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剛過元宵節，下星期二就是情人節了，你買

了禮物未？是否為送一份有心思、與別不同、能帶

甜蜜回憶、又貼身合用的禮物而絞盡腦汁？筆者為

大家挑選了多份男女合用的智能電子產品，寓意長

長久久，向摯愛表達心意的同時，亦可為愛侶打造

健康的生活，讓你可以和摯愛共度浪漫情人節。

◆文、攝（部分）︰Man

甚少舉辦網上發布活動的微軟陣
營，早前聯同子公司Bethesda推出
「開發者直播」，披露多款今年大
作，其中「生化危機」之父三上真
司的Tango Gameworks團隊，一改
最擅長的求生恐怖類風格，以觀感
截然不同的《Hi-Fi RUSH》呈獻機
迷眼前。採用美式卡通畫風的
《Hi-Fi RUSH》，即使是單純的正
義主角一方對抗邪惡勢力，但用上
音樂節奏作為攻擊手段，「打
Beat」打得對便能重創敵人，而且本
作用上Nine Inch Nails和The Black

Keys 等知名樂團的名曲，愛
「焚機」者必定喜歡。本作在
直播活動結束後隨即推出，同
時登上Game Pass供Xbox Se-
ries系列和PC的機主享用。同
於是次直播現身的還包括
《Minecraft Legends》（4月18日全
平台推出）、表現大幅提升的《For-
za Motorsport》（年內發售）和主
觀射擊打殭屍的《Redfall》（5月2
日於Xbox 和 PC推出）等。早前
《女神異聞錄》第3及第4集與《魔
物獵人：崛起》也在推出首日登陸

Game Pass。
另外，Xbox、PS跟任天堂皆參加
剛舉行完畢的台北國際電玩展，由
於任天堂鮮有在東京遊戲展露面，
「三巨頭」同場的場面平時只在美
國E3發生，因此今屆台灣盛會備受
關注。

TCL新一代消費級延展實境（XR）眼鏡
NXTWEAR S正式登陸香港，採用Micro
OLED技術，全面升級的顯示、音質與設
計，打造4米距離外130英寸等效高清巨幕
體驗，於觀影、遊戲、辦公、無人機等多個
場景，為用戶帶來沉浸式視聽盛宴。NXT-
WEAR S搭載新一代1080p的Micro OLED
雙顯示屏，提供廣闊的觀看環境，相當於觀
看四米外的130英寸熒幕。這款XR眼鏡擁
有 45可視範圍（FOV），對比度大於
100000:1，升級後的49角解析度，色彩鮮
活，細節清晰。
它可與支持DP輸出的手機、平板、電腦
等設備一線直連，將移動設備上的畫面投放
到NXTWEAR S，無論是播放電影還是瀏
覽網站，用戶都可體驗130吋巨幕及沉浸感
的立體音效，享受更一流的影音體驗；更可
通過將筆記型電腦畫面投屏到NXTWEAR
S，進行私密度更高的辦公體驗，並可藉助
轉接器連接iPhone、Switch、PS、Xbox等
設備，讓用戶在遊戲中享受隨身巨幕帶來的
暢快與更加沉浸體驗。同時，它更拓展至包
括無人機在內的應用場景，可連接至DJI RC
Pro遙控器，使用戶沉浸式享受第一人稱視角的
獨特飛行體驗。
其內置揚聲器為用戶帶來更具空間感的立體
音場，搭載超線性單元，帶來高音通透、低音
穩健。眼鏡以海量人耳模型為樣本，精密調節
雙揚聲器的分布位置，讓聲音更貼耳，並採用
相位消除技術，獨特的「輕語模式」確保音頻
只在近耳處傳播，兼顧播放音頻時的私密性，
使用戶在享受視頻的同時私隱不被打擾，隨時

隨地享受影院般的視聽享受。
而眼鏡鼻樑處採用弧面設計，柔軟舒適，可
長時間佩戴。音量可通過左鏡腿上的滾輪調
節，控制更加輕鬆、更加自然。右側鏡腿還提
供音量控制和3D模式開關，輕輕一按，便可自
由切換2D/3D模式。其數據線採用磁吸可拆卸
設計，只需將磁吸線靠近界面便可快速吸附，
精準貼合，又便於收納和攜帶。亦隨附專為近
視用戶設計的近視鏡架，供用戶根據需求佩戴
矯正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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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NXTWEAR S XR眼鏡香港發售
打造130英寸等效巨幕影音體驗

