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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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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G Pad 7.0

總評：★★★★
體積：114 x 189 x 10 毫米

重量：291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6%

鏡頭像素：315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7.4小時，上網9.7小時

Wi-Fi版：$1,698 (8GB)

1 宏碁 Acer
Iconia One 7 B1-730 

總評：★★★1
體積：120 x 198 x 10 毫米

重量：329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2

屏幕：600 x 1024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170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58%

鏡頭像素：192萬(後) / 31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5.9小時，上網5.3小時

Wi-Fi版：$798 (8GB)

4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7")

總評：★★★★
體積：107 x 186 x 9.2 毫米

重量：280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0%

鏡頭像素：314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8.9小時，上網9.4小時

Wi-Fi版：$1,698 (8GB)

3G + Wi-Fi版：$1,998 (8GB)

3華碩 Asus
Fonepad 7 (ME175CG)

總評：★★★★
體積：121 x 200 x 11.4 毫米

重量：342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3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59%

鏡頭像素：491萬(後) / 122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特殊功能：雙卡雙待

電量：播片7.8小時，上網8.8小時

3G + Wi-Fi版：$2,198 (8GB)

2

17 款型號 Android 佔 7 成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統籌，於英國進行；有多國

的消費者組織攜手合作，試驗樣本購自不同國家，主要購

於歐洲，本會刊登當中17款本地有售型號的試驗結果。

樣本包含不同屏幕大小，對角量度由7吋至12吋。一

般而言，8.4吋或以下的可輕鬆單手把持使用，也適合隨

身攜帶，9.7吋或以上的屏幕可顯示更多的內容，但或許

要雙手把持才較穩定舒適，並且不太方便攜帶。

本會按屏幕大小將樣本分為四大組，並按其操作

系統再細分。12款樣本運行Android操作系統，3款運

行Windows，2款運行iOS。

 

兩款屏幕面積比率竟不足60%
較大的屏幕自然要較大的機身才能容納，但即使

不同型號的屏幕尺寸相同，體積也可以有很大差異，事實

上，產品是否精心設計、充份利用空間、盡量收窄

邊框，對體積有極大影響。

為方便讀者瞭解機面的實用面積，本報告

首次列出根據量度及計算得出的屏幕面積比率，

計算方法是將可真正用於顯示內容的屏幕面積

除以由機身長度乘闊度計算出的面積。

平板電腦設計不斷改進，新型號多屬機身纖薄兼邊框幼細，而新版操作系統經過深度

優化，操作更暢順，用起來更爽快。如對舊機的性能表現漸覺不足，換一部新機應可獲得更佳

的體驗。是次測試涵蓋近月熱賣型號，表現沒有令人失望。

「三星」Galaxy Tab 

4 (7") (#3) 屏幕面

積比率約 70% 

「 宏 碁」Iconia One 

7 B1-730 (#4) 屏幕

面積比率約 58%

同為7吋屏幕，但屏幕面積比率相距甚遠，機身大小顯著有別：

經計算得出樣本的屏幕面積比率約由58%至76%

不等，相差甚遠，10款達70%或以上，「三星」Galaxy Tab 

S（8.4"）（#5）比率最高，約76%，其次是「三星」Galaxy 

Tab S（10.5"）（#11）、「微軟」Surface Pro 3（Intel i5、i7及

i3）（#15、#16及#17），大約73%。屏幕面積比率較低的

是「宏碁」Iconia One 7 B1-730（#4）及「華碩」Fonepad 

7（ME175CG）（#2），分別只有約58%及59%。

 

超薄設計薄至 6.3 毫米
機身愈薄，產品愈輕便，但構造設計的難度、所需的

生產工藝及技術都較高，既要容納觸控屏幕、電池、電路

板及零件，設計必須非常精密，外殼又不能太脆弱，尤其

不少產品厚度已低於10毫米，再要削減每一毫米都不易。

根據實驗室的量度，樣本厚度由6.3至11.4毫米不

等，普遍與製造商聲稱的數字只有輕微出入；最薄的是

「蘋果」iPad Air 2（#14），只有6.3毫米，其次是「三星」

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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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G Pad 7.0

總評：★★★★
體積：114 x 189 x 10 毫米

重量：291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6%

鏡頭像素：315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7.4小時，上網9.7小時

Wi-Fi版：$1,698 (8GB)

1 宏碁 Acer
Iconia One 7 B1-730 

總評：★★★1
體積：120 x 198 x 10 毫米

重量：329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2

屏幕：600 x 1024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170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58%

鏡頭像素：192萬(後) / 31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5.9小時，上網5.3小時

Wi-Fi版：$798 (8GB)

4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7")

總評：★★★★
體積：107 x 186 x 9.2 毫米

重量：280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0%

鏡頭像素：314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8.9小時，上網9.4小時

Wi-Fi版：$1,698 (8GB)

3G + Wi-Fi版：$1,998 (8GB)

3華碩 Asus
Fonepad 7 (ME175CG)

總評：★★★★
體積：121 x 200 x 11.4 毫米

重量：342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3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7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59%

鏡頭像素：491萬(後) / 122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特殊功能：雙卡雙待

電量：播片7.8小時，上網8.8小時

3G + Wi-Fi版：$2,198 (8GB)

2

Galaxy Tab S（8.4"）（#5）及Galaxy Tab S 

（10.5"）（#11），同是7毫米。

指紋辨識解鎖添方便
平板電腦通常或多或少儲存了個人

資料及檔案，基於保安原因，都應設置屏

幕鎖，傳統方式是設置密碼（PIN）或圖形

（pattern）來解鎖，但輸入過程麻煩，也有

機會被其他人看到。

部分產品可使用臉孔解鎖（fa c e 

unlock），只要臉孔正面對着平板電腦，一

經辨認即可自動解鎖，但有時會因背光或

環境太暗等因素導致辨認失敗，以致須臨

時改用密碼解鎖。

部分新產品增添指紋解鎖（fingerprint 

unlock），包括「三星」Galaxy Tab S（8.4"）

（#5）及Galaxy Tab S（10.5"）（#11）、「蘋

果」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14），

可掃描用者的指紋，安全可靠又快捷。

 

