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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機翻譯機 即時溝通無難度

腰背運動椅腰背運動椅 改善經痛便秘

矽膠紓緩神器矽膠紓緩神器助減背痛問題

每年暑假，會展都會舉辦多個展覽供一家大細參與，除了多年來極受歡迎的書展及

美食展外，今年與書展同期舉行、第二屆的香港運動消閒博覽亦是一眾運動發燒友不容錯

過的節目。博覽於7月18至24日一連7天於會展舉行，匯聚130多家參展商，展出超過160

個品牌的運動及消閒產品和服務。香港文匯報記者參觀當日發現，運動消閒博覽的參觀人流

絕不比書展遜色，現場除了多個運動品牌產品，亦有不少智能及保健產品，今期數據生活

就為大家介紹當中的矚目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兒童智能手錶兒童智能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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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貨幣政策仍穩 續推去槓桿

貨幣
政策中
性穩健
的基調

沒變。從近期的政策信號來看，
雖然貨幣政策邊際寬鬆，但並不
意味着穩健中性基調的改變，央
行在經濟增長和去槓桿中尋求平
衡。
6月份，中、港市場波動，其中

上證綜指下跌了8%，恒指下跌近
5%。7月 6日中美貿易戰正式打
響，然而，從7月6日至上周四，港
股回穩，上證綜指上升1.4%。這反
映6月份金融資產價格快速下跌，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對中美貿易
戰不明朗因素外，還反映出市場對
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其中隱含的
預期，包括增長放緩、通脹回落、
企業盈利增速放緩及銀行資產品質

迅速惡化等。

社會融資總額增速創新低
以「去槓桿」為目標的嚴監管以

及多重緊縮性政策疊加已使實體經
濟出現較大的融資缺口，6月社會
融資總額增速較前值回落0.47個百
分點至9.8%，是2003年12月以來
的新低。雖然央行對表內信貸額度
有所放寬，但是仍然難以對沖由金
融去槓桿、金融嚴監管導致的表外
融資收縮。
在當前的市場結構下，各資本市

場之間波動有明顯的聯動，如果資
本市場持續震盪，各市場會互相影
響，造成惡性循環。
近期資本市場持續震盪表明，政

策亟需更快、更有力以及更協調的
調整以穩定增長預期，以避免金融
條件及市場環境持續惡化。

政策制定沒有忽略資本市場價格
所傳遞的信號。央行已從4月對沖
降準到6月接近全面的定向降準。

流動性合理充裕 人幣急貶
然而，匯率對貨幣政策的變動異

常敏感，經濟下行，尤其是貨幣政
策調整，使到人民幣匯率上周四跌
破6.77。
在中國內地宏觀環境下，人民幣

貶值有時反而會加劇緊縮壓力。從
國務院提出定向降準開始，到最近
央行首提「流動性合理充裕」，人
民幣匯率就快速貶值。
因此，當前貨幣政策的調整更多

是為適度對沖金融嚴監管的影響，
長遠建基於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改革
的推進。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
（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嶄新危疾保應對癌症復發

據安盛上月發佈的生活指數報告，發現港人認為
實現理想生活與置業一樣遙不可及。當中實現安穩
生活的所需金額中位數為686萬元，若要活得豐盛
則需1,621萬元，相當於港人34年及80年的平均
總收入。
雖然港人普遍認為擁有健康體魄是達至安穩或豐
盛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報告同時顯示超過七成
港人關注醫療通脹問題，僅次於日常基本開支上
升。日常開支尚可調節，唯醫療費用實在難以估
計。尤其是癌症這類有機會致命的嚴重疾病，近七
成人只可依靠個人儲蓄應付醫療開支。危疾的康復
期不定，復發風險難以掌握，確是令人無奈。

縮短等候期加倍保障患者
現今市場上有各適其適的危疾保險產品，有些更

會提供早期及多次賠償的保障。然而，這些保障均可
能設有一定限制。以多次癌症賠償為例，傳統的危疾
保障計劃大都在兩次癌症索償之間設三年的等候期，
即使聲稱「一年等候期」的產品亦只適用於全新癌症
確診個案，若患者在等候期內復發或確診其他癌症，

則有機會不獲賠償。但現實中某些癌症較高機會於兩
三年內復發，其間無疑對患者構成經濟和身心壓力。
因此，一些嶄新的危疾保障計劃將等候期由三年大大
縮短至一年半，並加入每月賠償。換句話說，受保人
一旦確診癌症可先獲保額的100%賠償；在一年半的
等候期後，不論癌症復發、轉移或是持續癌症，只要
受保人正在接受癌症治療，受保人仍可每月無間斷地
獲發現金支援作收入替代，直至病情有所緩解，以幫
補其日常生活開支。
危疾威脅往往突如其來，擁有合適的危疾保險定

可未雨綢繆，減輕家庭財務負擔。建議市民應細心
比較不同計劃的條款及保障細則，留意賠償等候期
及持續經濟支援的額外保障，以減少對醫療費用的
後顧之憂，達至安穩及豐盛的生活。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保

