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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智能裝備追櫻
每年春天都是賞櫻的好

時機，雖然內地、韓國、

台灣甚至香港有些地區都

有櫻花看，但港人不少人

鍾愛赴日幹觀賞這種漂亮

花種，在暖和天氣下漫步

淡粉紅色的道路，確是賞

心樂事。或許大家已安排

好機票和住宿，然而要捕

捉櫻花動人的一刻，並以

最快速度和友儕分享，有

些器材是絕對不少得。

文：電能小子

和影一般遠距離風景照不同，即使有時也會拍些較宏觀的構圖，但較受歡迎
的其中一種影花方式，就是利用天空等背景營造出「散景」效果，繼而突出主
體、即花卉的美態。不少優秀的構圖，都是以淡淡藍天和少許植物變得朦朧後
作為背景，前方是相對地清晰的花，而要達至這種效果，一是利用備有微距拍
攝功能的鏡頭，把焦點集中在花的特定位置(如花蕊)，那麼其他部分就會變
矇。或者使用光圈較大的鏡頭，愈大便愈容易製造「散景」，但留意過大的話
恐防會散得太勁；通常而言f/2.8已能有令人滿意的效果。
說到鏡頭，不少無相機族寧願一部手機走天下，但要拍到可曬4R照或以上
的相片尺寸，兼不會有太多雜訊，還是用相機比較好。近日Canon公佈其兩款
「單反」新機會在本月27日正式推出，分別為入門級的800D(機身連標準鏡頭
$6,480)和中階級的77D(淨機身$6,280)，兩者均配備「雙像素CMOS自動對
焦」(DAF) 技術，令自動對焦速度激增至全球最快的0.03秒。兼且兩部機都內
置Wi-Fi、NFC及藍牙無線連接，可讓人在拍照後自動傳送予手機電腦、平板
電腦甚至是手機，從而上載至社交媒體。若嫌「單反」太笨重，同廠日前也推
出了「無反」新機M6。
如果是既有相機用家，即使機款太舊無法「拍完即傳」，也能藉內置Wi-Fi
的SD卡來傳相。這樣就算是「傻瓜機」都能在拍完照後把影像傳到手機中，
與facebook上的親友分享。

早前於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的世界流動通訊
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上，LG宣佈推出
全新旗艦智能手機G6。新機配備首見於智能手
機的全新影像顯示格式，同時擁有超高屏幕佔
比、廣角鏡頭等嶄新功能。
G6是全球首部採用18:9顯示比例的智能手

機，其5.7吋QHD + FullVision屏幕解像度高達
2,880×1,440，與一般16:9屏幕的手機相比，觀
賞影片或玩遊戲時更能享受更廣闊的視覺範圍，
以及猶如親歷其境的觀賞體驗。而且它亦提供包
括《Temple Run 2》和《Spiderman Unlimit-
ed》等6款大熱手機遊戲優惠，總值超過1,400
元，用家可在SmartWorld免費下載，藉以盡享
18:9模式帶來的全新手機遊戲體驗。
雖然G6的屏幕達5.7吋，其特別設計卻解決了

巨屏手機的普遍問題，確保能輕鬆地單手操作。
由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Andris Freivalds博士及延
世大學Ji Yong-gu博士帶領的人體工學研究小
組，曾對G6進行多種測試，包括手持手機時的穩
定度、不同握法的舒適度及長期使用會否引致肌
肉疲勞等，G6在所有測試範疇中均獲最高分數。

前置鏡頭夠廣角
在相機鏡頭上，透過切換G6的標準與廣角鏡

功能，用家不需再為拍攝群體照或廣闊景物而
煩惱。G6的1,300萬像素後置雙鏡頭支援125度
廣角拍攝，用家能隨心捕捉普通手機無法拍攝
的全景照片。即使拍攝4K影片時，要切換標準
及廣角拍攝以放大及縮小畫面，G6都能帶來無
比流暢的使用體驗。亦可使用手機的500萬像

