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Dyson 推出首款個人空氣淨化機器
Pure Cool Me個人空氣淨化風扇，這款體積小
巧的空氣淨化風扇將品牌的空氣過濾與噴射技
術集於一身，是床側、桌面以及嬰兒房內的理
想之選。這部個人空氣淨化風扇結合品牌在流
體動力學、空氣過濾、光感及聲學方面的專
業，為用家帶來更潔淨的空氣，以及更舒適的涼快體驗。
當中較為特別的是，它配備智能感光系統，可以主動追蹤周圍環境光線，

並即時自動調暗或增亮內置的LCD熒幕，與周圍環境相融合。當感應系統
檢測到空間完全變暗時，它將自動關閉LCD屏幕。用戶還可以設置睡眠計
時器，讓風扇在短至30分鐘，長達8小時的預設時間後自動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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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之選鏡頭之選
Redmi NoteRedmi Note
SevenSeven

小米早前發佈Redmi最新手機紅米Note Seven，
它延續Note系列的特大熒幕及持久續航特性，其
主鏡頭搭載高達4,800萬像素解像度的Samsung
ISOCELL Bright GM1背照式CMOS傳感器，提
升感光度，即使在低光的環境下，亦能令拍攝出來
的圖像顯得更加明亮及清晰，這亦是品牌於香港首
款備有4+128GB版本，售價為HK$1,699。

SUGAR
Y16 配 備

5.45 吋 HD + 全 熒
幕，以18：9顯示比
例 加 上 窄 邊 框 設
計，搭配流線機身，相機方面，Y16配置
500萬畫素前鏡頭，採用F2.0光圈，提供
前置柔光燈，內建人像模式、美顏拍照，
還搭載 1,300 萬像素主相機、F2.0 光
圈，透過人像、夜景等拍攝模式
售價只需HK$999。

．．自拍之選自拍之選
SUGAR YSUGAR Y1616

選母親節潮物選母親節潮物
今個星期日就是母親節了今個星期日就是母親節了，，為人子女固然要好好孝順至親為人子女固然要好好孝順至親，，

那麼大家想好送什麼禮物給媽媽嗎那麼大家想好送什麼禮物給媽媽嗎？？雖然電子科技產品大多都雖然電子科技產品大多都

是冷冰冰是冷冰冰，，其實若能讓媽媽生活得更舒適其實若能讓媽媽生活得更舒適，，一切都會變得暖洋一切都會變得暖洋

洋洋，，溫情洋溢溫情洋溢。。現在現在，，有不少電子科技產品加入了智能的元有不少電子科技產品加入了智能的元

素素，，加上在接近母親節的近一個月加上在接近母親節的近一個月，，不少科技品牌亦特別推出不少科技品牌亦特別推出

新產品新產品，，有些更有母親節優惠有些更有母親節優惠，，適合大家送給媽媽作為禮物適合大家送給媽媽作為禮物。。

當媽媽使用這些產品當媽媽使用這些產品

後後，，希望她生活得更希望她生活得更

輕鬆輕鬆、、舒適及健康舒適及健康。。

文︰文︰ManMan

攝︰攝︰ManMan、、張國威張國威

智智

媽媽時時刻刻都為你奔波勞碌，
常在家中做家務及面對各種生活壓
力，隨之而來是各種各樣的腰酸背
痛甚至身體毛病，你可以針對媽媽

的肌肉疼痛位置，買個智能按摩器給
她，讓她每日做家務後都能舒緩一
下。而且，炎熱天氣來臨了，各大廠
商近年推出不少智能風扇，做個孝
順仔女的你不妨買部智能風扇給
她，令她做完家務後，可安坐沙發上
邊看電視，邊吹風扇，舒適寫意。

過得舒適

OGAWA 2滿足分體式足按摩機，
獨創分體式設計，上下部分可分開及
獨立運作，不但可以全面覆蓋身體各
個部位，更可以二人同時享受按摩的
喜悅。只需輕輕一按2滿足的Detach
鍵，即可啟動上下分離設置，隨喜好
按摩身體不同部位，無論是小腿、大
腿、腳掌、前臂、上臂等，更有專為
膝蓋而設的摺疊式加熱墊，雙重保護
膝蓋，從內到外可貼心呵護母親身體
不同部位。
2滿足分體式按摩腳機設有三款按
摩模式：「養生愛好者」、「運動
愛好者」及「辦公室白領」模式，
按摩機內建有貼心「人體工學滾
輛」和「包覆式溫熱氣壓」技術，

