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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隨時隨地接收最新電子3C商品介紹？最新最夯的遊戲軟體？最熱門的動漫卡通？《光華採

購誌》即日起正式上線，無論是搭公車或是坐捷運，都可以持續接觸3C新產品，《光華採購

誌》數位版在以下數位平台上刊載，喜歡3C的消費者千萬不容錯過！

華藝中文電子書平台

《光華採購誌》每月五日出刊，在光華數位新天地

一樓服務台皆可索取實體刊物，索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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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光華商場採購誌滿100期了，剛好也是

商場的9歲生日，真的是相當值得慶祝的一個月

份！平面雜誌媒體的生存空間早已被網路媒體

擠壓而難以獲利，但是我們依然秉持著服務與

回饋的心，每期來繼續為大家呈現最完美豐富

的內容，希望大家都能收穫滿滿！其實賣場經

營也和平面雜誌困境相當，網路購物的便利性

與價格的公開性都是其優點，但是產品的諮詢

與售後服務這塊，就遠不如實體通路門市了。

光華商場一直是3C界的指標商場，老朋友

來這裡一定會勾起許許多多的記憶，而新朋友

則是可以感受到相當多元的光華數位新天地氣

息。而今光華數位新天地已9歲了，為了慶祝光

華數位新天地營運9周年，我們一樣用心企劃了

許多促銷活動！每個活動都很簡單，例如滿額

送與滿額抽，就是要讓大家買個開心，活動玩

得更開心！除了9周年慶活動外，還有「光華88 

好禮發發」活動，不過活動只到8月8日止，大

家動作要快啊！

光華商場發展協會理事長

李秀雲

採購誌歡慶100期
光華數位新天地9周年囉！

發行人的話

今年上半年光華數位新天地與資策會合作舉

辦光華娘3D列印比賽，藉此機會推廣光華娘；

而且近期外牆裝修也告一段落，光華商場將有

全新的面容來迎接大家，接下來光華數位新天

地還有許多規劃正在逐步建設中，就請大家拭

目以待！面對近年電子商務的影響，我們會把

商場打造的更有人情味、更溫暖，讓消費者每

次來此消費時都有溫度！

「光華88 好禮發發」與光華數位新天地九周年

慶的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www.gh3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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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Q
PD3200U
靈感會成真

產
品
專
欄

圖、文｜簡禎佑

產品規格

螢幕尺寸 32吋

解析度 3840×2160 at 60Hz

面板種類  IPS

真實反應時間 (Tr+Tf ) 4ms(G2G)

顯示顏色數  1.07 Billion

色域支援  00% sRGB

面板色階位元  10bits 

USB插槽  3.0x4

高畫質數位影音端子(HDMI) HDMI 2.0×1

DP 端子  DP 1.2×1

Ethernet LAN  DP 1.2×1

音源輸入埠  Yes

BenQ旗下方針設計專精領域方

面多年，這些年推出的顯示器，也

受到不同領域的翹楚讚許及推薦。

顯示器逐漸走向專業化運用在不

同的領域上，如BenQ旗下 SW/PD

系列，對於色彩與細節的攝影、工

業設計領域是BenQ主要的使用族

群。其PD3200U 4K專業顯示器符合

Rec. 709色域的專業色彩管理顯示

器，支援100% sRGB擁有精確的色

彩gamut，與豐富的10bit，亦內建

KVM切換與畫面自動旋轉功能。支

援CAD/CAM、動畫製作、影像編

輯、3D圖形精密色彩演繹，提供原畫面三倍以上

的電腦桌面空間來幫助你提高工作效率，且榮獲

國際大廠Solid-work專業認證！

BenQ針對32吋顯示器市場推出了PD3200U新機種，

著眼於專業設計需求，而配備了4K解析度的IPS面板。

與先前的平價機種相較，PD3200U將顯示更新率提升至

60fps，使用者能夠持久進行設計相關工作。相對地，

PD3200U的顯示介面也從HDMI 1.4提升至HDMI 2.0，以因應

4K解析度下高更新率之頻寬需求。

低調內斂的外型，功能應有盡有

BenQ PD3200U承襲專業顯示器系列外觀，支撐架的設計

完美體現PD3200U的低調、內斂感；輸入埠共有四組：HDMI 

2.0×2、DisplayPort 1.2×2。且另一個亮點為內建KVM功能，可

以讓兩台電腦同時共用顯示器與鍵盤滑鼠，透過PD3200U來進行

8 ｜光華商場採購誌｜20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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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及鍵盤滑鼠的切換。顯示器下方備有兩組

USB 3.0可以分別連接到電腦，如此電腦將可以透過

PD3200U來連接其他USB裝置。在顯示器的右側，

提供四組USB 3.0連接埠，可連結鍵盤、滑鼠或其他

USB裝置，並透過KVM功能進行切換。此外，顯示器

右側還設有DSXC讀卡機，可直接讀取SD卡內檔案。

PD3200U有著低調的外型，而內在的功能更是這

些專業人士愛不釋手的地方。PD3200U顯示器採用

4K（3840×2160）超高解析度顯示面板，能夠將細

節凸顯得恰到好處。這是針對專業人士建立或編輯

2D或是3D CGI所量身打造，專門使用於視覺特效、

合成和色彩比對或編輯更高解析度的相片與各種影

像。且面板符合Rec.709色域，同時還有10bit顯示技

術，能在不同色階領域呈現精準鮮明的色彩。

強悍完整的功能，貼心的恰到好處

然而功能面PD3200U針對各領域專業人士設計出

三種Mode（sRGB Mode、Animation Mode、CAD/

CAM Mode），這三種Mode提供使用者當下切換的

不同選擇。其CAD/CAM Mode為目前機構設計領域

專業人士所用，當模式開啟後可針對3D線條進行優

化，說明產品設計、磨具設計、藝術設計與浮雕加

工等應用領域相當方便。

此外，讓筆者認為是PD3200U最棒的重頭戲就是

雙色彩模式，可讓設計師分別於兩個圖像模式下進

行設計與預覽。可顯示圖片模式中所選設定的預覽

畫面。 顯示器會分成兩個視窗，左側視窗顯示所

Product Report
Product Report
Product Report
Product Report

選圖片模式的影像，右側視窗顯示特定模式下的影

像。讓設計師進行圖像對比、討論與調整，都相當

的方便。

低調內斂的質感，表現絕對出色！

針對專業領域人士多樣化的選擇，且一機多用，

跨足多項領域。4K超高解析面板加上32寸大顯示

器，100%sRGB標準色彩顯示、10bit面板、低藍光不

閃屏技術等等，不論在影音、辦公、娛樂等方面都

有不錯的表現，然而獨立OSD控制器可一鍵切換顯

示模式相當方便。對於設計師來說是個好夥伴，再

搭配支架多角度旋轉功能，絕對能夠找到舒適的工

作、娛樂角度。你是設計師，還找不到適合工作的

電腦顯示器嗎？BenQ PD3200U低調內斂的質感，會

讓你有出色的表現唷！

2017. 8｜光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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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尺寸 140×80×28mm

重量 275g

擴大器 2×15瓦D級擴大器低音/高音

驅動單體 1×3/4"高音單體 / 

 1 x 2"全音域單體

頻率範圍 68 Hz - 21000 Hz

電池 最長可播放10小時

無線連接 藍牙4.2

B&O 
Beoplay P2
攜帶性超高的藍牙音響

圖、文｜簡禎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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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play是B&O旗下的時尚便攜

音頻品牌，近年來在藍牙耳機、降

噪耳機、藍牙音響等產品推出腳步

極快，基本上已經攻占國內輕奢定位

人群。這次帶來全新攜帶式藍牙喇叭

Beoplay P2，主打手掌大小超簡約防水機

身，及輕觸直覺操控。

IP54 防水防塵是出外好物

B e o p l a y  P 2機身尺寸為

140×80×28mm，而重量僅

275g，在手中的感覺該喇叭能夠

平衡到質感與重量，而機身大小

亦可容納於手掌之中，的確做到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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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攜帶之目的。另外，Beoplay P2依然是由設計師

Cecilie Manz負責設計，機身為鵝卵石形設計，合共

提供黑、藍及沙石3種顏色選擇，機面以經過玻璃

噴砂加工的鋁材製成，以增加圓滑簡約感，而機身

則為可塑聚合物，兩者之間的曲線弧度經過廠方精

心微調，從而令空隙減至最低之餘，邊位亦不會有

「 手」問題，雖然只是入門級產品，但造工依然

一絲不苟。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內涵本質

Beoplay P2的造型流暢且迷人，集合了強大的音樂

效果，成為如影隨形的音樂伴侶。 P2雖小隻，但配

置完全不含糊，配有一顆2吋的全頻單體，一顆跟

A1相同的尼龍高頻單體。聲學效果上借鑑了A1，同

時高性能的數位訊號處理，採用高頻濾波器和先進

的數字控制，讓Beoplay P2有出色的效果。搭載了兩

個15WRMDD類級揚聲器來驅動，峰值功率大於2X50

瓦特，以確保能擁有美妙的音頻效果。採用最新的

藍牙4.2標準，則大大降低了連接過程中的失真和延

遲，同時功耗也能得到保證。

Product Report
Product Report

簡約的外觀，品味時尚

皮質手提繩提升了P2的攜帶性，而絲印在繩扣上

的B&O logo，則大大提升了整體品質感。底部幾乎

由防滑橡膠組成，按鍵隱藏在B&O logo區域，單擊

為開機，開機狀態下長按2秒則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開機狀態下單擊則為關機，非常簡潔的操作。而側

面只有通訊Mic以及Type-C充電接口，除此外整機沒

有其它接口了，省去了使用頻率不高的AUX接口。

而充電2小時，暢聽10小時的續航也顯得相當貼心。

整體音頻享受成份很不錯！且在低頻有不錯的表

現，高頻就顯得普通許多。這時候選首較EDM風格

的歌曲，相信我一定能震撼你所在的空間，那種彷

彿鼓鳴的震撼感，震撼到你心裡。再來撇開高低頻

來看P2，攜帶性非常的強，適合所有地方。如果正

好在尋找這類型的需求，Beoplay P2會是一個不錯的

選擇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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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Link
AC1350
經濟實惠
享受高速傳輸的快感！

產
品
專
欄

圖、文｜簡禎佑

產品規格

連接介面 4×10/100Mbps LAN連接埠

1×10/100MbpsWAN連接埠

按鈕 WPS/Reset按鈕

天線 3×2.4GHz天線 / 2×5GHz天線

外接電源供應器 12VDC/1A

尺寸大小 230×144×37mm（長×寬×高）

無線網路標準 IEEE 802.11ac/n/a 5GHz /

IEEE 802.11b/g/n 2.4GHz

無線網路速度 450Mbps（2.4GHz） /

867Mbps（5GHz）

無線網路頻率 2.4~2.5GHz / 5.15~5.25GHz

TP-Link推出新款802.11ac 雙頻

路由器—Archer C60，支援2.4GHz

+5GHz同步無線輸出，還有5隻獨立

天線，可以將接收範圍大幅提升。

加上Qualcomm 750MHz處理器，能增

加處理多類型工作的效能，減少頻寬

的瓶頸，可以加強無線及插線連接的穩

定性，可以應付大部份的工作類型。且

Archer C60的5支天線，加強了5GHz的信號

源，覆蓋面積更廣，且5支天線互相分隔擺

放，減少2.4與5GHz頻道之間的互相干擾。

快快速速，，同同步步雙雙頻頻WWii--FFii

Archer C60可以提供同步雙頻的Wi-Fi連

線。2.4GHz頻段：3倍；3×3 MIMO創造快

12 ｜光華商場採購誌｜20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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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穩定的450Mbps高速Wi-Fi，適合每日常見的使

用，例如：發送電子郵件、瀏覽網頁或者是聽音樂

等。5GHz頻段：提供最高867Mbps Wi-Fi速度，讓您

可以非常順暢的觀看高畫質串流影片、玩線上遊戲

以及視訊聊天。且還具有 WDS無線橋接功能，可實

現兩台或多台無線路由器之間進行無線橋接，擴展

無線覆蓋範圍，滿足遠距離、多樓層或宿舍等無線

覆蓋需求。

強強力力支支援援更更像像機機制制

且且WWii--FFii訊訊號號可可單單獨獨關關閉閉或或開開啟啟

Archer C60支援WPA / WPA2、WPA-PSK / WPA2-PSK

安全機制，且相容WEP加密。並內置防火牆，支援

IP、MAC、URL過濾，可以自由調整上網的權限與

時間，同時亦有SSID廣播控制、無線MAC Address

Filter，可提升無線安全性。機身配有獨立Wi-Fi開關

按鈕，當不需要Wi-Fi時可以單獨關閉Wi-Fi訊號。

AAPPPP設設定定輕輕鬆鬆、、簡簡單單管管理理

Archer C60有專屬TP-LINK Tether APP，只需30秒就

可以用手機設定完畢，且方便使用者操作介面輕鬆

上手，還有家長管理功能，可以讓兒童有乾淨的上

網環境，健康的成長。



產品規格

高階雙頻 Wi-Fi Radio

•  AC2400路由分享器，最大速度高達2333Mbps

•  3×3 802.11n 2.4GHz，with PHY rate of 600Mbps

•  4×4 802.11ac 5GHz up to 256QAM，

 with PHY rate of 1,733 Mbps、Wave 2 MU-MIMO

•  802.11ac 5GHz在U-NII-2A DFS、U-NII-2C DFS、

 U-NII-1 and U-NII-3 頻道上運行

•  當與網路線（wireline）併聯運作時（例如HPAV2 

MIMO），系統PHY速度可大於3Gbps

•  9個隱藏式強效天線設計

無線路由器在市場上百百種，

同時標榜各式各樣的功能，因此使

用者在挑選時要挑選時都花費許多

時間。本期要來介紹由美商 Ignition 

所打造的「Portal智慧無線

路由器」，強調9支隱藏式天線，可

坪的無線訊號，且提供Portal 

讓使用者更容易設置無線網路

與網際網路。

MU-MIMO和波束成型技術

抑制雜訊網速更穩定

AC 2400傳輸速率2.4GHz與 5GHz

MU-MIMO與波束成型技術，提高抗

Ignition 
Portal
涵蓋範圍超廣
平面近乎無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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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產
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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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欄

無線路

同時標榜各

用者在挑選

時間。本期

Design Labs所

路由器」，強

覆蓋80坪的

APP讓使用

與網際網路

MMMUMU-MIMO

抑抑抑制雜訊網速

Protal擁有AC 240

頻段，且採用MU-MIMO

平面近乎無死角
圖、文｜簡禎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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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訊能力，讓訊號更加穩定和提高傳輸效率，除此

之外採用獨家技術讓5GHz可運行在全頻段，還能會

自動頻道轉換，讓訊號不會受到其他路由器干擾；

I/O部分提供兩組USB2.0，提供便利的資料傳輸功

能；使用者還可透過App設定路由器的細節功能，

任何人都可以快速設定路由器，簡單容易上手。

網路範圍涵蓋達80坪，居家平面近乎無死角

無線連線速率為AC2400，換句話說Portal的無線

Wi-Fi 2.4GHz有著3T3R天線600Mbps連線速率，而

Product Report
Product Report

5GHz則是4T4R天線1730Mbps連線速率，無線覆蓋範

圍可達80坪，更可透過兩台Portal建立Mesh網路讓無

線網路覆蓋範圍達160坪的面積；Portal路由器內置9

根隱藏天線，讓網路訊號強、速度快、覆蓋廣。

鵝卯石造型，整體融入居家環境

Portal外觀像橢圓形的鵝卵石，簡潔極白的外型，

且將機器運作指示燈，設計於PORTAL的O字當中，

讓路由器極簡又好看；而在機器後方，則提供4 

LAN、1 WAN的Gigabit RJ45網路孔，並有著兩組USB 

3.0連接埠，可連接行動硬碟當作網路磁碟使用。

Portal實測方面網路傳輸速度都還不錯，不管是

Wi-Fi或實體線傳輸速度都有

基本水準之上；在軟體上有

APP軟體可做快速初始化，

這部分功能還不錯，也能

透過APP軟體監控路由器狀

況，路由器內部設定操作介

面算是人性化，設定部分也

都算容易理解，不論是任

何人都可以迅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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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對於「時尚科技」這個詞彙並不陌生，無論是科技產品時尚化，抑或

是時尚商品科技化，這都代表了現今的產品不但講求外型設計，更能藉由最新的

科技與技術互相幫襯！科技產品時尚化早已成為產品外型設計的一個重要方向。

雖然時尚這個詞可能很籠統，但以大方向來看就是能夠符合時下所流行的顏色、

外型輪廓材質或是一些必備元素。而無論是你我熟悉的家電產品、各種個人化3C

配件、甚至服裝配飾，都能藉由時尚科技來為商品加分，成就屬於大家個性化的

品位生活！品位生活！

以往多數的廠商對於產品銷售，多半只著

眼於獲利部分，在外型設計上較不願意投入

相對的成本。而有些注重品牌形象/精神的廠

商，則是會以ID（產品外型設計）與UI（使

用者介面）為重點，價格與功能則放在較厚

的順位，藉此與一般講求價格與功能的品牌

劃出差異，吸引所設定要經營的客群。不過

世界各地對於產品的外型設計其實多半有不

同的喜好，如何滿足來自世界各地的消費者

喜愛，自然就考驗了品牌經營者與ID設計師

的功力，以及品牌對於產品的調性堅持。

然而，以「便宜又大碗」的消費者心態挑

選產品的時代已漸漸式微了，現在的消費者相當精明且多元，雖然有些人仍以

「能用就好」的心態挑選產品，但也有人的需求是要滿足視覺與價格的平衡，另

有些人的考量重點則是以產品的功能性為主。加上隨著個人化的注重與網路資訊

的發達，多數人也養成對於時尚品味的認同與喜好，因此類似Apple簡約設計風

格的產品也漸漸多了起來，加上網路集資的平台讓小公司減少生產前的財務壓

力，只要有心即便是小品牌也能設計出出眾的時尚產品，若抓準胃口就能有不錯

的銷售成績！的銷售成績！

科技與品味的結合

當科技產品也能時尚化時，這時如何選擇有品味的產品提升自己的時尚感、居

家或是辦公環境，就成了個人眼光與品味選擇上的差異了！近年來時裝配件也

逐漸結合科技元素，例如LED與3D3D列印技術，讓時裝設計師有了無限的設計可能

性，讓燈光與新材質能夠完美融合，實現他們過去所無法完成的作品！現在就連

甜點師傅也開始使用3D印表機做出模子，翻模做出令人驚豔的時尚甜點囉！

文｜劉士成
圖｜編輯部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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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可能會礙於財力或預算有限，加上資訊沒像現在這麼發達，更沒

有社群網路的影響，所謂的生活品味較不被大家關注，生活用品只要能用

就好，價格與功能會優先考量，外型則是其次。但現在社會風氣變了，光

是家中客廳的家電產品的外型設計，都顯得十分重要（而且大家都喜歡在

社群網路上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

家電產品

首先來聊聊家電產品的科技時尚化；在過去無論是電視機或是音響，不

但形體笨重又占空間，當平面電視的問世後，音響產品也推出SoundBar與平

面電視搭配，讓客廳的電視可以直接掛在牆上像幅畫，若不是很注重「音

響性」的族群最多再加個SoundBar，就能有效提升電視的音質，選擇掛牆或

是擺放在電視櫃上也不占空間，讓電視牆區域得以簡潔乾淨大方，而電視

牆與電視櫃的設計則成為客廳最大的設計風格品味呈現方式。反之，若平

面電視旁邊放兩顆龐大的落地喇叭，有時會覺得在視覺上有點不搭。

而電冰箱、吸塵器廠商的廣告影片，多半著重在於使用產品時的優雅與

其外型設計，功能部分則是放在官網上介紹清楚；此外任何家電產品若能

聯網控制絕對吸引大家的眼光，家電除了要時尚化更要科技化，「傳統」

家電如檯燈、電風扇、冷氣、空氣清淨機..，也早已升級為智慧時尚家電，

產品功能再多，若外觀與價格不憂就可能乏人問津，誰願意美美的家中擺

放個影響觀瞻的物品，而降低個人品味氣息呢？

封

面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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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配件

