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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 Gear》系列星級製作人小島
秀夫自立門戶後首作《Death Strand-
ing》，在一片熱切期待聲音下終面世，
結果其玩法與製作水平跟外界預期有所
出入——沒錯，畫面靚音樂也夠高質，
然而在金雕玉砌的世界觀設定下，沒完
沒了的運送物資遊戲主軸未必每個人都
接受得來。更甚的是，那種慢節奏隨時
連第一場戰鬥都未到玩家便丟掉手掣，
只是若就此作罷，便會錯過今年難得的

一款佳作。
把海外紅星演出與野心甚大劇情

佈局的外皮剝走，本作核心內容就
是備有獨特物理演算的速遞員育成
遊戲，隨故事發展主角能背負的貨物便愈
來愈多，想「使命必達」就別強行帶太多
物品上身；想縮短時間一口氣帶多幾件
貨，就要有隨時因失平衡而令所有貨物跌
落海的覺悟。但這都只是和本作「溝通」
的工具，小島賣的依然是電影感和說故事

技巧，《Death Stranding》沒要求玩家
趕時間去衝進度，而是慢慢揭開小島想你
看的東西。還有，獨自去玩並無法完全體
會真正樂趣，非實時聯機的網上互動機制
可將全球玩家連成一起，互相幫助，達至
全新的網上遊玩方式。

早前，小米於北京宣佈推出全球首款投
入量產的一億像素手機CC9 Pro，開啟手機
攝影億級像素時代。CC9 Pro鏡頭用上了七
鏡片結構，尊享版更是配置了八鏡片結構，
也是全球首款八鏡片結構鏡頭手機。同時，
因為加大了鏡頭的重量，普通摩打根本無法
驅動，需要重新定製大推力摩打和光學防震
組件，以確保這個超大模組能快速對焦和穩
定防震。
今次 CC9 Pro 用上
的是一個五鏡頭的組合
設計，五個鏡頭各有專
長，13mm焦距 2,000
萬像素超廣角鏡頭、
25mm焦距一億像素主
攝鏡頭、50mm 焦距
1,200 萬像素人像鏡
頭、10倍混合光學變
焦長焦鏡頭，以及能以最近1.5cm距離拍攝
的專屬微距鏡頭，配以雙OIS光學防震、四
閃光燈，造就了全焦段、全場景的拍攝支
援，支援最高50倍數碼變焦。
現時市場中主流的混合光學變焦手機，

多數採用三鏡頭進行變焦，其透過四鏡頭接
力變焦，讓變焦的拍攝體驗接近專業相
機 ，至於五個鏡頭中，50mm人像鏡頭極
具特色，這個人像鏡頭是之前小米8使用的
主鏡頭，1.4μm大像素，支援Dual PD雙

核對焦，用上了 f/2.0 大光
圈。 50mm焦段接近人眼自
然視角，這個焦段是最經典的
人像拍攝焦段，很多大師的人
像作品均以這一焦段拍攝。
加上，手機配以特別設計的

電影模式，按照電影熒幕比例
2.39:1漸進式模糊從近到遠，

模糊效果層層遞進，讓這個專屬人像鏡頭能
拍出驚艷的模糊背景，普通用家輕鬆變身人
像大師。其相機超級夜景演算法也同步升
級，前置的3,200萬像素相機，支援暗光人
像，即使在低光環境下， 也能拍出更清晰
的自拍照片。
售 價 ︰ 人 民 幣 2,799 元 （6GB +
128GB） 、 人 民 幣 3,099 元 （8GB +
128GB）、人民幣3,499元（8GB+256GB
尊享版）。

新視界新視界 遊樂場遊樂場

一億像素手機 小米CC9 Pro
文︰Man 文︰FUKUDA

世嘉定於明年1月
16日發售的PS4大作
《人中之龍7 光與
闇的去向》，現於
PS Store 發放體驗
版，可預先熟習全新
指令 RPG 戰 鬥 方
式。在新一輪預告片
裡，系列首席男主角
桐生一馬會有和本作主角春日一番碰頭
的場面，大大加強擁躉對今集的信心。
另外在日前舉行的「X019」活動中，微
軟落實包括《人中之龍0》在內的三款

