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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採購誌》電子版全面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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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Read ebook Pubu Taaze

更正公告

原光華光華商場採購誌100期封面「金

庸群俠傳Online 武林至尊 正邪門」右
下角誤植Android及iOS雙平台LOGO。
更正本作遊戲為PC線上遊戲，並不是
Android及iOS平台手機遊戲。
在此向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網
龍股份有限公司及讀者致歉。





6 ｜光華商場採購誌｜2017. 9

正當我在撰寫此文時，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正在

如火如荼的進行中，雖然接近尾聲，但是中華台北

的年輕選手們各個都持續表現英勇亮眼，奪金、得

牌的氣勢持續旺盛！這不但是臺灣有史以來主辦過

層級最高的國際體育賽事，也應該是歷年來成績最

好的一次。世大運的比賽項目不但非常的多，各個

也都有看頭，雖然我們稱之為國球的棒球比賽，意

外無法挺進前四強，但大家還是相當支持接下來的

比賽，讓每場中華棒球隊的門票都售完，也不忍苛

刻因失誤而輸球的選手們，顯見大家的愛國心，與

對選手們的愛是無庸置疑的！

而除了棒球比賽外，從一開始的舉重摘金，到田

徑、跳高⋯標槍，網球與籃球，相信每場比賽大家

都看得驚喜連連，因而起立鼓掌叫好吧！而這些運

動賽事的門票更可說是佛心價來的，競賽門票兩百

或三百元，此外就連轉播節目的水準與畫質都令人

滿意。而且據悉本次世大運大量運用先進的運動影

像處理技術（如VG虛擬圖像、TVG電視圖像），並

動員近900名國內外資通訊技術人員，讓大家可以

輕鬆在收看賽適時掌握比賽的資訊，為各項賽事能

夠順利進行不可或缺的幕後功臣。

雖然在開幕式時發生了外國選手無法順利進場的

窘境，一度呈現枯燥無趣的國旗秀，好在後來問題

排除，而且收尾的舞台表演讓大家讚到大呼精彩，

加上好幾場比賽內容都精彩連連，不僅僅帶動了觀

戰群眾的熱情，更帶旺了運動賽場的票房。主流媒

體們每天更新戰況報導，因而少了政黨惡鬥的新

光華商場發展協會理事長

李秀雲

2017台北世大運
您看了沒？

發行人的話

聞，而這樣的全國一心

盛況，可說是台灣數十

年來少見的！在撰寫此

文時離世大運結束還有

一天，但台灣參賽項目

都已結束，總計囊括26

金34銀30銅，總排名第

三，僅落於第一名的日本與第二名的韓國，是我國

參與國際運動賽事以來最佳成績呢！

世大運是一個最佳宣傳台灣的機會，而且來自

世界各地100多個國家的參賽運動員總計就有7,639

人，而隨隊人員也多達3,758人，這意味著這場賽事

讓一萬多個外國人，能在此好好體驗台灣文化；雖

然我不知道政府相關單位有沒有把握好這個宣傳機

會，但我有看到電腦廠商有把握到這個機會推出相

關產品喔！

大家知道這些世大運國外選手們最愛去的地方

有哪些嗎？據電視媒體們的報導，除了台北101與

夜市商圈外，光華商場也是其一熱門的地方！而我

們在此實際統計的數字也確實令人興奮，選手或觀

光客們在此最愛買的商品包含有賣到翻的電源線轉

接頭、行動電源、智慧型手機、多媒體播放器、遊

戲機⋯等。而且光華這邊的店家，多數都具備英語

服務能力，因此少了語言的隔閡，加上專業知識又

高，暑假期間外國觀光客來此消費還真不少呢！希

望將來政府多舉辦這類大型的國際活動，讓世界多

看到台灣，看見台灣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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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螢幕尺寸 27 吋

畫面比例 16:9

解析度 2560×1440

真實對比 1000:01:00

動態對比 20M:1

面板種類 IPS 面板

真實反應時間(Tr+Tf ) 14ms, 5ms (GtG) 

顯示顏色數 16.7 Mil

背光形式 LED

BenQ  
EW2770QZ
舒適屏護眼螢幕

圖、文｜簡禎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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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BenQ螢幕主打護眼功能提

倡護眼意識，其中EW系列更是主力

產品線，造型與功能不讓消費者失

望。如今，BenQ今年承襲上一代美

型的概念推出EW2770QZ舒適屏護眼

螢幕，走向以往護眼的概念，這次

要讓消費者有舒服的觀賞概念。新

一代舒視屏護眼螢幕EW2770QZ 打造

全新「黃金三角」理論，包含「黃

金光學」、「黃金比例」、「黃金

劇院級」法則，全面保護雙眼免受

外在閃屏與藍光的傷害，亦深就更

舒適的觀看經驗讓你舒服得看，看

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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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面板，也提供漂亮的色溫

EW2770QZ搭載27吋IPS面板與2K QHD解析度，讓

影像更為清晰，顏色更飽滿。其主要功能色溫與亮

度調整能夠智慧感應當下的環境光源，自動調和色

溫與亮度。在白晝或是工作環境下，較強的光源

與專注力的需要，一般會使用較高的色溫（5000∼

6000K），螢幕色溫則亦可呈現較白及冷色；反之

如處在較暗的環境或需求為放鬆，低色溫（2700∼

3500）能將亮度調整為柔和與暖色，不同色溫環境

影響下看起來的顏色有偏差。

防眩光設計面板，減輕眼睛負擔

螢幕面板採用鏡面防眩光設計，看起來比較像霧

面螢幕，不必擔心環境光跟螢幕面板反光造成視覺

干擾，此外EW2770QZ本身的造型也很有質感，四周

乾淨的方形收邊及底座的設計看起來都相當乾淨俐

落。且能夠偵測使用時間，將螢幕色溫與亮度亦會

對應遞減，雙眼不受光害刺激，就能獲得更舒適的

觀看經驗。

在強化的護眼功能之外，EW2770QZ的外形也具有

絕佳的設計，首先它的面板四周採用極窄邊框，讓

大尺寸畫面再延伸，視覺享受更佳。這款產品更是

EW系列中首款支援壁掛，讓顯示器可應用在更多環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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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吋的EW2770QZ採用2560×1440 2K高解析度IPS

面板，並具有100% sRGB以及Rec.709色域，提供不失

直的影像色彩，讓個人也能擁有舒適的劇院享受。

此外它還具有Super Resolution智慧補強技術，當播

放網路影片或是較低解析度的影片時，它將會適當

調整讓顯示更加清晰自然、平穩滑順，提升觀看品

質。



產
品
專
欄

GIGABYTE  
AERO 15
魚與熊掌一台兼得！

產
品
專
欄

圖、文｜簡禎佑

產品規格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7700HQ 

螢幕尺寸 1920×1080 

（X-Rite Pantone原廠認證校色螢幕）

記憶體  8GB/16GB DDR4 2400MHz, 

 2個插槽（Max 32GB）

顯示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GDDR5 6GB 

獨立顯示晶片

儲存裝置 2×M.2 SSD插槽

 (Type 2280，支援NVMe PCIe X4 & SATA)

重量 2.1KG（含電池, M.2 SSD）

技嘉AERO系列15.6吋的輕薄型

筆電，採用Intel Core i7 7700HQ

處理器、GTX 1060 6G獨立顯

卡、1920×1080 FHD廣視角霧

面液晶顯示螢幕，搭配X-Rite™ 

Pantone®原廠認證校色螢幕，

5 m m窄邊框設計，將窄邊框

美感完美發揮，提供G i g a b i t 

Ethernet Lan、WiFi 802.11ac

（867m）及Bluetooth® 4.2，硬

體規格直逼電競桌機呀！

獨有的全金屬機身，

散發高質感的極簡風

AERO 15整機以鋁合金打造，特殊設計的表面質

感以及輕薄輕量化機身，經由CNC技術精密削切、

奈米壓印技術，呈現立體光影變化以及特殊碳纖紋

路，有別於鷹神系列設計，也有一番科技感。

10 ｜光華商場採購誌｜2017. 8

獨有的全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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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身前側兩處，有內建喇叭輸出，搭載杜比

Digital Plus音效技術，讓筆電搖身一變成為行動影音

中心。鍵盤方面則具有三段式白色LED背光燈效，

可透過鍵盤或內建的軟體來調整亮度。另外，Aero 

14鍵盤的左方為巨集鈕區，共提供5組巨集鈕，搭

配G鈕可切換成5種顏色，總共提供25組巨集鈕可使

用，搭配Macro Hub，可以設定各種熱鍵，要開外掛

或是什麼動作都行！沒有問題！

新穎的背光鍵盤，增加渲染力

鍵盤設計上相當簡潔，電腦開機按鈕位於正中

央，而鍵盤則是全尺寸鍵盤，並有Fn Key組合功

能；背光方面，支持GIGABYTE FUSIN，可自定義按

鍵功能，並可控制每顆按鍵的背光顏色，以及有著

多組背光效果，像是呼吸、波浪、漣漪等模式。

鍵盤結構上相當穩固，採用「孤島式」設計，手

感相當不錯，但若是遊戲激烈操作時，因為按鍵行

程較短，需要花點時間習慣鍵盤手感；筆電觸控

板，則是採用一體式大面積觸控板，其左鍵與右鍵

有明確手感，但若能提供左、右按鍵獨立，則會讓

筆電在操作上更順手。

全方位Smart Manager軟體，一把罩

Smart Manager軟體可輕鬆設定筆電的各式功能，

包含音量，螢幕亮度、無線開關、Webcam、鍵盤

背光、螢幕輸出切換、滑鼠速度、USB充電、計算

機、風扇轉速模式等元件的調整。其中的抗藍光

模式，可自由調整螢幕的抗藍光等級，以減少對

眼睛的傷害。而Smart Dashboard可顯示當前CPU、

GPU、記憶體、有線/無線網路傳輸等使用狀態，並

提供GPU、CPU溫度、風扇轉速、電源計畫模式、

電池電量、磁碟剩餘容量等資訊，把電腦即時資訊

透過一個介面顯現出來。且最大的賣點就是搭載由

X-Rite Pantone專業調色的顯示螢幕，但筆電中並沒

有搭載專用的應用程式，僅可以在官方提供的Smart 

Manager智慧管理程式中找到啟閉這項功能的選項。

Smart Update可以自動更新系統的驅動程式、BIOS

韌體、各式工具與應用程式，解決更新的方式。則

Smart USB Backup可以製作出一支系統還原USB碟，

萬一硬碟開不了機，或是要升級硬碟時，就可以拿

此隨身碟來還原整個系統。

技嘉Aero 15擁有第七代intel處理器與GTX 1060電

競顯示晶片兩大現今強悍的硬體設備，加上外型輕

薄，好攜帶。整體來說Aero 15結合了輕薄、高效能

的筆電，出外打報告或

是打電動都可以輕鬆

勝任。且

現在看到技嘉設計變

動最多筆記型電腦，

跳脫以往的電競風

格，讓產品有多元

的定義。

電，出外打報告或

電動都可以輕鬆

。且Aero 15是我

看到技嘉設計變

多筆記型電腦，

以往的電競風

讓產品有多元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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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對Cosplay（角色扮

