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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功能比較
壹●前言
從最早以前，笨重的黑金剛，到後來的直立式、掀蓋式，不單外型變化，功
能也一直不斷增加，照相、聽音樂，再到滑蓋手機，隨著 3C 用品越來越發達，
至今全球出現智慧型手機，近年來幾乎人手一"機"，智慧型手機已漸漸佔據民眾
的生活，不論是吃飯、上課、休閒生活等，我們都已經漸漸被制約於手機。手機
已成為當今社會地位的象徵，它的功能越多就越高級，當新手機上市的時候，每
個人都會盲目地預購，即使他們可能不需要它。
一、研究動機
現代人手一機，甚至不只一機，各家的通訊業者為了智慧型手機，爭相推出
吃到飽的專案，還有各類的應用程式相繼推出，有些人愛玩遊戲，需要有高的解
析度、有些人愛上網頁，所以需要有大螢幕，才能方便瀏覽、有些人則愛拍照，
希望把自己拍的美若天仙，所以手機畫素要高，但洋洋灑灑的功能，我們真正了
解的有哪些？
二、研究目的
每個人喜歡使用的廠牌有所不同，其中最多人使用的，包括了美國的 apple、
韓國的 samsung、台灣的 HTC，以及日本的 sony 四者市占率最高，而作業系統中
又以 google 的 Android（安卓）系統、apple 的 iOS 系統，最多人使用，而我要
研究的，是各家手機功能，以便讓大家能夠清楚明白這些品牌手機的優缺。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料分析法：以新聞、網路評價為主要分析方向。
四、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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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智慧型手機簡介
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指有獨立的行動作業系統，可以透過安裝應用
軟體、遊戲等程式來增加手機功能，運算能力以及其功能均優於傳統功能手機。
這類手機在中國大陸被稱為「智能手機」
，簡稱「智能機」
；在台灣稱「智慧型手
機」；在香港稱「智能手機」或「智能電話」。
一開始的智慧型手機是個人數位助理（PDA）與手機的結合。後來的機型增
加了行動式媒體播放器、低端傻瓜式相機、袖珍攝像機和 GPS 導航等功能，結
合成一種功能多樣化的手機。
很多智慧型手機還有觸控式螢幕和網頁瀏覽器，可以顯示標準網頁以及移動
最佳化網頁。透過 Wi-Fi 和移動寬頻，智慧型手機還能作高速資料存取。近年來，
App 市場的高速發展也促進了人們對智慧型手機的選用。
(一)智慧型手機初期
智慧型手機大約在 2006 年智慧型手機開始問
世，在 2006~2008 年，進入智慧型手機的起步階段，
自從 iPhone 進入了高階手機市場之後，傳統手機製
造商都體認到「未來沒有非智慧型手機」，除了
Apple、SAMSUNG、HTC、MOTO 等較早投入智慧
型手機市場的品牌之外，包括 Sony、LG 等過去較
注重功能型手機的品牌也急起直追。最初的智慧型
(圖一)Iphoneone
手機有著圍繞手機的多點觸控螢幕，其中包括了虛
擬鍵盤，同時結合了拍照、個人助理、媒體撥放器、無線通信設備、網頁瀏覽等
功能的智慧手機，並支援 WI-FI、3G 等。
(二)智慧型手機後期

(圖二)SonyXperiaZU

2009~2010 年，這段時間則是可稱為是智慧型手機的
爆炸性成長階段，隨著時代的演進，功能也隨之越來越新
穎，不只解析度越來越高，也開始講究音樂撥放器的播放
品質，不只後鏡頭畫素越來越高，連前視鏡的畫素也越來
越高檔，甚至 SONY 破天荒的製造了手機專用的外接鏡
頭，滿足許多用手機拍照，但希望擁有更好的拍攝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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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對的，螢幕也越來越大，目前最大的是近期剛出的 Sony Xperia ZUltra，
擁有 6.4 吋的超大螢幕，還有近期的手機逐漸加入防水的功能，讓使用者不用怕
下雨淋濕，又或者不小心碰到水，真是揪感心（台）！
二、智慧型手機功能介紹
(一) 螢幕尺寸
安卓智慧型手機剛開始發展的時期，大約是 2008 年-2009 年。3.2 吋算是一
個標準，而到了 2010 年無論是 HTC、還是 samsung，都已隨著科技的進步突破
了 4.0 吋的大關，2011 年 HTC 則推出了 Sensation XL 為 4.7 吋，而 samsung 則不
甘示弱的推出了大尺寸旗艦機種 Galaxy NoteI 擁有 5.3 吋的超大螢幕，到了
2012~2013 年，手機的螢幕尺寸逐漸開始定位在 5.0 吋的附近，但還是有大廠看
準了大螢幕的市場，推出了 Galaxy NoteII5.5 吋、Sony ZUltra6.4 吋，但不管螢幕
多大，還是使用者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選擇，也許手小的女孩會喜歡小一點的 4 吋
能夠一手掌控，又或者有人喜歡大螢幕玩遊戲帶來的快感，最重要的當然是使用
者覺得方便。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六)

