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Sony 推出兩款全新 APS-C 無反相機α6600 及α6100 

 
 

黑色α6600 銀色α6100 

 

• α6600 具有內置影像穩定技術及更強電池續航力，加上α6100 進一步擴充 APS-C

系列陣容 

 

香港 ‧ 2019 年 9 月 12 日 – Sony今天推出兩款全新α™（Alpha™）APS-C 系列無反相

機α6600（ILCE-6600）及α6100（ILCE-6100）。新型號將多項 Sony 先進技術融入輕

巧的機身，包括領先業界的自動對焦功能、卓越影像質素及最新影片拍攝技術。功能

齊備的α6600 適用於不同類型的拍攝場景，滿足要求嚴謹的攝影師及影片創作人之需

要。α6100 為升級使用可互換鏡頭相機的用戶而設，在各種不同情況下都可輕易地拍

攝高質素影像及影片。 

 

Sony 訂立「統一接環」(One Mount) 策略不斷擴展 E-mount 系統、相機及鏡頭，從而達

至全片幅和 APS-C 兩個系統之間完全互相兼容，兩款全新推出鏡頭 E 16-55mm F2.8 G

標準變焦鏡頭（SEL1655G）及 E 70-350mm F4.5-6.3 G OSS 超遠攝變焦鏡頭

（SEL70350G）進一步強化 APS-C 系列； 並將 Sony E-mount 系統的鏡頭數量增至 54

款。 

 

 

α6600 配合 SEL1655G 鏡頭 

https://www.sony.com.hk/zh/electronics/interchangeable-lens-cameras/ilce-6600
https://www.sony.com.hk/zh/electronics/interchangeable-lens-cameras/ilce-6100


全新α6600 及α6100 均配備 2,420 萬像素1 Exmor™ CMOS 影像感測器、最新 BIONZ 

X™ 影像處理器及應用於 Sony 全片幅相機的高速前端 LSI；集合三項強勁技術，將影

像質素及拍攝相片和影片的效能全方位提升。 

 

 

α6600 配合 SEL70350G 鏡頭 

 

α6600 和α6100 均具備 425 點相位偵測自動對焦點，實現 0.02 秒2如閃電般的自動對焦

速度。425 點相位偵測自動對焦點覆蓋約 84％影像範圍，即使在最具挑戰的光線下，

都能確保可靠的自動對焦效果。兩款全新相機都具有「實時追焦」，利用 Sony 最新運

算方法包括人工智能 (AI)3物體識別，即使透過屏幕觸摸面板亦能以極高準確度捕捉拍

攝對象。此外，新型號具有「實時眼控自動對焦」，這是 Sony 備受讚譽的眼睛自動對

焦技術之最新版本，採用人工智能(AI)物體識別技術，即時檢測和處理對人類和動物4

眼睛的數據，從而提升眼睛自動對焦的準確性、速度和追蹤表現，讓攝影師能夠專注

於相片構圖5。 

 

 

α6100 配合 SEL70350G 鏡頭 

 

著眼細節 

Sony 根據 APS-C 相機用戶的意見，為α6600 及α6100 增加更多功能，帶來更佳的用

戶體驗。包括： 



- 改善色彩還原；承傳自全片幅相機的運算能夠重現自然色彩，特別是皮膚色調 

- 內置高解像度 4K
6
影片製作，採用無像素合併全像素讀出 Super 35mm 格式，更

可透過 Imaging Edge™手機應用程式7將影片輕鬆傳輸到智能手機 

- 時間間隔拍攝8功能可製作令人讚歎的縮時短片 

- 180 度翻揭式 3.0 吋 921K 像素（約） LCD 屏幕 

- 拍攝影片時可透過內置麥克風輸入收錄清晰音訊 

 

α6600 

全新α6600提供ISO 100-32000（可擴展至ISO50 - 1024009）廣闊感光範圍，具卓越的超

低雜訊表現，在低光環境下也能拍攝極高質素的影像。此外，加入特定區域消除雜訊

及重現細節技術，透過在每個區域獨立進行消除雜訊及優化清晰度處理，大幅降低雜

訊並同時保留高解像度，有助重現主體的精細紋理和陰影細節。 

 

 

α6600 

 

α6600 具有 Sony 高階全片幅相機備受讚譽的突破性技術，包括： 

 

- Sony 創新的內置 5 軸光學影像穩定系統擁有 5.0 級10的快門速度優勢 

- 領先11業界的特長電池容量 Sony Z 系列電池首次用於 APS-C 相機，實現更長的

電源效能；使用觀景器或 LCD 顯示屏12可分別拍攝約 720 張及 810 張影像 

- 機身採用堅固的鎂合金外殼製造，可防塵防水滴13 

- 當啟動影片錄製14的實時眼部自動對焦功能後，相機可以精確地偵測和自動連續

追蹤主體的眼睛，使拍攝者可以放心依靠相機鎖定焦點，從而專注於構圖。當

選擇人物為拍攝主體後，使用觸控追蹤功能也會隨之自動開啟眼睛自動對焦 

- 增設耳機插孔，讓用戶連接高質素耳機從而準確地控制錄製音訊 

 
 