前者主要位於腳趾、足弓和腳跟的
部位，有效刺激腳底 ；後者溫熱按
摩氣囊設計可於全身不同位置。
現在，除了這部全新的2滿足分體
式按摩腳機，品牌剛亦推出了揉揉
肩。可以代你按下媽媽繃緊的膊
頭。揉揉肩設有6個獨立按摩頭，仿
真人手感的效果就好似你正幫媽媽
按摩，還有溫熱功能，可以舒緩肩
頸酸痛。在母親節期間，品牌特別
推出一系列的母親節優惠，如這個
「2滿足+揉揉肩」套裝優惠，只需
HK$5,880。

．個人空氣淨化風扇
Dyson Pure Cool Me

．「分得開」足部按摩機
OGAWA 2滿足

活得健康

．．衝擊治療按摩槍衝擊治療按摩槍
Theragun livTheragun liv

Fitbit Versa Lite Edition是一隻適合日常
佩戴的智能手錶，並具有大部分Versa為
人熟悉的核心健身和智能功能，如自動運
動識別、24小時PurePulse心率追蹤和睡眠
階段功能、15 種以上運動模式、GPS 連
線、智能電話通知、應用程式和4日以上
的電池續航時間， 以及相對SpO2 感應器
等。Lite版採用簡單的一鍵式輕巧設計，
售價為HK$1,498。

日 前 ， LRT 代 理 品 牌
Theragun在全亞洲首度推出
liv衝擊治療按摩槍，全新輕巧
設計的liv，僅重2.5lbs，方便
外出或旅遊時使用，讓肌肉治
療融入日常生活，驅除每天的
肌肉疲勞及壓力。其設計以黑
白為主，時尚簡約，三角形設計的握柄符合人體工學，不同位置的握法亦能保
持平衡，讓用家握起來更舒服和靈活。Theragun liv的體積及重量亦比同系列
輕巧，即使手掌較嬌小的女性亦可輕鬆使用。售價為HK$2,799。

．輕巧智能手錶
Fitbit Versa Lite

近年，人人都有部智能手機在手，尤其是不
少年輕父母生了小孩，很多時都拍下大量照
片，如於母親節為媽媽買部簡單易
用、價格合理的智能手機也是
不錯選擇，可讓她們隨時看
到自己孫兒的照片，用得
輕鬆之餘，又可回味一
下。

用得輕鬆

OGAWA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母親節
禮品，禮品為揉揉肩乙部，名額共3位。如有
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此印花，貼於信封背面，
連同HK$2郵資的回郵信封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
心3樓副刊科技版收，封面請註明「OGAWA母親節送禮」，截
止日期︰5月10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新視界新視界

遊樂場遊樂場

■■OGAWAOGAWA揉揉肩揉揉肩，，
售價為售價為HK$HK$11,,480480。。

■■Dyson Pure Cool MeDyson Pure Cool Me，，售價為售價為HK$HK$33,,080080。。

■■三角形設計的握三角形設計的握
柄符合人體工學柄符合人體工學。。

曾炮製多款福爾摩
斯主題遊戲的烏克蘭
團體Frogwares，下月
27 日 將 在 PS4 和
Xbox One 呈獻充滿
克蘇魯風格的恐怖冒
險遊戲《沉沒之都》
（The Sinking City）。
遊戲故事發生在上世
紀20年代的美國麻省，玩家是可觀察到超自然力量
的私家偵探，除需要在開放式世界動腦筋解決謎題
外，也有提槍轟擊魔物的玩法，氣氛懾人緊張感十
足。同一發行商亦會在本月推出Switch版的《聖騎士
之戰20周年紀念包》，它集合了系列首作《Guilty
Gear》和未高清化前最後一集《GG Accent Core
Plus R》。
講開Switch，Bandai Namco落實今夏發售深受女

孩擁戴的《牧場物語》系列全新作《多啦A夢 牧場
物語》繁中版；Capcom亦剛在Switch推出甚有自家
特色的中世紀魔幻ARPG《龍族教義 黑暗再臨》。
Konami則在全平台推出收錄有《宇宙巡航機》和
《兵蜂》等8個經典作品的《Konami周年系列街機
合輯》。

早前，SUGAR推出設有NFC行動支付功能
的C13，這部對價錢較平的手機來說，有這項功
能，的確能便捷智慧生活，消費更輕鬆。而且，
它配置5.93吋HD+ 全熒幕，採用19：9長寬比
搭配窄邊框設計，提供更廣闊視野，給你沉浸式
的視覺效果，追劇娛樂一覽無遺。
在鏡頭方面，C13後置1,200萬畫素 + 500 萬