HTC Sensation XL

Samsung Galaxy NoteI

Sony ZUltra

Samsung Galaxy NoteII

(二) 雙核心／四核心處理器
雙核心指的是兩個晶片合而為一。讓相同體積的晶片，可以容納接近「兩倍」
的運算能力。因為多了一個運算核心，所以手機在運作時，可以同時處理的運算
負載量便可加倍。使用雙核心技術，不但可以讓手機的效能更好，還能讓你的手
機更加省電，原因是雙核心處理器只佔用掉一半的使用空間，讓你的手機不會當
機！四核心為多工處理，所以可以同時處理較多的程式檔案和應用軟體，用在手
機上，不但能更省電，還可以讓手機傳送的速度更快，讓使用者可以不用再等待，
也不會一直 LAG 或當機。
四核心和雙核心的效能比較，四核心的效能會比較強大，價格也會比較貴，
所以在買手機之前，先想想自己需求再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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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記憶體
台灣、香港稱它為「隨機存取記憶體(RAM)」，而中國大陸稱為「隨機存取
存儲器」，又可以稱做暫存記憶體、主記憶體，執行速度很快，通常是作業系統
或正在執行的程式的臨時儲存媒介。同時記憶體相對於其他的積體電路，對環境
中的靜電十分的敏感，靜電會容易導致資料流失，或者燒壞電路，所以，在觸碰
記憶體時，應該避免靜電！
(四) 解析度
影像中的解析度越高，表示其每一英吋內含的像素數目越多，所能呈現的顏
色就越多，品質也越好。雖然解析度越高，影像的品質越高，但是如果在編輯時
將所有影像的品質調到最高，所花費的成本也就越高。因為解析度越高，資料量
的使用也就越大，需要的記憶體和 CPU 處理時間就跟著解析度提高，使用在網
路上的傳輸時間也就相對增長，但解析度需要去配合實際的螢幕大小，螢幕越
大，所需要的解析度就要越大，畫面上才會看起來夠細膩，而畫面夠細膩，則會
更加接近原始的影像。

低解析度

高解析度
(圖七)解析度
(五) 可否更換電池
可不可以更換電池，其實要看個人注不注重，畢竟現在市面上也針對不能更
換電池這件事有了很好的處理，現在有許多使用者會為了手機去購買高容量的行
動電源，但卻還是會有少部分的使用者不想帶著行動電源四處奔走，會覺得是一
個負擔，所以就會比較偏好於可以更換電池，以我來說，我使用的是可以更換電
池的手機，在當初要選擇智慧型手機的時候，我對於能不能換電池這件事，相當
的介意，除了不希望出門在外使用手機時面臨沒有電的窘境，當然也是希望不要
再花錢去買隨身使用的行動電源。
三、智慧型手機功能比較
蒐集了許多資料之後，我們發現現在市場上的螢幕尺寸逐漸固定在 4~5 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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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處理器也幾乎使用四核心，作業系統除了 Iphone 5 是 IOS 之外，也都是
Android 較多，而為了符合現代人需求，後鏡頭畫數以及解析度也越來越高，讓
每張照片拍出來都能讓人有身歷其境的感覺，而隨著手機的功能越來越好，耗電
量當然也就越來越高，以至於現在大部分的手機都有 1000~2000 mAh，甚至更高
的電量，來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表一)

手機圖片

手機
功能
*螢幕尺寸

Samsung
Galaxy S3
4.8 吋

4.0 吋

4.0 吋

5.0 吋

*處理器

四核心

雙核心

四核心

四核心

*記憶體

1GB

1GB

512MB

2GB

儲存空間

16GB(可擴增
至 64GB)

16GB

4GB(可擴增至
32GB)

16GB(可擴增
至 32GB)

作業系統

Android4.0

IOS6

Android4.0

Android4.1

前鏡頭

190 萬

120 萬

30 萬

210 萬

後鏡頭

800 萬

800 萬

500 萬

800 萬

*解析度

1,280x720pixel
s
是

1,136x640pixel
s
否

854x480pixels
是

1920×1080pixe
ls
否

電池容量

2100mAh

1,560mAh

1700mAh

2,020mAh

重量

133 公克

112 公克

130 公克

140 公克

價錢(以
2013 年 10
月公告價
格)

NT$12,560

NT$21,410

上市日期

2012 年 6 月

2012 年 12 月

*可否換電
池

Iphone 5

資料來源： 本組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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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XperiaJ

