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新聞·特刊A22

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99月月121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責任編輯：蕭桂煬

6色機身3鏡頭 iPhone 11入手價5999
一改愈出愈貴 明起接受預購

■ iPhone
11 提供 6
種顏色。

新華社

蘋果公司發佈會吸引約1,000名來自世界各
地的記者參加，即時體驗3款新iPhone，還有
新一代Apple Watch的手感。iPhone 11 Pro首
次設有3鏡頭，不少記者紛紛試玩新機拍攝功
能，普遍認同內置相機程式界面比以往更方
便，但由於會場燈光太強，無法測試最新推出
的夜攝功能。
iPhone 11 Pro兩款新機大小與去年的XS和

XS Max相同，3個鏡頭置於機背左上方的正
方形配件，並輕微凸出。與前代相比，本代
iPhone新增變焦幅度0.5倍的超廣角鏡頭，記
者放在試玩桌上測試，估計取景角度達120
度，大半張長桌的人均可攝入鏡頭。

「手感勝XS」
蘋果為配合3鏡頭設計，更新相機程式界

面，讓用家自由切換焦距，快門反應速度也進
一步加快。此外，用家只需長按快門鍵，便可
切換成影片模式，方便拍攝短片。
現場記者形容新機外形和手感均較XS稍

勝。新機機背改用類似磨砂質感的霧面，減少
指紋印痕，機背下方的「iPhone」字樣也被去
除。 ■綜合報道

蘋果因應iPhone銷量
停滯不前，近期主力發展

服務業務，前日更在發佈會公
佈以超低月費，提供影視串流平
台Apple TV+的訂閱服務，其
中美版收費為4.99美元(約39港
元)，港版收費則為38港元。另
外，購買蘋果產品的客戶更可免
費使用服務一年，似是試圖以平
價策略，硬撼影視平台Netflix
的龍頭地位。

8原創節目 紅星坐鎮
Apple TV+將由11月1日起，

於香港等全球100多個地區推
出，港版月費為38港元，比港
版Netflix最低月費63港元便宜
近40%。平台目前有8套原創節

目，由珍妮花安妮絲頓、奧花雲
費和積遜莫瑪等紅星演出，蘋果
亦正爭取《權力遊戲》、《老友
記》等劇集播映權。
分析員起初估計，蘋果影視

平台的月費將介乎8至10美元
(約63至78港元)，蘋果的定價遠
低於預期，拖累Netflix股價前
日一度跌近4%。Vertere Group
總裁Hanlon分析，串流影視平
台競爭極為激烈，蘋果必須出奇
制勝，才能在市場佔一席位。蘋
果為求增加Apple TV+用戶，
更推出「買機送訂閱」服務，顧
客舉凡購買 iPhone、 iPad 或
Macbook，即可獲贈Apple TV+
一年免費會籍。

■綜合報道

新iPhone香港上市日期及售價

64GB

128GB

256GB

512GB

iPhone 11

$5,999

$6,499

$7,299

iPhone 11
Pro

$8,599

$9,899

$11,599

iPhone 11
Pro Max

$9,499

$10,799

$12,499

預訂日期

開售日期

9月13日晚上8時

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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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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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去年把基本和進階機款
分開編號，蘋果這次統一使

用 iPhone 11 命名 3款新機，其中
iPhone 11提供64GB至256GB儲存容
量，iPhone 11 Pro和Pro Max最高容量
則達512GB。各款iPhone將於香港時間
明晚8時起接受預訂，下周五正式發售(見
另表)。

配超廣角鏡頭 增「午夜綠」
3款新機硬件功能與過去相比突破不大，

但iPhone 11 Pro和Pro Max均設有3個鏡
頭，創下蘋果手機先河，當中包括一個焦距
僅0.5倍的超廣角鏡頭。3款新機主鏡頭像
素均為1,200萬，與去年的XR和XS相同。
5G流動通訊技術今年起在多地陸續投入服
務，但蘋果這次沒公佈支援5G網絡的新手
機。
屏幕方面，iPhone 11採用6.1吋LCD屏

幕， iPhone 11 Pro 和 Pro Max 則使用
OLED屏幕，分別大5.8吋和6.5吋，同樣
跟XR和XS看齊。iPhone 11提供 6種顏
色，包括紫、黃、綠、黑、白、紅；

iPhone 11 Pro和 Pro
Max除以往的太空灰、銀色和金色外，還
新增一種「午夜綠」顏色。

新Apple Watch最平3199
發佈會上亦公開第5代智能手錶Apple

Watch，入手價只需3,199港元，與去年第4
代推出時相同，第3代Apple Watch則大幅
減價至最低1,499港元。
平板電腦iPad亦推出第7代機型，屏幕由

