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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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507. 2015 選擇

測試報告

8
款

防水相機採用密封設計
防水相機的機身都採用密封設計，鏡

頭通常不向外伸展，閃光燈不會彈出，外殼

接縫及操作鍵都沒有隙罅讓水進入，而覆

蓋電池、記憶卡插槽或接線插座的蓋門都

設有軟膠邊，當壓下緊扣後便能發揮緊密

覆蓋的作用，防止水分滲入以免損壞機件。

防水相機除適合水底拍攝或水上活

動時使用外，平時遇上下雨天或潮濕環

境，也可派上用場。

輕巧便攜使用更輕鬆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

織（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統籌，與多個國家的消費者組織

合作，樣本購自不同國家。測試的8款防

水相機都屬不可換鏡頭的輕便類別，連

電池、記憶卡及相機帶等基本附件的總重

量僅由143至254克，帶去旅行也很輕鬆，

「Panasonic」Lumix DMC-FT30（#4）是最

輕及最薄的款式，僅重143克，厚度為22毫

米，其次是「尼康」Coolpix S33（#6）及「富

士」FinePix XP80（#8），同重180克。

3至 5倍變焦足以應付一般
水底拍攝

樣本的光學變焦倍數只有3至5倍，

相對於一般新款相機而言，遠攝能力明顯

較弱。不過，在水底拍攝，即使水質清澈也

會阻隔光線，遠攝肯定會令照片顯得暗淡

矇矓，以近攝的效果較好，故3至5倍變焦

一般已足夠。

樣本廣角端的等同焦距有很大差異，

由21至30毫米不等，「奧林巴斯」Stylus 

TG-860（#3）罕有地達到21毫米，廣角拍

攝能力特別強，尤其適合在狹窄的空間下

拍攝，又或拍攝超廣闊景物。

樣本廣角端的最大光圈值分別由F2

至F3.9不等，「Ricoh」WG-5 GPS（#5）的

光圈較大，達F2，於昏暗環境下拍攝較有

利，其次是「尼康」Coolpix AW130（#1），

光圈F2.8，也算不錯。

功能及配備各有差異
全部樣本都不能手動調校光圈，亦欠

缺觀景器及外接閃光燈熱靴(hotshoe），其

他功能或配備的豐富程度各有差異，重視

功能的用戶選購前不妨先瀏覽製造商的網

頁，查閱詳細的產品規格資料。

除拍攝照片外，所有樣本也可攝錄

影片，當中7款支援全高清(fu l l  HD）攝

錄，影片解像度達到1920 x1080，只有

夏天是嬉水季節，水上活動期間，都不忘拍照或

拍片留念，熱衷潛水的更喜歡拍攝水底世界的景色。

要應付此類拍攝需要，首要有一部防水相機。多個相

機品牌都有推出防水相機，哪一款拍攝效果較好而

又操作方便？

防
水

相
機

比拼拍
攝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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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數碼相機試驗結果[1]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牌子  尼康 Nikon  佳能 Canon  奧林巴斯Olympus  Panasonic  Ricoh  尼康 Nikon  Ricoh  富士 Fujifilm

型號                         [2]  Coolpix AW130  PowerShot D30  Stylus TG-860  Lumix DMC-FT30△  WG-5 GPS  Coolpix S33  WG-30W  FinePix XP80

大約零售價                [3] $3,380 $2,980 $2,490 $1,400△△ $2,690 $1,280 $1,990 $1,980

總評 ★★★1 ★★★1 ★★★ ★★★ ★★★ ★★★ ★★1 ★★1

照片
質素
 [4]

整體 ●●●0 ●●●0 ●●●0 ●●● ●●0 ●●● ●● ●●

正常光拍攝 ●●●● ●●● ●●● ●●● ●●● ●●● ●● ●●●

低光拍攝 ●●● ●●● ●●● ●●● ●● ●●● ●● ●

防手震改進 ●●●●● ●●●●● ●●●● ●●●● ●●●● ● ●● ●●●●

照片清晰度 ●●●● ●●●● ●●●● ●●●● ●●●● ●●●● ●●●● ●●●●

變形 ●●●● ●●●●● ●●●● ●●●● ●●●● ●●●●● ●●●●● ●●●●

閃光拍攝效果              [4] ●●● ●●●0 ●●0 ●● ●●0 ●●● ●●● ●●

影片
質素
 [4]

