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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萬像素解像度
 24 倍變焦連 26mm 廣角功能
 影像感應器移動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3 英吋高解像度多角度 LCD 顯示屏
 ISO 6400* 功能

* ISO 3200及6400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更小的影像尺寸。

無敵24倍變焦，讓影像更真切動人。

 1,200 萬像素解像度
 7 倍變焦
 影像感應器移動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2.7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ISO 6400* 功能

* ISO 3200及6400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更小的影像尺寸。

 1,220 萬像素解像度
 4 倍變焦連 28mm 廣角功能 
 光學移鏡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2.7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全尺寸 ISO 6400（4000 x 3000 像素）功能 

華麗風格，艷麗照片。

敏捷生趣，亮麗迷人。

 1,000 萬像素解像度
 3 倍變焦
 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3 英吋觸控式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ISO 2000 功能

 1,000 萬像素解像度
 3 倍變焦
 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2.5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ISO 2000 功能

智能拍攝在您指尖 價錢相宜，盡擁珍貴一刻。

高效表現，時尚纖細。

 1,000 萬像素解像度
 15 倍變焦連 28mm 廣角功能
 影像感應器移動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3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ISO 3200* 功能

* ISO 3200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更小的影像尺寸。

 1,000 萬像素解像度
 3.6 倍變焦
 動作偵測 
 3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ISO 1600 功能

簡易操控，精彩照片。

COOLPIX 愉快體驗
留住生活中每一個歡欣時刻，總有一款卓越出色的輕便相機為您代勞，讓您將珍貴回憶永久珍藏，時刻與摰愛分享。

COOLPIX — 全情捕捉每一分喜悅。

 1,220 萬像素解像度
 5 倍變焦連 28mm 廣角功能 
 光學移鏡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2.7 英吋高解像度亮彩顯示屏
 全尺寸 ISO 6400（4000 x 3000 像素）功能
 全球最快啟動時間 * 及極速自動對焦

* 截至2009年7月10日，與備有5倍光學變焦鏡頭及光學減震影像穩定技術的輕便相機型號比較
（資料取自Nikon Corporation 調查結果）。

 1,210 萬像素解像度
 5 倍變焦連 28mm 廣角功能
 光學移鏡及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2.7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ISO 6400*1 功能
 全球首部內置放映機*2

*1 ISO 3200及6400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更小的影像尺寸。
*2 截至2009年7月10日，與其他輕便相機型號比較（資料取自Nikon Corporation 調查結果）。

時尚風格，共享難忘時刻。 OLED顯示屏清晰亮麗，
增添觸控樂趣。

小巧亮麗，功能齊備。

 1,210 萬像素解像度
 5 倍變焦連 28mm 廣角功能
 光學移鏡及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3.5 英吋觸控式亮彩 OLED 顯示屏
 ISO 6400* 功能

* ISO 3200及6400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更小的影像尺寸。

 1,200 萬像素解像度
 5 倍變焦連 28mm 廣角功能
 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2.7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
 全尺寸 ISO 3200（4000 x 3000 像素）功能

備註：相機系列及顏色於不同地區或有不同。
 刊載於此頁之影像僅屬模擬。

極速對焦，留住歡欣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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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上列距離僅為近似值。

極速對焦留住歡欣時刻。
型格機身極速攝取影像。

香檳銀色 

型黑 

寶石粉紅

時尚風格，共享難忘時刻。
瀏覽影像新方式，讓您隨時享受。

1,220萬
像素

5倍
變焦

2.7英吋
LCD顯示屏

幻燈片極盡視聽之娛

配備多種精彩幻燈效果，為內置放映機增添

更多樂趣。

1,210萬
像素

5倍
變焦

2.7英吋
LCD顯示屏

暖銀色

黑色

極速對焦及快速反應 

COOLPIX S640的特快自動對焦功能讓您精確

捕捉可一不可再的珍貴情景，加上只需0.7秒的

最快啟動時間*，讓您一機在手即掌握最強勁的 

攝影工具，隨時捕捉珍貴時刻的亮麗景象。 

* 截至2009年7月10日為止，與備有5倍光學變焦鏡頭及光學 
 減震功能的輕便相機比較（資料取自Nikon Corporation 
 調查結果）。

全新亮彩顯示屏

COOLPIX S640全新2.7英吋LCD顯示屏採用尼康 

嶄新亮彩顯示屏技術，即使在戶外陽光下，也能有效 

減 少反 光，讓 影 像 清 晰 明 麗。影 像 預 覽 及 重 播 更 

清晰生動，隨時隨地賦予攝

影 更 多 樂 趣。顯 示 屏 擁 有 

超廣角功能，令您瀏覽影像時 

更為方便。

其他功能

 智能人像系統連肌膚柔化功能

 光學移鏡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自動場景模式選擇器

 主體追蹤連自動鎖定功能

 快速修飾 

 D-Lighting

 透過USB埠連接
 AC變壓器或
 個人電腦充電

唯一配備內置放映機的輕便相機

全球首部相機*內置放映機，讓您輕觸按鈕即可在任何平面放映摯愛照片與短片片段，是您隨時隨地與   

親友分享照片的趣味新方式。

*截至2009年7月10日，與其他輕便相機型號比較（資料取自Nikon Corporation 調查結果）。

放映機規格

• 亮度*1：最高達10流明

• 影像尺寸：5至40 in.