演）一詞都不陌生吧？別誤會，我們在這邊所談的Cosplay

是指熱衷於將動漫或是電影中的人物，透過裝扮來達到人物還原到現實世界的藝

術型態與文化。在1986∼1992時，角色扮演多半只出現在歐美電影的宣傳、迪士尼

相關的活動，或是萬聖節這類的活動當中。1990年代前台灣那時沒有太多屬於自己的

本土動漫文化，除了極少數像是台灣新竹的知名漫畫家劉興欽外，大多數都是外來的

日或美系漫畫與卡通。日系卡通像是小叮噹（多拉A夢）、七龍珠、亂馬1/2、聖鬥士

星矢、假面騎士、鹹蛋超人..等這些，是我那個學生時期比較常接觸的，當然比我年長

者還有接觸香港的老夫子漫畫，而上述這些卡通除了有很多人支持外，更有人熱衷於模

仿扮演。而到了近代，隨著日本動漫文化多年持續的影響下，台灣在Cosplay這個文化與

市場，都有了相當成熟的發展，因此無論是志同道合私下間的Cosplay模仿，或是公開的

表演，儼然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動漫文化之一。它除了實現動漫人物進入現實生活的藝術呈

現，也讓喜愛動漫或是相關遊戲的族群，被這些用心的Coser所扮演的角色給著迷住。

什麼是Cosplay？

Cosplay是「Costume Play」的縮寫，一般泛指各種商業作品，如動畫、漫畫、遊戲、電

玩、小說、電影⋯等各式出版品的愛好者自力演繹、製作服裝與道具、扮演作品中角色之表

演藝術活動。而Cosplay一詞起源於1978年Comic Market召集人米澤嘉博氏為場刊撰文時，以

「costume Play」來指出裝扮為動漫角色人物的行為，並由日本動畫家高橋伸之於1984年在美

國洛杉磯舉行的世界科幻年會時，以英語「Cosplay」來表示。而Cosplay在中文一般亦稱「角

色扮演，「角色扮演」這一術語適用於任何打扮的角色扮演的場地除了舞台。

現在的Cosplay通常被視為一種次文化活動，扮演的角色一般來自於動畫、漫畫、電子

遊戲、輕小說、電影、影集、偶像團體、職業、歷史與社會故事、現實世界中具有傳

奇性的獨特事物（或其擬人化形態）、或是其他自創的有形角色。藉由穿戴相似的

服飾，加上道具的配搭，化粧造型、身體語言等來模仿相關角色，

而參與Cosplay行為裝扮者的英文「cosplayer」或

簡稱「coser」。

一起來瘋            吧！
文｜劉士成
圖｜編輯部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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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Cosplay的
文化介紹

日本 1990年代，日本ACG業界成功

舉辦了大量的動漫畫展和遊戲展，此時的日本

漫畫商和電玩公司為了宣傳自己產品，便在這些

遊戲展和漫畫節中，找人來裝扮成ACG作品中的

角色，希望藉此吸引更多人來消費。當有了像是

ACG這樣商業化的支持後，Cosplay便有出口，一

方面廠商在此能作為一種商業上的促銷手段，而

Coser則能夠滿足表演、舞台、工作收入上的需求，

讓Cosplay文化有了正面發展。

而日本的Cosplay文化就因此在ACG界持續發揚光

大，持續藉由各種Cosplay活動以及各種媒體與社群

網站的介紹與分享，讓Cosplay的資訊更豐富且即時，

有效使Cosplay的各種活動得以有效聚集參與者。此

外，專門為Cosplay行為而舉行的活動也漸漸出現，形

式類似發展已久的化粧舞會，讓一般民眾能在越來越

多的場合中，看到這些Coser的精心裝扮，並了解到相

關集服飾、化粧、表演於一體的扮裝文化。

日本多數愛好Cosplay者都和宅男宅女形象脫離不了關

係，而位於日本大阪市的日本橋電器街是日本僅次於秋

葉原的宅男聖地，每年3月份日本橋都會舉行一次盛大的

Cosplay遊行，成千上萬的Cosplay愛好者們到這個時候就會

走上街頭，向大家秀出自己的cos裝扮，而這是目前日本最

大的Cosplay活動；雖然說電玩展內的Coser也不少，但人數

相比就很懸殊了！

封封

面面

故故

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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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Cosplay發展，絕對與迪士

尼公司所帶起的扮裝風潮有很大的關

聯性，除了可愛的Disney卡通人物外，深受男性族

群喜愛的英雄漫畫的製作公司（如Marvel與DC），

也開始舉辦真人扮演像是Batman、Superman、

Spiderman這類英雄的扮演秀活動，並在美國各地舉

行以愛好者群體為主的類似活動。當然，美國與歐洲

還是不少有文化與流行上的差異，與亞洲的日本差異更

多，有時還會發生極端的差異（例如歐洲厭惡的納粹可

能會在亞洲Cosplay活動中出現）。不過像是科幻的星戰

類電影Cosplay（如Star Trek與Star Wars內的人物），比較不

會因為國家地域的不同，都是相當吸引人的Cosplay題材。

美國與日本在動漫、遊戲（ACG）部分有相當高密度的

發展，因此兩國的Cosplay越來越顯示出同一性、商業性的共

同文化特徵。而北美的展覽一般同時設有Cosplay和服飾的競

賽；Cosplay或化粧舞會（Masquerade ball），是一種身穿

Cosplay服飾進行的短劇比賽，而服飾競賽通常考驗參賽

者所發揮的技能、設計、以及觀眾反應。

歐美

2017. 9｜光華商場採購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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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深受日本動漫文化影響，因此Cosplay

文化自然與日本密不可分；大方向可從1990年開始追朔，這時期

Cosplay主要為是由同人誌作家、社團所扮演的，很少有專門進行

Cosplay的玩家。之後深受日本引響，許多學生、社團或愛好者，

開始模仿日本Coser，但由於資訊不如現在豐富，原創性與品質與

現在相比落差很大。少數同人作家開始自己製作相關的服飾、道

具，但專門Cosplay的Coser還是少數，當時的Cosplay環境可說是非

常的艱辛，也因為經歷過此困難期，讓Coser們都擁有自己製作服飾

與道具的能力，觀念與思想也都是從這段時期開始建立。

而在1994年成立正式主辦單位，1997年兩年一度的同人活動Comic 

World TW誕生，開始了同人販售會的歷史，Cosplay此時仍附屬於同

人誌之下，屬於少數族群。此外隨著DSLR的興起，外拍文化也興

起，而Coser則成為有別於一般Model的穿著化妝，也能引起同

好注意，因此除了展覽的商業性質之外，拍照也成為Cosplay

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許多拍照愛好者，也會自

行約外拍Model，以Cosplay型式作為外拍的主題，讓

Cosplay得以更廣泛的出現在你我周遭生活圈中。

值得一提的事，當台灣的傳統文化布袋戲在

近年逐漸沒落之際，由於Cosplay的影響，也

賦予布袋戲全新的氣象，使其以嶄新的形

貌重現於世人面前，且有屬於自己本土

文化的華麗 Cosplay 服飾與裝扮。

台灣

封

面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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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Cosplay展覽介紹

近年來台灣的動漫畫產業發展可說是相當健

全且豐富，每年都有大大小小販賣相關商品的

展覽會，基本上這些展覽可分為動漫展和同人

展。同人泛指愛好者使用動畫、電影、文學著

作等作品中，出現的人物進行二次創作的文學

或美術作品，集中販賣這些作品的展覽就是同

人展。而動漫展則是像漫畫博覽會由官方出版

社主辦並販賣相關商品的型態，因此在動漫展

的商業氣息比較濃厚，而同人展則是能夠獲得

同好或粉絲互相交流，兩者屬性截然不同。

漫畫博覽會漫畫博覽會

暑假動漫最大的盛會就非漫畫博覽會莫屬

了！漫博會內自然不乏販售各式相關書籍與周

邊精品，由於消費者也期望在此能購買到市面

上通路沒有的優惠價，因此像是滿額贈與超值

福袋都是每年吸引人的重點。當然，難能可貴

的作者、插畫、聲優等簽名會活動，更是動漫

迷們最期待的部分。以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

會及八家動漫出版社共同主辦之「漫畫博覽

會」，自1995年開辦至今已進入第十八屆，可說

是動漫迷心目中最具代表的暑假盛會，也是台

灣推廣動漫活動的最佳管道與動漫展覽指標！

開拓動漫祭開拓動漫祭FF & PFFF & PF

目前開拓動漫祭系列活動共有兩個品牌：

Fancy Frontier（簡稱FF）與Petit Fancy（簡稱

PF），據了解廠商想舉辦這個活動的想法非常

單純，希望提供一 舉辦的活動，能夠讓社會大

眾慢慢的對動漫創作的觀點開始趨向正面，並

期盼能繼續維護國內漫畫界僅存的創作火苗，

能逐漸的茁壯！以Fancy Frontier（以下簡稱FF）

為例，自2002年10月舉辦第一屆起，以「像

Comiket般充滿生命力，也要像國際書展一樣熱

鬧」為目標，是固定於每年的寒暑假盛大舉行

的動漫畫嘉年華會。場內以同人社團為主體，

並且邀請日本的動畫製作者、聲優或是漫畫創

作者，在會場進行座談會、簽名會或聲優演

唱，也有各種各樣的舞台活動，以讓所有的參

加者都對活動有著難忘的回憶。

2017. 9 光華商場採購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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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TCWT台灣同人誌販售會台灣同人誌販售會

