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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
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

踏入踏入1212月月，，香港天氣開始轉涼了
香港天氣開始轉涼了，，但空氣質但空氣質

素素、、健康指數健康指數、、健康風險依然維持在高水平
健康風險依然維持在高水平，，有有

專家指今年冬季流感高峰期比往年提早來到

專家指今年冬季流感高峰期比往年提早來到，，要要

守護自己及家人健康
守護自己及家人健康，，現在各種智能家電如空氣

現在各種智能家電如空氣

清新機清新機、、吸塵機吸塵機、、洗衣機洗衣機、、衣物護理機等或許幫
衣物護理機等或許幫

到大家到大家，，當中不少更配備手機的應用程式及智能

當中不少更配備手機的應用程式及智能

操控操控，，無論在客廳無論在客廳、、睡房或廚房裡
睡房或廚房裡，，這些智能家這些智能家

電都已深入家中各個角落
電都已深入家中各個角落，，成為家居其中不可或

成為家居其中不可或

缺的擺設之一
缺的擺設之一，，讓大家於今個秋冬

讓大家於今個秋冬，，擁有舒適的擁有舒適的

室內環境室內環境。。
文文、、攝攝（（部分部分））︰︰ManMan

智能家電好幫手智能家電好幫手

早前，OPPO於澳門發佈
了三部全新手機，並剛剛正
式登陸香港，當中的Re-
no2 Z，香港售價為 HK
$2,999，即擁有媲美旗艦機
的規格，如八核心處理器、
8GB記憶體與128GB儲存
空間，採用 6.5 吋全屏設
計，更是品牌首款設有氣氛
燈的1,600萬像素垂直升降
前鏡手機，倒數自拍時提供
多種顏色燈光效果，能拍攝
出亮麗時尚的作品。
至於手機的四攝鏡頭組合，包括4,800
萬像素主鏡、800萬像素119度超廣角鏡，
200萬像素黑白鏡，以及200萬像素人像鏡
頭，加上支援超級防手震功能，確保用戶
在任何環境都可拍攝到清晰的相片和影片。
而且，Reno2 Z採用真三卡槽設計，同時
支援容量高達256GB 的microSD卡，滿足
愛旅遊的港人大儲存量需要。

日 前 ， 中 國 移 動 香 港
（CMHK）宣佈正式成為全新
OPPO Reno2 Z手機獨家電訊經銷
商，特別推出上台出機優惠，於

CMHK選購Reno2 Z，並選用指定服務計
劃，即可獲享「上台連環賞」。獎賞一︰
HK$200手機折扣優惠；獎賞二：最高免
三個月月費；以及獎賞三︰豁免HK$18行
政費，經網店上台更可享額外HK$400電
子繳費券。Reno2 Z有深海夜光和天青白
兩種以供選擇，即日起在CMHK各大門
市及網上商店公開發售。

闊別三載終有新作的Bandai Namco《SD高達G世代》系
列，剛在Switch及PS4推出《SD高達G世代火線縱橫》，
今集難得連亞洲版都備有原聲版本，可在和電腦鬥扭六壬時
聆聽多首經典《高達》名曲，對Fans而言付多點錢也值得。
而且亞洲版和日版一樣，隨首批軟件附送Wonderswan年代
為人忽略的《G世代》外傳作品《獨眼高達》的復刻版下
載碼，讓機迷可藉此機會一嘗這款佳作。
和過往《高達》遊戲不同，《火線縱橫》大膽摒棄UC

（宇宙世紀）年代著名機體，阿寶的RX-78-2跟馬沙的紅彗
星等悉數缺席，改為主打《新機動戰記高達W》、《機動戰
士高達SEED》和《鐵血的孤兒》等較新的作品，避免玩家
產生「又是那些陳舊機體」的感覺。系統方面，除了慣常的
夥拍戰艦作戰方式外，也新增「游擊組隊」可用更有彈性的
戰術對付敵人；至於培育機師上亦增加「能力取得」設定，
可在關卡中捕捉備有特殊能力的敵人。
同廠的《一拳超人 無名英雄》最近發表首批特典，包括

可搶先玩到「夢中的埼玉」這個別開生面模式，當中「光
頭」不再一擊必殺
所有對手，變回正
常格鬥遊戲需要拚
命去打。

新視界新視界 遊樂場遊樂場

超廣角四鏡頭手機超廣角四鏡頭手機
OPPO RenoOPPO Reno22 ZZ

文、圖︰Man

還有10天，世嘉充滿
動漫元素的《新櫻花大
戰》便在PS4上市，今集
繁中版跟日文版同步面
世，幕後確付出相當努
力。雖然角色設計師換上
《Bleach死神》原作者久
保帶人，毀譽參半，但眾
多配角則找來其他畫師客
串操刀，例如女主角天宮
櫻的劍術老師「村雨白
秋」便是出自《Persona
5》畫師副島成記的手
筆。廠方日前亦推出遊戲
試玩版，讓機迷可了解由
戰棋改為全動作操作的戰
鬥場面。同屬世嘉集團的
Atlus，其《十三機兵防
衛圈》繁中版現定於明年春季發售。
Koei Tecmo近月掀起話題的收集培育型美少女RPG《萊莎的鍊

