●0 ●●●● ●●●● ●●●● ●●●●0 ●●●●0 ●●●0 ●●●●0 ●0 ●●●●0 ●●● ★★★★

34 Tesla Model S P85 ▲ 自動 $761,800 － 310 / 422 2120 (24.2)◆ 136 435-845 ●●● ●●●0 ●●●0 ●●● ●●● ●●●● ●●●0 ●●●0 ●●●0 ●●●0 ●●●●● ●●●0 ●●●●0 ●●●● ●●●0 ●●●● ●●●0 ●●●0 ●●●0 ●●●●● ●●●●0 ★★★★

35 三菱 
Mitsubishi

Outlander PHEV △ 自動 待定^ 1998 149 / 203 1885 (4.2 & 
8.0)◇ 160 375-885 ●●●0 ●●●● ●●●0 ●●● ●●●0 ●●● ●●●● ●●● ●●●0 ●●●0 ●●●● ●●●0 ●●●0 ●●●0 ●●●●0 ●●●● ●●●0 ●●●● ●●●● ●●●●● ●●●●0 ★★★★

36
平治 
Mercedes-
Benz

E 250 Coupé 自動 $681,000 1991 155 / 211 1680 7.2 202 370-660 ●●●0 ●●●0 ●●● ●●●● ●●●0 ●●●0 ●●●● ●●●● ●●●●0 ●●●● ●●●●0 ●●●● ●●●●0 ●●●● ●●●●0 ●●●0 ●●●0 ●●●● ●0 ●●●●● ●●● ★★★★

37 凌志 Lexus GS 300h △ 自動 $819,860 2494 164 / 223 1750 5.9 161 415 ●●●0 ●●●● ●●0 ●●●0 ●●●0 ●●●● ●●●●0 ●●●0 ●●●●0 ●●●● ●●●●0 ●●●● ●●● ●●●0 ●●●● ●●●● ●●● ●●●● ●●0 ●●●●0 ●●●0 ★★★★

38
平治 
Mercedes-
Benz

E 400 Cabriolet 自動 $958,000 2996 245 / 333 1865 8.2 227 315 ●●●0 ●●●0 ●● ●●●● ●●●0 ●●●0 ●●●●0 ●●●● ●●●● ●●●● ●●●●0 ●●●● ●●●●● ●●●●0 ●●●●0 ●●●0 ●●●0 ●●●● ● ●●●●● ●●0 ★★★★

39 保時捷 
Porsche

Cayman 手動 $895,000 2706 202 / 275 1380 8.4 233 240 ●●● ●●● ●● ●●●0 ●●● ●●●0 ●●●● ●●●● ●●0 ●●●● ●●●●0 ●●●●0 ●●●●● ●●●●● ●●●● ●●●0 ●●●● ●●●0 ● ●●●●0 ●●0 ★★★1

註 試驗組織根據車身大小、車廂空間、市場定位、售價及其他因素將測試
型號分類，例如迷你汽車、小型家庭房車、行政人員房車等。部分汽車
品牌會為同一系列推出不同設計的版本，例如房車、跑車及越野車等，
雖然它們的外形風格、車身大小、車廂空間及售價等都不同，試驗組織
會根據該系列中的主要版本將它們歸類為同一類別。部分樣本雖然外
形屬跑車或越野車風格，亦因上述考慮因素被歸類為另一類別，例如
房車。不同類別汽車的評分準則稍有不同，不宜直接比較。	
●或★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五粒。測試結果及評分只供參考，
香港出售版本的規格可能跟歐洲測試樣本的不同，消費者購買前應先向
代理商查詢車輛規格及售價等詳情，並且親身試駕。消費者應同時考慮
實際需要、自己喜愛的汽車外形及顏色等因素作出選擇；選購電動車或
油電混合動力汽車要考慮電池的保用/保養服務等因素，而選購電動車
或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汽車更要考慮充電站的位置是否方便等。

[1]	 ▲	電動車	 	 	 	
	 △	油電混合動力汽車（hybrid	vehicle），其中樣本#35屬插電式油電

混合動力汽車（plug-in	hybrid	vehicle），可外接電源為汽車充電。
	 ※	柴油私家車	
	 沒有▲、△或※的樣本都純以汽油驅動。	

[2]	香港版本的波箱規格可能跟測試樣本不同，測試結果及評分只供
參考，消費者應在購買前，向代理商查詢香港版本的規格詳情，
並且親身試駕。	

 [3]	表列售價為該型號的本港標準規格版本的訂價，由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搜集所
得，已包括汽車首次登記稅，只供參考，消費者購買前，應先向代理商查詢車輛
規格及售價等詳情。	 	 	 	