整 體 ●●●0 ●●● ●0 ●● ●●● ●●● ●●●0 ●●0

正常光攝錄 ●●●● ●●●● ●●● ●●● ●●●●● ●●●● ●●●● ●●●

低光攝錄 ● ●● ● ●● ●●●● ● ●● ●

聲音質素 ●●● ●●● ●● ●● ● ●●● ●●● ●●

顯示屏 ●●●● ●●●● ●●●0 ●●0 ●●●● ●●● ●●●0 ●●●0

使用
方便
程度

整 體 ●●●0 ●●● ●●● ●●● ●●● ●●0 ●●● ●●0

說明書 ●●●● ●● ●●● ●●●● ●●●● ●●●● ●●●● ●●

對焦及快門反應 ●●●●● ●●● ●●● ●●●● ●●●●● ●●● ●●●●● ●●●

開機拍照速度 ●●●● ●●●● ●●●● ●●●● ●●● ● ●●●● ●●●

開機拍片速度 ●●● ●●● ●●● ●● ● ● ●● ●●

操作反應 ●●●● ●●●● ●●●● ●●● ●●● ●●● ●●● ●

單幅拍攝速度 ●● ●● ●●● ●● ●● ●●● ●● ●●

連環快拍速度 ●●●● ●● ●●●● ● ●● 不適用 ●● ●●●●

操作感受 ●● ●●● ●●● ●●● ●●● ●● ●● ●●●

結構

整 體 ●●●●● ●●●●● ●●●●● ●●●●● ●●●●● ●●●●● ●●●●● ●●●●●

防水測試 ●●●●● ●●●●● ●●●●● ●●●●● ●●●●● ●●●●● ●●●●● ●●●●●

防跌測試 ●●●●● ●●●●● ●●●●● ●●●●● ●●●●● ●●●●● ●●●●● ●●●●●

樣本
資料 
 [5]

等同焦距(變焦倍數) [6] 24-120毫米(5倍) 28-140毫米(5倍) 21-105毫米(5倍) 25-100毫米(4倍) 25-100毫米(4倍) 30-90毫米(3倍) 28-140毫米(5倍) 28-140毫米(5倍)

鏡頭最大光圈 F2.8-4.9 F3.9-4.8 F3.5-5.7 F3.9-5.7 F2-4.9 F3.3-5.9 F3.5-5.5 F3.9-4.9

感應器 1/2.3吋 1/2.3吋 1/2.3吋 1/2.3吋 1/2.3吋 1/3.1吋 1/2.3吋 1/2.3吋

照片像素               [7] 1590萬 1200萬 1590萬 1590萬 1590萬 1300萬 1590萬 1590萬

體積                     [8] 112x69x31毫米 109x68x28毫米 115x64x30毫米 103x59x22毫米 130x65x32毫米 109x67x38毫米 127x62x30毫米 104x70x30毫米

連電池總重量         [9] 234克 222克 232克 143克 254克 180克 196克 180克

機背屏幕 60x45毫米 60x45毫米 65x37毫米(可外翻) 53x40毫米 65x36毫米 54x40毫米 58x32毫米 54x40毫米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有 有 有 有 有 － － 有

透過USB充電 可以 － 可以 －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Wi-Fi無線網絡 有 － 有 － － － 有 有

GPS定位 有 有 有 － 有 － － －

聲稱防水深度 30米水深 25米水深 15米水深 8米水深 14米水深 10米水深 12米水深 15米水深

聲稱防跌高度 2.1米 2米 2.1米 1.5米 2.2米 1.5米 1.5米 1.7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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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比較表內所有細項評分均不設0，僅整體評分及總評分
會採用0或1。

[2]	全部樣本均為內置鏡頭(不可換鏡頭)型號，表中只列出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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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等同焦距指換算至傳統35毫米片幅的焦距，變焦倍數僅指鏡頭光學變焦
能力，不包括數碼變焦。

[7]	選用最高像素模式(不包括插值或其他像素提升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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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關機狀態下的體積，包括所有凸出部分。

[9]	重量除包括電池外，亦包括記憶卡及相機帶等基本附件。

最新的樣本試驗結果，未包括市面所有牌子及型號。
	 △	該型號於本地市場上現時只有水貨(平行進口貨品)

[3]	價格資料根據本會於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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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貨大約零售價

[4]	測試結果同時可反映陸地及水底的拍攝效果，一般而言，相機於陸地上
拍攝質素高，於水底拍攝的質素也高。

[5]	資料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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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asonic」Lumix DMC-FT30（#4）僅

