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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全港中小學書法大賽
首屆冠軍橫空誕生
在這個以數碼溝通為主的年代，大部份人都是對著手機或電腦打字，執筆
忘字已經成為通病，要寫出一手漂亮的字體談何容易？而中國書法除了可
以幫助學習者改善字體，最重要還是能從內至外培養一個人的品德，例如
耐性、平靜及專注等，所以要將這個國粹傳承下去，從小的培養相當重
要。csl以「你想．時代」為題，舉辦了第一屆csl盃全港中小學書法大賽
2016，合共收到超過23,000份參賽作品！經過評判嚴格的甄選，各個獎項
的冠、亞、季軍亦已順利誕生，頒獎禮上充滿著歡欣鼓舞的氣氛。

第一屆 csl
盃全港中小學書法大賽 2016
於 月 日在 csl
旺
角旗艦店舉行頒獎典禮。頒獎典禮尚未正式開始時，一眾

逾二萬學生參賽
頒獎禮由著名藝人陸浩明擔
賽 以「你 想 ． 時 代」為 題 ，

重來。

校長體會：

書法增加自信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的黃偉德校

長（左）和林美玲老師（右）指黃凱

琳同學奪獎全賴她個人主動努力

學習。他們透露學校在推動書法

文化不遺餘力，並鼓勵同學多參

加大型比賽汲取經驗，是次黃同

學獲獎亦會幫助提升其自信心。

校長認為同學們學習書法更可學

習自律，改掉馬馬虎虎的心態。

備第二屆書法大賽，所以今次落選的同學應努力練習再捲土

透露部分參賽者年紀小小卻有著老練的風
審過程中，
Bruce
很高興第一屆 csl
盃全港中小學書
格，令人嘆為觀止。 Bruce
法大賽能圓滿舉行，他與一眾書法界的評審前輩已經計劃籌

市場營銷總裁林國誠先生指出，書法是中國傳統
CSL Mobile
藝術和文化，務必要薪火相傳，將書法傳承下去。另外在評

藉書法發放正能量

從學畫的第一日開始，就是希望以藝術來回報社會。

術，此活動更能為慈善出一分力，實屬意義非凡之舉，因其

入了解此項文化藝術的精髓。除了能宣揚傳統中華文化藝

非常欣慰能看到高水準的參賽作品，希望未來更多年輕人深

評審之一梁棠老師表示，

宣揚中國文化

（ B r u c）
e， 選 出 最 優 秀 的
作品。

長 梁 棠 老 師 及 CSL Mobile
市場營銷總裁林國誠先生

師、思傑書畫學會永遠會

好者協會理事長馬如堅老

李紀欣醫生、香港書法愛

法家協會香港分會副主席

會長余寄撫老師、中國書

包括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

負盛名的書法家擔任評審，

與。比賽由一眾於書法界享

三百間學校的中小學生參

引超過二萬三千名來自逾

學、中學初級及高級組，吸

任大會司儀，今次書法大

獲獎的同學、家長及老師已經齊集 csl
旺角旗艦店一樓的頒
獎禮會場，準備迎接各個不同的獎項。經過一番努力而從

是次比賽由一眾於書法界享負盛名的書法家擔任評審，包括：（左起）馬如堅老
師、李紀欣醫生、余寄撫老師，（右一）林國誠先生，而當然不少得支持機構思
傑書畫學會，（右二為學會代表梁家斌女士）。

毛筆及硬筆書法各設有小

20

眾多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各獲獎同學都難掩興奮之情。

第 一 屆 csl
盃全港中小學書法大賽
旗艦
頒 獎 禮 在 旺 角 西 洋 菜 南 街 csl
店舉行，當日場面相當墟冚。

在今次書法比賽活動中捐出港
csl
幣三萬元給予聖雅各福群會，令活
動更具意義。

思傑書畫學會永遠會長梁棠老師
（左）希望未來更多年輕人深入了解
書法文化藝術的精髓。

書法比賽詳情、有關條款及細則，請瀏覽e.hkcsl.com/calligraphy201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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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升小四的謝宇軒同學在小一時已經學習毛筆書
法，他平日都是藉著做家課的機會同時練習寫
字。「我並沒有太多寫字的技巧，但就知道正確用
筆的手勢，而且會慢慢寫，因為寫得快就會容易
出界，字體就不漂亮。」

升讀小三的臧心渝自四歲便開始學習書法，「小
時候因為外婆寫的字很漂亮而引發起對書法的興
趣，自此便喜歡上書法。」她每天放學後都會用
上一小時去練習書法，主要是抄寫古文詩詞，
她第一句學寫的古文正是初賽題目《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

育賢學校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剛升上中一的梁芯儀同學透露以前經常被老師
指其寫字有歪歪斜斜的問題，因此便勤加練
習，以及坐直一點和糾正握筆的姿勢。她笑言：
「當寫了一個字而獲得稱讚，便會感到很大的成
功感。」

黃凱琳同學平日經常借閱課外書參考不同書體的
特色，增進自己對書體的欣賞能力，「書法教導我
如何保持平靜的心境，即使在比賽當日時間相當
緊迫，我都會冷靜地慢慢寫好每一字。」

謝 宇 軒 同學

梁 芯 儀 同學

華仁書院（九龍）

臧 心 渝 同學

黃 凱 琳 同學

迦密中學

劉 俊 賢 同學

米 靖 言 同學

去年劉俊賢踏入中學階段便加入了學校的「書道學
會」，他分享今次奪冠的秘訣是「隨心」。「我收到
題目時不會立刻練字，而是先觀察、後思考，想想
應該如何佈局，期間再培養感覺寫字，不會刻意日
夜操練，反而要多休息，讓一切來得自然。」

在眾多得獎者之中，升讀中三的米靖言稱得上是今
次的大贏家，因為她個人奪得三個獎項，她自小三
開始學習書法，最初是看到姊姊練習書法而產生興
趣，現在每周都會用上一至兩天的時間去練字。米
靖言稱平日多寫楷書及隸書，而決賽當日她就選擇
了自小五開始學習、信心較大的隸書。「自己性格
比較好動，喜歡球類運動及跑步，但學習書法後可
以訓練耐性，面對不同的考驗時能冷靜面對。」

華仁書院（九龍）

簡 灝 森 同學

中六的簡灝森跟硬筆初中組冠軍的劉俊賢份屬同校
師兄弟，而他更是學校「書道學會」的前會長，簡
灝森同樣認為書法不用機械式操練，只要用心寫好
每一字已經足夠。「因為書法講求的是一種心態，
呈現出自然的感覺。同樣地將這種心態應用在不同
範疇上都可令人鎮定，而不被情緒影響個人。」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何 卓 承 同學

練習書法已經有十年的何卓承認為學習書法就是培
養一種興趣，每日勤力及用心地練習的同時，亦可
鍛練專注力及意志。此外在參加比賽的過程中，亦
可知己知彼，提升自己的能力到更高的層次。

每年兩部旗艦級的
Samsung

S7

Note7

系列手機都會引起市場
Galaxy
及用家關注，繼上半年的

之後，今年下旬就將是

的天下，因為 Note7
加入了很
多嶄新的設計及功能，其步伐

已經比市場其他對手行得更

瘦身大屏幕
是系列首部雙曲面屏幕手機，兩邊機
Note7
身經曲面屏幕收窄「纖體」後，除進一步提升手感外，視覺上

吋屏幕用盡整個機面。機身還加
亦接近無邊框，感覺整個 5.7
級抗水防塵規格認證，兼顧時尚外型與強大機能。
入 IP68

虹膜識別提升保安 雖 然 市 場 上 不 少 手 機 都 內 置 指 紋 識

別 ， 不 過 Note7
就走得更前，引入虹膜識別功能。虹膜就是
人類眼球中有色的部分，因為每個人的虹膜皆有不同的特

徵，加上特徵不易改變，故使用虹膜識別方法的準確性較指

紋識別更高，使用前需要先登記用家雙眼的虹膜，手機便會

將有關數據轉化為加密資料，往後只要眼睛對準手機一會便

完成了識別。

優化拍攝對焦

拍 攝 功 能 方 面 ， Note7
具 備 1,200
萬像素
影像感應器，配合 f/1.7
大光圈鏡頭及特大 1.4µm
Dual Pixel
像素尺寸，加上光學防手震功能，方便在低光環境中拍攝，

或捕捉突如其來的動態影像。

建議零售價：$6,198

大進化
作
為
系
列
新
旗
艦
， Note7
配備的 S
S Pen
Note
筆尖直徑由上代
大減至 0.7mm
，筆壓感應更由上
Pen
1.6mm
等級倍增至 4,096
等級，效能大為強化。廠方同時加
代 2,048

原產地：中國 制式： 4G FDD-LTE: B1
（2100）
,B2
（1900）
,B3
（1800）
,B4
（AWS）
,B5
（850）
,B7（2600）
,B8
（900）
,B12
（700）
,B13
（700）
,B17（700）
,B18
（800）
,B19
（8 0 0）, B 2 0（8 0 0）, B 2 5（1 9 0 0）, B 2 6（8 0 0）, B 2 8
（700）
；4G TDD-LTE:B38（2600）
,B39
（1900）
,B40
（2 3 0 0）,B 4 1（2 5 0 0）； 3 G W C D M A：B 1（2 1 0 0）,B 2
（1900）
,B5（850）
,B8（900）
；3G CDMA：BC0
（800）
；
3G TD-SCDMA：B34
（2010）
,B39
（1880）
；2G GSM：
GSM850,GSM900,DCS1800,PCS1900；2G CDMA：
CDMA800 數據傳輸/網絡連接制式：LTE Cat 6：
300Mbps/50Mbps；DC-HSPA+ 42Mbps / HSUPA
5.76Mbps/3G/EDGE/GPRS 通話/備用時間：N/
A 尺寸
（mm）
/重量
（ｇ）
：153.5×73.9×7.9/169 顏
色：鉑金色、瑪瑙黑色、珊瑚藍色 屏幕：5.7吋QHD
Super AMOLED屏幕（2560×1440） 相機像素：1,200
萬像素（主鏡頭）
；500萬像素（副鏡頭） 內置/擴充記
憶：內置64GB ROM/microSD最高支援256GB 作
業系統：Android TM 6.0 特點：5.7吋Quad HD（2K）
Super AMOLED屏幕、獨特雙邊曲面側屏幕、嶄新玻
璃（Gorilla Glass 5）
、64位元四核心（14nm）
，2.15GH
雙核心+1.6GHz雙核心、Dual Pixel 1,200萬像素後置
+500萬像素前置鏡頭（f/1.7大光圈）
，IP68認證，支援抗
水防塵（1.5米水深可使用30分鐘）
、兼容中港4G及3G網
絡（全網通）
、雙卡雙待 配套：手機（連嵌入式電池）
、
Headset + Ear Rubber x1、旅行充電器、電腦數據線；
快速入門指南（英文及繁中）
、保用證明書、USB配接
器、單張-USB配接器、Ejection Pin、Stylus Pen、S
Pen Accessory、Micro USB Connector

和大幅優化 S Pen
配套程式，令抄寫筆
入 Screen-off Memo
記、添加註釋，或發揮藝術創意，都表現流暢細膩。

Samsung Galaxy Note7規格

快，對提升用戶的方便性帶來

Galaxy Note7

話題旗艦

進化升級
更大的改善。

Samsung

一輪講解後，活動便進入最精彩的
經過
Kellog
實機， csl
特
部分，就是讓參加者親自試玩 Note7

客戶快人一步 率先實機體驗 Note7
csl
進入第三季度，各大品牌的焦點手機型號都
更是不
Samsung Galaxy Note7

供參加者試玩，約兩至三位
別安排了十多部 Note7
參加者輪流體驗一部實機。參加者都不約而同即

陸續出籠，頭炮
香港發佈
少人期待的旗艦機，而上月 日 Note7
就已經率先為客戶舉辦了體驗活
會同日晚上， csl

繪畫及拍攝功能等。
場試虹膜辨識解鎖、 S Pen

旗艦店內隨意參
1O1O
觀並試用不同類別的智

間可以在寬敞的尖沙咀

已經一早到達會場，期

會未開始之先，參加者

的尊尚客
身體驗 1O1O
戶服務及配套，而體驗

旗艦店
亞太中心
1O1O
客戶親
舉 行 ， 邀 請 csl

當 晚 Note7
體驗活
動特別選擇位於尖沙咀

級服務，包括緊急拖

客戶更可尊
外， 1O1O
享流動通訊以外的星

豐富的手機折扣優惠

，除了盡
客戶出 Note7
享卓越流動網絡及更

客戶
級 計 畫 ， 現 有 csl
的
1O1O

亦特別向參
惠 ， 而 csl
加活動的客戶推介升

的售
大家最關心 Note7
價及隨月費出機的優

體驗會來到尾聲時

能手機及數碼產品，氣

車、新車首試及品酒

新功能和進階玩法， 月份 csl
亦將
解更多
Note7
手機應用教室，歡
舉辦 Samsung Galaxy Note7
迎報名參加。

活動等，全面照顧客戶不同的生活所需。若想了

可以升級成為

氛熱鬧又輕鬆。
隨著體驗會正式開
始，現場已經座無虛
設，大家都熱切期待了
更多資訊。活
解 Note7
動的前部分由 Samsung
零售市場組經理 Kellog
負責，他深入淺出的講
的新增設計
解了 Note7
及功能，例如雙曲面屏
幕、虹膜辨識解鎖功
及一
能、改良版 S Pen
眾強化配件介紹等。不
少客戶都在場踴躍發

