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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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446 2013 .12選擇

測試報告

3 至14 倍變焦  輕巧便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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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選取當中於本地市場

有售的25款型號，發表測試結果。

這次測試的型號都不可更換鏡頭，

雖然主要是薄身便攜的輕巧細機，但全都

有光學變焦功能，變焦倍數由3至14倍。樣

本間的外形設計有很大差異，實驗室量度

樣本重量時，考慮了攜帶時的實際情況，

故將電池、記憶卡、鏡頭蓋及相機帶等附

件都一併計算在內，樣本重量分別由101至

438克不等。

由於不少用家都很關注機身重量，故

本報告主要根據重量將樣本分組。至於智

能相機及鏡頭型相機，由於用途或使用方

式有別於普通相機，故分別獨立成組。

1款身兼智能相機及手機
智能相機最大的特色是可按個人需

要及喜好安裝各種應用程式，用途可超越

一般相機，另機身通常設有幾乎佔據整個

機背的特大觸控顯示屏，又可以連線上網，

功能十分多元化。

「三星」Galaxy S4 Zoom（#23）既

是智能相機也是智能手機，有別於上一代

的同類產品，此產品增添了話音功能，插上

手機SIM卡後，不單能上網，還可撥打或接

聽電話，一機兩用。

相對一般智能手機，此產品的鏡頭

及影像感應器規格都較高，有光學/機械

式防手震，又由於設有10倍光學變焦及實

體變焦旋環，所以拍攝取景構圖更靈活方

便，不再局限於廣角拍攝，要將遠景拉近，

或想以較遠距離拍攝人像以獲得較自然的

效果，也能勝任。對於不滿手機拍攝局限

太大，或對拍攝要求較高的用家，此產品或

可滿足需要。不過，須留意其機身厚度有

27毫米，比智能手機厚得多，便攜性較低；

而顯示屏斜角量度僅4.3吋，相比新款主流

智能手機顯得偏細，或有用家感到不足。

這次測試的25款相機，以輕巧薄身的細機為主，當中11

款設有Wi-Fi無線網絡功能，遙控操作、傳送或分享照片份

外輕鬆；而1款使用Android系統的智能相機，除可安裝各式

各樣的應用程式及上網外，更可打電話，一機兩用；另有兩

款創新概念的鏡頭型相機，適合掛扣在智能手機上使用，

彌補了智能手機內置微型鏡頭的不足。

「三星」Galaxy S4 Zoom（#23）既是智能相機也

是智能手機，可安裝各種應用程式，也可打電話。

 測試25款相機
個別屬鏡頭型相機
       或兼備手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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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型相機別具創意
不少人都喜歡以手機拍攝，但攝影愛

好者或會認為手機的微型鏡頭效果不夠理

想，也會抱怨手機欠缺光學變焦以致構圖

諸多不便等。

最近推出市場的「索尼」Cyber-shot 

DSC-QX100（#24）及DSC-QX10（#25），

都屬於概念新穎的鏡頭型相機，有機會滿

足要求較高的用家。鏡頭型相機設計別具

創意，外形像鏡頭，但卻沒有機背顯示屏，

設計上預算用家配合智能手機使用，利用

手機的屏幕取景構圖及觀看影像；使用時

可把相機掛扣在智能手機上，合為一體，

但手機須安裝廠方提供的應用程式，並透

過Wi-Fi與相機連接，各種相機的詳細設置

可利用手機進行，而變焦及拍攝（快門釋

放）亦可直接於相機機身上操作。

這方案彌補了智能手機內置微型鏡

頭的不足，又可享有手機拍攝的方便分享及

網絡傳送的優點，值得考慮；惟須留意由於

使用及操作有別於傳統，用家或須時間適

應，而由於用家未必將相機長期掛扣在手

機上，當想拍攝時，掛扣及無線接駁步驟總

得花少許時間，因此必然會有延誤。

這兩款樣本理論上可配合大部分操

作系統版本較新的任何牌子智能手機使

用，這次測試時選用了同牌子的智機手機

「索尼」Xperia Z，以避免兼容性問題及確

保獲得最佳的匹配效果。

4 款遠攝端有大光圈
大光圈鏡頭的鏡片較大，能收集較

多光線，有利於應付光線暗淡的埸合，拍

攝時因此可用較高速快門，有助避免手

震引致影像模糊。有些用家即使在室內

環境，也不愛用閃光燈，喜歡利用環境本

身的照明來拍攝，以獲得較柔和自然的

光線分布，相機具備較大光圈，更能得心

應手。

鏡頭的光圈通常以F值標示，F值越

小，光圈越大；變焦鏡最大光圈一般以範

圍標示，例如F3.5-5.6，代表由廣角端至遠

攝端的最大光圈。

現時輕便相機的最大光圈值普遍

在F2以上，這次測試的樣本中，「索尼」

Cyber-shot DSC-RX100 II（#11） 及DSC-

QX100（#24）、「奧林巴斯」Stylus XZ-10

（#13）、「佳能」PowerShot S120（#14）

及G16（#19）、「尼康」Coolp ix P330

（#15）及「賓得」MX-1（#22）在廣角端的

光圈都達到F1.8。

遠攝比廣角拍攝更易因手震而令照片

模糊，因此更需要有大光圈，「奧林巴斯」

Stylus XZ-10（#13）、「佳能」PowerShot 

G16（#19）、「富士」X20（#20）及「賓得」

MX-1（#22）在遠攝端的光圈達F2.5至

F2.8，明顯比其他樣本佔優。

相機設有 Wi-Fi 功能，與

智能手機連接後，便可

遙控拍攝，用家可省卻購

買傳統快門繩或遙控器。

鏡頭型相機設有彈性可伸縮的夾子，以便掛扣在

智能手機上。

「索尼」Cyber-shot DSC-QX100 

(#24) 配 Xperia Z 手機

「索尼」Cyber-shot DSC-QX10 

(#25) 配 Xperia Z 手機

「索尼」Cyber-shot DSC-QX100（#24）設有標

準的 micro-USB 插座，可透過 USB 充電。

「索尼」Cyber-shot DSC-RX100 II（#11）設有可

外翻屏幕，適合高低位取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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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輕便數碼相機試驗結果[1]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2]

