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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 Max 屏幕 6.5 吋 12499 港元歷來最貴

新 iPhone「雙卡雙待」今可預訂
蘋果公司前日正式公佈 3 款新 iPhone，包括 iPhone X 升級版 iPhone XS、6.5 吋
大屏幕版本 iPhone XS Max，還有平價版的 iPhone XR，新一代智能手錶 Apple
Watch Series 4 亦同時亮相。新 iPhone 最大特點自然是支援「雙卡雙待」，中國內
地和香港更有全球獨家的雙實體 SIM 卡槽「特供版」（詳情見另稿）。中國內地、
台灣和香港均會是新 iPhone 的首發地區，其中 iPhone XS 和 XS Max 今日起接受預
訂，下周五正式發售。分析指出蘋果用家升級手機的步伐已減慢，蘋果因而推出更
昂貴的手機，保障利潤。

款新 iPhone均採用 iPhone X的「M字額」設
3計，其中
iPhone XS 分為 64GB、256GB 及

512GB 版本，香港售價介乎 8,599 港元至 11,599 港元，最
低售價較去年 iPhone X 開賣時貴 11 港元。與 iPhone X 相
比，XS 的屏幕同樣為 5.8 吋，但處理器由 A11 升級至 A12。A12
仿生處理器號稱是全球首枚採用7納米製程的手機處理器，處理速
度聲稱較上一代快 15%，4 核圖像處理晶片亦號稱較上一代快最多
50%。

XS Max增電池續航力
iPhone XS Max 硬件規格與 XS 大致相同，但屏幕擴大至 6.5 吋，電池續
航力亦加強。蘋果公佈 iPhone XS Max 最低售價為 9,499 港元，512GB 版本
則索價12,499港元，是歷來最貴iPhone，不少網民坦言是對蘋果「信仰」的考
驗。

平價版XR屏幕大過X
至於售價較低的 iPhone XR 同樣不乏亮點，雖然使用畫質較遜的傳統 LCD 屏幕，
亦只採用鋁製外殼，但 6.1 吋屏幕較 iPhone X 更大。iPhone XR 在港將於下月 19 日起
接受預訂，提供黑、白、黃、藍、紅和珊瑚色 6 種顏色，售價由 6,499 港元起。3 款新
iPhone均支援Face ID面容識別解鎖功能。
蘋果總裁庫克形容，iPhone X已成為蘋果產品中最受歡迎的系列，不少企業亦無懼成
本增長，願意使用更昂貴的手機，期望把iPhone X提升至新階段。
近年智能手機市場逐漸飽和，Moor Insights 分析師穆爾黑德指出，iPhone XR 有助保
住蘋果原有客源，甚至吸引更多新用家加入，估計 XR 將成為未來最暢銷的蘋果手機。
不過另一市場分析公司 CB Insights 稱，隨着全新通訊技術 5G 明年面世，預料蘋果屆時
可能推出支援5G的新手機，故相信iPhone XS系列並非真正的「大家伙」。
■美聯社/法新社

舊機大減價 iPhone X
「最短命」
隨着新 iPhone 登場，舊款 iPhone 即日起
全面降價，其中 iPhone 8 最低價格由 5,988
港元減至 5,199 港元，iPhone 7 32GB 版本
更只需 3,899 港元，較舊價平 789 港元。不
過外界原本以為會減價發售的 iPhone X，
卻已經從蘋果官網消失，成為歷來最短命
的iPhone之一。

7 Plus減最多
一眾減價舊機當中，以 iPhone 7 Plus 減

得最多，32 及 128GB 版本均較舊價減了
889港元，減幅比其他款式多了100港元。
但值得一提的是，新出的 3 款 iPhone
屏幕最少也有5.8吋，對於抗拒大屏
的「單手派」而言，iPhone 8 可能成
為了最適合的選擇。至於與 iPhone
X 一同消失的，還有 2015 年推出的
iPhone 6S 和 2016 年推出的 iPhone
SE，其中 iPhone SE 未停售前，是
iPhone系列最平一款。 ■綜合報道

新 iPhone 售價(港元)
iPhone XS iPhone XS Max iPhone XR
預訂

9月14日

9月14日

10月19日

開售

9月21日

9月21日

10月26日

64GB

$8,599

$9,499

$6,499

128GB

－

－

$6,899

256GB

$9,899

$10,799

$7,799

512GB

$11,599

$12,499

－

■平價版
平價版iPhone
iPhone XR提供黑
XR 提供黑、
、白、黃、
藍、紅和珊瑚
紅和珊瑚6
6 種顏色
種顏色。
。
法新社

蘋果官網

3 新機 VS iPhone X
iPhone XR

iPhone XS Max

iPhone XS

6.1吋

6.5吋

5.8吋

屏幕尺寸

5.8吋

1792x828、326ppi

2688x1242、458ppi

2436x1125、458ppi

解像度

2436x1125、458ppi

194克

208克

177克

重量

174克

150.9x75.7x8.3毫米

157.5x77.4x8.3毫米

143.6x70.9x7.7毫米

機身尺寸

143.6x70.9x7.7毫米

A12仿生

A12仿生

A12仿生

處理器

A11仿生

最高256GB

最高512GB

最高512GB

容量

最高256GB

1,200萬

1,200萬

1,200萬

主相機像素

1,200萬

f/1.8光圈廣角

f/1.8光圈廣角、
f/2.4光圈長焦

f/1.8光圈廣角、
f/2.4光圈長焦

鏡頭

f/1.8光圈廣角、
f/2.4光圈長焦

4K，
最高240fps慢鏡

4K，
最高240fps慢鏡

4K，
最高240fps慢鏡

影片

4K，最高240fps慢鏡

25小時(通話)