◆文：FUKUDA

農曆年大家應逗了不少利是，剛
巧近來有多款佳作亮相，讓機迷可
享受一段時間。當中最具看頭固然
是世嘉的《人中之龍 維新！極》
（本月22日於 PS、Xbox和 PC發
售），此作乃劇力萬鈞的《人中之
龍》系列古裝外傳，描述一代英雄
坂本龍馬為了報仇而化身為新選組
武士齋藤一，以另一種人生跟奸黨
對決。遊戲基本系統跟9年前的《維
新》相若，但畫面、流暢度、「隊
士技能」以至小遊戲等都有着大幅
強化，加上設有繁中顯示，即使當
年玩過舊版都能樂在其中。

Square Enix 於本月 16日把曾在
3DS製作兩集的節奏遊戲《最終幻
想節奏劇場》推出徹底升級版《Fi-
nal Bar Line》（PS及Switch），內
容和解像度皆不能同日而語，現時
更有可玩30首《FF》歌曲的體驗版
於E-shop提供下載。講開PS，2月

份 Plus 會員免費遊戲名單經已公
開，包括《四海兄弟》決定版、
《歐利歐利世界》和《刀劍神域 彼
岸遊境》等5款作品，然而包括《戰
神》等的19款PS Plus精選集遊戲已
落實5月9日下架，大家要把握時間
下載。

《生化》之父捨恐怖取搖滾樂

古裝版《人龍》超強化回歸

◆文︰Man

◆NXTWEAR S搭載新一代1080p的Micro OLED
雙顯示屏

◆眼鏡鼻樑處採用弧面設計 ◆MiraScreen便攜適
配器

◆《Hi-Fi RUSH》用節奏來對付壞人。

◆《人龍維新極》重新演繹日本歷史。
◆《最終幻想》節奏遊戲登陸家用機。

全球智能手機品牌HONOR
榮耀全新的X9a智能手機，輕
薄機身配備 120Hz 全 方位
OLED曲面熒幕、超大容量
電池及Qualcomm Snapdrag-
on 695 5G 處理器於一體，帶
來視覺效果和使用體驗。X9a
配備6.67吋OLED曲面熒幕，
支援2400 × 1080解像度及
可以顯示多達10.7億種顏
色，令畫面呈現無可比擬的細
緻度及鮮明色彩。超薄邊框帶
來令人驚嘆的 93%高熒幕佔
比，廣闊視野一覽無遺，加上
持久耐用的曲面強化玻璃，確
保用家無論是消閒娛樂，抑或
是工作和學習，都能享受一流
的沉浸式觀看體驗。
玩手機遊戲尤其講究手機的
靈敏度及流暢度，X9a的顯示
技術支援120Hz熒幕更新率及
300Hz觸控採樣率，提供幾近
即時的靈活觸控反應。此外，
它還採用先進AI技術，配備創
新的防誤觸功能，預防因意外
觸碰熒幕而出現錯誤操作的困

擾。針對長時間使用手機的用
家，X9a 獲得德國萊茵 TÜV
Rheinland的低藍光認證，並採
用領先業界的1920Hz PWM調
光技術，減少熒幕閃爍，以最
大程度減少對眼睛造成的疲
勞。

東芝首部多功能飲水
機 TWP-TSR75SHK
(W)，採用創新RO逆
向滲透系統，有效去除
110種有害物質，並設
有污水分離系統，令有
害物質可以排放至污水
箱作分離。其淨水箱內
置UVC燈，抑制細菌
滋生，解決過濾、即熱
及溫度調節需要，守護
用家健康泉源。