光學
變焦 
倍數

照片質素

閃光 
拍攝 
效果

影片質素

顯示屏

使用方便程度

總評
大約 

零售價 
[4]

戶內
戶外 
拍攝

低光 
拍攝

防手震
改進 
[3]

照片 
清晰度

整體
正常 
攝錄

低光 
攝錄

聲音 
質素

整體 說明書
快門 
反應 

(包括對焦)

開機 
速度 

(拍照)

開機 
速度 
(拍片)

操作 
反應

拍攝 
速度 

(單幅)

拍攝 
速度 

(連環快拍)

操作 
感受

整體

101至164克 

1  佳能 Canon  IXUS 255 HS 10  ●●●●●  ●●●  ●●●●  ●●●●  ●●●●  ●●●●0  ●●●●  ●●●  ●●●●  ●●●0  ●●●●  ●●●  ●●●●  ●●●  ●●●  ●●●●  ●  ●●●  ●●●  ●●●  ★★★1 $2,080 
2  尼康 Nikon  Coolpix S6600 12  ●●●●  ●●●  ●●●●  ●●●●  ●●●●  ●●●  ●●●●  ●●  ●●●  ●●●0  ●●●0  ●●●●  ●●●  ●●●●  ●  ●  ●  ●●●●●  ●●●  ●●●  ★★★1 $2,780 
3  Panasonic  Lumix DMC-SZ9 10  ●●●●  ●●●  ●●●  ●●●●  ●●●0  ●●0  ●●●●  ●●●  ●●●●  ●●●0  ●●●  ●●●●  ●●●●  ●●●●  ●  ●●●●  ●  ●●●  ●●●  ●●●0  ★★★1 $2,290 
4  尼康 Nikon  Coolpix S3500 7  ●●●●●  ●●  ※  ●●●●  ●●●●  ●●●0  ●●●  ●●  ●●●●  ●●0  ●●0  ●●●  ●●●  ●●●  ●  ●  ●  ●  ●●●  ●●0  ★★★ $1,480 
5  佳能 Canon  IXUS 132 8  ●●●●  ●●  ●●  ●●●●  ●●●0  ●●●0  ●●●  ●●  ●●●  ●●0  ●●●  ●●●  ●●●  ●●●●  ●●●  ●●●●  ●  ●  ●●●  ●●●  ★★★ $1,580 
6  佳能 Canon  PowerShot A2500 5  ●●●  ●●●  ●●●  ●●●●  ●●●0  ●●●  ●●●  ●  ●●●  ●●0  ●●●  ●●●  ●●  ●●●●  ●●●●  ●●●●  ●  ●  ●●●  ●●●  ★★★ $1,080 
7  奧林巴斯 Olympus  Stylus VH-520 10  ●●●  ●●  ※  ●●●●  ●●●  ●●  ●●●  ●  ●●●●  ●●0  ●●●0  ●●  ●●  ●●●  ●  ●●  ●  ●●●  ●●●  ●●0  ★★1 $1,980 
8  尼康 Nikon  Coolpix L27 5  ●●●  ●●  ●  ●●●●  ●●●  ●●●  ●●  ●  ●●●●  ●●  ●●●  ●●  ●●  ●●●●  ●  ●●●  ●  ●  ●●  ●●  ★★1 $780 
9  尼康 Nikon  Coolpix S02 3  ●●●  ●●●  ※  ●●●  ●●●  ●0  ●●●  ●  ●●  ●●  ●●0  ●  ●●●  ●●●●  ●●  ●●●●  ●  不適用  ●●  ●●  ★★1 $1,580 
10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S30 6  ●●  ●●  ●  ●●●●  ●0  ●●0  ●●●  ●●  ●●●●●  ●●●  ●●0  ●  ●●●  ●●  ●●●  ●●●  ●  ●  ●●  ●●  ★★ $1,480 
192至279克

11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RX100 II 3.6  ●●●●  ●●●●  ●●●●  ●●●  ●●●●  ●●●●  ●●●●●  ●●●●●  ●●●●  ●●●●0  ●●●●0  ●●●●  ●●●●●  ●●●  ●●  ●●●●  ●●  ●●●●  ●●●●  ●●●0  ★★★★ $5,890 
12  Panasonic  Lumix DMC-LF1 7.1  ●●●●  ●●●●  ●●●●●  ●●●  ●●●●  ●●●●  ●●●●  ●●●●  ●●●●  ●●●●  ●●●●0  ●●●●  ●●●●●  ●●●●  ●  ●●●●  ●●●  ●●●●  ●●●  ●●●0  ★★★★ $3,990 
13  奧林巴斯  Stylus XZ-10 5  ●●●●  ●●●●  ●●●●  ●●●●  ●●●●  ●●●●  ●●●  ●●●  ●●●  ●●●  ●●●●0  ●●●  ●●●●  ●●●●  ●●  ●●●●  ●●  ●●●●  ●●●  ●●●0  ★★★1 $2,990 
14  佳能 Canon  PowerShot S120 5  ●●●●  ●●●●  ●●●●●  ●●●●●  ●●●●0  ●●●0  ●●●●●  ●●●  ●●  ●●●0  ●●●●  ●●  ●●●  ●●●●  ●●●  ●●●●●  ●  ●●●●●  ●●●  ●●●  ★★★1 $3,680 
15  尼康 Nikon  Coolpix P330 5  ●●●●  ●●●●  ●●●●  ●●●●●  ●●●●  ●●●●  ●●●●  ●●●  ●●●  ●●●●  ●●●●  ●●●  ●●  ●●●●  ●  ●●  ●  ●●●●  ●●●●  ●●0  ★★★1 $3,680 
16  佳能 Canon  PowerShot N 8  ●●●●  ●●●●  ●●●●  ●●●●  ●●●●  ●  ●●●  ●●●  ●●●●  ●●●0  ●●●●0  ●●●  ●●●●  ●●●●  ●●●  ●●●●  ●  ●●●  ●●●  ●●●  ★★★1 $2,680 
17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R400 12.5  ●●●●  ●●  ●●●  ●●●●  ●●●  ●●●  ●●  ●  ●●●  ●●  ●●●0  ●●  ●●●●●  ●●●●  ●●●  ●●●●  ●●●  ●●●●●  ●●●●  ●●●0  ★★★ $2,480 
18  尼康 Nikon  Coolpix L620 14  ●●●●  ●●  ●●●●  ●●●●  ●●●0  ●●●0  ●●●●●  ●●  ●●●  ●●●0  ●●●0  ●●●●  ●●●  ●●  ●  ●  ●  ●●●●●  ●●  ●●  ★★★ $2,680 
385至438克