為1280x720。

不少新款相機可透過USB充電，除

可使用隨產品附上的原廠USB電源供應器

(火牛）外，亦可從電腦的USB插座或其他

USB電源供應器取電，十分方便，可惜「佳

能」PowerShot D30（#2）及「Panasonic」

Lumix DMC-FT30（#4）欠缺此功能。

「尼康」Coolpix AW130（#1）、「奧

林巴斯」Stylus TG-860（#3）、「Ricoh」

WG-30W（#7）及「富士」FinePix XP80

（#8）都有Wi-Fi功能，方便以無線方式傳

送影像，亦可用智能手機遙控操作相機。

最

大光圈Ricoh
WG-5 GPS5

最

遠
變焦佳能

Canon
PowerShot D302

最
輕Panasonic

Lumix DMC-FT304

最

便宜尼康
Nikon
Coolpix S336

最

遠
變焦富士

Fujifilm
FinePix XP808

最
廣角

奧林巴斯
Olympus
Stylus TG-8603

最

深
防水

尼康
Nikon
Coolpix AW1301

試驗結果
1款拍照效果出眾

● 正常光拍攝效果：除戶內燈光及戶外陽

光下拍攝包含由人像、草地、樹木、天空

及建築物等構成的各種照片之外，測試

亦將樣本放進實驗室特設的500公升水

族箱內進行水底拍攝。照片由專家按實

際拍攝效果評分，評分時特別留意影像

的高光和暗位的細節及層次，測試中以

「尼康」Coolpix AW130（#1）效果最出

眾，獲4點的較高評分。

Ricoh
WG-30W7 最

遠
變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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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數碼相機試驗結果[1]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牌子  尼康 Nikon  佳能 Canon  奧林巴斯Olympus  Panasonic  Ricoh  尼康 Nikon  Ricoh  富士 Fujifilm

型號                         [2]  Coolpix AW130  PowerShot D30  Stylus TG-860  Lumix DMC-FT30△  WG-5 GPS  Coolpix S33  WG-30W  FinePix XP80

大約零售價                [3] $3,380 $2,980 $2,490 $1,400△△ $2,690 $1,280 $1,990 $1,980

總評 ★★★1 ★★★1 ★★★ ★★★ ★★★ ★★★ ★★1 ★★1

照片
質素
 [4]

整體 ●●●0 ●●●0 ●●●0 ●●● ●●0 ●●● ●● ●●

正常光拍攝 ●●●● ●●● ●●● ●●● ●●● ●●● ●● ●●●

低光拍攝 ●●● ●●● ●●● ●●● ●● ●●● ●● ●

防手震改進 ●●●●● ●●●●● ●●●● ●●●● ●●●● ● ●● ●●●●

照片清晰度 ●●●● ●●●● ●●●● ●●●● ●●●● ●●●● ●●●● ●●●●

變形 ●●●● ●●●●● ●●●● ●●●● ●●●● ●●●●● ●●●●● ●●●●

閃光拍攝效果              [4] ●●● ●●●0 ●●0 ●● ●●0 ●●● ●●● ●●

影片
質素
 [4]

整 體 ●●●0 ●●● ●0 ●● ●●● ●●● ●●●0 ●●0

正常光攝錄 ●●●● ●●●● ●●● ●●● ●●●●● ●●●● ●●●● ●●●

低光攝錄 ● ●● ● ●● ●●●● ● ●● ●

聲音質素 ●●● ●●● ●● ●● ● ●●● ●●● ●●

顯示屏 ●●●● ●●●● ●●●0 ●●0 ●●●● ●●● ●●●0 ●●●0

使用
方便
程度

整 體 ●●●0 ●●● ●●● ●●● ●●● ●●0 ●●● ●●0

說明書 ●●●● ●● ●●● ●●●● ●●●● ●●●● ●●●● ●●

對焦及快門反應 ●●●●● ●●● ●●● ●●●● ●●●●● ●●● ●●●●● ●●●

開機拍照速度 ●●●● ●●●● ●●●● ●●●● ●●● ● ●●●● ●●●

開機拍片速度 ●●● ●●● ●●● ●● ● ● ●● ●●

操作反應 ●●●● ●●●● ●●●● ●●● ●●● ●●● ●●● ●

單幅拍攝速度 ●● ●● ●●● ●● ●● ●●● ●● ●●

連環快拍速度 ●●●● ●● ●●●● ● ●● 不適用 ●● ●●●●

操作感受 ●● ●●● ●●● ●●● ●●● ●● ●● ●●●

結構

整 體 ●●●●● ●●●●● ●●●●● ●●●●● ●●●●● ●●●●● ●●●●● ●●●●●

防水測試 ●●●●● ●●●●● ●●●●● ●●●●● ●●●●● ●●●●● ●●●●● ●●●●●

防跌測試 ●●●●● ●●●●● ●●●●● ●●●●● ●●●●● ●●●●● ●●●●● ●●●●●

樣本
資料 
 [5]