事項限制。
資料來源：香港癌症基金會、AXA安盛生活指

數201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人壽保險業務）黎卓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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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有多間分店的健康用品於香港有多間分店的健康用品、、復康復康
用品及醫療用品專門店樂康軒於是次展用品及醫療用品專門店樂康軒於是次展
覽展出了多款產品覽展出了多款產品，，當中人體工學腰背當中人體工學腰背
運動椅最吸引記者眼球運動椅最吸引記者眼球。。因其透過傾斜因其透過傾斜
1515度的獨特設計度的獨特設計，，只要坐在運動椅上就只要坐在運動椅上就
能有修身及減肥的作用能有修身及減肥的作用，，對於在辦公室對於在辦公室
久坐的上班一族可謂相當吸引久坐的上班一族可謂相當吸引。。
該腰背運動椅已獲得設計專利該腰背運動椅已獲得設計專利，，於韓於韓

國製造國製造，，除了有效強化盤骨及下腰背肌除了有效強化盤骨及下腰背肌

肉肉，，亦有助改善月經痛亦有助改善月經痛、、便秘及軀幹失便秘及軀幹失
穩等問題穩等問題。。
據介紹據介紹，，產品獲多間韓國著名醫院和醫產品獲多間韓國著名醫院和醫

療中心推介作為病人的康復訓練療中心推介作為病人的康復訓練，，日本亦日本亦
有多間健身中心使用有多間健身中心使用，，供女士作修身之供女士作修身之
用用。。公司推廣人員表示公司推廣人員表示，，雖然近年香港的雖然近年香港的
零售市道不太理想零售市道不太理想，，但生意並沒有受太大但生意並沒有受太大
影響影響，，因醫療用品的需求較穩定因醫療用品的需求較穩定，，未來亦未來亦
會考慮發展網購平台及進軍內地市場會考慮發展網購平台及進軍內地市場。。

去旅行才惡補當地簡易會話去旅行才惡補當地簡易會話？？現在有科技現在有科技
的幫忙下的幫忙下，，與各國人士溝通變得易如反掌與各國人士溝通變得易如反掌。。
TranSayTranSay首部首部44GG人工智能翻譯機可支援人工智能翻譯機可支援3232個個
國家及地區國家及地區，，據介紹據介紹，，TranSayTranSay系統後台主要系統後台主要
使用使用33大主流大主流AIAI雲端翻譯雲端翻譯，，包括包括GoogleGoogle、、MiMi--
crosoftcrosoft及訊飛及訊飛，，加上在北美洲加上在北美洲、、歐洲歐洲、、中國內中國內
地地、、亞洲等地都有雲端服務器亞洲等地都有雲端服務器，，TranSayTranSay的人的人
工智能會以最近的服務器作連線及翻譯工智能會以最近的服務器作連線及翻譯，，身處身處
世界各地都能夠提供高速的即時翻譯體驗世界各地都能夠提供高速的即時翻譯體驗。。
TranSayTranSay區域銷售經理黃盛文指出區域銷售經理黃盛文指出，，產品由產品由
香港公司研發香港公司研發，，去年去年1111月推出月推出，，今年今年33月再推月再推

出加強版出加強版，，增加了觸控式操控屏幕增加了觸控式操控屏幕、、WifiWifi蛋功能蛋功能
及連機對講功能等及連機對講功能等，，只要插入只要插入SIMSIM卡卡，，就能分就能分
享予享予55部手機共用網絡部手機共用網絡。。連機對講方面連機對講方面，，不同語不同語
言的人只要透過網絡開設一個群組言的人只要透過網絡開設一個群組，，翻譯機就翻譯機就
會按用家的設定會按用家的設定，，將對方的語音翻譯成用家所將對方的語音翻譯成用家所
指定的語言文字指定的語言文字，，達到即時無間溝通的效果達到即時無間溝通的效果。。

設設WifiWifi蛋功能供蛋功能供55手機共用手機共用
他續指他續指，，產品目前銷往亞洲產品目前銷往亞洲、、美國及歐洲美國及歐洲
等地等地，，歐美主要是以網上銷售為主歐美主要是以網上銷售為主，，亞洲地區亞洲地區
則包括香港則包括香港、、台灣台灣、、新加坡等地新加坡等地。。他坦言他坦言，，因因
電子產品牽涉於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的清單之電子產品牽涉於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的清單之
中中，，暫時影響不算太大暫時影響不算太大，，但長遠都會有影響但長遠都會有影響，，
電子產品一般而言會愈來愈便宜電子產品一般而言會愈來愈便宜，，但關稅增加但關稅增加
會削弱其價格競爭力會削弱其價格競爭力。。
當被問到歐美的相關科技會否較先進當被問到歐美的相關科技會否較先進，，他他
認為認為，，美國的一些大品牌會掌握了一些先進的美國的一些大品牌會掌握了一些先進的
芯片技術芯片技術，，但整個生產供應鏈及方案則以中國但整個生產供應鏈及方案則以中國
較優勝較優勝，，暫時不會考慮將內地的生產線移至其暫時不會考慮將內地的生產線移至其
他不受美國關稅影響的地方他不受美國關稅影響的地方，，因為內地全部電因為內地全部電
子零件的供應鏈好成熟子零件的供應鏈好成熟，，這方面較難在其他地這方面較難在其他地
方找到替代方找到替代。。

