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微軟宣佈將
於 1 月 14 日終止對
Windows 7 所有安全
更新，由於網絡攻擊
手法推陳出新，Leno-
vo建議企業及個人用
戶把智能裝置升級至
Windows 10，既可提
升用戶體驗，亦可以
策安全。

盡快升級至
Window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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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窗抹鏡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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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手機已成生活必需品，但當iPhone機
價可過萬元的時候，大家對手機保護貼的需
求、質素自然愈高及愈見重要。然而，現時市
面提供的一般保護貼，頂多只屬玻璃貼級別，
於是香港手機配件品牌AMAZINGthing推出全
新藍寶石增透金屬鏡頭膜（藍寶石玻璃保護
貼），也是香港市場首次發售的同類產品，其
製作需時逾500小時，且其透明度比玻璃貼效

果更佳，故可為大家的手機提供更強的保護性。
這張藍寶石玻璃保護貼，雖是以人造藍寶石製成藍寶石玻

璃，並應用於保護貼功能上，但其堅硬度為莫氏硬度9級，僅
次於擁有最強莫氏硬度10級的鑽石，比一般只達莫氏硬度6.5
級的強化玻璃貼，防刮表現自然出色得多。
藍寶石玻璃保護貼適合用於鏡頭保護貼使用上外，亦因人造

藍寶石介電常數是一般強化玻璃的3倍以上，故其可有效提高
觸摸屏的敏感度，於打造成屏幕保護貼時，同樣可提供暢順的
手感和高靈敏度的操控效果。今次的保護貼適用型號為最新的
iPhone 11、11 Pro及11 Pro Max，並有金、銀、午夜綠、太
空灰顏色選擇，售價HK$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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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n

新春大掃除 嚴選智能助手
一想起大掃除，不少家庭主婦大感頭痛，主因是清潔工作及步驟實在繁

多，其實只要善用科技，就能讓打掃事半功倍。每逢新年，各式智能家電都

會推陳出新，紛紛加入更高效及人性化的功能，部分家電已可連接手機操

控，甚至監測家居環境，相信更易贏得大家注視。在無線吸塵器、掃地機器

人、抹窗機器人、空氣清新機等旗艦新品帶領下，家居除塵清潔迎新春的任

務，勢必變得更容易。 文：馬霸關、雨文

小米空氣淨化器3
全新小米空氣淨化器3，

採用全新設計的風路系統，
配合更大風壓的後傾離心風
扇及全新直流無刷電機，在
同樣的機身體積下加大了出
風量，形成更高效的氣流通路，覆蓋面積提升至
516平方呎。同時，它更備有三層淨化濾芯，有效
去除PM2.5及甲醛等有害物質，另可配備OLED
觸控熒幕，讓空氣質素一目了然，便於夜間操作。

一向以來，抹窗或鏡
面的皆不容易，Karcher
創新的無線玻璃窗清洗
機 WV5 Premium， 讓
大家清潔窗戶，甚至清
潔鏡及浴室的牆壁，變
得簡單不再費力。其強
勁吸力配合柔軟刮刀，
清潔後不留刮痕水漬。
它還配備耐用的電池系統，長期使用亦不成問題。超輕巧機
身設計，主機連電池重量亦只有0.7kg，手柄設計符合人體工
學，握持感覺很舒適。標準配件中更包含噴壺和微纖維清潔
布的組合，確保達到出色的清潔效果。

香港天氣潮
濕，有利塵蟎滋
生，Dyson研究
發現，床褥的塵
蟎致敏原濃度高
達 672ng/g，足
以誘發鼻敏感等
問題，於是品牌
全新V11無線吸
塵機系列，透過14個氣旋產生逾79,000g離心力，配合迷你電動吸頭，
有效分離微粒，如花粉、塵蟎，有效清潔床褥、枕頭、被單的深層塵
蟎，改善敏感問題。除了吸走塵蟎外，V11本身配有高扭矩吸頭，每秒
刷頭可轉動60次，更能自動偵測地板材質，調整摩打速度和吸力，更
可透過轉換吸頭配件，進行各種清潔，如窄縫清潔吸頭可清潔梳化邊的
窄縫與寵物毛髮，而2合1細縫吸頭則助吸走天花板灰塵，靈活好用。