產品使用不同操作系統
各 樣 本 採 用 的 操 作 系 統 分 為

Android、iOS及Windows 8，都是十分成

熟的系統，用家應按個人喜好來選擇。

Android是目前最流行、市場佔有率

最高的流動裝置操作系統，現時由Google

統籌研發，開放原始碼，並容許任何硬件

製造商採用。iOS是蘋果公司自家開發的封

閉系統，只用於該公司推出的產品。不論是

Android或iOS，用戶都可透過相關的網上

商店找到大量免費或收費程式，隨意下載

安裝，程式種類包羅萬有。

Windows 8由微軟公司開發，是完

整而功能強大的電腦系統，介面設計經

過改良後，適合平板電腦的觸控操作模

式，最大優點是可安裝該公司開發的辦公

室軟件，文字處理及試算表製作尤其方

便。此外，Windows 8對各類新舊硬件的

支援都十分強，例如打印機、掃描器或各

式外置設備，通常都能輕易取得驅動程式

（drivers），不愁無法接駁使用。

配實體鍵盤變筆記本電腦
部分平板電腦附有或可選配原廠實

體鍵盤，結合後變身筆記本電腦。實體鍵

盤的好處，是毋須依賴觸控，可高速打字，

適合大量文字輸入，尤其採用Windows 8

的款式，配合熟悉的快捷鍵（shortcuts），

操作更得心應手。

「華碩」Transformer Pad TF103C 

（#13）、「微軟」Surface Pro 3（Intel i5、

i7及i3）（#15、#16及#17）都可選配原廠

實體鍵盤，與平板機身完全匹配，既美觀

又輕便。但如果用戶不想花額外費用，亦

可單買平板機身，有需要大量打字時才接

駁普通USB鍵盤來用。

 

8 款達全高清 影像細緻銳利
屏幕解像度越高，顯示影像、字體及

線條都較細緻銳利，解像度較高的屏幕，

用家甚至肉眼無法看到構成影像的像素。

16款樣本屏幕達高清（HD）水平，

即解像度足1280 x 720像素或以上，當

中8款達全高清（FHD），解像度1920 x 

1080像素或以上。解像度最高是「三星」

Galaxy Tab S（8.4"）（#5）及Galaxy Tab S 

（10.5"）（#11），同是2560 x 1600。

由於屏幕大小不一，單憑屏幕像素

不能分辨影像的細緻程度，要比較的話，

便要計算出每吋像素

（pixels per inch，

7吋屏幕
Android操作系統

指紋解鎖安全可靠，

快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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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測試結果比較表[1]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2]

屏幕 
大小 

(對角)

速度效能

屏幕 
質素

使用 
方便 
程度

       特定工作 電池表現

機身設計 總評

大約售價 [3]

基準
測試

檔案
傳送

啟動
時間

整體
視像
通話

觀看
影片

音樂/
話音

拍攝
照片

攝錄
影片

電子書
瀏覽
網頁

收發
郵件

整體

充電 
30分鐘 
可使用
時間

充電 
靈活性

充滿電 
可使用
時間

整體 Wi-Fi版
3G/4G 

 +  
Wi-Fi版

7吋屏幕 

Android 操作系統

1  LG  G Pad 7.0 7"  ●●●  ●●●●  ●●●  ●●●0  ●●●●0  ●●●●0  ●●●●  ●●●●●  ●●  ●●●●  ●●●●  ●●●●  ●●●●●  ●●●●●  ●●●●  ●●●●  ●●●●●  ●●●●  ●●●0  ●●●0  ★★★★ $1,698 —

2  華碩 Asus  Fonepad 7 (ME175CG) 7"  ●●●  ●●●●  ●●●  ●●●0  ●●●●  ●●●●0  ●●●●●  ●●●●●  ●●  ●●●●  ●●●●  ●●●●  ●●●●●  ●●●●●  ●●●●0  ●●●●  ●●●●●  ●●●  ●●●0  ●●●●  ★★★★ — $2,198  

3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7") 7"  ●●●  ●●●●  ●●●  ●●●0  ●●●0  ●●●●  ●●●●●  ●●●●●  ●●●  ●●●●  ●●●●  ●●●●  ●●●●  ●●●●●  ●●●●  ●●●●  ●●●●  ●●●●  ●●●0  ●●●0  ★★★★ $1,698 $1,998

4  宏碁 Acer  Iconia One 7 B1-730 7"  ●●●  ●●●●  ●●●  ●●●0  ●●●0  ●●●●●  ●●●●  ●●●●  ●●●●  ●●●  ●●●●  ●●●●  ●●●●●  ●●●●●  ●●●●  ●●●●  ●●●●●  ●●●  ●●●  ●●●0  ★★★1 $798 —

7.9至8.4吋屏幕 

Android 操作系統

5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8.4") 8.4"  ●●●●  ●●●●  ●●●  ●●●●  ●●●●●  ●●●●0  ●●●●●  ●●●●●  ●●●●  ●●●●  ●●●●  ●●●●●  ●●●●●  ●●●●●  ●●●●0  ●●●●  ●●●●●  ●●●●  ●●●●  ●●●0  ★★★★1 $3,098 $4,098

6  LG  G Pad 8.0 8"  ●●●  ●●●●●  ●●●  ●●●●  ●●●●0  ●●●●0  ●●●●  ●●●●●  ●●  ●●●●  ●●●●  ●●●●  ●●●●●  ●●●●●  ●●●●0  ●●●●  ●●●●●  ●●●  ●●●0  ●●●0  ★★★★ $1,798 —

7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8") 8"  ●●●  ●●●●  ●●●  ●●●0  ●●●●  ●●●●0  ●●●●  ●●●●●  ●●●  ●●●●  ●●●●  ●●●●  ●●●●  ●●●●●  ●●●●  ●●●●  ●●●●  ●●●●  ●●●●  ●●●0  ★★★★ $1,798 —

8  宏碁 Acer  Iconia Tab 8 A1-840FHD 8"  ●●●●  ●●●●  ●●  ●●●●  ●●●●  ●●●●0  ●●●●  ●●●●●  ●●●  ●●●●  ●●●●  ●●●●  ●●●●●  ●●●●●  ●●●●0  ●●●●  ●●●●●  ●●●  ●●●  ●●●0  ★★★★ $1,898 —

9  聯想 Lenovo  IdeaTab A8-50 (A5500) 8"  ●●●  ●●●●  ●●●  ●●●0  ●●●0  ●●●●0  ●●●●  ●●●●  ●●●  ●●●  ●●●●  ●●●●  ●●●●  ●●●●●  ●●●●  ●●●●  ●●●●●  ●●●●  ●●●0  ●●●0  ★★★★ — $1,999

iOS 操作系統

10  蘋果 Apple  iPad mini 3 7.9"  ●●●●  ●●●●●  ●●●  ●●●●0  ●●●●●  ●●●●0  ●●●●●  ●●●●●  ●●●  ●●●●  ●●●●  ●●●●●  ●●●●●  ●●●●●  ●●●●0  ●●●●●  ●●  ●●●●  ●●●●  ●●●0  ★★★★1 $3,088起 $4,088起

