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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大數據時代，許多企業仍然不
懂利用大數據來打造商機，新創市場推
廣公司Lloyce CEO Edwin表示：「以
往在4A公司工作有感現在市場策略只
在乎噱頭甚至只『憑感覺』或『憑經
驗』去判斷消費者的喜好，大大降低廣
告效益。要知道每間公司業務繁重，大
數據能更省力、省時、精準去預測商
機。」相對其他大數據公司，他們擁有
自家分析系統以及專業市場顧問團隊，
由開始數據分析以至制定或執行都是一
站式服務，不像其他公司依賴google或
者其他平台，至今短短半年， 他們已
經成功幫助超過1,000間SME及100間
MNC服務。

一機難求的PS5，因欠缺平台
獨佔的亮眼遊戲而為人詬病，如
今SIE終推出一度押後個半月的
「Rogue 類」科幻驚慄新作
《Returnal》，為本月最值得一
玩之PS5大作。這遊戲的芬蘭開
發團隊 Housemarque 經 驗 豐
富，曾幫SIE炮製多款PS3及
PS4 佳 作 如 《Super Stardust
HD》、《Resogun》和《Alien-
ation》等，科幻射擊類玩法絕對
難不倒它。因此採用第三身後方
視點射擊玩法的《Returnal》，
未推出已令人充滿信心，結果無
論畫面和表現手法都是合格有
餘，但普遍玩家認為其難度不
低，有大量「彈幕」場面，故必
須要有不停戰死後復活來重新挑
戰的覺悟。另外，SIEH公布5月
份的PS Plus免費遊戲為《戰地風
雲 5》 、 《Coffee Talk》 和
《Wreckfest: Drive Hard, Die

Last》（僅限PS5），而《Hori-
zon Zero Dawn完全版》亦於本
月15日前免費送給所有PS機主下
載。
GSE上周在PS4和Switch推出

橫向射擊名作全新一集《R-Type
Final 2》，限定版附送主角戰機
「R-9A」的金屬薄片組合模型。
Capcom宣布本月25日把Switch
的街機經典合輯《Capcom Ar-
cade Stadium》 移 植 至 PS4、
Xbox One及Steam。

日前，三星電子宣布推出全新 Galaxy
SmartTag+，並將於5月 14日開始公開發
售，Galaxy SmartTag+同時配備了藍牙低功
耗及超寬頻技術，可以更精準地定位位置，
同時亦新增擴增實境（AR）技術，藉助手
機鏡頭，呈現遺失物品的準確位置。它是品
牌最新一代的Galaxy SmartTag，只需繫於
手袋或鎖匙等日常物品上，便可以透過Gal-
axy裝置的SmartThings Find輕鬆並準確地
找到物件。當物品在附近但卻找不到時，可
使用手機控制SmartTag+及 SmartTag播放
鈴聲，以準確找出物品的位置，輕鬆尋回失
物。
另外，大家亦可反向在 SmartTag +及
SmartTag按兩下以播放鈴聲尋找手機，而
且，它們均設有智能距離提示，開啟此功能
後，當離開連接的SmartTag裝置重新連接
後，系統便會發出提示。Galaxy SmartTag+
同時配備BLE及UWB技術，以便利用AR技
術尋找遺失的物品。用戶可以透過Galaxy
S21 Ultra、S21+等支援UWB技術的智能手

機使用 AR
Finder， 在
SmartTh-
ings Find 的
畫面中顯示
與 Galaxy
SmartTag +
的距離外，
更可以提供
方向指示。此外，當靠近Galaxy SmartTag+
時，用戶可以選擇開啟響鈴，即使物品不慎
滑落梳化下也能輕鬆尋回。
Galaxy SmartTag+備有黑色及牛仔藍選

擇，售價為HK$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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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尋找丟失物品
Samsung Galaxy Smart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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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三星電子剛宣布推出了全
新Galaxy Watch3智能手錶，媽媽
只要在已連接的智能手機下載
「Samsung Health Monitor」應用
程式，便能在這智能手錶上使用新
功能。品牌透過新科技研發，藉着
智能手錶幫助大家養成健康生活習
慣，時刻守護用戶身心健康。媽媽
除了可以在應用程式上找到健康數

據外，亦可透過智能手錶上的最大
攝氧量（VO2）測量、跑步分析功
能和120多種鍛煉方案，掌握運動
資訊及健身記錄，鼓勵自己達成運
動目標。加上，新智能手錶亦能協
助大家建立健康生活習慣，藉着睡
眠評分和洗手提醒等多個功能，培
養有規律的作息和良好的衞生習
慣。

智能科技締造健康生活智能科技締造健康生活

在抗疫新常態下在抗疫新常態下，，大眾對健康的關注不斷提升大眾對健康的關注不斷提升，，今個星期日就是今個星期日就是

母親節了母親節了，，作為子女作為子女，，不妨在這個疫情下的節日不妨在這個疫情下的節日，，針對健康元素針對健康元素，，

特意挑選與健康有關的智能科技禮物送給母親特意挑選與健康有關的智能科技禮物送給母親，，讓她透過各種智能讓她透過各種智能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締造一個健康生活空間締造一個健康生活空間。。 文文、、攝攝（（部分部分））︰︰ManMan

