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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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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12 款電子書閱讀器
測試12款在本港市面有售或可在網

上（經生產商網頁或其他經銷網）購買的

電子書閱讀器，售價約由$690至$2,900

（不包括運費）。全部樣本均採用非常省

電的電子墨水（e-ink）技術黑白顯像，屏幕

大小約由6吋至9.7吋，都使用內置式鋰電

池，約6吋的樣本較小巧，僅重173至219

克，最大的9.7吋型號則重達508克。

與2010年11月（本刊第409期）報

告內的電子書閱讀器樣本比較，是次測試

的12款型號中，多達10款配備背光設計，

「Kobo」Aura H2O（#5）更聲稱防水。此

外，輕觸式屏幕的型號成為主流，加上以

Android作業系統操作，操作模式更貼近平

板電腦。

測試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

（ICRT）統籌，委託檢定中心進行了畫面質

素、載入電子書、使用方便程度、閱讀舒適

度、功能多元性及製造工藝等項目的評審。

由於測試在歐洲進行，樣本的語言設定及

電子書等均以外文為主。

7 款畫面質素較佳
分別評審樣本在室外陽光下、陰天

的室內及昏暗環境下的效果表現。為了

模擬以上環境，試驗人員把房間的照度

（il luminance）分別維持在80,000、200

如你喜愛閱讀，常常手不釋卷，與實體書相比，電子書閱讀器會是你的心頭好嗎？

相對於平板電腦較為刺目的彩色屏幕，電子書閱讀器的電子墨水技術顯像配上背

光設計，看書更舒適，亦非常省電，內置記憶體容量增強後可裝載更多電子書，個別型

號更具朗讀及防水功能，可輕鬆自在全天候讀書。

多 款 電 子 書 閱 讀 器
畫 面 靚 又 省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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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閱讀器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Kindle系列 非Kindle系列

牌子 Amazon Amazon Amazon Amazon Kobo Onyx Kobo 博閱 Boyue Kobo Oaxis Oaxis Onyx

型號 [1]
Kindle Paper-

white 3G
Kindle Voyage 

Wi-Fi
Kindle Paper-

white Wi-Fi Kindle Aura H2O BOOX C67ML◇ Aura T61◇ Glo Xpringbook E6L◇ Xpringbook T6L◇ BOOX M96◇

售價 [2] $2,130 $2,580 $1,480 $1,080 $1,599 RMB 688◆ $1,299 RMB 599◆ $690※ US$100※ US$140※ RMB 2,298◆

聲稱原產地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台灣 － 台灣 中國 台灣 － － －

總評分 [3] ★★★★1 ★★★★1 ★★★★1 ★★★★ ★★★★ ★★★★ ★★★★ ★★★★ ★★★★ ★★★1 ★★★1 ★★★1

畫面質素 [4] ●●●●● ●●●●● ●●●●● ●●●0 ●●●●● ●●●●● ●●●●0 ●●●●● ●●●●0 ●●●●● ●●● ●●●●

陽光下 ●●●●● ●●●●● ●●●●● ●●●●● ●●●●● ●●●●0 ●●●●0 ●●●●● ●●●●0 ●●●●● ●●● ●●●●●

室內 ●●●●● ●●●●● ●●●●● ●●●● ●●●●● ●●●●● ●●●●0 ●●●●0 ●●●●0 ●●●●● ●●● ●●●●0

昏暗環境 ●●●●● ●●●●● ●●●●● ● ●●●●● ●●●●● ●●●0 ●●●●0 ●●●● ●●●●● ●●●0 ●

載入電子書 ●●●0 ●●●0 ●●●0 ●●●0 ●●●0 ●●●● ●●●0 ●●0 ●●●0 ●●0 ●●●● ●●0

使用方便程度          [5] ●●●●0 ●●●●0 ●●●●0 ●●●●0 ●●●0 ●●●● ●●●0 ●●●0 ●●●0 ●●0 ●●0 ●●●

反應／設定 ●●●●0 ●●●●0 ●●●●0 ●●●●0 ●●●0 ●●●0 ●●●0 ●●●0 ●●● ●●0 ●●● ●●●0

操作內容 ●●●●● ●●●●● ●●●●0 ●●●●● ●●●0 ●●●● ●●●0 ●●●● ●●●0 ●●0 ●● ●●0

閱讀舒適度 ●●●●0 ●●●●● ●●●●0 ●●●●0 ●●●●0 ●●●●● ●●●●● ●●●●● ●●●●● ●●●0 ●●●●0 ●●●

功能多元性 ●●●0 ●●●0 ●●●0 ●●●0 ●●●● ●●●0 ●●●● ●●●● ●●●● ●●●0 ●●●0 ●●●●0

製造工藝 ●●●● ●●●●0 ●●●● ●●●● ●●●0 ●●● ●●●● ●●●● ●●●● ●●0 ●●● ●●●0

型號資料               [6]