素前置鏡頭的100度廣角鏡
自拍，該廣角鏡同時附有降
低照片邊緣變形功能，還原
影像最真實一面。
G6外殼以鋁金屬及玻璃物

料製成，備有太空黑、霜霧
白和冰晶藍三款顏色選擇，
加上採用啞色金屬邊框設
計，背面鏡頭亦與機背成一
平面，可降低鏡頭刮花的風
險。 文︰JM 圖︰JM、彭博

LG G6
開創18:9新領域

靚人配靚花，拍片一流，而手機內置的拍片
App，大多只是純粹拍攝，沒有後製和剪攝功能。
名叫Magisto的剪片App備有多種輸出方式，可以
最隨便的製作一條「懶人片」，或者自製MV亦
可，甚至配上大量特別效果都得，只要你有時間用
心去整，不經電腦也能剪輯成「呃Like強片」。
要拍片，片源固然是最重要，但大多數人都以
為直接拿住手機去拍便可，事實上人的手很容易
晃動，往往會令影片搖個不停，影響最終質素。
市面上有不少手機穩
定器，有些如同「定
海神針」，但價格驚
人兼且很重，名為
Fancy的穩定器便不
同，簡單易用也不算
太昂貴，非常適合女
性使用。

通常手機都是黑色外
觀，因相對地較難弄髒，
只是女孩子不一定喜歡深
沉色調，所以近年各廠商
都積極推出較亮麗的閃亮
和粉色系列。比起iPhone
的保守用色，日系手機商
傾向大膽嘗試，例如So-
ny的Xperia各系列都不
乏為人眼前一亮的配色，
其Xperia XA的橙紅色便
相當搶眼，不能否認有部
分用家是為了外觀而選用
這品牌的。如有耐性的
話，其實這款手機的後繼
型號 XA1 下月就會發
售，無論機背鏡頭的解像
度、前置廣角鏡頭以至處
理器都有所提升；更重要
是它會有粉紅色的版本！
若不想輕率轉去 An-
droid陣營，iOS機主也能借助機殼來粉飾一番。
現時在日本有售賣iPhone 7和7 plus的粉紅色外
殼，即使是黑色機身也能馬上浮現出櫻花般的色
彩。同時，亦有售直接印上櫻花圖案的機殼，更
能與真正的櫻花互相輝映。

到了最重要的一環—能否碰上櫻花綻放之時。
這點筆者也幫不到手，皆因太早買機票而錯過了
開花日子，那只能說句「明年請早」。若留日期
間剛好和開花吻合，那便可進一步借助網站和
App幫忙。先說名為「櫻的心情」的日本App，
它會經GPS去偵測閣下位置，繼而顯示附近有櫻
花的地點，讓人可去看看哪些花是否值得花時間
拍照。另外，日本有多個櫻花開花預測網站，普
遍是從每天的氣候變化來預測實際開花之時，由
於無人能100%
準確計算櫻花
綻放的日子，
那些資料純粹
是 作 參 考 用
途。希望各位
都能夠順利賞
櫻吧！

由高清到全高清、再由4K提升至備有HDR
(高動態範圍影像)的4K畫面，顯示規格在這十
多年已跳升了好幾級。本以為4K HDR這種
「真．4K」靚畫面只是電視機的專利，其實在
投影機界別它早已佔了一席位，而當中JVC於
去年9月的IFA(柏林國際廣播展)所披露的旗艦
級機款DLA-Z1現已在本港推出，索價248,800
元的它是否物有所值？
日前代理商為DLA-Z1舉行了發表會，和同

廠以往的高階投影機不同，今次DLA-Z1終能
輸出原生4K影像，透過全球最小的三片DCI
4K D-ILA晶片進行處理，每片晶片的解像度為
4,096×2,160 的 17:9 方式，而非時下普遍的
3,920×2,160 的 16:9。而且它採用新開發之
BLU-Escent鐳射光源和全玻璃4K專用鏡頭，能
覆蓋BT.2020的逾80%超廣闊顏色空間，可令
水和天的光暗更有層次和實在感。當然，它可
兼容多個HDR制式使其不至落後於人，最重要
是對應目前最新的Hybrid Log-Gamma規格。
此外，廠方亦發表了三部檔次低一級的4K

HDR投影機DLA-X9500/ X7500/ X5500，和
DLA-Z1 相比分別在於它採用 4K e-Shift4 技
術，雖非原生4K但也有令人滿意的表現。