• 投映距離：約26cm至2m（10 in.至6 ft. 6 in.）

• 投映時間（電池壽命）*2：約1小時

• 解像度（輸出）：相當於VGA 

*1 測量方法、條件及標示方式均遵循ISO 21118標準。

*2 在攝氏25 °C /華氏77 °F溫度下，以充滿電的
 EN-EL12電池連續使用時間為准。

放映機支架及無線遙控 

將COOLPIX S1000pj置於放映機支架上， 

以附屬的遙控器輕鬆

操控快門釋放、放映 

操作及其它功能。

先進影像穩定功能，
締造更清晰的影像效果。

COOLPIX S1000pj提供五種先進影像穩定 

功能*1，包括ISO 6400*2、光學移鏡及電子

減震影像穩定技術、動作偵測和BSS（最佳影像 

選擇），確保每次拍攝均能捕捉銳利影像。

*1 相機僅選擇及使用最適當的功能以優化每一影像。
*2 ISO 3200及 6400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更小的 
 影像尺寸。

其他功能

 2.7英吋高解像度LCD顯示屏

 智能人像系統連肌膚柔化功能

 自動場景模式選擇器

 主體追蹤

 快速修飾

 D-Lighting

捕 捉精 彩一刻
您 的 隨 身 影 院

備註：此頁展示影像全是模擬影像。 備註：此頁展示影像全是模擬影像。

穩妥捕捉完美瞬間

亮彩明顯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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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的影像穩定功能

COOLPIX S640讓您於昏暗環境或拍攝快速移動的主體時，也可輕鬆拍得效果 

自然亮麗的照片。尼康的光學鏡頭移動減震穩定技術能補償相機晃動的影響，為您

帶來更清晰銳利的影像。此外，高達全尺寸ISO 6400（4000 x 3000像素）的感光度

讓您以更敏捷的快門速度捕捉影像，保留自然光線下完美的影像效果。

清晰影像活現自然色彩

以影像質素為先的COOLPIX S640採用了建基於尼康數碼單鏡

反光相機的優化自動白平衡系統，透過更自然的矯色效果締造逼

真亮麗的影像。



指尖操控的樂趣

觸控快門
輕觸屏幕即可自動對焦及曝光，
並自動釋放快門。 亮度調整桿

兩指操控選取
影像縮圖顯示

備註：此頁展示影像全是模擬影像。 備註：此頁展示影像全是模擬影像。

亮彩OLED顯示屏明顯與眾不同

備有三種不同風格的時尚主介面可供選擇 

場景效果調整桿

OLED顯示屏清晰明麗，增添觸控樂趣。
雙面設計質感細膩動人。

1,210萬
像素

5倍
變焦

3.5英吋
OLED顯示屏

黑色併黑色

香檳金色併米黃
1,200萬

像素
5倍
變焦

2.7英吋
LCD顯示屏

小巧亮麗，功能齊備。
先進功能助您輕鬆留住珍貴時刻。

暖銀色

黑色

紅色

粉紅

紅色併深紅

其他功能

 光學移鏡及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智能人像系統連肌膚柔化功能

 簡易自動模式連自動場景模式選擇器

 主體追蹤

 快速修飾 

 D-Lighting

 透過USB埠連接AC變壓器或個人電腦充電

亮 麗 顯示 屏

不使用肌膚柔化功能 使用肌膚柔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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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英吋亮彩OLED觸控式顯示屏