屏幕

屏幕大小 (毫米)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170 [6.7吋] 152 [6吋] 150 [5.9 吋]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246 [9.7吋]

解像度 1024x758 每吋300點 1024x758 800x600 1430x1080 1024x758 1024x758 1024x758 1024x758 800x600 800x600 1200x825

灰階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背光 ■ ■ ■ － ■ ■ ■ ■ ■ ■ ■ －

輕觸式 ■ ■ ■ ■ ■ ■ ■ ■ ■ － ■ ■

內置快閃式記憶體  (GB) 4 4 4 4 4 4 4 8 2 4 4 4

外置記憶體 － － － －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SD

耳筒插座 / 內置揚聲器 － － － － － ■ / － － － － － － ■ / ■

Wi-Fi / 3G /藍牙 Wi-Fi、3G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 Wi-Fi Wi-Fi、藍牙

聲稱電池容量 (mAh) 1420 1320 1420 890 1500 1700 1500 2000 1200 2000 2000 1600

機身大小 (毫米) 169x117x10 162x115x8 169x117x10 168x120x10 179x130x10 170x117x10 150x114x9 160x118x10 158x114x11 164x110x10 159x113x10 242x179x13

重量 (克) 218 179 208 192 227 179 173 196 182 199 219 508

附送配件 USB線 USB線 USB線 USB線 USB線、抹布
USB線、充電

器、皮套
USB線 USB線 USB線 USB線、皮套 USB線 USB線、手寫筆

保用期 (年) 1 1 1 1 1 － 1 1 1 － － －

●或★多表示該項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	 表示該項適用。

－	 表示該項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代理商沒有提供資
料。

[1]	 ◇	樣本#6、#8、#10、#11及#12的歐洲測試型
號分別為「Tagus」Lux	2015、「Icarus」Il lumina、
「Woxter」	Paperlight	300、「Inves」Wibuk	660LT
及「Icarus」Excel，該5款樣本的本地版本都能顯示
中文，其他規格與測試版本大致相同。

[2]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4月在市面調查
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	樣本暫時未有本地代理商，但可經生產商的網站
訂購，售價未包括運費，網上亦有其他銷售商，售價
也許有差別。

	 ※	代理商或已沒有再提供該型號，售價為網上參考
價。

[3]	 總評分比重：	
	 畫面質素	 20%	 載入電子書	 20%
	 使用方便程度	 30%	 閱讀舒適度	 13%
	 功能多元性	 12%	 製造工藝	 	 5%

[4]	 畫面質素評分比重：
	 陽光下	 25%	 室內	 50%
	 昏暗環境	 25%

[5]	 使用方便程度評分比重：
	 反應／設定	 58%	 操作內容	 42%

[6]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產品網頁或標籤。

註

1 3 6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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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閱讀器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Kindle系列 非Kindle系列

牌子 Amazon Amazon Amazon Amazon Kobo Onyx Kobo 博閱 Boyue Kobo Oaxis Oaxis Onyx

型號 [1]
Kindle Paper-

white 3G
Kindle Voyage 

Wi-Fi
Kindle Paper-

white Wi-Fi Kindle Aura H2O BOOX C67ML◇ Aura T61◇ Glo Xpringbook E6L◇ Xpringbook T6L◇ BOOX M96◇