智慧型手錶與手環的出現，讓科技玩家有了新玩意能去滿足

個人化與智慧化生活的方向；以Apple Watch為例，光是錶帶

的款式就多達數十款，若與錶框的顏色相搭更能變化出上百

款組合，自行創造出專屬自己獨特風格的顏色與材質搭配！

多數的智慧型手錶其錶面都可任意切換，隨時切換成運動、

經典、時尚..等不同風格心情，甚至音效部分也能做到類似三

問錶的獨特魅力，而無須花上大把鈔票就能體驗精品級的手

錶專屬特色。此外，筆者也發現竟然有種「Ring Clock」，透

過不鏽鋼材質的戒指加上LED燈號，以便利的無線充電，除了

外型酷炫更能隨時掌握時間，而且價格不到兩千台幣。

當然，智慧型手機也是能夠彰顯個人時尚品味的科技產品

之一，而且目前「行動支付」當道，拿出信用卡付款已落

伍，但如何拿出智慧型手機付款還能彰顯個人品味魅力，可

能就得在手機保護殼/皮套上多花心思了！

交通工具

在過去交通工具要做到個人品味化，可能就只有檔車、重

機，或像是Vespa這類經典品牌的速可達可以成就出來。而今

無論是腳踏車、電動滑板車，或是Gogoro這類電動機車，都

能夠藉由獨特的外型設計，來讓使用者體驗不同魅力的騎乘

經驗。Gogoro的成功完美演繹了時尚科技交通工具的精神，

從產品的外型設計、UI與騎乘體驗，以及綠能為地球盡一份心

力的使命，而這些都是每個Gogoro車主才能體會的心情。

Apple Watch

Cover Story

Gogoro 2 系列 Smartscooter擁有更多個性化的選擇與配件

Ring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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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時尚科技展巴黎時尚科技展

近年時裝周也積極結合另一股時裝潮流的科技元近年時裝周也積極結合另一股時裝潮流的科技元

素，素，20172017年年66月月2828日至日至77月月22日所舉辦的「巴黎時尚科技日所舉辦的「巴黎時尚科技

展」，「可穿戴時尚科技嘉年華」活動就吸引了不少

時尚人士前來觀展；而巴黎時尚科技展當初成立的宗時尚人士前來觀展；而巴黎時尚科技展當初成立的宗

旨就是在於展示融合時尚和數位技術的時裝作品，讓旨就是在於展示融合時尚和數位技術的時裝作品，讓

設計師盡情發揮與分享時裝結合數位科技的創意！設計師盡情發揮與分享時裝結合數位科技的創意！

除了稍早提到的除了稍早提到的LEDLED與與3D3D印表機技術之外，新的科技印表機技術之外，新的科技

織物與體感技術也是個能夠充分發揮的地方，在服飾織物與體感技術也是個能夠充分發揮的地方，在服飾

這個領域得以藉由時尚科技的新血，來注入不同的元這個領域得以藉由時尚科技的新血，來注入不同的元

素與創意。不過我們想像中的時裝與科技結合發展重素與創意。不過我們想像中的時裝與科技結合發展重

點可能跟設計師們所想的不太一樣，例如據「可穿戴點可能跟設計師們所想的不太一樣，例如據「可穿戴

時尚科技嘉年華」藝術總監時尚科技嘉年華」藝術總監Anne-Sophie BerardAnne-Sophie Berard所提到所提到

的：「時尚科技展的焦點並不在於技術，而是更着重的：「時尚科技展的焦點並不在於技術，而是更着重

於呈現藝術家們的想法，探討在科技的幫助下，時尚於呈現藝術家們的想法，探討在科技的幫助下，時尚

能對社會帶來什麼火花」。或許科技所帶來的可能落能對社會帶來什麼火花」。或許科技所帶來的可能落

在新鮮感或花俏，藝術與實用性可能成為兩個不同的在新鮮感或花俏，藝術與實用性可能成為兩個不同的

發展，不過我們仍然可以期盼更多的科技創新元素，

在時裝這領域持續發展。在時裝這領域持續發展。

而剛剛所提的「可穿戴時尚科技嘉年華」活動中，而剛剛所提的「可穿戴時尚科技嘉年華」活動中，

例如有穿着能奏日本風音樂的和服的人，只要摸摸袖例如有穿着能奏日本風音樂的和服的人，只要摸摸袖

子，就能讓無線連接一個黑盒子的和服發出「三味子，就能讓無線連接一個黑盒子的和服發出「三味

線」的樂音。此外有「眼睛」的披風，在中央部位有線」的樂音。此外有「眼睛」的披風，在中央部位有

一個微型攝影機，因此能偵測其他人的目光，並藉由一個微型攝影機，因此能偵測其他人的目光，並藉由

其其3D3D打印的表面作出反應。而上述的例子都是藉由科打印的表面作出反應。而上述的例子都是藉由科

技來與他人互動的例子，讓時裝也能雙向互動起來！技來與他人互動的例子，讓時裝也能雙向互動起來！

　　每年帶給人類　　每年帶給人類
不一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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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WORLD中國（深圳）國際時尚科技節
中國的深圳可說是目前科技產品供應鏈的重鎮

之一，在西方文化與偶像劇的不斷滲透下，中

國的一、二級城市對於時裝的想法與需求也不

斷升高，部分業界人士深覺時尚產業科技化和

科技產業時尚化的跨界融合趨勢已定，且有龐

大的商機作為後盾，2016年整合導入的200家以

上頂級設計機構，以及1,000家以上的產業鏈企

業和20,000家以上品牌零售店鋪全產業鏈資源，

舉辦了全球首個時尚科技專業活動 中國（深

圳）國際時尚科技節。而2017年更升級為中國

（深圳）國際時尚科技周，立足於國內外時尚

與科技加速融合的趨勢，及深圳市既有產業特

色優勢，希望打造成為全球範圍內第一個以時

尚科技為主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品牌活動。

而這屆的時尚科技周以「進入明日世界」為主

題，著眼於當前時尚科技融合的發展趨勢，秉

承國際化、專業化、市場化、共用化的辦展理

念，展示中國在國內外的時尚科技最新成果，

展現深圳時尚科技發展的最新成就。此外同期

舉辦的2017全球時尚科技高峰論壇，以「跨界、

共享、重塑」為主題，邀請了國內外時尚科技

領域的重量級專家、學者發表精彩觀點並進行

深入互動。

據了解，由來自紐約帕森斯設計學院、清華

大學、中國美術學院等機構的學術界、藝術/

設計界、時尚界、科技界等代表參與評審的

FTWORLD全球時尚科技權力榜已於日前發佈，

該榜單顯示，深圳憑藉雄厚的設計、科技創新

實力，躋身全球時尚科技之都行列。Apple、

Alphabet、微軟、Facebook⋯等更被評為2017年

度時尚科技品牌。

而微軟公司創始人Bill Gates，阿里巴巴集團

董事局主席馬雲，Facebook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以及Apple的CEOTim Cook均被評為年

度時尚科技領軍人物。此外，深圳、北京、上

海、廣州、杭州被評為2017年度中國時尚科技之

都；紐約、米蘭、深圳、東京、上海、倫敦、

洛杉磯、巴黎、北京、新加坡則被評為2017年度

全球時尚科技之都。

可想而知的，在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科技與時尚

跨界激起的火花與流行趨勢出來，畢竟人類是

喜歡新穎事物與多變化的，或許越來越多電影

中才會看見的服飾都有可能進入你我日常的生

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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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

「科技」在各界的巧思包裝與發展下，不再

是那麼冷冰冰的詞彙，而是可以聰明的、時尚

的、幫助人類改善生活的，甚至是可以愛護拯

救地球的！當環保意識抬頭後，大家回過頭來

減少塑膠這類傷害地球環境的材質，再生材質

與能源成為各界努力應用發展的方向。科技的

演進除了滿足人類物質生活所需之外，更要為

了這顆地球得以永續生存而盡一份心力！

家電的演進

而回到科技演進的議題；稍早筆者有提過電視

平面化所帶來的好處，而音響科技除了SoundBar

式的產品外，在傳輸的方式也從有線簡化到無

線的方式，雖然在技術上目前無論是Blutooth或

是Wi-Fi這兩大無線音樂傳輸方式，都還無法與有

線的方式音質相同，但確實已經進步到可以滿

足多數人對於聲音上的需求了。而最近在音響

界很夯的DEVIALET無線音響產品Phantom產品已

推出到第三代，其專利的聲學設計與爆棚的低

頻表現相當驚人，加上可以輕鬆串聯成兩顆左

右聲道，或是多顆多房間音響系統的便利性，

加上其優美的外型設計，據台灣原廠窗口表

示，光是在台北101一樓的臨時櫃展示期間，短

短一個月之內就已經有極佳的銷售成績！

隨著LED燈泡的價格平實後，多數人都會漸漸

汰換掉家中傳統的燈泡，改成相當省電的LED燈

泡，而傳統的鎢絲燈泡目前則是成為復古工業

風的裝潢用途。同樣的復古風潮流也能在黑膠

的文藝復興這部分得到確認，不同時代的人對

於自己未曾接觸，或是在年輕或兒時記憶時的

產品，自然有種特別的情感想要回味，這時充

滿文創氣息的黑膠市場也就開始活絡起來。也

就是說，時尚不一定要使用新穎技術，仿舊也

是個時尚另外一個方向。

電腦等3C周邊產品
和電視的發展類似，桌上型個人電腦也早已從

笨重的CRT螢幕+標準ATX機殼，演進到平面螢幕

+各種尺寸或外型設計的機殼，充分滿足個人化

的需求與視覺品味。而筆記型電腦則是演進成

個人時尚配備，除了輕薄好攜帶外，外型設計

與耐用度均須滿足不同族群的不同面向需求。

即便是塑膠材質也能有各種花紋或不同材質的

塗層，金屬材質的筆電不能在天冷時冷冰冰而

感到難以使用，越來越多的複合材質、越來越

精密的轉軸設計、越來越越省電的技術與散熱

方式，都是原本就屬高難度工藝的筆電，有個

持續往前邁進發展的方向。

成就現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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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品味讓生活加分！

其實所有的商品，再增添時尚科技所帶來

的智慧便利性，以及賞心悅目的外型設計

後，都能讓我們的生活大大加分！小從個人

的隨身配件與攜帶式3C產品，大到家電用

品，如果細心規劃挑選，就能營造出屬於自

己風格的品味。不過筆者在最後要建議大家

的是，挑選屬於自己風格品味的時尚科技產

品前，還是要先掌握自己的需求，衡量自己

的經濟狀況，分析一下是不是必要性再來下

手購買。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已經用不到的

物品，除非真的居住空間很大，否則該淘汰

就淘汰掉，無論是拍賣掉或送人，抑或是交

給資源回收再利用，上述這建議都是能養成

不浪費的好習慣。

後記

其實好的設計與符合時尚潮流的產品絕非

要大品牌或知名設計師才行，只要該品牌的

設計團隊實力夠強或用心，並能夠在材質選

用上不以成本考量妥協，必能夠推出夠吸睛

的產品出來。而讓普羅大眾皆能以沒有太大

的負擔，購買到賞心悅目且實用的產品，我

認為這是當今各品牌廠需努力的方向（lower 

the cost的同時不能偷工減料）。每個國家其

實都有其產品設計的特色風格，例如北歐簡

約設計、德國的精密工藝，美國的人文主義

風格；因為各國的文化不同，連帶影響設計

師與品牌的走向。只要是世界或多數人公認

的好設計，產品不一定要有名牌或設計獎加

持，只要品質無慮，自己又喜歡，就可購買

融入屬於自己個人品味的科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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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J7 Pro擁有5.5吋Full HD Super AMOLED超大螢幕，還有耐摔的全金屬機身與正

面2.5D大猩猩玻璃設計，無論是「任性粉」或「金趣味」兩款顏色，都能夠讓使用者

Bring Bring，輕鬆享有手機所帶來的各種樂趣！也有支援行動支付Samsung Pay，算是

高階下放，讓學生族群或社會新鮮人，皆能享受便利的指紋辨識手機授權交易的安

全與便利性！

喜歡拍照的年輕人除了追求手機的美型外，對於拍攝能力當然更為關注，J7 Pro的

前後鏡頭都是1,300萬高畫素相機，且主鏡頭搭載超大F1.7光圈，而前鏡頭也有F1.9

大光圈，因此無論是夜拍或是近拍物體時都能更加得心應手。110度廣角自拍十分

實用，加上好用的懸浮快門、手勢自拍、直覺化相機操作介面與雙擊快啟，都能

快速捕捉精彩回憶！還有Always on Display功能，能夠免觸碰手機就能隨時查看時

間、訊息通知或未接來電。當手機朝下、放在包包裡或快沒電時，功能就會自動

關閉，輕鬆便利又省電！　

▲

建議售價NT$9,990元

華為近日推出的P10 Plus不但外型時尚出眾，而且該系列持續與德國相

機大廠徠卡合作，並承襲了P9與Mate 9系列的雙鏡頭設計，拍攝畫質與硬

體部份也都有不少的提升！有些人或許不清楚華為在P10與稍早之前推出

的Mate 9的差異，在此簡單地說明一下兩者的訴求差異；Mate 9系列主打

高規商務人士，而P系列則是更注重時尚以及美學感，除了四種顏色可

供選擇外，它的攝像能力也極為優異！

P10 Plus螢幕為5.5吋，採用2K解析度的螢幕，除了有6GB ARM + 128GB 

ROM海量容量外，更採用新一代Kirin 960八核心處理器，讓系統運作極

為順暢！雙鏡頭分別為2,000萬黑白鏡頭與1,200萬彩色鏡頭，光圈部分

則是比P10的F2.2提高到F1.8大光圈，除了拍攝更加easy外，也能輕鬆在

近拍時營照出散景的美美效果。而為了滿足喜歡自拍的年輕族群，前置鏡頭除了有800

萬像素外，還多了徠卡認證，讓自拍效果也能很專業！筆者實際使用P10 Plus測試產品拍攝效

果後發現，P10 Plus無論是在黑白或是彩色的成像能力，確實都比過去的萊卡機種提升不少，

且能手動調整的功能更多，而無論是拍攝人像、建築物、食物，都能輕鬆拍攝出好作品！P10 

Plus的續航力不但提升外，還支援Super Charge快充技術喔！　

▲

建議售價NT$20,800元

HUAWEI P10 Plus 

Samsung Galaxy J7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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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全新的Inspiron 15 5000系列遊戲專用機種推出了限量槍彈版，搭載Intel最新第七代i5或i7處

理器、全新GTX 1050（4GB GDDR5）獨立顯卡、4GB或8BG 2400MHz DDR4記憶體，和最高128GB 

M.2 SATA固態硬碟，加上1TB 5400 rpm雙硬碟配置。其強悍的硬體效能讓玩家完全無須擔

憂Gaming效能表現，加上15.6吋FHD防眩光LED背光顯示器，及前置和重低音喇叭在

MaxxAudioPro技術加持下，讓整體聲光效果都有極佳的震撼表現，享受身歷其境的遊戲體驗！

而槍彈板戰鬥現場的外觀，最適合喜愛戰鬥派的玩家，若有需要還可透過內建的

出4K解析度畫面！即便是i7 CPU與GTX 1050獨立顯卡在Gaming極致效能的運作下，透過內部大尺

寸的雙風扇與三銅管散熱系統，都能透過多出風口有效將系統內部溫度控制得當，而且續航力極

佳！此外獨立的數字鍵盤方便用來作更多的指令操作，而類膚質的表面材質設計除了舒適

外，還有耐磨防滑的特性。整體而言，這款筆電不但效能不錯且價格也實在，

更能滿足對外型設計堅持的玩家們選用！　

▲

建議售價NT$33,990元

DELL Inspiron 15 5577限量槍彈版 Gaming筆電

Samsung Gear S3 Classic不但外型設計經典有型，更支援IP68防水標準，

且耐用性媲美軍用等級，螢幕搭載康寧大猩猩玻璃SR+，提供更堅固耐

刮的螢幕特性。而透過具備1,600萬全彩Always-On Display功能及Super 

AMOLED技術，更讓Gear S3相較其它智慧手錶更加容易閱讀資訊與省電；

錶面的呈現設計模仿頂級類比手錶的外觀和感覺，讓智慧行手錶也能和

傳統手錶一樣耐看與經典！Gear S3獨具特色的轉控錶環，使用者不必觸

控螢幕即可接收、拒絕來電，或關閉提醒通知；也具備健康監控功能，

透過內建GPS功能可精確監測日常健身活動！　

▲

建議售價NT$12,500元

Samsung Gear S3 ClassicGear S3 Classic

overage

完全無須擔

喇叭在Waves

的遊戲體驗！

建的HDMI端子輸

下，透過內部大尺

當，而且續航力極

計除了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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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最新的時尚精品耳機即將登台了！由雅士音

響獨家代理的響獨家代理的Master & Dynamic，是來自紐約的高級

耳機品牌，以經典設計、精密細節、高端視聽感受

以及易於使用的機構設計做無品牌的四大訴求，創

造出十分精美的商品。其中的MH40MH40不但外型十分時

尚精典，且做工十分精細。例如耳機的框架及耳罩

部份，都以金屬材質製作；耳罩部份以一整塊金屬

造成，有超強的隔音作用；而攸關舒適度的頭帶及

耳罩部份，皆以牛皮覆蓋。從以上的用料來看就感

覺價格肯定不便宜吧？但佛心的代理商售價居然才

一萬多元台幣！

實際配戴產品後發現音質頗為不錯，貼心設計的

靜音按鍵可以隨時關閉聲音，聆聽環境聲音。無須

耳機擴大機就能推出不錯的效果，若搭配適當的耳

擴更能得到最佳的動態表現！如果希望幫這支耳機

找個「家」，廠商也有推出全金屬耳機立架，方便

用家隨時收納歸位。　

▲

建議售價NT$14,800元

Master & Dynamic MH40

B&O PLAY所推出的Beoplay H9除了有設計師加持下的

亮眼ID外型，在音質表現與人性化的控制功能上，都是

相當具水準的一款無線藍牙耳機。產品採藍牙4.2規格並

支援Apple的AAC與CSR aptX的藍牙高音質格式，讓藍牙

傳輸也能逼近於有線的聲音水準，進而擺脫了有線的束

縛！開機藍牙連線的速度飛快，左右耳除了均能90

轉方便扁平收納外，並能在耳罩上觸控操作音樂的播

放。此外產品也能用來接聽電話，並具降噪隔絕外

部不必要的環境音，相當適合在飛行旅途中使用！

H9的頭帶部分以採耐用的皮革作為主要的設計元

素，而與耳朵接觸的耳罩部分則是以小羊皮與牛

皮，達到舒適耐用並兼具質感的目的，支架骨感

採鋁合金材質並有髮絲紋處理，散發出低調奢華

的美學設計！　

▲

建議售價NT$19,800元

B&O PLAY Beoplay H9

線的束

0度翻

的播

絕外

元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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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式硬碟品牌中的極品LaCie，與Porsche Design跨

界合作，推出為速度而生的LaCie Porsche Design外接式

硬碟，產品除了擁有令人驚豔的外型設計之外，並有多

款機種可供大家選擇，目前除了推出有方便攜帶的2.5吋

4TB機種外，還有3.5吋的4TB~8TB版本（Desktop Drive系

列）；而這篇要向大家分享的機種，則是3.5v的4TB熱銷

版本。產品除了有大容量的設計外，還有超棒的筆電充

電功能！針對以USB Type-C作為唯一充電方式的筆電，

當與這款硬碟連接時，就能順便幫筆電充電，大大增加了外出攜帶時的便利性，而在家

使用時，也能減少筆電的變壓器充電連接步驟。

LaCie已屬硬碟大廠希捷科技旗下的精品品牌，而其實LaCie和Porsche Design早在2003年

起便展開密切合作，以功能無懈可擊的外型洗鍊簡約，來作為產品的特色。產品外殼採

鋁合金材質，具有相當良好的導熱特性，表面以霧面噴砂處理，邊緣處並特別切削成亮

面，營造出相當高質感的設計，就如同每個Porsche Design的精品。而無論是與Apple Mac

系列產品，或是任一高質感設計的產品，都能完美的搭配在一起！這麼美的產品難怪它

也因此贏得2016 reddot award，真的可說是實至名歸啊！　

▲

建議售價NT$4,999元

誰說外型好看的產品就沒有相對好的表現？希捷科技所推出的輕薄2TB行動硬碟Seagate 

Backup Plus Ultra Slim，在外型上賦予時尚輕薄的設計，讓冷冰冰

的科技產品，也得以擁有相當亮眼的時尚外型！相當適合與各種

時尚的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完美搭配！

上蓋採金屬材質設計，加上獨特的圓形沖壓內凹設計，除美

觀之外，更具有止滑效果外，且對空冷的散熱效果大有幫助，

進而有效降低裡面硬碟溫度與延長使用壽命！產品採USB 3.0介

面機身僅厚度9.6mm，比起一般外接式硬碟的20mm厚度少了一

半！而相較一般內接式2.5吋2TB HDD的15mm厚度，竟然也少了

5.4mm！此外產品重量十分輕盈，只有120g，外出攜帶使用當然

不成問題！有1TB與2TB兩種容量可供消費者選擇；如果選擇購買

2TB的容量，就能輕鬆存放下150部影片、50 萬首歌，以及32萬

張以上的高解析度照片喔！　

▲

建議售價NT$2,999元

LaCie Porsche Design USB Type-C外接式硬碟

Seagate Backup Plus Ultra Slim 2TB行動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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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新一代金屬量子點顯色技術的Samsung全系列