金工房》，在亞洲各地均錄得成功，吸納不少新支持者。亦因人氣
強勁，廠方把《萊莎》硬加到《三國志14》及《生死格鬥6》進行
合作，目前外界對「萊莎三國」這個連動極感興趣。至於Xbox
One亦落實其獨佔野心作、由英國團隊Ninja Theory操刀的四對四
群鬥遊戲《Bleeding Edge》將於明年3月20日發售。

文：FUKUDA

《SD高達G世代》
衝破UC界限

《新櫻花大戰》試玩動作戰鬥

■■《《新櫻花大戰新櫻花大戰》》的動作戰鬥令人眼的動作戰鬥令人眼
前一亮前一亮。。

■■《《SDSD高達高達GG世代火世代火
線縱橫線縱橫》》買一得二買一得二。。

■■《《萊莎的鍊金工房萊莎的鍊金工房》》跟跟《《三國志三國志
1414》》將有連動合作將有連動合作。。

清潔地板是家居清潔的一個必須環
節，傳統抹地方式要用大量的水，而
且拖地後還有機會留下毛髮或塵埃
等，Karcher 德國高潔推出全新的
FC3無線地板清洗機，有別於傳統抹
地方式費時費力，拖把一用就髒，反
覆刷洗費水又髒手，而FC3無線地板
清潔機則高速濕抹地面同時吸走髒
污，速乾不留水印，地面清潔事半功
倍。
一機在手，就可以解決5個清潔問

題，包括拖地、清洗、拋光、收納和
快乾等問題，家中各種硬質地面和縫
隙中的灰塵、腳印、油污、紅酒等乾
濕污物，FC3無線地板清洗機一次就
可以清理乾淨，抹地工作從此變得快
速、有效。

客廳篇客廳篇
智能控制清新機智能控制清新機
Dyson Pure Hot+Cool CryptomicDyson Pure Hot+Cool Cryptomic
Dyson 全 新 Pure Hot +
Cool Cryptomic風扇暖風空
氣清新機，配備革命性
Cryptomic分解甲醛科技，
可分解甲醛分子，持續有效
地消除甲醛，並將有害甲醛
分子分解成微量的水氣與二氧化碳，還
可自動監測懸浮微粒及氣體污染，以品
牌獨特精準的演算法將三個感應器所收
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並透過LCD熒
幕即時顯示空氣品質數據。
它亦配備專利Air Multiplier技術與
3500擺動功能，將淨化空氣混合及吹送

至全屋。加上，新機均配備獨特的擴散
模式，全年不分季節皆可使用此模式，
即使於冬季使用，在淨化室內空氣之
餘，也不會吹到冷風。同時，藉由Dy-
son Link應用程式，可以隨時追蹤及了
解室內和戶外的污染、溫度和濕度。

一機多用清潔系統一機多用清潔系統 Rainbow SRXRainbow SRX
新一代Rainbow SRX空氣及家居清

潔系統，為用家帶來更快捷便利的吸塵
體驗，全新專利設計包括上蓋自動上升
設計、磁石連接喉管設計等，其中全新
上蓋自動上升設計，簡化整個換水盆步
驟，換水及加水過程更方便。
而且，新版SRX由現時只有快慢2
個速度提升至4段速度，更適切地為家
居每個角落提供較佳清潔速度。最出位

的改良是空氣流量增加30%，由原本
每分鐘70立方尺激增至100立方尺，
清潔效能大增。

無線地板清洗機無線地板清洗機 Karcher FCKarcher FC33

Fujico MC-S1光觸媒除菌空氣淨化機有別於一般空氣
清新機，它利用光觸媒技術分解病菌的細胞壁，從而消
除病菌，而非抑壓病菌，並有效消除臭味。而且，它採
用的光觸媒混合物MaSSC Clean，是由光觸媒和抗菌
金屬組成的混合物，屬一種高效殺菌材料，配合公司經
年研究而製作出獨特的溶射技術，使光觸媒混合物
MaSSC具備迄今獨有的高效、耐久效能。