售價 [2] $2,130 $2,580 $1,480 $1,080 $1,599 RMB 688◆ $1,299 RMB 599◆ $690※ US$100※ US$140※ RMB 2,298◆

聲稱原產地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台灣 － 台灣 中國 台灣 － － －

總評分 [3] ★★★★1 ★★★★1 ★★★★1 ★★★★ ★★★★ ★★★★ ★★★★ ★★★★ ★★★★ ★★★1 ★★★1 ★★★1

畫面質素 [4] ●●●●● ●●●●● ●●●●● ●●●0 ●●●●● ●●●●● ●●●●0 ●●●●● ●●●●0 ●●●●● ●●● ●●●●

陽光下 ●●●●● ●●●●● ●●●●● ●●●●● ●●●●● ●●●●0 ●●●●0 ●●●●● ●●●●0 ●●●●● ●●● ●●●●●

室內 ●●●●● ●●●●● ●●●●● ●●●● ●●●●● ●●●●● ●●●●0 ●●●●0 ●●●●0 ●●●●● ●●● ●●●●0

昏暗環境 ●●●●● ●●●●● ●●●●● ● ●●●●● ●●●●● ●●●0 ●●●●0 ●●●● ●●●●● ●●●0 ●

載入電子書 ●●●0 ●●●0 ●●●0 ●●●0 ●●●0 ●●●● ●●●0 ●●0 ●●●0 ●●0 ●●●● ●●0

使用方便程度          [5] ●●●●0 ●●●●0 ●●●●0 ●●●●0 ●●●0 ●●●● ●●●0 ●●●0 ●●●0 ●●0 ●●0 ●●●

反應／設定 ●●●●0 ●●●●0 ●●●●0 ●●●●0 ●●●0 ●●●0 ●●●0 ●●●0 ●●● ●●0 ●●● ●●●0

操作內容 ●●●●● ●●●●● ●●●●0 ●●●●● ●●●0 ●●●● ●●●0 ●●●● ●●●0 ●●0 ●● ●●0

閱讀舒適度 ●●●●0 ●●●●● ●●●●0 ●●●●0 ●●●●0 ●●●●● ●●●●● ●●●●● ●●●●● ●●●0 ●●●●0 ●●●

功能多元性 ●●●0 ●●●0 ●●●0 ●●●0 ●●●● ●●●0 ●●●● ●●●● ●●●● ●●●0 ●●●0 ●●●●0

製造工藝 ●●●● ●●●●0 ●●●● ●●●● ●●●0 ●●● ●●●● ●●●● ●●●● ●●0 ●●● ●●●0

型號資料               [6]

屏幕

屏幕大小 (毫米)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170 [6.7吋] 152 [6吋] 150 [5.9 吋]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152 [6吋] 246 [9.7吋]

解像度 1024x758 每吋300點 1024x758 800x600 1430x1080 1024x758 1024x758 1024x758 1024x758 800x600 800x600 1200x825

灰階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背光 ■ ■ ■ － ■ ■ ■ ■ ■ ■ ■ －

輕觸式 ■ ■ ■ ■ ■ ■ ■ ■ ■ － ■ ■

內置快閃式記憶體  (GB) 4 4 4 4 4 4 4 8 2 4 4 4

外置記憶體 － － － －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microSD SD

耳筒插座 / 內置揚聲器 － － － － － ■ / － － － － － － ■ / ■

Wi-Fi / 3G /藍牙 Wi-Fi、3G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Wi-Fi － Wi-Fi Wi-Fi、藍牙

聲稱電池容量 (mAh) 1420 1320 1420 890 1500 1700 1500 2000 1200 2000 2000 1600

機身大小 (毫米) 169x117x10 162x115x8 169x117x10 168x120x10 179x130x10 170x117x10 150x114x9 160x118x10 158x114x11 164x110x10 159x113x10 242x179x13

重量 (克) 218 179 208 192 227 179 173 196 182 199 219 508

附送配件 USB線 USB線 USB線 USB線 USB線、抹布
USB線、充電

器、皮套
USB線 USB線 USB線 USB線、皮套 USB線 USB線、手寫筆

保用期 (年) 1 1 1 1 1 － 1 1 1 － － －

●或★多表示該項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	 表示該項適用。

－	 表示該項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代理商沒有提供資
料。

[1]	 ◇	樣本#6、#8、#10、#11及#12的歐洲測試型
號分別為「Tagus」Lux	2015、「Icarus」Il lumina、
「Woxter」	Paperlight	300、「Inves」Wibuk	660LT
及「Icarus」Excel，該5款樣本的本地版本都能顯示
中文，其他規格與測試版本大致相同。

[2]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4月在市面調查
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	樣本暫時未有本地代理商，但可經生產商的網站
訂購，售價未包括運費，網上亦有其他銷售商，售價
也許有差別。

	 ※	代理商或已沒有再提供該型號，售價為網上參考
價。

[3]	 總評分比重：	
	 畫面質素	 20%	 載入電子書	 20%
	 使用方便程度	 30%	 閱讀舒適度	 13%
	 功能多元性	 12%	 製造工藝	 	 5%

