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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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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測試涵蓋多款旗艦手機，發現價值數千元的旗艦手機表現

確實出色，個別型號的拍照拍片、上網、GPS 定位、電池表

現以至音樂功能均表現全面；另一方面，也有較為平

民化的選擇，二千元便可買到不錯的手機 !

旗艦手機表現出色  

$2,000 也有不俗選擇  

「三星」Galaxy S6 Edge+（#3）充電時間短至 1.5

小時。

測試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

織統籌，於德國的實驗室進行，樣本購自

不同國家，本會從中選取了本地有售的17

款4G及1款3G智能手機，售價由$998至

$7,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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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結果
手機功能

接收靈敏度：「Apple」iPhone 6s

（#11）、「Sony」Xperia M4 Aqua Dual

（#13）及「三星Samsung」Galaxy J5

（#15）在實驗室模擬網絡下的接收靈敏

度較出色；「LG」G4 Stylus（#9）及「華為 

Huawei」P8 Lite（#16）則表現略遜，只獲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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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於上網及充電時

的電池表現有明顯差異，詳見列表。充滿

電後使用上網功能，樣本「三星Samsung」

Galaxy J5（#15）的電池表現最優異，可使

用時間長達7小時；8款樣本「Sony」Xperia 

Z5（#4）、Xperia Z3+（#5）、Xperia C4 

Dual（#8）、Xperia Z5 Compact（#12）、

Xperia M4 Aqua Dual（#13）、「華為

Huawei」P8（#6）、「阿爾卡特 Alcate l 

Onetouch」Idol 3（#7）及「Apple」iPhone 

6s（#11）上網時間少於4小時，表現較為遜

色，只獲2.5點評分或以下。

樣本充電的速度差異頗大，需時

90至240分鐘，「三星Samsung」Galaxy 

S6 Edge+（#3）最快，只需約1.5小時；

反觀「Sony」Xperia C4 Dual（#8）及「微

軟Microsoft」Lumia 640 XL Dual Sim

（#10），充電需時超過3.5小時。

整體電池表現較出色的是樣本「三

星Samsung」Galaxy S6 Edge+（#3）、

Galaxy J5（#15）、「微軟Microsoft」Lumia 

640 XL Dual S im（#10）及「LG」G4c

（#14），獲4.5點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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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智能手機 （屏幕尺寸：5.2 吋或以上）

1  158x78x8 毫米 /191 克

2  iOS 9.0.2

3  －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5 吋 / 403 PPI

5  1200 萬

6  0.98 瓦特 / 公斤

1  154x76x9 毫米 /152 克

2  Android 5.1.1

3  2.1GHz+1.5GHz 八核心

4  1440 x 2560 像素

      斜角 5.7 吋 / 560 PPI

5  1600 萬

6  0.21瓦特 / 公斤

1  146x72x8 毫米 /146 克

2  Android 5.0.2

3  2GHz 四核心 +1.5GHz 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2 吋 / 423 PPI

5  2070 萬

6  0.74（單卡)/  0.59（雙卡 )瓦特/公斤

1  153x76x8 毫米 /143 克

2  Android 5.0.2

3  1.5GHz 四核心 +1GHz 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5 吋 / 403 PPI

5  1300 萬

6  1.63 瓦特 / 公斤

1  154x79x10 毫米 /165 克

2  Android 5.0.2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 5.7 吋 / 257 PPI

5  1300 萬

6  0.45 瓦特 / 公斤

1  149x76x11 毫米 /157 克

2  Android 5.1

3  1.8GHz 八核心

4  1440 x 2560 像素

      斜角 5.5 吋 / 538 PPI

5  1600 萬

6  0.62 瓦特 / 公斤

1  146x73x8 毫米 /153 克

2  Android 5.1.1

3  2GHz 四核心 +1.5GHz 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2 吋 / 423 PPI

5  2300 萬

6  0.75（單卡)/0.72（雙卡)瓦特/公斤

1  145x70x7 毫米 /146 克

2  Android 5.0

3  2GHz 四核心+1.5GHz 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2 吋 / 423 PPI