這是以展售本土動漫創作商品為主

的台灣同人誌販售會，據了解擁有較多

的女性族群支持，由台灣同人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主辦，每半年舉行一次，分

為CWT（台大場）、CWT-T（台中場）以

及CWT-K（高雄場），現今多以台北市台

大綜合體育館、台中市逢甲大學體育館、

高雄市社教館綜合體育館為舉辦場地。

其他其他

除了上述相當知名的展覽活動外，知名

遊戲社群媒體的巴哈姆特，近年來也都是

持續舉辦「巴哈姆特站聚」，該網站從成

立4週年開始就舉辦的站聚活動，每年都有

許多人熱情參與。活動中會販售各式動漫

畫與遊戲商品，還有各式如電競比賽。以20

周年站聚活動為例，由「神奇寶貝」獲得優

良板攤第一名、第二名為「自製遊戲」、第

三名為「Minecraft 我的世界」。最佳人氣板

攤前三名分別為「偶像大師」、「薩爾達傳

說」、「不營養大雞排」；在此大家可以得

知當年最夯的遊戲主題有哪些。

《英雄聯盟》校際盃是台港澳最大的校園

電競賽事，每年都有超過3,000支隊伍報名參

加，而本屆首次舉辦Acer×Predator 

英雄聯盟校際盃Cosplay大賽，可讓

喜愛《英雄聯盟》Coser一同共享

盛舉，而且第一名最高獎金10萬

元！比賽由專業coser親自評選，

而且評分標準皆公開，包含角色

還原度的服飾、妝髮、配件、道

具，而創意與台風也是佔了相當

程度的評分比例，筆者可是很看

好這類活動多舉辦，能夠有效讓

電競與Cosplay相互成長交流！

封

面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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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東京距離台灣不算遠，加上廉航讓來回飛行的費用非常吸引

人，因此近年來的東京電玩展（Tokyo Game Show），也是許多電玩或是

動漫迷會選擇參與的盛會！當然，由台北市電腦公會舉辦的「台北國際

電玩展Taipei Game Show」（簡稱TGS或TpGS），是最親近大家的電玩展

與一覽許多Coser的場合，這是全台

唯一以「遊戲產業」為主，兼具B2B

（專業展）與B2C（消費展）的綜合

性展覽。自2003年開辦以來，豐富精

采的內容總是吸引世界各地玩家前來

朝聖，展覽中以最新趨勢、最新遊戲

的體驗、中文化平台為三大亮點，結

合遊戲社群的交流互動，提供玩家與

業者最歡樂的遊戲饗宴。

2017. 92017. 9｜光華商場採購誌光華商場採購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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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Coser平常的興趣多半除了在動漫外，電玩也是其中一個部分，再加上可能

經常造訪社群網站，甚至經營自己的粉絲團，因此對於3C設備的需求（如手機、

平板、電腦、相機..），除了較為注重外，對於其外型設計可能有也自己獨特的偏

好。廠商們對於商機的嗅覺絕對是敏銳的；因此除了針對紙本、服飾、公仔⋯等

類型商品外，3C廠商也是都卯足了全勁，自行或跨界合作推出一些獨具魅力的商

品，希望引起動漫愛好者的注意。進而熱賣產品或是提升知名度。

在早期，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如Hello Kitty）比較是3C廠商們所切入的方

向，例如滑鼠、滑鼠墊，都能直接以Hello Kitty的造型或特徵來打造，而不

是簡單在商品上印刷圖騰而已。也就是說，廠商需得先謹慎評估必須額

外開模具的商品，不然會產生產品難以回收成本的窘境。

過去我們也曾看過液晶螢幕廠商，獨家打造

Batman人物造型的電視螢幕（Batman的披風很吸

睛），雖然價格不便宜，但是對於一些喜愛Batman的影迷

來說，只要預算有限，還是會敗入的！此外像是電腦零組件

的主機板與顯示卡，也是經常與遊戲或是電影廠商合作，推出相

關的產品，藉此吸引PC DIY的玩家們購入！而如今PC MOD的玩

家，可說是將電腦Cosplay到淋漓盡致，讓沉迷與動漫或是電影

人物的玩家們，讓日常生活中也能與自己的偶像們愛相隨！

而除了電腦零組件外，筆電

和手機也是經常被用在設計成

特別版，有特殊圖案或包裝的

3C產品。此外像是PlayStation的

遊戲主機，也是經常推出遊戲同

捆組主機，除了在遊戲主機上有

精美的遊戲圖騰外，有些還附加

遊戲人物造型的配件在內。

技嘉曾經推出的Batman Car造型顯示卡

Cosplay對於3C之間的影響力

的

人

技嘉曾經推出

在早期，迪士尼的卡

向，例如滑鼠、滑鼠墊

是簡單在商品上印

外開模

睛）

來說，只

的主機板與的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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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太多3C產品與電影、動漫，或是遊戲主角的商品我們實在

無法在此一一介紹完整，但是大家可以發現的是，Cosplay其實早已深植在

許多日常生活的商品中了，只是很多時候我們只注意到自己喜歡的人物

與商品，而沒有察覺到原來Cosplay與商品的結合度有多高，而3C產

品因為售價比較貴，加上通常時有需要時才會搜尋資訊進而購買，因

此比較容易被忽略到。

台灣也能有自己的原創

台灣除了有布袋戲文化

外，廟宇祭祀文化也可說是另

外一個精神，而神話中守

護海峽兩岸漁名安全

的媽祖（林默娘），

也今年除了以動漫

人物之姿現身在台

北燈節中外，宏

碁也看好這樣的

趨勢，與大甲鎮瀾

宮合作，推出能保

平安的筆電呢！

另外作為我們雜誌最佳代言人的光華娘，除了是原創的設

計外，也可說是相當具有Cosplay精神的人物，也有光華商場起初

的動漫繁華時代背景意義，相信之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競相扮演

成光華娘，參與各式各樣的3C活動或代言呢！

一起來瘋Cosplay吧！

以目前發展趨勢來看，Cosplay的盛行絕對是相當正面的，除了能

夠在相關的展覽活動中看到相當豐富的動漫與電影角色出現在現實

生活中外，廠商所推出的各種相關商品，更能讓商品豐富化，有了

生命力與不同的面相。或許您礙於各種因素而無法裝扮成自己心愛

的角色人物，但是您可以透過購買相關的商品，支持各種Cosplay展

覽，或是拿起手上的相機或是智慧型手機拍攝分享Coser人物，都能

讓台灣的Cosplay文化持續得以發揚光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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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超人氣
精神產品

秀給你看！ 文、圖│劉士成

專

題

報

導

雖然目前台灣PokémonGo遊戲的風潮與熱度，都比剛上線的時候無法比擬

了，但是暑假期間所推出團體戰抓四大神獸活動，可是讓寶可夢迷齊聚在一

起，體驗團體對戰的樂趣呢（咳咳，小編絕不會承認我就是其中一員的）！當

然無論是打團體戰，或是到處抓寶，都相當考驗手機的續航力，這時

有個獨領風騷的精靈寶可夢行動電源，當然是最聰明的選擇啊！產品

具備Pokémon台灣官方授權，因此無論是外型設計或是品質上都有一

定程度的水準與保證，提供高達10000mAh的電量，且電流

與電壓供應穩定，並具有過電多重保護，以及經典成熟的

充電路線結構，讓大家可以安心使用。唯一要注意的是，

可別在抓寶的時候，把這顆行動電源誤當成精靈球而投擲

出去啊！　

▲

參考市售價NT$500元

Pokémon 精靈寶可夢行動電源10000mAh

周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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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自己喜歡的漫威英雄角色們與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呢？相信

這款由InfoThink所針對Apple iPhone手機使用者，所推出的美國隊長

盾牌造型雙頭隨身碟，果迷們會感興趣吧！InfoThink專門推出一些

迪士尼/漫威電影動漫人物的相關授權商品，這款商品也是具備迪士

尼/漫威正版授權，產品採鋅合金的金屬外觀設計堅固耐用，因為支援

Lightning和USB 3.1 雙傳輸介面，因此相當適合iPhone、iPad、MAC及PC用家使用。

目前提供最大128GB容量版本，透過免費的APP可直接撥放隨身碟照片和影片檔。

InfoThink IHERO美國隊長雙頭隨身碟

直播主若要透過社群網分享自己的動態時，除了要有好的攝影配備

外，錄音部分也是相當重要的；而華碩ROG Strix Magnus是第一款專門

為遊戲實況主設計的麥克風。產品搭載三顆專業錄音室等級電容式膠

囊，除了打造純淨音質，並具備環境降噪技術、輕巧的外型設計，以

及Aura RGB燈效，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能超越傳統麥克風，可讓使用者

輕鬆傳遞最高品質的聲音！還具備輔助連接埠，可錄製來自樂器與行

動裝置的音效，此外也配備外接USB集線器可外接裝置。據了解ROG 

Strix Magnus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配備RGB燈效的麥克風，用家可從

超過1,680萬種顏色與4種效果中，組合出最酷炫的燈光效果唷！

就算您沒有在玩日本全國都瘋迷的RPG《勇者鬥惡龍》系列遊戲，但您也應該有看過下圖這隻

超可愛的史萊姆怪物吧？日本遊戲周邊製造商HORI隨著《勇者鬥惡龍 XI 尋覓逝去的時光》遊戲

的推出，同步推出相容於PS4 DUALSHOCK 4的特製造型無線控制器「勇者鬥惡龍史萊姆控制器for 

PlayStation 4」，據了解初上市就被勇者迷搶購一空，而目前在光華還有少數店家緊急補貨，希望

的就是每個喜愛勇者或是史萊姆的讀者們，不會在此敗興而歸（筆者就是在光華這買到的唷）！

這款控制器採用頂部是超可愛的「史萊姆」的造型，而底部則是設計了相容於PS4標準配備的

DS4無線控制器，搖桿、按鈕與觸碰版，玩起勇者

系列遊戲時，當然非常有Fu啊！但可惜產品並未

配備DS4的光條、耳機麥克風連接端子、動態感測

與揚聲器。產品附有展示用的台座，不使用時就

能當成史萊姆模型展示，可說是實用性相當高！

另外，《勇者鬥惡龍 XI 尋覓逝去的時光》PS4遊

戲，也將於11月11日推出中文化的版本喔！

ASUS ROG Strix Magnus USB電容式電競麥克風

HORI PS4 史萊姆造型操控器



喜歡三麗鷗卡通的蛋黃哥嗎？好消息，捷元電腦除了推出一系列喜歡三麗鷗卡通的蛋黃哥嗎？好消息，捷元電腦除了推出一系列Hello KittyHello Kitty平板外，也平板外，也

