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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邁進5G新世代

適逢Apple 5G旗艦手機即將推出市場，
早前CSL Mobile個人流動通訊業務董事總
經理林國誠宣布，CSL Mobile推出多項優
惠，包括獨家呈獻Airbox全無線流動電源，
適用於Apple設備可一次過將iPhone、Air-
Pods、智能錶及筆充電，售價為 HK
$1,280，現登記即將推出的指定5G買機上台服務計劃，便可獲
乙部。而且，由即日起，凡登記指定CSL或1010指定手機禮券
組合服務計劃，亦可獲港幣12,000元之手機禮券，用作購買即將

推出的5G旗艦手機。
此外，CSL或1010客戶
以指定型號手機trade-in及
升級至即將推出的5G服務
計劃，更可享額外港幣
1,000元月費回贈的trade-in
舊機一換一優惠。為配合新
手機推出，指定 CSL 或
1010專門店現提供AI手機
回收plus服務，手機用戶可
享自助報價及回收服務，當
中包括6個主要手機品牌及
58款手機型號，透過此服
務回收手機可獲額外港幣300元優惠購買指定新手機。

新視界新視界

自動報價享優惠
AI手機回收plus

文、圖︰Man

手機拍攝功能手機拍攝功能
媲美相機媲美相機

如大家喜歡使用手機代替相
機拍攝，尤其是喜歡自拍者，
不 妨 可 考 慮 這 部 Samsung
Galaxy S20 FE 5G，它配備高
質素的鏡頭與多項實用相機功
能，擁有3,200萬像素的前置
鏡頭，拍下清晰的自拍照片，
讓用戶可輕鬆以高清影像記錄
生活點滴，並分享到社交媒體
上與親朋好友共享喜悅。
同時，後置三鏡頭可供用戶

因應不同拍攝環境選擇合適的
鏡頭，例如，1,200萬像素的超
廣角鏡頭和廣角鏡頭能夠拍攝
宏偉的景色；而800萬像素的
遠攝鏡頭則支援3倍光學無損
變焦，以及 30 倍 的 Space
Zoom極遠變焦，即使是拍攝
遠處的花卉雀鳥，亦能夠滿足
拍攝需要，多項相機功能助用

戶捕捉眼前所見。
加上，它亦擁有多項實用功

能，如在低光環境下使用夜間
模式，配合手機內置的大型圖
像感應器，就能在昏暗環境拍
攝擁有明亮和豐富色彩的清晰
影像。「一攝多拍」功能可以
讓用戶錄製最長15秒的影片，
並透過AI自動產生最多10張
相片和4段精選影片，並加入
濾鏡、景深即時預覽等不同效
果，讓用戶不會錯過精彩瞬
間。
在拍攝完成後，更可以透過

編輯工具，無縫放大裁剪和剪
輯片段，並且透過快速分享功
能，共享文件至附近最多5位
好友，使用上更方便快捷。這
部5G手機有五種顏色選擇，
售價為HK$4,998。

早前，Lenovo 宣布motorola
razr 5G智能電話面世，更於
CSL Mobile 獨家發售，售價
為HK$12,990，如CSL客戶
價為HK$10,300，上台或續約
預訂送禮品。razr結合現代技術
與經典設計，注入5G速度及互
動雙屏設計，標誌性的摺機以現

代風格回歸。機身採用不銹鋼及鋁
等堅固而輕巧的物料組裝而成，屏幕
可以無縫、無摺痕地對摺，另一焦點設

計觸控式互動背蓋副屏幕，即使電話處於
摺合狀態下仍可輕鬆發送訊息、進行視像
通話並同時使用其他應用程式。
razr 搭 載 Qualcomm Snapdragon
765G 2.4GHz處理器 ，支援極速5G
網絡，即使 5G功能的電量需求極
高，最新的razr電池也能兼顧自如，
足夠整天使用，毋須充電。再者，
儘管5G功能及容量較大的電池增加
整體電話設計的複雜程度，惟razr
外形仍能保持纖薄輕巧。而且，最
大特色的是，它備有標誌性對摺機
身，糅合6.2吋21:9 OLED無縫主
屏幕，其外形設計簡潔，內在卻
蘊藏精準與獨創元素，設計採納
弧形邊緣、後置指紋感應器及經改
良的鉸鏈設計，單手使用加倍方
便。
當打開razr機身，即可見6.2吋

