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7 文匯副刊科技 i 世代 ■責任編輯：吳綺雯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Android WearAndroid Wear 新世代新世代
智能手錶智能手錶 穿戴革命穿戴革命
智能手機已成為生活一部分，無論生活情報或交通消息，通過手機都能輕易查閱，可是手機擁有一定體積，也不能任何時間緊貼用戶身邊，通過穿戴

方式使用的智能手錶，日漸受到廠商及用戶的注意，甚至成為Google的發展重點，到底小小手錶有何特別？讓我們為各位介紹一下！

■文、攝︰Renee、世界評審

22年前年前，，市場已出現過幾款智能手錶市場已出現過幾款智能手錶，，可以通過藍牙與手機連接可以通過藍牙與手機連接，，提供訊息接收與來電通提供訊息接收與來電通
知知，，或者協助用戶進行運動訓練或者協助用戶進行運動訓練；；不過不過，，礙於硬件發展緩慢礙於硬件發展緩慢，，加上廠商自行設計系統加上廠商自行設計系統，，軟件軟件
無法互相兼容無法互相兼容，，導致智能手錶無法普及起來導致智能手錶無法普及起來。。現時由現時由GoogleGoogle主導的主導的Android WearAndroid Wear，，正是計正是計
劃通過統一的平台劃通過統一的平台，，讓廠商們運用標準硬件讓廠商們運用標準硬件，，設計出軟件能互通的產品設計出軟件能互通的產品，，藉此促進智能手錶藉此促進智能手錶
的發展的發展。。

首發分子首發分子 - LG G Watch- LG G Watch
現時現時GoogleGoogle已經發佈了已經發佈了33款款Android WearAndroid Wear裝置裝置，，不過正式登陸香港市場不過正式登陸香港市場，，

並公開發售的就只得並公開發售的就只得LG G WatchLG G Watch，，其設計以方形為主其設計以方形為主，，錶身僅有一個觸控屏錶身僅有一個觸控屏
幕與收音咪幕與收音咪，，沒有任何實體按鍵沒有任何實體按鍵，，因此外觀極盡簡約清新因此外觀極盡簡約清新。。G WatchG Watch的的
連接方法也是透過藍牙連接方法也是透過藍牙，，再與手機中的再與手機中的「「Android WearAndroid Wear」」軟件進行配軟件進行配
對對，，初次連接只需要按照指示初次連接只需要按照指示，，大概大概11分鐘時間就能夠使用分鐘時間就能夠使用。。
G WatchG Watch已預載幾款簡單工具已預載幾款簡單工具，，用戶可透過用戶可透過「「Android FitAndroid Fit」」進行步進行步

數計算數計算，，或者利用內置的指南針或者利用內置的指南針，，查閱地理方位或設置國際時鐘查閱地理方位或設置國際時鐘。。除除
此以外此以外，，AndroidAndroid手機的各項服務已全面支援手機的各項服務已全面支援，，諸如諸如《《GMailGMail》、》、
《《Google MapsGoogle Maps》、《》、《Google KeepsGoogle Keeps》》或或《《Google NowGoogle Now》，》，
用戶可通過用戶可通過G WatchG Watch進行操作進行操作，，用戶亦能透過用戶亦能透過Google PlayGoogle Play
StoreStore，，找尋更多的實用軟件找尋更多的實用軟件，，目前據知已支援目前據知已支援Android WearAndroid Wear
的軟件的軟件，，數量多達數百款數量多達數百款；；至於非支援軟件至於非支援軟件，，只要能顯只要能顯
示於手機的頂部訊息欄示於手機的頂部訊息欄，，G WatchG Watch亦能配合使亦能配合使
用用，，例如用戶收到例如用戶收到《《WhatsAppWhatsApp》》的訊息的訊息，，文字會文字會
自動傳送至手錶自動傳送至手錶，，並且以震動方式進行提示並且以震動方式進行提示，，方方
便用戶瀏覽或回覆便用戶瀏覽或回覆，，比起舊式的智能手錶擁比起舊式的智能手錶擁
有更多實用功能有更多實用功能。。