虹膜
 識別是很多參加者希望嘗試到的新功能。

9

17

問，對新機充滿興趣。

活動下半部參加者可以親身
▲
。
試玩實機 Note7

最新功能外，亦能快人一
動，讓客戶了解 Note7
步親手試玩這款焦點新機。

體驗活動未開始之先，不少
▲
客戶已經到達會場並試玩放
實機。
在展示區的 Note7

零售市場組經理
▲ S amsung
講解並示範 Note7
的
Kellog
最新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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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特別邀請客戶親臨1O1O尖沙咀旗艦店試玩Note7，同時感受1O1O提供的尊尚客戶服務體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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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你緊貼至新日本動畫

緊 貼 影 視 潮 流 的 Viu
，除集合大熱韓、
日、台、中劇和綜藝節目外，更為廣大動畫
迷送上題材新穎、劇情引人入勝的新番日
》中，太一
本動畫。在《數碼暴龍大冒險 tri.
突然再遇見亞古獸，令充滿童年回憶的《數
碼 暴 龍》熱 潮 再 度 升 溫 ； 至 於 熱 血 美
+ 食題
材的《食戟之靈（貳之皿）》就講述中學生幸
平進入廚藝學校就讀，學習以料理征服所
有敵人；主打偶像青春元素的《 Love Live!
》以靜岡縣沼津市女子高中浦之
Sunshine!!
星女子學院為舞台， 位少女結成校園偶像
，燃起每個動畫迷的青春心情。
Aqours
動畫迷有時苦苦等候最新一集動畫，但
去到劇情高潮位卻發現翻譯有問題，難免掃

小時連繁體字幕免費送上，又快又

指定
興。不過動畫迷毋需再擔心，因為 Viu
動畫如《食戟之靈（貳之皿）》等，日本首播
後最快

更可讓你聽返日本原音，保證原汁
Viu

版全部齊全，介面清晰易
OVA

的動畫庫緊貼日本，種類豐富選擇多。
Viu

《死 亡 筆 記 》電 視 版 連
用，隨時點播。

‧播放中段無廣告

準！

‧全高清畫質

原味！

重溫殿堂級經典動畫

‧無限下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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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火速放送熱播動畫之外，其他播放

內以優惠月費$8登記Viu升級會
員服務 * ，盡享以下三大優勢，

新番日本動畫 全速放送

小時連繁體字幕火速送上

1

完 畢 熱 門 動 畫 包 括《死 亡 筆 記 》及《蠟 筆 小

1O1O及csl客戶現更可於承諾期

最快

新

立即登記
Viu升級會員服務*

Viu
同樣提供全集連繁體字幕上架，
新》等， Viu
讓動畫迷無間斷一氣呵成睇到尾。

全程睇得更熱血、更投入！

1

《食戟之靈（貳之皿）》
《Love Live! Sunshine!!》
《數碼暴龍大冒險tri.》

© Yuto Tsukuda, Shun Saeki/ Shueisha, Food Wars! Shokugeki no Soma Committee 2
Licensed by Medialink Entertainment Limited

* Viu升級會員服務：須簽訂12個月或以上承諾期，優惠期至2016年10月31日。於Viu App內提供享用無限量下載影片集數、全高清畫質影片串流及影片播放中段無廣告。如使用csl的本地流動數據使用Viu升級會員服務，數據用量將於你的csl
計劃之用量內扣除。此服務由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提供並受Viu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http://www.viu.com/ott/hk/。  服務詳情請參閱http://e.hkcsl.com/viu。

即到1O1O Center或csl專門店登記或致電2888 2123申請服務，追睇至熱日本動畫！

相機像素：5

螢 幕 比 例 佔 達 79%
，基
本上屏幕闊度已經用盡
機面。

屏幕尺寸：5

電池容量：5

手機的全金屬邊框，是
由航太級鋁合金經過
鑽石切割
多 道 0.14mm
工法及研磨技術打造
而成。

音效質素：5

主相機達 2,300
萬像素，
並 擁 有 f/2.0大 光 圈 及
三混對焦技術。
TriTech

處理器及網絡：5

$4,999
建議
零售價

頂尖規格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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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ZenFone 3
Deluxe

作為整個系列中最高規格的型號，

ASUS ZenFone 3

從外至內都散發著一種旗艦級貴氣，包括首創隱形
Deluxe
天線設計、全金屬鑽石切割機身等，拿在手上已盡顯其結
合時尚與科技的優異質感。

的全金屬邊框，是由航太級鋁合金
ZenFone 3 Deluxe

鑽石切割工法及研磨技術打造而成，屏幕
經過多道
0.14mm
顯示技術，解像度達 1,920×1,080
全
Super AMOLED
採用

高清畫質、對比率為 3,000,000 ，
1提供超越 100% NTSC
色域，而且屏幕佔比達 79%
。規格方面搭載 Snapdragon™
處理器、 6GB
記憶體及
820
能相當強悍。其他規格包括
術及快速充電等，能於

圖像處理器，效
Adreno™ 530
介面、精密指紋技
USB Type-C

分鐘速充
的電量。
39
60%
的重要賣點，
ZenFone 3 Deluxe

三 混 對 焦 技 術 ， 不 論 景 物 的 距 離 是 近 或 遠 ， 只 要 0.03
秒即
可捕捉任何美好時光。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光學和電子雙防

將 ZenFone 3 Deluxe
的攝影功能提升至專
PixelMaster 3.0
萬像素、 f/2.0
大光圈及 TriTech
業攝影層級。主相機達 2300

拍攝功能自然也是

：

生產地：中國 制式：
TDD-LTE：B38/B39/B40/B41；FDDLTE：B1/ B2/B3/B4/B5/B7/B8/B12/B17/B18/
B19/B20/Band26/B28/B29/B30；WCDMA：
2100/1900/850/800/900/800MHz；GSM/GPRS/
EDGE：850/900/1800/1900 MHz 數據及網絡連
接格式：IEEE 802.11 b/g/n/ac MIMO、藍牙4.2、LTE
Cat 6（download）300Mbps，LTE（upload）150Mbps；
HSDPA 42Mbps，HSUPA 5.76Mbps 尺寸
（mm）
/重量
（g）
：
156.4×77.4×7.5/170 屏幕：5.7吋Super AMOLED全高清
屏幕 相機像素：2,300萬像素（主鏡頭）
、800萬像素（副鏡
頭） 內置記憶：64GB ROM（支援最高200GB microSD™） 作
業系統：Android™ 6.0.1（Marshmallow） 特點：首創隱形
天線全金屬機身、配備高通S820處理器及6GB RAM、
5.7吋Super AMOLED全高清屏幕、2300萬像素後
置及800萬像素前置PixelMaster 3.0鏡頭，配備
光學及電子防手震技術、0.03秒Tri-Tech高
速對焦技術 附設組件：手機（連嵌入式
電池）
、充電器、耳機、USB Type-C
線、用戶指南、保養卡

手震技術，協助用家拍攝清晰穩定的影像。搭載色彩校正

5
音效質素
5
電池容量

相機像素
5

感應器，還原現場真實色彩。

屏幕尺寸
5
處理器及網絡
5

小米手機一向以經濟價錢、規格突出為賣點，而紅米手
亦繼承了這個特色，處理器性能及充電池容量都有所提
機 3S
升，但價格仍然維持在合理水平，千元即享中高階規格，是
，屬於八核處理器，
Snapdragon™ 430
，加上支援 X6 LTE Modem
，下載連
1.2GHz

配備
3S

$1,099
建議
零售價

不少人心目中的抵用級首選。
紅米手機
單核速度可達
，而上傳連線速度亦可達 75Mbps
。外
線速度可達 150Mbps
殼方面採用金屬機身，拼接上下天線條的三段式設計，整體

小米
紅米手機 3S

屏幕尺寸：4

4
音效質素
5
電池容量

相機像素
4
處理器及網絡
5

音效質素：4

紅 米 手 機 3S
亦具備中高
階手機才採用的指紋識
別功能，保安能力進一
步加強。

相機像素：4

機背上方備有一個 1,300
萬像素鏡頭，光圈達
。
f/2.0

高性價比

的輕薄手
144g

高清屏幕，內置 4,100mAh
內
質感不錯。機面具備 吋 720p
嵌式充電池，在同價位手機屬於高容量類別，足以延長打機

收

屏幕尺寸
4

座，支持中港 ，用家可於手機上選擇以 SIM或
4G
1 SIM接
2
網絡，無需更換 SIM
卡，使用時自然更為方便。
4G

強。對於要經常穿梭中港兩地的朋友，此機亦設有雙卡插

亦
技 術 ， 要 捕 捉 美 麗 的 畫 面 亦 絕 無 困 難 。 另 外 紅 米 手 機 3S
具備中高階手機才採用的指紋識別功能，保安能力進一步加

一個

萬像素前置自拍鏡頭，以及
此外，紅米手機 具備
3S
500
萬像素鏡頭，光圈亦達 f/2.0
，配合 0.1
秒快速對焦
1,300

感，廠方的實力備受肯定。

睇片等多媒體功能的時間，但同時仍然能保持

5

生產地：中國 制式：2G：GSM
B 2/3/5/8；3G：WCDMA B 1/2/5/8；
4G：TDD-LTE B 41；4G：FDD-LTE B
1/3/4/5/7/8/20 數據及網絡連接格式：GSM/
GPRS/EDGE/WCDMA/HSDPA/HSUPA/LTE 尺
寸
（mm）
/重量
（g）：139.3×69.9×8.5/144 屏幕：
5吋屏幕 相機像素：1,300萬像素（主鏡頭）
、500萬
像素（副鏡頭） 內置記憶：32GB ROM（支援最高
128GB microSD™） 作業系統：MIUI V7（建基於
Android™ 6.0） 特點：4100 mAh 大容量電池、
高通驍龍430八核高性能處理器、指紋識別、
144g輕薄手感、支持中港4G 附設組
件：手機（連嵌入式電池）
、USB數據
線、英規充電器、印刷品（內含說
明書）
、SIM 插針

電池容量：5

處理器及網絡：5

機面特設有固定位置式
及 Back
鍵，
輕 觸 Home
操作上更為便利，即使
長者也能輕易掌握。

相機像素：5

機背後置相機的鏡頭旁
邊鑲嵌了 顆人工寶石。

屏幕尺寸：5

電池容量：5

機身註明用 SWAROVSKI
寶石。
ZIRCONIA

音效質素：4

機面亦設有指紋掃瞄器
方便解鎖。

處理器及網絡：5

$2,598

SUGAR
F7
20

不少女士對寶石向來十分鍾愛，所以首飾設計也

人
SWAROVSKI

常常以寶石來作主要元素。而來自法國的手機品牌

，就針對女性用家推出了鑲有
SUGAR

，為手機這種本來簡約實用為主的
工寶石的全新手機 F7
科技產品添上幾分時尚。

的手機一直是以外型設計為招徠，全新的 F7
SUGAR
機身外殼用上鎂鋁合金物料，備有香檳金和玫瑰金兩種

受女性歡迎的顏色，而最大的賣點當然是圍繞主鏡頭鑲

人工寶石，女士們將手
有 顆 SWAROVSKI ZIRCONIA
機拿在手中就顯得格外閃閃生輝。

除了有華麗的外型，規格方面亦絕對不俗，機內
F7

系列八核處理器， 4GB
容量記憶
Snapdragon™ 430
存儲空間，打機睇片絕對無問題，電池方面
64GB

5
電池容量

4
音效質素

制式：全網通TDD-LTE：
B 3 8（2 6 0 0）B 3 9 / B 4 0 / B 4 1 ； F D D LTE：B1/B3/Band7；WCDMA：B1/
B2/B5/B8/800/900MHz；CDMA2000：
BC0，BC1；GSM：850，900，1800，
1900 MHz；CDMA1x：800MHz 數據及網絡
連接格式：Wi-Fi IEEE 802.11 b/g/n、藍牙4.0、
LTE Cat 4（download）150Mbps，LTE（upload）50Mbps ;
HSDPA 42Mbps，HSUPA 5.76Mbps 尺寸
（mm）
/重量
（g）
：
148×72.4×9.5/166 屏幕：5.2吋IPS全高清屏幕 相機像
素：1300萬像素（主鏡頭）
、800萬像素（副鏡頭） 內置記憶：
64GB ROM（支援最高128GB microSD™） 作業系統：
Android™ M（Marshmallow） 特點：快充3.0技術、
64GB ROM + 4GB RAM、秒速指紋解鎖、100%
源自奧地利施華洛世奇炫美螢彩人工寶石、中
港4G全網通、雙卡雙待 附設組件：手
機（連嵌入式電池）
、UCH20快速充電
器、MH410c立體聲耳機、USB線