19  佳能 Canon  PowerShot G16 5  ●●●●●  ●●●●  ●●●●●  ●●●●  ●●●●0  ●●●●0  ●●●●  ●●●●●  ●●  ●●●●  ●●●●  ●●  ●●●●  ●●●●  ●●●  ●●●●●  ●  ●●●●●  ●●●●  ●●●0  ★★★★ $4,380 
20  富士 Fujifilm  X20 4  ●●●●  ●●●●  ●●●●  ●●●●●  ●●●●  ●●●●  ●●●●  ●  ●●●●  ●●●  ●●●●0  ●●●●●  ●●●●  ●●●●  ●●●  ●●●  ●●  ●●●●  ●●●●  ●●●0  ★★★★ $4,880 
21  尼康 Nikon  Coolpix P7800 7.1  ●●●●●  ●●●●  ●●●●●  ●●●●●  ●●●●0  ●●●●  ●●●●  ●●●●●  ●●  ●●●●  ●●●●  ●●●  ●●●  ●●●●  ●  ●●●  ●  ●●●●  ●●●●  ●●●  ★★★★ $4,980 
22  賓得 Pentax  MX-1 4  ●●●  ●●●  ●●●  ●●●●  ●●●0  ●●●0  ●●●●  ●●●●  ●●●●  ●●●●  ●●●●0  ●●●●  ●●●●●  ●●●  ●●  ●●●  ●  ●●●  ●●●●  ●●●0  ★★★1 $3,990 
智能相機 (Smart Camera)

23  三星 Samsung  Galaxy S4 Zoom 10  ●●●●  ●●●  ●●●●  ●●●●  ●●●●  ●●●●  ●●●●●  ●●  ●●●●  ●●●●  ●●●●  ●●●  ●●●  ●●●  ●●  ●●  ●  ●●●  ●●●  ●●0  ★★★1 $3,898 
鏡頭型相機 (Lens-style Camera)

24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0 = 3.6  ●●●●  ●●●●  ※  ●●●●●  ●●●●0  不適用  ●●●●  ●●●●●  ●●●●  ●●●●0  ●●●0  ●●●  ●●●●●  ●  ●  ●  ●●  不適用  ●●  ●●0  ★★★1 $3,880 
25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 = 10  ●●●●  ●●●  ※  ●●●●  ●●●0  不適用  ●●●●  ●●  ●●●●  ●●●  ●●●  ●●●  ●●●●●  ●●●  ●  ●  ●  不適用  ●●  ●●  ★★★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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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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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測試時配合智能手機「索

尼」Xperia Z 使用。

[3] ※ 因防手震功能不可關閉，

故無法檢測改進程度。

[4] 價格資料根據本會於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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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比較。 

3 款缺高效能視頻壓縮編碼
全數樣本能攝錄高清影片，亦即影

片解像度至少有1280 x 720，當中18款

（72%）解像度足1920 x 1080，達全高清

（full HD）。

數碼相機如果具備高效能的視頻壓

縮編碼功能，可直接將攝錄的影片壓製成

MPEG-4、H.264、AVC或AVCHD等格式，

便可確保影片清晰而檔案細小。可惜「尼

康」Coolpix S3500（#4）、L27（#8）及「卡

西歐」Exilim EX-ZS30（#10）沒有這類編

碼功能，只能採用落後的Motion JPEG格

式，影片中每一格的影像要獨立壓縮，壓縮

效能甚低，導致影片檔案體積龐大。

Wi-Fi 方便傳送影像兼可遙控
測試的樣本中，多達11款(44%)設有

Wi-Fi無線網絡功能。用家即使身處戶外，

也可隨時利用Wi-Fi將影片或照片由相機

傳送至智能裝置(例如智能手機或平板電

腦)，過程毋須接駁數據線，十分方便。

相機經由Wi-Fi連接智能裝置後，便

可利用智能裝置較大的屏幕來觀看相機所

獲取的實時(real time)影像，或觀看已拍攝

的照片，兼可遙控操作，包括遙控拍攝照

片或攝錄影片，用家或可省卻購買傳統快

門繩或遙控器。

以Wi-Fi來遙控操作其實十分容易，

用家只須先在智能裝置下載及安裝廠方提

供的應用程式(App)，啟動兩者的Wi-Fi功

能並以Wi-Fi連接後，便可執行應用程式來

遙控操作。

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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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輕便數碼相機試驗結果[1]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2]

光學
變焦 
倍數

照片質素

閃光 
拍攝 
效果

影片質素

顯示屏

使用方便程度

總評
大約 

零售價 
[4]

戶內
戶外 
拍攝

低光 
拍攝

防手震
改進 
[3]

照片 
清晰度

整體
正常 
攝錄

低光 
攝錄

聲音 
質素

整體 說明書
快門 
反應 

(包括對焦)

開機 
速度 

(拍照)

開機 
速度 
(拍片)

操作 
反應

拍攝 
速度 

(單幅)

拍攝 
速度 

(連環快拍)

