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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機迷以至業界人士早視SIE旗下
工作室Naughty Dog的經年巨製《最後
生還者2》為PS4終極大作，結果這遊
戲早前在一片期待聲下面世，卻換來業
界跟玩家族群評價各異的狀況。若把這
作品的遊玩部分與劇情分開看，前者早
在上集備受推崇，如今加以潤飾當然無
從挑剔，再加上堪稱迄今最高水平的畫
面，絕對有資格問鼎年度最佳。只是
《最後2》的劇情取態極大膽，很多已
在上集破關的擁躉都不收貨，認為幕後
「背叛」了玩家；但業內人士則被製作

人的用心打動，紛紛給予滿分來表揚。
因此《最後2》在媒體和玩家所取得的
分數差距甚大，單看任何一方都未能呈
現本作真實面貌。
另一方面，Kunos Simulazioni炮製的
像真駕駛模擬軟件《神力科莎出賽準
備：競爭》已於PS4推出，代理商早前
趁父親節舉辦試玩活動，其首批貨源則
附送值逾百港元的「洲際GT包」DLC
內容。Bandai Namco近日宣布跨平台
JRPG《破曉傳奇》需要延期，目前發
售日未定；同廠賽車遊戲《Project

CARS 3》則定於8月27日登陸PS4，
Xbox One（X1）版和PC版則在翌日
推出。本年度香港動漫電玩節未受疫情
影響，已落實7月24日起一連四天假灣
仔會展舉行。

日前，華為香港發布全新
HUAWEI nova 7 及 nova 7 SE
智能手機，均採用後置AI四鏡
頭配置，nova 7配備6,400萬像
素主鏡頭、800萬像素超廣角鏡
頭、800萬像素長焦鏡頭及200
萬像素微距鏡頭；nova 7 SE則
配備6,400萬像素主鏡頭、800
萬像素超廣角鏡頭、200萬像素
微距鏡頭及200萬像素景深鏡
頭。
在低光環境下，6,400萬像素

主鏡頭能支援4合1像素融合技
術，以提升拍攝感光度，捕捉細
緻影像；8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提供120度的
視野，輕鬆捕捉自然景觀及建築等廣闊景
色；200萬像素微距鏡頭亦能拍攝距離近至4
厘米的物件。
當中nova 7的800萬像素長焦鏡頭支援5
倍混合變焦及20倍數碼變焦，並透過AIS智
能防震技術，提供更穩定的拍攝效能及更清

晰的成像。在影片拍攝方面，nova 7及nova
7 SE均支援4K影片拍攝，透過品牌的雙域
聯合降噪技術，根據不同的拍攝場景來處理
影片雜訊，進行精準的分離處理，大幅提升
低光環境下的影片拍攝表現。
加上，手機配備全新5G人工智能處理

器，大幅提升性能及圖像處理能力，帶來更
穩定的5G連接及服務。nova 7將由7月3日
起發售，備有7號色、仲夏紫及亮黑色配
色，售價為港幣$3,688；而 nova 7 SE則由
即日起已有售，備有仲夏紫、銀月星輝及綺
境森林配色，售價為港幣$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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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萬像素AI四鏡頭5G手機
HUAWEI nova 7 & nova 7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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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季發售的Switch大作
《寶可夢劍／盾》，現推出首
個追加內容「鎧之孤島」，除
可經主機到eShop購買外，在
遊戲店等零售點也有獨立發售
「擴充票」，無須信用卡都能
輕鬆買到。但必須留意《劍》
和《盾》僅對應同一版本的追
加內容，即假如玩家是買了
《劍》，安裝擴充票時務必選
擇《劍》版，否則輸入了兌換
碼都無法繼續遊玩。日前任天
堂亦舉辦兩場網上發布活動，