QLED量子電視，除了擁有相當震撼的畫質表現外，更有

完美的外型設計，並能完美解決隱藏線身與雜亂訊號線

接駁的繁瑣問題！絕對可說是目前眾多電視產品中，相

當值得勸敗的好產品！採現代流線型全金屬設計，配合

聰穎的美型連結方式，即便仍需一條線將訊號整合到集

線器中，但其線身即為纖細且長，很容易隱藏佈置，因

此無論是桌置或壁掛，皆完美配置在任何空間當中；而金屬弧形腳座堅固耐

用，且與黃金曲面的完美結合，就算擺放在電視櫃上依然亮眼耐看！

相較多數曲面螢幕所帶來的反射光問題，這款螢幕採用原生黑面板，能有

效降低反射光，而且螢幕採用自然曲率，更貼近人眼的弧度，進而大幅降低

眼球的疲勞感，即便是近距離觀賞依然舒適！利用突破性的量子點顯像技

術，用家可以體驗到100％色域空間的震撼，實際使用一陣的心得除了讚嘆還

是讚嘆，對於其HDR技術能大幅提升至1500nit，而得到接近自然光的呈現，

以及其他產品我所未曾見的暗部與亮部細節呈現，教人用過後就回不去了！

除了畫質表現優異，智慧功能更是令人驚豔，不僅能夠自動偵測HDMIHDMI設設

備，其智慧遙控器也極為好用還具有學習能力，沉穩且好看；而透過手機APPAPP

也能輔助搖控電視。原本電視內建的音效就已經很震撼了，而且4K4K升頻也比升頻也比

多數AV AMP的效果好，若只是用來看第四台或網路影片絕對可惜，測試XboxXbox

播放如「BATMAN VS SUPERMAN」這類4K藍光片的畫質，就認為夠震撼了，若

換上專業的4K UHD藍光播放機，更能完美呈現這台QLED電視的優異畫質！　
▲

參考售價NT$175,000元

Samsung 65吋QLED 量子電視 Q8C

光華商場採購誌｜

金 弧形 座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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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th Coverage

隨著空汙問題越來越嚴重，以及各種文明病的肆虐，我們最該注重的居

住環境，除了需勤於打掃外，室內空間的空氣更需要隨時保持清晰！不過

市面上多數的功能強悍空氣清淨機價格皆不斐，而一向標榜平價高規的小

米，在全系列智慧家電產品更是價格親民。其中小米空氣淨化器2，標榜

只要開啟系統10分鐘就能7坪的室內空間空氣煥然一新！

第二代的體積較上代縮小了40%，還從雙馬達的雙風扇進化為單馬達雙

風扇設計，讓產品更為省電，且效能更好！新的空氣增壓系統，CADR值高

達310m3/h；據官方說法是工程師在研發中從飛機引擎中得到了靈感，找

日本Nidec訂製馬達，讓功耗得以降低只需4.8W！至於濾芯部分則是採美

國前三大空氣淨化器相同的濾芯供應商，生產的一體式360度桶形濾芯作

三層淨化。初效濾網攔截例如毛髮、灰塵等大顆粒懸浮物。而第二層日本

東麗H11級過濾器，能有效過濾PM0.3-0.5高達99.5% ，以及0.3m 微小顆粒例

如致病細菌；而最後一層活性炭可吸附甲醛等有害物質，去除空氣中的異

味。還可透過Wi-Fi與手機連接，使用小米智能家庭「米家」APP來隨時掌

握PM2.5數值，以及室內溫度與濕度，並能即時監測室外與室內的空氣質量

變化，再根據居室面積調整最合適的工作模式。　

▲

參考市售價NT$3,995元

小米 空氣淨化器 2

喜愛勇者鬥惡龍的老玩家們有福了！最近PlayStation 4新推出了「勇者鬥惡龍 羅

德版」（CUH-2000系列 / 1TB），裡面不但包含了勇者鬥惡龍XI尋覓逝去的時光日

文版遊戲，主機更是相當值得收藏！產品是基於「傳說中羅德的PS4™」之概念，

為PS4主機與DUALSHOCK 4無線控制器施加「羅德藍」配色及「羅德的紋章」造型

設計的特別款式（羅德為勇者鬥惡龍第一代的主角）。和之前PS4初代機的勇者鬥

惡龍同捆機類似，這回則是附加黃金配色的「流浪金屬史萊姆」USB防塵蓋玩偶，

可供玩家裝設至PS4上。為了從裡到外都有勇者的氣息，還附贈搭配『勇者鬥惡龍

Ⅲ』音樂「在阿雷夫加爾德」的原創主題，而且外盒還特別設計勇者鬥惡龍 世

界觀的特製寶箱造型，絕對值得大家收藏啦！　

▲

建議售價NT$11,980元

Sony PlayStation 4 勇者鬥惡龍羅德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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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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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原廠直營，受眾金庸迷熱切擁戴的《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

自5月18日正式磅礡開戰以來，線上人數節節上升，再創金庸真經典。讓小

編先跟大家重溫一下這款十六年來雄霸武俠線上遊戲市場的《金庸群俠傳

Online武林至尊》，有甚麼吸引之處以及原廠直營後會有哪些特色玩法！？

十六年！還你武俠夢，體驗金庸真經典！

細說金庸經典，便要說神鵰俠侶的十六年之約！如今相隔十六載，《金

庸群俠傳Online》亦再次與各位相見，無論的回憶，喜、怒、哀、樂，在過

去的點點滴滴，相隔十六年，喚回你對武俠夢的執著，勾起你種種夢想，

成就一切大俠，是要行俠仗義，路見不平？是要我行我素，江湖任逍遙？

還是要打破世俗框架，誰擋⋯殺！《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將會帶你

重拾起你的一切武俠夢！讓你一玩停不了，再也制止不住自己的追求大俠

夢的衝動！

唯一完美結合金庸眾多經典之作的網絡遊戲！

《金庸群俠傳Online》一直都以眾多著名的金庸英雄一同闖蕩江湖，快意

恩仇為主題，擁有獨特的打點學習武力系統，技能系統以及消點系統，吸

引了大量對金庸武俠小說裡的情節充滿憧憬的人，在此遊戲裏，玩家就有

如身歷其境一般！試想一下，能夠與北喬峰切磋，又能激戰北丐洪七公的

經典畫面，那感覺是多麼的讓人感到激昂澎湃，熱血沸騰！又想想能夠陪

著精靈活躍，美麗如仙的黃蓉，又能跟神仙姐姐王語嫣相會，是何

等美事？然而這一切盡在《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中！

集天下豪傑同場，金庸角色聚首一堂！

《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中收納了所有的金庸角色，

無論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喬峰慕容復，還是天下五絕黃藥

師、歐陽鋒、一燈、洪七公，又或是神鵰俠侶楊過與小龍女

夫妻二人、周伯童、妻妾成群的韋小寶⋯等，都將有機會同場聚堂。試

想一下喬峰的降龍十八掌與洪七公的降龍十八掌互相切磋是何等振奮的畫

面？這一切，《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都將有機會為你實現！

Interview

消點系統 吸吸

裏，玩家就有

北丐洪七公的

想想能夠陪

是何

聚堂。試

何等等等等等等振奮奮奮的畫

實實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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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經典特色，多款經典武功，絕學絕內隨意配

《金庸群俠傳Online》中，最大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只要條件足夠，玩家能夠自

由自在地學著喜歡的武功，不論是降龍十八掌或是黯然銷魂掌，還是獨孤九劍或是金

蛇劍法，又或打狗棒法、胡家刀法，甚至是楊家霸王槍都能全數收納。試想一下，即

使你擅長使劍，主修獨孤九劍，只想要學，也能夠習得拳掌刀法。先是一招獨孤九

劍，高興的時候又拿出胡家刀法，耍帥賣弄時來一套降龍十八掌，那是多麼的讓人興

奮。想要嘗盡天下武功？《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絕對能為你實現。

數十個門派任你挑選！新增桃花島、明教！

武林至尊》中存在著眾多不同的門派，除了舊有的「少林、華

山、武當、恆山、星宿、全真、古墓、血刀、靈鷲、丐幫、峨嵋」外，《金庸群俠傳

武林至尊》更是加入了新門派 「桃花島和明教」，門派亦有正邪

和中立之分，按照玩家的個人喜好，選擇自己心儀的門派吧！要注意的

是，部份門派是有限制男女性別進入的唷！

結合所有優點，用經典打造更經典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多少曾經陪伴著大家，與大家一同成長

的《金庸群俠傳Online》呢？《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

32 ｜光華商場採購誌｜2017. 8

《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中

山、武當武 、恆山、星宿、全真、古墓

Online武林至尊》更是加

和中立之分，按照玩家

是，部份門派是有限制

結合所有優點，

不知道大家

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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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將重現各大版本的精髓「神鵰大俠、決戰光明頂、勇闖俠客島、葵花寶典、喬峰

傳奇、小寶闖情關、郭靖大俠、書劍江山、冷月飛狐、血劍沙場、契丹人蕭峰、浪子

令狐沖、日月神教、五嶽劍派」，讓玩家能夠原汁原味地修練武功，成就一代大俠。

人生目標：結婚、置業、生小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裡

是存在江湖俠侶的經典愛情的，只要玩家把握機會，向心儀的人求婚並訂下禮堂，拜

天地結為夫妻！拜過天地，自然就是洞房花燭了！

說到洞房花燭，當然要在愛的小窩了！在《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裡是可以

擁有只屬於自己的物業，而物業也有簡單樸素的村莊和充滿富商大賈氣派的小鎮之

分，只要購下地皮，便可以建造自己愛的小窩了！記得添置家具，夫妻二人同共佈置

只屬於你們的二人世界吧！

而重要的環節便是恩愛過後，玩家可以選擇是否要生小孩，孕育你們愛的結晶！小

孩在長大後，還能從育嬰中心領出來，跟著玩家一起闖蕩江湖呢！至於小孩要跟

著爸爸還是媽媽⋯便由夫妻二人自行取捨了。

當然，如果日後有什麼爭吵，甚至去到必須要分開的時候，也能找怨婦幫

忙離婚。

《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
上述的一切，都集結於《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之

中，未來亦會不斷完善及更新，將會陸續將更多不同的豐

富元素加入，務必將《金庸群俠傳Online武林至尊》打造

得最完美的版本！

m
es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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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金斗雲遊戲股份有限公司w圖、文｜金斗雲遊戲股份有限公司w

BLUESIDE採訪

近期有推出新職業淨靈使，後續還會推出哪些職業呢？

遊戲新職業計畫，我們準備每四、五個月會公開新職業，之前有透露過

新職業包括黑魔法師與聖騎士，還有其他職業尚未公開，內部已經規劃好

五種以上的新職業，甚至未來還有比現今女性更加性感的角色登場。

淨靈使可以召喚寵物，設計上跟其他職業有何不同？

前面推出的四種職業可以說是攻擊職業，從淨靈使開始，遊戲會增

加支援職業，這是可以幫助其他部隊、定位明確的職業。在研發團隊內

部有玩淨靈使玩得很好的同事，角色在後方也可以發揮十足戰力，要如

何和其他職業搭配，就看玩家的應用與選擇。以後我們針對新職業的規

劃，會依照核心內容與策略性去持續增加。

4 ｜光華商場採購誌｜2017. 8

近期有推

遊戲新

新職業包

五種以上

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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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IDE 未來會有AR或是VR遊戲的計畫嗎？

BLUESIDE公司有VR研發團隊，我們已經有與其他團隊合作以《槍神

Gungrave》知名IP打造的VR遊戲，計畫今年內上市。

我們也在構思《熾焰帝國 2》VR遊戲，但如何把二代龐大的遊戲內

容適當地在VR世界中呈現是還在動腦筋的地方，目前《熾焰帝國 2》

VR遊戲計畫會先以PSVR平台為主，甚至未來推廣到遊樂場體驗，若是

遊戲狀況不錯、未來也考慮推出HTC Vive的版本，而Oculus Rift由於現在

狀況並沒有很好，所以仍在考慮會不會支援。

由於VR遊戲是需要創意的新行業，把《熾焰帝國 2》可以指揮、在

地圖上放部隊的內容做入VR中，我們覺得還不夠獨特，所以仍在思考

中，而BLUESIDE有自製引擎，屆時VR遊戲將會使用自製引擎3.0的最新

版本，這個引擎新版本在內部測試相較於2.0配置優3倍，可呈現的遊戲畫

面品質更加進步。

玩家覺得遊戲到後期感覺有點偏向PVE，應該是還沒有打到最終極

內容，我們把戰略要素都放在最後一塊，由衷希望玩家可以耐

心玩到最後。

像極限任務也是需要操控策略，後期PVE模式也需要策略

性的，有的玩家覺得PVE感覺比較重，那是遊戲希望讓較不熟

悉的玩家有學習策略的過程，對於此遊戲很熟練的玩家來說

也許覺得這過程就是在打怪，但對於還不熟悉的玩家就是

深入瞭解遊戲的過程。

如果有玩家很喜歡玩策略方面的內容，當角色過了十級

可以參加RvR勢力戰爭，相信可以在此內容上操作、玩到想

要玩的內容。

台灣在封測時有玩家反應覺得遊戲在前期戰略性比較強，但中後期似乎

回到線上遊戲打怪方式，研發團隊有考慮強化戰略方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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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祝賀光華商場9週年

生意興隆日進無疆

—美商超微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業務總監王嵐志

大家因光華而相遇相惜，光華因大家

而朝氣蓬發，感謝光華讓全漢電源有

機會與各位連結，全漢電源也持續

堅持「服務、專業、創新」的經營理

念，提供更好的產品服務大家，一同

成長茁壯，長長99，迎接下一個9年。

—全漢品牌事業部業務經理 Louis

平價時尚的RGB 電源時代來臨了

—曜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PM Joshua Chang

光華商場9週年，創見資訊支持消費者

長長久久；光華採購誌100期，台灣資

訊產業未來精彩可期！

—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副總經理王人敏

TP-LINK祝光華商場

瑞氣東來鴻運臨

祝採購誌春光爍屋淵源流

—TP-LINK 銷售經理陳宏彬

光華商場採購誌萬商雲集，集結了各

大科技品牌，以最創新最專業的產品

提供最廣義資訊，帶給讀者們道之不

完及觀之不盡科技新玩物，是為最雲

端的電腦科技訊息傳遞者

祝源遠流長∼

—Cougar Taiwan  亞碩國際通路銷售經理謝沛芹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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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代表Cooler Master，恭喜採購誌歡慶

發行100期及光華商場9周年慶，而今

年也是酷碼第25周年了，原來大家已

經一同經歷這麼久的時光，希望接下

來酷碼與採購誌及光華商場，能夠持

續業績長紅、駿業興隆，也期望未來

能帶給讀者們更多好的產品。

—Cooler Master 台灣區行銷副理林欽信

恭賀光華商場九週年誌慶

門市鼎沸長長久久。

—台灣愛普生影像科技事業部總經理輝偉偉

100期只是過程，雜誌會持續讓讀者得

到最新最深刻的消費訊息。

光華商場採購誌加油！

—Seagate 台灣區資深通路經理曾維翎

滿手好牌不重要、打出好牌才實在。

—BenQ台灣區總經理董于震 Robert Dung

恭賀 光華商場九週年慶 引領3C潮流

人氣強強滾銷售成績100分

—微星科技台灣區業務總監莊正庸

祝福光華商場持續業績長紅

邁向另一個璀璨輝煌的九年

—WD台灣區總經理郭德麟

因品牌數眾多，
下一期將會有更多品牌加入！

恭禧光華商場9周年、採購誌發行100

期，人潮、錢潮源源不絕

—技嘉科技主機板台灣區業務總監簡嘉宏

光華商場採購誌

網羅電腦科技新知為己任，

掌握產品資訊具備前瞻趨勢，

引領新世代關注與洞見未來新數位，

深植商界，賀百期盛事

商戰稱雄 All the best

—Cougar Taiwan  亞碩國際通路副總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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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購誌近期與資訊工業策進會合作舉辦光華娘3D列印比賽，提升

光華娘的曝光度並讓更多人認識。光華娘扮演著光華商場對外的

形象角色，請問是否還有什麼期許呢？(實體裝置藝術規劃/異業合

作⋯等)

Ans：裝置藝術與異業合作是目前我們協會的目標，將光華商場打

造成知名形象景點。因為先有人潮才會有錢潮，並且在透過活動

刺激商場消費，一舉兩得。

2.  光華娘代表光華商場之形象，上期光華娘作者與我們分享設計初
衷是希望光華商場能回到最初動漫的氛圍，就這個方向的期許您

有什麼看法？

Ans：光華商場在近幾年的產業的變遷下，主要仍以電競方面為

主。動漫市場與商場的結合激發出新的形象。

3.  光華商場即將邁入44週年，細數這些年來光華商場的改變，也代

表台灣科技業的榮景，想問您是否對光華商場有什麼想法或未來

的願景呢？

Ans：未來希望光華商場能夠變成知名的地標，並結合不同的活動

與裝置藝術，提升光華商場的人潮。

理
事
長

李
秀
雲
／
副
理
事
長

林
文
偉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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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發
展
協
會

光華商場採購誌來到100期了，採

購誌對光華商場來說是一個與消費

者、原廠的媒介，本期邀請光華商

場發展協會理事長李秀雲以及副理

事長 林文偉訪談，針對光華商場與

光華商場採購誌近期的想法與未來

的願景

100期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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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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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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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8年光華數位新天地落成至今9年了，有沒有什麼

令人感動的人事物？

Ans：曾經有消費者在商場內跌倒受傷，當下鄰近

門市都ㄧ同協助幫忙解決。讓大家對這個商場有溫

馨、信任的感覺。

2. 回顧這40幾年來，光華商場對您來看有沒有什麼深

刻的印象？

Ans：因為大家都認識好幾十年，在這個商場內最深

刻的就是人情味。

3. 在未來，光華商場會有什麼樣的新的規劃？
Ans：未來商場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消費性活動，讓消

費者來逛時有得買又有活動可玩。

4. 給光華商場一句話
Ans：光華商場是一個3C的資訊指標，所以只要3C來

光華商場就對了。

1. 門市歷經市場變遷有些許變動，就您來看目前門市
該怎麼發展？

Ans：門市最重要就是服務，把服務做好，消費者才

會回流。

2. 現今電子商務的發展間接影響實體門市經營，對於
未來您怎麼看？實體門市是否會回穩？

Ans：現在電子商務也面臨瓶頸，且實體門市也有電

子商務所沒有的東西，只要把這些做好，才不會讓

業績直直落。

1. 回顧這些年市場大起大落，您有什麼心得分享
Ans：整體環境不好，實體門市把專業最好，才能從

大起大落的經濟找出路。

2. 市場的發展至今，政府、品牌、人民該怎麽互相影
響才能讓市場更加進步？

Ans：希望政府有輔導產業政策；商場舉辦活動吸引

消費者

3. 請給現在的市場一句話？
Ans：現在大環境不好，只要有專業的領域服務的熱

誠相信生意一定會好起來的。

1. 雜誌賦予光華商場什麼樣子優勢？
Ans：雜誌給予讀者與門市的連接，許多讀者會拿雜

誌到門市詢問所需的商品。一個商場做出刊物震撼

業界，讓業界知道商場可以推出有質感的刊物。

2. 雜誌這100期來看，有沒有哪期的主題印象較深刻？

Ans：行動支付的主題印象比較深刻，因為當時行動

支付功能比比皆是。而且行動支付對商場來說是值

得關注的話題。

3. 對雜誌未來有什麼想法？
Ans：光華商場採購誌持續精緻化，顛覆不同的商場

刊物。

4. 目前雜誌，有沒有哪些地方需要建議的呢？
Ans：繼續保持下去，讓商場的刊物對產業盡份心

力。

5. 給讀著們一句話
Ans：來光華商場消費絕對讓你物超所值，由我們的

採購誌引導你。

商 場 篇

門 市 篇 市 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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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讀者們一直以來對光華商場採購誌的支持，光華商場於本月歡慶9週年，和光華商場採

購誌一同歡慶100期。現在只要填寫回函表，並拍照至iPCE兌換中心上傳照片，8月底將會

抽出四位幸運兒，我們將送出$500現金抵用券。

進入i兌換中心後，找到光華商場採購誌100期歡慶活動，填寫資料並回函拍照上傳

活動時間：2017/08/05 - 2017/08/31

看完本期雜誌，您的感覺是？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請問您覺得本期哪些單元最有參考價值？

產品專欄 封面故事 專題報導 電玩專訪

活動訊息 電競動態 產業動態 新品體驗

您希望未來光華採購誌報導什麼議題？

＿＿＿＿＿＿＿＿＿＿＿＿＿＿＿＿＿＿＿＿＿＿＿＿＿＿＿＿＿＿＿＿＿＿＿＿＿

您對本刊整體的建議？

＿＿＿＿＿＿＿＿＿＿＿＿＿＿＿＿＿＿＿＿＿＿＿＿＿＿＿＿＿＿＿＿＿＿＿＿＿

特別企劃回函表
光華商場採購誌 期

1. 

2. 

3. 

4. 