操作 
感受

整體

101至164克 

1  佳能 Canon  IXUS 255 HS 10  ●●●●●  ●●●  ●●●●  ●●●●  ●●●●  ●●●●0  ●●●●  ●●●  ●●●●  ●●●0  ●●●●  ●●●  ●●●●  ●●●  ●●●  ●●●●  ●  ●●●  ●●●  ●●●  ★★★1 $2,080 
2  尼康 Nikon  Coolpix S6600 12  ●●●●  ●●●  ●●●●  ●●●●  ●●●●  ●●●  ●●●●  ●●  ●●●  ●●●0  ●●●0  ●●●●  ●●●  ●●●●  ●  ●  ●  ●●●●●  ●●●  ●●●  ★★★1 $2,780 
3  Panasonic  Lumix DMC-SZ9 10  ●●●●  ●●●  ●●●  ●●●●  ●●●0  ●●0  ●●●●  ●●●  ●●●●  ●●●0  ●●●  ●●●●  ●●●●  ●●●●  ●  ●●●●  ●  ●●●  ●●●  ●●●0  ★★★1 $2,290 
4  尼康 Nikon  Coolpix S3500 7  ●●●●●  ●●  ※  ●●●●  ●●●●  ●●●0  ●●●  ●●  ●●●●  ●●0  ●●0  ●●●  ●●●  ●●●  ●  ●  ●  ●  ●●●  ●●0  ★★★ $1,480 
5  佳能 Canon  IXUS 132 8  ●●●●  ●●  ●●  ●●●●  ●●●0  ●●●0  ●●●  ●●  ●●●  ●●0  ●●●  ●●●  ●●●  ●●●●  ●●●  ●●●●  ●  ●  ●●●  ●●●  ★★★ $1,580 
6  佳能 Canon  PowerShot A2500 5  ●●●  ●●●  ●●●  ●●●●  ●●●0  ●●●  ●●●  ●  ●●●  ●●0  ●●●  ●●●  ●●  ●●●●  ●●●●  ●●●●  ●  ●  ●●●  ●●●  ★★★ $1,080 
7  奧林巴斯 Olympus  Stylus VH-520 10  ●●●  ●●  ※  ●●●●  ●●●  ●●  ●●●  ●  ●●●●  ●●0  ●●●0  ●●  ●●  ●●●  ●  ●●  ●  ●●●  ●●●  ●●0  ★★1 $1,980 
8  尼康 Nikon  Coolpix L27 5  ●●●  ●●  ●  ●●●●  ●●●  ●●●  ●●  ●  ●●●●  ●●  ●●●  ●●  ●●  ●●●●  ●  ●●●  ●  ●  ●●  ●●  ★★1 $780 
9  尼康 Nikon  Coolpix S02 3  ●●●  ●●●  ※  ●●●  ●●●  ●0  ●●●  ●  ●●  ●●  ●●0  ●  ●●●  ●●●●  ●●  ●●●●  ●  不適用  ●●  ●●  ★★1 $1,580 
10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S30 6  ●●  ●●  ●  ●●●●  ●0  ●●0  ●●●  ●●  ●●●●●  ●●●  ●●0  ●  ●●●  ●●  ●●●  ●●●  ●  ●  ●●  ●●  ★★ $1,480 
192至279克

11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RX100 II 3.6  ●●●●  ●●●●  ●●●●  ●●●  ●●●●  ●●●●  ●●●●●  ●●●●●  ●●●●  ●●●●0  ●●●●0  ●●●●  ●●●●●  ●●●  ●●  ●●●●  ●●  ●●●●  ●●●●  ●●●0  ★★★★ $5,890 
12  Panasonic  Lumix DMC-LF1 7.1  ●●●●  ●●●●  ●●●●●  ●●●  ●●●●  ●●●●  ●●●●  ●●●●  ●●●●  ●●●●  ●●●●0  ●●●●  ●●●●●  ●●●●  ●  ●●●●  ●●●  ●●●●  ●●●  ●●●0  ★★★★ $3,990 
13  奧林巴斯  Stylus XZ-10 5  ●●●●  ●●●●  ●●●●  ●●●●  ●●●●  ●●●●  ●●●  ●●●  ●●●  ●●●  ●●●●0  ●●●  ●●●●  ●●●●  ●●  ●●●●  ●●  ●●●●  ●●●  ●●●0  ★★★1 $2,990 
14  佳能 Canon  PowerShot S120 5  ●●●●  ●●●●  ●●●●●  ●●●●●  ●●●●0  ●●●0  ●●●●●  ●●●  ●●  ●●●0  ●●●●  ●●  ●●●  ●●●●  ●●●  ●●●●●  ●  ●●●●●  ●●●  ●●●  ★★★1 $3,680 
15  尼康 Nikon  Coolpix P330 5  ●●●●  ●●●●  ●●●●  ●●●●●  ●●●●  ●●●●  ●●●●  ●●●  ●●●  ●●●●  ●●●●  ●●●  ●●  ●●●●  ●  ●●  ●  ●●●●  ●●●●  ●●0  ★★★1 $3,680 
16  佳能 Canon  PowerShot N 8  ●●●●  ●●●●  ●●●●  ●●●●  ●●●●  ●  ●●●  ●●●  ●●●●  ●●●0  ●●●●0  ●●●  ●●●●  ●●●●  ●●●  ●●●●  ●  ●●●  ●●●  ●●●  ★★★1 $2,680 
17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R400 12.5  ●●●●  ●●  ●●●  ●●●●  ●●●  ●●●  ●●  ●  ●●●  ●●  ●●●0  ●●  ●●●●●  ●●●●  ●●●  ●●●●  ●●●  ●●●●●  ●●●●  ●●●0  ★★★ $2,480 
18  尼康 Nikon  Coolpix L620 14  ●●●●  ●●  ●●●●  ●●●●  ●●●0  ●●●0  ●●●●●  ●●  ●●●  ●●●0  ●●●0  ●●●●  ●●●  ●●  ●  ●  ●  ●●●●●  ●●  ●●  ★★★ $2,680 
385至438克