5  1300 萬

6  1.72 瓦特 / 公斤

1  150x68x9 毫米 /150 克

2  Android 5.0

3  1.7GHz 八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5 吋 / 400 PPI

5  1300 萬

6  0.52 瓦特 / 公斤

1  158x82x11 毫米 /172 克

2  Windows Phone 8.1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 5.7 吋 / 259PPI

5  1300 萬

6  0.69 瓦特 / 公斤

指紋辨識感應器

支援近場通訊 (NFC)

內置 54.3GB 可用記憶 (64GB) 

支援 128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防塵及防水設計 (IP65/68 級別 )

內置 21.9GB 可用記憶

支援 128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本地版本備有雙卡卡槽

內置 23.6GB 可用記憶

支援 32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 3.3GB 可用記憶

支援 128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本地版本備有雙卡卡槽

內置 9GB 可用記憶 (16GB)

支援 128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備有雙卡卡槽

內置 10GB 可用記憶

支援 128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備有雙卡卡槽

內置 3GB 可用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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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版本備有雙卡卡槽

內置 25GB 可用記憶 (32GB)

指紋辨識感應器

支援 200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防塵及防水設計 (IP65/68 級別 )

內置 21.7GB 可用記憶

可用作電視遙控器

支援 2T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 21.9GB 可用記憶 

Apple
iPhone 6s Plus (64GB) ▲

★★★★1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Edge+ (32GB) ▲

★★★★1

Sony
Xperia Z3+ ▲

★★★★

阿爾卡特
Alcatel Onetouch
Idol 3 

★★★★

LG
G4 Stylus

★★★★

LG
G4 ▲

★★★★1

Sony
Xperia Z5 ▲

★★★★1

華為 Huawei
P8(16GB) ▲

★★★★

Sony
Xperia C4 Dual ▲

★★★★

微軟 Microsoft
Lumia 640 XL Dual Sim ▲

★★★★

1

3

5

7

9

2

4

6

8

10

$7,188 (16GB版本 :$6,388 ; 128GB版本 :$8,088)

$6,388 (64GB 版本 :$7,188)

$4,698 ( 雙卡版本售價同為 :$4,698)

$1,999

$1,998

$5,698 ( 雙卡版本售價同為 :$5,698)

$3,380 (64GB 版本 :$3,980)

$2,498

$2,088

$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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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智能手機 （屏幕尺寸：5.0 吋或以下）

3G 智能手機

1  137x75x11 毫米 /143 克

2  Android 4.4.4

3  1.3GHz 四核心

4  540 x 960 像素

      斜角 5 吋 / 221 PPI

5  500 萬

6  0.62 瓦特 / 公斤

1  146x73x8 毫米 /133 克

2 Android 5.0

3  1.5GHz 四核心+1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 5 吋 / 293 PPI

5  1300 萬

6  0.59 瓦特 / 公斤

1  142x73x9 毫米 /146 克

2  Android 5.1.1

3  1.2GHz 四核心

4  720x 1280 像素

      斜角 5 吋 / 295 PPI

5  1300 萬

6  0.61瓦特 / 公斤

1  129x69x10 毫米 /124 克

2  Android 4.4.4

3  1.2GHz 四核心

4  480 x 800 像素

      斜角 4.3 吋 / 217 PPI

5  500 萬

6  0.57 瓦特 / 公斤

1  140x70x11 毫米 /138 克

2  Android 5.0.2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 5 吋 / 295 PPI

5  800 萬

6  0.64 瓦特 / 公斤

1  146x73x8 毫米 /153 克

2  Android 5.1.1

3  2GHz 四核心 +1.5GHz 四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2 吋 / 423 PPI

