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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Phone vs 各大廠旗艦機
iPhone 6 iPhone 6 Plus 三星 三星 LG G3 諾基亞Lumia 930

Galaxy Note 4 Galaxy S5
重量 129克 172克 176克 145克 150克 167克
厚度 6.9毫米 7.1毫米 8.5毫米 8.1毫米 8.9毫米 9.8毫米
屏幕大小 4.7吋 5.5吋 5.7吋 5.1吋 5.5吋 5吋
處理器 A8雙核 A8雙核心 高通 高通 高通 高通

S805 2.7GHz四核 S801 2.5GHz四核 S801 2.5GHz四核 S800 2.2GHz四核
操作系統 iOS 8 iOS 8 Android Kit Kat Android Kit Kat Android Kit Kat Windows Phone 8.1
內置容量 16/64/128GB 16/64/128GB 32GB 16GB 16/32GB 32GB
電池 1,810mAh* 2,915mAh* 3,200mAh 2,800mAh 3,000mAh 2,420mAh
鏡頭像素 800萬 800萬 1,600萬 1,600萬 1,300萬 2,000萬
官方售價 $5,588(16GB)/ $6,388(16GB)/ $5,898 $5,998 $5,698(16GB)/ $5,398

$6,388(64GB)/ $7,188(64GB)/ $5,998(32GB)
$7,188(128GB) $8,088(128GB)

* 未確實

大芒、A8處理器、加上內地未能首發，都令6及6 Plus銷情被
看好。旺角先達廣場昨日已有不少店舖貼出「iPhone 6接受
預訂」告示。先達G-World Mobile負責人劉志剛表示，昨午

已有約50名熟客留電話號碼，多數預訂128GB版本自用，但對款式沒
特別要求。他對6的銷情樂觀，願意付出較官方價高5,000至6,000港
元的回收價，換言之以6的16GB官方價5,588港元計算，炒價可達
11,588港元，6 Plus更高達12,388港元，「（有傳）內地本月26日開
售，到時炒價會跌一跌，但之後會繼續，可炒至年尾。」新iPhone發
布後，iPhone 5售價應聲跌900港元。

港料分得5萬部 Watch難炒起
劉志剛表示，估計首批6及6 Plus的所有顏色和型號，全港會獲分發5
萬部，當中包括給電訊公司的貨量。按經驗，他預計首天會回收並售出過
百部，已預留200萬至300萬港元現金以應付當日需要，並會將開業時間
由中午12時半提早至約9時半，售價會較回收價高100至200港元。
至於Apple Watch，劉志剛認為未必形成炒風，「Watch不多人留意

和選擇，屬可有可無的產品。現時仍未知供貨量，但如果像iPod供應充
足，就炒不起。」
iPhone 6及6 Plus將於明日起，在香港等全球9個國家及地區開放預

訂，兩機均設銀、金及太空灰3色，容量分別為16GB、64GB及
128GB。外界原本預期內地會在首發名單上，內地三大電訊商亦一早
放風接受預訂，甚至連發布會也特別安排普通話即時傳譯。結果，內
地網民和投資者大跌眼鏡，三大電訊商亦悄悄收起預訂網頁。

未有內地入網許可 失首發
市場對內地為何不是首發眾說紛紜，有網民猜測是由於早前電訊商搶

閘洩漏iPhone規格，觸怒蘋果而被「處罰」，但有報道指，押後推出是
因為內地政府暫時還未給6與6 Plus辦入網許可證，可能要多等一星
期，最快9月26日開售。
6及6 Plus均以大芒為賣點，相比3.5吋芒的舊款，新機體積大得多，

但同時機身變得更薄，分別只厚6.9和7.1毫米，有外國記者形容是「令
人驚訝的薄」，而且與其他大芒手機相比，機身顯得更堅固。

按兩下Home鍵 變單手模式
部分果迷不滿新iPhone太大，違反創辦人喬布斯堅持的「單手操
控」概念，蘋果於是在新機中加入單手模式，只需連按兩次
Home鍵，屏幕就會自動縮至下半部顯示，讓用家拿着機底時可
以單手操控，然而也有網民認為這功能作用不大，可有可
無。
詳細規格方面，新iPhone搭載最新iOS 8作業系統，並使

用新A8雙核心處理器，速度和耗電量比前一代A7快25%及
少50%。不過新機只使用IPS技術Retina HD屏幕，原先盛
傳會加入的藍寶石玻璃屏幕，則留給了Watch。相機方面，
兩款機的後置鏡頭均為800萬像素，前置則為120萬像素，其
中6 Plus提供光學防震，可令拍出來的照片更清晰。投資者
對新iPhone及Apple Watch反應一般，蘋果股價在發布會後
跌0.4%至97.99美元。

蘋果發布會除了iPhone 6外，還有令外界
引頸以待的「One More Thing」，亦即盛傳
多時的智能手錶Apple Watch。作為創辦人喬
布斯過身後蘋果首款全新產品，輿論對
Watch的評價未算理想，雖然配備無線充電
等特色，但其他功能卻未能與市場現有產品
有明顯區分，必須與iPhone配合使用這一點
尤其為人詬病。因此分析相信，Watch能否
成功，將視乎蘋果在明年正式推出前會否加
入更多特別功能。
蘋果總裁庫克在發布會上，模仿喬布斯說