制式，雙卡槽可於設定中切換網
支援中港台三地 4G LTE

萬 像 素 PDAF
對 焦 f/2.2
光圈主鏡
攝 功 能 方 面 配 備 1,300
頭，機面亦設有指紋掃瞄器方便解鎖。全網通網絡制式

容量充電池，外出捉精靈都夠用半日，
配備
3,000mAh
，充電時間可大幅縮短。拍
加上支援 Quick Charge 3.0

體及

配備

20

相機像素
5

絡，非常方便。

屏幕尺寸
5
處理器及網絡
5

Sony Xperia XA Ultra

建議
零售價

寶石配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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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稱 為 Apple
功能最強大的 吋機王，它改以
iPhone SE
噴珠處理鋁金屬打造而成的緞面質感機身已經讓人一見傾

心，配合啞光打磨斜邊及襯色的不鏽鋼標誌，以及加入全

晶片配內嵌式
A9

新玫瑰金色，簡約中見精緻。

架構
64bit

使用，用戶可以即時接收及回
iPhone

外觀有顯著進步，性能上同樣得到大幅提升，首先 iPhone
動態協同處理器，任
M9
採用
SE

配合
Apple Watch

何運作都絕對暢順爽快。 1,200
萬像素主相機配備 iSight
鏡
頭，支援 Live Photos
及 4K
錄影，補光燈使用 True Tone
，
媲美
。前置相機同樣能像 iPhone 6s
般，利用屏
iPhone
6s
閃光燈作補光。
Retina

幕顯示

加上

應來自 iPhone
的通知，又能追蹤用戶的日常健身活動，以
及開展適合自己的體能訓練。在運動途中想聽歌，用戶只

下指令，便可調控 iPhone
播歌，
Apple Watch
省卻繁複的操控過程。而它時尚的外形及設計，同樣叫用

需透過聲音向

戶驚喜，如透過更換錶帶及錶面來配合不同場合和心情，

無論做運動還是出席宴會，一樣得體。

iPhone SE
原產地：中國 制式：TDD-LTE：頻段38、39、40、41；
LTE：頻段1、2、3、4、5、7、8、12、17、18、19、20、
25、26、28；TD-SCDMA：1900（F）/2000；CDMA EV-DO
REV. A：800、1700/2100、1900、2100MHz；UMTS/HSPA+/
DC-HSDPA：850、900、1700/2100、1900、2100MHz；
GSM/EDGE：850/900/1800/1900MHz 數據及網絡連接格
式：藍牙4.2；802.11a/b/g/n/ac Wi-Fi；NFC LTE UL：50Mbps/
DL 150Mbps HSPA+ UL：5.76Mbps/DL 42Mbps 尺寸（mm）
/重量（g）：123.8×58.6×7.6/113 顏色：太空灰色、金色、銀
色、玫瑰金色 屏幕：4吋（對角線）LED背光闊屏幕 相機像
素：1,200萬像素iSight鏡頭（主鏡頭）、120萬像素（副鏡頭） 內
置記憶：16GB/64GB 作業系統：iOS 9 特點：64bit架構A9
晶片、內嵌式M9動態協同處理器、1,136×640像素，326ppi
解像度、Live Photos、4K攝錄 附設組件：已安裝iOS 9的
iPhone、配備遙控及咪高峰連耳筒、Lightning至USB連接線、
USB電源轉換器、說明文件

4

Apple Watch Sport 38mm

建議零售價：$3,488（16GB）、$3,888（64GB）

Apple Watch Sport 42mm

原產地：中國 數據及網絡連接格式：藍牙4.0 尺寸（mm）/重量（g）：38.6×33.3×10.5/25
顏色：白色、黑色、薰衣草紫色、古董白色 屏幕：1.32吋Force Touch Retina顯示器 作業系
統：WatchOS 特點：銀色、太空灰、金色或玫瑰金色陽極處理鋁金屬錶殼、Ion-x玻璃、混合物
料錶底、心跳率感應器、加速感應器及陀螺儀、環境光線感應器、揚聲器及咪高風 配套：Apple
Watch、磁力充電線、USB電源轉換器、運動錶帶、快速使用指南 提示：須和運行iOS 8.2或更
新版本的iPhone 5、5c、5s、SE、6、6 Plus、6s或6s Plus配合使用。Apple Watch或以WatchOS
1.0.1付運，而WatchOS 2即將以免費下載形式提供

原產地：中國 數據及網絡連接格式：藍牙4.0 尺寸（mm）/重量（g）：42×35.9×10.5/30 顏色：
白色、黑色、午夜藍色 屏幕：1.5吋Force Touch Retina顯示器 作業系統：WatchOS 特點：銀
色、太空灰、金色或玫瑰金色陽極處理鋁金屬錶殼、Ion-x玻璃、混合物料錶底、心跳率感應器、加
速感應 器及陀螺儀、環境光線感應器、揚聲器及咪高風 配套：Apple Watch、磁力充電線、USB
電源轉換器、運動錶帶、快速使用指南 提示：須和運行iOS 8.2或更新版本的iPhone 5、5c、5s、
SE、6、6 Plus、6s或6s Plus配合使用。Apple Watch或以WatchOS 1.0.1付運，而WatchOS 2即將
以免費下載形式提供

建議零售價：$2,288

建議零售價：$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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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吋 iPad Pro
原產地：中國 制式：LTE：1、2、3、4、5、7、8、13、17、18、19、20、25、26、28、29、38、39、
40、41頻段；CDMA：800/1900MHz；UMTS：850/900/1700/1900/2100MHz；GSM/EDGE：850/900/
1800/1900MHz 數據及網絡連接格式：藍牙4.2；LTE：UL：50Mbps/DL：150Mbps；HSPA+：UL：
5.76Mbps/DL：42Mbps 尺寸（mm）/重量（g）：305.7×220.6×6.9/723 顏色：太空灰色、金色、銀色
屏幕：12.9吋（對角線）LED背光闊屏幕 相機像素：800萬像素（主鏡頭）、120萬像素（副鏡頭） 內置記憶：
128GB/256GB 作業系統：iOS 9 特點：12.9吋Retina顯示器、Touch ID、A9x晶片配備M9協同處理器、
800萬像素iSight鏡頭及1,080影片攝錄、FaceTime HD鏡頭、802.11ac Wi-Fi及4G LTE Cellular Data 配套：
iPad Pro、Lightning至USB接線、電源轉換器
建議零售價：$8,288（128GB Wi-Fi+Cellular）
、$9,488（256GB Wi-Fi+Cellular）

Apple Pencil
建議零售價：$788

Smart Keyboard（12.9 吋 iPad Pro）
建議零售價：$1,348

主打高階用家的

吋新成員，和
9.7
12.9

，便能更靈活自如地
Smart Keyboard

系列早前追加
iPad Pro

及
Apple Pencil

吋版本同被稱為歷代最強的 iPad Pro
，集合了最強的規格及
功能，在運行速度及多工作業能力上都有卓越表現，加上最

操控。

佳拍檔

吋版本一樣出色，其尺寸更
9.7

新登場的 9.7
吋 iPad Pro
的屏幕解像度為 2,048×1,536
，新加
入支援寬廣色域及 True Tone
顯示功能，令顯示效果超越專

，效能和
iPad Pro

業級水準。而且採用
架構
處理器配 M9
動態協同處
64bit
A9X
理器，省電之餘更大大提升效能。 9.7
吋 iPad Pro
的主相機改

吋
12.9

用
萬像素及
鏡頭，支援
、 攝錄及
1,200
iSight
Live
Photos
4K
閃光燈；而前置相機的像素也提升至 500
萬，又
True Tone
閃光燈，令 9.7
吋 iPad Pro
的攝力增強不少。
Retina

有

至於

，總有一款會是你的
iPad Pro

大的 Retina
屏幕，解像度更高達 2,732×2,048
，配合四揚聲
器系統，不單工作能更得心應手，即使打機或欣賞電影都一

樣合適，兩款不同尺寸大小的

心頭好。

9.7 吋 iPad Pro
原產地：中國 制式：LTE Advanced：頻段1、2、3、4、5、7、8、12、13、17、18、19、20、25、26、
27、28、29、30、38、39、40、41；CDMA EV-DO Rev. A及Rev. B：800、1900、2100MHz；UMTS/
HSPA/HSPA+/DC-HSDPA：850、900、1700/2100、1900、2100MHz；GSM/EDGE：850、900、1800、
1900MHz 數據及網絡連接格式：藍牙4.2；LTE：UL：50Mbps/DL：300Mbps；HSPA+：UL：5.76Mbps/
DL：42Mbps 尺寸（mm）/重量（g）：240×169.5×6.1/444 顏色：太空灰色、金色、銀色、玫瑰金
屏幕：9.7吋
（對角線）LED背光闊屏幕 相機像素：1,200萬像素iSight 鏡頭（主鏡頭）、500萬像素（副鏡頭）
內置記憶：32GB/128GB/256GB 作業系統：iOS 9 特點：Retina顯示器、Touch ID、A9X晶片配備M9動
態協同處理器、4K攝錄、Live Photos、True Tone閃光燈、FaceTime HD鏡頭、802.11ac Wi-Fi及4G LTE
Cellular Data 配套：iPad Pro、Lightning至USB接線、USB電源轉換器
建議零售價：$5,688（32GB Wi-Fi+Cellular）、$6,888（128GB Wi-Fi+Cellular）$8,088（256GB Wi-Fi+Cellular）

Smart Keyboard（9.7吋 iPad Pro）
建議零售價：$1,148

24小時駕駛支援

近

救援部！國內專人長駐提供

車 主 或 司 機 ， 另 特 設 中 港 客 貨/ 車 緊 急
小時中港

司、保險及救援公司、車行代理及個別

營機構、如：港鐵、貨櫃碼頭、物流公

垃 圾 車 、 電 單 車）、 一 些 大 型 公 營 及 私

不論上至警車、救護車、消防車，下至

政 府 部 門（機 電 工 程 署 ， 所 有 政 府 車 輛

人車輛之外，我們主要客戶還包括各大

為全港至具規模拖車車隊。除了一般私

24

30

九丶新界及國內，

小時為顧客服務，

多謝你 Bruce
，我們公司成立至今接
年，備有 多輛大小拖車分佈港丶

由你先介紹一下你們的主要客戶群？

外，更會協助拖運一些專用車輛，不如

你好，我知道你們是全港至專
Eddie
業的拖車車隊，而且除了一般私家車之

不管你駕
車的目的
是工作還
是車輛突
是享受，
然「跪 低
最掃興的
」在 路 上
1O1O車
肯定
，
等人救援
主客戶盡
。
享頂級駕
為讓尊貴
豐富經驗
駛樂趣，
的
及龐大車
我們與在
隊的恒輝
座駕在路
港
擁有
拖車攜手
上 突 然「
合作。即
死 火」，
務，盡量
使
客戶
都能即時
節省寶貴
召喚優質
時間及減
輝拖車的
拖
車
少麻煩。
服
負責人E
今次我們
ddie，分
請來恒
享一下他
們的工作
。
E

30

24

Eddie Wong
CSL Mobile市場營銷總裁

Bruce Lam

恒輝拖車有限公司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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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分辨被拖車輛是否前輪帶動、尾輪

子翁靜晶小姐更於報章撰文表示謝意，

加，除了路面上流通車輛較數十年前

另一方面，拖車行業需求亦不斷增

過程中導致被拖車輛損壞。

擇適合的拖車工具及方式，避免在拖運

噸 重 型 吊 臂 車 、 專 業 潛 水 員（蛙 人）等

澗、墮海都有試過。有些更要出動數百

翻側、全車翻轉、墮坑、衝下數十米山

交通事故需要拖車外，部分嚴重意外如

小的交通事故。除一般機器故障或輕微

個年頭了，實在經歷過林林總總大大小

拖車除了要價錢合理和有指定要求（如

器故障或交通意外或爆呔等，他們安排

業車或私家車）愛錫有加，一旦發生機

著甚麼樣的服務態度呢？

經驗和實力。今時今日拖車公司，該抱

用戶要找拖車公司，其實也會重視

令我們深感興奮和榮幸。

激增外，一些企業的增值服務也直

等，這些事件也多不勝數。

我從事拖車業到明年便踏進第三十

接增加拖車行業需求。一系列企業包

最「苦」及 最 令 人 難 過 的 莫 過 於 在 煉 獄

推動、四輪驅動、升降車架等，從而選

括保險公司、救援公司、原廠車行代

用平板拖車）外，還非常重視效率、專

人當場死亡。另

貨車與一輛新界的士迎頭相撞，造成的
士司機及乘客全部
外，

櫃箱內，車上三人慘遭活生生壓死。當

的私家車壓個正著，私家車完全陷入貨

怖車禍，一輛貨櫃車翻側，把旁邊駛經

客 貨/ 車 跨 境 拖 車 及 國 內 緊 急 事 故 救 援
服務，替客戶處理一切有關意外的繁複

日我們奉警方交通部要求提供緊急救援

戶讚賞，認同及肯定我們的專業服務。

最「樂」莫 過 於 同 事 付 出 努 力 而 得 到 客

防員救人，奈何傷者已返魂乏術。

到達意外現場，協助吊起貨櫃車並讓消

服務，十分鐘內已調派重型吊臂大拖車

手續！當中如現場支援，協辦扣車場放
報及退港，客戶群相當廣泛。
隨著車輛以及道路的改變，我相信
拖車行業在這數十年間應該也有著不少
的變化吧？能否分享一下你的體會？