9.7至10.5吋屏幕 

Android 操作系統

11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10.5") 10.5"  ●●●●  ●●●●  ●●●  ●●●●  ●●●●●  ●●●●●  ●●●●●  ●●●●●  ●●●●  ●●●●  ●●●●  ●●●●●  ●●●●●  ●●●●●  ●●●●0  ●●●  ●●●●●  ●●●●  ●●●●  ●●●0  ★★★★1 $3,898 $4,898

12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10.1") 10.1"  ●●●  ●●●●  ●●●  ●●●0  ●●●●  ●●●●0  ●●●●●  ●●●●●  ●●●●  ●●●●  ●●●●  ●●●●●  ●●●●  ●●●●●  ●●●●0  ●●●●  ●●●●  ●●●  ●●●0  ●●●0  ★★★★ $2,798 —

13  華碩 Asus  Transformer Pad TF103C 10.1"  ●●●●  ●●●●●  ●●  ●●●●  ●●●0  ●●●●  ●●●●  ●●●●●  ●●  ●●●  ●●●●  ●●●  ●●●●  ●●●●●  ●●●●  ●●●●  ●●●●●  ●●●  ●●●0  ●●●0  ★★★1 $2,298起△ —

iOS 操作系統

14  蘋果 Apple  iPad Air 2 9.7"  ●●●●●  ●●●●●  ●●●  ●●●●0  ●●●●●  ●●●●0  ●●●●●  ●●●●●  ●●●  ●●●●  ●●●●  ●●●●●  ●●●●●  ●●●●●  ●●●●0  ●●●●●  ●●  ●●●●  ●●●0  ●●●0  ★★★★1 $3,888起 $4,888起

12吋屏幕 

Windows 8 操作系統

15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5) 12"  ●●●●●  ●●●●●  ●●●●  ●●●●●  ●●●●  ●●●●0  ●●●●●  ●●●●●  ●●●●  ●●●●●  ●●●●●  ●●●●  ●●●●●  ●●●●●  ●●●●0  ●●●●  ●  ●●●  ●●●  ●●●0  ★★★★ $7,888起△ —

16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7) 12"  ●●●●●  ●●●●●  ●●●●  ●●●●●  ●●●●  ●●●●0  ●●●●●  ●●●●●  ●●●●  ●●●●●  ●●●●●  ●●●●  ●●●●●  ●●●●●  ●●●●0  ●●●●  ●  ●●●  ●●●  ●●●0  ★★★★ $11,988起△ —

17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3) 12"  ●●●●●  ●●●●●  ●●●●  ●●●●0  ●●●●  ●●●●0  ●●●●●  ●●●●●  ●●●●  ●●●●●  ●●●●●  ●●●●  ●●●●●  ●●●●●  ●●●●0  ●●●●  ●  ●●●  ●●●  ●●●0  ★★★★ $6,288△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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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比較。部分產品有不同內置儲存容量或附件的版本，價格有別，
請參考報告中另行列出的樣本資料，及向代理商查詢詳情。

△ 價格不包括實體鍵盤。

[2] 表中只列出較新樣本的試驗結果，未包括市面所有牌子及型號。

[3] 價格資料根據本會於2014年12月調查所得，實際零售價按地區

及店號而異；由於價格經常調整，購買前應向不同的零售商查詢

簡稱PPI）。經計算後，各樣本的屏幕像

素密度由149至360PPI不等，最細緻的是

「三星」Galaxy Tab S（8.4"）（#5）（360 

PPI），其次是「蘋果」iPad mini 3（#10）

（326 PPI），「三星」Galaxy Tab S（10.5"） 

（#11）（287 PPI）則排第三。

兩款缺記憶卡插槽難擴充
用戶都會希望平板電腦可容下大量資

料，包括各類文件、照片、音樂、體積龐大的

影片、離線地圖及導航軟件數據庫等，以便

隨時取用；幸好大部分樣本都設有microSD

插槽，可插上高容量microSD卡，花費不多

便可擴充儲存量，彌補內置儲存的不足。

「蘋果」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14）都不設記憶卡插槽，用戶購買

前要仔細考慮內置儲存量，建議避免因便

宜而選擇極可能很快便爆滿的16GB版本，

最好選擇64GB或以上以應付未來需要。

部分樣本欠缺 GPS 功能
GPS衞星定位非常方便、實用，尤其

外遊時在陌生地方查看地圖，有助準確判

斷身處位置，準確度一般可達20米或以下；

雖然平板電腦欠缺GPS仍可依賴網絡（例如

Wi-Fi或手機網絡）的接入點資料獲得粗略

定位，惟誤差較大，可達數百米。如有意利

用平板電腦作導航，便少不了GPS。

「微軟」Surface Pro 3（Intel i5、i7及

i3）（#15、#16及#17）欠缺GPS功能，「蘋

果」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14）

則視乎版本而定，Wi-Fi版不設GPS，4G版

才有，兩個版本價錢相差$1,000。

12 款可透過 micro-USB 充電 
12款樣本設有micro-USB插座，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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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測試結果比較表[1]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2]

屏幕 
大小 

(對角)

速度效能

屏幕 
質素

使用 
方便 
程度

       特定工作 電池表現

機身設計 總評

大約售價 [3]

基準
測試

檔案
傳送

啟動
時間

整體
視像
通話

觀看
影片

音樂/
話音

拍攝
照片

攝錄
影片

電子書
瀏覽
網頁

收發
郵件

整體

充電 
30分鐘 
可使用
時間

充電 
靈活性

充滿電 
可使用
時間

整體 Wi-Fi版
3G/4G 

 +  
Wi-Fi版

7吋屏幕 

Android 操作系統

1  LG  G Pad 7.0 7"  ●●●  ●●●●  ●●●  ●●●0  ●●●●0  ●●●●0  ●●●●  ●●●●●  ●●  ●●●●  ●●●●  ●●●●  ●●●●●  ●●●●●  ●●●●  ●●●●  ●●●●●  ●●●●  ●●●0  ●●●0  ★★★★ $1,698 —

2  華碩 Asus  Fonepad 7 (ME175CG) 7"  ●●●  ●●●●  ●●●  ●●●0  ●●●●  ●●●●0  ●●●●●  ●●●●●  ●●  ●●●●  ●●●●  ●●●●  ●●●●●  ●●●●●  ●●●●0  ●●●●  ●●●●●  ●●●  ●●●0  ●●●●  ★★★★ — $2,198  