光觸媒除菌淨化機光觸媒除菌淨化機 Fujico MC-SFujico MC-S11

睡房篇睡房篇
LEDLED觸控衣物護理機觸控衣物護理機 LG StylerLG Styler系列系列
作為繁忙的都市人，衣櫃必定

有為特別場合而設、或只能乾洗
的衣物，但乾洗的費用不菲，而
且耗時不方便。LG全新推出的衣
物護理機Styler 系列，利用Tru-
eSteam蒸氣技術結合革新硬件設
計，讓需要於特別呵護的衣物，
不論是西裝、大衣皮革或毛公仔
等，亦能於家中輕鬆實現乾洗潔
淨。
Styler系列有多個隔間設計，切

合各種衣物需求，包括透過震動
移除細塵的擺動衣架、櫃門的抗
皺褲架及適用於各種衣物的多功
能層架。機身底部則是可加入芳
香劑的過濾器和排供水箱，方便
用家的洗滌喜好及操作。加上，
系列的設計體現「乾洗、殺菌及
保養」一機功能全備，當中Tru-
eSteam高效蒸氣技術以1/1600水
顆粒滲透衣物，再以精密擺動衣
架設計揮散氣味粒子及減少布料

皺紋，並以熱泵式低溫烘乾，只
需20分鐘便能完成呵護潔淨衣物
同時擺脫霉味潮濕。
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Styler系

列的櫃門配合內嵌式LED觸控面
板，為家居環境增添高雅風格，
並內置LG Smart ThinQ功能，讓
用家能使用應用程式隨時遙控、
查看乾洗情況或下載更多護理程
序。

香港寸金尺土，每
件傢俬及電器都需花
心思計算、精心擺
位，務求善用每寸空
間。惠而浦推出最強
收納方案︰保鮮、寬
敞、靈活三合一的智
能四門對開式雪櫃和
雙門下置式雪櫃，為
節省家居空間和節約
用電多走一步，其最
新智能保鮮技術更有
助延長食物保鮮期，
保持食物鮮度。
品牌新推出的「四門對開式

雪櫃」大大提升雪櫃內部的可
用空間，冷藏室採用無中間間
隔設計，使內部闊度增加至

800mm， 加 上
活動層架和門掛
架設計，雪櫃的
實用性和儲存容
量更大，並設有
第6感智能保鮮
技術和第6感多
重感應器，四個
智能感應器裝置
能實時檢測四周
環境、儲存室內
的濕度及溫度變
化，即時計算及
分析出最理想的

儲存環境，動調整壓縮機及風
扇運作，防止食物凍傷，延長
保鮮時間，更能減低能源消
耗，節省資源。

香港生活節奏繁忙，
要應付繁複的洗衣工序
是都市人的一大考驗，
LG最新人工智能纖巧
VIVACE 系 列 洗 衣
機，利用嶄新人工智能
衣服辨識技術，以AI
科技建議最佳洗滌模式
呵護衣物，配合升級
Steam＋功能去除細菌
及塵蟎，全面守護家人
的健康。而且，VIVA-
CE系列洗衣機內置的
3600立體灑水及滾筒的
特別設計，能更深層及
省時潔淨衣物，將更安
全、輕鬆及可靠的新世
代洗衣體驗帶給每個家
庭。

人工智能洗衣機人工智能洗衣機 LG VIVACELG VIVACE系列系列 三合一智能雪櫃三合一智能雪櫃
WhirlpoolWhirlpool四門對開式雪櫃四門對開式雪櫃

廚房篇廚房篇

■■四門對開式雪櫃四門對開式雪櫃

■■LG VIVACELG VIVACE系列系列

■■ Fujico MC-SFujico MC-S11 光光
觸媒除菌空氣淨化機觸媒除菌空氣淨化機

■■LG StylerLG Styler系列系列
■■LEDLED 觸控觸控
面板面板

■■Karcher FCKarcher FC33

■■清拆容易清拆容易

■■Rainbow SRXRainbow SRX
空氣及家居清潔空氣及家居清潔
系統系統

■■Dyson Pure Hot+Dyson Pure Hot+
Cool CryptomicCool Cryptomic風扇風扇
暖風空氣清新機暖風空氣清新機，，能能
將有害甲醛分子分解將有害甲醛分子分解
成微量的水氣與二氧成微量的水氣與二氧
化碳化碳。。

■■Fujico MC-SFujico MC-S
11光觸媒除菌空氣
光觸媒除菌空氣

淨化機融入家中佈置
淨化機融入家中佈置

■■LG StylerLG Styler系列融入家中的衣櫃裡
系列融入家中的衣櫃裡，，變成衣櫃的一分子

變成衣櫃的一分子。。

■■全新全新Pure Hot+Cool CryptomicPure Hot+Cool Cryptomic風扇暖風空氣風扇暖風空氣
清新機附多種顏色選擇清新機附多種顏色選擇

■■手機設垂直手機設垂直
升降前鏡頭升降前鏡頭

■■RenoReno22 ZZ四攝四攝
鏡頭組合鏡頭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