現代人生活緊張，壓力沉重，有一位英
國的醫師Dr Shane Murnaghan就研發出
一套有助放鬆、釋放及紓緩三重功效的矽
膠組合GRAVITY，有助都市人減輕背
痛、坐骨神經痛、頸痛及頭痛等問題。
據介紹，Dr Shane Murnaghan透過多年
來研究過千位有背痛的人士，發現他們大部
分身體都很長時間維持靜止狀態，故希望透

過GRAVITY去令他們放鬆肌肉。而每日
建議使用GRAVITY最少20分鐘就能獲取
最佳效果，適合生活忙碌的香港人。
GRAVITY市場推廣人員指，產品之前

主要是以B2B形式銷售，目前一些著名運
動員及航空公司的機師亦是用家，近年才
開始提高零售方面的推廣，展會當日的銷
情相當不錯。

首設視像功能

■■今屆運動消閒博覽匯聚今屆運動消閒博覽匯聚130130多家參展商多家參展商，，展出展出
超過超過160160個品牌的運動及消閒產品和服務個品牌的運動及消閒產品和服務。。

■日本HADO結合AR
技術及可穿戴裝置。

■■首款具視像功能的兒童智能手錶首款具視像功能的兒童智能手錶，，
已在網上銷售至全球已在網上銷售至全球3535個國家個國家。。

■■GRAVITYGRAVITY每天使用最少每天使用最少2020分分
鐘就能獲取最佳效果鐘就能獲取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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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腰背運動椅具有
修身及減肥等作用。

市面上的智能手錶愈出愈多，但專門為兒
童而設的似乎不多。本土智能手錶公司研發的
dokiWatch，有別於一般智能手錶注重運動及
健康等功能，推出首款擁有定位追蹤和視訊通
話功能的3G兒童智能手錶。父母可以透過專
屬的App去聯絡兒童，除了可以知道他的定
位，離開某個範圍亦會有信號通知家長，防止
走失。兒童在遇到危險時亦可發出即時SOS
求救通知、錄音給父母，雙方亦可以撥打視頻
通話。

dokiWatch銷售總監Cynthia指出，公司已為
視頻通話的功能取得專利，公司自上年底推出
第二代產品，較第一代新增了5項功能，自推
出以來銷情不俗，除了主力在香港銷售，網上
亦銷售至全球35個國家，平均每月能銷售數萬
隻手錶，相關的投資已回本。她坦言，在研發
的過程中最重要是知道兒童需要什麼功能，亦
要找家長作試用，而視頻通話的功能亦花了較
多時間作研發，由於有此專利功能，在目前競
爭激烈的智能手錶市場中享有更佳優勢。

如果去展覽不想消費，大會亦安排了超過50項
現場活動，不少都是免費參與，不失為大、

小朋友的「放電」好去處。GoNature H.K.在場內
設置一幅6米高的攀石牆，讓參觀人士免費試玩，
同場有教練在旁指導、講解攀石技巧和安全知識。
香港街頭健身總會除了安排教練指導參觀人士嘗試
不同難度的動作外，更會在場內舉辦街頭健身花式
（7月21日）及力量（7月22日）兩項世界賽之香
港區選拔賽。

免費試玩日本AR閃避球
參展商激箭由日本引進新興活動HADO，結合

AR技術及可穿戴裝置，讓玩家猶如置身閃避球競
賽。香港旅遊發展局亦帶來電子競技遊戲體驗，讓
玩家試玩不同競賽形式的電子遊戲，一嘗與別不同
的運動體驗。其他活動包括足球、單車競技、射
箭、以色列自衛術、陸上龍舟體驗、大型棋盤遊
戲、攝影教室等，全部均可免費試玩。

體壇名將現場分享心得
另外，大會於博覽期間邀請多位本地體壇名將出

席分享會，包括首位香港職業足球會女教練陳婉
婷、首位馬拉松大滿貫跑手盧俊賢、香港首位創出
國際認可體操動作的體操運動員黃曉盈、首位征服
珠峰的香港女性曾燕紅、香港著名馬拉松教練馮華
添、香港田徑隊隊員陳家豪和姚潔貞、攀登運動員
鄭麗莎等，與現場觀眾剖白他們的心路歷程。
設於香港運動消閒博覽旁的香港書展焦點展區日本

館，今年獲得角川集團鼎力支持，展位除設有細田守
作品展，更聯同動漫旅遊協會，從多部膾炙人口的動
漫作品中，嚴選88個名勝，並透過MR（複合現實）
技術介紹當地景色和文化背景。除了角川集團和動漫
旅遊協會，今年日本館更有日本國家旅遊局聯同17
個縣市參與，介紹當地文化、名勝、美食和消閒活動
等豐富資訊，並提供和服試穿、文化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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