發表了全新拍照遊戲《New
Pokèmon Snap》、橫跨手機和
Switch的方塊遊戲加咖啡室經
營遊戲混合體《Pokèmon Cafè
Mix》以及和騰訊合作的MO-
BA 類 遊 戲 《Pokèmon
Unite》。《動物森友會》亦落
實下月3日有重大內容更新，
玩家可到海裏暢泳，甚至潛水
撿拾貝類。另一方面，微軟跟
波蘭廠商CD Projekt Red合作
推出的《電馭叛客2077》限量
版X1X主機經已有售，無論主

機抑或專用手掣都配合遊戲本
身的近未來科幻風格，配以精
心刻製坑紋和塗裝，極富收藏
價值。《電馭》日前亦宣布押
後至11月19日才發售，雖然延
期但廠方表明購買PS4和X1版
的顧客今後可免費升級至次世
代主機版本。

《最後生還者2》喜惡兩極

《寶可夢劍／盾》擴充票玩追加內容

米家推出的
IH電飯煲，其
IH電磁環繞加
熱與恒溫控制系
統，讓你掌握火
候，均勻、精準
地煲出每一碗米
飯及好湯，如將電飯煲連上
Wi-Fi，米家APP可以讓你隨
時隨地遙控飯煲煮飯，下班
回家前啟動飯煲，到家就能

吃到香甜可口的米飯。加
上，其自動保溫功能，即使
相隔24小時，米飯也依然鬆
軟溫暖。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大家都培養出留在家中「自己煮」的習慣，現在不少

家電品牌推出智能廚具，由煮食至清潔都能代勞，讓你只要輕鬆一按，就可輕

易享用美食。用餐過後，一大堆碗碟也不用愁，利用洗碗碟機就行了，乾淨俐

落，煮食清潔無煩惱。 文、攝（部分）︰Man

智能廚具一腳踢

寶康達全能冷熱破壁養生機，具
備破壁、加熱、點動、清洗、保
溫、蒸煮、乾磨等七大功能，並備
有七大系列食譜，當中83個功能
菜單七大功能，應有盡有。其全彩
智能屏幕，內置食譜顯示食材、分
量及製作方法，安全杯蓋，開蓋即
停。加上，超高速電機及八葉刀
片，可徹底粉碎食物，而高硼硅強化玻璃耐400℃高
溫，可抵受110℃溫差。

Bosch推出全新嵌入式七合一微蒸烤焗
爐 ，蒸煮功能不但能帶出食材鮮味 ，更
可保留較多維他命及礦物質，令你擁有更
健康的生活。微蒸烤焗爐內置水箱，毋須
連接入水喉，簡便煮出美味菜式。以其微
蒸混合加熱模式來烹調貝類海鮮，只消五
分鐘就能完成菜式，在家烹調更見安心。
而且，大家更可於烤焗時添加微波及蒸
氣輔助功能去優化烹調效果，不但可加快

烹調速度，更可保持食物濕度，使食物外
脆內嫩，無須擔心烤焗過後容易出現的乾
柴效果。品牌更引入CookControl（30個
自動烹煮程式），只要挑選所需的烹煮程
式，再輸入正確分量，便會自動用最合適
的加熱方式烹飪，同時亦可運用三個功能
混合烹調，不論蒸煮烤焗都同樣得心應
手，短時間內輕易烹調出一道垂涎欲滴的
菜式。

自動烹煮自動烹煮
BoschBosch七合一微蒸烤焗爐七合一微蒸烤焗爐

寶 康 達 蒸 焗 爐
PSO2300，超慳位設
計，具備純蒸、蒸焗、
烘烤、熱風對流、保
溫、風乾、解凍等多種
功能，適合現代家居風
格，其人性化斜面智能
觸控設計，操作簡單方
便，外置一體式水箱，加水
倒水一次過，慳位防滲漏。
加上，前置隱藏式出氣口更
美觀，適合座枱及嵌入式需
要。防燙手雙層隔熱玻璃，

