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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ZenBook 13
全球最小筆電ASUS ZenBook 13，採用四邊
NanoEdge窄邊框顯示熒幕，熒幕佔比高達95%，
同時還配備獨家ErgoLift軸承設計，揭起上蓋時鍵
盤便會作3度傾斜，令打字更舒適自在，加上14至
16小時的極致電池續航，工作、娛樂皆能持續精彩
不間斷。筆電備有經典「皇家藍」搭配玫瑰金細節
點綴，還有高貴優雅的「冰柱銀」及限定版「醺酒
紅」。 售價︰HK$9,998

Sandisk iXpand Mini情侶款
Western Digital 旗下品牌 SanDisk 推出最新的

iXpand Mini情侶款，有迷人粉紅和夢幻紫藍兩色
選擇，將你和你的另一半獨一無二的甜蜜回憶牢牢
收藏。這迷你USB讓愛侶輕鬆備份手機內的所有
相片、影片和文件檔案，更可將USB內的資料輸
送到你的電腦，迷你加上粉紅或紫藍醉人的外觀，

以後就不用擔心backup、過相和手袋太細的問題了。 售價︰HK$339(64GB)

ProMini PM15
現在，智能裝置那麼多，的確需要一個充電寶，ProMini
PM15支援45W雙向PD快充，設有一組Type-C PD 3.0接
口及兩組USB-A接口（其中一組可支援快充），可同時為
3台設備充電，最大總輸出功率達55W，可以同時供手機
及流動電源使用，支援市面上主流的大部分行動設備，更
可為 MacBook Pro / Notebook / 智能手機/ Nintendo
Switch （ 支 援 TV mode） 等 提 供高效快速充電。

售價︰HK$448

Nikon COOLPIX A1000
Nikon COOLPIX A1000配備35倍光學變焦及70

倍動態細緻變焦，於小巧緊湊的機身中提供了極高
變焦率。其相機備有約1,600萬有效像素及 ISO
6400最高感光度，於解像度及高感光度雜訊之間取
得較好平衡，於昏暗環境下仍能呈現優異影像品

質。而且，它機身輕盈，卻支援4K UHD/30p格式短片
攝錄兼備降低風聲雜音功能，更可在攝錄短片期間儲存靜態影像。

OSMO POCKET
SMO POCKET是DJI目前為止最小的三軸機械增

穩雲台相機，其輕巧、便攜、智能及配備獨立熒幕，
能讓愛侶輕鬆拍攝，記錄生活從此變得簡單又好玩。
它擁有1/2.3 英吋傳感器、1.55μm大像素、80°廣角
鏡頭、f/2.0大光圈，為你捕捉每一個微小細節；如拍
攝4K/60fps超高清影像，串流更高達100 Mbps，輕
鬆完成傳統影像設備難以做到的智能跟隨、軌跡延

時、自動全景等多種效果，點燃愛侶的無限創意。 售價︰HK$2,699

新視界新視界

一向以來，家庭主婦們一般煮
食時會開啟抽油煙機吸走油煙，但
超細顆粒物難以被吸走，所以煮
食後看不到油煙也聞到菜的味
道。如想廚房不再充斥油煙味，
怎樣可在煮食時達至「零油
煙」？香港本地品牌Primada寶康
達經歷多年來研發，推出了榮獲
國際發明金獎的旋風無味抽油煙
機，專利特色在於可鎖住油煙氣
味不外洩，真正做到「好抽得」。
其無味抽油煙機系列包括

PRH900及PRH910，均擁有傾斜
式四渦氣旋技術，鎖住油煙及超
細顆粒物排出室外。同時，抽油
煙機配合鎖煙板設計，將油煙和
超細顆粒物充分排盡，即使炒辣
椒或煲中藥都完全無味，並阻擋
熱鍋中濺出的油滴。
加上，它利用重力學高速旋轉
分離油粒分子，無須濾網吸附，
其專利一線式平板進風設計系
統，終身免拆洗，輕輕一抹即潔
淨如新。有別於市面其他抽油煙
機的設計，無須處理拆洗扇葉如
此繁複的清潔工序。
PRH900旋風無味抽油煙機（無

背板）標準價為HK$11,638，另
PRH910旋風無味抽油煙機（無背
板）以標準價為 HK$12,888 發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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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巡禮新春巡禮

豬 年 到 ，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
（SIEH） 推 出 多 項 PlayStation
Network（PSN）及PlayStation Plus
（PS Plus）會員專享賀年優惠，與
大家歡度春節！多款PS4遊戲將於
PS Store以低至2折發售，選購PS
Plus 12個月會籍將加送3個月；PS
Plus 會員專享 2月免費精選遊戲
《For Honor》（榮耀戰魂）及
《HITMAN–THE COMPLETE
FIRST SEASON》，另可參加於
Facebook (@PlayStation HK) 舉行的
「PlayStation Plus賀年獨家獎賞活
動」，有機會贏得PS4 Pro及PSN預
付金額等豐富禮品，詳情可參考
www.facebook.com/PlayStatio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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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達意
隨科技發達，

現時的手機已可以
如相機一樣，拍得
一張好照片，並可
以下載多種不同的
應用程式，透過
Whatsapp、 Line 或
Facebook Messenger
與心愛的人傳情達
意，甚至可以預先
拍下一段甜言蜜
語，給愛侶一個驚
喜。同時，手提電
腦亦趨向輕巧，讓
愛侶在外也可以與
對方利用筆電以電
郵傳情。