《人龍》遊戲明年將移植到Xbox One。
Bandai Namco除了有高達迷等期待多

時的《SD高達G世紀 火線縱橫》即將
上市外，最近亦在PS4推出最多可支援

八人連線的人氣動畫改編作《東京喰種:
re CALL to EXIST》。而Switch本月和
下月分別也有《爍石物語》及《百萬農
青大作戰20》推出。

■■《《Death StrandingDeath Stranding》》是是
杯愈呷愈有味道的茶杯愈呷愈有味道的茶。。

《Death Stranding》非一般速遞體驗

《人中之龍7》新舊主角碰頭

■■《《人中之龍人中之龍77》》桐桐
生一馬確認出場生一馬確認出場。。

■■《《東京喰種東京喰種:re CALL to EX:re CALL to EX--
ISTIST》》支援最多八人連線支援最多八人連線。。

■■早前於北京發佈的早前於北京發佈的
小米小米CCCC99 ProPro。。

■CC9 Pro備有五鏡頭

來自美國加州的Wynd Plus智能便攜空氣淨化機，
通過消除空氣中的不同污染物，在你周圍形成一股潔
淨空氣。它與其他需要連接電源的便攜式空氣淨化機
不同，Wynd Plus內置鋰電池，充滿電後可單獨運行
8小時。其通過轉動Wynd頂部的控制環輕鬆改變風

速，並透過控制環上
的LED顏色變化顯
示不同的操作模式。
它的重量為 0.43 千
克，直徑 7 厘米，
Wynd Plus適合車內
的杯架，讓你在旅途
中隨身攜帶，享受清
新的空氣。

整裝待發旅途更安心潮玩智能旅遊產品
潮玩智能旅遊產品由於香港空間有限，現時不少家庭電器都變得細小了，除了在家中容易找

地方放置外，亦可以隨時攜帶外出使用。今期，筆者從部分網店中，找來一

些既實用又趣致的智能小家電，將之帶去旅行，輕巧易控制，可以作為清潔

床單、洗衫、熨衫、空氣潔淨等，甚至有些可同時作為外置電源使用，讓你

隨時隨地整裝待發，令旅途更安心。
文、圖︰Man、網上圖片

去旅行時，大家會否
擔心床單不夠潔淨，容
易產生細菌？這款
Cleansebot清潔床單機
械人，輕巧便攜，能自
動清潔床單被鋪，利用
UVC燈消毒殺菌去塵
蟎，而且能感測邊緣，不會掉下來。它是一款
智能床單清潔機器人，上下共4個UVC光線來
殺除微生物、細菌、塵蟎等，並提供兩種清潔
模式。
其「自動模式」可選擇30或60分鐘，之後
便能自動行走清潔，同時亦可以使用「手動模

式」，可把Cleansebot機械人套在手上，用來
清潔手機、筆電、洋娃娃、枕頭、靠枕、背
包、衣服等東西。另外，它也可當成外置電源
使用，內置有 3700mAh 電池容量，可透過
Type C來幫其他行動裝置充電。機械人每次充
飽電約需4小時，充滿後可連續使用3小時。

現在，不少人都會在旅行時洗衫，如酒店有
洗衣乾衣機，更成為一眾旅客的恩物，但有時
又怕酒店洗衣機不乾淨，現在，新世代洗衣產
品 WashWow 推出第三代產品「WashWow
3.0」，將上兩代用家的意見加以改良，將洗衫
變得更輕鬆。
它有強力的殺菌潔淨能力，除非衣物表面有

污漬，否則只要浸泡，不需要沖擦都可達到洗
衣效果，適合清洗貼身內衣褲及容易因機洗而
變形的輕薄衣物，使用上更不受時間、地點、
場景限制，其機身細小，只有約半部iPhone

大，重 106
克，放入行
李箱，輕輕
鬆鬆就可以
帶它周遊
列國，去長旅行帶少幾件衫都得！
只要有USB充電器或流動電源就可即插即

用，不用充電，又不需要專用變壓器，更不用
清潔劑，只要有水有電就可以重覆使用，約30
分鐘就可洗淨衣物，除了是家居洗衫好幫手，
更加是外遊必備之物。

傳統熨斗體型笨重，加
上電源線限制，難以細緻
熨燙，德國寶全新USB
充電旅行熨斗輕巧易控
制，能輕鬆燙平衣領、袖
口或鈕扣位置。其機身重
量只有約350克，極致迷
你輕巧，不佔行李空間及
重量，易於攜帶亦易於操
作。它採用USB充電式
無線操作，開機後只需
30秒極速預熱。
其陶瓷底板光滑平順，

比一般不銹鋼底板更耐
用，不黏衣服亦不會生
銹，能避免對衣服造成損
壞，而且熱導率極高，傳
熱均勻， 讓你更快更易

燙平衣物。由於它採用
USB 供電模式，配備
5,000mAh 大容量鋰電
池，充滿電後最長可連
續熨燙約25分鐘，亦可
當作充電寶使用，為手
機或其他電子產品充
電，熨燙、充電一物兩
用。