我們積極參與幾次政府跨部門大型交通
續進步，如車架、結構、性能、外觀等

同部門的致謝信，例如：警方、消防處

助拯救被困傷者。因此經常收到政府不

意外危機處理演習，並曾於不同場合協

改進及提升，拖車工具亦因而不斷相應

等。此外我們亦經常收到客人讚賞及感

隨著數十年來各類型車輛設計上持

改良提升和配合，例如引進低車身的進

及導演劉家良先生提供服務，事後其妻

謝電郵，包括多年前曾為著名武打明星

拖車技工亦要對被拖車輛有基本認識，

現 今 普 遍 客 戶 對 自 己 愛 駒（不 論 營

理、汽車會、電訊公司等等，為自家

似的交通意外現場，看到死傷枕籍！當

業有更大發展。

23
洲頭段之嚴重交通意外，事件涉及一輛

1

年 月 日約早上七時三十
2006
分，在新田公路近落馬洲迴旋處發生恐

6

2

據你們的經驗，遇過甚麼困難的個
案？或是分享一下工作上的苦與樂？

年 月 日
中 最 慘 不 忍 睹 的 要 數 2009
（農曆年廿八）早上七時許，在青山公路

客戶提供一站式拖車增值服務，令行

E

車手續、申報保險、三保索償、海關申

針對不同的車輛及環境，都需要不同款式的拖車。

3

Bruce Lam
Eddie Wong
E

口鏟架，將全車離地的輔助托轆等。而

E

E

等不同理由，都希望拖車能盡快抵達，

全、時間緊迫、猛烈太陽、雷雨或水浸
藏收費，讓客戶得以安心使用。

個服務更會清楚列明各項費用，絕無隱

手機月費賬單
關拖車費用更會於 1O1O
才收取，讓客戶毋需擔心現金問題。這

，恒輝拖車便會即時安排
2816 1010
專屬拖車到場幫助客人。而且相
1O1O

將他們的車輛拖走。

黃國輝先生現任恒輝拖車有限公司總監，主管各項拖車服務(包括跨境)及發展相關業務，在行內
擁有近30年豐富經驗，並曾與不同政府部門、機構、企業合作，提供全方位服務及協助。他並掌
管恒輝車廠有限公司及指南車汽車會，分別負責汽車維修及汽車保險，非常熟悉汽車業發展。於
2005年，黃先生加入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司職「中港事務部」，服務於中港貨運業，集合力量
為同行爭取合理訴求，信息互通。
恒輝拖車有限公司總監

智能手機大百科

為尊貴客戶特設
1O1O

小時駕駛
24

如何滿足車主對駕駛體驗的
1O1O
追求？

醒
你

電動車
Tesla

增值額或
$1,000

）
。
$1,320

汽油儲值咭或「挑戰
StarCash
者」三 重 特 亮 水 晶 車 蠟 服 務（價 值

德士

快易通

的駕駛樂趣。此外， 1O1O
客戶亦
可 盡 享 三 項 獨 家 駕 駛 優 惠 ，* 包 括
加
$1,000

戶能盡情感受高性能

驗 活 動 ， 更 為 全 港 首 家 與 Tesla
合
辦試駕體驗活動的網絡商，讓客

亦
1O1O
與不同著名汽車品牌舉辦試駕體

及一般駕駛相關的查詢。

資訊，包括就近的泊車點、油站、

支援熱線 2816 1010
，提供全天候
汽車緊急支援服務及最新而詳盡的

答：

問：

Bruce

業、細心。這三大範疇就包括：
•效率：當客戶車輛在一般道路或高速

•專業：由於客戶車輛已遇上問題需要

抽空跟我們分享拖
今次十分多謝 Eddie
車行業的種種見聞，讓我們感受到不

公 路 上「拋 錨」， 很 多 時 候 基 於 客 戶 安

拖車，他們絕不希望在拖運途中進一步

同行業間「專業」的意義，希望未來我

黃國輝先生

們會展開更多合作，為客戶共創美好

Profile

CSL Mobile 市場營銷總裁

撞。因此現今拖車人員需要以先進拖車

林國誠先生現任CSL Mobile市場營銷總裁，掌管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發展、傳訊、客戶服
務、客戶關係管理及零售策略。於加入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之前，林先生已於電訊業務界別
任職20年之久，曾擔任知名手機品牌的香港及澳門區市場營運總經理，憑藉多年的豐富經驗，
獨到眼光及市場觸覺，屢獲殊榮，人稱「橋王」。

生活。

林國誠先生

工具、熟練拖車技巧進行工作，並必須

令愛駒損毀，那怕只是一點刮花和碰

戶留下良好印象。曾有朋友向我透露，
他的車輛被不知名拖車公司拖走後，發
覺呔環、司機位座椅、手掣桿等全是污
漬。即使找專業汽車內籠清潔公司清
洗，還是沒法百分百還原，造成損失之

Bruce Lam

熟悉不同品牌型號車輛結構。例如一些
車身極低的超級跑車或改裝車，一般拖
車加輔助托轆未必能勝任，而且拖運時
風險較高，很容易弄花及損壞被拖車輛
底部。因此需要出動貼地平板拖車。這
些平板拖車首先將整個平板放下平貼地
面，把車輛拉上平板，再把平板升回車
架上載走，這樣便確保被拖車輛，得到
最全面及最安全拖運。

餘亦非常心痛。因此我們進行拖車工序
時，會嚴格避免弄污被拖車輛任何位
置，包括轆鈴、車身、內籠等。如要綑
綁轆鈴，我們會選用帆布帶，並按需要
加墊布，避免刮花。進入車籠方面，我
們或會要求客戶協助，如扭正呔環、入
空波、拉手掣等。如客戶未能協助，我
們亦可能需要除下手套進行以上工序，
及避免坐進座椅。
聽你所言，現今的拖車服務已經不
單是「完成工作」這麼簡單，還要求有
更細心、更專業的服務，與我們提供
尊貴客戶盡善盡美的服務目標
予 1O1O
同出一轍。今次我們的合作，希望可
以 為 客 戶 帶 來 更 好 的 體 驗 。 當 1O1O
小時緊急支援熱線
客戶致電我們的

* 詳情請親臨各1O1O Center查詢或瀏覽www.1010.com.hk/c/car

•細心：所謂細心，除了能進一步排除
拖車途中引發的不必要意外，也可給客

拖車上亦有不同的工具去協助車主。

24

Eddie Wong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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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至潮Apps

為你推介大量至熱至潮Apps*，全面激發多個平台的智能手機潛能，
先睇睇以下至新推介：

iPhone

Google™ play

APP STORE

STORE

我的手機教室

Prologue

免費手機教室 輕鬆報名

學習好幫手

「我的手機教室」讓用戶透過手機，隨時隨地登記
csl的免費智能手機應用教室，為csl客戶帶來多種
類的課程，包括Smar t爸媽教室、Smar t興趣班及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研習班，助你將手機功能發揮到
極致！

網上補習應用程式，提供多種小學、初中及高中
HKDSE教學錄影片，助學生在校內及公開考試中
取得成功！1O1O及csl客戶更可獨家尊享考試摘星
攻略，包括答題技巧、大綱分析、常犯錯誤及解難
小貼士，助你成為考試大贏家！

收費：免費下載
搜尋：我的手機教室

收費：免費下載（須另申請月費計劃）
搜尋：Prologue

註： 免費智能手機應用教室只適用於csl客戶，並須預先登記，名額有

限，先到先得。

註：1O1O及csl客戶尊享優惠月費$39（須簽訂合約）
，詳情請到1O1O
Center或csl專門店查詢。

信報Mobile

Prisma

緊貼全球投資脈搏

締造藝術化照片

「信報 Mobile」讓你於手機隨時隨地了解香港、中
國及國際財經大事，以及城中最重要的評論分析，
讓你掌握瞬息萬變的市場走勢。
收費：免費下載（須另申請服務計劃）
搜尋：信報Mobile
註：	1O1O / csl客戶尊享優惠月費$49（需簽訂合約）
，詳情
請到1O1O Center及csl專門店查詢

手機已經是大部分人拍照的工具，不過想照片有與眾
不同的效果，就少不免要在後期用程式加工，Prisma
這個程式最大的功能，就是將照片變成油畫或藝術化
的效果，而且程式採用的畫風是依據大師級如畢卡索
等所設定的。與此同時程式內的濾鏡亦可因應個人喜
好設定不同的程度，完成後更可以即時分享到多個社
交媒體，締造有自我風格的藝術風照片。
收費：免費下載
搜尋：Prisma

Canva

真正吉他

執相整咭好幫手

用手機玩樂器

如果想用iPhone拍下的靚相製作各式各樣的咭，
以前可能就要用電腦才能做到，不過如果你安裝了
Canva就可以用手機輕鬆完成，因為程式本身內置
了過百種預設的版面，可以讓你將心儀的相片製作
成多種不同類別的電子賀卡，完成後更可直接發佈
或分享至多個社交媒體平台，另外程式亦提供相片
編輯功能，內容尚算豐富。

將手機或平板變成樂器並不是甚麼新鮮玩意，不過
聲音模擬得有真實感才最能考驗廠商的功力，「真正
吉他」這個樂器模擬程式的賣點就是高像真度，因
為大部分的數據是都由現場吉他聲記錄而成，而用
家可以在播放中改變和弦以及尼龍和鋼弦兩種類型
的吉他。它的簡單界面方便用家利用複雜的和弦，
播放流行歌曲或自己撰寫的作品。

收費：免費下載
搜尋：Canva

收費：免費下載
搜尋：真正吉他

UV Lens

Flytube

小心同陽光玩遊戲

睇片唔怕被騷擾

戶外活動就難免會接觸到陽光，但過度暴曬卻會對
皮膚構成傷害，天文台的紫外線指數只會提供一個
數字，而UV Lens這個App提供了相當實用的資訊，
用家可以先選擇自己的膚色以及所在的地點，程式
便會根據資料計算所在地的紫外線指數，那一段時
間紫外線強度最高以及預測曬傷的時限等，使用者
可以因應這些更詳盡的資訊作出相應的保護措施。

各位用手機睇片多數會用YouTube，但有無試過睇
片期間有人發訊息給你，又或者突然需要上網搜尋
一些東西？這個時候如果你離開YouTube影片就會
停止播放。不過如果你裝了這個名為Flytube的輔助
程式，就可以將播片的視窗縮細，然後你可以一邊
回覆訊息，同時間又繼續睇片，實行一心幾用，最
適合步伐急促的香港人。

收費：免費下載
搜尋：UV Lens

收費：免費下載
搜尋：Flytube
* 瀏覽、下載及使用 App 時有可能產生本地流動數據用量收費，於海外則有可能產生漫遊流動數據用量收費。

採 用 了「 NFMI
」
（近 場 磁 感 應）
技
The Dash
術來連接左右兩個單元，相比其他使用

具備
The Dash

防水
IPX7

藍牙傳輸的同類產品， The Dash
truewireless
提供可靠穩定的音頻傳輸，左右耳機達至真
正的無線連接。此外

容量，可在 米
設 計 和 內 置 4GB
1 水深下作為
一個離線隨身聽使用；用家只要把音樂預先

從電腦儲存到耳機後，做運動如游泳時便可

直接使用內置播放器來播放歌曲，好處是毋

體積小
需跟手機作任何配對。雖然 The Dash
小時的運動追蹤或 小

4

The

的動作控制靈敏度極高，用戶甚至可以通
Dash
過上下點頭來接聽電話或左右搖頭來拒接電話。

左邊的耳機則可控制運動相關的功能。此外

的播放功能，右邊的耳機主要控制音樂播放，

操控方面， The Dash
配有 Optical Touch Sensor
設計，只需透過掃、按或長按就能完全控制主要

）及更改
量、調整耳機感應器（ calibration
耳機設定等，非常方便。

為 The Dash
開發的專屬 App
，用戶
Bragi
可以同步收集運動數據、自行調節耳機音

心跳等數據，並提供即時語音提示。透過

另 外 ， The Dash
內置多個動態感應器，
可以像一般運動手環或手錶般記錄運動、

可為耳機充電多達五次，續航能力出眾。

時的連續播放時間，配合便攜鋁質充電盒更

巧，但最多可支援

3

其內置骨傳導麥克風，更可提高在通話時的清
晰度。

便攜鋁質充電盒可為耳機充電多達五次。

透過同廠開發的
App，用戶可以
同步收集運動數
據、自行調節耳
機音量等。

The Dash採用了近場磁感應技
術來連接左右兩個單元，音訊
傳輸穩定性更高。

真•無線智能防水耳機

Bragi The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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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全景相機
iPhone

度魚眼鏡頭組成，可單
210

度全景相機由
Insta360 Nano 360
兩支

Lightning
系列即插
iPhone 6/6s

獨拍攝或使用機身上的
插位配合

即拍，用法靈活。而且

的
30fps

內置 800mAh
Insta360 Nano
充電池，可獨立使用。

能即時拍攝
Insta360 Nano

解像度全景相片或影片，用家能一
3K

或 YouTube
鍵拍攝並分享到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並支援即時全景直播

的 360°
全景直
Insta360 （例 如 Facebook Live
播 與 好 友 分 享）， 主 機 的 快 門 速 度 為
已通過 Apple MFI
認証，毋
Nano
須擔心日後更新問題。機身經