19  佳能 Canon  PowerShot G16 5  ●●●●●  ●●●●  ●●●●●  ●●●●  ●●●●0  ●●●●0  ●●●●  ●●●●●  ●●  ●●●●  ●●●●  ●●  ●●●●  ●●●●  ●●●  ●●●●●  ●  ●●●●●  ●●●●  ●●●0  ★★★★ $4,380 
20  富士 Fujifilm  X20 4  ●●●●  ●●●●  ●●●●  ●●●●●  ●●●●  ●●●●  ●●●●  ●  ●●●●  ●●●  ●●●●0  ●●●●●  ●●●●  ●●●●  ●●●  ●●●  ●●  ●●●●  ●●●●  ●●●0  ★★★★ $4,880 
21  尼康 Nikon  Coolpix P7800 7.1  ●●●●●  ●●●●  ●●●●●  ●●●●●  ●●●●0  ●●●●  ●●●●  ●●●●●  ●●  ●●●●  ●●●●  ●●●  ●●●  ●●●●  ●  ●●●  ●  ●●●●  ●●●●  ●●●  ★★★★ $4,980 
22  賓得 Pentax  MX-1 4  ●●●  ●●●  ●●●  ●●●●  ●●●0  ●●●0  ●●●●  ●●●●  ●●●●  ●●●●  ●●●●0  ●●●●  ●●●●●  ●●●  ●●  ●●●  ●  ●●●  ●●●●  ●●●0  ★★★1 $3,990 
智能相機 (Smart Camera)

23  三星 Samsung  Galaxy S4 Zoom 10  ●●●●  ●●●  ●●●●  ●●●●  ●●●●  ●●●●  ●●●●●  ●●  ●●●●  ●●●●  ●●●●  ●●●  ●●●  ●●●  ●●  ●●  ●  ●●●  ●●●  ●●0  ★★★1 $3,898 
鏡頭型相機 (Lens-style Camera)

24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0 = 3.6  ●●●●  ●●●●  ※  ●●●●●  ●●●●0  不適用  ●●●●  ●●●●●  ●●●●  ●●●●0  ●●●0  ●●●  ●●●●●  ●  ●  ●  ●●  不適用  ●●  ●●0  ★★★1 $3,880 
25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 = 10  ●●●●  ●●●  ※  ●●●●  ●●●0  不適用  ●●●●  ●●  ●●●●  ●●●  ●●●  ●●●  ●●●●●  ●●●  ●  ●  ●  不適用  ●●  ●●  ★★★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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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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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測試時配合智能手機「索

尼」Xperia Z 使用。

[3] ※ 因防手震功能不可關閉，

故無法檢測改進程度。

[4] 價格資料根據本會於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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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比較。 

4 款拍照出色
戶內戶外拍攝：在戶內燈光及戶外

陽光下，分別以自動及手動模式，拍攝包含

由人像、草地、樹木、天空及建築物等構成

的各種照片，並由專家按實際拍攝效果來

評分，評分時並特別留意影像的高光及暗

位的細節及層次。結果顯示，大部分樣本都

有不錯的表現，當中「佳能」IXUS 255 HS

（#1）及PowerShot G16（#19）、「尼康」

Coolpix S3500（#4）及P7800（#21）共4

款拍得非常出色的照片，獲5點的高評分。

7 款低光拍照質素低
低光拍攝：在低光的環境下拍照，照

片質素較低幾乎是必然，因此不少樣本獲

評分較低。在測試的要求下，7款樣本獲2點

的低評分，10款樣本還不錯而獲4點評分。

防 手 震 改 進：即 使 樣 本 具 有 光

學或 機械 式防手震 功能，效 能都 不一

樣；雖然大部分樣本表現不錯，但只有

「Panasonic」Lumix DMC-LF1（#12）、

「佳能」PowerShot S120（#14）及G16

（#19）、「尼康」Coolpix P7800（#21）獲

5點的高評分。5款樣本的防手震功能長期

啟動，不能關閉，測試時未能比較防手震

的改進程度，故沒有進行此項結果。

照片清晰度：拍攝的清晰度普遍都很

高，大部分樣本都獲4點評分，5款樣本表

現出眾而獲5點的高評分。日常使用時，最

重要是確保自動對焦落在準確的位置上，

以確保獲得最清晰的效果。

整體照片質素：綜合多個細項的

結果，樣本獲1.5至4.5點整體評分，當中

「佳能」PowerShot S120（#14）及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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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尼康」Coolpix P7800（#21）及

「索尼」Cyber-shot DSC-QX100（#24）獲

4.5點評分。

兩款閃光拍攝效果較好
閃光拍攝效果：除鏡頭型相機「索

尼」Cyber-shot DSC-QX100（#24）及

DSC-QX10（#25）外，所有樣本都設有閃

光燈，但內置的小型閃光燈通常不太強，

閃光拍攝時的曝光控制未必恰到好處，故

不少樣本的閃光拍攝表現不太好，樣本獲1

至4.5點評分，表現較好的是「佳能」IXUS 

255 HS（#1）及PowerShot G16（#19），

獲4.5點評分。

拍片表現差異頗大
正常攝錄：各樣本於正常光線環境下

攝錄影片，表現都有頗大差異，分別獲2至

5點評分，「索尼」Cyber-shot DSC-RX100 

II（#11）、「佳能」PowerShot S120（#14）、

「尼康」Coolpix L620（#18）及「三星」

Galaxy S4 Zoom（#23）獲5點的高評分。

低光攝錄：表現更懸殊，樣本分別獲

1至5點的評分。「索尼」Cyber-shot DSC-

RX100 II（#11）、「佳能」PowerShot G16

（#19）、「尼康」Coolpix P7800（#21）及

「索尼」Cyber-shot DSC-QX100（#24）效

101至164 克

192 至 279 克

佳能 Canon
IXUS 255 HS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24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 - 6.9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9.7 x 高 5.6 x 深 2.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43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

$2,080 

尼康 Nikon
Coolpix S660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5 - 300 毫米 (12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6.3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9.8 x 高 5.7 x 深 2.8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64 克