	 ^ 	代理商表示有計劃在本港推出該型號，售價待定。	
 [4]	資料為歐洲測試樣本的聲稱數值。	 	 	
	 －	電動車，不設燃油引擎。	 	 	

 [5]	◆	電動車，毋須燃油，表列數值為量得的平均耗電量（千瓦小時/100公里）。
	 ＊	柴油	 	 	 	
	 ◇	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汽車，可外接電源為汽車充電；測試量得樣本每100公里

平均耗用4.2升汽油及8.0千瓦小時電力。	

 [6]	表列數值除了計算汽車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亦同時考慮煉油廠及/或發電廠
在生產其每公里所耗用燃油或電力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7]		部分樣本可收摺後排座椅以增大行李箱容量，這些樣本的量得容量以範圍表示。

 [8]	評估樣本的做工、出入車廂的方便程度（例如車門大小、門檻高度、車門制動裝
置、門鎖及門柄設計等）、最高載重量、續航距離、充電（如適用）所需時間等。

 [9]	評估樣本可容納的司機及乘客身高、座椅設計及調校、軚盤、腳踏、控制桿、儀
表板上的控制及顯示裝置等的位置及調校的方便程度等。

[10] 使用方便程度評分比重：	 	 	 	
	 車身及整體設計	 20%	 行李箱	 18%	
	 車廂及座位	 50%	 視野	 12%	

[11]	量度樣本在時速130公里行走時車內的噪音水平，並由評審團評估在不同車
速下車內噪音是否擾人。	 	 	

[12]	舒適程度評分比重：	 	 	
	 避震表現	 33%					 空調及通風系統	 25%	
	 座椅	 33%	 車內寧靜程度	 9%

[13]	評估超車爬頭時的加速表現、引擎及/或馬達運行時會否明顯震動及轉波檔
是否暢順等。	 	 	

[14]	評估駕駛時的穩定性及轉彎時的表現等，包括在時速約90公里進行的避開
障礙物測試。	 	 	

[15]	駕駛表現評分比重：	 	 	 	
	 操控	 63%	 	 	
	 剎車	 37%	 	

[16]	評分根據該型號的Euro	NCAP撞擊測試結果，並評估座椅頭枕的安全設
計、佩戴安全帶提示裝置等。如當時Euro	NCAP未曾為該型號進行撞擊測
試，便會由專家評估其安全氣袋及安全帶等裝置的設計。此外，又檢視該
型號是否設有可有助避免交通意外的主動式安全系統，例如電子穩定控制
系統（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簡稱ESC）、剎車輔助系統（Brake	Assist	
System，簡稱BAS）、維持行車線（lane-keeping）輔助系統等。	

[17]	評估樣本對安裝兒童安全座椅的方便程度。此外，若Euro	NCAP曾為該型號
進行撞擊測試，其就兒童乘客進行的撞擊測試結果，亦會納入評分考慮之中。

[18]	評分根據Euro	NCAP就該型號對行人的安全保障所進行的撞擊測試
結果。如當時Euro	NCAP未曾為該型號進行撞擊測試，便會由專家評
估其對行人的安全保障，例如車頭高度、車頭設計等。	 	

[19]	安全保障評分比重：	 	 	 	 	
司機及成人乘客	 67%	 	 	

	 兒童乘客	 22%	 	 	
	 行人	 11%	 	

[20]	評分根據樣本在實驗室進行的模擬城市、郊區及高速公路的駕駛循環
（driving	cycle）下量得的耗油量及/或耗電量，與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並同時考慮煉油廠及/或發電廠在生產其每公里所耗用燃油或電力時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21]	評分根據樣本在實驗室進行的模擬城市、郊區及高速公路的駕駛循環
下於其廢氣喉量得的污染物排放量，包括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
化物及懸浮粒子。

[22]	環保表現評分比重：	 	 	 	 	
能源效率及二氧化碳排放測試	 50%	 	

	 污染物排放測試	 50%	 	

[23]	總評比重：	 	 	 	 	
使用方便程度	 20%	 駕駛表現	 15%	
舒適程度	 10%	 安全保障	 20%	
驅動系統表現	 15%	 環保表現	 20%