5  2300 萬

6  0.75（單卡)/0.72（雙卡)瓦特/公斤

1  143x71x8 毫米 /134 克

2  Android 5.0

3  1.2GHz 八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 5 吋 / 295 PPI

5  1300 萬

6  0.37 瓦特 / 公斤

1  150x68x9 毫米 /150 克

2  Android 5.0

3  1.7GHz 八核心

4  1080 x 1920 像素

      斜角 5.5 吋 / 400 PPI

5  1300 萬

6  0.52 瓦特 / 公斤

1  158x82x11 毫米 /172 克

2  Windows Phone 8.1

3  1.2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 5.7 吋 / 259PPI

5  1300 萬

6  0.69 瓦特 / 公斤

支援 32GB 記憶卡

本地版本備有雙卡卡槽

內置 3GB 可用記憶

支援 128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備有雙卡卡槽

防塵及防水設計 (IP65/68 級別 )

內置 10GB 可用記憶

支援 128GB 記憶卡

內置 2GB 可用記憶

支援 128GB 記憶卡

本地版本備有雙卡卡槽

內置 4.3GB 可用記憶

支援 32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 3GB 可用記憶 

支援 128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內置 9.4GB 可用記憶 

Sony
Xperia E4 
(本地版本 : Xperia E4 Dual)

★★★1

Sony
Xperia M4 Aqua Dual ▲

★★★★

三星 Samsung
Galaxy J5

★★★★

三星 Samsung
Galaxy J1

★★★

LG
G4c

★★★★

華為 Huawei
P8 Lite

★★★1

18

13

15

17

14

16

$1,099 

$1,998

$1,898

$998

$5,698 ( 雙卡版本售價同為 :$5,698)

$1,680$3,380 (64GB 版本 :$3,980)

$1,598

1  138x68x8 毫米 /143 克

2  iOS 9.0.2

3  －

4  750 x 1334 像素

      斜角 4.7 吋 / 326 PPI

5  1200 萬

6  0.98 瓦特 / 公斤

1  127x65x10 毫米 /138 克

2  Android 5.1.1

3 2GHz 四核心+1.5GHz 四核心

4  720 x 1280 像素

      斜角 4.6 吋 / 319 PPI

5  2300 萬

6  1.07 瓦特 / 公斤

指紋辨識感應器

支援近場通訊 (NFC)

內置 54.7GB 可用記憶 (64GB) 

指紋辨識感應器

支援 200GB 記憶卡、近場通訊 (NFC)

防塵及防水設計 (IP65/68 級別 )

內置 21.7GB 可用記憶 

Apple
iPhone 6s (64GB) ▲

★★★★1

Sony
Xperia Z5 Compact ▲

★★★★1

11 12

$6,388 (16GB版本:$5,588 ; 128GB版本:$7,188) $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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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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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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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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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用戶額外預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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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生產商或代理商沒有提供資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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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像素 6 SAR

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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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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 整體

4G 智能手機

屏幕5.2吋或以上

1 Apple iPhone 6s Plus (64GB) $7,188* ●●●0 ●●● ●●● ●●●● ●●●● ●●●●● ●●●●0 ●●●●● ●●●●● ●●●● ●●●●0 ●●●●● ●●●●● ●●●●● ●●●●0 ●●●●● ●●●● ●●●● ●●●●0 ★★★★1

2 LG G4 $4,698 ●●●● ●●● ●●●●0 ●●●0 ●●●● ●●●●● ●●●●0 ●●●●● ●●●●0 ●●●●0 ●●●● ●●●●0 ●●●●0 ●●●●● ●●●●0 ●●● ●●●0 ●●●● ●●●●0 ★★★★1

3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Edge+ 
(32GB) $6,388* ●●● ●●●● ●●●●● ●●●●0 ●●●● ●●●●● ●●●●● ●●●●● ●●●●0 ●●●●0 ●●●● ●●●●0 ●●●●0 ●●●●● ●●●●0 ●●●● ●●● ●●●● ●●●●0 ★★★★1