可外翻屏幕：闊 54 x 高 40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2,780 

Panasonic
Lumix DMC-SZ9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5 - 25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1 - 5.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AVCHD或MP4

體積：闊 9.7 x 高 5.7 x 深 2.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35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2,290 

尼康 Nikon
Coolpix S35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6 - 182 毫米 (7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4 - 6.4

照片像素：5152 x 3864 (19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Motion JPEG

體積：闊 9.7 x 高 5.8 x 深 2.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27 克

屏幕：闊 55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可透過USB充電

$1,480 

佳能 Canon
IXUS 132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224 毫米 (8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2 - 6.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9.3 x 高 5.2 x 深 2.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31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1,58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A25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4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8 - 6.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9.8 x 高 5.6 x 深 2.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22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電子式防手震

$1,080 

奧林巴斯 Olympus
Stylus VH-52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6 - 26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6.1

照片像素：4288 x 3216 (138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10.1 x 高 5.7 x 深 2.6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50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可透過USB充電

$1,980 

尼康 Nikon
Coolpix L27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6 - 13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2 - 6.5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Motion JPEG

體積：闊 9.6 x 高 5.9 x 深 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59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0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電子式防手震

$780 

尼康 Nikon
Coolpix S02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30 - 90 毫米 (3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5.9

照片像素：4160 x 3120 (13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7.7 x 高 5.2 x 深 1.8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01 克

觸控屏幕：闊 54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內置 7.3 GB 記憶

電子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可透過USB充電

$1,580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S3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6 - 156 毫米 (6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5 - 6.5

照片像素：5152 x 3864 (19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Motion JPEG

體積：闊 9.5 x 高 5.6 x 深 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44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0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電子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1,480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RX100 II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00 毫米 (3.6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4.9

照片像素：5472 x 3648 (20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4 x 高 6.3 x 深 3.9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79 克

可外翻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 / 
MS Duo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閃光燈熱靴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5,890 

Panasonic
Lumix DMC-LF1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200 毫米 (7.1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 - 5.9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AVCHD或MP4

體積：闊 10.3 x 高 6.3 x 深 3.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92 克

屏幕：闊 62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電子觀景器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3,990 

奧林巴斯 Olympus
Stylus XZ-1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6 - 13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2.7

照片像素：3968 x 2976 (118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2 x 高 6.1 x 深 3.4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23 克

觸控屏幕：闊 62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2,99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S12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12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5.7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 x 高 6.2 x 深 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18 克

觸控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

$3,680 

尼康 Nikon
Coolpix P33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12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5.6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3 x 高 5.8 x 深 3.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98 克

屏幕：闊 61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GPS定位

$3,68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N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8 - 224 毫米 (8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 - 5.9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8.9 x 高 6 x 深 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95 克

可外翻觸控屏幕：闊57x高43 (毫米)

儲存媒體：microSD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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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QX100（#24），獲4.5點評分。

6 款顯示屏較明亮清晰
顯示屏：在烈日下拍攝，以觀景器取

景肯定看得較清楚，但現時不少相機都不

設觀景器，必須依賴顯示屏來取景，而顯

示屏在烈日下可能顯得非常暗，因此顯示

屏的明亮度變得頗重要。評分根據機背顯

示屏顯示影像的清晰度、於戶外烈日及戶

內暗光環境下的表現，結果樣本獲2.5至

4.5點評分，6款樣本獲4.5點的較高評分。

6 款快門延遲不超過 0.25 秒
說明書：詳盡程度及編排各不相同，

各樣本分別獲1至5點評分。

快門反應(包括對焦)：量度按掣至實

際拍攝一刻的延遲，延遲主要是因自動對

焦耗用時間。測試時與拍攝主體距離1米，

佳能 Canon
IXUS 255 HS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24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 - 6.9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9.7 x 高 5.6 x 深 2.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43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

$2,080 

尼康 Nikon
Coolpix S660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5 - 300 毫米 (12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6.3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9.8 x 高 5.7 x 深 2.8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64 克

可外翻屏幕：闊 54 x 高 40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2,780 

Panasonic
Lumix DMC-SZ9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5 - 25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1 - 5.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AVCHD或MP4

體積：闊 9.7 x 高 5.7 x 深 2.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35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2,290 

尼康 Nikon
Coolpix S35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6 - 182 毫米 (7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4 - 6.4

照片像素：5152 x 3864 (19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Motion JPEG

體積：闊 9.7 x 高 5.8 x 深 2.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27 克

屏幕：闊 55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可透過USB充電

$1,480 

佳能 Canon
IXUS 132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224 毫米 (8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2 - 6.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9.3 x 高 5.2 x 深 2.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31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1,58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A25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4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8 - 6.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9.8 x 高 5.6 x 深 2.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22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電子式防手震

$1,080 

奧林巴斯 Olympus
Stylus VH-52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6 - 26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6.1

照片像素：4288 x 3216 (138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10.1 x 高 5.7 x 深 2.6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50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可透過USB充電

$1,980 

尼康 Nikon
Coolpix L27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6 - 13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2 - 6.5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Motion JPEG

體積：闊 9.6 x 高 5.9 x 深 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59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0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電子式防手震

$780 

尼康 Nikon
Coolpix S02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30 - 90 毫米 (3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5.9

照片像素：4160 x 3120 (13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7.7 x 高 5.2 x 深 1.8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01 克

觸控屏幕：闊 54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內置 7.3 GB 記憶

電子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可透過USB充電

$1,580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S3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6 - 156 毫米 (6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5 - 6.5

照片像素：5152 x 3864 (1990萬)

影片像素：1280 x 720 (高清)

影片編碼：Motion JPEG

體積：闊 9.5 x 高 5.6 x 深 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44 克

屏幕：闊 54 x 高 40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電子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1,480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RX100 II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00 毫米 (3.6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4.9

照片像素：5472 x 3648 (20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4 x 高 6.3 x 深 3.9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79 克

可外翻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 / 
MS Duo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閃光燈熱靴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5,890 