， 並 內 置 了 800mAh
充電
1/8000~2s
池。此外更有小星球模式功能，將拍

攝所得的畫面以球體展示播放。此嶄

過鋁合金壓鑄、精拋、打磨、

新全景相機將突破傳統網路社交分享

全景拍攝熱潮！
360°

、四塗四烤等多工序處理，
CNC

方式，推動

配合得
iPhone

Insta360 Nano接上iPhone
便變身全景相機。

因此機身的質感與
恰到好處。

用家能一鍵拍攝並分享到
Facebook或YouTube等
社交平台，並支援即時全景
直播。

Insta360 Nano

至潮智能產品任你揀

智能產品對都市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必需品，它讓我們的生活更輕鬆自在，同時
享受更多便利，直接提升我們的生活質素。今期Hot Pick為大家挑選了一系列的
至潮智能產品，相信一定有你的心水！

想簡單在家中做運動，跳繩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身處現今數碼時代，跳繩
一樣可以好Cyber，例如Archon Jump就是一條數碼跳繩產品，左右手柄各
設有一條短小的感應繩，就算在狹小的空間一樣可以跳繩，配合Android或
iPhone等智能手機，可顯示和記錄即時跳繩時間、跳繩次數、平均速度、卡
路里消耗及脂肪消耗等，亦可自設目標以及建立跳繩比賽與友人分享數據，
功能相當豐富。
建議零售價：$399

隨著技術的發展，手機播歌的效果也比以往大為改善，有時去到戶外想同朋友一齊分享
音樂，帶個迷你藍牙喇叭就最方便，JBL CLIP+的小巧體積就最適合掛在手提袋外，因
為JBL CLIP+的重量只有150克，除了可以無線藍牙串流播放音樂外，內置的咪高風亦
可作通話用途，加上電池支援長達5小時播放時間，為歡樂時光增添氣氛。
建議零售價：$499

很多朋友都只會用隨手機附送的原廠耳機，聽歌的表現相當有限，而ProStereo L1
及L2高解析度音訊耳機就是不錯的選擇，因為兩款耳機都支援Hi-Res Audio 原音音
樂認證，並採用4N高純度無氧銅音響線，減低訊號損耗，而L2用上雙驅動12毫米陶
瓷片中高音單元及13毫米動圈低音單元，高音領域及人聲處理非常出色，音質表現
更為細緻。至於L1亦用上7毫米釹磁鐵單元，整體音色平衡及優秀。
建議零售價：$699﹙L1﹚/ $1288﹙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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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朋友都喜歡一邊做運動一邊聽歌，所以一個功能強而音色好的藍牙耳筒
就不可缺少，Elite X1具備IPX 4防水認證，採用藍牙系統4.0，兼容A2DP，
AVRCP，HFP，HSP藍牙設備檔，加上APTX解碼，支援播放無損音樂音質更
突出。此外Elite X1的無線作業距離約10米，操作時亦有智能語音提示，如果用
iPhone時更支援iOS電量顯示，充電時間約需2小時，而播放及通話時間達約8
小時，待機時間更達約240小時。
建議零售價：$699

駕車人士應該試過電池無電打唔起部車，這個時候如果有這個Goki汽車
啟動電源GCB-1002就一定幫到手，因為GCB-1002可啟動6000cc以下
排量之12V電油汽車，充滿電後打車次數可達10-15次，加上有智能LED
電量顯示，使用者可分秒掌控電量情況。充電時可選擇12V及5V充電，
前者最快約可4小時內充滿產品，並設有過充、過放及短路保護。GCB1002更可啟動5V產品，例如可供手機、電玩或平板電腦等充電。
建議零售價：$1,580

主人離開家中出外，有時都會很掛念家中的寵物，而波波寶貝蛋就是寵
物獨留家中時的最佳伴侶，因為波波寶貝蛋內置了110度超廣角高清鏡
頭、咪及喇叭，主人可以透過手機觀看寵物在家中的動向，進行錄影並
分享至即時社交媒體。此外波波寶貝蛋亦可發出光點跟寵物玩遊戲，與
此同時更可放出預先儲入的寵物乾糧，多項功能讓主人與寵物保持良好
溝通。
建議零售價：$1,488

除了上述配件外，
尚有更多不同類型的智能產品供用家選購，
詳情請到
專門店或致電產品快線：2888 2123查詢。

c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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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自療」歌單中有多種不同舒
緩音樂的範疇，減壓、甜睡及放
鬆最適合香港人。

《甜睡系列》提供豐富曲目，總有
一款能助你輕鬆減壓入眠。

*
「音樂自療」
音樂庫（以下簡稱「音樂庫」）內所載或提供的內容僅供參考及為個人興趣而提供，並不旨於提供任何醫學資訊、建議或治療。我們並非推薦或支持載於音樂庫中的任何人士、程序、意見、指示、產品或其他一切資訊。就音樂庫中的任何內容
對某特定用途的適用性而言，我們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如您需要任何醫學建議，請向您的醫生或其他相關專業人士或醫護人員查詢。音樂庫內所載或提供的內容為音樂治療師提供的內容。本數碼音樂平台提供的內容並不是音樂治療，音樂治療是由有
註冊音樂治療師以音樂作為工具根據臨床和實證過的音樂療程為個案設定客製化的目標並協助個案達成目標。
#
客戶須簽訂12/18/24個月承諾期方可以月費$39享用MOOV服務，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https://www.hkcsl.com/tc/MOOV-Monthly-Package/。
  MOOV由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根據有關條款及細則所提供，詳情請參閱http://moov.hk。
+
「Hi-Fi無損音樂」
只適用於MOOV App。
^
引自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快樂指數調查」，2015年9月至10月進行。
%
引自心晴行動慈善基金「港人壓力指數問卷調查2015」，2015年10月至11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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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季開鑼 全方位直擊
Now668
App

新馬季本月正式開鑼，各路雄師磨刀霍霍。但現
代馬迷生活忙碌，想緊貼每場賽事心水愛駒表
現，難道還要「坐定定」睇電視播馬和聽電台節
目？現在馬迷只需手執智能手機，即可盡情收看
賽馬直播和掌握賽馬資訊，助你早着先鞭！

幫你穩操勝券

去季一匹
歲 新 馬「 巴 基 之 星 」

以後上姿態劣位反勝勇奪冠軍，不單

為馬迷留下深刻印象，更成為網上熱

話，預計今個馬季勢將上演更多精彩

賽 事 ！ 騎 師 陣 營 方 面 ， 上 季 勁 取 168
場頭馬的「雷神」莫雷拉，力圖再破一

季最多頭馬紀錄、「小妹」蔣嘉琦上季

初出一鳴驚人，有望繼續贏馬取得畢

業。練馬師方面，胡森及孫達志退下

3

03

早著先機

觀操名家卡洛斯和專業評馬人廖

浩賢主持，報道特別馬匹配備變動、

賽駒晨操動態、練馬師之馬匹優先出

賽次序、報名時動用王牌及獲得優先

出賽權的馬匹名單等，全面檢閱、評

述和分析。

04

膽識過人

著名評馬人貝子健、梁浩賢和馬

統計數據，為馬迷備戰精彩賽事。

綠茵闖蕩

全新娛樂資訊節目，由馬場熱話，

到馬圈入門通識，一一為你搜羅。主

持人親身破解綠茵內外的大小謎團，

並邀請名人騎練大爆過癮秘聞！

05

火線、「神仙」蔡約翰將力爭衛冕冠軍

用手機睇實全天候直播賽
馬，掌握最新現場情況。

寶座，未來各大馬廄良駒表現絕對要

拭目以待。

新一代馬迷絕對不能錯過

賽馬直播頻道」，*客戶只須
「 Now668

（承諾期內每月 $39
）
，即可全
每月 $48
方位於手機收看豐富賽馬內容如下：

01

高清賽馬直擊

專業評馬人貝子健、王若舜、李

場寵兒莎拉攜手教路。全方位分析晨

潔瑩、黃志康及朱鎮輝現場評述賽

訊，現場報導和分析沙圈動態及跑道

操片段、馬匹狀態、步速形勢及各項

事，提供即場賠率變化及詳盡彩池資

狀況，盡握先機。

賽後你點睇

專業評馬人周榮澤、梁浩賢和張

美德重溫賽事過程、點評人馬表現。

」追 蹤 系 統 提 供 賽
節 目 運 用「 Trakus
駒模擬走位圖像，亦提供馬主和騎練

賽後訪問等，為下場賽事做好準備。

02

馬迷可以重溫馬匹以往的競賽片段，做足準備功課。

程式詳細列出馬匹出賽資訊。

即到1O1O Center或csl專門店登記。或致電銷售熱線2888 2123申請服務。
‧此服務只可於本地收看，客戶於海外時並不能收看有關賽馬頻道。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並不會負責就Now668賽馬頻道服務所提供之資訊服務及其傳送之失敗、遲誤、干擾、故障、侵蝕、中斷、限制及資訊錯誤引申之義務、責任及損失。 ‧香
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不保證Now668賽馬頻道服務所提供之博彩資訊服務及其傳送之準確性、完整性、合適性及時間性。 客戶須自行負責使用及依靠博彩資訊服務作出之任何決定或行為引申之所有風險。博彩資訊並不構成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之專業
意見。 ‧如因此服務或其提供之資訊直接或間接引致客戶或任何人蒙受或招致各種特別、直接、間接或繼發性的損失和損害（包括但不限於金錢損失及數據損失），概不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使用此服務需使用流動數據或Wi-Fi。若使用流動數據，
有關數據用量將於服務計劃內扣除。 ‧頻道的聲音和畫面質素會根據流動裝置的數據連線速度而有所影響，如持續出現起格或畫面不同步，請檢查你的數據或Wi-Fi連線。 ‧此服務只適用於指定裝置型號，於使用此服務前，你應檢查你的裝置是否兼
容使用此服務。 ‧客戶不得，或不可允許他人用任何途逕出售、複製、分銷、播放、轉送、更改、利用Now TV服務及內容或杜撰/剽竊任何內容及其電腦程式及軟件。 ‧Now TV 服務及內容只供客戶個人使用及登入。客戶不得，或不可允許他人在任
何地方作公開或商業性質的展示、播放、使用、登入或瀏覽Now TV服務及內容。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保留剪輯、修改、撤回及/或扣起任何節目及/或Now668賽馬頻道於手機內播放之內容的權利而不需給予任何原因。

LG

LG

中國

韓國

FDD-LTE: B1(2100), B3(1800), B7(2600), B8(900); TDD-LTE: B38(2600),
B39(1900), B40(2300), B41(2600); WCDMA: B1(2100), B2(1900), B5(850),
B8(900); TD-SCDMA: B34(2000); B39(1900); GSM: 850/900/1800/1900MHz

FDD-LTE:900/1800/2100/2600MHz;
TDD-LTE:2300MHz WCDMA:850/900/1800/
1900MHz;GSM:850/900/1800/1900MHz

FDD-LTE:700/800/850/900/1700/1800/1900/2100/2600MHz;
TDD-LTE:2600/1900/2300/2600MHz;GSM:850/900/1800/1900MHz;
WCDMA:850/900/1700/1900/2100MHz;TD-SCDMA:1900/2000MHz

◤ 制式

紅外線遙控、Wi-Fi 802.11a/b/g/n/ac、藍牙
4.2、LTE-FDD:DL:150Mbps/UL:50Mbps、
HSDPA:42Mbps;HSUPA:11Mbps

藍牙4.2 LE、Wi-Fi 802.11 b/g/n、
LTE:DL:150Mbps/UL:50Mbps;
HSPA+: DL42Mbps/UL:5.76Mbps

藍牙4.2、Wi-Fi 802.11 b/g/n、LTE:
DL: 150 Mbps/UL: 50 Mbps, HSPA+:
DL：42Mbps/UL: 5.76 Mbps

藍牙4.2、W-Fi 802.11 a/b/g/n/ac、LTE:
DL: 300Mbps/UL: 50Mbps、HSPA+:
DL: 42Mbps/UL: 5.76mbps

◤ 數據傳輸/
網絡連接制式

備用時間：264小時

備用時間：429小時

450分鐘 / 315小時

15小時（2G）
，10小時（3G）
400小時（2G）
，380小時（3G）

6.6小時（2G）
、10.3小時（3G）
/
78小時（2G）
、78小時（3G）

150×76×8.65/164

173.1×88.3×7.5/203

155×79.6×7.4/146

146.6×74.8×8.8/140

149.4×73.9×7.7/159

金、深灰

金

啡、鈦黑、金

靛黑、白

5.5吋（1,920×1,080）全貼合陽光屏幕

6.44吋（1,920×1,080）全高清屏幕

5.7吋（1,920×1,080）IPS量子顯示屏

5.3吋（720×1,280）高清屏幕

1,600萬像素（主鏡頭）
、
500萬像素（副鏡頭）

1,600萬像素（主鏡頭）
500萬像素（副鏡頭）

1,600萬像素（主鏡頭）、
800萬像素（副鏡頭）

1,300萬像素（主鏡頭）、
500萬像素（副鏡頭）

閃亮銀、鈦黑鋼、冰晶粉、香檳金
5.3吋（1,440×2,560）
QHD IPS量子屏幕
1,600萬像素 & 800萬像素（主鏡頭×2）
800萬像素（副鏡頭）