家中堆滿雜物，容易累積灰塵，打掃起來會讓人覺得辛苦又麻煩，
因應不同清潔需求，使用正確的清潔家電，才能讓居家徹底清潔。

家居除塵之選

現在現在，，清潔大面積地板的任務清潔大面積地板的任務，，可以留給掃拖機器人可以留給掃拖機器人。。小米最新的小米最新的
米家掃拖機器人米家掃拖機器人11CC配備配備NIDECNIDEC日本無刷馬達日本無刷馬達，，附有超強附有超強22,,500500PaPa吸吸
力及力及44級吸力調節模式級吸力調節模式，，亦配備亦配備200200mlml智控水箱智控水箱，，精密控制水量使用精密控制水量使用，，
兼顧到清掃與濕拖兩大功能兼顧到清掃與濕拖兩大功能。。它還內設高速視覺導航系統它還內設高速視覺導航系統，，具動態可具動態可
視化的全景規劃視化的全景規劃，，透過透過166166°°視野感測器視野感測器、、OVOV視覺傳感器和雙陀螺儀視覺傳感器和雙陀螺儀
輔助導航輔助導航，，做到識認路做到識認路、、不擋路的真智能不擋路的真智能。。另外另外，，用家亦可透過米家用家亦可透過米家
AppApp進行遠端遙控進行遠端遙控、、模式調節及預約清掃等模式調節及預約清掃等。。

．探路清潔
米家掃拖機器人1C

．無線靈活
Dyson V11

抹窗是一件苦差，而且危站窗邊、俯身出窗外，易出現險象環
生的情況，幸好現時有自動抹窗機器人幫手。而就一些鏡面及浴
室牆壁，現在不用辛苦地以布抹，使用無線清洗機就方便得多
了。

．自主導航
Prologic Robotics V-MOTIONPrologic Robotics V-MOTION 900900

．規劃清潔
HOBOT-HOBOT-388388
智能家電品牌HOBOT更新了

旗下抹窗機器人，388為最新型
號產品，以專利的雙圓頭設計作
賣點，以雙輪交互旋轉擦拭原
理，將手擦窗門的力道與動作呈
現，並內置超音波噴水頭，將水
珠霧化至15微米，噴灑於玻璃表
面形成水霧，再利用超細緻高密纖維布擦拭，「呵」出一層霧氣的潔淨
效果，可將原本髒污的玻璃擦拭乾淨、輕微髒污的玻璃擦得透亮。同
時，大家可以下載品牌App作遙控，規劃清潔路線等。

．無線清洗
Karcher WVKarcher WV55 PremiumPremium

清潔空氣之選
家中灰塵、毛髮、塵蟎等都清理了，但空氣中的浮游微粒也不
能忽視，因為它們可能承載病菌，也可能是致敏原，這時便需要
一部智能空氣清新機。

．雙感測器

Philips全新推出
空氣清新機系列
4000i， 其 Nano-
Protect 濾 網 Pro
S3，含有541克活
性碳，吸收表面面
積等同32個足球
場，緊緊鎖住甲醛，並淨化甲醛及異
味等有害氣體。它採用AeraSense雙
感測器 (微粒及氣體)，能即時感測室
內的微細空氣變化，並將PM2.5懸浮
粒子、致敏原的污染度數據化。現
時，用家可以透過手機連應用程式
Air Matters，即時查看室內空氣質素
及污染指數，全面掌握空氣狀況。

PhilipsPhilips 40004000ii

．風路系統

遊樂場遊樂場

糅合日式RPG特點與日本
演藝偶像元素的Atlus開發、
任天堂發行新作《幻影異聞錄
#FE Encore》，本周四便在
Switch推出，基本內容沿自數
年前Wii U版，奈何Wii U市
佔率一般，令許多機迷無緣接
觸這富有特色之作。《幻影》備有任天堂戰棋名作《火焰之紋
章》系列的背景特色，例如戰爭英雄們會以相同名字、不同造
型的方式在《幻影》中亮相，而且武器亦和《火紋》一樣採用
相剋設定，用得適宜便能秒殺敵人。現在《Encore》版較之前
Wii U設有更多劇情，兼且本來不會參戰的隊友也會以合體技
方式出場，加上設有中文顯示，無論曾否玩過Wii U版都可在
今次Switch版玩得暢快。
另外，任天堂日前在網上直播節目宣佈Switch版《寶可夢