100期特別企劃

Step 1 > Step 2 > Step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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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買Galaxy Tab S3旗艦平板送限量AKG耳機！

活動期間：2017/07/19 ~ 2017/09/17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到指定通路購買Galaxy Tab S3 旗艦

平板就送AKG耳機一組（市價NT$1,450），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詳情請見活動網站。

買Galaxy S8 系列，送限量隨拍限定組！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8/31

參與機種：Galaxy S8及Galaxy S8+

活動內容：

買就送【隨拍限定組】

凡於活動期間於台灣境內購買三星Galaxy S8 | Galaxy S8+ 隨

貨贈送【隨拍限定組】（原廠藍牙自拍腳架組，內附遙控

器）市價NT$1,980和外掛鏡頭組（0.65x廣角鏡、13mm微

鏡、魚眼、鏡頭夾）市價NT$1,290，贈品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

週週抽登錄活動

凡於活動期間於台灣境內購買三星Galaxy S8 | Galaxy S8+且

持續持有該產品而未辦理退貨之消費者，透過手機內建之

mySamsung APP參加週週抽登錄活動，並依規定登錄指定

資料、IMEI，即可參加「週週抽」抽獎活動。

＊每組IMEI及每組三星帳號僅限登錄一次，不可重複參加，系統

將自動認證新機IMEI是否符合活動資格。

來來來照過來！

購物喜歡參加活動嗎？優惠好禮活動看這裡！

編輯部大大們本期收錄不少品牌活動給各位讀者啦！

有很多優惠活動等著你/妳來參與啊！

彙整｜簡禎佑Event Message

三星智慧館FUN假有禮遊！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8/31

活動地點：全台三星智慧館

活動內容：

於活動期間內購買Galaxy S8+、Galaxy S8、Galaxy J7Pro，並

成功登錄三星智慧館活動網站者，即可參加週週抽活動。

每週抽出幸運得主乙名，可獲得【沖繩雙人自由行】（市價

NT$30,000），一人中獎，兩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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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讓爸爸跟得上流行享受最新4K HDR畫質，
留好評再抽旅遊券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8/31（以發票日期為憑）

活動辦法：購買BenQ護眼大型液晶4K HDR機種，回函送各項

日本進口品牌精緻家電好禮，不同機種多樣選擇，SY、MR系

列還可以申請VIP預約到府教學，智慧玩樂超輕鬆！

活動步驟：

填妥附簽名之回函卡正本

附上填妥之產品保固卡回執聯與發票影本

2017/09/05前（郵戳為憑），以掛號寄回『BenQ大型液晶

活動小組』

回函經審核無誤，贈品將於20個工作天內寄出

上官網留好評活動：

2017/08/31前購買BenQ 4K HDR護眼大型液晶全系列機種，上

官網（http://club.benq.com.tw/icds/Member/）留好評，月月

抽新竹六福莊生態渡假飯店旅遊住宿券2 名 暑假全家親子

遊，入住最夯的亞洲唯一生態渡假飯店！包吃包住還包玩！

（市價NT$10,858）。

抽獎日期：08/04、09/08抽獎

BenQ優質的4K HDR護眼大型液晶，8月立即可以享受公視

試播4K高畫質訊號（公視試播訊息：http://www.pts.org.

tw/2017_4K_Recruitment/）

BenQ treVolo送爸爸喝咖啡享音樂！

活動期間：2017/07/18 ~ 2017/08/31（發票日期為憑）

活動辦法：於活動期間購買treVolo系列靜電藍牙喇叭，上網

填寫指定問卷並Email發票電子檔，即贈送價值最高NT$1,000

「星巴克隨行卡」乙張（須於2017/09/11前完成問卷與回傳

發票）

活動贈品：購買treVolo或treVolo 2乙台，贈送「星巴克隨行

卡」乙張（價值NT$100），內含NT$900儲值金；購買treVolo 

S乙台，贈送「星巴克隨行卡」乙張（價值NT$100），內含

NT$400儲值金

活動步驟：

1.  於活動期間購買treVolo、treVolo 2、treVolo S任一款靜電藍

牙喇叭，並完整填寫指定問卷：https://goo.gl/rJuznx

2.  並將「發票電子檔」寄至Email: benq@royalalliance.com.tw

信件標題「treVolo 送爸爸喝咖啡享音樂_真實姓名」

例如：「treVolo 送爸爸喝咖啡享音樂_王小明」

＊本優惠活動僅限於全台零售經銷通路購買方可兌換，不含專案

購買、標案購買等採購形式。

仲夏露營趣 買GS1就送SnowPeak不銹鋼杯
還有機會抽中SnowPeak台灣限定版帳篷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8/31

活動辦法：星空為頂，大地為床，夏日露營風氣夯。

響應現在正夯的露營風氣，凡在夏日指定活動期間，購買BenQ LED露營機GS1，

就送一個可客製化燙字的SnowPeak E-010R SP不鏽鋼單層杯-300（市價NT$250）

9月再加碼抽出5位幸運兒：送BenQ treVolo S靜電藍牙喇叭 4名（市價NT$6,990）以及

SnowPeak Peak SDE-020 AMENITY DOME五人紗網帳篷組 1名（市價NT$12,800）

Event M
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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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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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購買ASUS指定螢幕機種　線上登錄送華納雙人電影票

活動期間：2017/07/17 ~ 2017/08/14

指定機種：MX34VQ、MX299Q、MX27AQ、MX27UQ、MX27UC、MX25AQ、

MX279H, PB287Q，PB277Q、PB27UQ、PA279Q、PA328Q、PA329Q，VZ27AQ，

VZ27VQ，VX24AH、VX279H-W

活動辦法：活動期間，購買指定螢幕機種，線上登錄送華納雙人電影票。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兌換辦法： Step 1>  活動註冊，並上傳序號與發票照片
 Step 2>  等候資料審核與贈品寄送
 Step 3>  至會員網站查詢進度

ASUS 筆電延伸保固促銷活動！
2017 開學季購to School！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7/09/30止

活動內容：

於開學季活動期間購買華碩全系列家用筆電，憑學生證

或教職員證連同購機發票至全台華碩皇家俱樂部，購買

本地一年延伸保固可享千元以上折扣。

全台華碩皇家俱樂部據點

師大：台北巿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71號8樓

光華：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52號4樓

板橋：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67號6樓

士林：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42號3樓

中壢：中壢市中正路389號3樓320室

新竹：新竹市金城一路9 號3樓

宜蘭：宜蘭市光復路22號3樓

英才：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375號4樓

逢甲：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48號6樓

嘉義：嘉義市林森西路478號1樓

台南：台南市民權路一段205號3樓

建國：高雄市建國二路100號2樓

左營：高雄左營區自由二路142之1號3樓

A
S

U
S

 
A

S
U

S
 

ASUS追劇大方送　活動期間購買Zen AiO系列指定機種
線上登錄送【彩虹奇機數位電視盒】

活動期間：2017/07/10 ~ 2017/08/18 

登錄期間：2017/07/10 ~ 2017/08/25 

指定機種：ASUS Zen AiO Pro、ASUS Zen AiO

活動辦法：購買Zen AiO系列指定機種，線上登錄

送彩虹奇機數位電視盒（市價NT$2,280）。數量

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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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華碩桌機M系列桌上型電腦　夏季好禮雙重送【德國BRITA Fill＆Go隨身濾水瓶+巨匠電腦課程兌換組】

活動期間：2017/07/10 ~ 2017/08/18

登錄期間：2017/07/10 ~ 2017/08/25

指定機種：M80CJ、M32CD系列

活動辦法：購買華碩品牌桌機M全系列（品牌桌機內附1

組有線鍵鼠、不含螢幕），官網登錄送【德國BRITA Fill & 

Go隨身濾水瓶（市價NT$800）+巨匠電腦課程兌換組】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兌換辦法：

Step 1> 活動註冊，並上傳序號與發票照片
Step 2> 等候資料審核與贈品寄送
Step 3> 至會員網站查詢進度

買ASUS VivoBook系列筆電指定機種　官網登錄抽【Gogoro】！

活動期間：2017/07/15 ~ 2017/08/18

（發票或其他各類購機憑證須在此期限內）

登錄期間：2017/07/15 ~ 2017/08/27

中獎公告：2017/09/01於華碩官網公布

活動獎品：Gogoro電動機車乙台（市價NT$98,000）

活動辦法：買ASUS VivoBook系列筆電指定機種，官

網登錄抽【Gogoro】（市價NT$98,000，共1台）

兌換辦法：

Step 1> 活動註冊，並上傳序號與發票照片
Step 2> 等候資料審核與贈品寄送
Step 3>  至會員網站查詢進度

購買華碩指定LED投影機，送S’well Galaxy-Milky Way美國時尚不鏽鋼保冷保溫瓶或CupsCo不鏽鋼杯
加碼再抽ToymockxDanke 折疊收納式吊床

活動期間：2017/07/21 ~ 2017/08/31

指定機種：

ZenBeam E1、ZenBeam Go E1Z、S1、P3E、P3B、B1MR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內

購買華碩P3B、P3E、B1MR 迷你LED投影機，官網登錄

送S'well Galaxy-Milky Way美國時尚不鏽鋼保冷/保溫瓶

（市價NT$1,280）。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購買華碩E1、E1Z、S1微型行動投影機，官網登錄送

CupsCo不鏽鋼杯（市價NT$690）。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

以上兩者活動購買者，加碼抽ToymockxDanke折疊收

納式吊床乙個（市價NT$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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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聲如雷，買指定雷射並加購碳粉匣　享好禮2重送！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

活動辦法：凡於期間內購買指定Epson雷射印表機/複合機，同時加購指定碳粉

匣，上網登錄享好禮2重送！

【第一重】買主機送好禮：

AL-M220DN 上網登錄送山水耳機乙個（市價NT$1,990）+碳粉折價券乙張

AL-M310DN/AL-M320DN/AL-MX300DNF/AL-M400DN 上網登錄送CASA 14吋電風

扇乙台（市價NT$2,180）+碳粉折價券乙張

【第二重】加購碳粉85折再送郵政禮券：
M220DN/M310DN 加購2.7K標準容量碳粉一支優惠價NT$3,383 / 加購6.1K標準容

量碳粉一支優惠價NT$4,930

M320DN 加購2.7K標準容量碳粉一支優惠價NT$3,383 / 加購6.1K標準容量碳粉

一支優惠價$4,930/加購13.3K標準容量碳粉一支優惠價NT$7,123

M400DN 加購12K標準容量碳粉一支優惠價NT$7,650

MX300DNF 加購5.4K標準容量碳粉一支優惠價NT$4,360

雷霆好禮，代代換新！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8/03/31

活動辦法：凡於活動期間內憑任一品牌

舊機型之印表機一台，上網報名並填寫

完整資料，即可享舊換新優惠！

【第一重】舊換新升級

AL-M220DN 升級優惠NT$4,999

AL-M310DN 升級優惠NT$8,299

AL-M320DN 升級優惠NT$9,999

AL-MX300DNF 升級優惠NT$11,888

AL-C300N 升級優惠NT$16,688

AL-C300DN 升級優惠NT$18,688

【第二重】加購碳粉升級3年保固

雷霆好禮 代代換新！

商務奇機，豪禮大方送！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

活動辦法：凡於期間內購買Epson指定機種，

並上網登錄，即享好禮大方送！

活動步驟：

Step 1>  至通路購買指定機種
Step 2>  上網填寫完整資料
Step 3>  郵寄
Step 4>  一個月內寄出贈品

連續供墨，雷射舊換新！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7/09/30

活動辦法：凡於活動期間內購買指定Epson原廠連

續供墨印表機系列，上網完成登錄並寄回雷射或

連續供墨舊機和序號照片，即可獲得7-11禮券。

指定機種：

彩色L系列： L120/L360/L380/L385/L485/

 L565/L605/L655/L1455

黑白M系列： M105/M200



2017年07月iPCE的金流正式上線（部分店家）後，大

大縮短消費者在採購組裝電腦的時間，又確保有門市可

購買的服務優點。只要透過iPCE平台上的指定店家，挑

選需要的電腦零組件，再透過iPCE提供的金流服務，包

含：信用卡刷卡／線上轉帳或是門市付款等方式，付款

後消費者就能請門市透過寄送或是自取的方式，收到自

己買的電腦。

3D刷卡認證機制是什麼？
iPCE金流系統採用3D認證機制及商品雙向確認機制，

何謂3D刷卡驗證機制？利用全球通用付款機制「3-D安

全」技術（3-D Secure）作為全球驗證技術。利用先進

的加密技術，防止未獲授權人士取得持卡人的機密資

料，進而避免相關個人資料遭他人截取，進一步保障資

料在傳送過程中的完整性及保密性。在刷卡付費當下，

iPCE採用安全3D刷卡認證機制
讓您刷卡放心，服務安心

持卡人的手機會收到一組動態密碼（OTP），持卡人再

次輸入動態密碼後送出，即交易成功。

那商品雙向確認機制呢？

iPCE獨家平台機制，目的為提升經銷商與顧客的互

動，以往都是單向顧客向經銷商互動。只要透過iPCE平

台，經銷商可以利用推播方式向顧客進行商品交易確認

或促銷活動推廣。藉此提升成交率與顧客的黏著度。

刷卡放心，服務安心

iPCE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消費安全，金流系統採用了3D

刷卡機制及商品雙向確認機制，讓您刷卡安心，買的放

心。而在iPCE 購買的每一台電腦都是由iPCE的優質經銷

商提供，購買後有任何的服務都可以透過iPCE查詢到店

家資訊，真正實踐線上購買線下服務全通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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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特會！
NOD32 Antivirus／Smart Security活動登錄送！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購買ESET防毒指定品項（憑發票），並於

2017/10/05前至活動頁面登錄通過審核者（逾期恕無法補發），ESET官

方線上商店不適用此活動。

銷售通路：全省三井資訊、順發3C量販、PChome 24hr購物、MOMO購

物網、Yahoo購物中心、UDN買東西、BOOKS博客來

活動產品：依公告內之ESET防毒盒裝版品項（專案搭機版本恕不適用）

領取方式：請先將購買的產品序號至ESET官網註冊開通後，再至活動頁

面登錄資料，即可參加活動（多用戶產品及三年版品項需發票上傳審

核），未註冊開通之序號無法登錄活動。

＊每筆序號只限登錄乙次，各通路若有其他不同促銷活動則不再適用官方

登錄送活動（相關各通路活動請依各別通路公告為準）。

夏日感恩祭！防毒企業版產品活動，上網登錄送！

活動期間：2017/07/01~2017/09/30，最後登記至2017/09/15止（逾期恕無法

受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資格：凡新購/ 續約中大型企業安全解決方案用戶，若已享特殊專案優

惠折扣者，則不再適用本次活動。

活動說明：

【新朋友見面禮】

凡新購100U以上企業版中大型企業安全解決方案用戶，可享行動

硬碟、無線雙頻路由器好禮二選一。

【老朋友續約好禮】

凡續約50U以上企業版中大型企業安全解決方案用戶，可享

《DESlock+ 資料加密軟體》、《Safetica資料防洩監控軟體》好禮

二選一。

【老朋友再加碼】

凡續約50U以上企業版中大型企業安全解決方案、並升級至進階版

以上之用戶，可再加碼贈送延長授權一個月。

＊中大型企業安全解決方案包含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Standard端點防護標準版、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Advanced

端點防護進階版、ESET Secure Business大型公司安全方案、

ESET Secure Enterprise大型企業安全方案

ADATA×ESET
備份×防毒雙管齊下軟硬兼施

活動說明：

凡購買任一款威剛外接式硬碟，登錄發票資訊即可獲得一組（ESET

網路安全90天正式板）授權序號。

活動辦法：

購買發票至活動頁面登錄，審核通過後，贈品以電子郵件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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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2017夏季應用軟體包等你來拿！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7/08/31

活動內容：活動期間於全省指定通路，購買搭載

Intel® Core™或Intel® Core™ M處理器系列之指定2 in 1 

筆電，即可獲得2017夏季應用軟體包乙份，內含六

款軟體，包含GRID Autosport*、Snowflake娛樂版、

MAGIX Fastcut*、Corel Painter Essentials*5、WinZip*21

和PCmover* Professional 。（價值超過萬元，數量有

限，兌完為止）

In
t

e
l
 

In
t

e
l
 

Lenovo社會新鮮人獨家好康

凡購買指定型號Tinkpad筆電加價送

+$99 送Lenovo無線滑鼠

送輕量雙肩後背包

獨家好康：

ThinkpPad全系列筆電

RAM 8G升級16GB  

MSI 2017夏季健診！

活動期間：2017/07/15 ~ 2017/08/31

活動內容：

凡持微星任一款NB/AIO/PC至下列指定地點，皆可

免費參加本活動乙次。加入MSI Taiwan粉絲團，即

可獲得來店禮一份，GT/GS系列電競筆電、行動繪

圖工作站、電競AIO、電競PC再加碼送龍魂禮。

健診項目包含外觀與風扇清潔、BIOS更新/音效軟

體更新、散熱模組保養、硬碟功能掃描等服務

活動期間享有配件優惠價，NB/AIO延長保固卡8

折，電池、變壓器75折。

m
s

i
m

s
i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以系統登入時間為準）

活動辦法：

1.  活動期間購買LG商品並成功至LG官網成為產品註冊會員，

即可參與抽獎。

2.  官方將於每月15日抽出前一個月成功登錄產品註冊會員，

每月抽出200名得獎者，並於LG官網新聞中心公佈得獎名

單，請會員自行確認，恕不個

別通知。

贈品項目：全家Fami霜淇淋35元兌換券

領獎方式：於每月17日以簡訊方式傳送電子序號至LG產品註

冊會員登錄之手機號碼。

兌換方式：須至全家門市FamiPort換小白單後七日內至櫃台

兌換。

登錄LG產品註冊會員　月月抽全家Fami霜淇淋35元兌換券l
g

l
g

+$99送Le

+$99送輕

獨家好康

ThinkpPa

RAM 8G

L
e
n



2017. 8｜光華商場採購誌｜51

Event M
essage

B
r

o
t

h
e
r

B
r

o
t

h
e
r

無線樂省系列平價耐用國民機種　登錄送三年保+暖心禮（保固期延長為3年）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

指定型號： HL-1210W（加碼送7-11禮券200元）

 MFC-1910W、DCP-1610W 

活動辦法：

買主機+TN1000 碳粉匣一支，登錄送Targus時

尚運動背包（市價NT$999）再升級為三年保固

買HL-1210W黑白雷射印表機+TN1000碳粉匣一

支，加碼送7-11禮券200

彩雷雙雄精彩出擊最高CP值彩雷雙雄　保固期延長為3年
買主機登錄即送好禮二選一　加購耗材再送好禮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

指定型號：HL-3170CDW、MFC-9330CDW

活動辦法：

1. 加購任一碳粉匣，再送一支標準容量彩色碳粉匣

（顏色隨機，TN261CMY），並升級為三年保固

2. 買主機登錄即送好禮二選一

A. LOTUS新金鑽湯鍋（市價NT$2,460）

B. ShapeLed智能感應舞光燈（顏色隨機，市價

NT$3,480），並升級為三年保固

高效超值商務首選　黑白商用複合機
買主機加購耗材，升級三年保固
登錄就送BRITA隨身濾水瓶一個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

指定型號：

HL-L2320D、MFC-L2700D、DCP-L2540DW

活動辦法：買指定型號+ 加購任一碳粉匣

（TN-2360/TN-2380），登錄就送BRITA隨身

濾水瓶一個（顏色隨機，市價NT$990），

再升級為三年保固

專業A3機種全能噴墨機種　大容量墨水與進紙匣
登錄送延保+好禮　保固期延長為2年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30

指定型號：MFC-J3720、MFC-J3930DW

活動辦法：買MFC-J3720/ MFC-J3930DW + 一

盒黑墨（LC569XL BK）和三盒彩墨（LC565XL 

C/M/Y），登錄送Creative SBS A250 2.1聲道喇

叭（顏色隨機，市價NT$1,090），再升級為

2年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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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有關電競、摸到電競的訊息，通通收集於此讓讀者們一目了然啦！

買MSI X299指定系列，
即可活得「尼爾：自動人形」遊戲序號

活動期間：2017/07/10 ~ 2017/08/30

活動辦法：購買微星X299 GAMING PRO CARBON AC、X299 SLI PLUS

主機板任一款，上微星官網會員中心完成註冊登錄，即可免費獲

得【尼爾：自動人形】遊戲序號

兌換方式：

1. 前往微星會員中心登錄帳號；若非會員，請先加入微星會員。

2. 點選「微星主機板送尼爾：自動人形」活動，並完成產品註冊

登錄。

3. 領取兌換序號

4. 下載並登入steam (https://steamcdn-a.akamaihd.net/client/installer/

SteamSetup.exe)

5. 左下方點選「+ ADD GAME」

6. 選擇「Activate a product on steam」

7. 輸入兌換序號，完成兌換。

MSI老客戶回娘家舊換新享優惠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2017/12/31

活動辦法：凡至指定通路即可免費索取購機優惠（數

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優惠：

優惠一：輕薄美型Pro 22ET 7M-056TW，現折NT$6,000元

優惠二：迷你不佔空間掌上主機Cubi，現折NT$3,000元

MSI狩獵獎勵！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2017/08/31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購買MSI電競桌機，並