LG V40 ThinQ
就近年較新的手機來說，這部LG V40 ThinQ可算是一
部走天涯的拍攝手機，它配備由超廣角、標準和遠攝3個
鏡頭組成的後置相機模組，無論是遠景或近景，用家只要
站在原地簡單一按即能捕捉不同距離的景物，適合喜愛旅
攝而又追求輕便的情人。加上，其Triple Shot三鏡拍攝功
能支援三個鏡頭連續拍攝，更可將相片拼合並製成短片播
放，而Triple Preview功能則可在屏幕上即時預覽遠攝、
標準及超廣角鏡頭所拍攝的影像，讓情人輕鬆地選擇出最
合適的相片。

售價︰HK$5,998

Samsung Galaxy A8s
Samsung首款採用Infinity-O極限全屏幕設計的智能手機

Galaxy A8s，擁有6.4吋19.5: 9超高比例屏幕、機身厚度
僅有7.4毫米，並在前置鏡頭加入觸控功能，當手機在待
機畫面時，只要輕易地從鏡頭位置向右下方滑動，便可快
速開啟拍照功能；如切換至前置鏡頭及計時自拍時，亦備
有炫目光效提示。它設有幻綠黑、漸變藍及漸變黑三種顏
色選擇，你可隨愛侶喜歡的顏色揀選。 售價︰HK3,298

《惡魔獵人5》新Demo連動正式版
睽違13載隆重推出的JR-

PG《Kingdom Hearts 3》，
目前已在PS4及X1推出日文
版和英文版，而5月23日則
會有PS4的中文版，想清楚
了解劇情的機迷可等多幾個
月才出手。今集加入了彼思
的《反斗奇兵》和近年大熱

的《魔雪奇緣》等作品作為關卡，內容更見豐富，可謂集開發商
Square Enix（SE）與授權商迪士尼兩家之大成，為三部曲故事畫上圓
滿句號。另SE日前亦在PS4推出甚有《Minecraft》風貌的《Dragon
Quest Builders 2》中文版。

Bandai Namco共鬥類
遊戲《噬神者》（God
Eater）的第三集剛於
PS4推出中文版，今集改
由Marvelous操刀，在畫
質和操作手感都有所提
升下，讓玩家可更隨心

所欲地拿起武器去討伐「荒神」。另遊戲最多支援八人連機，於爭
分奪秒的強襲討伐任務中血拚敵人。
至於Atlus的PS4注目作《十三機兵防衛圈》，將在下月14日推
出可玩齊13名角色首段劇情的序章遊戲，同時會有附送Artbook和
原聲碟等贈品的特別版。 文︰FUKUDA

Capcom近來大作頻頻，上月底
的《Biohazard Re:2》迄今仍是實
體碟與數碼下載的熱賣之選，而
約一個月後應市的PS4和Xbox
One（X1）期待作《Devil May
Cry 5》（惡魔獵人5）則如箭在
弦。繼早前X1獨佔的試玩版後，

廠方現於藍綠兩邊平台都推出新Demo，雖只可操作三大主角之一、以「惡
魔之手」為主力武器的Nero來玩，但其華麗畫面和爽快動作元素已教Fans
興奮不已。只要成功過關，更可將存檔帶去下月8日的正式版獲得獎賞。此
外，《Bio Re:2》憑精心雕琢與認真製作贏得一致好評，不少玩家更已打爆
機，正挑戰操控第四生還者和豆腐的兩個隱藏模式。

《Kingdom Hearts 3》圓滿落幕 《噬神者3》大幅強化

■旋風無味抽油煙機。

■專利一線式平板進風設計系統。

遊樂場遊樂場

物輕情重
近年，由於手機愈出愈多，所以其周邊產品相應增多了，大家亦可針對愛侶使
用的手機購買一些適合的周邊產品，以及一些儲存裝置，可算是物輕情重，既可
以隨身攜帶，又可將戀人愛意放在心裡。

一拍即合
一部數碼相機，情侶可將兩人甜蜜溫馨的日子拍下來，一舉一動，一拍

即合。而且，近年亦流行細小的相機仔，或者是全景拍攝的相機，讓愛侶
們一起拍攝更多更有趣的相片。

IITT新品結緣新品結緣
共享浪漫情人節共享浪漫情人節

■備有四色選擇。

■■後置三鏡頭後置三鏡頭，，備有三鏡拍攝功能備有三鏡拍攝功能。。

HUAWEI nova 4
HUAWEI nova系列一向以潮流自拍主導，這

部nova 4採用2,500萬像素前置鏡頭，支援F2.0大光
圈拍攝，更加入AI微塑美顏技術，並通過NPU進行演

算，自動訂製個人化的美顏效果，在保留用戶原有的面部
特徵外，亦可進行微塑美顏，令輪廓更清晰立體，同時還演
繹出自然和隨性的風格。 售價︰HK$3,688

■■在即將來臨的情人節在即將來臨的情人節，，
愛侶以科技產品傳情愛侶以科技產品傳情，，圖圖
為 模 特 兒 手 持為 模 特 兒 手 持 ASUSASUS
ZenBookZenBook系列系列。。

今個星期四就是情人節了今個星期四就是情人節了，，你買禮物了你買禮物了

嗎嗎？？是否為了送一份有心思是否為了送一份有心思、、與別不同與別不同、、能能

帶甜蜜回憶又貼身合用的禮物而絞盡腦帶甜蜜回憶又貼身合用的禮物而絞盡腦

汁汁？？現在現在，，不用費煞思量了不用費煞思量了，，筆者已為筆者已為

大家挑選多份大家挑選多份「「熱爆熱爆」」電子產品電子產品，，寓寓

意長長久久意長長久久，，向摯愛表達心意的同向摯愛表達心意的同

時時，，亦可以留住回憶亦可以留住回憶，，讓你可以和摯讓你可以和摯

愛共享一個浪漫的情人節愛共享一個浪漫的情人節。。

文文、、攝攝（（部分部分））︰︰Man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