32GB（最高支援32GB MicroSD）

32GB（最高支援128GB MicroSD）

32GB（最高支援2TB MicroSD）

16GB（最高支援32GB MicroSD）

32GB（最高支援2TB MicroSD）

MIUI V7（基於Android™ 5.1.1）

MIUI V7（基於Android™ 6.0）

Android™ 6.0.1

Android™ 6.0

Android™ 6.0.1

4000/4050mAh大容量電池、Qualcomm
Snapdragon™ 650處理器、指紋解鎖、金
屬觸感機身、支持中港4G

6.44吋超大屏幕，欣賞影片、玩遊戲夠震撼、
4,850mAh大電量，可播放影片超過14小時、
1,600萬像素主相機，瞬間對焦，更快捕捉畫面、
7.5mm薄、203g輕，輕薄機身、Qualcomm ®
Snapdragon ™ 650六核處理器，極速開App、
超快指紋識別，手機安全有保障、支援中港4G

5.7吋全高清屏幕、3GB RAM 32GB
ROM，支援外置記憶卡、1,600萬像素
鏡頭、800萬像素自拍鏡頭，配備自拍閃
光燈、配備多用途手寫筆

5.3吋高清屏幕、1,300萬像素鏡頭、500萬
像素自拍鏡頭、支援手勢自拍模式、2 GB
RAM、16 GB ROM，支援外置記憶卡

全金屬機身備有抽換式電池設計、獨有模
組式設計，更多可擴展功能、雙後置鏡
頭，配備135°超廣角鏡頭，捕捉更廣闊景
物、Always-on Display時刻顯示所需資訊

◤ 特點

手機、數據線、英規充電器、SIM卡針、
印刷品（內含說明書）

手機、USB轉輸線、英規充電器、印刷品
（內含說明書）、SIM卡針

手機、充電器、USB數據傳輸線、
耳機、用戶指南

手機、電池、充電器、數據傳輸線、
耳機、用戶指南

手機、電池、充電器、耳機、USB
Type-C數據傳輸線、用戶指南

◤ 配套

HK$1,399

HK$1,799

HK$3,098

HK$1,698

HK$4,798

◤ 售價

小米

小米

LG

紅米Note3

Mi Max

Stylus 2 PLUS

中國

中國

中國

FDD-LTE:850/900/1800/2100/2600MHz;TDD-LTE:2300/1900/
2555-2655/2600MHz;WCDMA:800/900/1900/2100MHz;
TD-SCDMA:1900/2000MHz;GSM:900/1800/1900Mhz

FDD-LTE: 850/1800/2100/2600MHz; TDD-LTE: 1900/2400/25552655/2600MHz; TD-SCDMA: 1900/2000MHz; WCDMA:
850/900/1900/2100/2600MHz; GSM: 850/900/1800/1900/2600MHz

紅外線搖控、藍牙4.1、USB2.0、LTE-FDD: DL:
150Mbps/ UL: 50Mbps; LTE-TDD: DL: 150Mbps/
UL: 50Mbps; HSDPA: 42Mbps; HSUPA: 5.76Mbps

®

K10 LTE

G5

◤ 原產地

◤ 通話/
備用時間
◤ 尺寸(mm)/
重量(g)
◤ 顏色
◤ 屏幕
◤ 相機像素
◤ 內置/擴充記憶
◤ 作業系統

設有天機資料轉移▽、全新手機消毒^及trade-in服務

LeEco

Samsung

Samsung

Samsung

Samsung

Galaxy C7 64GB（C7000）

越南

中國

Galaxy C5 64GB（C5000）

4G FDD-LTE:B1/B2/B3/B4/B5/B7/B8/B12/B13/B17/B18/B19/B20/B25/
B26/B28;4G TDD-LTE:B38/B39/B40/B41;3G WCDMA:B1/B2/B4/B5/B8;3G
TD-SCDMA:B34/B39;2G GSM:GSM850/GSM900/DCS1800/PCS1900MHz

FDD-LTE(B1,B3,B7,B8); TDD-LTE(B38,B39,B40,B41);
WCDMA(B1,B2,B5,B8); TD-SCDMA(B34,B39); 3G CDMA BC0(800);
GSM850,GSM900,DCS1800,PCS1900; 2G CDMA(CDMA800)

FDD-LTE(B1,B3,B7,B8); TDD-LTE(B38,B39,B40,B41);
WCDMA(B1,B2,B5,B8); TD-SCDMA(B34,B39); 3G CDMA BC0(800);
GSM850,GSM900,DCS1800,PCS1900; 2G CDMA(CDMA800)

LTE Cat 6：300Mbps/50Mbps；DCHSPA+42Mbps/HSUPA 5.76Mbps/3G/
EDGE/GPRS

LTE Cat 9：450Mbps/50Mbps DCHSPA+42Mbps/HSUPA 5.76Mbps/3G/
EDGE/GPRS

LTE Cat4（150Mbps/50Mbps）/
HSPA+ 42Mbps/HSUPA5.76Mbps/
3G/EDGE/GPRS

LTE Cat4（150Mbps/50Mbps）/
HSPA+ 42Mbps/HSUPA5.76Mbps/3G/
EDGE/GPRS

N/A

N/A

N/A

N/A

Le2

Galaxy S7 edge

中國

中國

FDD LTE: 1800/2100/2600 MHz; TDD LTE: 1900/2300/2500/2600
MHz; TDSCDMA: 1900/2000 MHz; UMTS: 850/
900/1900/ 2100 MHz; GSM: 850/ 900/1800/1900 MHz

4G FDD-LTE:B1/B2/B3/B4/B5/B7/B8/B12/B13/B17/B18/B19/B20/B25/B26/B28;4G
TDD-LTE:B38/B39/B40/B41;3G WCDMA:B1/B2/B4/B5/B8;3G CDMA:BC0;3G TD-SCDMA:
B34/B39;2G GSM:GSM850/GSM900/DCS1800/PCS1900;2G CDMA:CDMA800

WiFi 802.11a/b/g/n/ac、藍牙4.1、
LTE：DL：150Mbps/UL:50Mbps、
HSPA+：DL：42Mbps/UL：11Mbps
N/A

Galaxy S7

中國

◤ 原產地
◤ 制式
◤ 數據傳輸/
網絡連接制式
◤ 通話/
備用時間
◤ 尺寸(mm)/
重量(g)

151.1×74.2×7.5/153

150.9×72.6×7.7/157

142.4×69.6×7.9/152

156.5×77.1×6.8/169

145.9×72×6.7/143

金、灰

1,600萬像素（主鏡頭）、
800萬像素（副鏡頭）、

鉑金色、鋼黑色、鈦銀色、粉紅金
5.5吋Quad HD（2K）Super AMOLED
屏幕（2,560×1,440/534ppi）
1,200萬像素（主鏡頭）
、
500萬像素（副鏡頭）

鉑金色、鎂白色、鋼黑色、粉紅金
5.1吋Quad HD（2K）Super AMOLED屏
幕（2,560×1,440/577ppi）
1,200萬像素（主鏡頭）
、
500萬像素（副鏡頭）

32GB ROM

32GB

32GB

EUI5.8（基於AndroidTM 6.0）

Android™ 6.0

Android™ 6.0

金屬一體化機身、8核64位1.8GHz處理器、內置3GB RAM+32GB
ROM、1,600萬像素攝像鏡+相位對焦、鏡面指紋、Quick Charge連
Quick Charge 3.0快充火牛、eUI內置樂視視頻應用、直播桌面及樂
見桌面，提供大量視頻內容。（送3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服務及1個月
樂視超級體育組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LeMall.com。

全球首部採用Dual Pixel快速自動對焦技
術的智能手機、遊戲啟動器、Always on
Display、VoLTE、有線及無線快速充電

強勁雙卡抗水防塵智能手機、IP68認證，
支援抗水防塵（1.5米水深可使用30分
鐘）
、支援雙卡雙待、動態全景相片

金、粉紅金、灰
5.7吋全高清Super AMOLED屏幕
（1,920×1,080）
1,600萬像素（主鏡頭）
、
800萬像素（副鏡頭）
64GB ROM
（最高支援128GB MicroSD）
Android™ 6.0
1,600萬像素後置鏡頭及800萬像素前置鏡頭，均配備
F1.9大光圈，備雙LED閃光燈、64GB內置容量、支援
microSD（高達128GB）、UQHA超高音質音樂播放功能、
八核心處理器MSM8953（2.0GHz四核心A53+2.0GHz
四 核 心 A 5 3）、 支 援 所 有 中 港 兩 地 4 G 及 3 G 制 式

金、粉紅金、灰
5.2吋全高清Super AMOLED屏幕
（1,920×1,080）
1,600萬像素（主鏡頭）
、
800萬像素（副鏡頭）
64GB ROM
（支援最高128GB MicroSD）
Android™ 6.0
1,600萬像素後置鏡頭及800萬像素前置鏡頭，均配
備F1.9大光圈，備雙LED閃光燈、64GB內置容量、
支援microSD（高達128GB）、UQHA超高音質音樂
播放功能、八核心處理器MSM8952（1.5GHz四核心
A53+1.2GHz四核心）、支援所有中港兩地4G及3G制式

手機、充電器、保護套、Type-C USB傳輸
線、Type-C to 3.5mm傳換器、SIM卡針、
快速入門指南

手機（連電池）、旅行充電器、電腦數據
線、快速入門指南（英文及繁中）、保用
證明書、USB配接器、USB配接器

手機（連電池）、旅行充電器、電腦數據
線、快速入門指南（英文及繁中）、保用
證明書、USB配接器、USB配接器

手機（內置電池）、旅行充電器、電腦數
據線、耳筒、SIM卡針、快速入門指南
（英文及繁中）
、保用證明書

手機（內置電池）、旅行充電器、電腦數
據線、耳筒、SIM卡針、快速入門指南
（英文及繁中）、保用證明書

◤ 配套

HK$1,899

HK$5,998

HK$5,198

HK$3,398

HK$2,998

◤ 售價

5.5吋（1,920×1,080）全高清屏幕

◤ 顏色
◤ 屏幕
◤ 相機像素
◤ 內置/擴充記憶
◤ 作業系統

◤ 特點

p> 23

Samsung

Sony

Sony

Sony

小米

Xperia™ X Performance

Xperia™ XA Ultra

Xperia™ XA

中國/泰國

中國/泰國

中國/泰國

中國

制式 ◥

4G FDD-LTE: B1(2100),B2(1900),B3(1800),B4(AWS),B5(850),B7(2600),B8(900),B12(700),B13(700),B17(700),B18(800),B19(800),B20(80
0),B25(1900),B26(800),B28(700);4G TDD-LTE: B38(2600),B39(1900),B40(2300),B41(2500);3G WCDMA: B1(2100),B2(1900),B5(850),B8(
900);3G CDMA: BC0(800);3G TD-SCDMA: B34(2010),B39(1880);2G GSM: GSM850,GSM900,DCS1800,PCS1900;2G CDMA: CDMA800

FDD-LTE:B1,B2,B3,B4,B5,B7,B8,B12,B13,B17,B19,
B20,B26,B28,B29;TDD-LTE:B38,B39,B40,B41;UMTS:B1,
B2,B4,B5,B6,B8,B19;GSM/GPRS/EDGE:850/900/1800/1900MHz

TDD-LTE Band38(2600), Band39(1900), Band40(2300), Band41(2500);FDD-LTE Band1(2100),
Band3(1800), Band5(850), Band7(2600), Band8(900), Band28(700);UMTS HSPA+ 850(Band V),
900(Band VIII), 1900(Band II), 2100(Band I) MHz;GSM GPRS/EDGE 850, 900, 1800, 1900 MHz

FDD-LTE:B1(2100),B3(1800),B5(850),B7(2600),B8(900),B28(700);
TDD-LTE:B38(2600),B39(1900),B40(2300),B41(2500);UMTS:B1(2100),
B2(1900),B5(850),B8(900);GSM GPRS:850/900/1800/1900MHz

FDD-LTE:850/1800/2100/2600MHz;TDDLTE:1900/2300/
2555-2655/2600MHz;WCDMA:850/900/1900/2100MHz;
TD-SCDMA:1900/2100MHz;GSM:850/900/1800/1900MHz

數據傳輸/ ◥
網絡連接制式

LTE Cat 6：300 Mbps /50 Mbps
DC-HSPA+ 42Mbps / HSUPA 5.76Mbps /
3G / EDGE / GPRS

LTE Cat 6（DL）300Mbps, LTE（UL）50Mbps;
HSDPA 42Mbps, HSUPA 5.76Mbps、藍牙
4.2、Wi-Fi IEEE 802.11 a/b/g/n/ac MIMO

Wi-Fi 802.11a/b/g/n/、藍牙4.1、NFC
LTE Cat 4（DL）150Mbps, LTE（UL）50Mbps ;
HSDPA 42Mbps, HSUPA 5.76Mbps