推出蛋黃哥版的筆電，一樣針對較無消費能力的學生族群們所設計，雖然硬體規格配置較推出蛋黃哥版的筆電，一樣針對較無消費能力的學生族群們所設計，雖然硬體規格配置較

低，不過若只是有對於文書處理作業的編輯，與上網低，不過若只是有對於文書處理作業的編輯，與上網

查資料需求，這樣的規格還是夠給用啦！查資料需求，這樣的規格還是夠給用啦！

例如例如CPUCPU部分是採用部分是採用IntelIntel四核心，並配置基本的四核心，並配置基本的2G 2G 

容量容量DDR3DDR3記憶體，雖然記憶體，雖然32G32G容量容量SSDSSD很快就爆了，但是很快就爆了，但是

別擔心，可透過別擔心，可透過MicroSDMicroSD卡擴充資料儲存容量。螢幕為卡擴充資料儲存容量。螢幕為

11.611.6吋大小，解析度則為吋大小，解析度則為13661366××768768，如果有外接螢幕，如果有外接螢幕

需求，還能透過內建的需求，還能透過內建的Micro HDMI Micro HDMI （（1.4v1.4v）輸出喔！）輸出喔！

而無論您是透過哪個通路選購此商品，都有機會獲得而無論您是透過哪個通路選購此商品，都有機會獲得

像是蛋黃哥電腦手提袋、蛋黃哥造型耳機，行動電像是蛋黃哥電腦手提袋、蛋黃哥造型耳機，行動電

源這些好禮喔！　源這些好禮喔！　

▲▲

建議售價建議售價NT$NT$6,9906,990元元

宏碁這款筆電以宏碁這款筆電以Acer Aspire V13Acer Aspire V13為基礎做特仕改良，除了有精美的玩具總動員人物圖騰在筆電為基礎做特仕改良，除了有精美的玩具總動員人物圖騰在筆電

上外，也有完整配套的滑鼠、滑鼠墊，以及筆電收納包！所有的包裝設計都相當用心，可說是上外，也有完整配套的滑鼠、滑鼠墊，以及筆電收納包！所有的包裝設計都相當用心，可說是

筆者多年來接觸電腦類產品中，各方面表現皆可名列前茅者。產品硬體規格當然和筆者多年來接觸電腦類產品中，各方面表現皆可名列前茅者。產品硬體規格當然和Aspire V13Aspire V13一一

致，配置致，配置IntelIntel最新最新77代代Core i5 7200UCore i5 7200U處理器、處理器、8G8G記憶體與記憶體與256G SSD256G SSD，絕對夠滿足多

數人對於電腦效能上的需求。而螢幕採用數人對於電腦效能上的需求。而螢幕採用13.313.3吋吋Full HD IPSFull HD IPS霧面面板，並內建霧面面板，並內建Acer 

BluelightShieldBluelightShield護眼技術，還有獨家一系列的佈景主題可套用。護眼技術，還有獨家一系列的佈景主題可套用。

此外，滑鼠墊與滑鼠分別印上了此外，滑鼠墊與滑鼠分別印上了PIXAR 30 YearsPIXAR 30 Years與與TOYTOY玩具總動員的標示，而玩具總動員的標示，而

精美的電腦包部分，上面則是印滿玩具總動員的個角色剪影。值得一提的是，精美的電腦包部分，上面則是印滿玩具總動員的個角色剪影。值得一提的是，

筆電的玻璃上蓋在關燈之後還會有三眼怪的夜光圖案出現，滑鼠墊也有夜光圖筆電的玻璃上蓋在關燈之後還會有三眼怪的夜光圖案出現，滑鼠墊也有夜光圖

案，真是相當用心的設計啊！　案，真是相當用心的設計啊！　

▲▲

建議售價建議售價NT$NT$26,90026,900元元

GenuineGenuine GudetamaGudetama蛋黃哥蛋黃哥筆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

AcerAcer Aspire V13Aspire V13皮克斯皮克斯限量筆電限量筆電

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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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電平板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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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台灣最夯的新聞與活動就是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了！宏碁緊抓住這個商機，

順勢限量推出Acer Leap Ware智慧運動手錶2017臺北世大運聯名款，希望滿足有智慧型手

表需求，以及希望整合悠遊卡功能的消費者需求。Leap Ware具備多項特色：「極輕」輕

巧37g，設計好貼合，配戴舒適；「極智慧」具測量功能，包括計步、跑步等運動管理

以及心率、壓力與疲勞偵測等健身管理功能；「極時尚」圓形經典錶面展現低調科技時

尚，並採用康寧新一代大猩猩抗刮防護玻璃，好

看又耐用。

Leap Ware的功能齊備，不僅有手機來電通知、

音樂控制等功能，錶帶更內建悠遊卡功能，且具

備IPX7抗水等級保護以及紫外線感應器，在紫外

線過高時會提出警示，加上宏碁獨家健身平台

Liquid life，可享受社群分享樂趣，上山下海隨處

可行。有了它，就可以掌握精準的時間，不會錯

過每一場Cosplay活動啦！　

▲

建議售價NT$4,990元

Acer 2017臺北世大運聯名款智慧型手錶 Acer Leap Ware 限量版

喜愛Hel lo Kitty的讀者們有福囉，由台灣之光

ALTEAM所推出的這款超可愛Hello Kitty耳機，不但有

無線藍牙的便利音樂傳輸功能，也能透過NFC快速

感應配對初次配合使用的手機，來進行無線聆聽音

樂的樂趣！這款頭戴式耳機配置了中低頻的表現皆

佳的40mm驅動單體，而配戴設計部分，有可調式

頭帶和超柔軟耳墊，並可隨時折疊，加上產品的重量很輕盈，攜帶收納自然就很便利！使用

無線藍牙聆聽音樂時，如果遇上電池沒電也不用擔心，只要把附的音源線插到音源孔上，馬

上可以變成一隻有線耳機！

而在外觀設計的部分，耳殼飾片的部分是鋁做的質感當然比一般使用塑膠印刷好太多！產

品外盒包裝設計也很用心，到處都是可愛的Kitty圖案，而且盒裝底下有三麗鷗授權的字樣與

貼紙，絕對比訪間非官方授權的商品，在各個方面表現要來得優異！　

▲

建議售價NT$2,990元

ALTEAM Hello Kitty藍牙無線耳機

穿戴式裝置/耳機穿戴式裝置/耳機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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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攝像機手機/攝像機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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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圖M8全球限量發行了1萬組的美少女戰士限量版，但可惜台灣只有300組限

額，讓大家搶破頭！這款產品採用禮盒式包裝，以浪漫的粉色機身搭配金色金屬

邊框，手機背蓋有金色美少女戰士剪影圖樣，同時還包含了心月自拍棒、心月遙

控器、心鑽保護套等官方授權配件，並內建8款美少女戰士特製桌布。配備5.2吋

FHD AMOLED螢幕、MT6797m 2.1GHz十核心處理器、4GB RAM、1,200萬畫素前置鏡

頭與補光燈、2,100萬畫素主相機，除了美少女戰士限量版之外，標準版共有月光

白、櫻花粉、魅影紅3色。如果喜愛美少女戰士的Coser，選擇美少女戰士限量版

來自拍最對味啦！　

▲

建議售價NT$17,990元

美圖 M8美少女戰士限量版智慧型手機

追劇就跟追逐動漫或電影Coser一樣令人熱血沸騰，而華碩這次請來當紅韓國

超人氣偶像 孔劉，來擔任ZenFone 4系列手機的代言人。華碩ZenFone 4不僅持

續在產品外型工藝上精進，針對手機拍照功能部分，也是卯足勁地提升。這回

主鏡頭同樣有兩顆，其中一顆是2x光學變焦，ZenFone 4的第二顆鏡頭是廣角鏡

設計，期盼滿足多數人對於廣角拍攝上的需求。而兩顆主鏡頭的攝像解析度與

規格是不同的。一枚是採1,200萬像素的Sony旗艦級IMX362感光元件，具有F1.8

光圈、25公釐焦距、83度視野、6式鏡片，以及超快的0.03秒雙相位對焦能力；而

另一枚則是800萬像素的120度超廣角鏡頭；而前鏡頭則為800萬像素與F2.0光圈等規格。實測心得是，

ZenFone系列的夜拍能力更為強大，顏色表現更為精準自然，特別是雙相位對焦系統與光學+電子防手震

等技術的加持下，低光源影片拍攝效果也很出色，用來記錄慶生吹蠟燭相當給力！

ZE554KL（6G/64G）採用5.5吋IPS螢幕，若對效能沒那麼挑剔可選擇訂價便宜NT$3,000的ZE554KL

（4G/64G），兩款都有濾藍光護眼模式、十指觸控電容式感應，及指紋辨識感應器等螢幕相關規格。而

CPU則稍有不同，ZE554KL採較高階的64位元高通八核心處理器Snapdragon 660與高通Adreno 512GPU，以

及6GB記憶體；兩者皆有ASUS BoostMaster 快速充電技術與3300mAh長效電池！　

▲

建議售價NT$13,900元

ASUS ZenFone 4  5.5吋智慧型手機 (ZE554KL 6G/6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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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拍攝記錄Cosplay或活動賽事，有了能夠完整捕捉360度畫面及環繞音效的運動攝影

機，當然則是比用手機或數位相機要來得如虎添翼囉！最近Garmin就推出了一款這樣的產

品，只需一指點擊，便能開始錄製全景影像，並提供防震與每秒30張畫面錄製

強悍能力！其實Gwarmin這款360度運動攝影機VIRB 360，定位可是較高階的產品，因

為其性能與規格上也較多數市面上兩萬元以下的商品優異。若需要較高錄影畫質，可

以調整至最高的5.7K 30fps，這可是目前消費性產品最高的；除了錄影功能強悍外，還

能透過四向環場收音麥克風錄製360度環繞音效，猶如拍攝電影般。產品內建感測器提

供G-Metrix數據疊加，有效強化360度真實影像，並能將拍攝當下的速度、海拔與軌跡等套

疊於影像中。產品可配合方便且免費的VIRB行動版應用程式，或是VIRB Edit

決影片編修或韌體更新功能，也能藉此將影片分享出去！筆者實測產品發現無論是拍

攝下來的影片、音質、穩定度等各方面都有令人驚艷的表現外，附贈的輕巧腳架

也是很實用，唯一要費心的就剩下找個適合收納產品的保護殼或收納袋了！　

▲

建議售價NT$25,900元

Garmin VIRB360VIRB360運動攝影機運動攝影機

跨界合作往往都能磨擦出成功且燦爛的火花，三星與華納兄弟互動娛樂及DC漫畫共同合

作，聯手打造的「Galaxy S7 edge Injustice Edition限量款」就是最佳的範例。雖然這款產品已

是去年六月就推出的限量版，但由於產品過於精美，而這次的S8竟然沒有推出，所以筆者為

錯過這個產品訊息的讀者們，簡單的介紹一下喔！

在相當精美的禮盒包裝中，主要內含三星Galaxy S7 edge；全機以黑金配色，營造出相當不

錯的質感，機身背面擁有Batman的金色Logo。而特製的手機背蓋廠商也貼心附贈了！禮盒

內還包含有暗黑版的Gear VR、金屬材

質金色蝙蝠鏢，以及兩款樂享遊戲包

（價值共約150美金）！雖然產品的定

價較一般Galaxy S7 edge貴了不少，但

是加上了附加的物品後，產品總值可

是很划算的，期待之後還有類似這樣

的跨界合作產品陸續與我們見面！

Samsung Galaxy S7 edge Injustice Edition智慧型手機

推出了 款這樣的產

面錄製4K影像的

階的產品，因

錄影畫質，可

能強悍外，還

品內建感測器提

、海拔與軌跡等套

dit編輯軟體來解

發現無論是拍

輕巧腳架

了！



圖、文｜吉恩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圖、文｜吉恩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擁有逆轉戰況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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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器雙槍能對遠方的敵人進行快速的攻擊，

