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enBook EditionZenBook Edition 3030高高
貴脫俗貴脫俗。。

如閣下並非機迷，兼是崇
尚造型設計的「外貌協會」
成員，想買新電腦又有何選
擇？近年崛起的AVITA筆
電或許適合你。AVITA的賣點是外殼和機
面，其中近期推出的Pura 14吋太空灰全功
能系列（售價$3,999起）簡約輕便，以僅比
Netbook級入門機貴少許的價錢就能享受到
第8代i3處理器和128GB SSD等配置，連
同推廣期內免費贈送的三合一電腦袋（共六
色），實屬OL至愛。不過，由於此機採用
S模式的Windows 10家用版，用家無法隨
意安裝軟件，只能下載微軟網上商店的指定

程式。而VAIO亦有相當抵玩的日本
生產S11系列，無論重量、品質和做
工都配得上其逾萬元售價。
另一方面，華碩最近推出30周年限

定版筆電ZenBook Edition 30（售價
$13,998），它用上白色皮革配襯華碩
30周年紀念標誌，全白色機身典雅迷
人，而且鍵盤下方的觸屏更是第二屏
幕，在第 8 代 i7 處理器和 GeForce

MX250獨顯加持下，外觀與實用性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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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四開鑼的東京
遊戲展（TGS），
除了作為主機生產商
的SIE外，較受香港
以至海外機迷留意的
參展廠商便要數到
Capcom和世嘉。剛
在PS4推出《魔物獵
人世界：Iceborne》的Capcom，
日前在網上發佈活動中表示這款
大型擴張碟下月將推出免費追加
內容，把當年PSP版震懾不少獵
人的金獅子帶到《Iceborne》！
廠方更會在TGS的試玩台率先給
機迷會一會這款巨獸。而Cap-
com 另一新作、暫稱「Project
Resistance」的《生化危機》系列
作品亦預料成為TGS談論焦點。
世嘉方面，最主力台柱固然是
《新櫻花大戰》、剛舉行發表會
的《人中之龍7》和人氣JRPG加
強版《Persona 5 Royal》，三作

均在PS4上推出。
此外，一如以往缺席TGS的任
天堂，剛在Switch推出叫好又叫
座的白金工作室力作《異界鎖
鏈》，這款高速度動作遊戲秉承
同 廠 《Bayonetta》 和 《NieR:
Automata》的特色和優點，操作
爽快，遊戲性十足。任天堂亦在
上周的網上發佈中披露《任天堂
明星大亂鬥特別版》第四名DLC
角色為《餓狼傳說》系列主角
Terry。另一方面，Ubisoft除了在
下月 4日推出《火線獵殺：絕
境》外，12月6日也將於Switch

推出《刺客教條：
逆命合輯》，收錄
系列第 4 代《黑
旗》和另一作品
《叛變》。

經過六天激烈角逐，由完
美世界協辦的 2019 DO-
TA2國際邀請賽（TI9）早
前在上海圓滿落幕，來自歐
洲的OG戰隊在與勁敵Liq-
uid戰隊鏖戰數小時後，最
終蟬聯冠軍，創造了TI系
列賽事歷史上首次同一支戰
隊兩次奪冠的傳奇紀錄。中
國戰隊LGD遺憾止步於第
三名，但其精彩表現同樣令
人印象深刻。
這也是此項舉足輕重的全球電

競頂級賽事，首次來到亞洲、來
到中國。賽事期間，上海梅賽德
斯奔馳文化中心每日湧入近13,000
人，與通過網絡觀看直播的全球
觀眾一同觀戰。近年來，上海出
台了多項電競產業扶持政策，全
力打造全球電競之都。據統計，
本屆TI9就吸引了至少4,500名海
外觀眾來到上海，電競無疑已經
成為上海文旅軟實力的一張「新
名片」。
業內人士分析，TI9賽事影響力

超出預期，為職業選手和廣大愛
好者實現「電競夢」的同時，也
為中國電競產業加快崛起，帶來

難得的契機，中國電競有機會在
產品、賽事、戰隊經紀等各個產
業環節，都獲得積極的催化效
應。
完美世界CEO蕭泓博士表示，

未來希望繼續借助上海等地的電
競優勢環境，通過賽事品牌打
造、積極引進來和走出去，努力
將中國電競影響力擴展到全球，
「TI9不是終點，而是一個新起
點，中國電競的戰隊實力、賽事
組織力、政策支撐力、市場增長
力都得以全面體現，屬於中國電
競的大規模、高規格電競賽事正
在醞釀，中國電競的嶄新時代已
經開啟。」

