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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精選ITIT潮物潮物
賀賀聖誕聖誕Budget BuyBudget Buy

近期，深受小朋友歡迎的Frozen冰雪奇緣，在科技產品上，你都
可以看到她們的踪影，Philips Disney Frozen冰雪奇緣系列包括手電
筒、手電筒兼投影燈、夜燈兼投影燈、感應式夜燈和枱燈，讓孩子
可於玩耍中發揮創造力。當中的Frozen手電筒兼投影燈，小巧的外
觀與一般小電筒分別不大，不過頂部卻可插入「幻燈片」然後按鍵
逐格播放，手電筒即時變身迷你投影燈，家長在小孩睡前講故事時
使用，小朋友應該會覺得非常有趣。 售價︰HK$88

$200以下

勝在有心意

相信每個人都有部電腦，必須要使用滑鼠，而微軟無線流動滑鼠
1850拋開傳統滑鼠的沉悶色調，以5種全新色系，包括鋼琴黑、羊
毛藍、蘭花粉紅、火焰紅及薰衣紫，讓你根據個人喜好及個性作出
最愛選擇，讓你於工作時都能彰顯個性。新系列除了功能實用完
善外，更可在色彩過於單調的工作空間下成為一件適時點綴的小
飾物，令空間增加一些趣味及樂趣。

售價︰HK$139

趣味之選
Philips Disney Frozen
手電筒兼投影燈

色彩之選
Microsoft Wireless Mobile Mouse 1850

$201至$500

多一點心意

連線之選
NATIVE UNION KEY Cable

充電及數據傳輸線已成為都市人必備隨身物之一，加上
冬日造型講求搭配及細節，NATIVE UNION KEY Cable充
電及數據傳輸線產品體積小巧，簡約奪目，配備珊瑚紅、海
藍及班馬紋三款搶眼的顏色，冬日感覺同行。USB連接插頭
常見於私家車、手提電腦、電視等電子設備，而透過KEY
Cable更可隨時隨地為智能設備充電及傳輸數據。Micro
USB或Lightning (8-pin) 連接器包裹於堅固耐用的TPE橡膠
裡，並連接以尼龍物料製成繩結球狀，富時尚感。

售價︰HK$248

健康之選
日本三菱Cleansui 濾水
杯TM804

好動的她/ 他經常進行戶外活動，必須補充
大量乾淨的水分來散熱降溫，一個小巧輕盈的
濾水杯必定合他們心意。日本三菱Cleansui
濾水杯TM804備有防漏式設計，尤其適用
於在户外運動中攜帶。「活性碳」濾芯可
去除自來水的臭味、漂白粉及黴臭味，
即使在戶外也能飲用到潔淨的水，從生
活細節為來年的健康生活作好準備。

售價︰HK$298

在這個嚴冬佳節，如在街外都可以有個保暖器
就最好，這兩款「暖在身．甜在心」Kairo第四
代陶瓷暖手蛋（KIR-SE1HKS）
及最新Slim Kairo陶瓷暖手器
（KIR-SL2HKS）就是最佳選
擇。第四代陶瓷暖手蛋更有
白色、粉紅色及黃色供選
擇。Slim Kairo則備有嶄新銀
色金屬機身，外形時尚纖巧，
男女合用，方便攜帶，適合用家
隨身使用。

售價︰HK$約448

$501至$1200 貼心又稱心

來自瑞士設計家電品牌Stadler Form的無線香薰機，在繁忙的工作過
後，呼吸着香薰的氣味，舒緩緊張的生活，為你的室內空間帶來香氣。
配合嶄新獨特的「空氣對流香薰技術」，Lea可直接從香薰油把氣味散

發出來，覆蓋範圍比傳統的技術更大，其內置式香薰設計，令更
換香薰更見方便。同時，輕巧設計及充電式電池讓香薰體驗不再
局限於固定空間。間隔模式可延長運作時間，開啟十分鐘自
動休眠二十分鐘，更備有感應光線才開啟的日光模式。

售價︰HK$780

體貼之選Stadler Form Lea

近年，運動熱大盛，如能查核自己的運
動量就最適合不過，全新產品 Fitbit
Charge智能樂活運動手環，其功能包括記
錄步數、步行距離、所消耗卡路里
等，亦可監測睡眠質素，並具備全新
來電顯示功能，協助用戶更有效實踐
健康目標。 其電池續航時間長
達7至10天，其間毋須反覆充
電，就能讓你輕鬆監測一周的運
動情況。 售價︰HK$1,098

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即將來臨，大家是否正在煩惱選購甚麼禮物給友人呢？從網上論

壇看到，不少網友查詢買甚麼作為交換禮物，或者買甚麼送給愛侶，甚至是買給自己

作為聖誕禮物。因此，我逛盡香港的各大電子影音店，為大家因應不同的禮物預算，

以2,000元以下揀選了一些貼合聖誕氣氛的IT產品，希望大家可買來一份既實用又富

有聖誕色彩的電子產品，相信能令你的友人在這個佳節充滿歡欣喜悅。

文、攝（部分）︰JM

現時手機的
拍攝像素這麼
高，想即時將
相片儲存至另
一裝置，一個
簡便的 Wi-Fi
儲存硬碟，可
讓你透過任何
智能手機、平
板電腦或其他裝置，以無線方式儲存、存取及分
享內容。對經常出差的商務旅客、外遊家庭或外
出工作的創作專業人員，這款硬碟是一種簡單的
方法連接所有電腦及流動裝置的數碼內容，並且
毋須透過任何傳輸線或互聯網連接。