Flex View 顯 示
器，橫向擺放電
話 ， CinemaVi-
sion 21:9 顯示熒
幕媲美電影級超廣寬畫面，如直向擺放更顯
現窄長比例設計，方便單手操作。不過，最
吸引筆者的是，你可以將手機熒幕變回昔日
的懷舊摺機畫面，更可直接按數字屏打出電
話，非常有趣。
而在電話摺合狀態下，4,800萬像素鏡頭系

統成為自拍相機，並且新增創意自拍模式，包
括團體自拍、人像模式、專色功能等；雙顯示
器更提供其他裝置無法達到的獨家精彩相機功
能。Camera Cartoon在Quick View顯示器顯
示有趣動畫，抓住拍攝主體的焦點，而Flex

View則會在主顯示畫
面打開相機應用程式，
Instant Review 會 在
Quick View 顯示熒幕
預覽所拍攝的照片，而
External Preview 則作
景觀窗用途，供拍攝主
體在Quick View顯示
器上查看影像再進行拍
攝。

上星期，Apple終於宣布其首部5G手機，還一次
過推出了 4 個型號——iPhone 12、 iPhone 12
mini、iPhone 12 Pro及iPhone 12 Pro Max，四款
手機各有特色，當中iPhone 12 mini是這系列中最出
乎意料的機種，想不到在正規型號中加添一款平價版
本，屏幕比早前推出的SE稍大，但價格只是由HK
$5,999起，而配備了5G技術的iOS手機了。

iPhone 12及iPhone 12 mini均以精美的全新設計
登場，滿載創新功能，包括A14仿生、先進的雙相機
系統，以及機面採用陶瓷晶體護面的超級Retina
XDR顯示器，當中的A14 仿生，是智能電話上最快
的晶片，全面驅動iPhone 12 的各種精彩體驗，它
與先進的雙相機系統相配合，帶來實用的全新運算
攝影功能，以及一部智能電話上質素頗高的影片攝
錄。

iPhone 12 mini 屏 幕 為 5.4 吋 ， 而
iPhone 12則為6.1吋，兩款型號均採用流
麗的全新平直邊框設計，配以航天工業級
鋁金屬機身及採用陶瓷晶體護面的機
面，這種機面經過全新高溫晶化工序
處理，將納米級陶瓷晶體融入玻璃
基質之中，超越玻璃，帶來4倍
耐跌撞能力。

多款型號iOS之選
iPhone 12系列

復刻互動雙屏之選復刻互動雙屏之選
motorola razrmotorola razr 55GG

親民價格自拍之選親民價格自拍之選
Samsung Galaxy SSamsung Galaxy S2020 FEFE 55GG

自從今年5G網絡在香港面世後，不少手機品牌已推出多部5G手機，當初價格偏向較昂貴的機種，不過上星期 Apple 終於發布其首批 5G 手機，更包羅了多個型號，而且在Apple發布前，已有多個品牌再推出親民價錢及懷舊摺屏的5G手機，讓Android及iOS兩個介面的用家選擇多了。自此，在網絡科技上，才算正式邁進5G新世代。在5G快速網絡下，剛於這兩星期推出旳全新5G手機中，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手機的鏡頭極其高質，當中自拍鏡頭小巧卻強大，功能已可媲美相機了，現在手機不再只是通訊上網，還可以是一部小巧相機，讓大家有一個更全面的流動體驗。 文︰JM 攝︰JM、雨文