發表您對於產品之評論，通過微星審核後即可

免費獲得「榮耀戰魂」遊戲序號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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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RUSAORUS尼爾：自動人形尼爾：自動人形即十開戰即十開戰

活動期間：活動期間：2017/06/23 ~ 2017/08/232017/06/23 ~ 2017/08/23

限定型號：限定型號：GTX1060GTX1060全系列電競顯示卡全系列電競顯示卡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凡購買技嘉凡購買技嘉GTX1060GTX1060全系列電競顯示卡，上全系列電競顯示卡，上

網登錄成功即贈「尼爾：自動人形」兌換碼一組（數網登錄成功即贈「尼爾：自動人形」兌換碼一組（數

量有限，送完為止，登入平台可查詢剩餘數量）量有限，送完為止，登入平台可查詢剩餘數量）

MSIMSI左右手感左右手感隨心所欲！指名隨心所欲！指名GM40GM40電競滑鼠，送限量電競耳機、杯緣子！電競滑鼠，送限量電競耳機、杯緣子！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即日起即日起至至 2017/08/31 2017/08/31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內指名凡於活動期間內指名GM40GM40電競滑鼠，電競滑鼠，

就送「就送「DS501DS501電競耳機＋限量電競耳機＋限量LUCKYLUCKY杯緣子」，數杯緣子」，數

量有限，送完為止。量有限，送完為止。

msi msi 全民瘋電競全民瘋電競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即日起即日起至至 2017/08/15 2017/08/15

活動辦法：活動辦法：凡購買任一電競桌機，即可享加購優惠。凡購買任一電競桌機，即可享加購優惠。

超值電競包超值電競包 ( (加購價加購價 990 990元元))

DS4200 DS4200 電競鍵盤、電競鍵盤、DS100 DS100 電競滑鼠、電競滑鼠、MSI GAMING MSI GAMING 

電競鼠墊電競鼠墊

防毒電競包防毒電競包 ( (免費送免費送)- )- 產品價值產品價值 3,190 3,190元元

防毒軟體、防毒軟體、DS501 DS501 電競耳機電競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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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ROG玩家共和國於今年台北

COMPUTEX 2017國際電腦展中推出

全球最薄電競筆電—「ROG Zephyrus

西風之神」，即日起在台震撼上

市！其搭載最新第七代Intel® Core™ i7

處理器、NVIDIA® GeForce® GTX1080 

Max-Q獨立顯示卡，並內建Windows 

10 Creators Update作業系統，玩家除

了可透過全新Windows遊戲模式輕

鬆提升遊戲效能，還能利用「Beam 

Streaming」功能於Beam或Xbox Live

等社群平台直播遊戲實況，成就精

采絕倫的娛樂饗宴！15.6吋的ROG 

Zephyrus西風之神採用獨家設計的

散熱系統—「主動式空氣力學系

統（Active Aerodynamic System

AAS）」，以及具備100% sRGB色域

與超廣可視角的120Hz螢幕，再加上

先進的NVIDIA® G-SYNC™顯示技術，

可提供令人屏息的遊戲視覺效

果；此外，還擁有可自訂的

ROG Aura RGB燈效，讓玩家在一

面捉對廝殺的同時，也能淋漓展現

個人獨一無二的電競風采！

ROG玩家共和國推出全球最薄電競筆電—ROG Zephyrus西風之神

計的

學系

m，

色域

加上

術，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Taiwan Limited（SIET）宣布，以

支援PlayStation®4的動作RPG遊戲

『N i e R : A u t o m a t a（尼爾 自動人

形）』為主題的音樂會 ─「人形們

的記憶NieR Music Concert in Taiwan」

決定將在8月28日、29日兩天，於

台北ATT SHOWBOX文創立方舉辦共

兩場的首度海外公演，並於今天正

式公開了台灣公演的全新主視覺。

此次音樂會門票於7月7日上午11點

起，在KKTIX售票網站以及全家便利

商店FamiPort限量開賣！

日本公演甫開賣門票就被搶購一空

的『NieR』系列音樂會，首度舉辦的

海外公演將由擔任該系列樂曲製作

的作曲家「岡部啟一」先生領軍，

偕同歌手「Emi Evans」小姐、J'Nique 

Nicole」小姐與「河野万里奈」小

姐，以及擔任鋼琴演奏的「帆足圭

吾」先生，吉他手「後藤貴德」先

生，小提琴家「高橋曉」小姐、

「日 綾子」小姐，中提琴家「石

田浩子」小姐和大提琴家「大沼深

雪」小姐，攜手於台灣以觸動靈

魂的樂曲重現『NieR:Automata』的

世界。同時，音樂會另一個「重

頭戲」朗讀劇，也將由『N i e R』

系列監製的「橫尾太郎」先生

親自撰寫全新劇本，並由扮演

「NieR:Automata」女主角「2B」的

「石川由依」小姐、扮演通訊官6O

的「磯部惠子」小姐，以及扮演輔

助機153的「あきやま かおる(Kaoru 

Akiyama) 」小姐現場演出。敬請期

待由主力原班人馬堅強陣容擔綱打

造出的『NieR』另一番嶄新魅力。

首度並唯一的海外演出！「人形們的記憶 NieR Music Concert in Taiwan」
8月28日、29日於ATT SHOWBOX文創立方舉辦！

性價比極高的視博通鍵盤滑鼠組

長久以來受到電腦組裝族群指定與

喜愛，每年屢創銷售佳績，但在

2017年我們決定開案高規格的機械

式鍵盤來給台灣的玩家們做選擇，

視博通首款自有品牌「PHANTOM

幻影機械式鍵盤」採用最新的凱華

BOX軸機械軸體與高品質的製造過

程，將以往只會出現在高端機械式

鍵盤的規格都標配上去，加上全領

域幻彩RGB的多段變化設計，價格

設定的部分維持一貫的高性價比經

營理念，高規機械式鍵盤不再難以

入手，喜歡機械式鍵盤的朋友可

千萬別錯過視博通首款自有品牌

「PHANTOM幻影機械式鍵盤」！

正港台灣製造視博通PHANTOM幻影機械式鍵盤魔幻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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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Taiwan Limited（SIET）公布，8月

18~20日於華山1914文創園區舉行

「PlayStation®遊戲娛樂嘉年華」最

新展出的遊戲清單，並公開部份舞

台活動與嘉賓陣容。多款最新的

PlayStation®4、PlayStation®VR遊戲、

遊戲製作人、知名聲優、賽車女神

和格鬥遊戲高手，都將在會場與大

家見面！還有更多試玩遊戲、舞台

活動與豪華嘉賓，將陸續發布！歡

迎到ibon售票系統或Accupass活動通

預訂！

此外，PlayStation®Taiwan自製直

播節目「PlayStation®玩樂DNA」也

將首度跨出攝影棚，來到會場與

所有玩家進行遊戲PK賽！常任主持

群「6tan（六嘆）」、「葉子」以

及「SpeXial」團員將帶領許多超人

氣實況主跟現場的玩家一起暢遊在

PlayStation®遊戲世界！

「PlayStation®遊戲娛樂嘉年華」PS4™、PS VR展出遊戲、舞台活動、嘉賓陣容大公開

亞洲成長最快速的手機遊戲公司

網石遊戲（Netmarble Games），為

旗下超人氣ARPG手遊《MARVEL未來

之戰》迎來了6位全新的超級反派：

沙人、蜥蜴人、獵人克雷文、犀牛

人、神秘客和禿鷹！這些全新的反

派皆為蜘蛛人最惡名昭彰的敵人，

玩家們將可在特殊任務和全新任務

包的戰鬥中面對他們。

除了全新的英雄外，《MARVEL未

來之戰》同步新增3套全新的制服：

「自製」蜘蛛人套裝制服以及禿鷹

的全新制服，兩套制服皆以《蜘蛛

人：返校日》為靈感。全新的反猛

毒制服也同步新增，這一切將為遊

戲帶來更多的刺激與樂趣。

而聯盟佔領戰也同步優

化，由於所有聯盟皆可參與

佔領戰，聯盟隊長將是唯一

能取消它的人。當玩家使用

後援技能時，現在推播提醒

將會發送給所有的聯盟。玩

家同時能查看哪些聯盟在線

上，並可透過種類、等級與

當前狀態篩選排列英雄。其他更新

則包含了蒐集同位素 8進行成長、

引導優化，和全新成長點數的點數

系統。

蜘蛛人最強大的敵人全面加入《MARVEL未來之戰》！
提供玩家們全新的超級反派、制服、任務以及遊戲內更新

在《星海爭霸®》高畫質重製版中

體驗原汁原味的人類、神族與蟲族

戰役，由Blizzard Entertainment 屢獲

大獎肯定的科幻即時戰略遊戲，經

過精心的現代化改造，將在8月15

日於全球同步推出。奮戰至今的

《星海爭霸》老玩家及剛加入戰

場的新指揮官皆可於暴雪商店搶

先預購遊戲，並取得專屬遊戲內

獎勵。

於8月15日前預購的玩家，將獲

得三款可於《星海爭霸》高畫質

重製版遊戲中使用的專屬建築物造

型：查爾蟲巢、克哈指揮中心及艾

爾星核。另外，購買《星海爭霸》

高畫質重製版的玩家，皆可獲得

《星海爭霸II》遊戲內數位好禮，包

括合作模式斯杜科夫指揮官及三款

獨一無二的頭像。

在原版《星海爭霸》遊戲經驗的

基礎上，《星海爭霸》高畫質重製

版加入現代的便利機能，同時忠實

地保留近二十年來持續凝聚熱情

玩家社群的遊戲魅力。《星海爭

霸》高畫質版遊戲與《星海爭

霸》現有版本完全相容，購買高

畫質版的玩家能與擁有《星海爭

霸》和《星海爭霸：怒火燎原》

的玩家同樂。

準備出動！《星海爭霸®》高畫質重製版 8 月 15日正式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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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lizzard Entertainment膾炙人口

的數位卡牌遊戲全新資料片中，

一窺巫妖王冷酷掌控下的135張全

新卡牌對那些服侍巫妖王的人來

說，死亡不過是個開始。  Bl izzard 

Entertainment宣布將於八月推出旗下

超人氣數位卡牌遊戲《爐石戰記®》

的全新資料片《冰封王座TM》。這

次冒險者將前往北裂境與巫妖王交

鋒，以死亡騎士的姿態重生，手握

異界之力並竊奪對手生命，最終登

上冰冠城塞之巔，奪下冰封王座及

135張全新的冷酷卡牌。

在《冰封王座》中，玩家將襲擊

巫妖王的冰凍要塞─冰冠城塞，在

此追尋符文魔法的禁忌之力。傳說

巫妖王打算為他選中的強大鬥士灌

注酷寒的亡靈精華：玩家即將能透

過九張全新傳說級英雄卡牌來獲得

他的青睞──打出那些卡牌後，

《爐石戰記》中眾人景仰的英雄將

化身為受人畏懼的死亡騎士，身

披覆霜鎧甲，手握扭曲力量。巫妖

王亦決定賦予玩家超越死亡的新能

力：「生命竊取」，這個駭人的新

能力，能讓玩家在造成傷害時治療

自己。

那些不滿足於僅效力於巫妖王麾

下的玩家，將能在免費《冰封王

座》系列任務中直接挑戰他。在序

章中踏入冰冠城塞，然後勇闖要塞

的兩個分區，在與巫妖王展開史詩

級對決前，先處理掉像是普崔希德

教授及辛德拉茍莎等經典首領。在

完成序章任務後，玩家將會收到一

張隨機的傳說死亡騎士英雄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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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石戰記®》玩家將於八月踏上《冰封王座™》

台灣最擬真的CPBL棒球手遊《棒

球殿堂2017》迎來暑假改版，加入

全新的比賽鏡頭，當球場上出現特

別情境時將會自動切換，並同步優

化遊戲內系統，提供玩家更優質的

遊戲體驗。《棒球殿堂2017》加入

全新比賽鏡頭畫面，玩家們只要遇

到壘包有特別狀況時，或有非常接

近的判決時，將會切換到特

定鏡頭畫面，並將如電視轉

播般以推軌方式重現精彩畫

面；而當出現補手後方的界

外球時，也會有不同角度呈

現守備追球與接球的動態鏡

頭畫面。

為了慶祝本次改版，網石棒辣椒

特別舉辦慶祝改版與限時登入雙重

活動，並於7日起至12日止，分階

段舉辦HOT TIME活動，共有LIVE對戰

(模擬)金幣5倍活動、經驗2倍活動、

LIVE季賽金幣2倍活動與暑假限時挑

戰活動。不僅如此，玩家於7日起至

12日，若每日完成LIVE對戰（手動

賽）3場，將可額外獲得A級訓練藥

水、1000紅利和有機會開出150萬金

幣的金幣箱等豐富獎勵。

《棒球殿堂2017》全面升級！新增比賽鏡頭精采畫面不漏接

以日系經典像素風格呈現的手遊

《Qubot像素戰機》即將上市，網石

棒辣椒（Netmarble Joybomb）搶先

釋出遊戲內介紹，並宣布《Qubot像

素戰機》事前登入活動即刻開跑！

《Qubot像素戰機》以3D機甲元素

和3D粒子華麗爆裂畫面，結合了日

系經典像素風格，讓玩家們重溫紅

白機世代的感動。遊戲內以架空世

界作為背景，描述在「立方市」的

人類與機甲的共生關係，玩家需蒐

集機甲與駕駛員，並透過組合各式

機甲隊伍與敵方對抗、推進故事章

節，努力在機甲大賽中獲得最終勝

利。

除了使用遊戲內所設

定好的機甲外，玩家也

可組裝搭配部件，自行

設計機甲外觀，打造出

與眾不同的專屬機甲，

滿足孩提時代的夢想。

此外，《Qubot像素戰

機》更邀請日本一線聲優為角色配

音，賦予駕駛員嶄新的生命力和獨

具特色的性格。

日系經典像素手遊《Qubot像素戰機》即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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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AM我聽推出全新造型設計

GM-577迷彩電競耳麥，兩側耳罩外

緣採用帥氣的藍色迷彩，搭配淺藍

色牛仔刷紋頭帶，相比全黑為主體

色的電競耳機，更加吸引玩家們的

目光。

GM-577迷彩電競耳麥最獨特的地

方為獨創雙麥克風設計，在家使用

時能安裝可拆卸式麥克風，而外出

使用則可直接將麥克風拆卸，使用

左側耳罩上的隱藏式麥克風。因此

不論在家與朋友進行遊戲對戰，或

是外出與朋友通話均能使用，這樣

與眾不同的設計絕對是吸引玩家購

買GM-577的原因。

GM-577迷彩電競耳麥在外觀上不

但新潮，採用金屬材質的調整頭帶

比起一般塑膠材質的電競耳麥來的

更耐用，不僅能承受住180度擴張，

而且極有韌性不易斷裂，讓使用者

可以自由調整舒適度，內側柔軟海

綿富有彈性，100mm柔軟耳墊可以

完整包覆耳朵，阻隔外界噪音，有

效降低耳機對頭部的壓力，給玩家

良好的遊戲體驗。

ALTEAM  GM-577迷彩電競耳麥

休亞瑞的殞亡戰士等待此刻已

久：萬眾期待的死靈法師重返，並

將把他們送回戰場，再次對抗烈焰

地獄群魔。Blizzard Entertainment今

日宣佈推出《死靈法師的崛起

™》組合包，在《暗黑破壞神

® I I I：奪魂之鐮®》中召喚出經

典的死靈法師職業。玩家可經

由P C版遊戲內介面、暴雪商

店、PlayStation®Store或Xbox One 

Store購買這款數位組合包。

死靈法師是肅穆的施術者，

他們汲取鮮血與白骨之力，利用敗

亡的敵人屍骨，召喚出恐怖的亡者

大軍。這群陰沉憂鬱的男女法師精

通黑魔法，矢言維繫聖休亞瑞生死

力量的平衡—為達目的，即便要引

爆上千具惡魔屍骸，他們也在所不

惜。

黑魔法追隨者可至Diablo3.com/

N e c r o研讀《死靈法師之

書》，發掘拉斯瑪祭司嚴密看

守的秘密。這部史冊魔典紀錄

死靈法師的幽暗歷史、法術、

符文、武器及護甲─對於想化

身死靈法師完成第11賽季挑戰

的玩家來說，這將是絕佳的參

考資料。

黑暗英雄重返《暗黑破壞神®III》—《死靈法師的崛起™》亞服隆重上市
《暗黑破壞神®III：奪魂之鐮®》推出哥德風經典奇幻英雄

阿薩斯雕像周年野餐派對」於台

中市草悟道南段阿薩斯雕像前，熱

鬧登場！首度開放的《魔獸：崛

起》戶外電影院，邀請台中市民與

玩家透過大螢幕觀賞魔獸史詩級的

故事，體驗任務與《爐石戰記®》街

頭競技場亦吸引大批民眾參與，現

場逾2,000位玩家共襄盛舉。Blizzard 

Entertainment 亦準備部

落與聯盟旗幟的造型蛋

糕與100個阿薩斯杯子

蛋糕，與現場玩家一起

歡呼慶祝阿薩斯雕像落

腳台中市一周年！

豐富的體驗任務可親

手製作獨一無二的紀念

品，熱情的市民與玩家攜家帶眷排

隊體驗。「聯盟部落選邊站」讓民

眾可DIY絹印部落或聯盟的陣營徽記

在旗幟與T-shirt上；「死亡騎士的邀

請」任務，則由專業的速寫畫師以

阿薩斯的美術圖，畫出民眾的臉部

寫真，人人都能化身巫妖王坐上冰

封王座！成功參加並完成體驗活動

的民眾可憑集點卡換取飲料、餐點

或參加抽獎，有機會抽中艾澤拉斯

地圖野餐墊（將於活動後寄送）。

阿薩斯雕像周年野餐派對登場吸引逾2千名玩家齊聚草悟道同樂
戶外電影院、體驗活動、街頭競技場歡慶雕像落腳台中市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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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Taiwan 

Limited（SIET）宣布，全世界累積銷

售超過7,690萬張的「Gran Turismo」

系列最新作品PlayStation®4（PS4™）

專用遊戲《Gran Turismo Sport》，將

於2017年10月17日在台灣發售。「一

般版」建議售價NT$1,690元、「限定

版」建議售價NT$1,790元、「限量典

藏版」建議售價NT$3,090元。

購買PS4™專用遊戲《Gran Turismo 

Sport》「一般版」或「限定版」，

將獲得共通的初回特典DLC─集結3

輛可在遊戲內使用的車輛的「搶先3

輛車套件包」；而「限定版」多收

錄了「鐵盒」、可鑑賞車輛相片的

「畫集」、集結8輛可在遊戲內使用

的車輛的「車輛包」等DLC；「典藏

版」除了包含「限定版」內容，更收

錄了特製的「車輛模型」。另外，在

PlayStation® Store則會販賣收錄PS4™

遊戲《Gran Turismo Sport》「一般

版」與收錄「限定版」DLC的《Gran 

Turismo Sport》 (數位豪華版)，售價

為NT$1,790元。

PlayStation®4專用遊戲《Gran Turismo Sport》2017年10月17日(二) 在台登場！

日本Sony集團旗下之網際網路服

務事業So-net（台灣碩網網路娛樂

（股）公司，以下簡稱So-net）攜手

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跨界合作，將在日本引起旋風的台

日混血奇幻武俠布袋戲《東離劍遊

紀》正式登入《白貓Project》，合

作活動除了推出繁中版首創的自製

島嶼關卡，人氣角色「殤不患」、

「凜雪鴉」、「丹翡」與經典場景

「鍛劍祠」也將躍上手機遊戲

中。此外，台灣So-net董事長

永田博丈同步宣布So-net品牌

形象及辦公室全面翻新！

由白貓魔導士「愛麗絲」帶

領三大東離英雄搶先直擊So-

net全新辦公室，揭開全台首座

複合式直播攝影棚與電玩遊戲

室的神秘面紗。

《白貓Project》攜手《東離劍遊紀》跨界合作強勢來襲！
重量級IP強強聯手投下台日遊戲界震撼彈

宏碁搭載世界級散熱技術的多款

電競、類電競產品陸續開賣，還推

出最酷的集點遊戲（Cool points）及

超值優惠、最凍感的好禮，包括：

「全系列齊全電競、類電競筆電開

賣」。

宏碁布建齊全電競、類電競產

品線，除了為究極玩家打造的頂

級Predator 21X之外，推出【第一

款】纖薄效能兼具的輕薄電競筆電

Predator Triton 700擁有鋁製

金屬機殼，採用頂級顯卡

GTX1080MaxQ，售價不到

十二萬元、【第二款】15.6

吋或17.3吋螢幕的5萬多元中

階價格帶電競筆電Predator 

Helios 300、【第三款】類電

競筆電首選Nitro 5，靚玩家

輕鬆入手，搭載Intel Core i5

處理器規格售價NT$36,900元、【第

四款】潮型經典類電競筆電Aspire 

7，暑期最佳推薦，搭載Intel Core i5

處理器機種售價NT$30,900元，新品

皆搭載世界級散熱技術。

暑期自7/15-8/15止，凡購買Intel® 

Core™系列筆電或桌機產品，上網

登錄即可抽最凍感好禮「北海道星

野渡假村雙人遊」（市值NT$81,600

元），還有其他獎項及買送好康；

凡7/21起於Acer Day網站完成集點

遊戲，至宏碁北、中、南指定專售

店、旗艦店即可兌換「USB充電迷你

冰箱」及參加抽獎。

宏碁陪你「酷涼玩一夏」配備世界級散熱技術的Acer電競、類電競產品登場
享受最酷的集點遊戲、最凍感的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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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系列產品加持《Garena傳說