T$5,710

2012 年 10 月

HTC Butterfly

NT$14,070

2012 年 12 月

參●結論
經由這些日子以來的蒐集資料及
分析，我們上網查詢了許多手機的評
價，以及市面上眾多手機的特色，與不
同之處，我們發現，大家觀察手機適不
適合自己不外乎以這六點為基準，分別
是螢幕的尺寸、處理器的核心、解析
度、儲存空間、電池容量、以及最重要
的價錢！再來我們將建議大家在各個
領域中，可以選取哪隻手機。

處理器

價錢

螢幕尺
寸
功能比
較
解析度

電池容
量
儲存空
間

(一) 螢幕尺寸
現代的手機推廣逐漸朝向大螢幕發展，尺寸也快要追上平板，手機與平板的
差距變的十分的小，如果使用者本身喜歡以大螢幕、追求震撼，想要有融入其中
的感覺，以表一其中的四支手機為例，我們會建議使用者選擇 HTC Butterfly，因
為它擁有這四支手機裡面最大的螢幕，卻又可以讓使用者一手掌握，不會太寬，
因此在螢幕尺寸這個領域裡，HTC Butterfly 是個不錯的選擇。
(二) 處理器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裡面，處理器算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扮演著手機體內的
總經理，處理大大小小的運算，讓手機可以正常運作，不致當機。若你是個到哪
都需要開啟網頁的使用者，越高的處理器可以讓你的網頁跑的越快，無須等待！
所以，若你是個需要快速上網使用者，以表一其中的四支手機為例，我們會建議
你 samsung GalaxyS3、Sony XperiaJ、HTC Butterfly，這三支手機都擁有四核心
的處理器。四核心為多工處理，不僅能讓手機省電，還能同時處理較多個應用程
式，十分便利，所以若使用者在乎的是處理器，我們會建議使用者可以將這三支
納入選擇。
(三)解析度
由圖七可以知道，解析度的高與低，可以看出一張螢幕顯示的細膩程度，解
析度是指一個面板，以多少個點組合而成，點越多，則也就越清楚，圖片看起來
也就更加細膩。有些使用者十分在乎照片拍出來的感覺是不是接近真實，這個時
候，以表一其中的四支手機為例，我們會建議使用者選擇 HTC Butterfly，H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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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fly 擁有 1920×1080 pixels 的高解析度，讓圖片的顏色更加接近真實；其次
則是 samsung GalaxyS3 的 1,280x720 pixels，所以在解析度這個領域中，我們會
建議使用者可以將這兩隻手機納為選擇。
(四)儲存空間
現在的手機不僅內建記憶體空間可高達 16GB 至 32GB，有的還可以外接記
憶卡至 64GB，不管是照片、音樂、影片或是下載 APP1都不用怕記憶體會不夠存，
不但可以保存當下的美好時刻，也可以將它洗出來做為紀念或是分享給家人、朋
友，讓他們可以看到或回憶這些美好的片刻。在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選擇 samsung
Galaxy S3 或者是 HTC Butterfly、Iphone 5 這三支手機的內建空間都有 16G。現
在不論是老幼婦孺，人人都有一隻智慧型手機，像有些學生或家庭出遊時，會四
處拍照留下紀念，或是有的人下載一些應用程式，就算它的記憶體在大，依現在
的手機來說，都是可以解決的！如果您將來有考慮買／換智慧型手機，可以先考
慮你是否需要這麼大的儲存空間，再來決定要不要購買。
(五)電池容量
在這個手機使用十分頻繁，甚至離不開手機的時代，手機的電力何其重要，
有時候要搭個長途火車，都怕手機沒電，不能聯絡，不能打發時間，不能發送
APP，不能玩手機中的遊戲，但現在有部份手機仍設計為電池內建，不能隨時更
替，所以隨著使用者需求，市面上也出現了行動電源。當然還是會有人和我一樣，
屬於不喜歡麻煩的那一類，所以自然會希望手機本身的電量越高，可以撐的越
久，以表一其中的四支手機為例，在電池容量這一部份，我們會推薦 samsung
Galaxy S3 以及 HTC Butterfly，samsung Galaxy S3 擁有 2100 mAh 是這四支中最
大的一隻，HTC Butterfly 則有毫不遜色的 2,020 mAh，所以這兩隻都是很好的選
擇。
(六)價錢
如今智慧型手機不斷推陳出新，越新的手機價格越貴，但買手機之前價格是
很重要的，像有些學生族群或上班族，買不了太貴的手機，可是有些電信業者會
搭配優惠方案，讓就算只是半工半讀的學生也可以買到自己想要的手機，價格不
但合理也比買單機還便宜，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考慮搭配各電信的優惠專案，
不但可以替您省荷包，還可以讓您買到自己喜歡的手機，真是一舉兩得啊！所以
在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使用者可以選擇 Sony XperiaJ 他的價錢是四隻裡最平價
的選擇，但是卻也有四核心處理器以及 500 萬畫素的鏡頭，絲毫不遜色。
1

是指設計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其他行動裝置上運行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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