■■motorola razrmotorola razr 55GG智能電話智能電話，，於於CSL MobileCSL Mobile獨家發售獨家發售。。

■■三主鏡頭三主鏡頭

■■近年近年，，智能電話前置鏡頭像素高智能電話前置鏡頭像素高，，不不
少人都用手機作自拍用途少人都用手機作自拍用途。。

■■在電話摺合狀態下在電話摺合狀態下，，
手機成為自拍相機手機成為自拍相機。。

■■motorola razrmotorola razr 55GG

■■扛開平放後扛開平放後，，機身超薄機身超薄。。

■■iPhoneiPhone 1212及及 iPhoneiPhone 1212 minimini

■■66..11吋吋 iPhoneiPhone 1212及及55..44
吋吋iPhoneiPhone 1212 minimini配備超配備超
級級Retina XDRRetina XDR顯示器顯示器，，
延展至四面角落延展至四面角落。。

■■AA1414仿生速度更快仿生速度更快、、能源效益更高能源效益更高，，帶來強大的運帶來強大的運

算攝影算攝影，，在裝置上編輯相片及影片的速度也更快

在裝置上編輯相片及影片的速度也更快。。

■■iPhoneiPhone 1212 ProPro型號的型號的ProPro

相機系統相機系統

■■林國誠示範林國誠示範AIAI手機回收手機回收plusplus服務服務。。

■■AirboxAirbox全無線流動電源全無線流動電源

■■經過經過AIAI檢查後檢查後，，回收機會自動回收機會自動
報價報價。。

遊樂場遊樂場

■■變身懷舊畫面變身懷舊畫面

因PS5與Xbox Series X（XSX）這
兩部次世代家用機發售在即，兩者的
表現效果和對應作品等情報亦每日更
新，早前雙方巧合地同日披露主機操
作介面，其中PS5與現役PS4相近，但
增設更多社群功能，讓玩家可實時得
悉友儕動向，也強化了交談功能更方
便和其他玩家聯繫。另當遇上卡關情
況，玩家可按入控制中心查看官方攻
略提示，無須上網找攻略網站。SIE還
公布PS5可兼容絕大部分PS4遊戲，並

會在官方渠道表明有哪些作品是
無法兼容，目前已知有10款。亦
有部分遊戲如《漫威蜘蛛俠》延
續篇《Miles Morales》的PS4版
設有自動向上提升功能，無論實
體版或數碼版的PS4版顧客將來
可在PS5免費獲得升級版本。
Ubisoft期待大作《看門狗》第
三集跟《刺客教條：維京紀元》的PS4
與Xbox One版可免費升級為PS5及
XSX版，而月底發售的前者更獲系列

首作主角艾登加盟。至於增加了維吉
爾的Capcom《惡魔獵人5特別版》港
行實體版只會在PS5上推出。

PS5介面公開隨時睇攻略

任天堂早前推出《超級瑪利歐3D收
藏輯》來慶祝「瑪大叔」遊戲誕生35周
年，這款Switch作品收錄了由N64到
GC以至Wii這三部主機的三款立體瑪
利歐遊戲《超級瑪利歐64》、《超級瑪
利歐陽光》和《超級瑪利歐銀河》，其
中《陽光》更從沒被移植過，讓新一輩
機迷可在高清平台再次接觸它。另一慶

祝作品《瑪利歐賽車實況：家庭賽車
場》亦剛上市，它利用MR技術把家居
環境改造為賽車場，坊間評價相當高。
包含遊戲本篇和擴張票的《寶可夢劍／
盾》盒裝版下月6日發售，內附特製
「Pikachu VMAX」卡片作為贈品。
GSE的《硬核機甲》（發售中）與

《狙擊精英4》（11月17日）先後登

陸Switch，前者還夥拍動畫《天元突
破》推出DLC內容，為全平台對應。

文：FUKUDA

《瑪利歐陽光》經典重現

■■《《瑪利歐陽光瑪利歐陽光》》重臨家用機重臨家用機。。

■■PSPS55介面曝光介面曝光，，都算接近現時都算接近現時PSPS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