售價售價：：HK$HK$11,,898898

高量之選
- Pebble Steel
智能手錶雖然創新好玩，但全彩色熒幕帶

來跟智能手機一樣的問題，隨時一日充電幾次
仍然不夠用。其實高用量玩家大可考慮這一款
Pebble Steel，有別於一般智能手錶，這款手
錶使用黑白灰階的e-Paper顯示屏，一次充
電可以使用大約5至7日，就算再高用量都
可能撐足一日。再加上Pebble這台智能手

錶平台最早出現於
市場，現時已經有
大量軟件可選擇，
用戶更可以利用各
種網上資源，去設
計自己的錶面圖
案，實在是現時可
玩性較高的智能手
錶。
售價：HK$2,198

■用戶可以在 Pebble
Steel 自選有趣錶面圖
案，而且熒幕可以提供
不同深淺色的關係，就
算顯示圖片一樣沒有問
題。

銀河限定
- Samsung Gear 2
Samsung Gear 2 與

Pebble 一樣，並非使用
Android Wear平台，而是
使用自家開發的Tizen平
台。可惜相比起來，Tizen
平台除軟件較少之外，
Gear 2 亦 只 支 援
Samsung 自家的「銀河」家族手
機，與支援Android以iOS兩大系統
的Pebble自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支
援並不廣泛，但配對「銀河」系列手
機使用，不需太多的設定就可以使用
主要的提示功能，可說是這款「限
定」手錶的最大優點。配備200萬像
素鏡頭，對喜歡抓拍的朋友來說也非
常實用。 售價：HK$2,498

便利提示
- COGITO POP
如想體驗一下智能手錶可

以接駁手機，將所有訊息通
知「飛」到手錶的便利，但
又覺現平台眾多，怕過早入
市，最後選錯陣營？便宜一
點，大可以先試試這款
COGITO POP智能手錶。
有別於一眾智能手錶，這款手錶錶面以指針
顯示時間，只要在Android或iOS產品安裝專用軟件配對手錶，

遇有來電、訊息、電郵、社
交軟件通知時，錶面相應的
LED就會亮起並提供震動提
示，既可以享受像智能手錶
一樣的提示功能，又可以靜
待平台之爭塵埃落定，實在
是非常便利。 售價：＄899

■ Samsung Galaxy
Gear 2配備200萬像素
可拍相片及影片的自動
對焦鏡頭，十足特務手
錶一樣。

■只要配對手
機，COGITO
POP就可以在
錶 面 顯 示 來
電、訊息等多
種通知。

■G Watch的錶身沒有任何按
鍵，全部操作都要透過觸控屏
幕，或者語音指令。

■充電底座藏有磁力，可以吸
附着G Watch，讓其充電時不
會移位。

■首次設定只要1分鐘左右，
便能輕易完成配對程序，日後
只要開啟藍牙就會自動連接。

■G Watch 要與《Android
Wear》軟件一同使用，用戶
可於手機作進階設定。

■若果前往外地
旅遊，可以透過
國際時區設定，
同時顯示本地與
當地時間。

■ 手 錶 已 內 置
「Google Fit」 功
能,可以記錄用戶的
步行數目，達標的話
會彈出恭賀訊息。

自 美 國 的
Eye-Fi 於 2013
年以其皇牌無
線 記 憶 卡
（Wi-fi SD
卡）Mobi而深
受一眾攝影迷
的愛戴，更成
為全球與數碼相機連接產品的先驅者。今個盛夏，
Eye-Fi銳意把Mobi的功能再度提升，推出Eye-Fi無
線雲端程式Eyefi Cloud，為各攝影愛好者以更快捷
方便的途徑，把照片由相機上傳至智能手機、平板
電腦、桌上電腦或是智能電視，同時亦保留相片的
高解像度，讓用戶盡情觀賞和分享完美影像。
全新推出的Eyefi Cloud，可配合Eye-Fi無線記憶