25小時(通話)

20小時(通話)

15小時(上網)

13小時(上網)

12小時(上網)

藍、白、黑、黃、紅、
珊瑚

銀、太空灰、金

銀、太空灰、金

iPhone X

電池
顏色

3 款新 iPhone 最大特色是首次引入「雙
卡雙待」功能，不過提供雙實體 SIM 卡的
「真．雙卡雙待」功能，全球就只有中國
內地和港澳版的 iPhone XS Max 和 iPhone
XR 型號，堪稱為「特供版」。今次是蘋
果首次為了個別市場調整產品標準，分析
認為，近年蘋果大中華區業績不太理想，
公司顯然希望藉「雙卡雙待」等貼地功
能，滿足用家需求，以刺激收入增長。
雖然內地和港澳的 XS Max 和 XR 均有
「特供版」，但 XS 則存在微妙差別，港
澳版 XS 與國際版的「雙卡雙待」看齊，
支援 e-SIM 與一張實體 SIM 卡，但內地的
XS 只有單 nano SIM 卡槽。至於台灣，3
款新 iPhone 都是國際版，即 e-SIM 與一張

實體 SIM 卡。蘋果沒有解釋為何有此差
別。

首為特定市場調整產品標準
e-SIM 有別於真正「雙卡雙待」，用家
需以網絡供應商提供的 QR 碼，以虛擬方
式啟動虛擬 SIM 卡，且同一時間只可使用
一張 SIM 卡的網絡服務，而且目前全球只
有 14 間網絡供應商支援 e-SIM，故有機亦
未必有用。
此前，蘋果為實現設計和製造流程標準
化、提高生產效率，很少針對特定市場來
更換產品標準，這次內地及港澳地區「特
供版」顯示蘋果願意為中國這個全球最大
智能手機市場作出調整。
■綜合報道

標榜起用回收物料 學者批「假環保」

「真．雙卡雙待」
特供內地港澳

12小時(上網)
銀、太空灰
路透社

■XS(
XS(左
左)及 XS Max 今
日起接受預訂，
日起接受預訂
，下周五
正式發售。
正式發售
。
法新社

■ 蘋果總裁庫克
蘋果總裁庫克(( 中)
現身展覽會。
現身展覽會
。 路透社

21小時(通話)

蘋果公司在發佈會上，提到新
iPhone 的生產過程中，採用了回收物
料，希望可減低產品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有學者指出，使用回收物料的配
件只佔新機一小部分，對比生產
iPhone 造成的破壞，此舉對環境保護
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回收物料製底板揚聲器

蘋果副總裁傑克遜前日負責介紹環保
方針，透露新iPhone的底板和揚聲器均
有一部分是用回收物料製造，包裹底板
的玻璃層亦有32%成分屬生物塑料，即
以生物原料製造的塑膠物料。
傑克遜表示，蘋果長遠目標是全面
改用可再生能源、回收或環保物料製
造新產品，希望可停止挖掘地球資
源，亦會致力提高產品壽命，並確保
舊機款獲妥善回收。
然而金屬學家麥錢特指出，生產手
機本身已會破壞環境，估計每出產一
部 iPhone，便會消耗約 34 公斤的天然
資源，而單在上季度，蘋果公司已售
出了 4,130 萬部 iPhone，另外由於其生
產鏈遍及全球，因此運送原材料和成
品時都會造成資源損耗。
麥錢特形容，回收 iPhone 最困難的
部分在於循環再用舊機中的稀土金
屬，蘋果公司卻未在這範疇有相關計
劃，估計短期內均不會有完全使用回
收物料的新機面世。
■綜合報道

■加州
「果迷」
在展覽會集郵，
XR大受歡迎。
法新社

新Apple Watch測用家跌倒
報警助中風者

蘋果前日亦發佈新一代智能
手錶 Apple Watch Series 4，不
但搭配歷代最大的屏幕，更破
天荒引入心電圖功能，改善監
察心跳效率，在心跳過高或過
低時發送通知。Series 4 亦特設
「跌倒偵測」提示，當偵測到用家
突然倒下，便會報警求助，在中風
等情況尤其重要。
Series 4將於今日起開始預售，預
料下周五起正式開賣，價格介乎
3,199 至 4,199 港元。Series 4 錶殼面
積由上代的 38 或 42 毫米，增至 40
或 44 毫米，加上邊框面積收窄，使
實際屏幕面積較上一代增加逾
30%。由於屏幕面積擴大，Series 4
的界面將重新設計，首頁提供更多
資訊。
其他規格方面，Series 4 運用 LTPO 技術，改善電池效率，估計每
次充電後可使用一天，擴音器性能
亦明顯改善，最高音量提升多達
50%。

首創心電圖功能
不過 Series 4 的重點在於進一步
改善健康偵測功能，包括在用家跌

■Apple Watch Series 4
倒時發出通知，讓用家決定是否報
警，假如一分鐘內未獲回應，便會
自動報警，並向緊急聯絡人發送短
訊，假如用家年齡大於 65 歲，「跌
倒偵測」功能將自動啟動。Series 4
亦同時提供心電圖功能，監察用家
心跳變化，是同類產品中首創。
Apple Watch 於 2015 年 4 月推出
以來，一直未有公開實際銷量，市
場估計其銷情平平，出貨量不足
iPhone 的一成。分析師估計，Series 4新增的健康偵測功能有助刺激
新 錶 銷 量 ， 或 會 成 為 歷 代 Apple
Watch 中最暢銷的一款，「不少人
均會為父母或祖父母買一隻」。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