 

 



 

α6100 

4K 錄製 6 

α6600及α6100內置4K影片錄製無像素合併全像素讀出 Super 35 mm 格式，收集的數據

量相等於4K 影片所需的 2.4 倍15。這項數據採樣帶來驚人的 XAVC S™格式錄像，具有

無與倫比的解像度。α6600配備HLG（Hybrid Log-Gamma）16圖像設定檔，支援即時 

HDR 工作流程。在兼容 HDR (HLG) 電視上播放所錄製的影片，將呈現逼真的高光及

陰影效果，毋須進行調色。對於需要在後期製作調色的用戶，α6600支援S-Log3及S-

Log2 伽瑪曲線。 

 

Sony 全新α6100 及α6600 APS-C 系列無反相機分別於 9 月下旬及 10 月下旬發售。 

 

公開預售 

由 2019 年 9 月 13 日開始， α6600 及α6100 相機於 Sony Store 專門店、Sony Store 網

上專門店 (www.sony.com.hk/store) 、Sony 銷售熱線 (852) 2345-2966 及特約零售商公開

預售，詳情如下： 
 

型號 相機顏色 售價 預售日期 預售優惠 

α6600無反相機 

 (淨機身) 

黑色 港幣 11,290 元 9 月 13 日至 

10 月 22 日 

- NP-FZ100 充

電池一枚 

- SF-64UY3 記

憶卡一張 

 

另加$199 可獲 

一年星級服務

計劃 

 

( 優 惠 總 值

$1,209) 

α6600無反相機  

(連 SEL18135 鏡頭套

裝) 

 

港幣 14,690 元 

α6600無反相機  

(連 SEL70350G 鏡頭

預售限定套裝) 

 

 

港幣 17,990 元 



α6100無反相機  

(淨機身) 

黑色 / 白

色 / 銀色 

港幣 6,290 元 9 月 13 日至 

9 月 24 日 

可獲贈 

- ACC-TRW 電

池連充電器套

裝  

 

另加$199 可獲 

一年星級服務

計劃 

 ( 優 惠 總 值

$1,240) 

α6100無反相機   

(連 SEL1650 鏡頭套

裝) 

黑色 / 白

色 / 銀色 

港幣 7,290 元 

α6100無反相機  

(連 SEL1650 及

SEL55210 鏡頭套裝) 

黑色 港幣 9,290 元 

 

全新 α6600及 α6100的產品規格。 

 

可按此查看有關新 α6600及 α6100的產品介紹影片。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 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833-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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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電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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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sony.com.hk/zh/electronics/interchangeable-lens-cameras/ilce-6600
https://www.sony.com.hk/zh/electronics/interchangeable-lens-cameras/ilce-6100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L06nPE7_lzMbExCpSdogS9zJW0Xw_TJ4
http://www.sony.com.hk/


                                                           
1
 約有效百萬像素。 

2
 根據 Sony 研究，符合 CIPA 標準的測試，裝配 E 18-135mm F3.5-5.6 OSS 鏡頭，關閉 Pre-AF 和使用實

時觀景器。 
3
 ⼈⼯智能（AI）包括機器學習技術 

4
 實時動物眼睛⾃動對焦僅⽀援靜態影像，不能與追焦同時使⽤。不⽀援某些動物的眼睛。根據場景和

拍攝對象，對焦可能效果不佳 
5
 右眼和左眼均可通過選單或觸控屏進⾏選擇 

6
 3840×2160 像素。需要 Class 10 或更高級別 SDHC / SDXC 記憶卡，以 XAVC S 格式錄製短片。UHS-I

（U3）SDHC / SDXC 卡需要 100Mbps。 
7
 Imaging Edge Mobile 需要 7.2 或更高版本 

8
  間隔拍攝期間 Wi-Fi 無效 

9
 僅限靜態影像 

10
 根據 CIPA 標準。僅限前後傾斜及左右晃動。 Sonnar T* FE 55mm F1.8 ZA 鏡頭。長時間曝光時關閉降

噪功能。 
11
 APS-C 影像感測器的無反可互換鏡數碼相機中。 截至 2019 年 8⽉Sony 研究 

12
 兼容 CIPA 標準 

13
 不保證 100% 防塵防潮 

14
 此功能不⽀援動物眼睛追蹤 

15
 24p 錄製。在 30P 約 1.6 倍 

16
 通過 USB 電線將本產品連接到兼容 HDR（HLG）的 Sony 電視，以顯⽰ HDR（HLG）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