等同焦距(變焦倍數) [6] 24-120毫米(5倍) 28-140毫米(5倍) 21-105毫米(5倍) 25-100毫米(4倍) 25-100毫米(4倍) 30-90毫米(3倍) 28-140毫米(5倍) 28-140毫米(5倍)

鏡頭最大光圈 F2.8-4.9 F3.9-4.8 F3.5-5.7 F3.9-5.7 F2-4.9 F3.3-5.9 F3.5-5.5 F3.9-4.9

感應器 1/2.3吋 1/2.3吋 1/2.3吋 1/2.3吋 1/2.3吋 1/3.1吋 1/2.3吋 1/2.3吋

照片像素               [7] 1590萬 1200萬 1590萬 1590萬 1590萬 1300萬 1590萬 1590萬

體積                     [8] 112x69x31毫米 109x68x28毫米 115x64x30毫米 103x59x22毫米 130x65x32毫米 109x67x38毫米 127x62x30毫米 104x70x30毫米

連電池總重量         [9] 234克 222克 232克 143克 254克 180克 196克 180克

機背屏幕 60x45毫米 60x45毫米 65x37毫米(可外翻) 53x40毫米 65x36毫米 54x40毫米 58x32毫米 54x40毫米

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有 有 有 有 有 － － 有

透過USB充電 可以 － 可以 －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Wi-Fi無線網絡 有 － 有 － － － 有 有

GPS定位 有 有 有 － 有 － － －

聲稱防水深度 30米水深 25米水深 15米水深 8米水深 14米水深 10米水深 12米水深 15米水深

聲稱防跌高度 2.1米 2米 2.1米 1.5米 2.2米 1.5米 1.5米 1.7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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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比較表內所有細項評分均不設0，僅整體評分及總評分
會採用0或1。

[2]	全部樣本均為內置鏡頭(不可換鏡頭)型號，表中只列出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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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等同焦距指換算至傳統35毫米片幅的焦距，變焦倍數僅指鏡頭光學變焦
能力，不包括數碼變焦。

[7]	選用最高像素模式(不包括插值或其他像素提升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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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關機狀態下的體積，包括所有凸出部分。

[9]	重量除包括電池外，亦包括記憶卡及相機帶等基本附件。

最新的樣本試驗結果，未包括市面所有牌子及型號。
	 △	該型號於本地市場上現時只有水貨(平行進口貨品)

[3]	價格資料根據本會於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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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貨大約零售價

[4]	測試結果同時可反映陸地及水底的拍攝效果，一般而言，相機於陸地上
拍攝質素高，於水底拍攝的質素也高。

[5]	資料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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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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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防水相機的水底場景模式

