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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X特貴 炒味特濃
先達回收價2.4萬 或賺3000

iPhone新機定價 單位：港元

香港 內地定價
iPhone 8 64GB 5,988元 約7,041元（5,888元人民幣）

iPhone 8 256GB 7,288元 約8,595元（7,188元人民幣）

iPhone 8 Plus 64GB 6,888元 約7,997元（6,688元人民幣）

iPhone 8 Plus 256GB 8,188元 約9,552元（7,988元人民幣）

iPhone X 64GB 8,588元 約10,058元（8,388元人民幣）

iPhone X 256GB 9,888元 約 11,617元（9,688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蘋果公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昨日新發佈的iPhoneX給深圳
華強北手機保護類供應商沉重的打
擊，因為 iPhoneX 的屏幕尺寸達5.8
吋，致令許多供應商先前的賭注下錯
了。在賽格大廈的手機配件區，隨便
找家商戶，都有iPhone8手機殼賣，但
全部清一色的都是一款豎直版攝像頭
的，「原本是給iPhone8的手機殼，但
攝像頭不合適，如果給iPhoneX ，大
小又不合適。」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時發現，幾乎
每一家都已經上架了iPhone8手機殼，
不過大部分都擺在角落裡，很少會特
意打出廣告吸引客戶。

iPhone8殼錯配直鏡頭 蝕數十萬
新東昇通訊的陳先生表示，每次新

iPhone發佈之前，他們都會根據「可
靠消息」，提前準備手機殼。蘋果在
內地有大量代工廠，一般比較可信的
消息來源，也就是這些工廠中能接觸

到設計圖的人。若覺得設計圖比較可
信的，就會開始準備配件。
他又說，比較有實力的廠家，也許會
多準備幾套模具，「反正一套模具幾十萬
（人民幣，下同），對他們來說不算多。」
陳先生說，早在1個月前就已經開

始備貨，準備好的手機殼模具屏幕是
5.5吋的，背面攝像頭是豎直款的，
「當時得到的消息是iPhone8的攝像頭
是豎直版的，也找人去富士康內部試
過機，哪想到今（昨）天一看，豎直
版的攝像頭搭配的是屏幕 5.8 吋的
iPhoneX。之前備好的數千份貨，現在
全都作廢了。損失數十萬啊！」

iPhoneX預定較多 料漲3000元
雖然蘋果近年被批評創新乏力，還

面對着三星、華為的夾擊，但是「果
粉」數量還是很龐大的。在華強北一家
自稱是蘋果官方授權的店裡，賣家說現
在交880元定金，就能保證20日（下周
三）拿到iPhone8的正品國行貨（內地
行貨），「價格就按照當天的行情給

你，比官方價高是肯定的，目前已經有
十幾個人在我們這（裡）預定，更多客
人是詢問iPhoneX的到貨時間，預定
iPhoneX比 iPhone8 的要多，交1,680
元定金就可以。」
據了解，華強北iPhone手機的黃牛

價每天都不一樣，具體定價是根據市場
當天的貨量和拿貨難易程度來設定的。
「要是被海關查了一批貨，那價格肯定
就要漲。按照以往經驗，通常新品上市
會高2,000元至3,000元不等。」

「果粉」不覺貴：分期都要買
根據蘋果公司公佈的最新手機售

價，iPhoneX 64GB 版本 8,388 元、
256GB版9,688元，是歷來最貴的。儘
管如此，「果粉」對新iPhone依舊趨
之若鶩。來自青島的胡先生說，
iPhone8並沒有很多質（性能）的不
同，因此會直接購買iPhoneX，「要
用就用最好的，超過預期的部分，打
算刷信用卡分期付款來承擔，這樣平
均每個月節省點也就有了。」

