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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X炒價
機種

太空灰64GB

銀色64GB

太空灰256GB

銀色256GB

註：更新至昨日下午6時
資料來源：數碼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官方價（元）

8,588

8,588

9,888

9,888

先達收機價（元）

9,000

8,850

10,900

10,600

先達售價（元）

9,300

9,200

11,400

11,000

■iPhone X開售，銅鑼灣店外有不少人
轉手炒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iPhone X昨日早上8時
起在本港開售，

中環國金二期蘋果旗艦店早在7時
許已有成功預訂手機的市民在店外
排隊。除了預約8時取機的市民
外，其餘時段亦陸續有人到來等
候。最高峰時多達約千人排隊，場
面墟冚。

頭位客：人比預期少
排頭位的情侶郭先生及李小姐於

約7時15分到達現場，前者坦言沒
有想過可排頭位，認為比預期少

人。他自言不是蘋果迷，只因與女
友第一次在網上抽手機便抽到兩部
白色256GB手機，只抱平常心，未
決定會與女友用「情侶機」抑或出
售圖利。
排在前列的黎先生表示，蘋果每

次推出新產品都會購買，是次抽到
兩部黑色64GB手機，傾向與父親
自用。他本指不會轉售手機，但被
問及若有人出「天價」收購時會否
心動時，則指要視乎價錢，「若
2.5萬元(1部)要考慮，5萬元則會出
售！」
自稱是蘋果迷的李先生則抽到兩

部太空灰色256GB手機，不諱言會
出售以幫補生計。他表示，無可能
炒至5萬元，但認為出售首天轉讓
必有「水位」不會蝕，最差情況會
是以原價售予親戚，「總共賺到
6,000元至8,000元已經好開心。」
然而李先生的如意算盤卻未必打

得響，因開售後，已有收貨商包括
外籍人士在廣場內即場少量收購手
機，稱以多市價 2,000 元收購
256GB型號，目標只是10部。另
有現場買家表示，64GB及256GB
可分別賺1,000元及2,000元，但指
早前有指每部可炒得更高價錢僅屬

「吹水」，直言一天未開售都未知
真正價錢。

內地多付百元可收機
亦有買家在開售約一小時後透

露，因內地貨源充足，透過代理以
1.1萬元已可入貨，他已訂了逾百
部，且在內地只需多付百多元已能
收機。他表示，原本安排了逾百人
在香港排隊收機，最終取消了，因
現時的回收價只比原價多412元至
612元。
亦有不少市民取得手機後立即轉

往旺角先達廣場想將手機出售圖
利，但商場內多間店舖的收機價亦
不高。陳先生原本預期轉售白色
64GB手機可獲利最少1,000元，但
最終只能以比原價多500元出售，
他直言對炒價偏低感到失望，但因
仍有利潤而繼續出售，並指有500
元幫補日後買機自用「好過冇」。
鄧小姐亦對昨日的炒價遠低於預

期表示失望，她指昨日是首次成功
於新款iPhone推出首日購入電話，
原本預期可高價出售圖利，但眼見
多個回收商的出價都只是高於官方
定價約 1,000 元，價錢對她不吸
引，故決定將電話留為自用。

千呼萬喚始出來！早前引起市民

於 網 上 「 抽 機 」 熱 的 蘋 果

iPhone X昨日終於亮相，不

少成功預訂市民早上到蘋

果各分店排隊取機，旗艦

店最高峰時有約千人等

候。早前有消息指手機

可炒至最高5萬元，不少

「果農」取機後都在商場

內向買家詢問價格，可惜他

們「賺翻倍」的美夢破碎，

因內地貨源充足而只較官方定價

高出最多約 1,000 元，遠低於預

期。有原本打算放售圖利的市民表

示，回收價並不吸引，故決定將

手機留為自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顏晉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
晉傑）iPhone X昨日正式推
出，蘋果專門店同日起開始
接受已預訂iPhone X的顧
客到專門店領取手機，但未
曾預訂的，則暫時未有現貨
供應。不過，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發現電器店百老匯已
搶先有現貨供應，但64GB
和256GB的智能電話售價卻
分別達 16,888 元和 19,888
元，遠高於官方定價分別
8,588元和9,888元近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亦到

過另一大型電器連鎖店豐澤
了解，該店雖然以官方定價
出售iPhone X，但暫未有現
貨供應，店員指有意購買的
消費者暫時需先行上網預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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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
道）iPhone X昨日香港與內地同步開
賣。記者走訪深圳華強北發現，香港黃
牛黨昨日帶貨到華強北散貨。因為內地
與香港同步首發，所以市場反應並不熱
烈。有蘋果授權經銷商表示，因為京東
等電商下午也開始有iPhone X 64GB白
色機型出售，所以這款機型中午便開始
跳水，晚間已經跌穿官方內地網價
（8,388元人民幣），批發商報價8,300
元。256G黑色和白色則經過短暫下調
後，在昨日晚間仍保持 10,650 元和
10,250元的批發價。
華強北遠望數碼城一家蘋果授權經銷
商表示，因為京東等電商下午也開始有
iPhoneX 64GB白色機型出售，價格一
天之內多次下調，其中以白色64GB下
調幅度最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櫃枱公示的一
個價格牌已經經過多次塗改，晚間已經
白色64GB手寫價格為8,300元，跌破官
網價8,388元；黑色64GB為8,600元。
256GB黑色要價最高，晚間為10,750
元，比256GB白色高出500元。昨天批
發商蜂擁要貨，預計每台將加價數百元
至千元不等價格零售。

