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MIRORADMIROR系列系列，，設有五種顏色設有五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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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前 ， 智 能 科 技 品 牌
AVITA在台灣宣佈將在第三
季於全球推出全新型格手提電
腦ADMIROR系列，以創新
科技結合時尚美學及劃時代的
哥德式建築設計，帶來具個性
而又適合日常娛樂或工作的
「時尚隨身品」，恍如你穿得
上 的 時 尚 配 件 。 全 新
ADMIROR除了配備多項專
業功能外，更有5種型格色系
選擇，打破舊有手提電腦千篇
一律的固有形象，成為潮人用
家的個人時尚配搭。
這系列機身分別採用圓角及
隱藏式鉸位設計，將劃時代的
建築藝術表現在創新科技上，而貫穿熒幕與鍵
盤之間的拱頂設計，進一步將哥德式設計風格
推向極致。加上，ADMIROR那纖細精巧的
金屬機身，經過精密工序製作，最薄只有9毫
米，重量輕至1.29kg，方便隨身攜帶。同時，
系列更設有14吋和15.6吋兩種顯示屏選擇，
讓用家隨個人需要去選擇。
另外，升級版ADMIROR特別配置了4K
超高清IPS熒幕，配合優質四個被動式加兩
個全頻喇叭組合，無論工作還是在旅途上欣
賞音樂或電影，都能為用家帶來精彩的視聽

享受。其觸控式熒幕讓用家輕鬆自在地瀏覽
網頁，同時配置的特大觸控板，支援多點觸
控，高效提升靈活性及準確性。其背光鍵
盤，也大大增強了便利性。其電池續航力可
長達10小時，並完整支援Windows Hello，
方便用家利用指紋辨識來登入系統，更能保
障資料的安全性。而機身兩側各配備了一組
USB-C連接埠，保留ADMIROR纖細精巧的
特質，如配上外置轉換器，讓用家不論是充
電、資料傳輸、顯示，或是連接各種周邊設
備，同樣輕鬆自如。

定於本月26至30日假會展舉行的本年度香港動漫節，PlaySta-
tion一如往年都有參加，而上周五SIEH更舉辦傳媒活動，事先
張揚展出遊戲與各項購物優惠。
現知PS4與PS4 Pro在會場會激減$600發售，各型號每天設有

50個至200個名額，有意購買Pro機的朋友不容錯過。平Game
方面，人氣高企的《閃軌3》跟《仁王完全版》中文版皆勁減至
$99；《隻狼》和《Days Gone》也僅售$298。同時，有關方面
更引入炮製《Death Stranding》的Kojima Productions的特別精
品，小島秀夫擁躉必定瘋搶。
展出遊戲方面，除了E3時大受追捧的《FF7重製版》和《龍珠
Z：格古洛》外，還有《魔物獵人世界：Iceborne》、《2020東
京奧運官方遊戲》、《噬血代碼》和《邊緣禁地3》等。

新視界新視界 遊樂場遊樂場

哥德式設計風格
AVITA ADMIROR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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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9月出廉價版
傳了大半年的新版Switch主機，日前終獲任天堂揭開神秘面

紗。該廠宣佈將於 9月 20日推出更輕巧、更省電的Lite 版
Switch，基本功能跟現行版本無大分別，原則上可運行所有對應
「攜帶模式」的軟件，但由於Lite版是主機與手掣一體化，不設
機座和TV輸出，因此並不支援「TV模式」及「平板模式」。
Lite版另一主要分別，乃其屏幕由6.2吋縮減至5.5吋，但如此
一來可令其720p解像度顯得更幼細，帶來更細緻觀感。亦因它
不支援拆開Joy-Con方便二人同時玩的方式，所以刪掉HD震
動、紅外線鏡頭和Joy-Con陀螺儀等部件。
Lite版Switch的日本售價由29,980日圓減至19,980日圓，香港

行版則落實賣$1,490，較原來版本便宜$850。另今夏起Switch大
作連連，包括本月26日上市的經典戰棋遊戲新一集《火炎之紋
章 風花雪月》和本周五（19日）發售的超級英雄遊戲《Marvel
Ultimate Alliance 3》等。

■■Nintendo Switch LiteNintendo Switch Lite

動漫節買PS4勁慳$600

文：FUKUDA

■■PlayStationPlayStation於動漫節推出眾多優惠於動漫節推出眾多優惠。。

■■《《火炎之紋章火炎之紋章風花雪月風花雪月》》

近年，香港空氣污染嚴重，除了室內要保持
空氣清新流通，在室外更需要清新空氣，但要
有效做到又談何容易。最近，LG最新推出全
新便攜空氣清新機——PuriCare Mini，配合
無線及輕巧設計，讓用家隨時隨地呼吸到潔淨
空氣。其內置PM1.0懸浮微粒感應器及全效防
敏過濾網，能實時偵測懸浮粒子數量之餘，更
能快速高效地過濾99% PM0.3懸浮粒子及致
敏原，將安全丶潔淨的空氣帶到用家的日常生
活中。
而且，它更備有同名手機應用程式，讓用家

透過藍牙連線，以智能電話全面掌控空氣清新
機的操作，即時偵測周遭空氣質素、追蹤空氣
淨化的變化、查閱電量狀態及更換濾網的需
要。手機應用程式更支援「連線即着」功能，
特別讓駕駛者能上車前將車廂內空氣先行潔
淨，貼心功能帶來輕鬆便捷的使用新體驗。
其高轉速雙變頻風扇則能全面提升空氣流