還能利用鋼索迅速地移動或是把敵人拉過來⋯等技能，

可以執行多種戰術性的任務，

以及使用指揮技能將戰況轉變為對自身隊伍有利的狀況。

種族為盡族、乾族時能選擇槍擊士的職業

技術精湛的槍擊士「彪雄」，將自己首創之所有祕笈的經典「火熱法」，

傳承給膝下最傑出的長子「彪岳俠」。

「彪岳俠」後來也拒絕了皇室賦予的兵器總監的地位，

獨自創立槍擊士的門派「震降派」。

震降派主要由磨練槍砲技術與火藥技術的槍擊士，

以及多數火藥工匠來組成，並成為了所有槍擊士門派的始祖。

彪岳俠將兩本祕笈傳承給後代，一本是父親留下的「火熱法」，

另一本是親身所研發的槍砲術與擊發術的「彈砲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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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陷害的實力者被陷害的實力者

某一天，震降派本陣發生了珍貴祕笈「彈砲神器」的竊盜案，

門派內的長老們，紛紛懷疑該事件的主謀是掌門人的徒弟「張元慶」，

張元慶始終強調自己的清白，但最後還是遭門派驅逐，從此消失在中原上。

之後過了好多年，禾武幫出現了一位，叫做「彈砲匠張氏」的技術者，

這個人，就是過去遭到震降派驅逐的張元慶。

禾武幫繁華的都市內，大約間隔四∼五天就會有小孩遭到遺棄，

這些小孩都會被禾武幫收留，

在這當中，有包含神妙之稱的「神妙李武洛」，以及擁有射擊技術的「騖天鬼

追蹤、探測追蹤、探測

槍擊士可依敵方，選擇有效戰鬥距離。

若敵方陷入被追蹤狀態，可站在遠距離攻擊。

若在探測敵方狀態時，射程距離會變短，但可進行強力的一擊。

鋼索鋼索

對於敵方或地形，發射鋼索可進行快速的移動。

透過此技能，可自由進行移動及攻擊，可以設定為攻擊敵人的手段。

強化

槍擊士在戰鬥中可透過強化，激發潛在的能力，

已進行強化的狀態下，可擴展武功的傷害量，或引發爆發性的內力。

透過此技能，槍擊士能成為戰場的領導者。

慶慶慶慶」慶」慶」，

在中在中在中中中在中原上原上原上。。

術者術者術者術者術者術者者者，，，，

術的「騖天鬼薛營」。

段。段段段段段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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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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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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為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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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群俠傳On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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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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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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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恭賀台灣指標電腦資訊商場

新光華商場九周年慶暨光華採購誌100

期順利發行，繼續引領IT潮流，帶動產

業成長

—華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開放平台業務總經理鐘偉剛

恭喜光華商場九週年了！

採購誌發行100期！

祝福採購誌能持續為台灣帶來好的內

容，也期待威剛也能持續做出好的產

品，一同努力！

—ADATA  XPG行銷副理 陳韋博

在此僅代表台灣羅技祝光華商場九周

年生日快樂，業績長紅，希望採購誌

未來能持續帶給消費者更完整更多元

化的產品及介紹。

—羅技電子行銷經理暨

羅技華碩傳說電競館負責人Alan Wang

在此代表ANACOMDA巨蟒恭喜光華商

場9週年慶以及光華採購誌101期。

祝福光華商場生意興隆，長長99，再

創造下一個9年盛況

—ANACOMDA巨蟒產品經理趙呈瑜

品
牌
誌
慶
話
語

九週年特別企劃

歡
迎
大
家
共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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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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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光華商場九週年生日快樂，同時

祝賀採購誌百分百破百集。

—丹麥商賽睿有限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張秉華

Brother恭賀光華商場9周年慶與採購誌

發行第100期，買日系百年品牌超耐用

印表機/事務機/標籤機，來光華商場找

「兄弟」就對了！

—台灣兄弟國際行銷業務部門主任

李維修Matt Lee



Epson L565 
原廠連續供墨，新視界，新視界

Epson原廠連續供墨產品線 http://www.epson.com.tw/ciss 

Epson L565不僅是連續供墨印表機，還有強大的功能

Epson技術領先業界，企業用戶最佳首選

省、快、美、安心省、快、美、安心

／

／

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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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OLED TV 盛夏響豔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17

活動期間：2017/07/01 ~ 2017/09/22 24:00止（以登錄網站系

統時間為主）

活動內容：

1.  活動期間凡購買LG 指定機型電視，於活動申請期間上網登

錄購買商品資訊。

2.  註冊登錄同時需要上傳購買發票圖檔（請註明購買型號）
及保證書圖檔（需蓋店章），缺一不可，若缺上述任一資

料將視同資格不符，無法登錄兌換成功。

LG PuriCare 360度空氣清淨機
「新品首購好禮雙重送」

活動期間：即日起 ~ 2017/10/31

活動機種：AS951DPT0 / AS601DPT0 / AS951DWT0 / AS601DWT0

活動內容：活動期間內，凡購買LG PuriCare 360度空氣清淨機

指定型號，隨貨送「三合一高效率濾網」1組，憑購買發票

及保證書正本，郵寄回函或網路登錄還可參加兌換送「7-11

商品卡2000元」！。

贈送方式：

贈品「三合一高效率濾網」1組，隨貨贈送，不需額外申

請。（唯8/31前購買者以分開寄送方式贈送濾網）

贈品「7-11商品卡2000元」兌換方式：活動網站登錄或郵

寄回函申請（2擇1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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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 露天FUN映金大放送

活動期間：2017/06/15 ~ 2017/09/30

登錄時間：2017/06/15 ~ 2017/10/04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內購買以下指定型號LG投影機，並

於2017/10/04 23:59前於LG產品註冊官網https://www.lg.com/

tw/support/product-registration註冊成功（同時需要上傳購買

發票圖檔，若無發票圖檔則無法註冊成功），方符合贈獎資

格，即可獲得7-11的500元商品卡或K歌白金組藍牙無線歡唱

麥克風（市價$3,580）！

l
g

l
g

指定機種：

1.  K歌白金組藍牙無線歡唱麥克風＋7-11商品卡500乙張：

PF1000U/PF1500G / PW1500G

2.  7-11商品卡500乙張：PH550G/PH150G/PV150G 

獎品寄送時間：

於2017/08/01-08/31，贈品將於2017/09/07寄出

於2017/09/01-09/30，贈品將於2017/10/09寄出

※寄送天數約7個工作天，不含國定假期及六日。

寄送方式：

LG台灣樂金直接配送至產品註冊官

網住址登錄資料（官網註冊手機聯

絡資料及地址聯絡資料，等同於贈

品寄送資訊，若因填寫資訊有誤而

無法收件，消費者需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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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歡慶ZenFone4上市，建築朝聖之旅遊你決定

如何獲得一起戀攝影建築朝聖之旅獎項

現在就參加2017華碩手機攝影大賽

活動期間：2017/08/17 ~ 2017/10/10

活動類型：手機攝影

參加名額：朝聖之旅遊你決定！

參加資格：使用ZenFone AR、ZenFone Live、ZenFone 3系列、

ZenFone 4系列手機上傳作品至「ZenFone愛拍照」，上傳作

品獲得一個精華（即獲得一個抽獎機會），精華作品資格審

核期間，須提供個人的身分認證資訊，若無法提供，該作品

則不具抽獎資格。

一起戀攝影建築朝聖之旅二選一
尊榮A專案：日本與安藤忠雄一起戀攝影建築之旅

【精彩旅程】五天四夜日本吃喝玩跑跳碰

【達人指導】專業攝影師帶你一起戀攝影

【走訪關西】一睹建築鬼才安藤忠雄名作

【新機體驗】ZenFone 4超強大攝影功能

尊榮B專案：韓國與鬼怪孔劉一起戀攝影現代建築之旅

【精彩旅程】五天四夜韓國吃喝玩跑跳碰

【達人指導】專業攝影師帶你一起戀攝影

【走訪首爾】一睹鬼怪孔劉拍攝知名景點

【新機體驗】ZenFone 4超強大攝影功能

活動方法：

Step 1>   填寫下方問卷，選出你心中最想要的ZenFone 4尊榮

建築朝聖之旅

Step 2>   於下方留言回帖：「我要拿起ZenFone 4上傳作品，

踏上一起戀攝影建築朝聖之旅！」

活動獎勵：

有效問卷超過100人，抽出1位贈送孔劉限量周邊乙組

（動手投票，孔劉海報和圓扇陪你度過2017下半年）

【開學騎機搶先GO】
買ASUS ZenBook系列指定機種
線上登錄送「暗光俠‧Zenny」旅行組

活動期間：2017/08/19 ~ 2017/09/17

活動辦法：活動期間購買ASUS ZenBook系列指定機種指定機

種，線上登錄完成後，送「暗光俠‧Zenny」旅行組（贈品

隨機出貨，恕不挑貨）。

指定機種：

ASUS ZenBook UX430UQ、

ASUS ZenBook UX530UQ、

ASUS ZenBook UX410UQ

【開學騎機搶先GO】
購買 ASUS VivoBook 系列筆電指定機種
登錄送「Zenny旅行組」

活動期間：2017/08/19 ~ 2017/09/24

活動辦法：

買ASUS VivoBook系列筆電指定機種，官網登錄送「Zenny旅行

組」，指定地點再送開學必備「32GB隨身碟」！

指定機種：VivoBook Pro 15（N580）、VivoBook S15（S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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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Q八月開學季 WiT 大方送全系列好康到