出「One More Thing」的一刻，全場即時興
奮得起立鼓掌，顯示對Watch期待之大。翻
查資料，「One More Thing」上一次出現在
蘋果產品發布會已是2011年，反映蘋果近年
欠缺新產品。

3款殼 擰掣縮放屏幕
被庫克形容為「世上最佳」、且能「重新

定義」智能手錶的Watch，共有3款錶殼，分
別是普通不銹鋼版Watch、鋁合金版Watch
Sport，以及 18K 金的「土豪版」Watch

Edition。3款各有1.3吋及1.5吋大小。
3款錶殼各配合不同需要，其中Sport配備

防水錶帶，Edition則採用藍寶石玻璃屏幕。
根據蘋果暫時透露的有限訊息，Watch主頁
為應用程式圖示列表，用家可利用右側旋鈕
放大及縮小屏幕，也可觸控屏幕操控。Watch
亦能接收即時通知，測量心跳等身體狀況，
並可以作錄音等簡單訊息傳遞，也配備語音
助理Siri。

2705元 被批外觀陽剛平庸
不過上述功能大多與市場上現有智能手錶

相似，而且定價349美元(約2,705港元)起，不
算便宜。最令潛在用家卻步的要數外觀，有
評論認為Watch過於陽剛，難與飾物配襯，
在女性市場會較為吃虧，方形錶面亦顯得保
守甚至平庸，缺乏革新。分析又指，Watch
明年才推出，未能趕上年底檔期，潛在購買
力本已不高的智能手錶市場已被三星及摩托
羅拉等對手捷足先登，用家屆時失去新鮮
感，Watch銷情恐不樂觀。

■《衛報》/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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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將於iPhone 6、6 Plus及Apple Watch中加入近場通訊(NFC)
晶片，並以此為基礎推出流動支付功能Apple Pay，10月起將於美國20
多萬個零售點啟用。據悉，蘋果會就每宗Apple Pay交易收取手續費，
開拓財源。分析指，業界近年積極推動NFC流動支付，效果未見理
想，今次蘋果加入戰場，或有助推動電子錢包走向普及，但相信也只
限於歐美，亞洲包括香港則仍然未成氣候。
新iPhone用家只需在Home鍵上通過Touch ID指紋辨識功能驗證身
份，即能利用儲存在手機內的信用卡資料付款。Watch的使用更簡便，
只需把手錶輕觸感應器即可。

不經蘋果伺服器 防洩資料
針對因裸照外洩事件引起的

安全憂慮，蘋果表示交易資料
會直接從裝置傳送至商戶及銀
行，不會經過蘋果伺服器，保
障用戶私隱。蘋果又說，商戶
今後再也不能在交易過程偷看
信用卡資料，形容Apple Pay
比信用卡更安全。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家昌、陳敏婷）蘋果公司昨

日終於發布全新4.7吋屏幕的智能手機iPhone 6及5.5吋

大屏iPhone 6 Plus，同時公布最快明年開售的智能手錶

Apple Watch(見另稿)。新iPhone最低消費5,588港元，

下周五開售，由於中國內地意外地被剔出首發地區名

單，香港勢必再掀炒風，首批6及6 Plus的炒價可能有

約5,000至6,000港元水位，預計炒風可維持至年底，並

以128GB版本的需求最大。

iPhone
6 香港首發 內地傳9．2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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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Watch評價差
要配手機使用

發布會即
席 提 供
iPhone 6、 6
Plus 及 Apple
Watch 實 物

供傳媒試玩，有記者
稱，6比預期輕，屏幕
雖大但仍能單手提起，
「單手操控」模式亦容
易開啟。雖然需要一段
短時間適應，但熟習後
瀏覽體驗不俗，其中屏
幕色調控制尤為出色，電子支付功能Apple Pay亦非常簡
便。
至於Apple Watch，記者指實物因為四角略彎曲的錶面及

簡約設計，顯得輕便又低調，與產品圖片中的厚重感截然
不同，土豪版Watch Edition的藍寶石玻璃屏幕更令人驚
艷，足以用「珠寶」形容。不過蘋果未有開放Watch的所
有功能予傳媒試用，意味可能在正式推出前，仍會有改
動。 ■《每日郵報》

Apple Pay拓財源
電子錢包有望普及

手機芒顏色靚
Watch芒如珠寶

實機
試玩

■蘋果據悉會就每宗Apple Pay交易
收取手續費，開拓財源。 法新社

■東京有果迷帶備喬布斯面具，在蘋
果店外排隊準備購買新iPhone。

法新社

iPhone 6

iPhone 6 Plus

■■手機店負責人劉志手機店負責人劉志
剛已預先訂購一批剛已預先訂購一批
iPhoneiPhone 66及及66 PlusPlus保保
護套護套。。 余家昌余家昌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