對決職業聯賽》挑戰世界之巔全球

電競產業蓬勃發展，超過40個國家

承可電子競技，現已有6個國家將電

競納入正式體育項目。

韓國是全球第2個將電競納入體育

項目並推動電子競

技專法的國家，而

韓國三星，更早在

2 0 0 0年開始贊助素

有電競界奧林匹克

之稱的World Cyber 

Game(WCG)世界電子

競技大賽，韓國三星

戰隊同樣享譽國際。

台灣為全球第十五大遊戲市場，

遊戲玩家在2017年更已突破1,500

萬人，台灣三星電子關注此趨勢，

盼以韓國經驗為依據，以行動力

支持台灣電競產業。台灣三星宣

布正式成立《傳說對決》Samsung 

TTP Esports戰隊，並將參與即將開

跑的首屆《Garena傳說對決職業聯

賽》，期盼透過與其它電競團隊切

磋較勁，在賽事中不斷地成長、茁

壯，期望再度看到台灣選手揚名國

際。

台灣三星跨足電子競技產業　成立首支職業電競戰隊Samsung TTP eSports

曜越正式推出曜越TT Premium頂

級版Toughpower iRGB PLUS 1250W鈦

金牌數位電源供應器，世界首創內

建高風壓1680萬色RGB風扇將掀起一

波RGB風暴！全新曜越TT Premium頂

級版Toughpower iRGB PLUS 1250W鈦

金牌數位電源供應器採用高品質零

件及全模組化設計，並擁有80 Plus

鈦金牌認證、內建專利設計極靜音

140mm高風壓Riing RGB 1680萬色風

扇和12顆可控式LED燈，擁有7種燈

光模式（恆亮、流動、RGB循環、雷

達、閃爍、呼吸、波浪）可挑選，

並可選擇三種「色彩模式」（RGB、

單色、關閉）和四種「燈光模式」

（慢、標準、快、極快）。使用者

還可以使用《Riing RGB手機APP軟

體》客製化專屬RGB燈光效果。除此

之外，Toughpower iRGB PLUS 1250W

鈦金牌數位電源供應器亦支援曜

越《DPS G PC App 2.0監控軟體》、

《DPS G Smart Power Management 

Cloud 1.0 SPM雲端智慧電源管理平

台》、《DPS G Mobile App1.0手機監

控軟體》，幫助使用者節能省電，

一同響應環保。

世界首創曜越推出TT Premium頂級版Toughpower iRGB PLUS 1250W 鈦金牌數位電源供應器

亞洲成長最快速的手遊公司網石

遊戲宣布，旗下超人氣的RPG手遊

《七騎士》全新英雄「克蘿伊」於

遊戲中嶄新登場。

克蘿伊原為召喚商店內的

NPC，如今她加入了《七騎

士》成為一名新的英雄。克

蘿伊角色設定以雙瞳色貓為

靈感，並為一名輔助型的覺

醒英雄。當克蘿伊覺醒後，

可使全體隊員受到的所有傷

害無效化，且於各種情況下

皆有用。

本次更新也同步新增了稱號領袖

圖標系統。玩家達成特定條件任務

或獲得英雄、時裝後即可得到領袖

圖標，當玩家將領袖圖標設為遊戲

內大頭照後，即可獲得稱號、額外

的能力值幫助戰鬥。

七騎士拼圖系統也同步優化，由

於玩家們可從中獲得特殊英

雄，使得拼圖系統成為受歡

迎的內容。玩家們現在可於

系統中選擇兌換自己想要的

英雄，而不是按照原先的方

式獲得英雄，日後將能更快

速的獲得自己最愛的英雄。

RPG手遊《七騎士》全新英雄「克蘿伊」登場



60 ｜光華商場採購誌｜2017. 8

樓層平面圖

B6

B2

402

401

403

B3-B5

X01

X02

X03

X04

X05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B14 B13 B12
B11

B10

B09

B08

B07

1

新
生
北
路
一
段

希望廣場

戶外廣場

市政府台北車站 市民大道三段

八德路一段

金
山
北
路

No 店　　名 營業項目 電話

B02 COME BUY 現做茶飲 02-2341-8563

B03-05 萊爾富 便利超商 02-2391-3645

B06 Subway 潛艇堡 02-2391-0618

B07 西門町楊排骨酥麵（光華店） 傳統美食 0918-190-302

B08 麵香隋牛肉麵 特色小吃 0922-066-993

B09 真實原色 天然飲食 0917-281-166

B10 吉購吉日式丼飯專賣店 日式丼飯 02-3393-1489

B11 花蓮扁食 地方小吃 02-3393-1489

B12 李記港式香煎雞扒坊 港式餐點 02-2395-1060

B13 露天義大利麵 義式料理

B14 肥老闆羊肉羹 羊肉料理 02-2343-5858

401

402-403

※哺乳室請至服務台免費借用鑰匙使用

1F 設置華泰、台北富邦、玉山、第一銀行共4台ATM提款機
2F~3F 設置華泰、上海商業銀行共4台ATM提款機

No 店　　名 營業項目 電話

A1 申弘科技 DELL展示中心 02-2358-3181

A2 德總電腦 ASUS旗艦展示中心 02-2391-5339#36

A3 德寶電腦 ASUS旗艦展示中心 02-2391-5339#36

A4 華得商行 WACOM繪圖板展示 02-2394-2107

A5 崑碁電腦 Acer筆電展示 02-2391-0758

A6 霖源科技 蘋果專賣 02-3343-3519

A7 瑞漢科技 ASUS筆電展示 02-2394-7099

A8 品濬科技 TOSHIBA筆電展示 02-2327-8081

A9 慶豐資訊 華碩/技嘉/Apple展示 02-2391-5339#38

A10 欣亞數位 ASUS筆電展示 02-2341-2615

A11 欣亞數位 Acer筆電展示 02-2341-2615

X01 茂訊電腦 Acer筆電展示 02-2351-2359

X02 崑碁電腦 Lenovo筆電 02-2391-0758

X03 中弘科技 DELL華碩展示中心 02-2358-3190

X04 高康電腦 ASUS筆電展示 02-2394-9796

X05 天翼電腦 ASUS筆電展示 02-2393-2529

光

華

商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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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店　　名 營業項目 電話

1-2 FUJITSU電腦專賣店 手機平板電腦周邊 02-2341-1910

3-4 通訊超市 手機配件 02-2341-2206

5-6 億利 華碩筆電 02-2341-9063

7-8 欣亞 (DIY館) 電腦組裝 02-2341-6570

9 合歡山育樂用品社 體育用品 02-2341-4081

10 李師傅 手機周邊維修 0917-272-678

11 Green Apple 手機平板周邊 0971-202-762

12-13

14 薪創 相機設備 02-2351-0900

15-16 億碩資訊 電腦設備 02-2391-5339#18.19

17 全家福書行 書店 02-2391-5408

18 QQ Case 手機平板周邊 02-2393-4132

19-20 新風科學 資訊設備 02-2341-7771

21

22 傑略 印表機/投影機/耗材 02-2397-4149

23 圓陽電腦科技 遊戲主機及周邊 02-2327-8191

24 崑碁電腦 聯想筆電 02-2391-0758

25 六合電子 電子設備 02-2357-8041

26 立東 文具用品 02-2391-4839

27 瑞漢科技 華碩筆電 02-2341-9063

28 金嗓子電子 監視/麥克風 02-2392-6476

29 興弘科技 耳機專賣 02-2395-8081

30-31 健宏電腦 電腦設備 02-2321-3050

32 榮鑫電腦 電腦設備 02-2327-9281

33 茂訊 筆電專賣 0920-548-337

34 華得 (安辰) 電腦設備 02-2351-6577

35-36 華得 (金金) 電腦周邊手繪板 02-2394-2107

37 日綾(成明) 3C耗材 02-2356-0036 / 2356-0193

38 榮鑫電腦 華碩筆電 02-2393-7662

39 跳蚤一族 (軒資) 印表機/投影機/耗材 02-2327-8146

40-41 天翼電腦 華碩筆電 02-2393-2529

42 可絢 印表耗材

43 皇達科技 筆電桌機 0989-950-230

44 弘樺通信二店 行動通訊 02-2391-9977

No 店　　名 營業項目 電話

45                            印地安數位館 (欣優) 相機設備 02-2322-5548
46 薪創 電腦設備 02-2322-5091
47 文豪書店 二手書店 02-2393-3075
48 游師傅 手機周邊維修 0982-760-161
49 AUTOBUY (集冠) 電腦設備 02-2395-8195#1203
50-51 永晟電腦 筆電、包膜 0960-184-669
52-53 頂成 (健宏電腦) 電腦設備 02-2321-3050
54 天翼電腦 (漢文) 筆電 02-2393-2529
55-56 原價屋 (虹欣) 電腦設備 02-2397-2669
57-58 普雷伊 電玩遊戲 02-2393-4993
59 AUTOBUY (極品) 電腦設備 02-2395-8195#1208
60-61 國揚電腦(慶豐) 電腦設備 02-2395-2808
62-63 三井電腦 3C周邊耗材 02-2396-2002
64-66 德總電腦 電腦設備 02-2391-5339#11.12.21.23
67-68 虹優 (軒揚) 筆電專賣 02-2351-3281
69-70 電動間光華門市 遊戲專賣店 02-2341-8308
71 伽威電腦資訊社 電腦設備 02-2397-2866
72-73
74-76 博聯數位王 手機平板周邊 02-2327-9524
77-78 崑碁電腦 宏碁華碩專賣 02-2391-0758
79 世界電話 手機通訊 02-2322-4921
80 游老闆 (翊勝) 手機平板 02-2321-3951
81-82 應元 電腦設備 02-2351-0777
83 NB HOME 電腦專賣 02-2394-9797#30
84 大聯盟 PC電玩 02-2391-4191
85-86 霖源科技 蘋果專賣 02-2391-6389
87 艾斯科 掃瞄器 02-2341-0577
88-89 玩相機 相機周邊 02-2321-1704
90-91 龍林 (民企) 電腦 電腦設備 02-2321-1471
92 1加1 手機平板周邊 0971-205-621
93 瑞漢科技 華碩電腦 02-2341-8782
94 元鼎電腦 筆電專賣 02-2327-8756
95 鐠洛國際通訊 (pro) 手機通訊 02-2391-5899
96 德總電腦 電腦設備 02-2391-5339#27

97-98 蔡家國際SONY館 SONY產品 02-2351-329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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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店　　名 營業項目 電話

1 彩虹3C 筆電專賣 02-2351-3281
2 偉帝光碟 3C耗材 02-2396-9607 
3 弘豐科技商行 相機攝影機 02-2321-8333
4-5 成峰 手機周邊 02-2395-5252
6
7 弘樺通信 手機通訊 02-2394-9111
8 G2 STORE 電子產品 02-2395-5405
9 膜天輪數位包膜 專業包膜 0973-018-435
10 AIR CASE 手機週邊電腦配件 0973-272-822
11 海川二手書店 二手書店 02-2322-5440
12 瘋寶包 平板皮套防震包 02-3322-6258
13 恒美 (吉安得斯) 行車記錄器 02-2351-1292
14-15 第二家 3C包 02-2396-0666
16-17 光華網通 門號申辦/手機配件 02-3343-2449
18 元富電腦 視訊器材 02-2396-5781 / 2321-8112

19 新德利 電腦耗材 02-2395-7752

20-21 德利豐 資訊設備 02-2341-1934
22 車威頡 3C周邊 02-3343-3699
23-24 第一家 體育用品 02-3322-2102
25 崑碁電腦 筆電專賣 02-2391-0758
26 游師傅 手機周邊維修 0955-598-880
27-28 精正企業 軟體光碟 02-2341-8473
29 勝鋒 (鶴眾) 音響耳機 02-2356-3491
30 傑略 印表機/投影機/掃瞄器 02-2351-5758
31 Boss Camera 相機週邊 02-2395-7262
32-33 瑞漢科技 ASUS專賣 02-2351-5089
34 得文數位館 印表機耗材 02-2394-8700
35-36 天翼電腦 ASUS形象店 02-2322-2338
37 艾斯科 掃瞄器 02-2341-0577
38-39 可絢 印表耗材 02-2396-8666
40
41-42 紐頓 電腦設備 02-2351-0722
43 蓄利電池 電池改製 02-2391-3807
44 Bling@店 平板周邊 02-2341-7012
45-46 相機美人(鴻宸) 相機週邊 02-2395-7277
47 兆正通訊 手機通訊 02-2395-1818

No 店　　名 營業項目 電話

48-49 一耀電腦 ASUS專賣 02-2393-2328／2393-2317
50-53 德寶電腦 電腦設備 02-2321-9397
54 德寶電腦 電腦設備 02-2321-9397
55 捷暘 (東太) 軟體光碟 02-2321-8275
56 捷暘 (茂達) 音響耳機 02-2322-2024
57 宏嘉行 資訊設備 02-2394-7127
58 萬珠企業 資訊設備 02-2341-1670
59 崑碁電腦 筆電專賣 02-2391-0758
60 群優 電腦設備 02-2397-0279
61 兆生通訊 手機通訊 02-2393-1777
62 崑碁電腦 筆電專賣 02-2391-0758
63-64 采奕科技 (采碩) 印表機耗材 02-2356-9126
65 勝宏筆記型電腦 電腦設備 02-3393-1323

66-67 印泰 電子器材 02-2396-2654 / 2322-2824

68-69 德誼數位 蘋果專賣 02-2356-3068
70-71 喬義科技 ASUS專賣 02-2393-2328 / 2393-2317
72 A+專業包膜 專業包膜 02-2395-6961
73 手機外套 手機殼/喇叭 0972-915-897
74-75 Dr. Solar太陽博士 太陽能周邊 02-2341-6908
74-75 名洋通訊 手機通訊 02-2322-5222
76-77 紐頓 電腦設備 02-2351-0722
78-79 茂訊電腦 筆電專賣 02-2351-2359
80-1 .com包膜屋 專業包膜 0987-609-882
81-82 藝園書店 二手書店 02-2391-8486 / 0937-856-115
83 大不同手機急修 手機平板 02-2341-0188
84-85 宙星光碟 影音光碟 02-2391-0693
86 仁基電腦 電腦設備 02-2351-8801
87 茂訊電腦 筆電專賣 02-2351-2359
88 瘋寶包 平板皮套防震包 02-3322-6258
89 本店吳銘 電腦周邊 02-2321-8923 / 2392-7367
90-91 景佳 軟體光碟 02-23973802
92 BEAUTY pro 平板周邊 02-2351-0002
93-94 新光華數位科技社 資訊設備 02-2392-3636
95 品濬科技 筆電專賣 02-2327-8081
96 碟宇光碟 影音光碟 02-2391-2587
97-98 聚文光碟 影音光碟 02-2391-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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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資訊

No 店　　名 營業項目

1 申弘科技 電腦維修 02-2358-3191
1-1 凌威科技 資料救援 02-2321-3211
2 WD原廠服務中心 原廠客服 02-3393-3238
2-1A 弘樺科技 手機通訊 0920-494-167
2-1B 621手機維修 iPhone維修 +86 1369980102
2-1C 晶順維修工作室 手機維修 02-2341-7739
3-A 日綾 電腦維修 02-2396-5139
3-B 原版資訊 Wacom展示 0936-123-279
3-1 黑歐米 電腦維修 02-2391-8669
4 TOSHIBA客服中心 電腦維修 02-2327-8081 / 2327-8082
4-1 金士頓授權換修中心 展售維修 02-2391-1335
5 天翼電腦 電腦販售維修 02-2393-3828
5-1 筆電之家 筆電販售 02-2394-9797
6 安辰 桌電印表機維修 02-2351-3069
6-1 雷德資料救援 資料救援 02-2391-7555
7 旲昱(電池醫院) 電池批發 02-2322-3182
7-1 Razer服務中心 電競周邊 02-2327-9295
8 喬義科技 ASUS專賣 02-2393-2328
8-1 泓業(傑略) 電腦維修(印表機) 02-2397-4148

9 雷德資料救援 (工程部) 資料救援 02-2391-7555

9-1A 膜龍工坊 3C包膜 02-3393-3737
9-1B 台北NB 筆電專修 02-2341-3882
10 君升實業 平板筆電手機維修 02-2351-1500
10-1 MYNB-金成 平板筆電手機維修 02-2391-7875
11 偉特資訊 資料救援銷毀備份 02-3393-3202
11-1 偉特資訊 硬碟救援 02-3393-3238
12-1 光華商場資訊教育中心

12-A 聚文光碟 影音光碟 02-2391-2587
12-B 宙星光碟 影音光碟 02-2391-0693
13 金日鑫維修中心 蘋果系列維修 02-2351-5582
14 藍藍屋夢工坊 代客轉錄 02-2394-1562
14-1 中易電腦 螢幕電腦維修 02-2393-5438
15 宏積 各式拷貝/資料救援 02-2395-6941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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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競而戰為戰鬥而生
AOC  G2460VQ6  24吋專業電競顯示器

AOC顯示器推出電競系列G2460VQ6電競顯示器，支援

AMD FreeSync
TM技術讓遊戲畫面不再撕裂或是間斷，提供

流暢、完美無瑕的遊戲體驗；快速的1毫秒反應時間，解

決玩遊戲時所產生的動態模糊，讓畫面一舉一動清晰無

比。Game Mode技術，玩家可快速設定各種遊戲適用的畫

面效果。配備革新的AOC硬體淨藍光技術可降低超過90%

的藍光，相較其他低藍光技術造成螢幕微暗或偏黃的現

象，AOC硬體淨藍光技術可維持畫面最真的色彩和亮度，

並提供更安全的護眼環境。支援高畫質輸入介面HDMI、

DisplayPort及VGA，給予玩家更高規格的使用環境。

華碩ZenTalk論壇
【未來Ｘ智慧窩聚夏令營】開放報名！

華碩ZenTalk論壇年度重頭戲—【未來Ｘ智慧 窩聚夏令

營】將於8月26日熱鬧登場，即日起至8月10日止開放線

上報名！ZenTalk窩聚夏令營自2015年首度開辦至今已邁

入第三屆，今年小編群同樣精心策劃一系列生動有趣的

豐富內容，要與所有Zen粉盡情狂歡High一「夏」！

活動當天，除了安排華碩產品經理、論壇Dr.Zen到場細

說分享產品大小事，亦將同步展示上市在即的「新一代

ASUS ZenFone 4系列」、全球首款支援Tango及Daydream

技術的「ASUS ZenFone AR」，以及聰敏可愛的智慧小夥

伴「ASUS Zenbo」，參加的Zen粉們可親身感受無與倫

比的產品魅力；此外，還能與神秘的華碩大人物一同共

進晚餐，近距離互動交流，歡迎擁有華碩手機和ZenTalk

論壇帳號的Zen粉把握機會踴躍前往報名，名額有限，

額滿為止；更多活動詳情及最新消息，敬請密切關注：

https://goo.gl/56gEDG。

Adobe 被獨立研究公司評為即時互動管理的領導者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Nasdaq：ADBE）宣布於《

2017第二季Forrester Wave™：即

時互動管理》報告中被評比為

領導者，Forrester在32個準則上

評估了12個最主要的即時互動

管理（RTIM）供應商，準則包

括現有產品、策略和市場佔有率。即時互動管理供應商幫助

品牌在客戶生命週期中的適當時機提供與背景相關的體驗、

價值和功用。

Forrester的即時互動管理報告指出：「Adobe與利用集中化

即時決策引擎（real-timedecisionengines）的即時互動管理供

應商不同，它整合了市場行銷、分析和Advertising Cloud產品

組合的功能，讓每個管道實現即時互動管理，它的全球用戶

ID和識別（identity graph）強調直接市場行銷和廣告活動的跨

管道一致性。其中一項評論讚譽『Adobe在整合其收購產品

並提供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方面表現非常出色』。」

Adobe Experience Cloud為品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頂尖技

術，專注於分析、數位體驗管理和傳遞、活動編排、測試和

目標定位、廣告管理、受眾管理、影片和社交參與。並與

Creative Cloud Enterprise整合，可輕易且快速地啟動跨所有市

場行銷管道和客戶接觸點的創意資產。

現在數以千計的品牌依賴Adobe數位體驗解決方案，包括

企業財富五十強中的三分二企業以及全球十大媒體、金融服

務、汽車、財富管理和電信公司。Adobe Experience Cloud每

年支援100萬億次客戶交易，超過任何其他公司，每年亦收到

41萬億次富媒體（ Rich Media ）化請求和超過 1200 億封電子

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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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總裁暨執行長蘇姿丰博士透過影片　公布各界殷切期待的Ryzen Threadripper處理器