黃牛：恐重蹈iP8覆轍
批發商昨天已經有黃牛帶iPhone X過

關，在華強北散貨，市場反應並不熱
烈，尤其是中午之後，64G已經在多家
電商平台開始出貨，黃牛的iPhone X價
格一跌再跌，從上千元跌到300元左
右。只有256GB內存的還能有千元左右
的空間。許多批發商中午之後已經明確
表示停止要貨。

有散貨的黃牛表示， iPhone 8家族
在正式發售一個多月之後官網有現貨供
應，黃牛的渠道價格早已崩盤。而目前
在第三方渠道如京東等電商平台，以雙
十一大促銷為契機，iPhone 8和iPhone
8 Plus都是立減900元至1,100元不等，
同樣是現貨供應。iPhone X恐怕要重蹈
iPhone 8覆轍。

供多於求「盲入貨衰梗」

香港文匯報訊 蘋果公司iPhone X昨日
於全球55個國家及地區開售，在悉尼、東
京、新加坡、倫敦和紐約等地，由於可以
即場購買，蘋果專門店一早便有數百人在
店外排隊，明顯比上月iPhone 8開售時更
多。蘋果總裁庫克前日在季度業績記者會
上表示，雖然無法確定iPhone X何時達至
供需平衡，但預期出貨量可望逐周爬升。
位於東京表參道的蘋果旗艦店，昨日有

多達550人排隊搶購iPhone X，排頭位的
21歲大學生提前一星期到場，他買機後
表示想即時回家休息，然後才慢慢享受。
位於新加坡烏節路的蘋果店，排頭位的則
是兩名專程從泰國前來預約取貨的遊客。
iPhone X搶手，同時亦成為不法之徒

的目標。美國三藩市前日有3名賊人打劫
了蘋果專門店外停泊的一輛貨車，搶走
313部iPhone X，估計總值超過37萬美元
(約289萬港元)。據報這批被搶的手機是
為預約取貨的顧客準備的，不過蘋果之後
已經及時補貨，確保顧客可以及時取貨。
報道指，即使無法追回這批iPhone X，
蘋果也會通過遙距控制鎖機，賊人除了把
手機拆成零件轉售外沒有別的用途。

蘋果公司昨日推出iPhone X慶祝
第一代iPhone推出10周年，新機原
本被打算炒賣圖利的「果農」寄予厚
望，但最終因供應太多而未能「炒
起」。有手機回收店負責人指出，內
地的iPhone X供應較本港充足影響
香港炒價，他原本準備用數百萬元大
手入機，但最終可能只用得一半。
旺角先達商場I Generation經理姚先生
昨日早上特地前往中環的蘋果專門店觀
察，為下午回商場定價準備，但他直言
對市況不樂觀，稱「盲目入貨無好
處」。他內地iPhone X貨源充足，估計

每部只可賺約1,000元，即使下午有機會
回升亦「升極有個譜」，最多僅能賺約
2,000元，「之前講到個價咁高，好多人
接受唔到係正常。」不過，他估計
iPhone X在本港短時間內會維持價位，
一至兩星期應不會進一步跌價。
大批「果農」昨日甫取得新iPhone後

亦即擁到旺角先達廣場打算將電話出
售。萬通數碼電訊負責人阿K估計，商
場內的人流較去年有新iPhone推出時多
3倍，他表示打算「放機」的人遠高於他
們的需求，令他們的出價亦不敢太進
取，只在開門營業首半小時以較高的1.1

萬至1.2萬元收購256GB的電話，之後
一度降至只有1.03萬元，僅較官方定價
高出約500元。
阿K與「拍檔」原本準備了數百萬元
現金收購iPhone，但他承認不少炒家都
因為回收價不符期望而未有放售，預計
最終只能動用一半的資金來收購電話，
估計收入亦會減少一半。

商戶：除iP8外最差一次
他形容iPhone X的炒賣情況是除一早

已經預料沒有炒賣空間的iPhone 8外最
差的一次，自己今次只能從香港與內地

的官方定價差距中賺取差額。他續說，
內地今次與香港同樣是首批發售的地
區，且供應比香港充足直接影響炒賣活
動，認為本港炒家日後是否可繼續透過
炒賣 iPhone獲利要視乎內地供應量多
少。■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莊禮傑

美313部機被劫
蘋果可遙距鎖機

深炒價「跳水」跌穿官網價

■深圳一櫃枱的價格牌經過多次塗改，
一路下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iPhone X上市首日就有「水客」違規攜帶
手機出境，被羅湖海關查獲。羅湖海關昨日
通報，該關查獲了一宗iPhone X違規攜帶
案件，海關已對該名涉案旅客立案調查。
昨日下午15時左右，一名身穿藍底白

色條紋T恤的年輕男子，從羅湖口岸出
境時，海關對其進行例行檢查。「該名
男子行李比較簡單，就背了個中等大小
的書包，空着手就走過來了，我示意他
接受檢查時，他就有點愣了。」負責檢
查的關員介紹，「書包打開一看，裡面
有4部全新的iPhone X手機，其他什麼
都沒有。」

果農賺幾嚿
iPhone XiPhone X燶味濃燶味濃
內地貨足炒價遜預期內地貨足炒價遜預期 有收貨商即場僅收有收貨商即場僅收1010部部

出機不足半日
男「走水果」斷正

■■先達回收價大幅下跌先達回收價大幅下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攝

■■不少成功預訂市民早上到蘋果各分店排隊取機不少成功預訂市民早上到蘋果各分店排隊取機，，旗艦旗艦
店最高峰時有約千人等候店最高峰時有約千人等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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