4 Sony Xperia Z5 $5,698* ●●●● ●● ●●●0 ●●0 ●●●0 ●●●●0 ●●●●● ●●●●● ●●●●0 ●●●●0 ●●●● ●●●●0 ●●●●0 ●●●●● ●●●●0 ●●● ●●●0 ●●●● ●●●● ★★★★1

5 Sony Xperia Z3+ $4,698* ●●●● ●●0 ●●●0 ●●● ●●●● ●●●●● ●●●●● ●●●●0 ●●●●0 ●●●●0 ●●●0 ●●●● ●●●0 ●●●●0 ●●●●0 ●●●● ●●●● ●●●● ●●●● ★★★★

6 華為 Huawei P8 (16GB) $3,380* ●●●● ●●0 ●●●0 ●●● ●●●0 ●●●●0 ●●●●0 ●●●●0 ●●●●0 ●●●●0 ●●● ●●●● ●●●●0 ●●●●0 ●●●● ●●●●0 ●●●● ●●●0 ●●●●0 ★★★★

7
阿爾卡特
Alcatel Onetouch

Idol 3 $1,999 ●●●0 ●●0 ●●●0 ●●● ●●●● ●●●●0 ●●●●0 ●●●●0 ●●●●0 ●●●● ●●● ●●●0 ●●●●0 ●●●●● ●●●● ●●●0 ●●●0 ●●●0 ●●●0 ★★★★

8 Sony Xperia C4 Dual $2,498 ●●● ●●0 ●● ●●● ●●●0 ●●●●0 ●●●●0 ●●●●● ●●●●0 ●●●●0 ●●● ●●●0 ●●●●0 ●●●●● ●●●● ●●●0 ●●● ●●●0 ●●●● ★★★★

9 LG G4 Stylus $1,998 ●●0 ●●●● ●●●0 ●●●● ●●●0 ●●●●0 ●●●●0 ●●●● ●●●●0 ●●●●0 ●●0 ●●●0 ●●●● ●●●●● ●●●0 ●●●0 ●●●0 ●●●0 ●●●●0 ★★★★

10 微軟 Microsoft Lumia 640 XL Dual Sim $2,088 ●●●0 ●●●●0 ●● ●●●●0 ●●●● ●●●●0 ●●●● ●●●●0 ●●●● ●●●● ●●● ●●●● ●●● ●●●●0 ●●●● ●●●●0 ●●●● ●●●● ●●●0 ★★★★
屏幕5.0吋或以下

11 Apple iPhone 6s (64GB) $6,388* ●●●●0 ●●0 ●●●0 ●●● ●●●● ●●●●● ●●●●0 ●●●●● ●●●●● ●●●●0 ●●●●0 ●●●●● ●●●●● ●●●●● ●●●●0 ●●●●0 ●●●0 ●●●● ●●●●0 ★★★★1

12 Sony Xperia Z5 Compact $4,798 ●●●0 ●●0 ●●●0 ●●● ●●●● ●●●●0 ●●●●● ●●●●0 ●●●●0 ●●●●0 ●●●● ●●●●0 ●●●●0 ●●●●0 ●●●●0 ●●●● ●●●0 ●●●● ●●●● ★★★★1

13 Sony Xperia M4 Aqua Dual $1,998 ●●●●0 ●●0 ●●●0 ●●● ●●●0 ●●●●0 ●●●●0 ●●●●0 ●●●●0 ●●●●0 ●●● ●●●0 ●●●●0 ●●●●0 ●●● ●●●0 ●●● ●●● ●●●● ★★★★

14 LG G4c $1,598 ●●●0 ●●●● ●●● ●●●●0 ●●●● ●●●●0 ●●●●0 ●●●● ●●●●0 ●●●●0 ●●● ●●●0 ●●●●0 ●●●●0 ●●●0 ●●● ●●●0 ●●●0 ●●●●0 ★★★★

15 三星 Samsung Galaxy J5 $1,898 ●●●●0 ●●●●● ●●● ●●●●0 ●●●● ●●●●0 ●●●● ●●●● ●●●● ●●●●0 ●●● ●●● ●●●●0 ●●●●0 ●●0 ●●●● ●●●0 ●●0 ●●●●0 ★★★★