汽車全面測試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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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ult」樣本#7、#21及「Mini」樣本#17評

分較低，例如部分樣本的司機及前座乘客不

可各自獨立調校溫度，彈性較低。

高速駕駛時  2 款引擎聲大

量度以時速130公里行走時車內

的噪音水平，並由評審團評估在不同車

速下車內噪音（例如引擎聲、風聲等）

是否擾人。各樣本於時速130公里時，以

電動車「Volkswagen」e-Golf（#9）、四

門房車「寶馬BMW」520d（#31）及「平

治Mercedes-Benz」E 250 Avantgarde

（#33）車內最寧靜；而五門掀背車「日產

Nissan」Micra 1.2（#8）及跑車風格的「保

時捷Porsche」Cayman（#39）高速駕駛時

引擎聲頗大，車內寧靜程度較差。

5款電動車樣本在車速較低時，車內

都很寧靜，但在高速駕駛時，只有樣本#9表

現較佳，其餘4款電動車樣本的車內噪音水

平跟許多配備燃油引擎的樣本大致相若。

 

專家評審團試駕樣本   
由歐洲的汽車會中有豐富試車經驗

的專家評審團試駕樣本，在路面進行多項

測試，評估其驅動系統及駕駛表現。

5 款驅動系統表現流暢
專家評審團駕駛樣本，由時速60公

里加速至時速100公里，量度所需時間，以

評估超車爬頭時的加速表現及加速反應是

否靈敏等；另外，評估引擎及/或馬達在不

同轉速運行時，會否明顯震動及轉波檔是

否暢順等。「寶馬BMW」電動車i3（#1）、

油電混合車ActiveHybrid 3（#24）、汽油車

428i Cabrio（#26）、柴油車X5 xDrive30d

（#32）及電動車「Tesla」Model S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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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表現較佳，驅動系統表現大致流