劍/盾》於今年6月及秋季推出擴張資料內容，除追加新劇情
和迷宮外，還有大約200款歷代Pokémon的資料；現可於eS-
hopn預購。Arc System Works也落實本月30日在Switch、
Xbox One及PS4推出只有下載版的2D 8-bit畫風動作遊戲
《Code Shifter》，最大賣點是收錄該廠所擁有的多個IP如
《Guilty Gear》、《BlazBlue》等系列的逾百名角色。

接連在PS4推
出《新櫻花大
戰》與《人中之
龍7 光與暗的去
向》的世嘉，繼
續其支持中文遊
戲方針，日前落
實3月17日於亞
洲地區發售由
Vanillaware 跟
Atlus 聯 手 的
《十三機兵防衛
圈》中文版，不
單和日文版一樣
同備收錄內容充
實的限定版，也
會附送 23年前
推出的經典2D動作遊戲《Princess Crown》的下載碼。
至於重視華文社會不比世嘉遜色的Koei Tecmo，期待
已久的經典歷史模擬遊戲《三國志14》本周四便在PS4和
Windows推出，今集更會發售季票，讓購入本作的玩家可
享用未來九個月的追加內容；亦會贈送利是封以賀新春。
索尼則在日前假美國舉行的CES首度披露新機PS5的官方
Logo。

話題RPG加料重臨Switch

《十三機兵》落實中文化

■《十三機兵防衛圈》中文版終能面
世。（圖為日文版）

文：FUKUDA

■《三國志14》藉季票提供售後內容。

■■《《幻影異聞錄幻影異聞錄#FE En#FE En--
corecore》》滲有濃厚偶像元素滲有濃厚偶像元素。。

■■11CC識認路識認路、、不擋路不擋路。。

■■在大掃除上在大掃除上，，有掃地機器人協助就舒服得多有掃地機器人協助就舒服得多。。

■■採用雙輪交互採用雙輪交互
旋轉擦拭抹窗旋轉擦拭抹窗。。

■■現在不少家電現在不少家電，，都可透過手機都可透過手機AppApp控制控制。。

■■設設44大模式大模式
靈活易用靈活易用。。

■■濾網有效淨化有害氣體濾網有效淨化有害氣體。。

■■V-MOTIONV-MOTION 900900

■■OLEDOLED觸控熒幕觸控熒幕

■■Dyson VDyson V1111備除塵蟎功能備除塵蟎功能

■■小米空氣淨化器小米空氣淨化器33

■■WVWV55 PremiumPremium
可於鏡面及玻璃可於鏡面及玻璃
面上使用面上使用

鐘點鐘點AppApp 預約大掃除預約大掃除

同場加映：

都市人生活忙碌，回家後很多時已不想勞動。現時
坊間有不少鐘點App，只需按照指示，就可以找到鐘
點工人選。以「Lazy App」 一次性清潔為例，每小時
收120元（最少3小時、大掃除每小時另加40元），
亦有為不同服務標明收費價格等，總收費480元起。

文：小文

i+Home旗下Prologic
Robotics 的 全 新
V-MOTION 900，採用
自動規劃路線技術，讓
抹窗機器人能通過其五
階段清潔系統進行自主
導航，並上下兩次快速
及有效地清潔，令玻璃
更明亮潔淨。其專利的
前抹布擦拭功能，模擬
真人抹窗技術，大幅提高清潔效率。加上，邊緣偵測感
應器更可讓V-Motion 900安全清潔冇窗框的窗戶，並具
備遙控功能，可從一定距離啟動或暫停V-Motion 900，
以及清潔特定範圍。它亦內置後備供電系統，停電之後
能在窗戶上停留至少15分鐘，以防墜落，安全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