LTE Cat 4(DL)150Mbps, LTE(UL)50Mbps;
HSDPA 42Mbps, HSUPA 5.76Mbps、
藍牙4.1、Wi-Fi 802.11 a/b/g/n

紅外線搖控、藍牙4.2、LTE-FDD: DL: 150Mbps/
UL: 50Mbps; LTE-TDD: DL: 150Mbps/
UL50Mbps; HSDPA: 42Mbps; HSUPA: 11Mbps

N/A

11小時（2G）、15.6小時（3G）/530小時（2G）、
540小時（3G）、530小時（LTE）

13.2 小時（2G）/11.8 小時（3G）、
558 小時（2G）/708 小時（3G）/671 小時（LTE）

11.3小時（2G）、10.1小時（3G）/
466小時（2G）、466小時（3G）、572小時（LTE）

備用時間：201小時

153.5×73.9×7.9/169

144×71×8.6/165

164×79×8.4/202

143.6×66.8×7.9/137.3

144.55×69.2×7.25/129

鉑金色、瑪瑙黑色、珊瑚藍色
5.7吋QHD Super AMOLED屏幕
（2,560×1,440）
12,000萬像素（主鏡頭）
、
500萬像素（副鏡頭）

X-BLACK、X-WHITE、X-LIME、X-ROSE

X-Black、X-White、X-Lime

X-WHITE、X-BLACK、X-ROSE

白

5吋全高清TFT（1,920×1,080）

6吋全高清TFT屏幕（1,920×1,080）

5吋高清屏幕（1,280×720）

5.15吋（1,920×1,080）全高清屏幕

2,300萬像素（主鏡頭）
、
1,300萬像素（副鏡頭）

2,150萬像素（主鏡頭）
、
1,600萬像素（副鏡頭）

1,300萬像素（主鏡頭）
、
800萬像素（副鏡頭）

1,600萬像素（主鏡頭）
、
400萬像素（副鏡頭）

內置64GB ROM

64GB（最高支援2TB MicroSDXC）

16GB ROM（支援最高200GB microSD）

16GB（最高支援200GB MicroSD）

32GB

Androidtm 6.0
5.7吋Quad HD（2K）Super AMOLED屏幕、獨特雙邊曲面側屏
幕、嶄新玻璃（Gorilla Glass 5）、64位元四核心（14nm），2.15GH
雙核心+1.6GHz雙核心、Dual Pixel 1,200萬像素後置+500萬像
素前置鏡頭（F1.7大光圈），IP68認證，支援抗水防塵（1.5米水
深可使用30分鐘）、兼容中港4G及3G網絡（全網通）、雙卡雙待

Android™ M

Android™ 6.0

Android™ 6.0

MIUI V7（基於Android™ 6.0）

全新Snapdragon 820處理器達至2X高速效能、0.6s快速啟動連拍攝及
預測追焦、高感光2,300萬像素主相機（ISO12800）及1,300萬像素自拍
相機（ISO6400）、IP68生活防水防塵、闊色域及高亮度屏幕、Qnovo
充電技術可將電池壽命延長兩倍及獨有Stamina智能省電模式、
LDAC無線耳機欣賞Hi-Res高解析度音樂

16MP光學防震超廣角自拍相機連手勢快門功
能、全球最窄機身6" 屏幕智能手機，配備極
近無邊框2.5D弧型玻璃、21.5MP主相機配備
HDR（背光控制）影片拍攝、主相機及自拍相機
均配備夜景肖像慢速同步閃光燈

一體化機身極近無邊框設計、1,300萬像
素極速對焦主相機及800萬像素自拍88°
廣角相機、高速64-bit八核心處理器、
特長電池續航力

高通驍龍820處理器、4軸防震相機、
指紋解鎖、NFC功能、3D玻璃機身

Galaxy Note7
中國

原產地 ◥

通話/ ◥
備用時間
尺寸(mm)/ ◥
重量(g)
顏色 ◥
屏幕 ◥
相機像素 ◥
內置/擴充記憶 ◥
作業系統 ◥

特點 ◥

Mi5

配套 ◥

手機（連嵌入式電池）、Headset + Ear Rubber x1、旅行充電器、電腦數據線、
快速入門指南（英文及繁中）、保用證明書、USB配接器、單張-USB配接器、
Ejection Pin、Stylus Pen、S Pen Accessory、Micro USB Connector

手機（連嵌入式電池）、UCH10快速充電
器、MH410c立體聲耳機、USB線

手機（連嵌入式電池）、UCH20快速充電
器、MH410c立體聲耳機、USB線

手機（連嵌入式電池）、UCH20快速充電
器、MH410c立體聲耳機、USB線

手機、USB Type-C數據線、英規充電
器、印刷品（內含說明書）
、SIM卡針

售價 ◥

HK$6,198

HK$5,598

HK$2,998

HK$2,298

HK$2,399

2888 2123
或親臨

專門店

Asus

（地址請參閱P.077）

如欲了解更多手機相關資訊，
請登入以下網址

http://hkcsl.com
※

產品圖片及價格只供參考，部分手機提供上台
服務計劃，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中國

TDD-LTE: Band38(2600), Band39(1900), Band40(2300), Band41(2500): FDD-LTE: Band1(2100),
Band3(1800), Band5(850), Band7(2600), Band8(900), Band9(1800), Band18(850), Band19(850),
Band20(800), Band26(850), Band28(700): WCDMA: 2100(Band I), 1900(Band II), 850(Band V),
800(Band VI), 900(Band VIII), 800(Band XIX) MHz: GSM/GPRS/EDGE: 850, 900, 1800, 1900 MHz

TDD-LTE: Band38(2600), Band39(1900), Band40(2300), Band41(2500); FDD-LTE: Band1(2100), Band2(1900), Band3(1800),
Band5(850), Band7(2600), Band8(900), Band18(850), Band19(850), Band26(850), Band28(700); WCDMA: 2100(Band I),
1900(Band I ), 850(Band V), 800(Band VI), 800(Band XIX), 900(Band VII ), MHz; GSM/GPRS/EDGE: 850, 900, 1800, 1900 MHz

FDD-LTE: B1/2/3/4/5/7/8/12/17/20/25/26;
TDD-LTE: B38/39/40/41; WCDMA: B1/2/4/5/8;
T D - S C D MA: B34/39; G SM: B2/3/5/8

IEEE 802.11a/b/g/n/ac、藍牙4.2
LTE Cat 6（DL）300Mbps, LTE（UL）50Mbps;HSDPA
42Mbps,HSUPA 5.76Mbps

IEEE 802.11a/b/g/n/ac、藍牙4.2
LTE Cat 6（DL）300Mbps, LTE（UL）50Mbps;HSDPA
42Mbps,HSUPA 5.76Mbps

2.4G/5G雙頻WLAN 802.11a/b/g/n/ac、藍牙4.1
LTE：DL：150Mbps/UL：50Mbps、HSPA+DL：
42Mbps/UL：11Mbps

46小時（2G）
/34小時（3G）
/38小時（4G）
408小時（2G）
/408小時（3G）
/379小時（LTE）

37.8 小時（2G）
/19.5小時（3G）
/22.9小時（4G）
391 小時（2G）
/350小時（3G）
/346小時（LTE）

NA

186.4×93.9×6.9/234

152.59×77.38×7.69/155

156.8×77.6×7.99/185

顏色 ◥

銀、灰、玫瑰金

藍寶黑、炫白、閃耀金

灰

屏幕 ◥

6.8吋全高清屏幕

5.5吋全高清屏幕

5.7吋2K（1,440×2,560）超視網膜屏幕

2,300萬像素（主鏡頭）
、
800萬像素（副鏡頭）

1,600萬像素（主鏡頭）
、
800萬像素（副鏡頭）

2,100萬像素（主鏡頭）
、
800萬像素（副鏡頭）

64GB（最高支援200GB microSD ）

64GB（最高支援200GB microSD ）

64GB ROM

Android™ 6.01（Marshmallow）

Android™ 6.01（Marshmallow）

EUI5.8（基於AndroidTM 6.0）

特點 ◥

6.8吋極薄邊框、首創Tru2Life+技術內建4K電視等級晶片、
雙五磁鐵喇叭搭配NXP Smart AMP優化技術，音量提升2.4
倍、支援DTS Headphone : X技術，重現7.1聲道臨場環繞
音效、2,300萬像素後置及800萬像素前置PixelMaster 3.0鏡
頭，配備光學及電子防手震技術、配備4,600mAh高容量電池

前後2.5D康寧強化玻璃、1,600萬像素
後置及800萬像素前置PixelMaster 3.0鏡
頭，配備光學及電子防手震技術、新五
磁鐵喇叭，High Res音質、0.03秒TriTech
三混對焦鏡頭、指紋辨識，安全升級

金屬一體化機身、4核64位2.15GHz處理器、內置6GB RAM+64GB
ROM、2,100萬像素攝像鏡+相位對焦、超聲波指紋識別、Quick Charge
3.0連Quick Charge 3.0快充火牛、eUI內置樂視視頻應用、直播桌面
及樂見桌面，提供大量視頻內容。（送3個月樂視超級影視服務及1個
月樂視超級體育組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LeMall.com。

配套 ◥

手機（連嵌入式電池）
、充電器、耳機、
Type-C USB線、用戶指南、保養卡

手機（連嵌入式電池）、10W充電器、
耳機、Type-C USB線、用戶指南、
保養卡

手機、QC 3.0充電器、保護套、USB
Type-A to Type-C傳輸線、Type-C to
3.5mm傳換器、SIM卡針、快速入門指南

售價 ◥

HK$4,699

HK$2,799

HK$3,599

制式 ◥
數據傳輸/ ◥
網絡連接制式
通話/ ◥
備用時間
尺寸(mm)/ ◥
重量(g)

作業系統 ◥

流動裝置及手機平台，詳情請向店員查詢。資料轉移成功與否視乎進行服務之裝置型號。
進行資料轉移時有可能只有部分資料及/或內容能成功轉移，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並不保
證可將所有資料及/或內容轉移。 ^ 全新手機消毒服務只適用於指定csl專門店提供。
我們有權隨時終止或更改優惠、服務計劃及有關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
議，我們保留最終決定權。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銷售員查詢。

Le Max2

中國

原產地 ◥

內置/擴充記憶 ◥

資料轉移服務只於指定csl專門店提供予指定csl流動通訊服務客戶，並只適用於指定型號

LeEco

Zenfone 3（ZE552KL）

相機像素 ◥

▽

Asus

Zenfone 3 Ultra

中國

周先生參
加〈csl精靈訓練
團〉，在彩禧路公
園已經捉到小火
馬，非常有滿
足感。

全城大熱，捉精靈熱潮勢不可擋！
Pokemon GO

及旺角，然後駛往捉

精靈熱點摩士公園停

留，隨後巴士再經太子

沿彌敦道返回尖沙咀。

今次精靈團全程氣氛高漲

又開心，團友在開蓬巴士上

可盡享大會提供小食、飲品以及

在巴士上與團友大
Showgirl

使用流動充電器補充電力。當巴士駛經
鬧市之時，更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旅途上更有

客戶經過該站，均可獲免費飲品補給消
csl

個捉精靈熱點後，不少團友都捕獲許多稀有心水精靈！大會更早已在公園
內預備「捉精靈補給站」，任何

亦在公園與訓練員們開心拍照，人人玩得盡興。另外，
暑。一班
Showgirl
客戶本身已有無限數據暢玩 Pokemon GO
，當日其他團友亦可使
不單止 csl

提供的免費 Wi-Fi
服務，全力捉精靈也無後顧之憂。兩天〈 csl×KMB
用 csl
精靈訓練團〉也在各訓練員的笑聲中完滿結束。

之後再特別舉辦四場〈 csl
精靈訓練團〉
，
csl
讓客戶乘坐由冠忠巴士提供的精靈訓練員搜索專車，到達較偏遠的彩禧路
公園及佐敦谷公園捉精靈，團友滿載而歸，四場活動也順利完成。

由於客戶們反應非常熱烈，因此

與
csl

於上月特別合辦兩場〈 csl×KMB
精靈訓練團〉
，分
KMB
別於 月 日晚上及 日下午舉行，活動中安排了

13

因反應熱烈， csl
特別加開〈 csl
精 靈 訓 練 團 〉， 即 使 在 旅 途 中
參加者都有所捕獲。

在摩士公園亦特設補給站，
csl
並在活動期間大放櫻花。

客戶及部分公眾人士齊齊捉精
雙層開蓬巴士接載 csl
靈。路線方面由尖沙咀出發，沿彌敦道途經油麻地

11

專車，在沿途大放櫻
在開蓬巴士駛經彌敦道等街道前，大會已預先派出 csl
花，吸引更多精靈現身，訓練員團友們都指收穫甚豐。而抵達摩士公園這

玩小遊戲和派禮物，好不熱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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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嘉華指出壓力得不到適
當的紓緩會對身體有很多
壞的影響。