Panasonic
Lumix DMC-LF1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200 毫米 (7.1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 - 5.9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AVCHD或MP4

體積：闊 10.3 x 高 6.3 x 深 3.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92 克

屏幕：闊 62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電子觀景器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3,990 

奧林巴斯 Olympus
Stylus XZ-1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6 - 13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2.7

照片像素：3968 x 2976 (118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2 x 高 6.1 x 深 3.4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23 克

觸控屏幕：闊 62 x 高 41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2,99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S12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12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5.7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 x 高 6.2 x 深 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18 克

觸控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

$3,680 

尼康 Nikon
Coolpix P330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12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5.6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3 x 高 5.8 x 深 3.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98 克

屏幕：闊 61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GPS定位

$3,68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N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8 - 224 毫米 (8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 - 5.9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8.9 x 高 6 x 深 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95 克

可外翻觸控屏幕：闊57x高43 (毫米)

儲存媒體：microSD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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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錯，獲5點的高評分；不過，也有多達6

款影像較模糊，令人失望，獲1點的低評分。

聲音質素：以內置麥克峰收錄聲音，

音質差異很大，只有「卡西歐」Exilim EX-

ZS30（#10）表現理想而獲5點評分，4款樣

本存在雜音或音質差劣，獲2點的低評分。

整體影片質素：經計算後，樣本獲2

至4.5點整體評分。表現較理想的是「索

尼」Cyber-shot DSC-RX100 II（#1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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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情況包括先前早已對焦在1米及8.5米

的較遠距離，測試量得樣本實際延遲時間

由0.1至1.1秒不等。6款樣本平均延遲不超

過0.25秒，獲5點的高評分。

普遍開機拍片需時較長
開機速度（拍照）：由啟動電源直至

相機準備就緒可以拍照，樣本需時1.2至

4.1秒不等。15款起動較快，不超過2秒，

獲4點的較高評分；「索尼」Cyber-shot 

DSC-QX100（#24）開機耗時超過4秒，可

能令用家錯過捕捉難得的拍攝時刻，只獲

1點評分。

開機速度（拍片）：由啟動電源直至

相機準備就緒可以拍片，需時1.6至25.4

秒不等。僅「佳能」PowerShot A2500

（#6）起動較快，不超過2秒而獲4點的較

高評分；多達11款需時超過4秒，表現令人

失望，故獲1點的低評分，當中鏡頭型相機

「索尼」Cyber-shot DSC-QX100（#24）及

DSC-QX10（#25）開機準備及涉及的操作

過程更耗時超過20秒，表現非常差。

操作反應：選擇最高拍攝品質，再將

按鍵拍攝、轉換至觀看模式、放大照片及

385 至 438 克

智能相機 鏡頭型相機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
(配合手機Xperia Z 使用)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5 - 25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5.9

照片像素：4896 x 3672 (1800萬)

影片像素：1440 x 1080 (高清)

影片編碼：MP4

體積：闊 6.2 x 高 6.2 x 深 3.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07 克

屏幕：(視乎配對手機)

儲存媒體：microSD / M2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1,980 

25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R4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4 - 300毫米(12.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 - 5.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5 x 高 5.9 x 深 2.9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03 克

屏幕：闊 61 x 高 46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2,480 

尼康 Nikon
Coolpix L62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5 - 350 毫米 (14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5.9

照片像素：4896 x 3672 (18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8 x 高 6.8 x 深 3.4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45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2,68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G16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4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2.8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9 x 高 7.9 x 深 4.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385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光學觀景器、閃光燈熱靴

Wi-Fi無線網絡

$4,380 

富士 Fujifilm
X2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12 毫米 (4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 - 2.8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11.7 x 高 7 x 深 5.7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386 克

屏幕：闊 56 x 高 42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光學觀景器、閃光燈熱靴

$4,880 

尼康 Nikon
Coolpix P78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200 毫米 (7.1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 - 4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2.8 x 高 8 x 深 5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438 克

可外翻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電子觀景器、閃光燈熱靴

$4,980 

賓得 Pentax
MX-1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8 - 112 毫米 (4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2.5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2.3 x 高 6 x 深 5.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415 克

可外翻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3,990 

三星 Samsung
Galaxy S4 Zoom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24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1 - 6.3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MP4

體積：闊 12.5 x 高 6.4 x 深 2.7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08 克

觸控屏幕：闊 95 x 高 53 (毫米)

儲存媒體：microSD記憶卡 /
內置8 GB記憶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GPS定位
智能手機功能

$3,898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0
(配合手機Xperia Z 使用)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8 - 100 毫米 (3.6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4.9

照片像素：5472 x 3648 (2000萬)

影片像素：1440 x 1080 (高清)

影片編碼：MP4

體積：闊 6.3 x 高 6.3 x 深 5.6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81 克

屏幕：(視乎配對手機)

儲存媒體：microSD / M2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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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模式及最高拍攝品質，然後以特殊器