上星期， 黑鯊於馬來西亞吉
隆坡率先發佈其最新旗艦機
型——黑鯊遊戲手機2 Pro，在
ID設計上，其正面上仍然採用
了上下對稱的全面屏設計，6.39
吋AMOLED熒幕，支援屏下指
紋識別，上下邊框的設計防止橫
握時的誤觸發生。
而手機背面依然延續了品牌特
有的X核心設計語言，採用了更
大面積的玻璃同金屬交融的人體
工學設計，F1賽車導流曲線背
板令新機更貼合手部弧形，在提
供舒適握持手感的基礎上，折射
光影美學。新機更增加了一對鯊
瞳，配合1680萬色流光幻彩燈
效系統，使得玩家無論是在遊
戲、來電訊息，抑或是在音樂等
場景中，都能體驗酷炫多變的色
彩，科幻的設計風格也使得新手
機更具未來感。
作為一款遊戲手機，它在硬體
設定上可算是從玩家體驗出發，全
系列配備目前Android陣營最強悍的
12GB記憶體。處理器採用了Snap-
dragon 855Plus，CPU 主頻提升至
2.96GHz，Adreno 640 GPU達到了
675MHz。此外UFS 3.0頂級快閃記

憶體的配置及黑
鯊獨有的演算法
優化，儲存檔的
順序讀取速度提
升高達82%。
在拍照方面，

這次升級了Sony
IMX586 的 旗艦
拍攝IC，不僅畫

幅更大，細節更多，而且解析力更
強，並配合品牌採用的超級夜景演
算法，甚至可以捕捉肉眼不可見的
細節。同時，通過AI智慧演算法將
Sensor輸出的480幀插值到1920幀，
實現了高規格的凝時拍攝。

新視界新視界

X核心與人體工學設計
黑鯊遊戲手機2 Pro

文、圖︰JM

TI9圓滿落幕
中國電競迎來騰飛契機

競新聞競新聞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東京遊戲展搶劈金獅子

遊樂場遊樂場 文：FUKUDA

■OG戰隊蟬聯冠軍，創造了TI系列賽
事歷史上首次同一支戰隊兩次奪冠的傳
奇紀錄。

■模特兒拿着的是全
新黑鯊遊戲手機 2
Pro。

■手機於吉隆
坡發佈時的價
錢 ， 即 港 幣
3,998元起。

■《魔物獵人世
界：Iceborne》將
加入金獅子。

■白金工作室的《異界鎖鏈》叫好叫座。

雖然節省家居空間的
筆電已成當今主流，但
礙於機體尺寸的先天限
制，沒有筆電屏幕會大
過 17 吋（以對角線
計）。如想享受4K畫
面，無可避免要接駁至
少 24 吋的外置顯示
屏，加上散熱考慮，同
等效能的座枱型電腦往
往會較筆電便宜不少，
因此愛為自己電腦升級的老手都傾向使用座枱機。
譬如，Gigabyte旗下的AORUS品牌，在電腦通訊節便力

谷多款電競底板，其中對應第8代及第9代處理器的Z390
ELITE底板系列除較抵玩外，配搭透視
式機箱更可呈現內裡的幻彩風扇與水冷
裝置，型格度爆燈！該廠同時也推出效
能不差的打機筆電Aero系列。
對於只想簡簡單單用部電腦來睇片

和上網的輕量用家，HP推出的22/
24 All-in-One PC僅六千餘元已能買
到四核心的第9代處理器型號，所有
部件均塞進到顯示屏裡面，連機箱都
欠奉，不想花大錢買電腦的蝸居男女
最為適合。

平貴分別大勿買錯

無論是大學新鮮人抑或中學生，總需要有部電腦傍身

協助做功課，以及代辦一切和上網有關的事宜。近年，

買「腦」的主流選擇是輕巧方便的筆電（筆記簿型電

腦），當中不乏針對打機甚至電競用途的配置，可是

效能較高的機種大多都價格高昂，到底用家應

一擲千金買最頂級的機種，還是一切以預算為

先？隨着香港電腦通訊節早前於會展舉行，展出

多款新機供人選購，在此特地推介幾款別具特色的新

機種給各位參考。 文、攝（部分）：電能小子

學期開始好用「腦腦」」

一部電腦的主要構成部分，簡
單 來 說 ， 可 分 為 主 處 理 器
（CPU）、圖像處理器（GPU，
依附在底板上或獨立顯示卡）、
記憶體和硬碟，另加電腦外的顯
示屏，其中以CPU和GPU最為
關鍵。就CPU而言，大多數人都
是選用英特爾（Intel）Core 系
列，有效能較低的i3、中檔的i5
和高階的i7及i9。而廠方也會因
應改良製程推出同系列的新一代
版本，所以今年市面上會同時出
現採用第8代i5和i7以及第9代i7
和i9的機種，當然舊款晶片價格
會較最簇新的為便宜。
目前蘋果的MacBook Pro分為