OLED亮彩顯示屏技術帶來即時可見的鮮明色彩重現、銳利對比，並且絕無 

殘像。加上尼康創新的亮彩顯示屏技術，3.5英吋大型OLED顯示屏定能 

讓您大飽眼福。

COOLPIX S70更配備反應靈敏的新電容式觸控屏技術。只需以指尖輕觸

即可啟動各項功能，讓相機操作更添直覺樂趣。

精緻外型、優雅機身、廣闊攝影覆蓋範圍

COOLPIX S570結合了優雅的外型、卓越的性能

及先進的功能，讓攝影更加輕鬆自如。其精準的

5倍變焦尼克爾鏡頭擁有28mm廣角覆蓋和優質

光學性能，給您無限構圖自由。

尼康智能人像系統連肌膚柔化功能

COOLPIX S570配備五大先進功能，助您拍攝

精彩如一的人像照片。

肌膚柔化功能

全新肌膚柔化功能可識別及分析拍攝主體的 

肌膚，並調校至光滑效果，令您獲得最滿意影像。

臉部優先自動對焦

臉部優先自動對焦功能可於 每張照片中自動 

偵測多達12張人臉，並自動調整曝光度，確保 

得出理想人像效果。

笑容計時器與防眨眼功能

笑容計時器可在拍攝主體微笑時自動釋放快門，

而防眨眼功能可自動拍攝兩幅照片，並自動儲存

主體眼睛張開較大的那一幅照片。

眨眼警告

眨眼警告於偵測到主體眨眼時會向您發出提示。

尼康內置減輕紅眼功能

尼康內置減輕紅眼功能可自動分析所錄得的 

影像，並修正紅眼現象，再儲存到記憶體中。

ISO 3200高感光度為您提供更大的
靈活度，助您捕捉精彩影像

ISO 3200感光度在昏暗環境下或是捕捉快速

移動主體時，可選用更快的快門速 度拍攝全

尺寸（4000 x 3000像素）照片，將攝影機遇 

大大增加，在生命中的精彩時刻到來時，助您 

拍下更銳利自然的照片。

自動場景模式選擇器

尼康的自動場境選擇器能辨識設定狀況，並自動

選取適合的模式，於不同情況下提供快捷無憂的

攝影體驗。

其他功能

 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2.7英吋高解像度LCD顯示屏

 快速修飾 

 D-Lighting



COOLPIX P90結合寬廣的拍攝範圍與24倍光學變焦鏡頭的廣角覆蓋，加上

3英吋多角度LCD顯示屏帶來的構圖自由，以及直覺易用的先進攝影模式，成為

您的多功能攝影工具，賦予攝影更多樂趣。

享受精彩更近拍攝體驗。

624mm（相等於35mm格式） 26mm（相等於35mm格式）

*此功能僅適用於16：9（1920 x 1080）的影像尺寸。

1,210萬
像素

24倍
變焦

3英吋
LCD顯示屏

1,200萬
像素

7倍
變焦

2.7英吋
LCD顯示屏

260mm（相等於35mm格式）

37mm（相等於35mm格式） 

COOLPIX S620擁有超快速啟動時間和敏捷反應，其4倍變焦尼克爾鏡頭 

連28mm廣角覆蓋，加上ISO  6400高感光度，及可拍攝全尺寸照片的功能， 

令COOLPIX S620成為精心打造的攝影工具，為攝影增添無窮樂趣。

反應迅速，亮麗生趣。

即使在高ISO設定下，亦可拍得清晰亮麗影像

1,220萬
像素

4倍
變焦

2.7英吋
LCD顯示屏

運 動 連 拍 模 式 影 像

不使用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使用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黑色

鈦銀色

亮銀色

天藍色

寶石粉紅

型黑

COOLPIX S630線條簡潔、輕巧超薄，加上穩固手把的尼康Sure Grip機身 

設計，散發無窮魅力。其高性能變焦鏡頭、快速反應和先進功能，成就與外型 

同樣流麗的照片。

纖巧外型，內藏7倍光學變焦的
廣大拍攝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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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倍變焦，覆蓋範圍更廣更遠

