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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Sony推出全新頭戴式顯示器 HMZ-T3 

個人化「大屏幕」隨時隨地帶來極致娛樂新體驗 

 
 

 

 

 

 

 

 

 

 

 

 

 

 

 

 
              

 無論旅行或安坐家中均可投入個人化高清視覺享受 

 機身更輕巧 (僅 320克) ，佩戴舒適 

 配備環迴 7.1聲道虛擬音效耳機 

 兼容 2D／3D電影及遊戲，高清畫面鮮艷奪目 

 為電腦遊戲玩家帶來快速反應及超卓功能 

 

香港‧2013年 9月 13日 – Sony今日宣佈推出全新頭戴式顯示器 HMZ-T3，讓用戶隨時隨地輕鬆

投入娛樂新體驗。無論是電影愛好者或遊戲玩家，全新 HMZ-T3 將巨型高清影像展現眼前，配

合超卓音效，締造仿如現場般的視聽效果。 

 

用戶戴上輕巧方便的顯示器，便可隨即享受精彩節目，在度假或旅途上仿如隨身攜帶「特大私人

影院」。只要將顯示器連接至遊戲機、個人電腦、流動裝置或智能手機，便可從巨型虛擬屏幕享

受電影及遊戲所帶來的震憾，視覺效果猶如觀看電影院的 750 吋銀幕 (20米距離)。 

 

HMZ-T3 更為遊戲玩家帶來迅速反應及流暢影像。玩家只需輕觸按鈕，便能立即增強對比度及影

像細節，即使置身於昏暗及危機潛伏的場景，都能佔有最強優勢。從射擊至賽車遊戲，HMZ-T3

為玩家提供完美的遊戲體驗。符合人體工學的頭戴式顯示器讓玩家在遊戲進行時，可迅速地向下

看到電腦鍵盤及滑鼠去尋找正確的操作按鈕，盡情投入遊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1mA03a5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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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戴式顯示器 HMZ-T3 毋須連接至 AC 電源

插座，全新輕便小巧的電池盒能提供數小時

電量，方便用戶在旅程上觀看影片或玩遊

戲；同時亦可透過連接 MHL 線為智能手機

或平板電腦充電。 

 

無論是長時間遊戲玩樂或觀看電影，用戶皆

可盡情享受極致舒適的娛樂體驗。第三代頭

戴式顯示器的設計符合人體工學，高靈活性

的頭帶令用戶輕易調整合適位置。加上特大

軟墊，能減輕佩戴時的重量壓力，加上輕易

調校的顯示屏幕，令觀賞影片時感覺舒適。 

 

 

HMZ-T3配備震憾的7.1聲道虛擬音效，加強

電影及遊戲的真實感。只要連接至隨機配備

16mm推動器的入耳式耳機或個人耳機，Sony

的虛擬環迴立體聲技術會以360度舞台聲效，

全面輸送出影片中的對話、音樂及音響效

果，令用戶感受猶如置身電影院的體驗，甚

至將電影中的戰爭場面帶到眼前。 

 

 

 

 

 

Sony 全新頭戴式顯示器 HMZ-T3將於 2013年 11月上旬開始發售，售價為港幣 7,980元。 

 

Sony Premium Services星級服務 

顧客凡購買全新頭戴式顯示器 HMZ-T3，即可選購 Sony Premium Services星級服務，享用當中一

系列服務及優惠，包括：(i) 延長產品保用；(ii) 50%折扣享用增值服務(包括：主機清潔服務*、

系統/韌體更新服務*及維修機件收送服務等)；以及(iii) 20%折扣享用 Sony Studio服務。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計劃(頭戴式顯示器)：(i) 延長一年本地保用:HK$390；(ii) 延長二年本地保用: 

HK$700 。 有 關 Premium Services 星 級 服 務 之 詳 情 ， 請 瀏 覽 

http://www.sony.com.hk/premiumservices/。 

*只限合適的產品型號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345-2966。 

 

http://www.sony.com.hk/premium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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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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make.believe” 

“make.believe” (make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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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son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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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HMZ-T3頭戴式顯示器的產品規格： 

型號 HMZ-T3 (有線型號) 

顯示  

顯示面板  OLED 面板 x 2 

顯示解像度  1280 x 720 

比例 16:9 

色域  RGB 24bit 

觀賞角度 45 度 

虛擬圖像尺寸 20米距離內 750 吋 

耳機  

推動器 16毫米 

靈敏度  106dB/mW 

阻抗 16 ohm 

最高輸入 200mW 

3D  

3D Ready 有 

視像功能  

面板驅動器模式 標準/ 清晰 

遊戲模式  畫面模式捷徑 

影像清晰功能 訊噪降低 

24p True Cinema 有 

黑暗圖像控制  有 

SBM 供視頻使用 有 

音效功能  

A/V 同步 有 

AAC 6 聲道 

Dolby 8聲道 

DTS 8聲道 

Leaner PCM 8聲道 

模擬立體聲  有 (8聲道) 

耳機類型選擇 耳罩式/ 入耳式 

輸入及輸出  

HDMI/ MHL 輸入及輸出 處理器: 3 輸入 (HDMI)/ 1 經輸出(HDMI) 

電池組: 1 輸入 (MHL/HDMI) 

HMD 輸出 1 輸出 (HDMI) 

耳機端子 處理器: 1 立體聲插頭輸出 

頭戴式耳機: 1迷你立體聲插頭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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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體積(闊 x 高 x 深) 約 189 x 148 x 270毫米 (頭戴式部份) 

* 連帶/ 80毫米 x 26毫米 x 119毫米(電池盒) 

150毫米 x 31毫米 x 107毫米 (處理器) 

線長 1.2米 (與頭戴式部份及輸入部份) 

重量   

機身 約 320克 (頭戴式顯示器)  

*不包括導線/ 160克(電池位) 

*不包括導線/ 220克(處理器) 

電源  

電壓  100-240V(50/60Hz) 

電池種類 鋰電池 (內置) 

電池使用時間 7小時 (連接 HDMI)/ 3小時 (連接 MHL) 

耗電量 11W (頭戴式顯示器)/ 4W (處理器) 

耗電量(休眠模式) 0.4W 

隨機配件  

耳機 有 

耳塞 3 (細/中/大) 

AC 變壓器  2 

入門指南  有 

參考指南 有 

AV 線 1 

HDMI線 1(1.5米) / 1(3.0米) 

遮光器 1 

便攜盒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