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全新 bloggie™ MPEG4 攝錄機捕捉
攝錄機捕捉 360 歡樂時刻
歡樂時刻
以簡單步驟即可將 MHS-PM5 所拍高清影片及相片上載至社交網站
o

Sony

香港 • 2010 年 1 月 13 日 – Sony 今天推出全新輕便小巧的 bloggie™ MPEG4 攝錄機
MHS-PM5。這款外形時尚的 MPEG4 攝錄機讓你隨時捕捉任何生活點滴，並可將所拍
攝的 MPEG4 格式高清影片(1,920 x 1,080 解像度)及優質相片輕易上載至熱門社交網
站，方便充滿潮流觸覺的年青人與好友時刻保持聯繫。
配備 Sony 全新 360 影像攝錄技術及 5 百萬像素解像度，用戶可隨時隨地捕
捉身邊景物，拍攝相片及高清影片(1280 x 720)。用戶只需將 bloggie™ MPEG4 攝錄機
內置的 USB 端子接駁至已連線上網的個人電腦或 Macintosh 電腦，即可透過內置的
Picture Motion Browser (PMB)相片管理軟件輕易選取相片及影片，並迅速上載至熱門網
站如 Picasa™及 YouTube™。
MHS-PM5

o

是特別為用戶於網絡世界分享珍貴體驗與回憶而設計，其簡易的操作方式讓
用戶可隨時拍攝相片及影片，並即時上載與好友分享生活點滴。

MHS-P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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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 360 歡樂時刻
歡樂時刻
MHS-PM5 內置一個 270 旋轉式鏡頭，而機身則備有玩味十足的藍色、粉紅色、白色或
紫色四種選擇。用戶一按 bloggie™ MPEG4 攝錄機即可啟動即時拍攝，將重要的時刻攝
錄保存。該功能方便用戶拍攝日常生活片段時可以自導自演，是喜愛連線上網的新一代
之最佳隨身配備。bloggie™更擁有 4 倍數碼變焦鏡頭，可輕易捕捉清晰銳利的影像。
o

o

此外，當使用 MHS-PM5 的 360 影像攝錄技術，用戶只需將相機放置於拍攝現場的中
央，並配上附送的 360 攝錄鏡頭，便可以 360 度拍攝圍繞四周的景物，不論是派對或
自駕旅遊都可大派用場。
o

o

輕鬆拍攝好幫手

攝錄機 MHS-PM5 配備全自動拍攝功能，毋須任何調校設定，便可締
造完美影像，為用戶帶來前所未有的輕鬆體驗；它更會自動採用不同的室內或室外優化
設定，以便拍攝任何動態景物。此外，臉孔偵測技術及 SteadyShot 影像防震技術確保所
拍的相片及影片均清晰亮麗。
bloggie™ MPEG4

設計輕巧、功能超卓的 MHS-PM5 方便用戶隨身攜帶，最適合喜愛在網絡世界與好友分
享經歷的用戶。其直立式的機身不但設計獨特，更配備擴充式記憶卡插槽可兼容 Memory
Stick 記憶片及最新 SD / SDHC 記憶卡，讓用戶建立私人影片及相片收藏，與親友隨時
隨地分享珍貴回憶。
全新 bloggie™ MPEG4 攝錄機於 2010 年 1 月底開始發售，建議零售價為港幣 1,880 元。

請即預訂
由 2010 年 1 月 13 日至 1 月 31 日，顧客凡預訂 bloggie™ MPEG4 攝錄機 MHS-PM5，
即可獲贈襯色便攜袋 LCS-CSVC 及 4GB SD 記憶卡。
顧客查詢，請聯絡 Sony 銷售服務熱線 (852) 2345-2966。

有關香港業務拓展總部
香港業務拓展總部(HKMC)是索尼香港的附屬公司，在香港及澳門提供Sony 消費者產
品及廣播與專業產品的有關銷售、市務推廣及售後服務。欲知更多有關Sony 產品及服
務的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son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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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make.believe”

是索尼集團的統一品牌訊息，涵蓋旗下的電子產品、
遊戲、電影、音樂、流動電話及網絡服務。“make.believe”標誌著 Sony 的創造精神，以
及將意念轉化成真實的能力，並堅持「創新源於好奇、夢想成就未來」的信念。
“make.believe”(make dot belie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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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gie™ MPEG4

攝錄機 MHS-PM5 產品規格表

型號
影像處理器
靜態影像有效像素
影片攝錄有效像素
變焦
儲存媒體
靜態影像格式
靜態影相尺寸
影片攝錄格式

MHS-PM5
1/2.5” CMOS

感測器

約 5038K 像素 (2592x1944, 4:3)
約 2073K 像素 (1080P)
4 倍數碼變焦 (720P / VGA / 相片)
內置記憶體 (約 26MB)
Memory Stick PRO Duo (Mark 2)記憶片
Memory Stick PRO-HG Duo 記憶片
SD 記憶卡
SDHC 記憶卡
TM

TM

JPEG

約 5 百萬像素 (2592 x 1944),
約 4 百萬像素(2592 x 1728),
約 3 百萬像素(2048 x 1536),
約 2 百萬像素(1920 x 1080),
VGA (640 x 480)
MPEG4 AVC/H.264 (MP4)
1920 x 1080 30p (16:9)
1280 x 720 60p (16:9)
1280 x 720 30p (16:9)
640 x 480 (4:3)
2.4
(4:3), 230K

影片尺寸
顯示屏
白平衡模式
連續拍攝時間
介面

吋

LCD

隨機配件

輸出端子

自動
95 分鐘

點

-A/V
USB

內置
- 可充電電池 NP-BK1
- A / V 接駁線
- 腕帶
- 4GB MS
- USB
- 360 Video

連接線
鏡頭及保護套

- CD-ROM

（電腦應用程軟件 “Picture Motion Brow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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