3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7") 7"  ●●●  ●●●●  ●●●  ●●●0  ●●●0  ●●●●  ●●●●●  ●●●●●  ●●●  ●●●●  ●●●●  ●●●●  ●●●●  ●●●●●  ●●●●  ●●●●  ●●●●  ●●●●  ●●●0  ●●●0  ★★★★ $1,698 $1,998

4  宏碁 Acer  Iconia One 7 B1-730 7"  ●●●  ●●●●  ●●●  ●●●0  ●●●0  ●●●●●  ●●●●  ●●●●  ●●●●  ●●●  ●●●●  ●●●●  ●●●●●  ●●●●●  ●●●●  ●●●●  ●●●●●  ●●●  ●●●  ●●●0  ★★★1 $798 —

7.9至8.4吋屏幕 

Android 操作系統

5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8.4") 8.4"  ●●●●  ●●●●  ●●●  ●●●●  ●●●●●  ●●●●0  ●●●●●  ●●●●●  ●●●●  ●●●●  ●●●●  ●●●●●  ●●●●●  ●●●●●  ●●●●0  ●●●●  ●●●●●  ●●●●  ●●●●  ●●●0  ★★★★1 $3,098 $4,098

6  LG  G Pad 8.0 8"  ●●●  ●●●●●  ●●●  ●●●●  ●●●●0  ●●●●0  ●●●●  ●●●●●  ●●  ●●●●  ●●●●  ●●●●  ●●●●●  ●●●●●  ●●●●0  ●●●●  ●●●●●  ●●●  ●●●0  ●●●0  ★★★★ $1,798 —

7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8") 8"  ●●●  ●●●●  ●●●  ●●●0  ●●●●  ●●●●0  ●●●●  ●●●●●  ●●●  ●●●●  ●●●●  ●●●●  ●●●●  ●●●●●  ●●●●  ●●●●  ●●●●  ●●●●  ●●●●  ●●●0  ★★★★ $1,798 —

8  宏碁 Acer  Iconia Tab 8 A1-840FHD 8"  ●●●●  ●●●●  ●●  ●●●●  ●●●●  ●●●●0  ●●●●  ●●●●●  ●●●  ●●●●  ●●●●  ●●●●  ●●●●●  ●●●●●  ●●●●0  ●●●●  ●●●●●  ●●●  ●●●  ●●●0  ★★★★ $1,898 —

9  聯想 Lenovo  IdeaTab A8-50 (A5500) 8"  ●●●  ●●●●  ●●●  ●●●0  ●●●0  ●●●●0  ●●●●  ●●●●  ●●●  ●●●  ●●●●  ●●●●  ●●●●  ●●●●●  ●●●●  ●●●●  ●●●●●  ●●●●  ●●●0  ●●●0  ★★★★ — $1,999

iOS 操作系統

10  蘋果 Apple  iPad mini 3 7.9"  ●●●●  ●●●●●  ●●●  ●●●●0  ●●●●●  ●●●●0  ●●●●●  ●●●●●  ●●●  ●●●●  ●●●●  ●●●●●  ●●●●●  ●●●●●  ●●●●0  ●●●●●  ●●  ●●●●  ●●●●  ●●●0  ★★★★1 $3,088起 $4,088起

9.7至10.5吋屏幕 

Android 操作系統

11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10.5") 10.5"  ●●●●  ●●●●  ●●●  ●●●●  ●●●●●  ●●●●●  ●●●●●  ●●●●●  ●●●●  ●●●●  ●●●●  ●●●●●  ●●●●●  ●●●●●  ●●●●0  ●●●  ●●●●●  ●●●●  ●●●●  ●●●0  ★★★★1 $3,898 $4,898

12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10.1") 10.1"  ●●●  ●●●●  ●●●  ●●●0  ●●●●  ●●●●0  ●●●●●  ●●●●●  ●●●●  ●●●●  ●●●●  ●●●●●  ●●●●  ●●●●●  ●●●●0  ●●●●  ●●●●  ●●●  ●●●0  ●●●0  ★★★★ $2,798 —

13  華碩 Asus  Transformer Pad TF103C 10.1"  ●●●●  ●●●●●  ●●  ●●●●  ●●●0  ●●●●  ●●●●  ●●●●●  ●●  ●●●  ●●●●  ●●●  ●●●●  ●●●●●  ●●●●  ●●●●  ●●●●●  ●●●  ●●●0  ●●●0  ★★★1 $2,298起△ —

iOS 操作系統

14  蘋果 Apple  iPad Air 2 9.7"  ●●●●●  ●●●●●  ●●●  ●●●●0  ●●●●●  ●●●●0  ●●●●●  ●●●●●  ●●●  ●●●●  ●●●●  ●●●●●  ●●●●●  ●●●●●  ●●●●0  ●●●●●  ●●  ●●●●  ●●●0  ●●●0  ★★★★1 $3,888起 $4,888起

12吋屏幕 

Windows 8 操作系統

15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5) 12"  ●●●●●  ●●●●●  ●●●●  ●●●●●  ●●●●  ●●●●0  ●●●●●  ●●●●●  ●●●●  ●●●●●  ●●●●●  ●●●●  ●●●●●  ●●●●●  ●●●●0  ●●●●  ●  ●●●  ●●●  ●●●0  ★★★★ $7,888起△ —

16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7) 12"  ●●●●●  ●●●●●  ●●●●  ●●●●●  ●●●●  ●●●●0  ●●●●●  ●●●●●  ●●●●  ●●●●●  ●●●●●  ●●●●  ●●●●●  ●●●●●  ●●●●0  ●●●●  ●  ●●●  ●●●  ●●●0  ★★★★ $11,988起△ —

17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3) 12"  ●●●●●  ●●●●●  ●●●●  ●●●●0  ●●●●  ●●●●0  ●●●●●  ●●●●●  ●●●●  ●●●●●  ●●●●●  ●●●●  ●●●●●  ●●●●●  ●●●●0  ●●●●  ●  ●●●  ●●●  ●●●0  ★★★★ $6,288△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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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比較。部分產品有不同內置儲存容量或附件的版本，價格有別，
請參考報告中另行列出的樣本資料，及向代理商查詢詳情。

△ 價格不包括實體鍵盤。

[2] 表中只列出較新樣本的試驗結果，未包括市面所有牌子及型號。

[3] 價格資料根據本會於2014年12月調查所得，實際零售價按地區

及店號而異；由於價格經常調整，購買前應向不同的零售商查詢

普及的micro-USB接線連接電腦或電子產

品，傳送檔案；用戶同時可從USB插座取電

以便充電，使用產品附上的原廠USB電源

適配器（火牛）充電通常較快，有需要時，

用家亦可從其他電腦（例如桌上電腦）的

USB插座或其他USB火牛取電。

可從其他USB插座取電增添靈活性，

不同的電子產品可共用同一個USB火牛，

而以micro-USB插座來充電的標準化設

計，亦方便電子產品共用同一接線。外遊

時毋須為每一件電子產品攜帶專用的火牛

及接線等配件，可減輕負擔。容許互換性

的設計也較環保，USB火牛及接線可盡量

重用，不致浪費。

「微軟」Surface Pro 3（Intel i5、i7及

i3）（#15、#16及#17）只可用專用火牛充電，

非常不便，「蘋果」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14）須使用專用接線，也不方便。

 