COOLPIX P90的高效24倍變焦尼克爾鏡頭，焦距範圍由26mm廣角至624mm超遠攝，更覆蓋距離主體近至1cm（0.4in.）的微距功能，

帶來無可比擬的構圖自由。

15fps高速性能

運動連拍模式

運動連拍模式讓您以每秒15張的速度，拍攝最多45張連拍照片*，早著先機，捕捉所有喜愛的動作場景。

攝前預存選項

攝前預存選項讓您於釋放快門前，記錄多達10幅影像。

3英吋多角度LCD顯示屏帶來更大構圖自由

24倍變焦鏡頭的靈活覆蓋範圍，讓您無論是從低仰首拍攝，或是高角度捕捉，皆能隨心翱翔於影像中。 

因此，COOLPIX P90除配備電子觀景器外，亦備有 

3英吋高解像度多角度LCD 顯示屏連防反光塗膜。LCD 

顯示屏可向上傾斜達90度，或向下傾斜達45度。

先進拍攝模式（P，S，A及M）

模式撥盤可讓您迅速取用相機各項功能，優化 

個人相機操控，以及多種曝光模式，包括程式

自動[P]、快門先決自動[S]、光圈先決自動[A]及 

手動[M]，帶來豐富的創作機遇。

ISO 6400 功能

使用高達ISO 6400*感光度，為您帶來更多嶄新 

攝影機遇，在昏暗環境下或拍攝快速移動主體時， 

獲得更銳利自然的影像。

* ISO 3200及6400 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 
 更小的影像尺寸。

其他功能

 影像感應器移動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動作偵測

 電子觀景器，帶來更銳利穩定的攝影體驗

 自動場景模式選擇器

 智能人像系統

 優化影像（包括單色濾鏡效果）

 變形控制

 快速修飾

 動態D-Lighting

 7倍變焦尼克爾鏡頭帶來的靈活焦距範圍助您 

 捕捉所有精彩時刻。

 穩固手把的尼康Sure Grip機身帶來穩固自然的 

 握感，確保拍下更銳利的影像。

 多項先進影像穩定功能包括影像感應器移動減震 

 影像穩定技術、動作偵測、ISO 6400*以及BSS 

  （最佳影像選擇），助您拍下更為銳利的影像。

 笑容模式與防眨眼功能，助您輕鬆拍攝亮麗 

 人像照片。

 * ISO 3200及6400僅適用於3M（2048x1536）或更小的
  影像尺寸。

其它功能
• 2.7 英吋高解像度寬視角 LCD 顯示屏
• 場景自動選擇器模式
• 運動連拍模式
• 智能人像系統
• D-Lighting

 僅0.7秒的最快啟動時間*，讓您信心十足地捕捉 

 所有特別時刻。

 尼康的光學減震影像穩定技術能補償相機晃動 

 的影響，帶來更清晰銳利的影像。

 超輕巧設計與華麗鋁合金外殼締造時尚高雅 

 的外型。

 動作偵測可自動調整快門速度與ISO感光度 

 設定，以補償主體移動和相機晃動帶來的影響。

 ISO 6400高感光度可在昏暗環境下或是捕捉 

  快速移動主體時，拍攝更銳利自然的全尺寸 

 （4000 x 3000像素）照片，大大增加攝影機遇。

其它功能
• 2.7 英吋高解像度 LCD 顯示屏連廣闊觀景角度，
 防污防水層及屏幕亮度增強功能
• 智能人像系統
• 主體追蹤
• 快速修飾
• D-Lighting

* 截至2009年7月10日為止，與備有28mm（相等於35mm 
 格式）變焦鏡頭及光學減震功能的輕便相機比較（資料 
 取自Nikon Corporation調查結果）。