活動期間：2017/08/01 ~ 2017/09/30

活動辦法：

WiT Genie 送LEGO積木鉛筆；MindDuo S 送哈根達

斯兌換卷，凡在夏日指定活動期間，購買 WiT 全

系列（螢幕閱讀檯燈&親子共讀燈）即可加購桌夾

NT$490 或加購專用立座NT$1,590，任選兩台再折

500！（不含新品MindDuo S）

BenQ WiT MindDuo親子共讀檯燈守護孩子眼睛
完成著色派對並上傳Facebook，
就有機會獲得 WiT 聰明護眼好禮！

活動期間：2017/08/01 ~ 2017/10/31

活動贈品：WiT 聰明護眼好禮-USB 電熱敷眼罩

活動辦法：

凡於活動期間，完成康軒出版之國小學習自修書封底內頁的「WiT 

MindDuo 共讀檯燈」著色作品並上傳至個人臉書塗鴉牆上(權限設

公開，父母也可上傳至自己的臉書塗鴉牆)，並將該貼文之連結貼

到「WiT 智慧檯燈」粉絲頁指定貼文下，即可參加抽獎。9-11月每

月會各進行一次抽獎，越早投稿，中獎機會越多！

SAMSUNG舊換新絕美賞心！
買電視指定機種，最高回饋$20,000元！

活動時間：2017/08/01 ~ 2017/09/30

登錄時間：2017/08/01 ~ 2017/10/07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購買電視指定機種（見回函表之「購買產

品欄」），方符合活動資格。並以回函或線上登錄申請（見「贈品兌

換方式」)，經審核文件齊全無誤，即可獲得指定贈品。

好禮加碼送：凡購買電視指定機種之mySamsung會員用戶，回函留下

mySamsung帳號、手機型號與IMEI 1，加碼送$200元7-11商品卡。

ViewSonic夏日歡樂遊

活動日期：2017/08/01~2017/09/30

活動辦法：購買Viewsonic全系列任一款螢幕或投影機，上網登錄成功

即可獲得台灣虎航全線機票95折優惠券一份

（限使用一次）

即可參加抽獎：

頭獎：台灣虎航全航線來回機票×2

貳獎：台灣虎航日本/韓國線來回機票×1

參獎：台灣虎航泰國/澳門線來回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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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這個夏天，
讓PlayStation®VR帶您前往光年外的惑星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2017/09/17

活動內容：

凡購買【PlayStation®VR攝影機同捆組】，或

【PlayStation®VR豪華全配包】，即可以「超優惠」金額加

購Farpoint (SW) 和 PlayStation®VR射擊控制器。

錯過不知何時再有，先買，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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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標籤機享好禮

活動期間：2017/08/01 ~ 2017/09/30

活動辦法：

購買Epson標籤機並上網完成登錄即可獲得超值禮

活動一：買LW-C410，上網登錄送宇宙人野餐包

活動二：買LW-200KT、LW-220DK、LW-400、LW-500，上網登

錄送標籤帶兩卷

EPSON 分離墨匣省錢制霸

活動期間：2017/08/01 ~ 2017/09/30

活動辦法：購買指定分離式墨印表機，並上網完成登錄，即

可獲得超值禮

活動ㄧ：買WF-2651/WF-2631上網登錄，送7-11禮券$500

活動二：買XP-442上網登錄，送7-11禮券$300

活動三：買XP-245上網登錄，送7-11禮券$200

活動四：買WF-3721上網登錄，送星巴克隨行卡（內含$1,000

元儲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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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衝裝備，acer助你一飛衝天

活動時間：2017/08/19 ~ 2017/09/30

發票時間：2017/08/19 ~ 2017/09/30

活動辦法：買Aspire K50-30，免費送「安心保固服

務」一年，意外潑灑飲料、摔落別擔心。

買Aspire Nitro 5機種，隨貨送 8GB大記憶體

買Predator GTX10系列筆電，登錄送Predator電競耳機

買Aspire 5 / 7，登錄送My Card 450點

買Swift 7，登錄送USB Type C HUB

買Predator G1/ G3/ G6 系列桌機，登錄送電競狂歡包

（內含Predator電競耳機/ 後背包/ 鼠墊）

買 Aspire GX 系列桌機，登錄送 Targus後背包

買Aspire U27/ Z24系列桌機，隨貨送防塵兩用滑鼠桌

墊 / 登錄送 Brita濾水壺 / 加購享美樂地組合包，加購

價NT$2,990。美樂地組合包內含Harman Kardon Onyx 

Mini無線藍芽喇叭（市價 NT$4800） + KKBOX 180天會

員儲值卡（市價NT$894）

限指定通路：Acer指定專賣店/ Pchome/ Yahoo/ 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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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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 外享全新體驗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2017/09/30

活動內容：

活動期間於全省指定通路，購買搭載Intel® Core™ i7處理器之

品牌桌機/筆電，即可獲得超過萬元的「創玩一夏軟體包」，

內含12款正版遊戲及應用軟體。（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活動參考產品：

Core i7 6700、Core i7 6700K、Core i7 7700、Core i7 7700K

電競潮流指名微星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2017/09/15

活動內容：購買「DS501 玩家級線控電競耳麥」

送「GM40電競滑鼠+LUCKY杯緣子」

MSI電競戰記重裝上陣

活動日期：2017/08/11 - 2017/09/30

活動內容：購買MSI特工套裝組，憑發票於

微星官網完成線上登錄，審核通過即可獲

得$900 Mycard點數

MSI電競熱銷超值大FUN送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2017/09/30

活動內容：

指名Aegis電競桌機，送Optix G27C曲面電競螢幕

MSI夏日炫光派對！

活動日期：2017/08/15 ~ 2017/09/30

活動內容：凡購買任一電競桌機三選一加購價只要NT$2,990元

加價購商品：：

GK-701 RGB 電競鍵盤，建議售價NT$4,690元

GM70 RGB 電競滑鼠建，議售價NT$4,390元

GH70 RGB電競耳機建，議售價NT$4,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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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ROGASUS ROG有購有型！有購有型！
買華碩指定型號商品，即可隨即獲得熱門遊戲《英雄聯盟》英雄造型乙組！買華碩指定型號商品，即可隨即獲得熱門遊戲《英雄聯盟》英雄造型乙組！

活動期間：活動期間：2017/08/01~2018/04/302017/08/01~2018/04/30

活動辦法：活動辦法：

凡於活動期間內，買華碩指定型號商品，即可隨即獲得熱門凡於活動期間內，買華碩指定型號商品，即可隨即獲得熱門

遊戲《英雄聯盟》英雄造型乙組。（數量有限，送完為止）遊戲《英雄聯盟》英雄造型乙組。（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型號：活動型號：請至官網查詢請至官網查詢

https://www.asus.com/tw/event/info/activity_LoL-sp_2017/https://www.asus.com/tw/event/info/activity_LoL-sp_2017/

買華碩買華碩GeFGeFororce GTce GTX 1050 Ti X 1050 Ti ／／10501050系列顯示卡與筆電系列顯示卡與筆電
送《劍靈》指定時裝虛寶！送《劍靈》指定時裝虛寶！

活動期間：活動期間：2017/08/04 ~ 2017/10/042017/08/04 ~ 2017/10/04

活動辦法：活動辦法：凡於活動期間內，買華碩凡於活動期間內，買華碩GeForce  GTX 1050 Ti / 1050GeForce  GTX 1050 Ti / 1050系列顯示卡與筆電，送《劍靈》指定時裝系列顯示卡與筆電，送《劍靈》指定時裝

虛寶（虛寶（**兌換時請將兌換時請將GEFORCE EXPERIENCEGEFORCE EXPERIENCE頁面截圖照片上傳於「序號照片」欄位）頁面截圖照片上傳於「序號照片」欄位）

活動機種：活動機種：

顯示卡：顯示卡：ROG STRIX-GTX1050TI-O4G-GAMINGROG STRIX-GTX1050TI-O4G-GAMING、、

ROG STRIX-GTROG STRIX-GTX1050TI-4G-GAMINGX1050TI-4G-GAMING、、DUAL-DUAL-

GTX1050TI-O4G-GAMINGGTX1050TI-O4G-GAMING、、PH-GTX1050TI-4GPH-GTX1050TI-4G、、

DUAL-GTDUAL-GTX1050-O2G-GAMINGX1050-O2G-GAMING、、PH-GTX1050-2GPH-GTX1050-2G

筆電：筆電：GL753VE-0021B7700HQGL753VE-0021B7700HQ、、GL553VE-GL553VE-

0031B7700HQ0031B7700HQ、、GL553VD-0021B7700HQGL553VD-0021B7700HQ、、

GL753VD-0131B7700HQGL753VD-0131B7700HQ、、FX753VD-FX753VD-

0032B7700HQ0032B7700HQ、、FX753VD-0142B7300HQFX753VD-0142B7300HQ、、

FX553VD-0042D7700HQFX553VD-0042D7700HQ、、FX553VD-0202D7300HQFX553VD-0202D7300HQ

ASUSASUS【重裝上陣】【重裝上陣】
買華碩買華碩RX580RX580／／570570／／560560系列顯示卡，登錄送遊戲《系列顯示卡，登錄送遊戲《Quake ChampionsQuake Champions》冠軍套件》冠軍套件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2017/08/22 ~2017/10/29 2017/08/22 ~2017/10/29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購買華碩購買華碩RX580/570/560RX580/570/560系列顯示卡，登系列顯示卡，登

錄送遊戲《錄送遊戲《Quake ChampionsQuake Champions》冠軍套件。（市價》冠軍套件。（市價

USD$40USD$40，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機種：活動機種：ROG-STRIX-RX580-T8G-GAMINGROG-STRIX-RX580-T8G-GAMING、、ROG-STRIX-ROG-STRIX-

RX580-O8G-GAMINGRX580-O8G-GAMING、、DUAL-RX580-O8G-GAMINGDUAL-RX580-O8G-GAMING、、DUAL-DUAL-

RX580-O4G-GAMINGRX580-O4G-GAMING、、ROG-STRIX-RX570-O4G-GAMINGROG-STRIX-RX570-O4G-GAMING、、EX-EX-

RX570-O4G RX570-O4G 、、ROG-STRIX-RX560-O4G-GAMING ROG-STRIX-RX560-O4G-GAMING 、、ROG-STRIX-ROG-STRIX-

RX560-4G-GAMINGRX560-4G-GAMING、、RX560-O4GRX560-O4G、、RX560-4GRX560-4G、、RX560-O2GRX560-O2G

2017. 92017. 9｜光華商場採購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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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鬥惡龍系列2017年度PlayStation®繁體中文版作品陣容陸續推出