測試結果
速度效能普遍不錯

基準測試（benchmark test）包含

Javascript、瀏覽器、整數及浮點運算、記

憶及串流的速度測試，「蘋果」iPad Air 2 

平板電腦可用 micro-

USB 充電，接線及火

牛等配件便可共用或

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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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8.4")

總評：★★★★1
體積：125 x 213 x 7 毫米

重量：296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1600 x 2560 像素 (斜角8.4吋)

屏幕像素密度：360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6%

鏡頭像素：797萬(後) / 207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特殊功能：指紋辨識

電量：播片13.1小時，上網7.6小時

Wi-Fi版：$3,098 (16GB)

4G + Wi-Fi版：$4,098 (16GB)

5 LG
G Pad 8.0

總評：★★★★
體積：124 x 210 x 10 毫米

重量：341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189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1%

鏡頭像素：492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7.5小時，上網8.4小時

Wi-Fi版：$1,798 (16GB)

6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8")

總評：★★★★
體積：122 x 210 x 8.2 毫米

重量：316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189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1%

鏡頭像素：314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9.8小時，上網10.5小時

Wi-Fi版：$1,798 (16GB)

7 宏碁 Acer
Iconia Tab 8 A1-840FHD

總評：★★★★
體積：130 x 215 x 8.5 毫米

重量：346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1200 x 192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283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6%

鏡頭像素：369萬(後) / 207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5.1小時，上網5.6小時

Wi-Fi版：$1,898 (16GB)

8 聯想 Lenovo
IdeaTab A8-50 (A5500)

總評：★★★★
體積：137 x 217 x 9.2 毫米

重量：359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189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3%

鏡頭像素：492萬(後) / 192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8.6小時，上網8小時

3G + Wi-Fi版：$1,999 (16GB)

9

（#14）、「微軟」Surface Pro 3（Intel i5、

i7及i3）（#15、#16及#17）都表現優秀。

檔案傳送測試除了量度透過接線從

電腦分別複製合共500MB資料及單一500 

MB檔案的所需時間外，亦評審透過Wi-Fi

進行資料同步的表現，所有樣本都表現不

錯，7款樣本更獲5點高評分。

啟動時間指從關機狀態開機所需時

間，亦即冷啟動（cold start）時間，各樣本

需時11至45秒不等，「微軟」Surface Pro 3

（Intel i5、i7及i3）（#15、#16及#17）明顯

較快，獲4點的較高評分。

整體速度效能以「微軟」Sur face 

Pro 3（Intel i5及i7）（#15及#16）表現最

佳，獲5點評分，其次是「蘋果」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14）、「微軟」

Surface Pro 3（Intel i3）（#17），獲4點半

評分。

4款屏幕質素出眾

評分除根據在中等亮度照明的室

內、強烈日光下及光線直射下的影像效果

表現、反光嚴重程度、橫向及直向的觀看

角度外，亦包括觸控操作的準確度及反應

速度、觸摸表面的感受等。

「三星」Galaxy Tab S（8.4"）（#5）

及Galaxy Tab S（10.5"）（#11）、「蘋果」

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14）的屏

幕質素出眾，獲5點高評分，其次是「LG」G 

Pad 7.0（#1）及G Pad 8.0 （#6），獲4點

半評分。

 

使用方便程度很不錯

評分涵蓋以下各項：

● 按鍵：開機啟動、調校音量的容易程

度、按鈕位置是否方便使用。

● 一般使用：評估將平板電腦放在膝上

使用，或單手把持並以另一隻手操作，

及放在桌上使用的舒適程度；以及屏

幕自動旋轉的質素、關閉自動旋轉的

容易程度、能否擷取屏幕截圖（screen 

shots）。

● 鍵盤：虛擬及實體鍵盤的容易使用程

度、輸入期間切換語言的容易程度、是

否橫向及直向都能使用、自動拼字更正

的質素、可否關閉自動拼字、以Swype

方式（一種滑行輸入方式）輸入的質

素、複製與貼上功能的完善程度、可否

切換輸入鍵盤的各種版本。

● 應用方便程度：可否多工作業（mult i-

tasking）、可否在畫面中同時顯示兩個

應用程式。

結果顯示，所有樣本都有不錯表現，

獲4點或以上的評分。

視像通話及觀賞影片表現良好

● 視像通話：評審樣本是否內置視像通

話系統、打出視像電話是否容易、透過

Skype進行視像通話的質素。結果大部

分樣本進行視像通話都很順利，沒有出

問題，獲4或5點評分。

● 觀看影片：測試串流播放網上影片及儲

存在記憶體中的影片的性能表現、操作

播放的方便程度、能否刪除影片，及與

各種影片檔案格式的兼容性。各樣本表

現良好，都獲4或5點評分。

4款內置揚聲器音質欠佳

● 音樂/話音：評分根據不接駁免提耳

機而使用內置揚聲器時，播放影片、音

樂或話音的聲音質素。7款音質不錯，

獲4點評分，「LG」G Pad 7.0（#1）及

G Pad 8.0（#6）、「華碩」Fonepad 7 

（ME175CG）（#2）及Transformer Pad 

TF103C（#13）音質欠佳，僅獲2點評分。

7.9 至 8.4 吋屏幕
Android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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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 Apple
iPad mini 3

總評：★★★★1
體積：134 x 200 x 7.6 毫米

重量：334 克

操作系統版本：iOS 8.1

屏幕：1536 x 2048 像素 (斜角7.9吋)

屏幕像素密度：32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1%

鏡頭像素：501萬(後) / 123萬(前)

支援：GPS (僅限4G版)

特殊功能：指紋辨識

電量：播片9.5小時，上網8.7小時

Wi-Fi版：$3,088 (16GB) 起

4G + Wi-Fi版：$4,088 (16GB) 起

10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5)

總評：★★★★
體積：292 x 201 x 9 毫米

重量：799 克 (連鍵盤1099克)

操作系統版本：Windows 8.1 Pro

屏幕：2160 x 1440 像素 (斜角12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3%

鏡頭像素：448萬(後) / 448萬(前)