[4]	 畫面質素評分比重：
	 陽光下	 25%	 室內	 50%
	 昏暗環境	 25%

[5]	 使用方便程度評分比重：
	 反應／設定	 58%	 操作內容	 42%

[6]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產品網頁或標籤。

註

8 109 11

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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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採用 Android 平台，但不少型號未設 Play 

Store，用戶或須以其他途徑下載及安裝 Apps。

▲ 樣本 #2 的畫面（左）解像度較高，字體邊緣亦

較平滑。

 一些電子書設「生字簿」功能，可記錄查過的生字，

方便重溫字典解釋。

富感染力的有聲書
顧名思義，有聲書（audiobooks）

是將文字化成聲音的檔案，有別於以文

字轉換語音（text-to-speech）的機械式

朗讀功能，有聲書多由真人讀出文字內

容，聲音較真實、親切及富有感情，聽

起來像收音機播放的單人獨白廣播節

目，又或長者和父母為至愛小寶寶閱讀

的睡前故事。有聲書是否悅耳動聽，除

了作者的文字外，誦讀者的表現亦功不

可沒，故有聲書都有列出其名字予以肯

定。在各電子書店、圖書館或網站，都

有不少有聲書供串流播放或下載，若下

載格式為常用的MP3格式，更可放在播

放機或手機內隨時離線播放。

有聲書的好處在於眼睛不用專注

在頁面，雙手亦可免揭頁，適合正在工

作中的讀者，或愛聆聽有聲兒童書的

孩童，或視力較差的老人家及人士，不

過，部分工作中的用戶例如駕駛者及操

作機械的用戶，須留意路面情況及工作

安全，不要太過投入於閱讀空間。

及1 lux，模擬光猛、較暗及昏暗的閱讀環

境，並由1位專家及2名普通讀者評核觀賞

效果。結果整體上顯示器有背光設計的

樣本評分較佳，尤其是「Amazon」Kindle 

Paperwhite（#1及#3）、Kindle Voyage

（#2）、「Kobo」Aura H2O（#5）、「Onyx」

BOOX C67ML（#6）、「博閱Boyue」（#8）

及「Oaxis」Xpringbook E6L（#10），兩個沒

有背光設計的樣本主要在昏暗環境失分。

少數樣本載入電子書表現遜色
分別評審從不同途徑把免費電子

書檔案載入閱讀器，及從網上書店購買電

子書的情況，結果大部分的整體表現都

不俗，僅「博閱Boyue」（#8）、「Oaxis」

Xpringbook E6L（#10）及「Onyx」BOOX 

M96（#12）表現平平。

使用方便程度
試驗人員以樣本分別打開一本約3MB

大小的電子書及一個約100頁的pdf格式檔

案，並嘗試翻閱、更改字形、字體大小及行

距等設定，及使用內置的字典及翻譯功能，

綜合得出反應/設定及操作內容兩項的整體

評分，以「Amazon」的4個樣本的表現較佳。

站坐臥的閱讀舒適度
評審於站着、坐下、躺在床上三個狀

態使用閱讀器的舒適度，「Onyx」BOOX 

M96（#12）雖然有較大屏幕，看書較舒

適，但亦較重，站着手持閱讀，感覺頗笨

重，得分受影響。

功能多元性
評審可兼容的電子書格式及電池可

用時間等表現，發現備有藍牙無線連接、

手寫筆及手寫功能的「Onyx」BOOX M96

（#12）較為多元化而得分較高。電子書格

式以純文字txt、mobi及pdf檔案最通用，

全部樣本都可兼容，其他格式則以Kindle及

非Kindle系列分別較大，Kindle型號主要兼

容azw等格式，其他牌子型號則多兼容頗

常見的epub格式的電子書。以每天閱讀2

小時計，#12電池充滿電後可使用超過56

日，「Onyx」BOOX C67ML（#6）則只可維

持約7天。

製造工藝及使用穩定性
普遍不俗

主要評審樣本主機及屏幕的製造工

藝，及使用時的穩定性等項目，樣本普遍

表現不錯，「Amazon」Kindle Voyage（#2）

獲較佳成績，而「Oaxis」Xpringbook E6L

（#10）得分略遜。「Kobo」Aura H2O（#5）

聲稱防水級別達IP67（即防浸，immersion 

proof），試驗人員把樣本放進1米水深浸30

分鐘，結果沒有發現入水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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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電子讀物及訂閱服務
有了閱讀器硬件，亦需載入電子書才可開始閱讀。閱讀器產品大多只放入電子版的