歐洲最大電玩展Gamescom 2017已於8月22日展出，

2016曾創下超過900家遊戲大廠，及超過35萬來自全球

的熱情玩家共襄盛舉，技嘉科技也與旗下頂級電競品牌

AORUS共同參與盛會。

技嘉參展歐陸最大電玩展Gamescom 精彩展出陣容曝光

展出陣容及特別活動，包含迷你PC BRIX Gaming VR、輕

薄高效筆電AERO 15及AORUS電競筆電、電競鍵鼠等最新

產品都在現場亮相，並以豐富多元的娛樂內容提供現場玩

家體驗；同時邀請多位德國知名實況主在展覽期間於線

上、現場與玩家互動，多樣好禮獎不完！

技嘉科技的最新產品在現場亮相，展出多種不同形式

的娛樂內容，邀請玩家親身見證技嘉產品令人驚豔的魅

力。VR方面，在現場設置擬真賽車模擬器，讓玩家現場

尬車；甫上市的迷你PC BRIX Gaming VR則搭配話題遊戲

「Everspac」，透過BRIX Gaming VR的強大效能，實現在

太空漫遊、沉浸感十足的遊戲體驗。電競方面，現場舉

辦「鐵拳7」對抗賽，玩家使用技嘉電競筆電P57、P56及

SabrePro 15現場對戰；話題商品輕薄高效筆電AERO 15也

在現場展出，邀請玩家遊玩「FIFA 17」，親自感受5mm極

薄邊框的震撼視覺饗宴。

曜越發表最新Floe Riing RGB T T

Premium頂級版一體式水冷電競散熱

排系列，市面上首發的1680萬色RGB

LED發光一體式水冷電競散熱器，共

推出240mm、280mm及360mm三種

水冷排尺寸，並搭配Riing Plus RGB專

利設計水冷排風扇及一個RGB LED發

光水冷頭。

Floe Riing RGB系列採最高規格設

計，高效率散熱排搭配高性能水

冷頭，另外玩家可透過專利設計

Riing Plus RGB軟體及手機APP輕鬆切

換水冷頭和風扇燈光效果，還可監

控風扇的運作狀況及主機溫度，方

便玩家輕鬆打造色彩繽紛的獨特水

冷散熱系統。全新Floe Riing RGB TT

Premium頂級版一體式水冷電競散熱

排系列支援最新Intel and AMD CPU腳

位，包括Intel LGA 2066及AMD AM4。

曜越最新Floe Riing RGBTT Premium頂級版一體式水冷電競散熱排
市面首發1680萬色RGB發光一體式水冷排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Taiwan Limited（SIET）於

PlayStation®4（PS4™）遊戲勇者鬥惡龍系列繁體中文版媒

體發表會中，公布了SQUAREENIX CO., LTD.的勇者鬥惡龍

系列2017年度PlayStation®作品陣容。PlayStation®4專用遊

戲『勇者鬥惡龍XI─尋覓逝去的時光』繁體中文版決定

將於2017年11月11日正式上市。「勇者鬥惡龍」系列第

11款正傳最新作品，是回歸系列原點，描繪「勇者」之

冒險的故事。這第11場冒險，同時也是系列作的「全新

原點」──『勇者鬥惡龍XI』即將於此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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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宣布推出一系列搭載最新AMDX399平台的主機

板，包括：「ROG Zenith Extreme」、「ROG Strix X399-E 

Gaming」與「ASUS Prime 

X399-A」；其採用最高

1 6核心、 3 2執行緒的

華碩推出全新X399系列主機板剽悍效能‧無懈可擊！

Ryzen™ Threadripper™處理器，強大的運算表現不僅能流暢

執行複雜影音編輯、3D繪圖、遊戲等重量級多工任務，

並可讓使用者恣意安裝DDR4記憶體達128GB，輕鬆將個人

電腦提升為工作站等級。

此外，處理器上另配備64通道PCIe®（PCI Express®）3.0

控制器，其中60組可供顯示卡、NVMe® 固態硬碟（SSD）

與其他周邊裝置使用，同時還完美整合豐富多元的I/O，

擁有8組不需要與X399晶片組分享互連頻寬的USB 3.1 Gen 

1連接埠，再加上晶片組上可支援至多6組的SATA插槽和

PCIe®2.0通道，以及華碩集數十年研發技術的多項獨家

技術，包括：單鍵智慧超頻、傑出散熱設計、先進連

線力和美輪美奐的RGB燈光效果等，可淋漓釋放Ryzen™ 

Threadripper™處理器潛在效能，為所有熱血遊戲玩家及專

業消費者帶來超乎想像的使用體驗！

《爐石戰記®》台中大賽巫妖王盃

連續兩天激戰草悟道，四強選手歷

經決鬥，最終由來自台灣台中市的

選手御影殘風脫穎而出拿下冠軍，

贏得獎金1萬美元與全球巡迴賽積分

15分。草悟道南段的阿薩斯雕像廣

場，亦同步舉辦「冰封派對」，共

計近千名玩家共襄盛舉。

《爐石戰記》台中大賽巫妖王盃

歷經半個多月的征戰，從全球逾兩

百多位選手脫穎而出的四強分別為

台灣的御影殘風、OEO49OEO及韓國

的 （Balestra）、Urgot晉

級。精彩的台韓

冠亞軍之爭，最

終恭喜台灣選手

御影殘風拿下總

冠軍頭銜、一萬

美金與全球巡迴

賽積分15分。

御影殘風於賽

後 訪 問 表 示 ：

「我是台中人，很開心將冠軍留在

台灣台中！」

《爐石戰記®》台中大賽巫妖王盃圓滿落幕　恭喜台灣選手御影殘風奪冠

網石遊戲（Netmarble Games）旗

下超人氣MMORPG手遊《天堂2：革

命》釋出更新，不僅推

出了高達198等級的野外

首領和難度更高的血盟

副本，更同步舉行慶祝

活動，將可免費獲得各

式豐富獎勵。

《天堂2：革命》本次

更新後，將於奇岩自治

區推出高達198等級的野

外首領「史坦諾亞」。

玩家若擊敗首領將有機會獲得「史

坦諾亞」核心，蒐集一定數量將可

提升角色的命中率。

不僅如此，血盟副本「巨蟻女

王的洞穴」也同步推出

困難等級，建議組隊人

數為20人，血盟需達12

級以上方能參加。而血

盟若能成功擊敗巨蟻女

王，將可獲得巨蟻女王

核心，以及有助於血盟

成長的金幣、血盟鑄幣

箱（小）和巨蟻女王箱

等獎勵。

再迎改版！《天堂2：革命》198等級野外首領全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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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獸世界®》於暴雪商城上架最新的寵物與坐騎：暮

光和夜光尋星者！這兩隻色彩變化萬千的「喵」科動物

將常伴玩家左右，讓冒險旅程變得更加璀璨斑斕，趕快

一睹牠們的最新宣傳影片。

此外，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傳奇地城邀請賽」廣邀各

界菁英挑戰，暴雪娛樂鼓勵玩家在「傳奇地城戰情室」

分享最佳成績和訣竅經驗，即有機會參加抽獎！準備見

見我們在暴雪商城最新的寵物「暮光」與坐騎「夜光尋

星者」。無論你打算前往何方，這對色彩變化萬千的

「喵」科動物將常伴你左右，讓你的冒險旅程變得更加

璀璨斑斕。

亞洲成長最快速的手機遊戲公司網石遊戲（Netmarble 

Games），旗下MMORPG手遊《天堂2：革命》首次要塞

戰的數據資訊圖。血盟們為了競標所付出的金幣總額高

達了230億，其中最高的競標價格為2700萬。

「從零開始」血盟達成了最快佔領要塞的記錄，僅

花了61秒就擊敗了敵

對血盟。最勢均力敵

的一場比賽發生在狄

恩 -美神伺服器中，

這是一場差距相當近

的比賽，然而由於盟

主「戰神真武 s」率

先成功刻印了敵方的

聖物，「齧血二盟」

血盟最終獲得勝利。

由於要塞戰限時30分

鐘，這場比賽直到

29分48秒才結束。此

外，也有22個血盟戰

鬥了整整30分鐘，最

後以平手結束比賽。

《魔獸世界》全新變色寵物與坐騎
「暮光」和「夜光尋星者」上市

網石遊戲公開《天堂2：革命》
首次要塞戰的數據資訊圖

電競風潮快速席捲全球之際，電

競產業以每年30%的驚人力道急速成

長，各家廠商無不把握先機、佈局

市場。其中，台灣因地利之便與產

業發展日益成熟，儼然成為電競相

關廠商的兵家必爭之地。搭載著這

股「電競經濟學」的熱潮

旋風，全球遊戲周邊領導

品牌羅技電子於三創生活

園區，為旗下的電競品牌

Logitech G正式揭幕「羅

技電競專賣店」，以及

「Logitech G X ROG Esports 

Arena羅技華碩傳說電競

館」，不僅將羅技熱賣的

明星電競利器一字排開，

供玩家體驗選購，更為玩

家們量身打造一個高規格對戰的首

選舞台，及獲得第一手賽事、新品

資訊的電競殿堂。全新開幕的「羅

技電競專賣店」與「Logitech G X 

ROG Esports Arena羅技華碩傳說電競

館」，館內陳列最齊全的世界級專

業電競產品，供玩家體驗與選購。

另外，電競館更首創電競育成中心

概念，規劃有實況主教學、電競設

備挑選、遊戲戰技進修等課程，讓

業餘玩家能針對自己的需求自由選

購適合課程，在電競領域更上一層

樓，邁向專業的職業電

競舞台。此外，連續365

天電競館將舉辦各大熱

門遊戲的激烈對戰，9月

開始第一季的Logitech G 

Tournament《鬥陣特攻》

玩家邀請賽，以及ROG 

Master《英雄聯盟》玩家

邀請賽，讓所有玩家都

能大展身手、在舞台上

發光發熱。

台灣南波萬！全球第一 亞洲首間「羅技電競專賣店」暨「羅技華碩傳說電競館」盛大開幕
玩家齊聚最大電競殿堂 最高品質全新電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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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換裝夢幻手遊《奇迹暖暖》