使用動作偵測不使用動作偵測

COOLPIX L100結合簡易攝影、先進攝影功能及15倍變焦尼克爾鏡頭 

的創作自由。其纖巧輕便的設計助您抓住所有特別時刻，讓記憶時刻 

留存，更添樂趣。

更近距接觸珍貴時刻。

420mm（相等於35mm格式）

28mm（相等於35mm格式）

COOLPIX L20揉合高性能表現及先進功能，簡化攝影程序。3英吋高解像度 

LC D 顯示屏及智 能自動 化 功 能，助 您 抓 緊 珍 貴時刻 迅 速 構 圖，拍 攝 亮 麗 

動人的照片，體驗無窮樂趣。

無憂攝影之樂，精彩影像源源不絕。

指尖操控，樂趣無窮 指尖觸發重播歡樂及靈活編輯

輕觸屏幕選取主體 一按就緒人像變焦 縮圖選像，簡易檢視 捲動影像 繪圖功能

使用快速修飾不使用快速修飾

COOLPIX S230備有直覺操控的觸控式操控LCD屏幕及一系列先進功能。

其優雅奪目的設計及輕巧優質的鋁合金機身，讓您享受攝影的無窮樂趣。

準備感受智能時尚的攝影觸感。

纖巧優雅的機身內藏有先進功能及優化表現。完美的配搭令拍攝珍貴時刻的

樂趣提升到更稱心的境界。

時尚纖巧，智慧表現。

1,000萬
像素

3倍
變焦

3英吋
LCD顯示屏

1,000萬
像素

15倍
變焦

3英吋
LCD顯示屏

1,000萬
像素

3倍
變焦

2.5英吋
LCD顯示屏

1,000萬
像素

3.6倍
變焦

3英吋
LCD顯示屏

黑色
暖銀色

閃紅

紫色

柔和銀色

湖水綠色

紫紅色

深藍色

紫色

亮銀色

深紅色

金屬黑

 您可以附送的觸筆在屏幕上書寫或加插色彩 

 繽紛的外框，讓照片更個人化。

 嶄新的3英吋廣闊觸控式操控LCD屏幕，締造 

 全新的攝影、觀景及修飾影像樂趣。

其它功能

• 電子減震影像穩定技術 • 自動排序
• 動作偵測 • 快速修飾
• 自動場景模式選擇器 • D-Lighting
• 智能人像系統

 快速修飾功能自動為照片調整對比度及飽和度， 

 建立經修飾的副本，為你的照片作最後潤飾。

 18mm超薄超輕鋁合金機身線條流暢，握在 

 手中更覺舒適。

其它功能

• 2.5 英吋高解像度LCD顯示屏 • 自動排序
• 智能人像系統 • 「我的最愛」照片
• 食物模式 • D-Lighting

 動作偵測功能自動調整快門速度及ISO（感光度） 

  設定，補償主體移動或相機晃動帶來的影響。

 自動場景模式選擇器於不同情況下自動選取 

 適合的場景模式，優化影像，提供快捷無憂的 

 攝影體驗。

 笑容模式在主體微笑時可自動釋放快門，助您 

 記錄每個精彩時刻。

 防眨眼功能可自動連續拍攝兩幅照片，並自動 

 儲存主體眼睛張開較大的那一幅照片。

 15倍超遠攝變焦尼克爾鏡頭連28mm廣角功能 

  及出色的近拍能力。

 運動連拍模式以每秒13張的速度，可連續拍攝 

  多達30幅影像*，助您隨心捕捉所有動作場境。 

 尼康的影像感應器移動減震影像穩定技術可 

  補償相機晃動情況，將模糊影像轉化成清晰 

  亮麗的動人畫面。

 動 作 偵 測 功 能可自動 調 整 快 門速 度 及 I S O 

 （感光度）設定，補償主體移動或相機晃動帶來 

  的影響。

 ISO 3200*功能助您於光線不足或捕捉快速 

 移動主體時，拍得更銳利清晰的影像。

 * 此功能僅適用於3M（2048 x 1536）或更小的影像尺寸。

其它功能

• 通用AA電池（鹼性、鋰或Ni-MH電池）
• 3英吋高解像度LCD顯示屏連防反光塗膜
• 簡易自動模式連自動場境模式選擇器
• 智能人像系統
• 變形控制
• D-Lighting 

 BSS（最佳影像選擇）可從一連串影像中自動 

 選取並儲存焦點最銳利的照片。

 寬闊亮麗的3英吋LCD顯示屏助您抓緊珍貴時刻 

 迅速構圖，並隨時隨地重播精彩畫面，即使在 

 日光直接照射的情況下，您仍可清晰檢視影像。

 自動 場 境 模 式 選 擇 器的 簡易自動 模 式代 您 

 掌控攝影設定，並自動選取合適的場境模式， 

 令拍攝更無憂。

其它功能

• 通用AA電池（鹼性、鋰或Ni-MH電池）
• 智能人像系統
• D-Lighting

 動 作 偵 測 功 能可自動 調 整 快 門速 度 及 I S O 

 （感光度）設定，補償主體移動或相機晃動帶來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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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置減輕紅眼功能
所有COOLPIX相機均提供先進減輕紅眼功能，自動分析所錄得的影像，