支援：microSD、標準USB

電量：播片6.1小時，上網5.4小時

Wi-Fi版：$7,888 (128GB 不連鍵盤) 起

15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10.5")

總評：★★★★1
體積：247 x 177 x 7 毫米

重量：465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2560 x 1600 像素 (斜角10.5吋)

屏幕像素密度：287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3%

鏡頭像素：797萬(後) / 207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特殊功能：指紋辨識

電量：播片13.6小時，上網6.9小時

Wi-Fi版：$3,898 (16GB)

4G + Wi-Fi版：$4,898 (16GB)

11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7)

總評：★★★★
體積：292 x 201 x 9 毫米

重量：804 克 (連鍵盤1103克)

操作系統版本：Windows 8.1 Pro

屏幕：2160 x 1440 像素 (斜角12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3%

鏡頭像素：448萬(後) / 448萬(前)

支援：microSD、標準USB

電量：播片5.9小時，上網5.3小時

Wi-Fi版：$11,988 (256GB 不連鍵盤) 起

16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10.1")

總評：★★★★
體積：242 x 175 x 8.2 毫米

重量：490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1280 x 800 像素 (斜角10.1吋)

屏幕像素密度：150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9%

鏡頭像素：314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7.3小時，上網7.7小時

Wi-Fi版：$2,798 (16GB)

12

微軟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Intel i3)

總評：★★★★
體積：292 x 201 x 9 毫米

重量：802 克 (連鍵盤1101克)

操作系統版本：Windows 8.1 Pro

屏幕：2160 x 1440 像素 (斜角12吋)

屏幕像素密度：216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3%

鏡頭像素：448萬(後) / 448萬(前)

支援：microSD、標準USB

電量：播片6小時，上網5.7小時

Wi-Fi版：$6,288 (64GB 不連鍵盤)

17

華碩 Asus
Transformer Pad TF103C

總評：★★★1
體積：257 x 178 x 9.9 毫米

重量：559 克 (連鍵盤1112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1280 x 800 像素 (斜角10.1吋)

屏幕像素密度：149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4%

鏡頭像素：192萬(後) / 31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8.4小時，上網6.6小時

Wi-Fi版：$2,298 (16GB 不連鍵盤)起

13

蘋果 Apple
iPad Air 2

總評：★★★★1
體積：169 x 240 x 6.3 毫米

重量：440 克

操作系統版本：iOS 8.1

屏幕：1536 x 2048 像素 (斜角9.7吋)

屏幕像素密度：264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2%

鏡頭像素：799萬(後) / 123萬(前)

支援：GPS (僅限4G版)

特殊功能：指紋辨識

電量：播片8.8小時，上網8.1小時

Wi-Fi版：$3,888 (16GB) 起

4G + Wi-Fi版：$4,888 (16GB) 起

14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8.4")

總評：★★★★1
體積：125 x 213 x 7 毫米

重量：296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1600 x 2560 像素 (斜角8.4吋)

屏幕像素密度：360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6%

鏡頭像素：797萬(後) / 207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特殊功能：指紋辨識

電量：播片13.1小時，上網7.6小時

Wi-Fi版：$3,098 (16GB)

4G + Wi-Fi版：$4,098 (16GB)

5 LG
G Pad 8.0

總評：★★★★
體積：124 x 210 x 10 毫米

重量：341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189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1%

鏡頭像素：492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7.5小時，上網8.4小時

Wi-Fi版：$1,798 (16GB)

6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4 (8")

總評：★★★★
體積：122 x 210 x 8.2 毫米

重量：316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189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71%

鏡頭像素：314萬(後) / 123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9.8小時，上網10.5小時

Wi-Fi版：$1,798 (16GB)

7 宏碁 Acer
Iconia Tab 8 A1-840FHD

總評：★★★★
體積：130 x 215 x 8.5 毫米

重量：346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1200 x 192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283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6%

鏡頭像素：369萬(後) / 207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5.1小時，上網5.6小時

Wi-Fi版：$1,898 (16GB)

8 聯想 Lenovo
IdeaTab A8-50 (A5500)

總評：★★★★
體積：137 x 217 x 9.2 毫米

重量：359 克

操作系統版本：Android 4.4

屏幕：800 x 1280 像素 (斜角8吋)

屏幕像素密度：189 PPI

屏幕面積比率：約63%

鏡頭像素：492萬(後) / 192萬(前)

支援：microSD、micro-USB、GPS

電量：播片8.6小時，上網8小時

3G + Wi-Fi版：$1,999 (16GB)

9

樣本：資料根據實驗室檢定或量度結果獲得，與製造商聲稱的或有出入。同型號

產品在不同地方或不同時期購買，機身顏色、功能及規格都可能有差異，資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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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全部樣本都設有電容式觸控屏幕、Wi-Fi、藍牙、內置揚聲器、耳機插座等

功能。須另購配件才能獲得的功能，並未在資料中列出。

操作系統版本：樣本購入時的系統版本，大部分產品現時可能已有較新的系統更

新版本。

7.9至8.4吋屏幕
iOS操作系統

9.7至10.5 吋屏幕
Android操作系統

9.7至10.5吋屏幕
iOS操作系統

12吋屏幕
Windows 8操作系統

電量：在實驗室的測試情況下，電池完全充滿電後，樣本可供連續不停使用的

時間，時間計算直至因電量完全耗盡而自動關機。播片指播放已預先儲存於內

置記憶的影片檔案，上網指透過 Wi-Fi 連接互聯網進行一般網頁瀏覽，用戶的使

用模式可能會影響實際使用時間，與實驗室量度的未必相同。

價格：價格為大約零售價，根據本會於 2014 年 12 月調查所得，實際價格按地

區及店號而異；由於價格經常調整，購買前應向不同的零售商查詢及比較。部分

產品還有其他不同內置儲存容量或附件的版本，詳情可向製造商或代理商查詢。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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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自推出以來，受歡迎程度未嘗減退，即使歐美經濟不景，在全球的總銷售量仍然節節上升。然而，消費者在 

追求更佳的產品功能和品質的同時，有否思考產品在生產、使用和棄置的過程中對環境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呢？

平板電腦製造商和消費者的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
據報道，數年前內地電子生產廠房發

生工人相繼自殺的事件；在馬來西亞電子

工廠有外來勞工被迫工作，部分被沒收證

件或被收取高昂的招聘費；電子產品的製

作需要大量稀有金屬，然而在剛果和贊比

亞的開採已污染大面積的土地和水源。這

些事件都引起大眾關注電子產品生產背後

的勞工權益和環境污染問題。

國 際 消 費 者 研 究 及 試 驗 組 織

（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簡稱ICRT）作出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 l ity，簡稱

