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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魅族科技（MEIZU）發佈其真無孔
手機zero，結合Meizu設計、技術趨勢和用戶
洞察，拓寬了智能手機時代全新邊界。作為全
球第一款真無孔全無線智能手機，品牌以精密
強大的工藝，叩響未來旗艦級智能手機新大
門。
它擁有陶瓷機身，全身無孔設計下支援IP68

級防水，超大容量電池搭載品牌自主研發的無
線超級快充，徹底解除手機續航時間枷鎖，高
速無線傳輸更是解放傳統手機數據傳送束縛，
加上其獨有的mSound屏幕發聲和虛擬側壓按
鍵，打造簡單的使用體驗。
zero擁有亮瓷黑和汝窯白兩種機身配色，

5.99英寸的超清全面屏，於正面勾勒出zero極
致身線，一掌之中盡顯精彩畫卷，還第一次在
OLED柔性屏上實現屏幕指紋，並配備2,000
萬像素人臉識別鏡頭；2.5D玻璃面板與陶瓷
機身。

近年，不少人的家居使用智能鎖開門，早前
矽谷科技公司Lockly正式登陸香港，並推出最
新智能科技產品：多合一高科技Lockly安全智
能鎖系列，包括 Secure LUX、Secure、Se-
cure PLUS及Secure PRO，均配備PIN Genie
專利技術，提供六種不同開鎖模式，包括獲專
利認證的數碼鍵盤、3D指紋驗證、以藍牙和
Wi-Fi操作手機App、語音聲控兼容亞馬遜Al-
exa及Google Home、RFID卡及備用機械鑰匙
等。
所有智能鎖均配備防窺視智能數碼鍵盤，並

採用先進演算法系統。輕觸式屏幕精心設計成
4組按鈕，每組含3個數字，每次使用後數字
將隨機轉換。Lockly數碼鍵盤方便易用，提供
高度的私隱保護與安全保障，杜絕洩露、偷窺
及盜用密碼的風險。

新視界新視界

真無孔全無線手機
魅族zero

文︰JM

■■ LocklyLockly 安全智能鎖系列安全智能鎖系列，，如如 SecureSecure
LUXLUX。。

■■Meizu zeroMeizu zero

■■zerozero真無孔設計真無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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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ly安全智能鎖
防窺視數碼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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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場遊樂場

新春輕鬆大掃除新春輕鬆大掃除

智能科技幫到你智能科技幫到你

至於在抹窗上，現在可使用
抹窗機械人就行了，全新
WINBOT X是 ECOVACS 研
發的首部無電源線抹窗機
械人，採用內置電源的無
線設計讓WINBOT X可
於窗戶上自由行走，從而
覆蓋更高及更廣範圍。由
於WINBOT X的行動不
再受限制，用戶亦毋須於
清潔大型窗戶時手動控制
機械人。無論任何種類的

窗戶，它也能以最智能及安全
的方式移動以清理玻璃，讓用
戶坐擁前所未有的視野。

無線百變吸塵機
都市人生活忙碌，就連休息時
間都不足夠，何況打理家務。要
數最花時間的一項家務，就是清
潔家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來自瑞典的精品家電品牌伊
萊克斯（Electrolux）早前發佈
全新直立式無線吸塵機Pure F9
滑移百變吸塵機，其創新設計為
每個家居帶來便利、高效能及時
尚的清潔新體驗。
當中其首創的FlexLift滑移設
計和貼心的內嵌式軟管設計從用
家角度出發，務求用家使用時以
最輕鬆方便的方式全面地清潔家
中各處。加上，吸塵機有更多人
性化貼心設計，例如伸縮把手、
自動調節吸力等。
同時，打掃時難免會遇到一些陰暗
狹窄的角落，難以用肉眼看清楚又不便
仔細清潔，這部吸塵機設有10顆LED
扒頭前置燈，可為你照亮傢具底部等暗
位，所有塵埃都無處可逃。
而德國Bosch亦宣佈推出全新Flexxo
2合1無線吸塵機，將隨機配件全收納
於機身之中，可節省儲存空間及整潔之
餘，更讓你隨時隨地可使用合適的清潔
配件，無論是不同的位置和表面，以及