這部LG XBOOM 360 XO3便攜式藍牙喇叭，是能夠以
全景方式播放音頻的頂級音響喇叭，透過LG 專利技術
360°全向聲效令強勁節拍傳遍每一角落，讓更多人沉浸於
美妙聲音盛載的幸福感。運用現代感花瓶設計，採用順滑纖
維外殼，IP54級防水防塵，同任何風格都可以完美結合，大
大提升家居品味。同時內置燈光功能，共9種燈光預設模
式，可與音樂同步產生不同效果，讓用家隨時變換心情，享
受真正的多感官體驗。通過LG XBOOM應用程式製作自己
心儀的燈光效果，將帶你進入獨一無二的聲音療癒體驗，實
現如何將科技融入到人類的健康生活中。亦可為親密情人、
熱鬧派對營造不一樣的氛圍。3款型格配色（炭黑、米白及
珊瑚粉），融入各式風格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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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 X9a

近日，vivo推出全新旗艦
手機X90系列，分別有X90
同X90 Pro兩種機型，延續
與蔡司共同研發的蔡司聯合
影像系統，傳承X系列對極
致影像的追求。其中X90採
用經典三攝布局，分別為
5,000 萬 像 素 IMX866 主
攝、1,200萬像素人像以及
1,200萬像素 IMX663超廣
角鏡頭組成，支持dTOF激
光對焦傳感器及vivo聯合蔡
司研發的蔡司T鍍膜光學鏡
頭，還首次引入自研VCS

仿生光譜技術，仿生人眼視
覺精準還原人眼的色彩訊息
接收度，對比X80系列實現
雜訊控制能力提升20%，色
彩還原度提升15%，前置優
化光信號。兩款手機的自拍
鏡頭均為3,200萬像素。
X90 Pro還搭載採用了以

IMX989為基礎打造的蔡司
1吋T主攝，升級5,000萬像
素IMX758人像鏡頭，讓手
機影像同樣追求專業相機所
拍攝的質素，帶來極致拍攝
體驗。

vivo X90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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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XBOOM 360 XO3

Sonos以Sub屢獲殊榮的機身設
計為靈感，Sub Mini 採用更小巧
的圓柱形設計，造型簡約獨特亦更
節省空間，為香港影音愛好者提供
極致低失真音效。連接Sub Mini

到你的Beam 或Ray，讓你和伴侶
感受電影中的每個場景的磅礡氣
勢；或連接 Sub Mini 到 Sonos
One ，令房間搖身一變成為舞
池，與愛人歡樂過節。

Sub Mini

智
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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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升級版20L IoT纖巧蒸氣
焗爐，外形纖巧，一機多用，內
籠實用，可連接 TSmartLife
APP，內設多個雲端食譜教學，
只需在手機按下一鍵烹飪，即可
完成功能設置，非常簡單方便，
還配備純蒸、烤焗、發酵、慢燉
等37款自動功能。其IoT cloud
食譜及遙距控制功能令使用更加
方便。

Xiaomi 全新等離
子空氣淨化器結合兩
種過濾技術：靜電荷
和機械式過濾。小米
高效濾芯媒介可去除
99.98%的懸浮粒子，
阻截灰塵、PM2.5、
花粉、寵物皮屑、煙霧，以至極微小的微塑膠。
小米高效濾芯媒介對0.3微米以下粒子的過濾率
為 99.98%，對小至0.1微米粒子的過濾率則可
達 99.99%。而且，可智能控制，並兼容米家
App、智能手機遙距控制以及 AI 語音控制，隨
時潔淨空氣。

IoTIoT纖巧蒸氣焗爐纖巧蒸氣焗爐

RO座枱式飲水機

Xiaomi
等離子空氣淨化器

◆vivo X90
系列手機

◆HONOR X9a

◆◆XBOOMXBOOM 360360 XOXO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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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cloudIoT cloud食譜食譜
及遙距控制功能及遙距控制功能

◆RO座枱式飲水機

◆◆兼容米家兼容米家AppApp

◆◆現在的科技產品現在的科技產品，，
男女合用男女合用，，就算是手就算是手
機機、、智能產品或家電智能產品或家電
產品等產品等，，都可以作為都可以作為
情人節禮物情人節禮物。。

◆◆IoTIoT纖巧蒸氣焗爐纖巧蒸氣焗爐，，協助大家協助大家
烹調更多美食烹調更多美食，，與另一半共餐與另一半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