潮選母親節潮選母親節ITIT禮物禮物

健康之選
年紀愈大，媽媽容易患上的病痛也愈多，如要避免大病入侵，當然要先從小處入

手，如血壓、心跳、空氣等問題，為她送上智能手錶等科技產品最適合。

IKEA全新推出的FÖRNUFTIG空
氣清新機，可以改善室內空氣質量，
淨化空氣中的污染物，如異味、灰
塵、煙霧、花粉和化學物質，為媽媽
提供更健康的家居空間，機身除了可
以放於地上，更可以掛在牆上，節省
擺放空間。

OSIM uCheck Smart智能血壓計能輕
易測量血壓、脈搏與偵測心跳頻率，只需
簡單幾個步驟即可得出數據，再配對專屬
的品牌應用程式即可輕鬆瀏覽、儲存以及
管理健康數據，應用程式更支援多用戶及
數據分享，讓媽媽可以更有系統地了解自
己和家人的健康狀況。對於較年長或有長
期病患的母親，需要一個智能血壓計「看
門口」。

Fitbit全新Luxe，為品牌首
款加入創新壓力管理工具的健
康手環產品，提供壓力管理分
數，根據用家的活動量、睡眠
及心率評估身體每天處理壓力
的能力。其設計輕盈纖巧，在
睡覺期間佩戴能讓媽媽更準確
了解及管理睡眠，當中睡眠分
數能協助用家進一步了解自身
的睡眠質素，而就寢提醒功能
則能助您養成穩定的睡眠習
慣。

守護健康
Samsung Galaxy Watch3

管理睡眠
Fitbit Luxe

智能管理
OSIM uCheck Smart

由 LRT 全 新 引 入 的
Amazfit AirRun智能摺疊跑步機，
是一部可摺疊的家用跑步機，配備
接近健身房商用跑步機級別的超寬
跑帶，跑帶面積達到1300 × 500mm。為媽媽送上這部
AirRun，讓她可在家中享受如同戶外跑步一樣的體驗。
AirRun設計簡潔流暢，不用任何工具，只需5秒便能完
全摺疊收納，機身輕巧，媽媽也能輕鬆操作。它內置知

名專業音響品牌
JBL的音箱，跑步
時 毋 須 佩 戴 耳
機 ， 更 可 連 結
ZWIFT 虛擬跑步
應用程式，即使
在家中也可隨時
與世界各地跑手
即時對賽。

舒緩之選
媽媽時時刻刻都為你奔波勞碌，各種各樣的腰酸背痛甚至身體毛病出現，你可以

針對媽媽的肌肉疼痛位置，送上按摩神器，讓她每日做家務後都能舒緩一下。

刮痧神器
OSIM uPamper Mini 2
OSIM最新的刮痧神器uPamper Mini 2迷你刮痧按摩棒小巧便攜，

改良了傳統的捶打按摩方式，結合強力捶打和刮痧功能，針對痛點幫
媽媽定點按摩紓緩肌肉繃緊。刮痧按摩更可加強紓緩疼痛效果，有助
促進血液循環，排出體內毒素，各位孝順仔女就要「識做」啦！

冷熱變換
OGAWA Refresh Gun
OGAWA全新登場的Refresh Gun，有3種顏色以供選擇，具備

「二合一」冷熱變換功能，冷敷可以即時減輕肌肉酸痛；熱敷可以
促進血液循環，加快復原肌肉，配備5款不同形狀的按摩頭，針對
身體任何不同部位的肌肉切換使用。

運動之選
在疫情下，媽媽想做運動都有難度，為她送上智能健身
產品，引領她走入健身數碼新時代。

NEXGIM智能功率健身單車，車身佔地面積只
有不到0.5平方米，節省現時家居空間，其可調節
的地腳，不單減少對地板的衝擊，也令車身更加平
穩。同時，它採用嶄新電機阻力技術，使用時更寧

靜，讓媽媽可以專注運
動。加上，它配備多功能
熒幕式旋鈕，支援手動調
節，可自由調整阻力大
小，同時也可接駁Zwift、
RGT Cycling 及 ROUVY
虛擬騎行Apps，與單車愛
好者同場競技。

智能摺疊
Amazfit AirRun

智能健身
NEXGIM智能健身單車

空氣清新
IKEA FÖRNUFTIG

●●在母親節為媽媽送上按摩神器也是其中一種不錯選擇在母親節為媽媽送上按摩神器也是其中一種不錯選擇。。

●●近年近年，，智能手錶是極為流行的健康科技產品之一智能手錶是極為流行的健康科技產品之一。。

●●在疫情下在疫情下，，大家出外做運動或許有難度大家出外做運動或許有難度，，一部能在家中做運動一部能在家中做運動
的智能健身產品也值得考慮的智能健身產品也值得考慮，，圖為圖為Amazfit AirRunAmazfit AirRun。。

●●機身輕巧機身輕巧，，輕易摺疊收納輕易摺疊收納。。

●●AirRunAirRun可連結可連結
ZWIFTZWIFT虛擬跑步虛擬跑步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

●●多功能熒幕式多功能熒幕式
旋鈕旋鈕

●●Galaxy WatchGalaxy Watch33

●●空氣清新機空氣清新機，，機身小巧機身小巧。。

●●Galaxy SmartTag+Galaxy SmartTag+

●●uCheckuCheck
SmartSmart

●●專屬應用程式專屬應用程式

●●LuxeLuxe

●●《《ReturnalReturnal》》畫面畫面
出色兼具挑戰性出色兼具挑戰性。。

●●自家分析系統數據自家分析系統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