彭嘉華即場指導參加者做一
些簡單的動作鬆弛肌肉。

及首席助教 Un Sir
以
Antonia
不同的名字為例子糾正讀音
的問題。

準備了 VR CardBoard
贈
csl
送給每位參加者即場使用。

影片，內容圍繞不同的
360

csl銅鑼灣及旺角旗艦店特設「虛擬實境館」，用家到場可隨意試玩至潮至強
VR裝置HTC Vive，立即到「虛擬實境館」感受VR超逼真體驗吧！
Facebook專頁，緊貼最新精彩活動消息！
及 Smart 爸媽
即Like csl

csl × MOOV
在香港這個繁華都市、彈丸之地生活，不少人因為
上月便舉辦了一個
csl

壓力的問題引致失眠，繼而引發其他身體毛病。其
實利用音樂可以幫助紓緩壓力，而

都市人放鬆減壓工作坊〉，請來了音樂治療師彭嘉華主講，引
〈 csl×MOOV
導參加者透過音樂減壓。

彭嘉華現為彭氏音樂治療中心總監，也是香港第一代註冊音樂治療師之

一，他在工作坊中先解釋壓力是甚麼？怎樣對健康構成影響？以及減壓

的原則，然後介紹三種方式配合音樂去幫助放鬆精神壓力，包括漸進式

）
、自我提示法（ Autogenic
肌肉鬆弛法（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以及意象聯想法（ Guided Imagery
）
。三種方式彭嘉華都有向現場
Training
參加者一同示範練習，並伴隨音樂及聲音導航。此外彭嘉華亦教導了現場

參加的朋友如何選擇音樂提升睡眠質素，當中主要的歌曲都可以在 MOOV
的〈音樂自療〉系列中找到，大家都認為值得每晚在睡眠前先聽一聽這些音
樂，可有效紓緩神經緊張幫助入眠。

多元化工作坊包羅萬有，切合不同客戶需要。適逢八月中旬學生們仍
csl
亦特別與現代教育合辦一場工作坊，邀請人氣星級英語導
在 放 暑 假 ， csl

已拍攝及準備好多段
Antonia

親身主講，利用各式至新至潮 VR360
裝置和別開生面的教學方
師 Antonia
式，為一班同學及家長教授各種生活英語。
在工作坊舉行前，

，免費贈送給各參加者即場觀
生活趣聞； 亦特別準備了
csl
VR
Cardboard
，同學和家長們彷彿置身虛擬實
看影片。利用智能手機和 VR Cardboard

更從中抽出一系列英文名詞及句
境世界， Antonia
子，介紹正確讀音和背後不同的故事及意思，

鼓勵大家從日常生活細節中學習英語。各參

教學有一番新體會，
VR360
覺得非常生動、有趣又實用，學習就更加
加者都對嶄新

事半功倍啦！

Samsung Galaxy Note7大熱登場，想報名參加Samsung Galaxy Note7手機應用教室，就要立即到
www.hkcsl.com或到Google Play及Apple App Store下載「我的手機教室」App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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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Smart免費智能手機應用教室 9月時間表
Smart爸媽教室

Smart興趣班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研習班

初班教玩WhatsApp、Wechat與家人溝通；中班教交替使用流動數據及Wi-Fi
上網節省數據用量，還有高班教用Facebook、Dropbox及NFC豐富生活。

介紹一系列旅遊、多媒體、玩樂、攝影
及商務相關的智能手機功能及Apps。

講解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智能手機之
操作方法、網絡連線設定及如何與電腦同步。

星期日

9

星期一

星期二

15:00-16:00
小米手機應用教室（銅鑼灣）
19:00-20:00
VR - 虛擬實境（銅鑼灣）

月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中班（旺角）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旺角）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 iOS初班（旺角）
14:30-15:3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初班（尖沙咀）
15:30-16:30
Smart地圖王（旺角）
16:30-17:3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高班（尖沙咀）

04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銅鑼灣）
14:30-15:30
Sony Xperia系列研習班（荔枝角）
15:00-16:00
Smart旅遊tips兼漫遊慳錢秘技（銅鑼灣）
16:30-17:30
Smart多媒體（荔枝角）

05

12
12:00-13:00
Samsung GALAXY系列研習班（銅鑼灣）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初班（銅鑼灣）

18
14:30-15:3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荔枝角）
15:00-16:00
Smart爸媽學堂 iOS新手入門班（銅鑼灣）
16:30-17:30
小米手機應用教室（荔枝角）

15:00-16: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中班（銅鑼灣）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 iOS高班（銅鑼灣）

19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 iOS高班（旺角）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初班（旺角）

25

15:30-16:30
小米手機應用教室（旺角）
19:00-20:00
淘寶網購物秘技工作坊（旺角）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高班（銅鑼灣）
14:00-15: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中班（元朗）
17:00-18: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新手入門班
（元朗）

26

15:30-16:3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旺角）
19:00-20:00
Smart 地圖王（旺角）

27

16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 iOS中班（銅鑼灣）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銅鑼灣）

22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 iOS初班（銅鑼灣）

28

10
15:00-16: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 初班（銅鑼灣）
17:00-18:00
Samsung Galaxy S7 / S7 Edge應用教室
（銅鑼灣）

15

21

12:00-13:00
隨.意.拍（旺角）
15:30-16:3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初班（旺角）

09

15:00-16:00
Huawei P9/ P9 Plus應用教室（銅鑼灣）
19:00-20:00
Smart商務及市場資訊管理（銅鑼灣）

15:30-16:30
Smart爸媽學堂 - iOS初班（旺角）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中班（旺角）

20

星期六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iOS新手入門班（銅鑼灣）
14:00-15:0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太古城）
17:00-18: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初班（太古城）
19:00-20:00
Samsung Galaxy Note5應用教室
（銅鑼灣）

08

14
15:00-16:00
Smart 地圖王（銅鑼灣）
19:00-20:00
隨.意.拍（銅鑼灣）

星期五

15:30-16:30
Samsung GALAXY系列研習班（旺角）

07

13
14:00-15:0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元朗）
15:30-16:30
Smart爸媽學堂 - iOS新手入門班（旺角）
17:00-18: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初班（元朗）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高班（旺角）

星期四

15:00-16:00
Smart爸媽學堂 - Android初班（銅鑼灣）
19:00-20:00
Smart爸媽學堂 - iOS初班（銅鑼灣）

06

15:30-16:30
Smart爸媽學堂 - iOS中班（旺角）
19:00-20:00
LG G5（旺角）

11
12:00-13:00
Smart爸媽學堂 Android新手入門班（旺角）
14:30-15:30
Android系統研習班 其他手機/平板電腦篇（尖沙咀）
15:00-16:00
VR - 虛擬實境（旺角）
16:30-17:30
Smart商務及市場資訊管理（尖沙咀）

星期三

17
15:30-16:30
淘寶網購物秘技工作坊（旺角）

23

24

15:30-16:30
隨.意.拍（旺角）

29

30

銅鑼灣

九龍

旺角

銅鑼灣怡和街
22-24號2樓

新界

港島

上課地點

立即致電熱線2888 2393（後按1>3）、到www.hkcsl.com或到Google Play及Apple App Store下載「我的手機教室」App
登記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註：熱線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早上9時到下午6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屯門

屯門V city MTR層
M-10號舖

旺角西洋菜南街2J-2Q
新江大樓地下8號舖及一樓

觀塘

上水
上水智昌路3號上水中心
商場第二層 2023-2024舖

觀塘牛頭角道357-375號
仁安大廈地下I號舖

元朗

元朗教育路1號千色廣場
地下10-11號舖

尖沙咀

尖沙咀中間道10號
國際電信大廈3樓

將軍澳

將軍澳唐俊街9號Popcorn
二期一樓F73號舖

樂富

聯合道198號樂富廣場
3樓3128號舖

荃灣

荃灣眾安街37號
荃運樓地下及閣樓

荔枝角

荔枝角月輪街2號
荔枝角機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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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維修中心及查詢電話
（僅適用於智能手機產品）

www.mi.com/hk

www.htc.com

www.sonymobile.com.hk

www.apple.com/hk

小米香港授權專屬服務中心

HTC推出全新「全國保修」服務，
凡於香港及澳門指定特約經銷商購
買指定的HTC原廠手機型號*，可以
在中國享有一年保修服務，HTC於
中國的維修中心遍佈全國。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香港HTC客戶
服務熱線或透過網絡即時交談查詢。

Sony XperiaTM 客戶服務中心

門市

地址：新界沙田鄉事會路138號新城市中央廣場2座17樓1713室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11:00至晚上8: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小米維修服務收集站（請參閱旺角收集站服務範圍）
地址：九龍旺角山東街47-51號星際城市1樓119室
旺角收集站服務範圍：
•代 客戶收集維修產品託運到沙田，商品附件更換，零級維修
（軟件升級）
•不包括檢測換機，一級及二級維修
託運安排如下：
•以沙田工作日加一個工作天到沙田領取
•如果需要返回旺角領取則加上兩個沙田工作日
•沙田工作日是星期一至六不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例子一：星期六到旺角託運可以於星期一到沙田或星期二到旺角
•例子二：星期日到旺角託運可以於星期二到沙田或星期三到旺角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10:00至晚上7:30

小米香港電話客服

電話：
（852）3001 1888
服務時間：上午9:00至晚上6:00

* H TC全國保修服務之原廠手機型號
包括Sensation XE、Sensation XL、
One X、V、S、XL、Desire C及2012
年9月13日以後所推出的手機型號。

維修中心

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55號
九龍行1903室
電話：3077 5588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12:00至晚上8:00
星期六：下午12:00至下午4: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九龍旺角西洋菜街2A-2H號銀城廣場20樓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11:00至晚上8: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Sony XperiaTM 產品收集站

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105號大新人壽大廈地下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11:00至晚上8: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Sony XperiaTM 熱線中心
及線上即時聊天室

網址：
http://support.sonymobile.com/global-zh/chat/?c=44835
熱線電話： 8203 8863
電郵地址： questions.hk@support.sonymobile.com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9:00至晚上8: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
電話：3979 31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四、日：上午10:00至晚上10:00
		
星期五、六：上午10:00至晚上11:00
地址：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電話：3972 15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日：上午10:00至晚上9:00
地址：九龍九龍塘達之路80號又一城
電話：3979 36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日：上午10:00至晚上9:00
地址：九龍尖沙咀廣東道100號
電話：3979 88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10:00至晚上10:00
地址：新界沙田正街18號新城市廣場
電話：3899 78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10:00至晚上10:00
註：如手機不能開機或開機畫面停頓，Apple門市不提供維修，
客戶需前往其他授權維修中心
最新維修資料請瀏覽：https://locate.apple.com/hk/zh

有關Sony Xperia™ Care 最新消息，請瀏覽網頁：
http://servicenetwork.sonymobile.com/hk

www.samsung.com

www.lg.com/hk

www.microsoft.com/mobile/support

hk.asus.com

hk.blackberry.com

維修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

維修中心

維修中心

地址：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
朗豪坊辦公大樓40樓
09至12及15室
電話：3698 4698
地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89號
銅鑼灣廣場1期15樓1502室
電話：3698 4698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11:00至晚上8:00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580號A-F
周大福中心9樓901-904室
電話：3543 7777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11:00至晚上8: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12:00至下午4:00

地址： 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地下G4
地址： 長沙灣醫局街555號怡高工業中心1樓1-5室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11:00至晚上8:30
星期六：上午11:00至晚上7: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屯門建榮街25號百利中心9樓10室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11:00至晚上8:00
星期六：上午11:00至晚上7: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2136 633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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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7樓A室
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78號-188號
華懋莊士敦廣場16樓02室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26號威登中心
9樓901室
電話：3582 477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10:00至晚上7: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香港中環52-54號威靈頓街地下
電話：2918 101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9:00至晚上9: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10:30至晚上8:00
地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28號亞太中心10-11
號地下及9-11號一樓
電話：2910 101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9:30至晚上9: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10:30至晚上8:00
註：以上維修中心地址只適用於1O1O/csl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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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ilentcircle.com

www.meizu.com.hk

hk.sugarphone.com

www.Lemall.com

www.huaweidevice.com.hk

www.lenovo.com/hk

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81號4樓
電話：3183 0136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下午1:00；
下午2:00至下午5:30
星期六：
上午9:00至下午12:45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0號
荷李活商業中心
19樓02室
電話：2388 0006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及公眾假期：
上午10:00至晚上8:00
星期日休息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580G
彌敦中心10樓1002室
電話：2811 133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30 至 晚上7:30
星期六: 下午12:00 至 下午5: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57號
南洋廣場701室
電話：3956 6666（24小時）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晚上7:00
星期六：中午12:00至下午4: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580G號
彌敦中心10樓1001室
電話： 3791 2856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30至晚上7:30
星期六：下午12:00至下午5: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天機」* 診斷服務 為您檢測手機功能
csl的「天機」診斷服務 +可免費為客戶搜尋及清除潛藏手機App內的病毒及惡意程式、測試手機螢幕、揚聲器及振動，並提供
診斷報告+。另外天機可為你將舊手機內的資料以點對點形式高速直接轉移到新機*，而且過程絕不留下資料記錄，安心方便。
即到csl專門店親身體驗！
*手機診斷服務及資料轉移服務只於指定csl專門店提供予指定csl流動通訊服務客戶，並只適用於指定型號流動裝置及手機平台，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

手機診斷服務由Cellbrite Limited提供。

地址：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2A-2H號銀城廣場
12樓1205-1206室
電話：8118 08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11:00至晚上8: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