CSR）的研究，透過資料搜集、問卷及實地

考察的形式，研究部分平板電腦品牌的社

會責任和環境保護政策，藉此瞭解品牌有

否盡力保障工人的權益、生產過程會否污

染環境，以及有否在設計上盡力延長產品

壽命。表一列出10個在本港有售的平板電

腦品牌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分。

社會責任政策

各品牌被邀請回答問卷以及提供外

判商／廠房的審計報告，ICRT亦根據已公開

的文件，就（1）勞工的人權（工時、薪酬、集

體談判、安全保障等）、（2）承擔（包括在外

判過程中的）責任、（3）對外判商和供應商

的合約要求，和（4）對整個生產過程的監察

（例如委任獨立審計公司審視工作情況），

評定它們在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

結果顯示，「宏碁」（#1）和「三星」

（#2）的社會責任政策相對較為完善，由公

司管理層負責監督工作，亦與勞工權益組織

保持溝通，因此評分較佳。「谷歌」（#10）看

不到有監察外判商的制度，未能確保會確切

執行社會責任政策，因此評分較低。

環境保護政策

環境保護的評定包括：（1）公司的環

保政策、（2）物料及部件採購指引、（3）產

品的環保及節能要求、（4）延長產品壽命

的措施、（5）重用和回收計劃、（6）對外判

商和供應商的合約要求，和（7）對生產過

程的監控。

「宏碁」（#1）和「聯想」（#7）的平板

電腦相對容易組裝，電池和部分零件均可維

修、購買和更換，亦提供延長保養期和不定

時提供軟件更新，這些措施都有效延長產品

壽命，而且產品的用電量符合節能要求，公司

亦在不同國家/地區設有舊件回收計劃，部件

拆卸和物料重用更有效率，因此評分較高。

與持份者的聯繫和資訊透明度

與持份者聯繫的評分包括（1）與不

同關注組織（包括工會）的溝通及（2）對工

人及所在社區的支持。

資訊透明度的評分反映品牌有否向

公眾公開（包括在網站和年報）公司的社

會責任和環境保護政策和成效報告，及在

是次研究的合作程度。「谷歌」（#10）沒有

就這次研究向ICRT作出任何回覆，亦沒有

公開有關其平板電腦的社會責任和環境保

護政策，評分最低。

表一：部分平板電腦品牌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分
編號 品牌 社會責任政策 環境保護政策 與持份者的聯繫 資訊透明度 總評 [1]

1 宏碁 Acer ●●●● ●●●● ●●●●0 ●●● ★★★★
2 三星 Samsung ●●●● ●●●0 ●●●0 ●●●● ★★★1
3 蘋果 Apple ●●● ●●●0 ●●●● ●●● ★★★
4 華碩 Asus ●●● ●●●0 ●●● ●●● ★★★
5 惠普 HP ●●● ●●● ●●●0 ●●0 ★★★
6 微軟 Microsoft ●●●0 ●●0 ●●●●0 ●●0 ★★★
7 聯想 Lenovo ●●0 ●●●● ●0 ●● ★★★
8 東芝 Toshiba ●●0 ●●● ●●0 ●●0 ★★1
9 索尼 Sony ●●0 ●●● ●●0 ●0 ★★1

10 谷歌 Google ●0 ● ●0 ● ★
●或★愈多，表示該項目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1]	 總評的比重：	社會責任政策	 45%	 與持份者的聯繫	 5%
	 	 環境保護政策	 40%	 資訊透明度	 10%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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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已參加「電腦回
收計劃」的收集點會
貼上標誌以資識別。

消費者的責任
目前全港估計有600萬件電腦及配件，

每年約有五分一會被更換，棄置量每年約增

長2%，若被送往堆填區棄置，除增加堆填區

負擔外，未能妥善處理的有害物料最終會損

害環境和人體健康。消費者除揀選保護環境

和勞工權益的產品外，亦可身體力行，在促

進環保和可持續消費上出一分力，丟棄過時

款式和購買新產品前，可考慮下列做法。

電腦回收計劃

環保署自2013年推行「電腦回收計

劃」，市民可將舊電腦（包括桌上、手提及平

板電腦）交到收集網絡，包括1200個參加計

劃的屋苑、工商大廈及15個公眾回收點。收

集所得的電腦及配件，如性能良好並符合捐

贈條件，將轉交香港明愛，翻新後轉贈有需

要人士，達致資源循環；餘下的舊電腦交由回

收計劃指定的回收商拆件，有用的零件和物

料將循環再造，減少堆填和棄置。詳情可參

考環保署網頁（https://www.wastereduction.

gov.hk/chi/workplace/crp_intro.htm）。

 

維修和保養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助理教授鍾姍

姍博士表示，消費者普遍將舊電子產品賣

給「收買佬」以取回剩餘價值，然而他們的

回收和拆卸工序不少仍以低技術方式進行

和未受監管，而不恰當地拆卸電子產品會

顯著地增加工場空氣中有害金屬如鉛的濃

度，污染空氣也增加工人的患癌風險。因

此，較理想的電子廢物管理應從源頭着手，

消費者不應跟隨時尚而隨意更換電腦，電

腦出現問題，應先考慮維修，從而延長產品

壽命，減少棄置。

為瞭解平板電腦品牌在本港的延長

產品壽命和舊件回收方面的工作，本會向

10個平板電腦品牌查詢有否供應經翻新

（refurbished）的貨品、更換電池的可行

性、回收計劃和維修中心熱線，其中6個品

牌的回覆見表二。4個品牌可經由維修中心

替客戶更換電池，但過程或令消費者花費

時間和金錢；更理想的產品設計應方便消

費者自行更換，有利延長產品的使用期。

表二：部分平板電腦品牌在本港的維修及回收政策
編
號

品牌
（維修中心熱線）

提供經翻新
(refurbished)的貨品

更換電池
回收計劃

計劃簡介 數據安全

1 宏碁Acer
(2520 2000)

作已開盒貨品
(open box items)重售

必須經由維修中心更換，保養期內
更換電池費用全免

在本港沒有回收計劃 —

2 華碩Asus
(3582 4770)

作已開盒貨品
(open box items)重售

未有更換電池服務 在本港沒有回收計劃 —

3 惠普HP
(3071 3872) 沒有供應 必須經由維修中心更換

建議透過環保署的「電腦回收計劃」
處理

—

4
微軟 
Microsoft
(2388 9600)

沒有在本港
零售市場出售

不可更換個別零件；如在保養期
內電池出現問題可免費更換整部
電腦

可將電腦交予6家合作社福機構（香港明
愛、國際十字路會、旺角街坊會、聖雅各
福群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救世軍），
經翻新和重置後捐贈予有需要人士