暢。馬力及扭力較低的樣本#8則表現稍

遜，測試發現當樣本引擎轉速較高時，車廂

震動較明顯。

電動車「Tesla」樣本#34的聲稱最大

扭力達600牛頓米（Nm），屬樣本中最高，

測試中由時速60公里加速至時速100公里

只需約2.1秒，為樣本中最快；其餘樣本則

需時約2.9至8.2秒。

部分測試樣本屬手動波箱（「棍波」）

版本。消費者要留意，香港出售的版本，其

波箱規格可能跟測試樣本不同，測試結果

及評分只供參考，購買前應向代理商查詢

香港版本的規格詳情，並且親身試駕。

駕駛表現
數款易於操控  駕駛穩定

評估駕駛時汽車的穩定性及轉彎表

現等，例如在凹凸不平及濕滑的路面上駕

駛的穩定性、可容許的轉彎幅度、扭軚所

需的力度是否適中、當強風吹向車側時對

駕駛穩定性的影響等。此外，亦進行了避

開障礙物測試，樣本以時速約90公里嘗

試扭過障礙物，然後繼續前行，評估在高

速下突然扭軚的反應、電子穩定控制系統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簡稱ESC）

等協助穩定汽車的裝置（如有）的表現、

高速轉彎時是否容易失控側滑甚至有反

車的風險等。為較全面地評估樣本表現，

部分測試分別在載重及不載重下進行，以

反映不同使用情況。

綜合測試結果，樣本#11、#12、#24、

#31及#39的操控表現較佳；評審團認為

「Volkswagen」樣本#11即使在高速下駕

駛，駕駛者仍然操控自如；「奧迪Audi」樣

本#12的操控表現能給予駕駛者安全的駕

駛感覺；「寶馬BMW」樣本#24及#31在避

開障礙物測試中，其電子穩定控制系統能

有效地協助穩定汽車；「保時捷Porsche」

樣本#39的低重心及中置引擎設計令轉彎

反應非常靈敏，而且駕駛穩定性佳。

6 款剎車系統靈敏可靠

量度樣本在載重的情況下，由時速

100公里剎車（braking）至停止的剎車距

離，距離愈短愈好，共進行10次測試，以

便同時評估剎車系統因連續多次剎車，令

熱力積聚而可能引致制動力漸失（brake 

fade）的情況；此外，亦評估剎車系統的

反應靈敏度、剎車輔助系統（Brake Assist 

System，簡稱BAS）及防鎖死剎車系統

（Anti-lock Braking System，簡稱ABS）的

表現。

「Mini」樣本#2、「Volkswagen」樣

本#10及#11、「寶馬BMW」樣本#13、「平

治Mercedes-Benz」樣本#38及「保時捷

Porsche」樣本#39評分最高，評審團認為它

們的剎車系統反應靈敏可靠，其中樣本#2、

#38及#39量得的平均剎車距離最短，約33

米。「雷諾Renault」Zoe（#5）量得的平均剎

車距離則最長，約43米，評分較低。

安全保障
3 款對司機及成人乘客保障較好

評分根據該型號的歐洲新車評估

計劃（Euro NCAP）撞擊測試的結果，並

由專家評估座椅頭枕的安全設計、佩戴

安全帶提示裝置等。如當時Euro NCAP

尚未為該型號進行撞擊測試，便由專家

評估其安全氣袋及安全帶等裝置的設

計。此外，又檢視該型號是否設有有助避

免交通意外的主動式安全系統，例如電
由專家評審團試駕樣本，在路面進行多項測試。

子穩定控制系統、剎車輔助系統、維持行

車線（lane-keeping）輔助系統等。

「平治Mercedes-Benz」樣本#23、

「寶馬BMW」樣本#31及#32評分較高，

其中樣本#23及#31在Euro NCAP的撞擊

測試中，司機及成人乘客安全保障評分

分別達92%及95%（滿分為100%）；Euro 

NCAP尚未為樣本#32的型號進行撞擊測

試，專家評估後認為其車身設計、安全裝

置例如頭部車側安全氣袋（又稱窗簾式安

全氣袋）等都可提供良好保護，而前排座

椅的頭枕設計可有效減低司機及成人乘客

因汽車被從後撞擊而扭傷頸部（whiplash 

injury）的機會。

樣本#5、#14及#22雖然於撞擊測

試的表現不俗，但後排座椅的頭枕較低，

專家評估後認為對高於1.6米的乘客保護

較弱。樣本#8及#34在有關的撞擊測試中

評分相對稍低。電動車「Tesla」樣本#34

予人的形象較創新，消費者或會期望它配

備較全面而先進的主動式安全系統，然而

該型號不設在歐洲版的新款高價車中相

對較普遍的自動緊急剎車（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簡稱AEB）系統。

多款為兒童乘客提供良好保護

分別將前向式及後向式兒童汽車安

全座椅安裝在樣本的乘客座位上，評估樣

本安裝安全座椅的適合程度，例如是否備

有ISOFIX接合裝置、汽車安全帶長度、帶

扣設計及位置是否方便安裝安全座椅等。

此外，若Euro NCAP曾為該型號進行撞

擊測試，其就兒童乘客進行的撞擊測試結

果，亦會納入評分考慮之中。「寶馬BMW」

樣本#1、#31、#32、「Min i」樣本#2、

「Volkswagen」樣本#3、#9、#10、#11、

「凌志Lexus」樣本#16、「奧迪Audi」樣本

#25及「平治Mercedes-Benz」樣本#33評

分較高，它們都備有ISOFIX接合裝置，而

且不論以ISOFIX或汽車安全帶安裝安全座

椅，都方便容易。

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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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人提供的保護相若