並修正紅眼現象，再儲存到記憶體中。

肌膚柔化功能
肌膚柔化功能利用內置臉部識別技術，確保拍攝人物臉部膚色

光滑，並提供三種調校級別，可隨喜好選擇以獲得滿意影像。

臉部優先自動對焦
無論拍攝單人照或是團體照，只需按動快門鍵，臉部優先自動對焦功能都可確保得出理想人像 

效果。此功能可於每張照片中自動偵測多達12張人臉，並自動調整曝光度，以達致主體面部及整幅

照片光線平衡。

笑容模式
笑容模式可在拍攝主體微笑時自動釋放快門，讓您準確捕捉珍貴一刻。部份型號並配備防眨眼 

功能，可自動拍攝兩幅照片，並自動儲存

主體眼睛張開較大的那一幅照片。

眨眼警告
眨眼警告會於曝光時偵測到主體眨眼的情況下向您發出提示，讓您及時重拍畫面。

功能簡介 場景模式

人像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黃昏/黎明 近拍

複製

博物館

背光

夜景 煙花匯演

食物 全景輔助

風景 沙灘/雪地 日落派對/室內運動 夜間人像相機系統

 旋轉式多重選擇器

旋轉式多重選擇器令相機操作簡易，同時加快選擇
功能的速度。

 廣闊檢視角度（顯示屏）

顯示屏的廣闊檢視角度可增加攝影變化，同時讓人
群更容易圍攏於顯示屏前檢視出色影像及幻燈片。

拍攝功能

 動態變焦  
所有型號

與數碼變焦只放大影像資料不同，動態變焦從影像
最大尺寸裁放影像，將破壞情況減至最小，因而可
輸出高解像度資料。

 運動連拍模式

高速連拍模式設定助您快人一步捕捉任何瞬間即逝
的動作畫面。

 電視短片
所有型號

電視短片模式可記錄 VGA 尺寸影像（640 x 480 
像素），適合於電視屏幕上播放。而小短片則可 
創作 QVGA 尺寸短片（320 x 240 像素）。

影像強化

 動態 D-Lighting

獨一無二的內置動態 D-Lighting 技術為影像帶來更
自然的陰暗位細節，大大改善影像質素，無需後期
修飾即可達至完美影像。

 色彩選項

色彩選項功能讓您製作出更富創意的效果，功能 
與使 用濾 鏡 相類似，讓您隨 意透過一系列標準 
色彩、鮮艷色彩、黑白、棕色及冷色調，徹底改變
影像的氣氛。

 變形控制

變形控制糾正以寬廣角度所拍攝影像的酒桶變形 
現象，並可即時於LCD顯示屏顯示經修正後的效果。

 D-Lighting  
所有型號

獨一無二的 D-Lighting 功能在有需要時補償光線
及細節，並保留曝光效果理想的地方，從而大大改
善影像質素，達至賞心悅目的自然影像。

 快速修飾

快速修飾功能自動為指定照片調整對比度及飽和
度，建立經修飾的副本，為你的照片作最後潤飾。

重播
 臉部放大 
所有型號

在重播時對準主體臉部放大畫面，然後利用多重選
擇器自由移動至同一照片中其他主體的臉部。

 「我的最愛」照片

「我的最愛」照片功能可助您妥善整理影像，並儲
存至機內相簿。

尼康的減震技術，在不穩定的攝影情況下及環境 

昏暗時，助您拍出清晰無瑕影像。

指定COOLPIX型號提供光學鏡頭或感應器移動 

減震技術，以補償相機晃動情況及提供更穩定的 

顯示屏畫面顯示。

而部份型號則提供電子減震功能，在影像處理過程

中利用動作數據，隨時將模糊影像轉化成清晰亮麗

的動人畫面。

出色的高ISO功能，在富挑戰性的環境下仍帶來卓越

照片，將攝影機遇大大增加，助您在欠缺理想天然

光線及需長時間曝光的環境下，仍能拍得細膩動人

的照片，此舉可將相機晃動的影響減至最低。此外，

高ISO功能可讓您自由選擇更快的快門速度，助您

拍攝迅速移動中的主體，令效果更清晰鮮明。

觸控式屏幕為直覺操控帶來全新意義。您只需輕觸屏幕即可

選取主體、設定自動對焦及曝光度、決定焦距；又或捲動縮圖

和選取影像作檢視。

COOLPIX S70結合觸控式屏幕及全新的3.5英吋亮彩OLED 

顯示屏，再現更高層次的鮮艷色彩、銳利對比及於拍攝和 

重播時，給您更清晰的檢視效果。 

輕觸按鈕即可將最喜愛的照片與短片投影在任何寬闊的 

平面上，既可單張播放，亦可製成配上音樂和特別效果的 

幻燈片，是您隨時隨地與親友分享生活點滴的趣味新方式。

使用一般感光度 使用高感光度

笑容模式開啟 不使用防眨眼功能 不使用防眨眼功能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所有型號

主體追蹤功能可跟隨主體的活動，大大提高攝影 

體驗。COOLPIX S640還配備全新的自動鎖定 

主體追蹤功能，能夠自動偵測人臉，繼而追蹤及 

鎖定拍攝主體。

備註：功能會因相機型號而有所不同。

* COOLPIX S630、P90及L100配備運動連拍模式。
 備註：以上照片僅供參考。 

不使用肌膚柔化功能 使用肌膚柔化功能

不使用減震功能 使用減震功能

亮彩OLED顯示屏明顯
與眾不同

尼康的自動場境模式選擇器於不同情況下提供快捷 

無憂的攝 影體 驗。自動場境模式選擇器能分辨 

構圖中的主體及辨識設定狀況，並自動選取適合的 

模式，優化影像效果。

所有型號

使用動作偵測不使用動作偵測

動作偵測功能可自動選擇更快的快門速度及更高

ISO（感光度）設定，補償主體移動或相機晃動的 

影響，助您拍得更清晰銳利影像。

所有型號

優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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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格  

有效像素 1,220 萬 1,200 萬 1,220萬 1,200萬 1,000萬 1,000萬 1,210萬 1,210萬 1,210萬 1,000萬 1,000萬

鏡頭

5倍變焦尼克爾;
5.0-25.0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8-140mm); f/2.7-6.6; 數
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560mm)

7倍變焦尼克爾；
6.6-46.2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37-260mm)；f/3.5-5.3；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1040mm)

4倍變焦尼克爾；
5.0-20.0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8-112mm)；f/2.7-5.8；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448mm)