AMD總裁暨執行長蘇姿丰博士透過影片公布各界殷切期

待的Ryzen Threadripper處理器的規格、定價與供應時程等細

節，並同步發表Ryzen 3桌上型處理器的規格以及上市日期。

此外，AMD全球資深副總裁

暨運算與繪圖事業群總經理

Jim Anderson也在部落格中

分享產品最新訊息。

Ryzen Threadripper將在8

月初搶進全球高階桌上型電

腦市場。除了先前發表的16

核心32執行緒版本，還將推

出一款12核心24執行緒的型

號。兩款產品都不鎖倍頻，並且採用全新Socket TR4插槽，支

援四通道DDR4並具備64通道PCI Express介面。

Ryzen Threadripper 1950X內含16核心，基本時脈為3.4 GHz，

可精準提升至4 . 0  G H z。而

Ryzen Threadripper 1920X為

12核心產品，基本時脈則為

3.5 GHz，可精準提升至4.0 

GHz。如影片所展示，兩款

Ryzen Threadripper處理器在

Cinebench r15的效能跑分都

超越Intel 7900X。

智慧2.0護眼技術再升級　BenQ 4K HDR護眼旗艦大型液晶　極緻畫質感官饗宴

BenQ護眼技術大躍進，領先全球推出「智慧藍光2.0」護眼

旗艦大型液晶-JM系列，即日起正式在台上市！不同於傳統

電視，BenQ獨家開發智慧藍光2.0功能，不需做任何設定與調

整，直接降低有害藍光，並保持畫面不變色，還可自動感應

環境光源，當觀看電視的環境過亮，「智慧藍光2.0」自動強

化畫面暗部細節，讓眼睛看得更輕鬆；當環境過暗，自動調

降電視背光至最適合觀看的亮度，更是業界唯一取得SGS檢

驗與德國TUV萊茵機構雙認證的大型護眼液晶，BenQ護眼新

技術，保護消費者雙眼再升級。

一般市售低藍光電視只把藍光濾掉，雖然保護眼睛，畫面

卻也會變黃，BenQ研究團隊發現，短波藍光實際對眼睛有害

的波長在455nm以下，BenQ獨家開發「智慧藍光2.0」，保留

對眼睛無害的長波藍光，去除了有害短波藍光，並依據環境

光源，智慧調節觀賞電視的最佳亮度，成功守住電視色彩，

同時保護眼睛不受光源傷害。

Sony SBH56遙控拍照免持通話藍牙耳機
智慧生活「無線」精彩遙控拍照、來電提醒及語音助理一次擁有

Sony Mobile正式推出無線藍牙耳機SBH56，除可無線享受清晰立體聲，更能搭配Xperia

系列手機遙控拍照、來電提醒及擴音功能，甚至可支援Google Now語音助理，超越溝通

與智慧生活的想像。還能化身無線快門遙控器，控制拍照時刻！只要長按SBH56藍牙耳

機上的快門按鈕，立即啟動相機；輕按快門按鈕即可拍照；連續快速按兩下快門按鈕，

啟動拍照定時器，完美自拍或是包含你自己的團體拍照，輕鬆上手。

Sony SBH56藍牙耳機，除可智慧語音播報來電姓名及燈號提示外，更同時支援Google 

Now與Siri語音助理，只要長按通話鈕即可快速啟動智慧語音助理，更聰明更便捷！內建

揚聲器與麥克風功能，可擴音接聽電話，或充當喇叭播放喜愛音樂瞬間轉換空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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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AM AH-Q55、AH-Q30、AH-Q10
花系列耳機

ALTEAM我聽推出全新的花系列耳機，分別為AH-Q55鬱金

香、AH-Q30蝴蝶蘭耳罩式耳機及AH-Q10滿天星小耳機，主

打女性消費市場，AH-Q55及Q30採用圓潤的是耳罩外觀，

極輕量的機身，無負擔配戴感是一大亮點，AH-Q10則是絢

麗多色，主打音導管的30度斜角設計，符合耳道構造，穩

定性與密閉效果兼具，是通勤族的最佳首選。三款皆為有

線控制設計，按鍵可用於播放、暫停音樂及接聽、掛斷電

話，適用iOS與android系統，可相容智慧型手機、平板、筆

電、桌上型主機、mp3播放器等3C電子產品。

Verbatim 雙孔USB車用充電器
快速充電高效雙輸出

國際品牌Verbatim推出的雙孔USB車用充電器，配備快

速充電技術，包括最新的Qualcomm® Quick Charge™ 3.0

及華為手機專用的FCP（Fast Charging Protocol），向後

相容QC2.0，快充輸出高達5V/3A，而另一個常規USB插

槽最大輸出為5V/2.4A，最大總輸出為30W，達至高效雙

輸出，可同時為兩台設備迅速補充電源。產品尺寸只有

59×29.3mm，僅重32g，採用金色及銀色的金屬外殼。產

品相容大部分市面主流車款，更符合FCC及CE國際安全認

證，Verbatim為車充提供1年有限保固，也購買了全球產品

責任保險，給用家提供多一份信心。

宏碁陪你「酷涼玩一夏」　享受最酷的集點遊戲、最凍感的好禮

暑期到來，宏碁陪你酷涼玩一夏！宏碁搭載世界級散熱技術的多款電競、

類電競產品陸續開賣，還推出最酷的集點遊戲（Cool points）及超值優惠、最

凍感的好禮，自7/15∼8/15止，凡購買Intel® Core™系列筆電或桌機產品，上網登

錄即可抽最凍感好禮「北海道星野渡假村雙人遊」（市值NT$81,600元），還有其他

獎項及買送好康；凡7/21起於Acer Day網站完成集點遊戲，至宏碁北、中、南指定專

售店、旗艦店即可兌換「USB充電迷你冰箱」及參加抽獎，相關內容可參

閱宏碁暑期活動網站：Acerday.acer.com.tw。

宏碁陪你「酷

暑期

類電競

凍感的好

錄即可抽最

獎項及買送好

售

樺賦科技推出全新Thecus監控中心APP　為居家與辦公室環境的安全做把關

樺賦科技最新發表的「Thecus監控中心」（Surveillance Center）

提供了最人性化的控制平台，用戶能夠清楚監控家裡、辦公室的

環境狀況。這個APP可於所有運行在Thecus OS7.0的NAS免費使用。

只要將自己購買的NAS，接上攝影機，就可以開始使用錄影、重

複播放、定時錄影⋯等功能，宛如變成一個小型安全監控中心。

Thecus監控中心支援ONVIF協定的攝影機，並且最多可免費連接8台

攝影機。Thecus監控中心已經可以在Thecus OS7.0 APP下載中心進

行下載，趕緊替您的居家與辦公室環境添加新的安全防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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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辦MOD、第四台？看電視其實您可以選擇更好的
這個暑假就換網路電視　價格便宜、免綁租約、內容豐富

今年各電視收視戶打擊重重，前不久中華電信MOD無預警公告，其提

供內容將從原本的100多個頻道降至59個頻道，大大的影響到綁約收視民

眾權益，退訂風聲隨之四起；而早在今年初，有線電視業者也被爆料自

主認定用戶續約而開始收費，每月帳單因此多一筆數位DAT特選頻道費

用，根本強迫消費者中獎付費。大家不禁要問，難道沒有更好的收視選

擇了嗎？

當然有！現在最夯的「OTT網路電視」就是您向原本電視供應商說再見

後的最新方案。消費者可以自行添購電視盒，搭配線上影音串流平台，

就能輕鬆取代原有的第四台或MOD，享受豐富多元的頻道內容；而且

收費彈性，無需像過去綁一年至兩年合約，想看一個月就付一個月的費

用；甚至提供多螢收看服務，讓您在手機、平板上也能欣賞電視節目。

『前後2000萬，拍照更清晰』人氣拍照手機OPPO R11於中華電信全面開賣！
搭配中華電信指定方案月租NT$1,399元手機只要NT$1,990元

OPPO全新拍照手機OPPO R11自上市以來，在全台中華指定門市開放實機體驗，

不僅配備2000萬畫素+1600萬畫素雙主鏡頭與2000萬畫素前鏡頭，更是全球首款搭載

Qualcomm®  Snapdragon 660處理器的智慧型手機，其強大的拍照功能與卓越性能，讓體

驗過的民眾愛不釋手，市場口碑熱烈。

購買OPPO R11者即可享市價高達NT$4,280元的限量OPPO原廠好禮包，內含16吋OPPO

時尚黑商務電腦雙肩包（NT$3,100元）、OPPO原廠自拍桿（NT$490元）及R11原廠保護殼

（NT$690元）。除購機好禮外，中華電信更貼心推出超強資費方案，要讓O粉零負擔輕鬆

擁有「前後2000萬，拍照更清晰」的OPPO R11！凡新申辦/續約搭配中華電信指定方案，

月租NT$1,399元起，綁約30個月，手機只要NT$1,990元，兩千元有找即可入手。

D-LinkD-Link宣布旗下兩款智慧雲插座支援宣布旗下兩款智慧雲插座支援Google AssistantGoogle Assistant 居家智能體驗再進化居家智能體驗再進化

友訊科技宣布其mydlink智慧雲插座DSP-W215以及

DSP-W110已可支援Google Assistant語音助理使用。只

需對著Android手機、iPhone或是Google Home智慧喇

叭上的Google Assistant，說出「OK Google」即可啟動

語音指令，隨時隨地呼叫Google Assistant 打開或關閉

智慧雲插座，為家庭用戶的智能家居生活帶來更多可

能性。使用可支援Google Assistant的mydlink智慧雲插

座，消費者不管身在何處只要透過語音控制即可馬上

關閉智慧插座。此功能需搭載Google Home智慧喇叭

或於行動裝置中下載Google Assistant APP搭配使用。

目前Google Assistant尚未支援中文，僅支援部分語言

與地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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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費性電子領導品牌三星電子，宣布推出Galaxy J7 

2017升級版J7 Pro，搭載主鏡頭F1.7大光圈相機，媲美旗艦

等級，讓網美網帥拍照體驗大提升！全金屬機身搭配正面

2.5D玻璃、零凸起美形背蓋，飛遜得走路超有風。不只如

此，Galaxy J7 Pro更是首款支援最潮行動支付Samsung Pay的

中階智慧型手機，透過指紋辨識無所不Pay，就算身上沒摳

摳也能盡情血拼。此外，三星亦針對年輕消費者，形塑網紅

「星」世代 J森，鮮明逗趣的風格為年輕族群發聲，從網路

平台到你身邊，宣告世人#J神機94狂！

Galaxy J7 Pro從裡到外亮眼沒話說，全金屬機身加上正面

2.5D大猩猩玻璃，相機鏡頭平整，一手在握，超閃路人必

回頭！搭載F1.7大光圈主鏡頭，進光量大大提升，輔以前後

1300萬畫素相機，照片張張清晰動人。網美網帥必備的自拍

功能，Galaxy J7 Pro也不放過，支援110度廣角自拍、懸浮快

門、手勢自拍、直覺化相機操作介面與雙擊快啟，超神捕捉

精彩回憶！搭載5.5吋FHD Super AMOLED細膩高畫質大螢幕，

提供更細緻、色彩更飽和的螢幕體驗；支援AOD（Always On 

Display）輕鬆獲取日常資訊，無須開啟手機螢幕更便利。電

池續航力更提升至3,600mAh超高電量，讓精彩生活不斷電！

創意無限延伸　十銓科技推出多埠USB充電座『方塊充』WD02

十銓科技宣布推出童趣玩味十足，色彩繽紛多變的『方塊

充』WD02。『方塊充』是能讓消費者隨心所欲變化積木造型

的多埠USB充電座，此為一款擁有5個充電孔的充電器，並支

援5台裝置同時進行快速充電，內建Smart IC晶片，無論消費

者是使用手機或平板裝置，皆可兼容不同型號iOS或Android系

統，達到最高給電效率，節省工作時間。本體是以多變色彩

與創意造型積木建築概念，讓使用者自行打造獨一無二的個

人專屬充電器，創意娛樂兼顧實用性質。

Samsung Galaxy J7 Pro 來報到　#J神機94狂
主鏡頭F1.7大光圈X　全金屬2.5D玻璃機身　X支援最潮Samsung Pay行動支付

全漢拓展旗下產品線，推出Windale系列空冷散熱器

知名電腦週邊品牌大廠 全漢電源繼電源供應器、電腦機殼廣受好評，乘勝

追擊拓展旗下產品線，推出Windale系列空冷散熱器，提供Windale 6（AC601）及

Windale 4（AC401）兩款型號，支援Intel及AMD處理器，包含最新Intel Core i7、

i9處理器與AMD RYZEN處理器，提供高散熱與靜音的優秀表現。Windale系列CPU

直接接觸技術，透過100%純銅散熱導管與CPU直接貼合，大面積帶走CPU積熱達

到高散熱效果，保護您的CPU也延長使用壽命。散熱鰭片使用無焊錫工法，以及

特殊矩形開孔加強風流引導，提升整體散熱循環表現。Windale系列採用全漢獨

家120mm特殊滑翔傘式扇葉風扇，轉速為600-1600 RPM（PWM）±15%，最高提

供60CFM±10%風流量，能夠把處理器的溫度快速帶走，高附載時噪音最高只有

32 dBA，提供優異散熱以及低噪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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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雷射市占霸主Epson推全新印表機種　祭舊換新方案協助企業精省列印成本
效率與品質全面再進化企業頭家升級辦公設備專業首選

如何有效提升辦公效率並為公司精省成本，已成為現今企

業主、行政採購人員的共同顯學。全球影像科技創新領導品

牌Epson於7月11日宣布推出全新系列的商用雷射印表機種，

包括黑白雷射網路印表機Epson AL-M220DN、黑白雷射高速

網路印表機Epson AL-M310DN，以

及黑白雷射極速網路印表機Epson 

AL-M320DN。不僅擁有高品質、

高速及低列印成本的優勢，同時

還具備環保標章認證，提供企業

主升級辦公設備的最佳選擇。

此外，為協助中小企業精省列

印成本，Epson同步推出「雷霆

好禮代代換新」舊換新方案，凡

購買全新系列雷射機種可享獨家

換購價，加購碳粉可再享有9折

優惠，同時升級三年原廠安心保

固，單張列印成本最低只要5毛起！

台灣愛普生影像科技事業部總經理輝偉偉先生表示：

「Epson秉持著『省、小、精』的核心理念，致力於提供滿

足商業用戶多元列印需求的雷射印表機，協助中小企業提升

效率及職場競爭力。根據調研機構

IDC調查報告顯示，Epson在2016年度

30ppm以上雷射印表機市場中，創下

27.1%的亮眼市佔表現，對於印表機

品質及效能的堅持，也是Epson在高

階雷射印表機市場穩坐市佔龍頭寶座

的主因。Epson將持續針對各種商務

族群，量身打造出更環保、省錢、性

能優越的產品，提供追求效率及高列

印品質的商務人士多元的列印解決方

案，並於2017年持續穩坐高階雷射印

表機的市場領導地位。」

Garmin 推全新VIRB® 360全景相機
記錄值得紀念的每一個角落

Garmin推出VIRB® 360全景相機，搭配免費的VIRB Mobile App

即可執行快速簡易剪輯，並透過VR裝置即時體驗拍攝影像；

也能利用VIRB Edit影像編輯軟體進行後製，創造個人化的360

度體驗內容！VIRB® 360全景相機為VIRB®運動攝影機集大成，

除系列產品既有功能外，針對360度影像紀錄及戶外定位，搭

配四向環場收音麥克風與三種模式的全景影像防震功能，可

拍攝原生4K 360度自動拼接影像，還可透過社交平台與跨平台

VR裝置即時觀看！VIRB® 360全景相機售價NT$25,900元，全台

Garmin科技生活體驗館提供拍攝體驗！

全漢電源供應器保固維修
線上申請服務正式啟用

全漢電源領先業界，成為全台第一家電源供應器品

牌提供「線上保固維修服務」，凡購買全漢電源供應

器產品的消費者，如有保固維修需求，可至全漢電源

官網www.FSPLifeStyle.com線上申請保固維修服務。透

過線上保固維修平台，消費者可系統化且便捷地了解

保固與維修狀況，節省更多您寶貴的時間。

致力提供高品質電源產品以及貼心服務給消費者是

全漢電源不變的目標，「線上保固維修服務」追求給

消費者更好的售後服務體驗，竭誠歡迎善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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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n公司隆重宣佈推出全新AF-P Nikkor 70-300mm f/4.5-5.6E 

ED VR望遠鏡頭，帶來無可比擬的遠攝體驗。這款鏡頭擁有約

4.3倍變焦範圍，若配合FX格式相機使用，可覆蓋高達300mm

全新AF-P NIKKOR 70-300MM F/4.5-5.6E ED VR　卓越光學效能，遠攝反應靈敏

全球頂尖主機板、顯示卡和硬體解決方案製造商，宣佈技

嘉X299平台主機板在上市幾周內便創下5項世界紀錄及27項全

球第一的超頻佳績。在這個極致的超頻成績加持下，技嘉不

僅打造極高的超頻門檻，更證實技嘉X299系列主機板是高效

能、高穩定電腦組裝的最佳選擇。

技嘉X299這樣驚人的成績，在超頻業界引起軒然大波，不

管是極限超頻玩家或一般超頻愛好者，都可以感受到這些成

績背後所代表的產品品質及技嘉研發實力。根據實際的成績

紀錄顯示，技嘉X299主機板在同樣的散熱條件設定下，幾乎

一路領先競爭對手。而這樣高品質、超耐久的主機板，除了

用在超頻之外更是電競、影像編輯、VR虛擬實境運作等超高

性能電腦所不可或缺的選擇。

本次技嘉X299主機板創下的超頻世界紀錄，橫跨2D及3D

測試等各個領域，包括3D Mark03、3D Mark06、Aquamark3、

技嘉X299平台主機板超頻制霸
上市數周便囊括5項超頻世界紀錄及27項全球第一的超頻佳績

Unigine Heaven及Intel XTU等。此外依據不同測試設定及硬體

配置，技嘉x299主機板也通包採用Intel® Core™ i9-7900X及Intel® 

Core™ i7-7820X及Intel® Core™ i7-7800X等處理器的超頻佳績，

證實技嘉主機板在高品質主機板市場深耕多年的努力成果。

電競筆電暑期熱銷　微星回饋消費者推出免費夏季健診

為回饋消費者的支持，微星將在7/15-8/31舉辦夏季產品健

診，活動期間持微星任一款NB、PC、AIO至直營或授權服務

中心，即可享有免費健診服務乙次，

還可獲得限量的Lucky Q杯緣子扭蛋

乙個，高階產品再加贈專用清潔組。

本次健診服務項目包括外觀風扇清

潔、BIOS更新、硬碟及周邊功能檢

測、記憶體掃描等，微星提醒消費

者，參加健診前務必先自行備份硬碟

資料，以免重要檔案遺失。現場工作人員會視情況評估健診

所需時間並告知取件日期，以提供完整的檢測服務。

焦距。鏡頭更採用了步進馬達，帶來迅速、寧靜和流暢的自

動對焦（AF）操作。

AF-P Nikkor 70-300mm f/4.5-5.6E ED VR將伴隨攝影師走進荒

野，探索大自然之美；或捕捉極速運動場面；或遨遊大地，

拍攝如詩如畫的風光。先進的Nikkor鏡頭科技令這款鏡頭輕

便易攜，同時可靠耐用。

這款全新遠攝鏡頭備有相等於提升快門速度4.5級的減震

（VR）效能，同時亦配備常見於頂級遠攝鏡的「運動模式」

VR，無論是拍攝戶外飛索，甚至是激流飄筏，都能清晰捕捉

極速瞬間。VR功能同時讓觀景器影像更穩定，面對高速移動

的主體，攝影師亦能輕鬆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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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宅在家看電視、吹冷氣，是今年最佳消暑良方！