防水相機與普通相機的分別是機身防水，操作鍵的設計通常較適宜於水底使用，

拍攝功能則未必有很特別的地方。一些水底場景模式主要是替用戶調校白平衡(white 

balance）(定義白色的設置，以確保在不同偏色光源照明下，能獲得自然的色彩）及修正

影像等，如果用戶對攝影有基本認識，自行調校也可達到等同的效果，而一些影像處理

亦可其後自行用電腦軟件進行，以獲得更合心意的效果。

要水底拍攝的照片影像清晰，首要確定曝光及對焦準

確，曝光效果可由快門、光圈及感光度的調節來控制，拍攝

移動中的主體應該用較高速快門，光圈較大會有較淺的景

深，這些情況都與陸地上拍攝一樣，而如果使用相機的全自

動模式，一切都由相機自動調校好，毋須用戶操心。

不過，用戶也應注意水底拍攝的一些重要技巧，如果

不用相機所設的水底場景模式，便應謹記調校好合適的白

平衡，而由於水的透光度比空氣低，會明顯阻擋光線，因

此愈近距離拍攝愈好，距離稍遠通常都會導致影像反差偏

低，影像灰暗，色彩不鮮明。盡量避免背光或於陰暗處拍攝，必要時應啟動閃光燈。

大部分樣本於低光拍照質素普通

● 低光拍攝效果：在低光的環境下拍照，例

如晚上或燈光微弱的室內，照片質素有

可能較低。實驗室分別於30及10 lux照明

的光箱下進行測試，大部分樣本表現普

通，5款樣本獲3點評分，其餘3款都表現

欠佳而獲2或1點評分。

● 防手震：6款設有光學/機械式防手震，

當中「尼康」Coolpix AW130（#1）及「佳

能」PowerShot D30（#2）最穩定，獲

5點的高評分，只有電子防模糊功能的

「尼康」Coolpix S33（#6）及「Ricoh」

WG-30W（#7）則分別只獲1及2點的低

評分。

● 照片清晰度：照片清晰度與鏡頭質素有

莫大關係，與像素卻沒有絕對關係。所有

樣本的清晰度都很不錯，同獲4點評分。

● 變形：「佳能」PowerShot D30（#2）、

「尼康」Coolpix S33（#6）及「Ricoh」

WG-30W（#7）的影像變形情況極輕

微，獲5點的高評分。

● 整體照片質素：綜合多項細項的結果，

樣本分別獲2至3.5點的整體評分，當中

「尼康」Coolpix AW130（#1）、「佳能」

PowerShot D30（#2）及「奧林巴斯」

Stylus TG-860（#3）整體評分較高。

1款閃光拍攝效果較佳

● 閃光拍攝效果：所有樣本均設有固定

的小型閃光燈，但光度都不強，閃光

拍攝的曝光控制也有差異，各樣本分

別獲2至3.5點評分，當中只有「佳能」

PowerShot D30（#2）表現較好。

1款拍片影像佳但音質差

● 正常光攝錄：於正常光線環境下攝錄影

片，各樣本的影片質素都不錯，「Ricoh」

WG-5 GPS（#5）影像清晰鮮明，表現

優秀，獲5點的高評分。

● 低光攝錄：只有「Ricoh」WG-5 GPS

（#5）表現仍然不錯而獲4點的較高評

分，其餘樣本攝錄出來的影像都偏向昏

暗或模糊而獲1或2點的低評分。

● 聲音質素：各樣本拍片時錄下的聲音都

存在雜音或音質差的問題，無一獲得高

評分，「Ricoh」WG-5 GPS（#5）表現甚

差而獲1點的低評分。

● 整體影片質素：經計算後，各樣本分

別獲1.5至3.5點的整體評分，「尼康」

Coolpix AW130（#1）及「Ricoh」WG-

30W（#7）同獲3.5點的稍高評分。

3 款的顯示屏較明亮清晰

● 顯示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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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各樣本分別獲2.5

至4點評分；「尼康」Coolpix AW130

（#1）、「佳能」PowerShot D30（#2）

和「Ricoh」WG-5 GPS（#5）較明亮清

晰，獲4點評分。

● 說明書：各樣本的詳盡程度及編排

各不相同，獲2至4點評分，「佳能」

Powe rShot  D30（#2）及「富士」 

FinePix XP80（#8）獲2點的較低評分。

3 款快門延遲不超過0.3 秒

● 對焦及快門反應：量度由按掣至實際拍

攝一刻的延遲，主要是自動對焦所耗用

的時間。測試時，拍攝主體距離樣本1

米，測試情況包括樣本之前已朝1米及

8.5米外的距離對焦，測試量得各樣本

於不同情況的實際延遲時間由0.06至

0.87秒不等。「尼康」Coolpix AW130

（#1）、「Ricoh」WG-5 GPS（#5）和

WG-30W（#7）在各情況下都延遲不多

於0.3秒，獲5點的高評分。

普遍開機拍照快、拍片慢

● 開機拍照速度：由啟動電源至相機可開

始拍照，樣本需時1.2至4.9秒不等。5款起

動較快，不超過2秒，獲4點的較高評分，

「尼康」Coolpix S33(#6）需時4.9秒，

獲1點的低評分。

● 開機拍片速度：由啟動電源至相機可

開始拍片，需時2.1至6秒不等。3款樣

本不超過3秒而獲3點評分；「Ricoh」

WG-5 GPS（#5）及「尼康」Coolp ix 

S33(#6），需時超過5秒，獲1點的低評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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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照片的步驟重複5次，計算過程耗