5倍變焦尼克爾；
5.0-25.0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8-140 mm); f/2.7-6.6；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560 mm)

3倍變焦尼克爾；
6.3-18.9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35-105mm)；f/3.1-5.9；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
畫角：420mm)

3倍變焦尼克爾；
6.3-18.9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35-105mm)；f/3.1-5.9；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420mm)

5倍變焦尼克爾；
5.0-25.0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8-140 mm); f/3.9-5.8；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560mm)

5倍變焦尼克爾； 
5.0-25.0mm (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8-140 mm); f/3.9-5.8；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560mm)

24倍變焦尼克爾；
4.6-110.4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6-624mm); f/2.8-5；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496mm)

15倍變焦尼克爾； 
5.0-75.0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28-420mm); f/3.5-5.4；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1680mm)

3.6倍變焦尼克爾； 
6.7-24.0mm(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38-136mm); f/3.1-6.7；
數碼變焦：高達4倍(相等於
35mm[135]格式的畫角：
544mm)

對焦範圍（從鏡頭計算）

45cm(1 ft. 6 in.)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2cm(0.8 in.)至無限遠(∞)

60cm(2 ft.)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2cm(0.8 in.)至無限遠(∞)

50cm(1 ft. 8 in.)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2cm(0.8 in.)至無限遠(∞)

45cm(1 ft. 6 in.)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3cm(1.2 in.)至無限遠(∞)

60cm(2 ft.)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10cm(4 in.)至無限遠(∞)

60cm(2 ft.)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10cm(4 in.)至無限遠(∞)

30cm(1 ft.)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3cm(1.2 in.)至無限遠(∞)

30cm(1 ft.)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3cm(1.2 in.)至無限遠(∞)

50cm(1 ft. 8 in.)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1cm(0.4 in.)至無限遠(∞)

50cm(1 ft. 8 in.)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1cm(0.4 in.)至無限遠(∞)

30cm(1 ft.)至無限遠(∞)，
於使用微距拍攝模式：
5cm(2 in.)至無限遠(∞)

顯示屏

2.7英吋，約230,000點，
廣闊觀景角度TFT LCD
顯示屏連防反光塗膜，
防污及防水塗層

2.7英吋，約230,000點，
廣闊觀景角度TFT LCD
顯示屏連防反光塗膜

2.7英吋，約230,000點，
廣闊觀景角度TFT LCD
顯示屏連防反光塗膜，
防污防水層及屏幕亮度 
增強功能

2.7英吋，約230,000點， 
TFT LCD顯示屏連
防反光塗膜

3英吋，約230,000點，
TFT LCD顯示屏連觸控式
屏幕操控及防反光塗膜

2.5英吋，約150,000點， 
TFT LCD顯示屏

2.7英吋，約230,000點， 
TFT LCD顯示屏連
防反光塗膜

3.5英吋，約288,000點，
廣闊觀景角度OLED顯示屏
連觸控式屏幕操控及
防反光塗膜

3英吋，約230,000點，
多角度TFT LCD顯示屏連
防反光塗膜、電子觀景器，
0.24英吋，約230,000點

3英吋，約230,000點，
TFT LCD顯示屏連
防反光塗膜

3英吋，約230,000點，
TFT LCD顯示屏

儲存媒體
內置記憶(約45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44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45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47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44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44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36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20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47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44 MB)，
SD/SDHC記憶卡*2

內置記憶(約20 MB)，
SD/SDHC記憶卡*2

ISO 感光度

ISO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ISO 
100-1600)，固定範圍自動
(ISO 100-400, 100-800)

ISO 64,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3, 
6400*3，自動(自動增益達至 
ISO 64-800)，高ISO感光度 
模式*3(ISO 640-3200)，
固定範圍自動(ISO 64-200, 
64-400)

ISO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ISO 
100-1600)，固定範圍自動
(ISO 100-400, 100-800)

ISO 80,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ISO
80-1600)，固定範圍自動
(80-400, 80-800) 

ISO 80, 100, 200, 400, 
800, 1600, 2000，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ISO 
80-800)，高ISO感光度自動
(ISO 80-1600)

ISO 80, 100, 200, 400, 
800, 1600, 2000，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ISO 
80-800)，高ISO感光度自動
(ISO 80-1600)

ISO 80,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3, 6400*3，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
ISO 80-800)，固定範圍自動
(ISO 80-200, 80-400)

ISO 80,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3, 6400*3，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
ISO 80-800)，固定範圍自動
(ISO 80-200, 80-400)

ISO 64,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3, 
6400*3，自動(自動增益達至
ISO 64-800)，高ISO
感光度自動(ISO 64-1600)，
固定範圍自動(ISO 64-100, 
64-200, 64-400)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ISO
80-800)，高感光度模式*3