凱擘大寬頻提供超過180個頻道、多元豐富的節目內容及超

值實惠的消暑好禮，讓用戶歡樂一夏。現在推出「有線電視

方案」、「數位有線電視家庭號」、「超級數位家庭套餐」

等三大「看電視」超值方案，即日起申辦就可享有好康多重

電視就選凱擘大寬頻超過180個頻道一次滿足
超值首選「數位有線電視家庭號」好康雙享馬上帶回家

優惠。另外，看電視還可參加抽獎活動，鎖定熱門影集《冰

與火之歌：權力遊戲》及溫網賽事，有機會獲得影集周邊好

禮、YONEX網球拍，凱擘大寬頻就是陪伴你度過夏日的最佳

消暑良伴！

和全家人一起看電視是人生最開心的事情，無論是爸爸愛

看的新聞、媽媽愛的電視劇、阿嬤最愛的鄉土劇、哥哥熱衷

的運動賽事、以及弟弟妹妹喜歡的卡通⋯等節目內容，凱擘

大寬頻的「有線電視」通通都有，一次滿足全家人看電視的

需求。

LG旗艦吸塵機皇CordZero™ A9磅礡登場
超強規格無可比擬的居家掃除必備良器新品上市　加贈多功能吸頭5件組

家電領導品牌台灣LG電子宣布推出全新旗艦吸塵機皇

CordZero™ A9無線吸塵器，搭載獨家的AEROSCIENCETM航太

級動力集塵科技，有效濾除微塵並極大化除塵效果。全新

一代Smart Inverter Motor™智慧變頻馬達，提供超越飛機引

擎16倍的轉速，成就強勁吸力，搭配Dual PowerPack™長效

雙鋰電池組，使用時間最長可連續吸塵達80分鐘，讓清潔

工作可完美持續進行，創下無線吸塵科技新標竿。此外，

LG CordZero™ A9無線吸塵器更以多種全新進化的便捷設計，

如：一指輕按開關輕鬆除塵，獨特可伸縮式吸塵管，多功能

吸頭組以及三用收納式充電座，為消費者打造全新吸塵使用

體驗。

台灣LG電子此次也邀請LG家電首位男性代言人宥勝，於

記者會現場展現LG CordZero™ A9強勁魅力。LG CordZero™ A9

無線吸塵器，上市售價NT$22,990元起，共有時尚紅、晶鑽

銀、星艦藍三款。即日起至8月31日止，配合新品上市，凡

購買LG CordZero™ A9無線吸塵器，即贈送五件式多功能吸頭

組（價值NT$7,500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曜越全新電競專用　View 21 TG強化玻璃中直立式機殼

曜越推出全新水冷電競機殼－View 21 TG強化玻璃中直立式

機殼。雙側採用4mm強化玻璃，搭配獨特電源保護殼和一顆

內建12公分風扇，提供愛好電競的玩家

絕佳散熱效能和乾淨的機殼內部空間。

另外，採用全模組化硬碟插槽設計，左

側面板內部「2+2」HDD硬碟和電源保

護殼上方兩個2.5吋硬碟插槽皆可簡易

安裝及拆解。支援高達五個120mm風

扇、提供理想高階擴充支援和優異水冷

散熱方案，絕對是您不可錯過的專業水冷電競機殼！欲知相

關購買資訊請諮詢當地市場業務。



74 ｜光華商場採購誌｜

ATEN PHANTOM-S UC410 FPS專用鍵盤滑鼠轉換器

這是一款專為TV遊戲機針對FPS（First-person shooter/第一人稱射擊遊

戲）所設計的產品，讓對於遊戲手把無法得心應手掌握的使用者，透過

它與外接的鍵盤或是滑鼠取代遊戲手把操控，來讓遊玩FPS時更加得心

應手。當然，使用鍵盤/滑鼠的好處並非只有針對FPS而已，使用者可以

針對自己的需求，來決定甚麼遊戲適合搭配使用。

連接方式為透過USB Cable與遊戲機的遙控器接駁，而非直接將產品

接駁到遊戲機上，再將遙控器上的功能鍵，配對設定到與產品接駁的

滑鼠上；而除了有線鍵盤/滑鼠外，也能支援透過發射器接收

訊號的無線鍵盤/滑鼠設備。雖然無法支援鍵盤的巨集，但

仍可透過PHANTOM-S軟體，來設定最多8個巨集指令到鍵

盤、滑鼠，或是搖桿。產品的外殼堅固耐用，體積也十分

小巧易於收納，產品上也有清楚的狀態指示燈可以隨時掌

握狀況。無論是最新的PS4 Pro、Xbox One S或是較前一∼

二兩代的遊戲機，產品都能支援喔！

ECS Z270H4-I  Mini-ITX Wi-Fi 主機板

採購誌｜2017 8

連接方式為

接駁到遊戲機

鍵盤/滑鼠

訊號

仍

盤

小

握

二兩代的

喜歡小機殼與Mini-ITX主機板的電腦玩家們

有福了！精英深知這些玩家們的需求，加上

近年來PC MOD的風氣漸漸旺盛，因此推出了

這款採用Mini-ITX尺寸規格的主機板，而且產

品沒有因為尺寸過小而減少太多I/O介面，例

如常用的USB 3.0就提供內建5埠於背板上，此

外還有2個USB 2.0以及1個USB Type-C埠！想要

直接透過主機板輸出畫面也沒有問題，只要

CPU有支援，就能透過HDMI v1.4或是Display 

port輸出。為了滿足Gaming或使影音玩家們

對於聲音上無可挑剔上的需求，主機板更針

對聲音部分的電子元件使用發燒用料，7.1聲

道皆採用日本Nichicon電容輸出，就算配戴

頭戴式耳機，也能聽到令發燒玩家滿意的

音質！如果想要透過數位光纖端子輸出到

音響裝置上也行，因為廠商已經幫各位玩家

準備好一個光纖端子在背板了！

Intel Z270高速晶片組，完美支援Intel最新

Optane memory技術，玩家們可以選擇直接

用大容量HDD作為開機與資料儲存碟，依然

能享有疾速開機與開啟應用程式的樂趣！提

供2組DDR4 DIMM插槽、1 組PCI Express x16 

Gen 3.0、1×M.2 slot for SSD，以及1×M.2給產

品附加的Wi-Fi/BT介面卡用。整體而言，可說

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除了採用全固

態電容設計，並支援Durathon逆襲技術與ESD

全方位防靜電i設計，讓玩家們不用擔心產品

的耐用度與壽命！內建的Wi-Fi與藍牙功能收

訊能力也極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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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 5S Plus 5.7吋雙鏡頭智慧型手機

想找平價的大尺寸時尚手機？找小米就對了，雖然說剛推出小米6比起

小米5S Plus更時尚有型，但5S Plus的尺寸比小米6大不少，因此適用的族群

也不太一樣。正面採2.5D 玻璃，背面則是採用3D金屬材質，並採用時尚

優雅的高光髮絲紋質感設計；而弧形的收邊設計握感極為舒適，不會因

為5.7吋而難以掌握。手機除了擁有大尺寸特色外，最厲害的就是它的雙

鏡頭設計，雖然沒有像華為使用萊卡技術，但卻擁有黑白與彩色皆1,300

萬像素彩色感光元件設計，當雙攝模式開啟時，彩色相機負責抓住豐富

色彩，黑白相機則負責明暗細節，讓拍出來的作品層次感更為突出！

手機效能部分也是小米的專長，據官方資料顯示跑分竟然高達164,119

分，而這一切都要歸功於Snapdragon 821旗艦高階處理器和 6GB 記憶體的

規格，128GB大容量，相當適合愛玩遊戲或攝影拍照的用家，而無論是載

入遊戲、執行應用程式，或是瀏覽照片與看影片，小米5s Plus的極速快感

大家都一定會滿意！

Canon EOS 77D 數位單眼相機

和Canon EOS 800D一起發表的EOS 77D，雖然機身內部幾乎和800D完

全一樣，但是在外觀與部分操作仍有程度的差異性，讓77D成為介於

Canon EOS 80D~800D之間的APS-C產品。77D和800D都擁有80D的高速

LiveView即時預覽對焦性能，與雙像素DAF規格，且相位對焦部分也跟

上了45點全十字的規格，並有最高ISO 25,600的24.2MP APS-C尺寸感光元

件、DIGIC 7影像處理器，以及略低於80D的6fps連拍速度。具備3吋104

萬點的翻轉觸控螢幕，可方便隨時觸控對焦拍攝，或是監控錄製1080p 

/ 60fps的高畫質影片，拍攝時有電子防震功能，實測效果極佳，新手也

能輕鬆搞定高畫質影片拍攝需求。

77D和800D的入門引導介面是很令人激賞的地方，若是資深玩家們不

習慣，則是可以改回傳統介面；兩款都有無線藍牙、NFC

與Wi-Fi的連接能力，方便大家隨時將精采的畫面分享到

社群網路上！和剛推出的EOS 6D Mark II一樣，都有優先

偵測色調的自動對焦功能，在啟動「顏色追蹤」自動對

焦時，相機就會智慧優先去對準人像，大大提升對焦準

確度！77D搭18-135mm IS USM鏡頭的售價很迷人，整體

手感也很扎實，一鏡到底外出旅遊使用絕非問題，遇到

燈源不足時，透過內閃的拍攝效果也是能夠滿意的！

資深玩家們不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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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ZenScreen MB16AC 輕薄15.6吋可攜式顯示器

華碩新推出的這款15.6吋外接式輕薄顯示器，只要透過一條USB線，就能透對應

多數的電腦外，而且就連智慧型手機也都能完美輸出畫面喔！非常適合商務人士

作為第二台顯示器，進行雙顯示器簡報用，或者是在家有多工多畫面需求的人，

無論是透過桌上型電腦，抑或是筆記型電腦，都能順暢接駁使用。產品的重量只

有0.78 公斤，加上超薄的8公釐厚度，以及附贈的保護套，讓用家外出攜帶使用

毫無負擔，且其創新折疊式智慧保護套能夠折疊成支架，透過DisplayWidget 軟體

ZenScreen就能夠自動感應方位，將顯示器切換成橫向或縱向模式，配合保護套使

用更加得心應手！

一樣承襲華碩螢幕的不閃屏與超低藍光護眼特色，並提供了四種不

同的濾光模式讓使用者可以搭配不同情境快速切換。面板採IPS 廣視角面板，

解析度、800:1對比度以及220cdm2亮度規格，實測整體的畫質表現

相當不錯，不會因為外接的關係而打了折扣，甚至還比多數平價筆電的

螢幕畫質好許多！筆者也嘗試將三星S8智慧型手機與產品接駁輸出畫

面（透過雙頭USB Type-C 傳輸線），發現可以得到不錯的效

果，很適合要透過手機播放影片時使用喔！

ASUS Designo Curve MX34VQ超廣曲面顯示器

很久沒有像華碩這款讓筆者怦然心動的螢幕出現了！ASUS Designo Curve MX34VQ

除有擁有極舒適的34吋21:9長寬比及1800R曲度螢幕，能提供寬廣的視野外，因為

在近距離觀賞大尺寸螢幕時，護眼與解析度各分面都要比24吋的需求更加重要。

而這款螢幕除了提供3440×1440高的解析度外，還有ASUS Eye Care 技術、超低藍光

與不閃屏讓眼睛得以獲得保護；不過使用時筆者建議燈光最好要充足，畢竟34吋

的液晶螢幕在近距離觀賞時亮度還是不低的，這樣對於眼睛才能最完善的保護。

除了螢幕的畫質表現相當出眾外，內建的音效更是讓我跌破眼鏡！原來是

有搭載與Harman Kardon合力研發的ASUS SonicMaster音訊

技術，當我在觀賞電影時都能感受到滿滿的低頻震撼與

高音如水晶般透徹悅耳的聲音表現；而該技術更能針對

不同類型的內容，提供最適合當前工作的音效設定。還

貼心配置Qi無線充電器於漂亮的透明基座上，只要將像是

Samsung S8這類Qi相容的手持裝置放在基座上，即可自動

為裝置充電。而且基座內建LED，充電時會發出漂亮的燈

光，讓使用者充分掌握充電的狀態。

ZenScreen一樣承襲

同的濾光模式讓使用

有Full HD解析度

相當不錯，不

螢幕畫質好

面

跌破眼鏡！原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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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Eout Omega Collection 磁浮飛車合輯

WipEout是一款反重力、開創新世代的快速戰鬥競速遊戲；透過

遊戲畫面的擬真感與震撼的音效，加上刺激好駕馭的超速度，以及

別樹一格的配樂和多人對戰等要素，暢玩這款遊戲時絕對能感受到

接近3D或是VR畫面的立體視覺震撼！而WipEout Omega Collection完

整收錄了WipEout HD、Fury和2048遊戲內容，囊括26條雙向賽道、

46艘獨特的飛船、為數眾多的遊戲模式和一些全新及經典的配樂！

無論您是WipEout的新手或是老手，在這邊除了享受「飆船」的

擬真感外，遊戲途中還有機會「吃」到各種道具，例如往對手投擲

武器如飛彈、大砲⋯，對方就會因此減速讓超前。有時候也可隨意

更換其他賽道而得到意外的驚喜！總之，在這個充滿未來世界場景

的賽道裡，只要簡單拿起PS4遊戲手把，無論大人小孩都能在此享

受令人腎上腺素激升的精采賽事喔！

伊蘇VIII 丹娜的隕涕日

這是經典的動作 RPG「伊蘇」系列最新作

《伊蘇8 丹娜的隕涕日》；本作故事是以一

座位於格利克南方的蓋提海上的浮島「青蓮

島」為舞台，除了增加在《伊蘇：塞爾塞塔

的樹海》中頗受好評的探索型Auto Mapping

「地圖作成」之外，也增加能夠藉由集結眾

多漂流者而發展、擴大的「漂流村」，以及

挑戰由亞特魯以外的漂流者們居住、防衛之

地區的「迎擊戰」。遊戲故事從主角前往古

代王國「伊蘇」及秘境「塞爾塞塔的樹海」

等地展開冒險旅程，而在一次搭上遊輪隆巴

爾迪亞號的航程中，因遭到不明巨大海洋生

物襲擊以致全船乘客下落不明。遊戲中有著

單純而深奧的爽快團隊戰鬥、高品質的遊戲

背景音樂、由冒險家亞特魯與神秘少女丹娜

交織而成的「雙主角系統」、探索絕海孤島

並與漂流者一同發展據點的「漂流村」等特

色。

另外，還將新增與漂流者一同攻進敵方據

點的新系統「鎮壓戰」、描述另一位主角丹

娜不為人知之過去的追加劇情，以及其他能

夠更深入享受「伊蘇」動作樂趣的PS4版專

屬模式。並且還有第二輪後能遊玩到的「亞

特魯篇追加迷宮」、「變更攻擊屬性的配

件」、「變更隊伍人數的機能」等PS4版獨有

的隱藏要素。遊戲畫質部分，除了大幅提昇

各項品質的60fps化、引進新動作以進一步提

昇操作反應，更搭配PS4性能藉由圖像高解析

化、反鋸齒、點光源、模糊陰影、體積照明

等畫面效果，讓冒險舞台賽連島呈現得更鮮

明逼真；若使用PS4 Pro主機，畫質也能更加

出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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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FANTASY XII黃道時代

「FINAL FANTASY」的老玩家們有福了，以「FINAL FANTASY」系列第

12款正傳作品為基礎，重新架構遊戲設計並追加系統而成的「FINAL

FANTASY XII INTERNATIONAL ZODIAC JOB SYSTEM」終於HD化了！本遊戲以

2007年 8月在 PS2推出的《Final Fantasy XII國際版黃道職業系統》為基

礎，由 PS2 版原班人馬為開發體制核心。遊戲廠商SQUARE ENIX總是持

續追求著嶄新的系統與技術，希望能讓老玩家們重溫過去就遊戲主機出

過的產品，並得到最佳的畫質與音效表現！本作在PS4 Pro主機中更能得

到強化，如果您正考慮升級薄型PS4主機，建議直接攻頂換PS4 Pro吧！

遊戲故事是以「伊瓦利斯」的世界為舞台來展開，面臨戰亂時代的

伊瓦利斯小國達瑪斯卡遭到了強大軍事國家阿凱迪亞帝國所支配。而於

戰亂中失去家人的梵恩，與祖國滅亡的公主雅雪不期而遇後，展開一

場自由與希望的故事。遊戲一開始就由詳細的故事導入玩家快速進入FF

XII黃道時代的遊戲情節中，語音部分無論是選擇日語或是英語都令人滿

意，遊戲戰鬥的較之前平台比較起來更加洗練與進化，不但戰鬥節奏加

快，各種指令與狀態都能輕鬆快速掌握！

PEACH BEACH SPLASH閃亂神樂

這是款18禁的遊戲喔！雖然說遊戲畫面都是以動漫方式呈現的，

但是由於畫面太過清涼，雖然剛好可以在炎炎夏日消暑一番，但

是為了避免18歲以下小朋友太過沉迷於遊戲世界中，因此就被列

為18+限制級類遊戲拉！遊戲內容為少女們以水槍一決高下，是非

常清涼性感的TPS（第三人稱）遊戲，遊戲玩家可挑選合計超過30

位，各有不同魅力的美少女們作為可角色登場參戰。

遊戲有多種精采豐富的玩法，例如單人遊玩的故事模式、可體驗

特定角色小故事的「天國插曲」、編成小隊並以優勝為目標進行對

戰的Ｖ冠軍挑戰賽、以及能同時多人遊玩的線上模式。玩家們可暢

享完美繼承「閃亂神樂」系列魅力的遊戲玩法，以及「閃亂神樂」

的少女們所帶來的全新故事！遊戲的操控十分簡單順暢，可以選擇

訓練來練習手感，而更衣室與淋浴間滿足宅男們在此自由設定角色

的服裝、表情、背景、拍攝鏡頭與擺設場景，並享受與角色互動的

樂趣！





不過即使有了最新的規格，但若沒有3~5年的壽命

保固也是功虧一簣，因此選擇具有零組件甚至整機保

固三年以上的廠商，則是對消費者最有保障的選擇！

以捷元電腦所推出的這款「宙斯獨顯電玩機」為例，

不但搭載了遊戲玩家們最愛的Gaming品牌零組件，

更有Intel最新的平台與最新Optane Memory技術，以

及超久的五年保固！

甚麼是Intel Optane Memory技術？

其實Intel Optane Memory技術也沒那麼難搞懂，以

下五個大重點分享給大家

1.採M.2PC Ie介面，3D XPoint記憶體顆粒技術。

2. Intel推出16GB與32GB兩種容量可供選擇。

3.須配合Intel最新200系列晶片組、第七代CPU，以及

Win 10 OS才能使用（缺一不可）！

4.系統會智慧學習辨識常用的資料而達到加速的效

果。

5.可超級有感提升使用HDD的開機系統碟速度，如開

機、遊戲與繪圖程式。

想要滿足使用大容量又高速的系統運作，在過去

唯有使用SSD來當作開機碟，加上大容量的HDD作為

資料儲存碟用，而現在拜Intel Optane Memory技術所

賜，多了一個可以極速又兼具大容量資料儲存空間的

選擇。

多數人在選擇桌上型電腦時，多半只注意CPU與

顯示卡的速度，再來則是記憶體與儲存裝置的容

量，而對於是否能對應未來新規格與新技術的部

份，則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CPU攸關新的運算技

術是否支援，主機板則是主宰了未來升級擴充性，

而越新的中高階主機板，才能提供越完整與越新的

擴充性與技術。以Intel最新的第7代桌上型Core處

理器為例，新增了可支援8個4K、30 fps影像串流的

硬體編解碼能力（AVC或HEVC格式），能即時處理

4K、60 fps串流，搭配Intel最新200系列晶片組時，

更能對應目前最夯的Intel Optane Memory技術！讓

大容量HDD也能擁有極速的開機與運作遊戲或程式

的能力，而SSD恐將不再是玩家們唯一的開機系統

儲存裝置選擇！

捷元宙斯獨顯電玩機 
搭載Intel最新Optane Memory等技術於一身！



捷元宙斯獨顯電玩機 讚到讓你不要不要的

回過頭來介紹一下這台主機的重點規格部分；配置

Intel第七代Core i3-7350K不鎖頻處理器（4.2GHz/4MB L3

Cache）、MSI最新Intel H270晶片組ATX主機板、MSI

GeForce GTX 1050 Ti GAMING X 4G雙風扇顯示卡、美

光8GB DDR4 3000超頻記憶體、WD 1TB HDD、EVGA

400W Power，Lite-on DVD-RW燒錄機，以及16GB的

Intel Optane Memory，並搭載Window 10 Home作業

系統。有了上述的硬體配置，系統效能當然不容小

覷，它除了滿足價格與效能的平衡點，對於多數遊

戲效能上的需求也足以應付，將來也保留了升級

CPU與顯示卡等空間。如果對於上述規格覺得還

不足的玩家，也可以透過捷元在台首創的BTO流

程，彈性選擇自己要配置的各式零組件！

宙斯機的機殼採標準ATX規格尺寸，外型設

計十分亮眼，似變形金剛的大黃蜂；機身左

側蓋採透明設計，讓用家可以隨時掌握系統

運作狀態，而內部的空冷風扇還會發出藍色

LED燈光，將來更可以再加裝一些RGB LED

燈條，讓機殼更加炫麗，預留了PC MOD

的空間。產品除了令人安心的燒機72小

時測試把關外，更提供5年的扎實產品保

固（五年零件／五年工資／一年到府收

送），這讓其他電腦品牌商怎麼生存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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