材操作及測出各樣本拍攝兩張照片之間

的最短相隔時間，得出時間由0.7至5秒。

「Panasonic」Lumix DMC-LF1（#12）及

「卡西歐」Exil im EX-ZR400（#17）拍照

後0.8秒內已能拍攝第二張，尚算令人滿

意，獲3點評分；但有19款樣本需等候超過 

1.2秒，拍攝速度慢，故只獲1點的低評分。

選擇指 南
樣本在不同測試項目互有高下，應按個人較重視的項目或

要求去選擇。根據試驗結果，總評分與價錢未必有絕對關係，故

不妨細心比較。以下是總評分較高的款式：

101至164克

●「佳能」IXUS 255 HS（#1，$2,080）：戶內戶外拍攝照片

評分高，閃光拍攝效果佳

●「尼康」Coolpix S6600（#2，$2,780）：連環快拍速度

高，可外翻屏幕

●「Panasonic」Lumix DMC-SZ9（#3，$2,290）：多方面表

現不錯

192至279克

●「索尼」Cyber-shot DSC-RX100 II（#11，$5,890）：影片

質素整體評分高，快門反應快，顯示屏清晰，可外翻屏幕

●「Panasonic」Lumix DMC-LF1（#12，$3,990）：防手震表

現好，快門反應快，顯示屏清晰，設有電子觀景器

385至438克

● 「佳能」PowerShot G16（#19，$4,380）：戶內戶外拍攝

照片評分高，防手震表現好，閃光拍攝效果佳，操作反應快，連環

快拍速度高，設有光學觀景器

●「富士」X20（#20，$4,880）：照片清晰度高，顯示屏清

晰，設有光學觀景器

●「尼康」Coolpix P7800（#21，$4,980）：戶內戶外拍攝照

片評分高，防手震表現好，照片清晰度高，可外翻屏幕，設有電子

觀景器

智能相機

●「三星」Galaxy S4 Zoom（#23，$3,898）：特大觸控屏

幕，Android操作系統，可打電話，功能及趣味性豐富

鏡頭型相機

●「索尼」Cyber-shot DSC-QX100（#24，$3,880）：照片清

晰度高，影片質素整體評分高，快門反應快

刪除照片的步驟重複5次，然後計算耗用

的時間。樣本耗時27至86秒，當中「佳能」

PowerShot S120（#14）及G16（#19）耗時

少於30秒，獲5點的高評分。

單幅拍攝速度慢
拍攝速度（單幅）：測試時採用高速

寫入的記憶卡，不使用閃光燈，選擇單幅

拍攝速度（連環快拍）：樣本於連環

快拍模式下，使用可選用的最高拍攝品質

時，平均每秒可拍攝的張數。樣本的拍攝

速度由每秒0.6至29張不等；5款樣本每秒

可拍10張或以上，速度甚高，獲5點的高評

分。「尼康」Coolpix S02（#9）、「索尼」

Cyber-shot DSC-QX100（#24）及DSC-

QX10（#25）沒有連環快拍模式，所以沒

有進行此項測試。

操作感受：插放記憶卡、操作快門按

鍵、變焦控制、影片攝錄及重播、更換電

池，及操作各種基本設定的感受。樣本獲2

至4點評分。

整體使用方便程度：普遍令人滿意，

樣本獲2至3.5點評分。

總評
總評根據以下比重計算：

照片質素 40%

閃光拍攝效果 10%

影片質素 10%

顯示屏 10%

使用方便程度 30%                        

樣本：全部樣本均為內置鏡頭 ( 不可換鏡頭 ) 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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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變焦範圍：換算至傳統 35 毫米格式的變焦範圍，

僅指鏡頭光學變焦能力，不包括數碼變焦。

照片像素：實際拍攝所得的照片最高解像，根據照片

的闊度及高度計算所得，但不包括插值或其他像素提

升模式時的輸出。

體積：關機狀態下的體積，包括鏡頭蓋及所有其他凸

出部分。

總重量：包括電池、記憶卡、鏡頭蓋及相機帶。

零售價：價格為大約零售價，根據本會於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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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
(配合手機Xperia Z 使用)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5 - 25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5.9

照片像素：4896 x 3672 (1800萬)

影片像素：1440 x 1080 (高清)

影片編碼：MP4

體積：闊 6.2 x 高 6.2 x 深 3.3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07 克

屏幕：(視乎配對手機)

儲存媒體：microSD / M2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1,980 

25

卡西歐 Casio
Exilim EX-ZR4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4 - 300毫米(12.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 - 5.9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5 x 高 5.9 x 深 2.9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03 克

屏幕：闊 61 x 高 46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可透過USB充電

$2,480 

尼康 Nikon
Coolpix L62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5 - 350 毫米 (14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3 - 5.9

照片像素：4896 x 3672 (18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8 x 高 6.8 x 深 3.4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45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2,680 

佳能 Canon
PowerShot G16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40 毫米 (5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2.8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0.9 x 高 7.9 x 深 4.1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385 克

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光學觀景器、閃光燈熱靴

Wi-Fi無線網絡

$4,380 

富士 Fujifilm
X2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112 毫米 (4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 - 2.8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體積：闊 11.7 x 高 7 x 深 5.7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386 克

屏幕：闊 56 x 高 42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光學觀景器、閃光燈熱靴

$4,880 

尼康 Nikon
Coolpix P7800

總評：★★★★
等同變焦範圍：28 - 200 毫米 (7.1 倍)

鏡頭最大光圈：F2 - 4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2.8 x 高 8 x 深 5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438 克

可外翻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電子觀景器、閃光燈熱靴

$4,980 

賓得 Pentax
MX-1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8 - 112 毫米 (4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2.5

照片像素：4000 x 3000 (120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H.264/ MPEG-4 AVC

體積：闊 12.3 x 高 6 x 深 5.2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415 克

可外翻屏幕：闊 60 x 高 45 (毫米)

儲存媒體：SDHC / SDXC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3,990 

三星 Samsung
Galaxy S4 Zoom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4 - 240 毫米 (10 倍)

鏡頭最大光圈：F3.1 - 6.3

照片像素：4608 x 3456 (1590萬)

影片像素：1920 x 1080 (全高清)

影片編碼：MP4

體積：闊 12.5 x 高 6.4 x 深 2.7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208 克

觸控屏幕：闊 95 x 高 53 (毫米)

儲存媒體：microSD記憶卡 /
內置8 GB記憶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GPS定位
智能手機功能

$3,898

索尼 Sony
Cyber-shot DSC-QX100
(配合手機Xperia Z 使用)

總評：★★★1
等同變焦範圍：28 - 100 毫米 (3.6 倍)

鏡頭最大光圈：F1.8 - 4.9

照片像素：5472 x 3648 (2000萬)

影片像素：1440 x 1080 (高清)

影片編碼：MP4

體積：闊 6.3 x 高 6.3 x 深 5.6 (厘米)

連電池總重量：181 克

屏幕：(視乎配對手機)

儲存媒體：microSD / M2記憶卡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不能關閉)

Wi-Fi無線網絡、可透過USB充電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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