根據美國國防部及美國國家標準技
術研究所的指引，致力將留在電腦
上的數據徹底清除

5 三星Samsung
(3698 4698) 沒有供應

必須經由顧客服務中心更換，保養
期內免收維修費用

在本港沒有回收計劃 —

6 索尼Sony
(8203 8863) 沒有在本港供應

內置電池必須經由顧客服務中心
更換，保養期內更換電池費用全免

收集的平板電腦及配件會交由電子產品
回收公司妥善處理

產品交予回收公司前，如仍可開啟，
會經過軟件重裝去清洗所有資料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註

購買經翻新的產品

部分產品因消費者退貨或產品有瑕

疵而退回生產商，經維修及翻新後，會以經

翻新（refurbished）的貨品形

式再推出市面，不少翻新貨

品仍屬新型號，但價錢通常

比全新貨品有很大折讓，品

牌亦提供保養服務。售賣

經翻新的貨品在歐美等地

十分普遍，但在本港並不

普遍，只有2個回覆本會

的品牌提供翻新貨品，令希望促進產品重用

的消費者少了選擇。鍾博士在2010年曾作

研究，如經翻新貨品的價格比新貨有顯著折

讓、保養期與新貨相若及品質和耐用程度可

得到保證，高達68%的受訪者表示寧願購

買翻新貨品，該研究顯示翻新貨品在本地有

龐大市場，產品不須經拆卸和再造亦可達至

循環再用，可避免在拆卸過程中污染環境，

因此本會建議各品牌積極考慮在本港回收

舊件及出售經翻新的貨品。 



20 459 2015 .01選擇

3 款拍照質素高

● 拍攝照片：測試機背及機前鏡頭拍攝照

片的質素、操作觀看照片的方便程度；各

樣本分別獲3至5點評分，「微軟」Surface 

Pro 3（Intel i5、i7及i3）（#15、#16及#17）

照片質素甚高，獲5點高評分。

● 攝錄影片：影片功能的容易使用程度、

以主鏡頭攝錄影片的影像及聲音質素、

影片的解像度等。所有樣本都表現不

錯，「微軟」Surface Pro 3（Intel i5、i7

及i3）（#15、#16及#17）攝錄操作方便

兼影像質素很高，獲5點高評分。

● 電子書：於標準照明、戶外及暗室下閱讀

的體驗、是否預載或可安裝及運行Kindle

與其他電子書閱讀器。「三星」Galaxy 

Tab S（8.4"）（#5）、Galaxy Tab S（10.5"）

（#11）及Galaxy Tab 4（10.1"）（#12）、

「蘋果」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

（#14）都獲5點高評分。

瀏覽網頁及收發電郵表現佳

● 瀏覽網頁：評審上網瀏覽網頁是否容易、

瀏覽網頁時放大縮小的質素、是否兼容

Flash播放器、可否加入書籤、是否支援

html5版本的網頁、接駁Wi-Fi的速度及表

現等；所有樣本都表現良好，沒遇上任何

問題，都獲4或5點評分。

● 收發電郵：電郵相關的功能，例如建立

及使用電郵帳戶、是否推送電郵（push 

email）、可否從電郵中下載附件或在編

寫電郵時加入附件等；所有樣本表現理

想，均獲5點評分。

電池表現甚懸殊

● 充電30分鐘可使用時間：快速充電

30分鐘後可供使用54分鐘至2.7小時

不等，差別明顯；「蘋果」iPad mini 3

（#10）及iPad Air 2（#14）都可使用超

過2小時，獲5點高評分。

● 充電靈活性：「微軟」Surface Pro 3 

（Intel i5、i7及i3）（#15、#16及#17）只可

用專用火牛充電，獲1點的低評分；「蘋

果」iPad mini 3（#10）及iPad Air 2（#14）

須使用專用接線，獲2點的低評分。

● 充滿電可使用時間：樣本充滿電後，電

量可供連續播放影片的時間分別由5.1至

13.6小時不等，可供連續Wi-Fi上網的時

間分別由5.3至10.5小時，全部樣本都有

可接受或不錯的表現，獲3或4點評分。

機身設計

主要根據機身設有的接駁功能〔例

如micro-USB、HDMI、藍牙、GPS、近場通

訊（NFC）、電話功能、SD或microSD記憶

卡〕、外殼構造品質、內置儲存量及機身重

量來作評分，大部分樣本都獲3點半評分，

「華碩」Fonepad 7（ME175CG）（#2）接駁

功能齊全，機身結構堅固，又有雙卡雙待功

能，獲4點的稍高評分。

 

總評
總評根據以下比重計算：

速度效能 10%

屏幕質素 20%

使用方便程度 20%

特定工作 25%

電池表現 15%

機身設計 10%

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

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若樣本

在一些重要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

制因素，減低總評分數。

選擇指 南

用家應先瞭解自己的要求及用途，

花點時間研究各產品的功能及詳細規

格，然後按自己較重視的因素去選擇。

根據本會的比重計算，以下是這次

測試中部分總評分較高的樣本：

7吋屏幕

Android操作系統

●	「LG」G	Pad	7.0（#1，$1,698）：屏幕

質素不錯，多方面表現不俗

●	「華碩Asus」Fonepad	7（ME175CG）

（#2，$2,198）：雙卡雙待，多方面表

現不俗

7.9 至 8.4 吋屏幕

Android操作系統

●	「三星Samsung」Galaxy	Tab	S（8.4"）

（#5，$3,098起）：機身薄，很輕巧，

屏幕質素出眾，屏幕面積比率高達

76%，像素密度高達360PPI。

●	「LG」G	Pad	8.0（#6，$1,798）：屏幕

質素不錯，多方面表現不俗

iOS操作系統

●	「蘋果Apple」iPad	 min i	 3（#10，

$3,088起）：屏幕質素出眾，像素密度

高達326PPI，充電30分鐘可用2.7小時

9.7至10.5 吋屏幕

Android操作系統

●	「三星Samsung」Galaxy	Tab	S（10.5"）

（#11，$3,898起）：機身薄，屏幕質素

出眾，屏幕面積比率高達73%

iOS操作系統

●	「蘋果App le」iPad	 A i r 	 2（#14，

$3,888起）：機身超薄，很輕巧，屏幕

質素出眾，充電30分鐘可用2.3小時

12吋屏幕

Windows 8操作系統

●	「微軟Microsoft」Surface	Pro	3（Intel	

i5）（#15，$7,888起）：速度效能高，

拍照及拍片質素高，配實體鍵盤可變

身筆記本電腦

測試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