304 不銹鋼內膽，安全可
靠，快速直噴蒸氣技術，加
溫到達120度，只需2分多
鐘，內置60種預設菜單，各
種美食應有盡有，健康美
味。

慳位之選慳位之選
寶康達蒸焗爐寶康達蒸焗爐

煮飯之選煮飯之選
米家米家IHIH電飯煲電飯煲

燒烤神器燒烤神器
德國寶韓式光波燒烤爐德國寶韓式光波燒烤爐
想吃燒烤美食，德國寶推薦這部即使留
在家都能嘆健康無煙無油BBQ的燒烤神
器——韓式光波燒烤爐（KQB-29E），
機仔細細易收納，特別配備品牌光波爐家
族獨有的遠紅外線鹵素管，並增設隱藏式
下發熱線，透過全電子精準控制，上下夾
攻，立體極速加熱，並採用熱對流、熱傳
導及熱穿透遠紅外線光波三重加熱技術，
烹調過程快而無輻射，食得更安心。其輕
觸式操作，一鍵調控三種加熱模式，精準
控制烹調時間，使用更得心應手。

一般人習慣了用海綿去洗碗，但其實有研究指出，洗
碗用的清潔海綿是含菌量最高的廚房用品，加上煮飯
後，大家最不想做的東西就是洗碗，現在就可以交給洗
碗碟機了。例如，西門子洗碗碟機SN258I06TG備有
Zeolith烘乾技術，利用天然礦物質熱沸石吸濕發熱特
點，在最後沖洗的過程中，熱沸石會將機內水分吸收並
轉化成熱能，提升烘乾效果，甚至較難烘乾的塑料碗碟
都能保持乾爽。熱沸石乃天然物質，可以循環再用、無
需更換，而且Zeolith技術減少了使用額外電量去烘
乾，讓你可實踐低碳生活。加上，品牌洗碗碟機會使用

高達70°C水溫沖洗，所有型
號均能有效去除細菌。

清潔之選
Siemens洗碗碟機

淨重不足1.3公斤的米家料
理機，採用渦流式攪拌系統，
內置的六葉螺旋刀頭轉速高達
20,000轉，而杯身則使用美國
Tritan材質，除能提供高度抗
衝擊效果，換上杯蓋後，即可
搖身一變成為隨行杯。料理機

更同時解決了清洗困難問題，使用後只需拆出刀頭及膠
圈便可直接清洗，讓食物殘渣無所遁形。

全能攪拌
寶康達養生機寶康達養生機

米家料理機

■■《《最後生還者最後生還者22》》贏盡口碑贏盡口碑，，但大膽但大膽
取態未為機迷接受取態未為機迷接受。。

■■《《劍／盾劍／盾》》追加內容可到遊追加內容可到遊
戲店直接購買戲店直接購買。。

■■全彩智能輕觸屏全彩智能輕觸屏
幕幕

■■養生機附八大養生機附八大
系列食譜系列食譜。。

■■多功能蒸焗爐多功能蒸焗爐

■■韓式光波燒烤爐韓式光波燒烤爐

■■全電子精準控制全電子精準控制

■■你可連結米家你可連結米家APPAPP
遙控遙控IHIH電飯煲電飯煲

■■現在烹調美現在烹調美
食食，，利用智能利用智能
廚具方便的同廚具方便的同
時時，，亦帶來健亦帶來健
康美食康美食。。■■七合一微蒸烤焗功能七合一微蒸烤焗功能

■■BoschBosch七合一微蒸烤焗爐七合一微蒸烤焗爐，，採用微蒸烤焗爐採用微蒸烤焗爐，，
烹調無難度烹調無難度。。

■■洗碗碟機有不同體積洗碗碟機有不同體積，，可因應家中空間選擇可因應家中空間選擇。。

■■novanova 77 SESE ■■novanova 77

■■兩部手機鏡頭非常相似兩部手機鏡頭非常相似，，左為左為
novanova 77 SESE，，右為右為novanova 77 。。

從煮食到清潔

■■米家料理機米家料理機

■■《《電馭叛客電馭叛客》》版版
XX11XX主機造工精美主機造工精美。。

■■現在在家燒烤也很方便現在在家燒烤也很方便，，
利用韓式光波燒爐就可以利用韓式光波燒爐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