「可靠消息」不可靠 深殼商押錯注

雖然iPhone X售價是歷來最貴，8及8 Plus亦因應最低容
量由32GB升至64GB而加價400港元，不過分析指出，由於
近年手機零件成本不斷上升，新iPhone的毛利率將較舊機
低，因此即使市場預期3款新機的總銷量可以超過iPhone
6，蘋果明年營運收入仍會較iPhone 6推出的2015財年低，
估計約706億美元（約5,515億港元）。
iPhone X在港最高定價9,888港元，美國上台價則是999
美元（約7,804港元），雖然市場早有心理準備，但一部手
機索價近萬港元仍然令不少人咋舌。不過蘋果最大優勢是一
眾「果粉」價格敏感度較低，巴克萊上月一項調查便顯示，
19%的iPhone用家願意支付多達1,200美元（約9,374港元）
買手機，比Android手機用家多13個百分點，意味999美元
對很多果迷而言仍是「超值」。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果粉」捧場 銷量料跑贏iPhone 6

山寨iPhone X 華強北僅售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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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三款新手

機昨日發佈後，深
圳華強北手機電子市場就已可以買到
高仿山寨版iPhone X，價格只需750
元（人民幣，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在華強北

採訪發現，經過深圳市大力打擊知識

產權侵權後，鮮有看到有商舖公開售
賣山寨機，絕大部分商舖堅稱不賣山
寨機。記者探訪了多個商城才發現一
家潮汕店有山寨版iPhone X銷售，這
款外觀黑色的手機，除了尺寸吻合、
背面攝像頭是豎直版之外，並不是傳
說中的全屏幕，且機身是塑料做，與

玻璃機身的iPhone X相差很大。
記者試用後發現，山寨機的開機畫

面和正版 iPhone一樣，進入主頁面
的圖標都和ios一樣，但開機速度較
正版 iPhone慢，隨便點進一個圖標
後，就會發現其實是安卓系統。
賣家稱該款山寨機售價是750元，

「山寨機使用壽命短、易壞，很多高
科技功能其實是沒有的，最多就是好
玩，買的人其實不是很多。要買得多
的話，價錢還可以商量，要貨多的
話，最低6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蘋果公司昨日正
式發佈最新三款 iPhone 8、iPhone 8 Plus 及 iPhone X手
機，按照時間表8系列可於9月15日接受預定。目前，內地
不少黃牛已經開始炒作首批iPhone 8價格，稱新出色系腮紅
金（Blush Gold）要賣1.8萬元（人民幣，下同）。
目前內地各網絡交易平台上，鋪天蓋地的都是預定
iPhone 8的信息。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不少黃牛利用消
費者嚐鮮的心理，首批手機都會大幅加價，目前開價最高的
是iPhone 8 Plus腮紅金，上海有多位黃牛給出2,000元定
金，全價1.8萬元報價，並稱保證9月22日可拿到貨，否則
兩倍退還定金。
不過，現在內地市場上加價叫賣的黃牛身影中，還多了一
些香港水客，他們叫價沒有內地黃牛那般高。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網上詢問一名發帖地點位於港島中西區的黃牛了解行
情，他表示，定金600元，總額加價1,000元即可帶貨，但
明確表示沒有金色貨源，亦不保證首發日肯定有貨。
從內地消費者的反應來看，經歷過去年iPhone 7的黃牛天
價事件後，目前對待嚐鮮心態較克制，稱加價千元還可接
受，更傾向從香港黃牛手中拿貨。

滬黃牛「開大口」：
腮紅金叫價1.8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蘋果公司為紀念iPhone面世10周年，將