13吋及15吋兩條路線，全已有

Touch Bar，前者售價較相宜，
但效能卻稍有不及。備有第9代
i9晶片就僅得15吋的頂級型號
（售價$21,999），有足夠預算當
然「有大買大」，但若然是第9
代i7和第8代i9的比較又該怎樣
選擇？由於電子產品每隔一代就
會有相當的強化，所以盡量不應
貪平追舊款。

近年電競文化深入
民心，各電腦廠商紛
紛推出專為打機而設
的副線，瞄準追求優
質畫面又捨得付錢的
愛酷一族。例如，
Dell 旗 下 的 Alien-
ware，即使同屬筆
電，但Dell 機主打普羅大眾定
位，產品多走中低檔路線，而
Alienware 則力推頂級 CPU 和
GPU，隨時一部機可買到兩部
Dell。所以，在電腦通訊節該廠

力谷多部第9代晶片
機種（像M15 R1和
R2），吸引不少年
輕人試機。
而作風相近的HP

也有其打機電腦品牌
OMEN，其X 2S標
榜「雙芒」設計，除

主屏幕外，鍵盤上方也有個小屏
幕，讓機迷在全力拚搏的同時，
可瀏覽小屏幕上的攻略網頁。另
外，Acer 和MSI也很看重電競
機，前者旗下的Predator品牌有

玩味十足的 Helios
700，它備有可拉出
來的HyperDrift人體
工學鍵盤，打字時雙
手會更感舒適。至於
MSI則以親民價格吸
客，打破「平貨無
好」的既有觀念。

Asus 名下電競品牌
ROG，不但在近日推
出備受注目的電競級手
機ROG Phone II，還
有種類繁多的不同定位
打機電腦，由近萬元到
逾四萬元都有，視乎用
家需要。其中堪稱旗艦
級機王的 Mothership
就趁今次展覽作香港首度公開曝光，售價
$69,998的它幾乎用盡現有的頂尖配置－
i9-9980HK CPU、GeForce RTX 2080顯示

卡 、 64GB DDR4 2666MHz
Ram、4K或144Hz畫面輸出、
三隻512GB SSD，還有可當成
平板電腦使用的觸屏設計和可拆
式鍵盤，有此規格但仍能克服散
熱問題，所以絕對配襯得起其高

昂價錢牌！當然，正常玩家總不會投資這筆
錢去遊戲用途上，因此較貼地的Chimera甚
至Strix G系列才是該廠主力。

■■Vaio SVaio S1111 系列以系列以
做工取勝做工取勝。。

猶記得大約十年前，在普遍筆電都是「大牛龜」般又重
又貴的年頭，採用省電處理器、多數用來打些簡單文件和
上網的Netbook曾大行其道，直至智能手機興起才被邊緣
化。如家中有小孩開始需要接觸電腦，但父母又不想買太
昂貴的機種，其實這類入門機都有其價值。
譬如，配備Celeron N系處理器的HP Stream 11系列

（售價約$2,000），因依靠雲端作為主要儲存空間，內藏
的32GB eMMC快閃記憶體對安裝基本應用軟件算是遊刃
有餘；再者，它預載了個人版的Office 365，可用Word
和Excel來做功課，足以應付一般用途。在機能所限下，
家長無須擔心學童只顧用這部電腦來玩遊戲。

第9代晶片如虎添翼

廠商爭相推打機神器
典雅迷人合女性用家

初哥首選兩千有交易

座枱機款傳統不失禮

■■早前早前，，香港電腦通訊節現香港電腦通訊節現
場場，，特設電競街特設電競街，，發售多款發售多款
以打機為主題的機種以打機為主題的機種。。

攝攝：：雨文雨文

■■現在不少人都會帶筆記簿型電腦外出現在不少人都會帶筆記簿型電腦外出
使用使用，，圖為圖為AVITAAVITA全新全新PUREPURE系列系列。。

■■現時現時 1515吋吋MacBook ProMacBook Pro
已配備第已配備第99代代CPUCPU。。

■■OMENOMEN這款這款「「雙芒雙芒」」
機適合多工人士需要機適合多工人士需要。。

■■ Predator HeliosPredator Helios
700700可拉出鍵盤可拉出鍵盤。。

■■MSIMSI平得來平得來
表現不失禮表現不失禮。。

■■ROG真正旗艦級電競機
王Mothership。

■■若嫌若嫌ChimeraChimera（（右右））太貴太貴，，
可考慮較平民化的可考慮較平民化的 Strix GStrix G
（（左左）。）。

■ Avita
Pura 適
合要求不
高的女性
使用。

■■HP StreamHP Stream 1111以破底價發售以破底價發售。。

■■通常會買透視通常會買透視
式機箱的人都是式機箱的人都是
機迷機迷。。

■■HPHP的的All-in-OneAll-in-One電腦非常電腦非常
省位省位。。

重量級價格電競旗艦重量級價格電競旗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