現在旅行流行住民
宿，但大多都沒風
筒，但帶家用風筒又
大舊又重，不太方
便。來自台灣的Pin-
go 公司推出了掌型
吹風機Qmini又細又
夠力，帶出國旅遊十分方便，助你在旅行仍然保持美美的。別看它
小小的外形，Qmini擁有2檔模式，輕鬆調整。萬一溫度過熱更有
安全自動斷電設計，安心使用。

旅行買太多手信，行李箱放不下？用真空保
鮮機將物品抽真空後存放，能讓行李箱騰出寶
貴空位，助你用盡行李箱每一寸空間，同時亦
可將衣服、毛巾等物品真空壓縮後存放，能輕
鬆釋放寶貴的行李箱空間，助你用盡箱內的每
分每寸。加上，香港不少人都喜歡到陽光與海
灘的地方，無論進行水上活動抑或在沙灘曬太
陽，電話、錢包、護照等貴重物品一定要妥善保
管，存放在真空保鮮袋內，防水防潮之餘，亦能
防止沙粒、塵土對物品造成損害。

酒店房間更清潔
．Cleansebot機械人

新世代洗衫神器
．WashWow 3.0

熨燙與充電兩用
．德國寶USB充電旅行熨斗

隨身掌型吹風機
．Pingo Omini

行李位置更見使
．USB充電真空收納保鮮機

去旅行時，如遇朋友要將整間房間關燈才能睡覺，這個LUMI極
簡輕攜氣氛燈就可以幫到你，在酒店房間裡，於自己床邊放，便不
會騷擾朋友睡覺，自己又可以安睡。它有柔和的光線質感，無論
是慵懶暖光，還是精神飽滿的冷白光，都能隨你心情調整燈色。它

亦可隨身攜帶使用，內設
充電電池，提供5至10小
時的照明時間，並提供4
種亮度調整，內附USB
轉 USB-Micro 充電線，
利用手機充電器即可補充
電力。

房間漆黑可安睡
．LUMI極簡氣氛燈

旅途享清新空氣
．Omcare空氣潔淨器
近年，空氣污染，除了室內需要空氣清新機外，現

在有不少人都會帶同小型的空氣清新機外出，隨時隨
地保持身邊空氣的清新。這部Omcare便攜空氣潔淨
器，採用輕便圓柱狀設計，能夠充分帶動使用周圍空
氣的循環過濾，同時機頂特別帶有一個彩色顯示屏
幕，透過內建日本Sharp高靈敏度灰塵傳感器，可以
偵測現時空氣品質AQI數字。
它亦備有充電電池，充電1小時即可連續使用4至5
小時，而且只需一鍵啟動即可自動進行空氣潔淨，可
去除空氣中的PM2.5微粒達99%，兼有抗過敏原，以
及殺絕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肝炎桿菌等病菌
效用，亦能透過釋放高濃度負離子去除臭味、甲醛及
TVOC等揮發物質，可算是健康生活小電器。

．Wynd Plus空氣淨化機

■■OmcareOmcare空氣潔淨器空氣潔淨器

■■它是新世代洗衫神器它是新世代洗衫神器WashWowWashWow
33..00，，是旅遊智能恩物是旅遊智能恩物。。

■■LUMILUMI極簡氣氛燈極簡氣氛燈

■■USBUSB充電旅行熨斗充電旅行熨斗 攝攝：：雨文雨文■■隨附迷你噴水隨附迷你噴水
壺及防塵收納袋壺及防塵收納袋

■■Pingo OminiPingo Omini

■■USBUSB充電真充電真
空收納保鮮機空收納保鮮機

■■利用利用UVCUVC燈消毒殺菌燈消毒殺菌

■■在旅行時在旅行時，，帶同智能旅遊產品
帶同智能旅遊產品，，可讓旅途更安心

可讓旅途更安心。。

■■將將WashWowWashWow 33..00放入水中放入水中
即可使用即可使用

■■現時現時，，全球環境污染嚴全球環境污染嚴
重重，，就算去旅行就算去旅行，，都可以帶都可以帶
同空氣清新機同空氣清新機，，讓自己於旅讓自己於旅
遊時都可以享有清新空氣遊時都可以享有清新空氣。。

■■CleansebotCleansebot輕巧便攜輕巧便攜

■■Wynd PlusWynd Plus空氣淨化機空氣淨化機

■■陶瓷底板附硅膠隔熱墊陶瓷底板附硅膠隔熱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