推出至今最高端的特別型號iPhone X，而新機款iPhone 8及iPhone 8 Plus

亦即將正式發售。消息一出，「果迷」均雀躍不已，手機店林立的旺角先

達廣場各店亦嚴陣以待，部分店舖已掛起「接受預訂」告示牌。有店舖估

計，由於iPhone X在外形及功能上均有突破，且是10周年特別版，估計回

收價可達1.9萬元至2.4萬元，實際則需視乎出貨量及顧客需求而定。

「流動帝國」店長Alex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指，iPhone 8的規格

與iPhone 7差不多，只是軟件上有所提升，
可能出現炒賣只是因為現時人民幣匯率呈強
勢，且本港的官方定價較內地低，令炒家有

水位可賺取利潤，惟炒價應不會高，或只有
數百元，一不小心更可能蝕錢。

特設容貌辨識新功能
至於iPhone X的銷情，Alex則表示樂觀，

指根據去年售賣iPhone 7的經驗，估計回收
價可達1.9萬元至2.4萬元，除以上匯率原
因，手機有紀念10周年的因素，加上其規格
和新功能如容貌辨識等均吸引，因此會有一
班捧場客。惟實際回收價多少，需視乎出機
數量及顧客需求而定，現時難以作準。
他又指出，有新手機推出，舊款iPhone立

即跌價，回收價下跌 20%至 30%，若
iPhone X於11月推出後受歡迎，相信舊款
iPhone的回收價將再跌。
「流動樹」店員阿康指出，已有客人來電

查詢，惟因iPhone X到11月才推出，因此
客人多是查問iPhone 8的詳情。
不過他認為 iPhone 8 並無驚喜，反而

iPhone X的規格較突出，應會較受歡迎，估
計回收價相比原價會有3,000元至4,000元的
水位，但需視乎出貨量而定。

出貨量少 炒價或再上
雖然今次內地與香港同屬首發區，但他認

為對本港的銷情影響不大，因為去年已有同
樣的安排，也未影響銷量。他又指，現時店
舖有60%至70%屬內地及外地客人，就算本
港顧客也大多為內地親友買機。
「G-World Mobile」店主Lo哥表示，不
少客人均對iPhone X感興趣，因為iPhone
X無論在外形及功能上，都有較大突破，且
屬10周年特別版，加上出貨量不會多，因此
定有炒賣空間，他相信每部iPhone X至少可
賺取3,000元至5,000元，如果貨源持續少，
炒價再有上調空間。
至於各款舊iPhone的回收價下跌約數百

元，Lo哥解釋，由於 iPhone 一年才出一
款，加上其品質良好，手機較少出現故障，
因此就算二手仍有其價值，價格不會一下子
下跌太多。

用家嫌貴：點追得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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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果
迷 」對 新
iPhone 早

已引頸以待，但昨日多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的手機用家均
表示，暫時未考慮購買。有用家
認為新機規格與舊款差別不大，
會視乎口碑才決定是否購入。有
市民批評iPhone的手機應用程式
（Apps）較其競爭對手少，不會
考慮購買。亦有年輕用家指目前
的手機性能已足夠應用，故無必
要購買昂貴的高端手機。

規格差不多 容易有bug
在旺角先達廣場選購手機的陳

先生指出，他較喜歡使用細機，
對 iPhone 8 較有興趣，惟因
iPhone 8的規格與iPhone 7相差
不大，實在無誘因令他急於購買，
加上新機容易有bug（缺陷），故他
會等待新手機推出後，視乎其口

碑才決定會否購入。
他又直言，不會購買炒貨，因

為若要用2萬元買一部手機，並
不合理。
途經先達廣場的張先生表示，

對蘋果即將推出的新iPhone無興
趣，因為iPhone每年都出新款，
「點追得切？」
他 又 指 ， 其 太 太 曾 用 過

iPhone，但發現其手機應用程式
較競爭對手少，若未來有更多
Apps可供使用，他才會考慮購
買。
馮先生受訪時指出，普羅市民

若只把手機用作通訊工具，「平
時玩吓 WhatsApp、 facebook、
IG（Instagram）」，實在無必
要買售價近1萬元的高端手機。
他說，目前使用中的 iPhone

6S手機，性能已足夠應用，所以
無計劃購買新iPhone。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陳先生 ■張先生 ■馮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店舖掛起「接受預訂」告示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來自濟南的張老闆預定了來自濟南的張老闆預定了
一批一批iPhoneiPhone88 手機殼手機殼。。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攝

■■蘋果新推特別版蘋果新推特別版 iPhone XiPhone X，，
特別受矚目特別受矚目。。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