16 華為 Huawei P8 Lite $1,680 ●●0 ●●● ●●●0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 ●●●0 ●●●●0 ★★★1

17 三星 Samsung Galaxy J1     $998 ●●● ●●●0 ●●0 ●●●● ●●●0 ●●●● ●●●●0 ●●●0 ●●●0 ●●●●0 ●● ●●● ●●● ●●●● ●● ●●●0 ●●● ●●0 ●●● ★★★
3G 智能手機

18 Sony Xperia E4△ $1,099 ●●●● ●●●0 ●●0 ●●●● ●●●0 ●●●● ●●●0 ●●●● ●●●● ●●●●0 ●● ●●● ●●●●0 ●●●●0 ●●0 ●●● ●●●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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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只列出最新樣本的試驗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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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期（2015年6月）的報告。

	 △	樣本#18的本地行貨為雙卡版本，型號為Xperia	

E4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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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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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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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樣本#1在本地備有16GB、64GB及128GB版本，

售價分別為$6,388、$7,188及$8,088。

	 	 樣本#3在本地備有32GB及64GB版本，售價分別

為$6,388及$7,188。

	 	 樣本#4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同為$5,698。

	 	 樣本#5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同為$4,698。

	 	 樣本#6在本地備有16GB及64GB版本，售價分別

為$3,380及$3,980。

	 	 樣本#11在本地備有16GB、64GB及128GB版本，

售價分別為$5,588、$6,388及$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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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款手機設計出色

主要評估樣本的使用舒適程度、耐

用程度及屏幕質素。「Apple」iPhone 6s 

Plus（#1）及iPhone 6s（#11）整體表現

最優異，獲5點評分；「三星Samsung」

Galaxy J1（#17）在日光及低光環境下屏

幕較欠清晰，影響閱讀，只獲3.5點的整體

評分。

2款影相質素差

比較樣本於不同環境下拍攝照片的

質素及使用方便程度。樣本的整體表現差

異較大，評分由2至4.5點不等，「Apple」

iPhone 6s Plus（#1）及iPhone 6s（#11）

拍攝照片方便而照片質素較佳，獲4.5點

的高評分；相機像素只有500萬的「三星

Samsung」Galaxy J1（#17）及「Sony」

Xperia E4（#18），於日光及低光環境下拍

攝的照片皆不清晰，只獲2點評分。

6款拍片表現出眾

測試樣本攝錄影片的影像及聲音質

素，整體較出眾的有「Apple」iPhone 6s 

Plus（#1）及iPhone 6s（#11）、「LG」G4

（#2）、「三星Samsung」Galaxy S6 Edge+

（#3）、「Sony」Xperia Z5（#4）及Xperia 

Z5 Compact（#12），獲4.5點或5點的高評

分。

2款傳送音樂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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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點評分或以上，

惟樣本「微軟 Microsoft」Lumia 640 XL 

Dual Sim（#10）及「三星Samsung」Galaxy 

J1（#17）傳送音樂檔案需自備USB線或讀

卡器，比較麻煩，只獲3點評分。

3 款導航較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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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iPhone 6s Plus（#1）

及iPhone 6s（#11）、「LG」G4（#2）、「三

星Samsung」Galaxy S6 Edge+（#3）、

「Sony」Xperia Z5（#4）、Xperia Z3+

（#5）及Xperia Z5 Compact（#12）導航

質素較出色，其中樣本#1在沒有輔助式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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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 整體

4G 智能手機

屏幕5.2吋或以上

1 Apple iPhone 6s Plus (64GB) $7,188* ●●●0 ●●● ●●● ●●●● ●●●● ●●●●● ●●●●0 ●●●●● ●●●●● ●●●● ●●●●0 ●●●●● ●●●●● ●●●●● ●●●●0 ●●●●● ●●●● ●●●● ●●●●0 ★★★★1