動，時刻保持潔淨的活動空間。隨着暑假的到
臨，相信一眾父母已為子女安排了一連串的精
彩活動，例如到外地旅遊，家長們便可以把
PuriCare Mini隨身攜帶，在飛機上、自駕遊
的私家車中、甚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確保
子女能享受真正全天候的清新空氣。

踏入七月，炎熱的夏天來到了，但近日的天氣

總是時晴時雨，空氣污染亦日益嚴重，同時又非

常酷熱，走到街上已經汗流浹背，讓不少市民現

在外出，都好像在家中一樣，都要讓自己身邊

的空氣清新，讓身體感到涼爽，每每外出都要

將空氣清新機、智能風扇等帶出街，現在這些

產品也逐漸發展至智能化，利用手機應用程

式，透過藍牙連線，以智能電話全面掌控操

作。今期，為大家找來這些全新智能裝備的

同時，亦找來在家中應用的無線吸塵機、智

能雪櫃等，務求做個IT新人類，讓智能科

技帶來健康生活。 文、攝（部分）︰JM

德國高級家電品牌西門子早
前推出全新iSensoric智感零度
法式多門雪櫃，糅合嶄新感應
技術與時尚設計，重新定義雪
櫃 標 準 。 全 新 型 號 配 備
iSensoric智能感應器，自動調
節溫度及濕度，以達至最佳保
鮮效能，亦同時內置IZA抗菌
過濾器，提供高達99.99%抗
菌防霉保護。而且，用家更可
透過雙輕觸式電子控制屏，輕
鬆調控理想溫度及濕度。
全新法式多門雪櫃配備hy-

perFresh premium 0°C 保鮮
室，有賴iSensoric智能技術，
利用分佈於機身的11個感應
器，實時自動檢測及控制溫度
和濕度；不論任何食材，均可
於「智」佳環境下鎖住食材鮮
味及保存豐富的維他命及營
養。這保鮮室更提供高、中、
低程度之智能濕度控制及0°C
溫度設定，時刻為至愛食材打
造最理想的貯存環境，延長食
物保鮮期，讓用戶隨時享用新
鮮食材製作美食。

簡 約 時
尚，是來至日本

的±0 PLUS MINUS
ZERO予人的第一印象，品
牌哲學為 Just Right。靜謐、
高效、美觀，不只是一件家
品，更是一件藝術擺設。±
0始創設計總監為獲獎無數
的日本知名設計大師深澤直
人（Naoto Fukasawa），其
第3代升級版XJC-C030吸塵
機，備有鋼琴白色及抹茶綠
色選擇，纖巧機身襯托出簡
約優雅的時尚感之餘，僅重
0.85公斤的超輕設計、直流
無刷摩打帶來的超凡寧靜、
75分鐘的特長使用時間，加
上可獨立替換電池的設計，
大大增加吸塵機的續航能
力。

當中由「日本電產株式會
社」開發設計的直流無刷摩打
技術，體積細小打造輕量機
身，運轉性能高，而且低損
耗。加上，其獨特的外置電池
設計，令用家可把電池拆出來
充電，不用遷就固定插頭，更
不會因增加電插座而影響家居
整體觀感。充電方式靈活方
便，省卻每次把吸塵機搬來搬
去充電的麻煩。

早前，Dyson 推出首款個人空氣淨化機器
Pure Cool Me，這款體積小巧的空氣淨化風
扇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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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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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時晴時雨，濕氣變高讓細菌容易滋生，衣物
和衣櫃更容易發出異味。而一般除臭噴劑會使用到
化學品，可能造成皮膚過敏或損害衣料。現在有一
款「Air Magic智能殺菌除臭烘乾衣架」集殺菌、
除臭、乾衣三大功能，重複使用不傷衣料，而且亦
更加環保。
Air Magic可以直接掛在衣櫃內除臭抽濕，或將

兩側展開變身衣架形態使用。其內部採用電壓催化
臭氧技術，具有天然殺菌及除臭功能，掛在衣櫃內
就可以消除煙味、汗味、燒烤味及潮濕霉味，而過
程中不會釋出有害化學物，能讓環境空氣保持清
新，就算孩童使用都安全。
另外， 它亦有獨特的衣物處理設計及加溫技

術，在除臭的同時，可為衣物進行烘乾，就算遇上
雨天或潮濕天氣都冇有怕。除了衣櫃之外，也可以
放鞋櫃、浴室、客廳等不同環境中使用，而摺疊式
掛鈎設計亦方便攜帶，帶去旅遊都適用。

空氣清新潔淨
LG PuriCare Mini

殺菌除臭乾衣
Air Magic

一鍵簡易操控
±0 XJC-C030

監控食材保鮮
Siemens智感零度雪櫃

■■LG PuriCare MiniLG PuriCare Mini

■■機身背部設有全效防機身背部設有全效防
敏過濾網敏過濾網，，可輕易除下可輕易除下
清洗清洗。。

■■Air MagicAir Magic智能殺菌除臭烘乾衣智能殺菌除臭烘乾衣
架架，，家中或戶外都能輕鬆使用家中或戶外都能輕鬆使用。。

■■兩側展開兩側展開
變身衣架形變身衣架形
態態。。

■■第第 33 代升級代升級
版版XJC-CXJC-C030030

■■iSensoriciSensoric智智
感零度法式多感零度法式多
門雪櫃門雪櫃。。

空氣淨化風扇空氣淨化風扇
Dyson Pure Cool MeDyson Pure Cool Me

■■Dyson Pure Cool MeDyson Pure Cool Me
配備智能感光系統配備智能感光系統

智能裝備度炎夏

■■透過藍牙連線透過藍牙連線，，
以智能電話全面掌以智能電話全面掌
控空氣清新機的操控空氣清新機的操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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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智能裝備嚴選智能裝備
度炎夏度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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