評分根據Euro NCAP就該型號對行

人的安全保障所進行的撞擊測試結果。如

當時Euro NCAP尚未為該型號進行測試，

便會由專家評估其對行人的安全保障，例

如車頭高度、車頭設計等。大部分樣本表

現相若，其中部分型號設有主動式車頭蓋

（active bonnet）安全裝置，當撞擊時車頭

蓋會輕微升高，增加車頭蓋與車頭蓋下的

硬物之間的距離，為行人的撞擊力作緩衝，

以減低行人的頭部及身體因撞到車頭蓋下

的硬物而受傷的風險。

環保表現
在實驗室內進行模擬城市、郊區及

高速公路的駕駛循環（driving cycle）測試，

量度樣本的能源效率、二氧化碳排放量及

污染物排放量。在部分駕駛循環測試中，

樣本的空調系統設定為開動狀態，以便更

真實地模擬實際使用情況。

能源效率差異大

量度樣本在各駕駛循環測試中的耗

油量及/或耗電量，並計算出其平均耗油量

及/或耗電量。各樣本量得的平均耗油量

介乎每100公里4.2至8.5升（5款電動車除

外），以「三菱Mitsubishi」Outlander PHEV

（#35）最低，不過，樣本屬插電式設計，

要達到低油耗表現，需適時外接電源為汽

車充電，所以消費者亦應留意其耗電量，測

試量得其每100公里平均耗用4.2升汽油並

同時耗用8.0千瓦小時電力。

在柴油車樣本中，四門房車樣本

「平治Mercedes-Benz」C 220 BlueTEC 

Avantgarde（#23）量得的平均耗油量最

低，每100公里耗用4.3升柴油；而在純以注

入汽油作燃料的樣本中，聲稱排氣量最低

的「福特Ford」Fiesta 1.0 EcoBoost Start/

Stop（#4）及油電混合車「凌志Lexus」CT 

200h（#16）量得的平均耗油量最低，為每

100公里5.0升汽油。五門SUV樣本「奧迪

Audi」Q3 2.0 TFSI（#30）及聲稱排氣量較

高的跑車款樣本「保時捷Porsche」Cayman

（#39）量得的平均耗油量則較高，分別為

每100公里8.5及8.4升汽油。

5款電動車樣本中，以五門掀背式樣

本「Volkswagen」e-Golf（#9）量得的平均

耗電量最低，為每100公里16.0千瓦小時；

而聲稱最大馬力達310千瓦（即約422匹）

的「Tesla」樣本#34量得的平均耗電量則最

高，為每100公里24.2千瓦小時。

電動車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較低

二氧化碳是導致地球溫室效應的氣體

之一，故汽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愈少愈好。

試驗包括量度樣本於各駕駛循環測試中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另同時考慮了歐洲當地的煉

油廠及/或發電廠在生產每公里所耗用的燃

油或電力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結果以駕駛

時不會排放二氧化碳的4款電動車樣本#1、

#5、#9及#14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較低。

污染物排放量頗低 僅 3款表現較差

評分根據樣本在各駕駛循環測試中

於其廢氣喉量得的污染物排放量，包括一

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及懸浮粒

子。5款電動車樣本駕駛時不會排放污染

物，不會直接造成路邊空氣污染，而其餘

大部分樣本量得的污染物排放量都頗低，

惟「雷諾Renault」樣本#7、「現代Hyundai」

樣本#22及「寶馬BMW」的油電混合車樣

本#24量得的污染物排放量較高。 

在實驗室內進行駕駛循環測試，量度樣本的

能源效率、二氧化碳排放量及污染物排放量。

代理商回應
「Alfa Romeo」的代理商表示，香

港出售的型號為Giulietta 1.4T（#19），配

備的輪胎規格與測試樣本不同。

「奧迪Audi」的代理商表示，香港出

售的型號（#12）符合歐盟六期廢氣排放

標準。聲稱最大馬力為92千瓦，配備7速S 

tronic波箱，與測試樣本不同；另外，於香

港出售的型號#25配備8速multitronic波

箱，而#25及#30配備的輪胎規格均與測

試樣本不同。

「福特Ford」的代理商表示，香港出

售的#4配備6速自動波箱，不設Start/Stop

自動停車熄匙系統，而配備的輪胎規格亦

與測試樣本不同。

「凌志Lexus」的代理商表示，香

港出售的#16符合日本JC08廢氣排放

標準，香港出售的#27不是歐洲測試的

F-Sport版本，本地版本的輪胎規格與測

試樣本不同。

「平治Mercedes-Benz」的代理商

表示，香港出售的#15及#28配備7G-DCT 

dual clutch波箱，#23則配備7G-TRONIC 

PLUS波箱，與測試樣本不同；又表示香港

出售的#28為Urban版本，#38的聲稱排

氣量為3498c.c.，#33、#36及#38配備的

輪胎規格，都與測試樣本不同。

「Mini」的代理商表示，香港出售的

#20配備的輪胎規格與測試樣本不同。

「日產Nissan」的代理商表示，香港

出售的#6及#8的聲稱最大扭力分別為142

及106牛頓米，並配備CVT波箱，與聲稱最

大扭力分別為147及110牛頓米的測試樣本

不同；而香港出售的#6、#8及#14配備的

輪胎規格亦與測試樣本不同。

「Volkswagen」的代理商表示，香港

出售的#3及#10配備7速DSG自動波箱，與

測試樣本不同；香港出售的#18為Design

版本，而歐洲測試的為Sport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