2 LG G4 $4,698 ●●●● ●●● ●●●●0 ●●●0 ●●●● ●●●●● ●●●●0 ●●●●● ●●●●0 ●●●●0 ●●●● ●●●●0 ●●●●0 ●●●●● ●●●●0 ●●● ●●●0 ●●●● ●●●●0 ★★★★1

3 三星 Samsung
Galaxy S6 Edge+ 
(32GB) $6,388* ●●● ●●●● ●●●●● ●●●●0 ●●●● ●●●●● ●●●●● ●●●●● ●●●●0 ●●●●0 ●●●● ●●●●0 ●●●●0 ●●●●● ●●●●0 ●●●● ●●● ●●●● ●●●●0 ★★★★1

4 Sony Xperia Z5 $5,698* ●●●● ●● ●●●0 ●●0 ●●●0 ●●●●0 ●●●●● ●●●●● ●●●●0 ●●●●0 ●●●● ●●●●0 ●●●●0 ●●●●● ●●●●0 ●●● ●●●0 ●●●● ●●●● ★★★★1

5 Sony Xperia Z3+ $4,698* ●●●● ●●0 ●●●0 ●●● ●●●● ●●●●● ●●●●● ●●●●0 ●●●●0 ●●●●0 ●●●0 ●●●● ●●●0 ●●●●0 ●●●●0 ●●●● ●●●● ●●●● ●●●● ★★★★

6 華為 Huawei P8 (16GB) $3,380* ●●●● ●●0 ●●●0 ●●● ●●●0 ●●●●0 ●●●●0 ●●●●0 ●●●●0 ●●●●0 ●●● ●●●● ●●●●0 ●●●●0 ●●●● ●●●●0 ●●●● ●●●0 ●●●●0 ★★★★

7
阿爾卡特
Alcatel Onetouch

Idol 3 $1,999 ●●●0 ●●0 ●●●0 ●●● ●●●● ●●●●0 ●●●●0 ●●●●0 ●●●●0 ●●●● ●●● ●●●0 ●●●●0 ●●●●● ●●●● ●●●0 ●●●0 ●●●0 ●●●0 ★★★★

8 Sony Xperia C4 Dual $2,498 ●●● ●●0 ●● ●●● ●●●0 ●●●●0 ●●●●0 ●●●●● ●●●●0 ●●●●0 ●●● ●●●0 ●●●●0 ●●●●● ●●●● ●●●0 ●●● ●●●0 ●●●● ★★★★

9 LG G4 Stylus $1,998 ●●0 ●●●● ●●●0 ●●●● ●●●0 ●●●●0 ●●●●0 ●●●● ●●●●0 ●●●●0 ●●0 ●●●0 ●●●● ●●●●● ●●●0 ●●●0 ●●●0 ●●●0 ●●●●0 ★★★★

10 微軟 Microsoft Lumia 640 XL Dual Sim $2,088 ●●●0 ●●●●0 ●● ●●●●0 ●●●● ●●●●0 ●●●● ●●●●0 ●●●● ●●●● ●●● ●●●● ●●● ●●●●0 ●●●● ●●●●0 ●●●● ●●●● ●●●0 ★★★★
屏幕5.0吋或以下

11 Apple iPhone 6s (64GB) $6,388* ●●●●0 ●●0 ●●●0 ●●● ●●●● ●●●●● ●●●●0 ●●●●● ●●●●● ●●●●0 ●●●●0 ●●●●● ●●●●● ●●●●● ●●●●0 ●●●●0 ●●●0 ●●●● ●●●●0 ★★★★1

12 Sony Xperia Z5 Compact $4,798 ●●●0 ●●0 ●●●0 ●●● ●●●● ●●●●0 ●●●●● ●●●●0 ●●●●0 ●●●●0 ●●●● ●●●●0 ●●●●0 ●●●●0 ●●●●0 ●●●● ●●●0 ●●●● ●●●● ★★★★1