文、攝：電能小子

投影都能真．4K

PSVR登陸又一城
PlayStation近來動作不斷，最近它在又一城展開「超動感競技
場」活動，擺放多款PSVR遊戲如《Ace Combat 7》、《NBA
2KVR Experience》和《夏日課程：宮本光》等，適合不同類型玩
家，和商場設置的室內攀石牆互相輝映；同場還設有《Gran Turis-
mo SPORT》與《FIFA 17》等作。活動舉行至下月2日。
此外，Bandai Namco於下月6日在PS4和PSV推出《加速世界
VS刀劍神域千年的黃昏》繁體中文版，並設有限定版。

文：FUKUDA

全城機迷引頸以待的Capcom狩獵超大作《Monster Hunter XX》，已於上周
在本港發售，料會再次掀起相隔年多的「芒亨」熱潮。這款3DS遊戲內容是前作
《芒亨X》的強化版，追加新的巨獸和作戰方式，而更重要是它首度引入防具合
成系統，所指是過往玩家常懊惱於應重視外觀還是實用性，因不少強力防具看來
平平無奇，而稀有靚裝卻並非最強。如今可把兩者結合，製成「A外觀、B能
力」的獨家版本，燃起人們搜尋裝甲的樂趣。當然不少得是今集會有海量的
Crossover任務和武具，除之前已公佈的《全職獵人》外，現知還有《名偵探柯
南》和自家動作遊戲《Strider飛龍》等，單是玩合作內容都有排玩！

另外，Capcom 近
日宣佈下月18日會在
PS4、 Xbox One 和
PC 上 推出《Disney
Afternoon Collec-
tion》，可一次過玩
回六款經典紅白機名
作，包括《唐老鴨俱
樂部》和《松鼠大作
戰》等。

《Forza Horizon 3》追加新車
已發售好一陣子的Xbox One獨家賽車大作《Forza

Horizon 3》，現可免費下載概念跑車RaceMo，讓人
可在遊戲中體驗這款全球僅得250架的極速靚車的魅
力！RaceMo乃積架子公司TAMO所研發的首部概念
車，是在近日的日內瓦國際汽車展中發表，《Forza》
玩家現可搶先「駕駛」它。此外，微軟亦推出收錄7款
新車的「Duracell Car Pack」，購入後可額外獲贈
「Duracell 2016 GTA Spano」。

《芒亨XX》全面抵港

微距近攝散景動人

粉色手機配襯氣氛 拍片分享更有動感 跟貼各地開花時間

■■淡粉紅色的浪漫景致令人神往淡粉紅色的浪漫景致令人神往，，除用雙眼欣賞外除用雙眼欣賞外，，當然也要把它拍攝下來當然也要把它拍攝下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微距和淺景深是拍攝花
微距和淺景深是拍攝花

卉的要點卉的要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anon 幾部新相機
即將面世，包括圖中的
800D。 網上圖片

■對舊式相機而
言，插張 Wi-Fi
SD卡即能「邊影
邊傳」。

■■若嫌若嫌「「單反單反」」太重身太重身，「，「無無
反反」」MM66亦是不錯選擇亦是不錯選擇。。

■ Sony Xperia XA
的顏色相當悅目。

■■配上這個機殼配上這個機殼，，就就
能馬上變成粉色機能馬上變成粉色機。。

■■MagistoMagisto 剪片剪片AppApp
的功能眾多的功能眾多。。

■■想有更佳拍攝效果想有更佳拍攝效果，，穩定器可幫上大忙穩定器可幫上大忙。。

■■「「櫻的心情櫻的心情」」AppApp會提示哪裡有櫻花看會提示哪裡有櫻花看。。

■■日本有多日本有多
個櫻花盛開個櫻花盛開
預想網站預想網站。。

■■《《芒亨芒亨XXXX》》終引入防具合成系統終引入防具合成系統。。

■《FH3》追加獨有概念車。

■■ PlayStationPlayStation 於又於又
一城舉辦試玩活動一城舉辦試玩活動。。

■G6將於本月尾
在香港發佈。

■■在今屆在今屆 MWCMWC
中中，，不少人都試不少人都試
用用LGLG手機手機。。

■原生播放4K HDR畫面，無論光暗位或細緻
度都是頂級表現。

■■JVCJVC的的44KK投影機王投影機王
DLA-ZDLA-Z11，，各個部件各個部件
都是都是「「落足重料落足重料」。」。

新視界新視界

ITIT充電寶充電寶

遊樂場遊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