卡 Mobi 和 Eye-Fi Mobi 手機應用程式（App）使
用，無論身在何處，
每張由相機和手機所
拍攝的影像，均可以
即時傳送上雲端，網
上的個人存儲空間。
用戶可以隨個人喜好
管理及分享相片和相
簿，個人化之餘亦富
私隱度。無論是手機
應用程式或是任何設
有互聯網瀏覽器，均
會同步即時更新，極
為方便。、

HTC早前宣佈推出One旗艦系列的智能手
機One （E8），配置四大強勁功能——高質
鏡頭、極致視聽享受、內地與香港極速網絡及
獨特雙弧形機身，加上品牌BlinkFeed動態首
頁、 Motion Launch智能啟動及Dot View炫彩
顯示保護套，是One系列另一「內外炫美」的
手機產品。手機具備500萬像素前置鏡頭，拍
攝前可選擇十級美顏模式，又或在拍攝後利用
美化工具修飾容貌，配合倒數拍攝及廣角鏡，
更可與一眾摯愛親朋拍出豐富熱鬧的自拍照，
留下珍貴時刻。除配備「炫美」的前置相機
外，它同時配備1300萬像素主鏡頭，拍攝出來
的照片更細緻，將真實影像一一呈現眼前。
當然，最值得留意的是，手機香港專屬版支

援香港及中國FDD/TD-LTE 4G網絡及下載速
度高達150Mbps的LTE CAT.4制式，並同時
兼容 WCDMA/TD-SCDMA 3G網絡，讓經常

穿梭內地與香港的用家，無論身處任何地方，
均可享受高速且全面的數據服務，瀏覽資訊更
快更穩定，將與至親好友的距離拉近。而機身
設計優雅時尚，其雙弧形的機背設計，不但保
持機身纖細，更配合人體工學設計，令手機外
形更亮麗，手感極佳，為你帶來舒適自然的手
感，讓一眾追求時尚的用家能展現其獨特的個
人風格。

售價︰HK$3,998

內地香港兩邊走
HTC One （E8）

相機WiFi傳相
Eye-Fi無線雲端程式Eyefi Cloud

CASIO推出自拍相機，
成功掀起「Selfie 自拍神
器」的熱潮。作為自拍相
機的佼佼者，品牌不斷推
陳出新，務求相機在外形
及功能上均能滿足大家所
需。早前，品牌發佈新一
代 「 進 階 版 自 拍 神
器」——EX-ZR1500，配
備嶄新的美顏模式，加上
能支援「無線 SD 記憶
卡」，為各自拍達人提供
自拍最佳選擇。繼承上一
代ZR1200，ZR1500配備
第三代「HIGH SPEED
EXILIM」 雙 核 心 處 理
器，支援5軸4.5級防震，
同時升級深受女生愛戴的「12級美顏模式」，新加入「美顏膚色及平
滑肌膚軸」，讓大家可即時觀察肌膚在不同設定下的變化，以作合適

的調較。
同時，ZR1500嶄新加

入了「Art Shot包圍式曝
光」，一按快門，除了正
常相片外，另可即時拍攝
出4張不同藝術濾鏡的相
片。此外，它還支援「無
線SD記憶卡」讓大家可
更快捷方便地傳送相片到
智能電話或電腦，即時與
朋友分享。

售價︰HK$2,980

新一代「進階版自拍神器」
CASIO EX-ZR1500

■假若使用「Spoti-
fy」的話，可以透過
G Watch控制歌曲播
放，也可以選擇上一
首或下一首歌。

■Eye-fi無線記憶卡，
售價：HK$630。

■ CASIO
ZR1500
的液晶顯
示屏可反
轉，方便
自拍。

■文、攝（部分）︰雨文

■Eyefi Cloud

■Dot View■Dot View 炫彩顯示保護套炫彩顯示保護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