13 Sony Xperia M4 Aqua Dual $1,998 ●●●●0 ●●0 ●●●0 ●●● ●●●0 ●●●●0 ●●●●0 ●●●●0 ●●●●0 ●●●●0 ●●● ●●●0 ●●●●0 ●●●●0 ●●● ●●●0 ●●● ●●● ●●●● ★★★★

14 LG G4c $1,598 ●●●0 ●●●● ●●● ●●●●0 ●●●● ●●●●0 ●●●●0 ●●●● ●●●●0 ●●●●0 ●●● ●●●0 ●●●●0 ●●●●0 ●●●0 ●●● ●●●0 ●●●0 ●●●●0 ★★★★

15 三星 Samsung Galaxy J5 $1,898 ●●●●0 ●●●●● ●●● ●●●●0 ●●●● ●●●●0 ●●●● ●●●● ●●●● ●●●●0 ●●● ●●● ●●●●0 ●●●●0 ●●0 ●●●● ●●●0 ●●0 ●●●●0 ★★★★

16 華為 Huawei P8 Lite $1,680 ●●0 ●●● ●●●0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 ●●●0 ●●●●0 ★★★1

17 三星 Samsung Galaxy J1     $998 ●●● ●●●0 ●●0 ●●●● ●●●0 ●●●● ●●●●0 ●●●0 ●●●0 ●●●●0 ●● ●●● ●●● ●●●● ●● ●●●0 ●●● ●●0 ●●● ★★★
3G 智能手機

18 Sony Xperia E4△ $1,099 ●●●● ●●●0 ●●0 ●●●● ●●●0 ●●●● ●●●0 ●●●● ●●●● ●●●●0 ●● ●●● ●●●●0 ●●●●0 ●●0 ●●● ●●●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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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只列出最新樣本的試驗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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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期（2015年6月）的報告。

	 △	樣本#18的本地行貨為雙卡版本，型號為Xperia	

E4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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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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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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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樣本#1在本地備有16GB、64GB及128GB版本，

售價分別為$6,388、$7,188及$8,088。

	 	 樣本#3在本地備有32GB及64GB版本，售價分別

為$6,388及$7,188。

	 	 樣本#4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同為$5,698。

	 	 樣本#5在本地亦有雙卡版本，售價同為$4,698。

	 	 樣本#6在本地備有16GB及64GB版本，售價分別

為$3,380及$3,980。

	 	 樣本#11在本地備有16GB、64GB及128GB版本，

售價分別為$5,588、$6,388及$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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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星導航系統（A-GPS）輔助下，GPS首次定

位只需15秒，速度較快。「三星Samsung」

Galaxy J5（#15）、Galaxy J1（#17）及

「Sony」Xperia E4（#18）導航速度較慢，

Galaxy J5並且導航質素較為遜色，整體評

分只獲2.5點。

同步功能普遍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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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表現不錯，惟較廉價的「三星

Samsung」Galaxy J1（#17）內置可用記憶

體不多，未能成功安裝佔用記憶體較多的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的部分資料事後並且

遺留在記憶體內，只獲3點評分。  

測試報告

用家應先瞭解自己的要求及功能，然後按照較重視的因素選擇。根據本

會採用的比重計算，以下是這次測試中部分總評分較高的樣本：

4G 智能手機
屏幕尺寸5.2吋或以上：「Apple」iPhone 6s Plus（#1，$7,188）

設計出色，總評分最高，成為首選。「LG」G4（#2，$4,698）、「三

星」Galaxy S6 Edge+（#3，$6,388）及「Sony」Xperia Z5（#4，

$5,698）整體評分亦很優異，#2採用弧形設計，手感較佳，#3

充電速度快，#3及#4耐用程度表現佳。

屏幕尺寸5.0吋或以下：「Apple」iPhone 6s（#11，

$6,388）及「Sony」Xpe r i a  Z5 Compact（#12，

$4,798）整體表現突出，#11多個項目表現出色，#12

耐用程度表現佳。

選擇指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