平日難以觸及的地方，也可輕鬆清潔，
為你帶來真正快速和方便的清潔體驗。
其配備了全功能高效電動刷頭以清

潔各款地板及地毯，機身可平放清潔，
深入只有16厘米高度傢俬底部清潔的
狹小空間。其2合1設計，用家可按需
要拆出手提吸塵機，配合可延長縫隙吸
嘴、2合1傢具及座椅刷頭組合兩用刷
頭，提供5種不同清潔方案，無論天花
牆角、傢具狹縫或是梳化表面均能幫你
徹底清潔。

無線抹窗機械人

吸塵清潔機械人

蒸氣消毒清洗機
除了地面及窗戶清潔外，

近年市面都推出了一些蒸氣
清洗機，以清潔家中或戶外
的東西。例如，Karcher純
天然清潔概念是於清潔過程
中不需使用化學清潔劑，透
過結合高溫及高壓蒸氣，將
蒸氣微粒滲入狹小的縫隙，
即使是物件表面的頑固污漬
及油污都可以輕易溶解及去
除，無須過水，符合環保概
念，亦十分適合患有過敏症
人士、飼養寵物人士及有幼
孩之家庭使用。
當中如其SC 3 Premium蒸
氣清洗機，配備最新的加熱
系統，加熱時間只需約30秒
便可以開始進行清潔，並有

特設的水垢清潔濾芯可自動
去除積聚在水中的垢石；機
身更配備提示燈提示用家更
換專用清潔濾芯，避免水垢
沉積影響清潔效果。而全新
設計的水箱即使在清潔運作
中，亦可隨時加水，令用家
在良好的機件情況下持續進
行蒸氣清潔。■■無須使用清潔劑無須使用清潔劑，，亦無須過亦無須過