9.7吋加大至10.2吋，並支援蘋果的自家智
慧型鍵盤。

■綜合報道

蘋果公司前日召開發佈會，一如預期公開3款新智

能手機iPhone 11、iPhone 11 Pro和 iPhone

11 Pro Max，但一改以往新機「愈出愈

貴」的趨勢，iPhone 11竟然罕有減

價，最平一款在港只售5,999港

元，比去年 iPhone XR開賣時

還要便宜500元，兩款貴價

機也沒加價。在 iPhone 11

系列功能沒大驚喜的情況

下，美國傳媒形容，新機

最主要亮點已變成價錢。

港版Apple TV+月費38
11月登場

■iPhone 11 Pro首次設有
3鏡頭。 彭博社

■新界面獲
得不少好評。

網上圖片

官錦堃：團結一致 守護安寧

聯誼總會主席官錦堃致歡迎辭時表示，得益「一國兩
制」，香港人過着美好生活，由國家富強帶來的個

人尊嚴，讓他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國家日漸富強，社會繁
榮安定，民生大大改善，都來之不易。這有賴英明的國家
領導人，帶領國家高速發展。他同時不能忘記曾經為國家
作出巨大頁獻而犧牲奉獻的先烈們，是他們克服種種困
難，為發展新中國。官錦堃續稱，最近香港社會事件愈演
愈烈，許多青少年受人蠱惑，嚴重破壞香港社會及民生，
這實在令人痛心。官錦堃續指，身為愛國愛港社團一分
子，對祖國有信心，相信他們有能力守護香港，守護香港
來之不易的安寧。他強調，要團結一致，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支持警察，以讓社會盡早恢復安定。

殷煥明：反哺家鄉 貢獻良多
殷煥明表示，韶關鄉親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上做了大

量工作，這非常值得肯定，看到鄉親，就對香港的未來
充滿信心。他隨即介紹了韶關的現狀，表示過去幾十
年，香港同胞為韶關貢獻良多，香港企業在韶關有兩千
多間，而香港同胞對韶關弱勢群體的幫助也相當多，這
令人銘記。他指出，韶關是非常美麗，同時非常有發展
前景的城市，它歷史悠久，名人輩出，在人類文明發展
上做出大量貢獻。唐朝時，韶關是廣東一帶最繁榮的地
方，而唐朝宰相張九齡，也是韶關人。這許許多多的古
今事，令他對韶關充滿感情，他希望鄉親在打拼事業之
餘，常回家看看，看看家鄉的新發展、新風貌。

李薊貽：止暴制亂 共建家園
李薊貽表示，聯誼總會為香港經濟建設、社會穩定作

出了突出貢獻，即使最近面臨修例風波也無畏無懼，帶
領會員站出來，發出正面的聲音、積極的行動，撐警
隊、護法治、保安寧的一項又一項活動，凝聚香港社會
正能量。李薊貽續稱，現在香港經濟形勢嚴峻，不少行
業盈利下滑，企業倒閉情況陸續出現，失業率明顯上

升。但是難關總要挺過去，路要往前走。他特別提到
「信心」的重要性，最大的信心來自國家，國家強大，
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其次信心來自自己，多數香港人
拒絕攬炒、拒絕暴力，因此愛國愛港團體，要走出來，
與特區政府一起，止暴制亂，建設香港共同家園。

譚耀宗：風雨過後 彩虹重現
譚耀宗表示，今年十一是大日子，可以看到國家在國

防、在科技方面日新月異的進步，國家的進步與發展，
就是為人民謀幸福，令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然而，香港

有一些人反其道而行之，修例風波延續至今已有三個
月，對生活、對社會、對經濟的衝擊，非常之大，令人
焦慮、令人心急。愛國愛港愛家鄉的人士，必須凝聚在
一起，不能讓這些人將香港推入深淵。譚耀宗又提到，
身處第一線的警員近來飽受壓力，不僅自己承壓，甚至
還影響家人，令人揪心。
但他堅信，在國家強大的發展形勢下，這些衝擊注

定徒勞無功，風雨過後，一定能夠見彩虹。聯歡晚會
隨後頒授了感謝狀，並由籌委會執行主席鄧偉明致謝
辭，賓主盡歡，笑語不絕。

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慶國慶晚會圓滿成功
團結一致守護香港風雨過後再現彩虹

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日前假沙田富臨皇宮

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聯歡

晚會」，活動邀得韶關市委副書記、市長殷煥

明，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全國人大

常委譚耀宗，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韶關

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顏珂，韶關市副市長陳

磊，韶關市政協副主席蘭茵，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出席主禮，筵開逾百席，場

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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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積志頒發感謝狀

■蘭茵頒發感謝狀

■■「「聯歡晚會聯歡晚會」」大合照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