畫素鏡頭，內建虛化模式，能虛化背景、凸顯人
物的立體感受，並提供四倍慢動作錄影，其前置

80萬畫素鏡頭、F2.0 光圈，夜拍時可提高進光
量，享有清晰亮麗的自拍效果。
此外，透過臉部辨識技術，讓手機解鎖更快
速。加上，它運行Android 8.1 Oreo作業系統，
內建Qualcomm Snapdragon 450, 1.8GHz 八核
心處理器、3GB RAM / 32GB ROM，配備獨
立三卡插槽，支援4G + 3G雙卡雙待，並提供
4,000mAh電量，讓你外出不怕遇到手機沒電的
窘境，售價為HK$1,398。

文：FUKUDA

由Atlus開發、世嘉發行之人
氣 JRPG 《 女 神 異 聞 錄 5》
（Persona 5），於前年秋天面
世時贏盡好評，其中文版更讓亞
洲機迷樂在其中，充分享受到《P5》的上乘及獨到之
處。時隔年半，廠方終為此作的加強版《P5 The
Royal》（P5R）揭開神秘面紗，今次增加了一名新
女角「芳澤Kasumi」，加上增設高中三年級劇情部
分、有更多可前往場所、全新敵人和更方便玩家的系
統，就算之前已爆機的人都能重新感受到遊戲樂趣。
可對應Pro機提升畫質的PS4版《P5R》將於10月31
日發售，設有普通版和限定版。
另外，Atlus也宣佈會在PS4和Switch推出無雙式
打餐飽遊戲《Persona 5 Scramble》（P5S），由《無
雙》系列的Omega Force 操刀。同屬世嘉發行的
2020年東京奧運官方授權遊戲，除「例牌菜」瑪利
歐配超音鼠較卡通化的版本外，也有運動員會以真實
比例示人的正規版本。

《《沉沒之都沉沒之都》》
嚇完你再考你嚇完你再考你

《女神異聞錄5》
極級加強版

■■《《沉沒之都沉沒之都》》

■■《《聖騎士之戰聖騎士之戰2020周年紀念周年紀念
包包》》

■■雙卡雙待雙卡雙待

文、圖：Man

可NFC行動支付的SUGAR C13

捐血除可救人外捐血除可救人外，，也對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甚有裨也對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甚有裨
益益，，所以健康成年人每年也應該所以健康成年人每年也應該「「光顧光顧」」香港紅十字香港紅十字
會的輸血服務中心數次會的輸血服務中心數次，，盡點公民責任盡點公民責任。。
為提高大眾對捐血的關注為提高大眾對捐血的關注，，醫院管理局過往曾推出醫院管理局過往曾推出

內藏捐血資訊的內藏捐血資訊的AppApp（（iOS/AndroidiOS/Android），），並一直修補並一直修補
AppApp內錯處內錯處，，到最近還進行大翻新到最近還進行大翻新，，未知是否想普羅未知是否想普羅
大眾開始定期捐血的習慣大眾開始定期捐血的習慣？？說回這個名叫說回這個名叫HK BloodHK Blood
的的AppApp，，最有用功能是可查看各輸血服務中心的等候最有用功能是可查看各輸血服務中心的等候
時間時間，，方便捐血者無需跑到人頭湧湧的中心呆等方便捐血者無需跑到人頭湧湧的中心呆等，，而而
且也可作網上預約且也可作網上預約，，預早通知中心安排預早通知中心安排，，利人利己利人利己。。
此外此外，，AppApp內會顯示每天捐血人數與目前血庫存內會顯示每天捐血人數與目前血庫存

量量，，既可得知其他市民是否夠積極既可得知其他市民是否夠積極，，也能在某種血型也能在某種血型
的血液存量偏低時從速幫手捐輸的血液存量偏低時從速幫手捐輸。。但必須提醒大家但必須提醒大家，，
登入此登入此AppApp者者（（eDonoreDonor））需要先在輸血中心捐血及進需要先在輸血中心捐血及進
行登記行登記，，未捐過血的人皆無法登入未捐過血的人皆無法登入，，因此還是坐言起因此還是坐言起
行行，，趕快獻出閣下的趕快獻出閣下的「「第一次第一次」」吧吧！！

年紀愈大年紀愈大，，媽媽容易患上的病痛也愈媽媽容易患上的病痛也愈
多多，，如要避免大病入侵如要避免大病入侵，，當然要先從小當然要先從小
處入手處入手，，如血壓如血壓、、心跳心跳、、空氣等問題空氣等問題，，
如若是喜歡運動的媽媽如若是喜歡運動的媽媽，，你便可以為她你便可以為她
送上與健康有關的科技產品送上與健康有關的科技產品。。

預約捐血不求人預約捐血不求人

■■SUGAR CSUGAR C1313

OGAWA母親節送禮印
花

■■三款預設三款預設
按摩模式按摩模式

■■雙鏡頭設計雙鏡頭設計

■■淨化風扇有智能淨化風扇有智能
感光系統感光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