售價︰HK$1,599（1TB）

暖心之選
三洋 eneloop Kairo

這部藍牙揚聲器纖細輕巧，放進手袋背包絕無難
度，甚至拿在手上亦方便輕鬆。它結合品牌專利的被
動雙膜共震及兩個高效音頻轉換器，呈現出音質豐富
而且雄渾深沉的低音。這部藍牙揚聲器簡單易用，適
用於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及其他支援藍牙的裝置，並
且搭載真人發聲提示功能，更備有多種語言選擇，不
論是啟動揚聲器或是連接裝置均有清晰提示，簡單易
明。 售價︰HK$1,188

音樂之選音樂之選 Bose SoundLink ColourBose SoundLink Colour

儲相之選
WD My Passport Wireless

$1201至$2000 窩心又滿意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SCEH）將於
12月19日至21日參展Toy Soul，今
年PlayStation展區佔地180平方米，
為全場最大參展商之一。即將於明年
2月20日發售的PS4獨佔大作《The
Order: 1886》亦將於會場優先獨家
預售。SCEH 並特別設計了多款
PlayStation 20 周 年 紀 念 品 ， 讓

PlayStation 粉絲於聖誕前夕滿載而
歸。SCEH亦於12月21日發售限量
90台的「PlayStation 4 20周年紀念
版」主機，同時亦推出大量PS4、
PS3及PS Vita的購物優惠。凡預訂
或購買PS4主機（極致黑/冰河白）
或 主 機 同 捆 裝 ， 均 可 獲 贈
DUALSHOCK 4 無 線 控 制 器 及
PlayStation 20周年紀念品，現場並
有大量PS3及PS Vita遊戲軟件以優
惠價發售，價格低至HK$38。
今年適逢PlayStation 20周年，現

場一半位置劃分成「20周年懷舊遊戲
區」，大量經典遊戲包括《THE

KING OF FIGHTERS'97》 、
《Super Puzzle Fighter II Turbo
HD Remix》 、 《METAL
SLUG》、《MONSTER HUNTER
PORTABLE 3rd》、《吞食天地 II
赤壁之戰》及《Gran Turismo 4》將
會於現場展出供機迷重溫。現場並設
立「PlayStation懷舊展品區」，展出
歷代PlayStation主機、多款限定版主
機及PlayStation激罕珍藏品，同場並
設立《街頭霸王》巨型攝影區讓機迷
拍照留念。 為慶祝20周年，SCEH

特別推出1套8款的「PlayStation 20
周年紀念限量版預付卡」，用上8款
PlayStation經典遊戲作主題，每張藏
於特別設計的20周年封套內，要儲
齊全套便要靠運氣了！每張預付卡售
價HK$100，隨卡附送一張裝飾用貼
紙，可貼於一般尺寸的電子卡上（如
八達通卡）。預付卡將率先於12月
19 日至 21 日在 Toy Soul 玩具展發
售 。 其 後 由 12 月 22 日 起 於
PlayStation Platinum Shop 及 Sony
Store等指定零售店有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
麗、實習記者 李婷婷 青島報
道）由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信息
中心主辦，青島市體育局、青
島體育總會和NEOTV承辦的
NESO2014全國電子競技公開
賽已於12月7日在青島國際會
展中心圓滿落幕。經過三天的
激烈比賽，NESO2014總決賽
所有項目的三甲全部出爐，深
圳代表隊獲得冠軍盃。其中，
作為首次組隊參加NESO總決
賽的青島隊在星際爭霸2比賽項
目中，隊員曹晉輝、胡翔分獲
冠亞軍。據了解，NESO2014
全國總決賽為期三天，是電競
國家級賽事首次進入青島，據

主辦方表示，青島良好的硬件設施、一流的產業基礎和電競運動
的蓬勃發展是他們選擇島城舉辦年度收官戰的前提，他們也表
示，有意今後繼續合作，通過舉辦高規格賽事等方式，推動青島
電子競技運動的發展。既要踐行「Your game，My game，你的
遊戲，我的比賽」的口號，為廣大青少年呈現更規範，更專業，
參與度更高的電競綜合賽事；又要不斷推廣電子競技作為一項運
動項目，引領其健康發展。

NESO2014全國總決賽
青島收官 深圳隊奪冠

■深圳代表隊獲得冠軍。
網絡供圖

PlayStation@Toy Soul
買PS4送DS4手掣

■PS4獨佔大作《The Order: 1886》 ■PlayStation展區

■■ 「「PlayStationPlayStation 44
2020周年紀念版周年紀念版」」主主
機機。。

運動之選運動之選 Fitbit ChargeFitbit Charge

溝通之選
Lumia 535

不少港人香港與內地兩邊走，如一部
手機能有雙卡雙待功能就最好，Micro-

soft雙卡雙待版的Lumia 535香港有售，新
機以實惠價錢，提供500萬像素前置廣角鏡
頭、寬闊的五吋屏幕。你可利用預先安裝的
Office 套件隨時隨地存取、編輯和分享
Word、Excel 、PowerPoint 文件及OneNote

筆記。其雙卡
雙待設計，穩
接所有來電與
短訊、工作與
私人社交生活
盡在掌握。
售價︰

HK$1,298

■小朋友可將
手電筒射向牆
壁欣賞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