水水。。

■■這看似吸塵機這看似吸塵機，，但其實是以蒸但其實是以蒸
氣清潔氣清潔。。

■■SCSC 33 PremiumPremium
蒸氣清洗機蒸氣清洗機

■■Prologic Robotics H-MOTIONPrologic Robotics H-MOTION
500500吸塵機械人吸塵機械人

■■無電源線設計的無電源線設計的WINBOT XWINBOT X。。

■■你可利用你可利用
AppApp 調校清調校清
掃吸力掃吸力、、拖拖
地水量等地水量等。。

■■配備配備Smart NaviSmart Navi 33..00技技
術掃描並勾畫出用戶的家術掃描並勾畫出用戶的家
居地圖居地圖

■■ ECOVACS DEEBOT OZECOVACS DEEBOT OZ--
MOMO 900900地面清潔機械人地面清潔機械人

■■LEDLED燈貼心照明燈貼心照明。。■■FF99的各個部分設的各個部分設
計計。。

■■模特兒手持的是模特兒手持的是PurePure
FF99滑移百變吸塵機滑移百變吸塵機

■■由於是無線裝置由於是無線裝置，，可輕易在可輕易在
沙發上清潔沙發上清潔。。

■■FF99設有多個插設有多個插
頭頭。。

■■BoschBosch
FlexxoFlexxo 22 合合 11
無線吸塵機無線吸塵機。。

下星期二就是農曆新年了下星期二就是農曆新年了，，想令你的家居窗明几淨想令你的家居窗明几淨，，整潔又清新整潔又清新，，就就

要為家裡每一個角落除塵要為家裡每一個角落除塵、、殺菌了殺菌了。。以前以前，，大家要拿起掃帚大家要拿起掃帚、、雞毛掃雞毛掃、、

抹布等左掃右抹抹布等左掃右抹，，大搞一輪大搞一輪，，卻只能清潔部分污垢卻只能清潔部分污垢。。現在現在，，隨科技發隨科技發

達達，，大家常用的吸塵機早已令我們輕鬆自在多了大家常用的吸塵機早已令我們輕鬆自在多了，，至近年已發展至無至近年已發展至無

線線，，讓大家使用更方便讓大家使用更方便。。加上加上，，現代都市人工作更繁忙現代都市人工作更繁忙，，不少品牌繼續不少品牌繼續

推出各款全新的智能機械人推出各款全新的智能機械人，，自動地為你清潔家居每一角落自動地為你清潔家居每一角落，，甚至連窗甚至連窗

戶都能由機械人動手戶都能由機械人動手，，只要你安坐家中休息只要你安坐家中休息，，智能機械人已能為你效智能機械人已能為你效

勞勞，，令你這個新年令你這個新年，，除塵殺菌更簡單除塵殺菌更簡單。。 文︰文︰ManMan 攝︰攝︰ManMan、、張國威張國威

由於香港人生活忙碌，連做家
務的時間都沒有，不少品牌推出
家居清潔機械人來幫助家居清
潔，如吸塵及抹窗機械人。
例 如 ， ECOVACS 全 新

DEEBOT OZMO 900 地面清
潔機械人，集掃地、吸塵及拖
地三合一功能，配備更精準的
Smart Navi 3.0技術掃描並勾畫
出用戶的家居地圖，然後透過
運算規劃出最佳的清潔路線；
先進的OZMO拖地技術則可以
電子控制超大容量水箱的水
泵，再配合拖地感應器自動平
均灑水或停止滲水，實現全自動化、
便利且安全的地面清潔。
又 如 ， Prologic Robotics

H-MOTION系列如 700洗地機械人
（H700）則可一鍵自動洗地，設有多
種清潔路線、語音提示及遙控功能，備
有四階段清潔系統及貼地刮條，即抹即
乾等，而H500亦設地圖建立系統，可
記憶清潔路徑。

Capcom經典喪屍遊戲《生化危機2重製
版》（Biohazard Re:2）現已在 PS4、Xbox
One及Steam平台推出，本作以21年前PS版
作為藍本，改用背後第三身視點取代原來的固
定鏡頭玩法，加上速度感大增，玩起來更有挑
戰性和娛樂性。由於幕後團隊認真製作，改掉
前年《Bio7》被外界批評的元素，結果《生化
2重製》甫面世即贏盡口碑，廣獲海外傳媒及
本港機迷推崇。同時，遊戲亦推出附送男主角
Leon 12吋人偶的限定版，因貨源甚少旋即被
炒至約HK$2,000，但仍一Game難求。廠方
還推出酷似遊戲中存檔工具「打字機」的限定
特製藍牙鍵盤，其售價高達81,000日圓（約
HK$5,800），可謂是天價級收藏品。
另一方面，Bandai Namco的PS4共鬥遊戲

《噬神者3》繁中版現已發售中，而SIEH亦
公佈 4 月 26 日推出的殺喪屍作品《Days
Gone》會有珍藏版，售價為HK$1,088。

《生化2重製》贏盡口碑 世嘉君臨台北電玩展
重視亞洲華人市場的世嘉，於日前的台北
國際電玩展中大舉出擊，展示多款遊戲供來
賓試玩，並邀請製作人赴台會機迷。
展出遊戲包括剛推出PS4繁中版的《受讚

頌者 虛偽的假面》、定於情人節上市的
《Catherine Fullbody》和《Blade Arcus Re-

bellion》等。
此 外 ， Koei Tecmo 的 3D 格 鬥 作 品

《Dead or Alive 6》將在下月15日假福岡舉
行的「EVO Japan 2019」進行Side Stage比
賽，廠方近日亦證實甦醒之邪惡狂人「雷
道」會在今集參戰。

■■行貨光碟版採用雙封面設計行貨光碟版採用雙封面設計。。

■■限定版附送限定版附送LeonLeon的的1212吋人偶吋人偶。。 ■■《《受讚頌者受讚頌者虛偽的假面虛偽的假面》》 ■■《《Catherine FullbodyCatherine Fullbo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