( ISO 720-3200)

自動(自動增益達至ISO 
64-1600)

電力需求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12(提供)，AC充電
變壓器EH-68P(提供)，
AC變壓器EH-62F(另購)， 
充電器MH-65(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12(提供)，AC變壓器
EH-62F(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12(提供)，AC變壓器
EH-62F(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10(提供)，AC變壓器
EH-62D(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10(提供)，AC變壓器
EH-62D(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EN-
EL10(提供)，AC變壓器
EH-62D(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12(提供)，AC變壓器
EH-62F(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12(提供)，AC充電
變壓器EH-68P(提供)，
AC變壓器EH-62F(另購)，
電池充電器MH-65(另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EN-EL5(提供)，AC變壓器
EH-62A(另購)

四枚AA鹼性(提供)，
或鋰電池，四枚可充電鎳氫 
電池 (EN-MH2)(另購)，
AC變壓器EH-67(另購)

兩枚AA鹼性(提供)，
或鋰電池，兩枚可充電鎳氫 
電池 (EN-MH2)(另購)，
AC變壓器EH-65A(另購)

電池壽命 *1
使用EN-EL12電池
可拍攝約270張

使用EN-EL12電池
可拍攝約220張

使用EN-EL12電池
可拍攝約250張

使用EN-EL10電池
可拍攝約220張

使用EN-EL10電池
可拍攝約160張

使用EN-EL10電池
可拍攝約180張

使用EN-EL12電池
可拍攝約220張

使用EN-EL12電池
可拍攝約200張

使用EN-EL5電池
可拍攝約200張

使用鹼性電池可拍攝約
350張，使用EN-MH2電池
可拍攝約600張，或使用
鋰電池可拍攝約900張

使用鹼性電池可拍攝約
240張，使用EN-MH2電池
可拍攝約440張，或使用
鋰電池可拍攝約630張

尺寸（闊 x 高 x 深）
約91 x 55 x 20.5 mm 
(3.6 x 2.2 x 0.8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96.5 x 57.5 x 25.5 mm 
(3.8 x 2.3 x 1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90 x 53 x 23 mm 
(3.5 x 2.1 x 0.9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92 x 56.5 x 21.5 mm 
(3.6 x 2.2 x 0.8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91 x 57 x 20 mm 
(3.6 x 2.3 x 0.8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89.5 x 55.5 x 18 mm 
(3.5 x 2.2 x 0.7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99.5 x 62.5 x 23 mm 
(4 x 2.5 x 0.9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96.5 x 60.5 x 20 mm 
(3.8 x 2.4 x 0.8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114 x 83 x 99 mm 
(4.5 x 3.3 x 3.9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110 x 72 x 78 mm 
(4.3 x 2.8 x 3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約96.5 x 61 x 29 mm 
(3.8 x 2.4 x 1.2 in.)，
不包括機身凸出的部份

重量
約110 g (3.9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40 g (4.9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20 g (4.2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20 g (4.2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15 g (4.1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00 g (3.5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55 g (5.5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40 g (4.9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460 g (16.2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355 g (12.5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約135 g (4.8 oz.)不連
電池及SD/SDHC記憶卡

*1 根據CIPA業界標準量度電池壽命。於23°C(73°F)下量度；每次拍攝調校變焦，每隔一次拍攝使用內置閃光燈，影像模式設定至標準。
*2 與多媒體記憶卡(MMC卡)不相容。
*3 此功能僅限於3M(2048x1536)或更小的影像尺寸。

備註：相機系列及顏色於不同地區或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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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越 影 像 大 革 新

尼康的 EXPEED 數碼影像處理概念兼顧 

攝影各方面，標誌著數碼攝影的革新，打開

通往影像品質及相機表現新世界的大門。

尼克爾鏡頭一直以來均迎合頂級專業攝影

師的高水準，並將繼續在今天，以至明天的 

數碼攝影世界，彰顯尼康對精湛工藝及可靠

性能的決心。

Microsoft®、Windows®及Windows VistaTM均是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Macintosh®、Mac®OS及QuickTime®均是Apple Inc.在美國及/ 
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SDHC標誌是一個商標。PictBridge是一個商標。FotoNation標誌是一個商標。CompactFlash®及Extreme®是SanDisk Corporation的註冊商標。 
各產品及品牌名稱均為其所屬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在本小冊子的顯示屏上的影像均屬模擬影像。

多功能軟件套裝
每一款COOLPIX 數碼相機均配備CD-ROM，

讓您隨時修飾您的照片，增添攝影樂趣。

讓彼此更靠近
http://mypicturetown.com

my Picturetown 2GB 免費儲存空間安全穩妥的照片分享及儲存服務，由尼康為您提供。 
請即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