詳細使用手冊，但可減少紙張印刷，貫徹環保宗旨；另外或會附上一些免費書樣本，讓用

戶可馬上開始閱讀。

免費電子書多屬經典作品
作者去世50或70年後其作品版權會

開放，不少電子書網站包括本地的Apple 

iTunes及Google Play都有類似系列的書，

可供閱讀或下載，並可配合不同平台的器

材。若嫌經典作品太沉重，某些網上書店

或網站也有不同的免費作品提供，例如好

讀網（haodoo.net）也提供不少中文小說

作品。香港公共圖書館（網址www.hkpl.

gov.hk）與多個電子書服務商合作，免費提

供不同種類的電子書，涵蓋一般中英文消

閒及兒童讀物、有聲書，以至學術或專業

範疇的書籍等，包羅萬有。

訂閱書刊雜誌服務
個別服務商透過電訊公司提供閱讀書刊月費計劃，用戶一般付出固定月費(例如

$40），便可在手機、平板或桌面電腦閱讀不同種類的雜誌及書本，另外Scribd及Amazon 

Unlimited都有提供類似無限閱讀的服務，月費分別約為9及10美元，據稱有近百萬本書加

上不少有聲書供選擇，可惜Amazon的服務尚未在港開通。這些訂閱服務可能有免費試

閱期，用戶大可先試用，瞭解服務內容是否適合自己，不過有意訂閱時須注意最短合約年

期，以及終止合約的最短通知期等。黑白畫面的閱讀器未必適合閱讀多相片的雜誌，要有

理想效果還需使用其他彩色屏幕流動裝置。

雲端儲存配合無線連接
雖然純文字電子檔案一般頗小，但

以有限的內置記憶體儲存不斷推陳出新

的書目或資料，終有用盡之時。測試的樣

本中，Kind le以外的型號都備有記憶卡

槽，可大大增加容量。11款樣本設有連接

無線網絡的功能（#10除外），用戶可善

用雲端儲存服務，至於Kindle用戶所購買

的電子書，可透過其網站特設的雲端服務

及網絡，從不同位置的平台讀取作品。而

在免費電子書網站古騰堡計劃（Project 

Gutenberg），用戶可選擇儲存下載書目

於多個不同的雲端服務。 

用戶可善用雲端儲存服務於不同位置的

平台讀取作品。

某些網上書店或網站有不同的免費作品提供。

Kindle系列：「Amazon」Kindle 的

3款型號，包括Paperwhite 3G（#1，

$2,130）、Voyage（#2，$2,580）及

Paperwhite Wi-Fi（#3，$1,480）都獲優

異總評分，多項表現佔先，當中#1備有全

球免費3G無線連接，可隨時隨地接通其

網上書店，#2的畫面解像度較其他樣本

高，增加閱讀舒適度；「Amazon」Kindle

（#4，$1,080）屬基本型號，亦有良好總

評分，價格略為廉宜，也可考慮。

非Kindle型號：這些型號也有不俗

的總評分，均設記憶卡槽，可直接讀取電

子書，「Kobo」Aura H2O（#5，$1,599）

稱有防水設計，適合喜歡在泳池或海

灘閱讀的用戶，其屏幕亦比大部分樣本

稍大，樣本#6、#8及#9則售價（未計運

費）較低。

有意購買「Amazon」Kindle型號

（#1至#4）的用戶要留意，該等型號在本

港經由代理商售賣，多是附廣告，即推薦

書目等訊息會在屏幕保護畫面及橫額出

現，如香港用戶經Amazon網站選購，將

不能買到這些訂價較低的廣告版本。有

意經外地網購的消費者亦須留意，保用

及維修安排或會較為複雜，例如只能透

過聊天功能與海外客戶服務中心討論技

術問題等。

與平板電腦相比，e-ink屏幕的電子

書閱讀器勝在陽光下畫面質素較佳，而

續航力亦較強，但若用戶不單閱讀黑白

純文字作品，還喜歡瀏覽彩色讀物，又經

常需要上網及用Apps，平板電腦應該較

適合。

選擇指 南

輕巧的機身有利於較長時間手持站立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