用的時間。各樣本分別耗用33至78秒；



若然防水相機出現滲水現象，更換軟

膠應可恢復防水能力，不過如果相機的型號

已停產多年，製造商或代理商可能已沒有合

適的專用軟膠配件存貨來替用戶更換。

「尼康」Coolpix AW130（#1）、「佳能」

PowerShot D30（#2）及「奧林巴斯」

Stylus TG-860（#3）耗時少於45秒，獲

4點的較高評分。

2款單幅拍攝不須1秒

● 單幅拍攝速度：不使用閃光燈，選擇單

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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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0.6至

1.7秒不等。「奧林巴斯」Stylus TG-860

（#3）及「尼康」Coolpix S33（#6）拍攝

照片後相隔不須1秒便能拍攝第二張，

獲3點評分。

● 連環快拍速度：樣本於連環快拍模式下，

使用最高拍攝品質時，平均每秒可拍攝

的張數。各樣本的拍攝速度分別由每秒1

至9.8張不等，分別甚大；「尼康」Coolpix 

AW130（#1）、「奧林巴斯」Stylus TG-860

（#3）及「富士」FinePix XP80（#8）每秒

可連環快拍超過6張，獲4點的較高評分；

「尼康」Coolpix S33（#6）不設連環快拍

功能，故沒有進行此項測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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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

本分別獲2或3點評分。

● 整體使用方便程度：普遍可接受，各樣

蓋門周邊必須完全密封

在一般存放情況下，防水相機購入後首

數年，防水效能理應正常，但須注意正確使

用才能真正防水，尤其準備作水底拍攝，事前

應按說明書指示，徹底清潔覆蓋電池、記憶

卡及接駁插座的蓋門周邊，確保沒有毛髮或

沙塵等異物阻礙密封，關上蓋門時亦必須確

保已穩固扣緊。此外，使用後也應先用清水

沖走機身可能沾上的鹽分及砂粒，然後將機

身的水分完全抹乾，才打開蓋門。使用上的

疏忽，有可能令防水相機因滲水而損壞。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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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尼康」Coolpix AW130（#1，$3,380）戶內戶外拍照效果出眾，防

手震表現理想，顯示屏明亮，對焦及快門反應理想，有Wi-Fi功能

● 「佳能」PowerShot D30（#2，$2,980）防手震表現理想，閃光拍

攝效果不錯，顯示屏明亮

● 「奧林巴斯」Stylus TG-860（#3，$2,490）廣角拍攝能力強，有

Wi-Fi功能，屏幕可外翻

選擇指 南

本分別獲2.5至3.5點評分，其中僅「尼

康」Coolpix AW130（#1）表現較好，獲

3.5點評分。

全部樣本通過防水防跌測試

● 防水測試：樣本聲稱可抵禦水深8至30

米不等，聲稱防水深度最高的是「尼

康」Coolpix AW130（#1），達30米，其

次是「佳能」PowerShot D30（#2），達

25米。實驗室以特製壓力水箱對各樣本

進行測試，放入樣本後加壓至等同聲稱

的防水深度，維持15分鐘後，所有樣本

都沒有進水，其後均能正常運作。基於

器材的限制，聲稱防水深度超過25米的

樣本，測試時僅以25米水深壓力進行。

● 防跌測試：實驗室分別從1米高度將樣

本以電池蓋門朝下的方向跌至水面，及

從1米高度3次以不同方向跌至堅硬石

屎地面，結果所有樣本都通過考驗，跌

至石屎地面亦只造成外觀花痕，操作仍

然正常。

總評
總評根據以下比重計算：

照片質素 45%

閃光拍攝效果   5%

影片質素 10%

顯示屏 10%

使用方便程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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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照片質素

及結構便是限制因素，如果樣本在這些項

目表現普通，即使其他項目獲高評分，總

評亦只獲普通評分。 

測試蓋門軟膠是否已老化

相機的防水能力會隨日子而失效，覆

蓋電池、記憶卡插槽或接線插座的蓋門軟

膠會因老化變硬而逐漸失去彈性，以致未

能發揮密封作用。如果相機已使用或存放

超過5年，打算帶往水底拍攝前，建議先在

家中進行簡單的防水能力測試，例如扣緊

蓋門後放進盛滿水的水桶中一段時間，其

後取出抹乾再打開蓋門檢查，一旦發現內

部有輕微水分或呈現水氣，表示防水能力

已欠佳，不宜再用作水底拍攝。

防水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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