迎來上市週年慶，不僅開放了第14

章與聯盟第6章等全新內容，

更推出時光紀念簿以及週年

慶系列豐富活動，感謝搭配

師們這一年來堅定的支持與

陪伴！《奇迹暖暖》歡慶一

周年，為搭配師們帶來全新

的第14章「少女的抉擇」。

暖暖一行人告別了圖撻後，

決定繼續前往風谷部落尋找傳說中

的奇迹卷軸，然而卻碰上了鐵薔薇

搭配師團的其中一員 雪伊！隨著

劇情繼續推展，暖暖一行人將於

第14章中面臨少女宿命的抉

擇，《奇迹暖暖》的主線故

事也將於此進入轉折點。

本章節故事將突破以往的

溫馨與愉快，急驟進展到故

事的核心主軸，若想體驗更

詳細的內容，還請搭配師們

進入遊戲中親自體驗！

歡慶《奇迹暖暖》一週年　全新章節內容、系列活動與你共度豐富夏天

網 石 棒 辣 椒 （ N e t m a r b l e 

Joybomb）獨家代理的ARPG手遊

《Qubot像素戰機》，以經典的像素

風格與3D機甲元素深獲玩家喜愛，

上市後更榮獲App Store與Google Play

雙平台遊戲精選。而遊戲迎來限時

的第二波降臨任務，玩家不僅可挑

戰更高難度的敵人，也能參與父親

節特別活動抽取豐富虛寶。

《Qubot像素戰機》更新後將於

「特別強襲戰」中推出第2波限時的

降臨關卡，降臨關卡分別有2個主題

以及各3個關卡，並將推出5位性格

不同的駕駛員和外型獨特的機甲。

朝著機甲大賽前進的同時，玩家

將迎接六角特戰隊的奇襲。六角特

戰隊共由5位不同個性的駕

駛員所組成，他們唯一信

念就是破壞與殺戮，而本

次立方市將再次遭受強大

的邪惡勢力所襲擊，唯有

組成戰隊出戰才能守護立

方市！

玩家若能順利通關，還

有機會獲得隨機掉落的4星

和5星駕駛員；不僅如此，

降臨轉蛋同步隆重登場，玩家將可

從中獲得本次限定的六角特戰隊駕

駛員與機甲！

奇襲！《Qubot像素戰機》推出全新降臨任務

戰巡艦開始運作、海盜機準備就緒、異化蟲準備快攻！

暴雪娛樂精心升級的即時戰略遊戲經典《星海爭霸®》及

《星海爭霸：怒火燎原®》資料片高畫質重製版，現已重

返戰場，數位版遊戲已正式販售。

公認有史以來影響最深遠的戰略遊戲之一，《星海爭

升級完成！《星海爭霸®》高畫質重製版現已上線

霸》及《星海爭霸：怒火燎原》訴說了三個陣營在群星間

相遇並掀起戰端的故事：源自地球的泰倫人類殖民者、具

備幽能力量的神族以及由主宰操控一切的蟲族。《星海爭

霸》高畫質重製版透過升級的4K畫質、強化音效及音樂及

全新繪製的劇情故事，讓玩家重溫吉姆‧雷諾、高階聖堂

武士塔薩達及凱莉根等經典角色的冒險故事。

《星海爭霸》高畫質重製版將持續使用原版的傳奇遊戲

引擎，這款引擎讓《星海爭霸》在近二十年持續成為重要

競技類遊戲與電競賽事項目。經典的遊戲體驗經過全新線

上功能強化，為多人對戰體驗換上全新現代風貌以迎接未

來考驗。《星海爭霸》高畫質重製版提供玩家對戰配對功

能及排行榜、雲端儲存，以及與原版《星海爭霸》及《怒

火燎原》的完整多人對戰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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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Taiwan Limited（SIET）宣布，將在

2017年10月17日推出PlayStation 4 Pro

（PS4 Pro）主機、PS4主機搭配PS4

專用遊戲『Gran Turismo Sport』（中

英文合版）的兩款主機同捆組合，

建議售價分別為NT$14,680元以及

NT$10,980元。此外，「DUALSHOCK  

4無線控制器 Gran TurismoSport 特

別版」也將於同日限量推出，建議

售價NT$1,780元。本次推出PS4 Pro

（HDD硬碟：1TB）和PS4專用遊戲

『Gran Turismo Sport』（中英文合

版）的數量限定商品「PlayStation 4 

Pro Gran Turismo Sport同捆組」，與

PS4（HDD硬碟：500GB）和PS4專用

遊戲『Gran Turismo Sport』（中英文

合版）的數量限定商品「PlayStation 

4 Gran Turismo Sport同捆組」；而

同日發售的限量商品「DUALSHOCK 

4無線控制器 Gran Turismo Sport特

別版」，更特別採用極致黑和銀

色的雙色，並在中央搭配「G r a n 

Turismo」系列logo的時尚設計。

「PlayStation 4 Pro Gran Turismo Sport同捆組」、
「PlayStation 4 Gran Turismo Sport同捆組」2017年10月17日在台限量發售

網石遊戲（Netmarble Games）宣布，旗下RPG手遊《七騎士》

推出全新的特殊英雄萊恩和裴里卡。身為革命團的一員，萊恩有

著傑出的劍術技巧，且在艾莉希亞加冕後被任命為第二指揮官。

而現在覺醒的萊恩也同步推出，他將透過有著貫通、出血效果和

對所有傷害免疫的技能展現出非凡的表現。

裴里卡為研究黑魔法的黑魔法師，透過交換獲得了魔法師的石

頭，並藉此提升自己的魔力。覺醒的裴里卡將提高我方隊伍的魔

法攻擊力，特別是能於2回合間賦予魔法型英雄隊友全部傷害的免

疫能力；玩家可透過創立只有魔法型英雄的隊伍，藉此充分利用

她的能力。

RPG手遊《七騎士》全新英雄萊恩和覺醒裴里卡登場

亞洲成長最快速的手遊公司網石

遊戲（Netmarble Games）宣布，

外傳更新加入至旗下即時PvP手遊

《Star Wars™: 原力戰場》，並新增了

16位全新受歡迎的角色。

尤達、黑武士、達斯魔和

格里弗斯將軍，這些在星際

大戰外傳中粉絲們最愛的代

表性角色，已被添加至遊戲

中作為領導角色。除了這些

領導角色外，總共有16位新

角色被加入至遊戲中，包含

了魅使雲度、亞蘇卡譚諾、

共和國戰鬥直升機、共和國

突擊隊、複製人士兵、複製人鎮暴

兵、IG-101、西斯探測機器人、昂巴

拉人士兵、機器人炮艇、B1戰鬥機

器人以及麥格納守衛。

兩張全新的外傳主題地圖「費洛

西亞」、「尤塔帕」也加入至遊戲

中，現在可以在1 vs 1與2 vs 2的戰鬥

中獲得。地圖將依級別開放給每位

玩家，當玩家升級時將會

打開特定地圖。「戰場模

式」也同步新增，包含了

「選拔模式」以及「2 vs 2 

隨機模式」。戰場模式將

能給予玩家更多的獎勵並

提供全新的樂趣。其他更

新包含了商店的UI更新以

及加強遊戲內的功能。

《Star Wars™: 原力戰場》迎接外傳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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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Taiwan 

Limited（SIET) 決定發售PlayStation®4、

PlayStation®Vita專用遊戲『TheLost Child』

繁體中文版。『The Lost  Chi ld』是『El 

Shaddai』企劃發起人、竹安佐和記老師筆

下『神話構想』系列的關聯作品，遊戲類

別定義為『神話構想RPG』。在繼承前作譜

系的基礎上，為一部可讓玩家暢享全新構

築之『神話構想』世界的新作RPG。

繼承『El Shaddai』譜系之神話構想　RPGPS4™ / PS Vita專用遊戲『The Lost Child』

本作中登場的「天使、惡魔、墮天使」三

種族，於地上界展開了名為「天魔抗爭」

的壯烈戰爭。所謂的「天魔抗爭」，是天

使與惡魔之間爭奪靈魂的對抗。天使、惡

魔、墮天使三方各懷不同心思，參與了這

場「天魔抗爭」。

收錄超過700台豐富齊全的車款，擁有競速賽車遊戲史

上最多保時捷、藍寶堅尼及法拉利跑車陣容的《極限競速

7》中文版終極版，將於9月29日率先登場，《極限競速

7》中文版則於10月3日正式上市。為了讓期待已久的玩家

《極限競速 7》公布絕美車款　700款龐大車款陣容9/29登場
外觀烤漆、輪胎自由改裝　打造與眾不同的專屬車款

一窺精彩的遊戲內容，部分車款陣容搶先公開，包含各式

超級跑車、二戰前後稀有車款等絕美坐駕正式亮相，還有

更多來自全球知名車廠與品牌的豪華車款即將公開，請玩

家拭目以待！

此外，《極限競速 7》承襲系列作遊戲特色，將開放玩

家自由改裝車輛，以獨一無二的專屬車款馳騁狂飆、挑戰

競速極限。《極限競速 7》收錄包含愛快羅密歐、BMW、

福特、賓士、Nissan、Infiniti、馬自達、三菱汽車等國際

知名品牌，以琳瑯滿目的多樣化車款供玩家選擇。此外，

為了增添競速時愛車的迷人丰采，並帶給玩家最具自由度

的遊戲體驗，《極限競速 7》將同樣推出改裝系統，讓玩

家於遊戲中自由調整車身外觀的烤漆設計，更可運用來自

《極限競速：地平線 3》的輪胎，打造賽道上獨一無二的

耀眼車款。

隨著冰冷的死亡氣息籠罩大地萬

物，艾澤拉斯的生靈全都恐懼地顫

抖─暴雪娛樂暢銷數位卡牌遊戲

《爐石戰記®》的最新資料片《冰封

王座™》已上市。

巫妖王─天譴軍團之王，冰冠城

塞之主，以及受詛咒的霜之哀傷的

持有者─亟欲征服旅店及造訪旅店

的眾人，誓言用135張冷冰冰的新

卡帶來無窮之力。《冰封王座》將

帶領玩家前往北裂境，並在該處面

對突如其來的終境，但隨即被巫妖

王自死亡中喚醒，並獲得強大的力

量。冒險者可以透過收集九張全新

傳說英雄卡牌，在打出時讓《爐石

戰記》的英雄化身為令人畏懼的死

亡騎士，藉此駕馭邪惡之力。

那些擁有驚人意志，欲與巫妖

王對抗之人，《冰封王座》準備

了一系列艱難的任務供其挑戰─

而且無須任何代價。玩家進到冰

冠城塞的冰凍大廳後，只要完成

序章，就能得到一張隨機的傳說

死亡騎士英雄卡牌；接著就能挑

戰城塞上下兩區的經典領主，例

如致命的普崔希德教授，以及血

腥女王菈娜薩爾⋯直到最後，只剩

下巫妖王本人擋在你與冰封王座之

間。

《冰封王座™》為《爐石戰記®》帶來不死凜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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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T a i w a n  L i m i t e d  ( S I E T )宣布，

PlayStation® 4（PS4™）遊戲『DISSIDIA 

FINAL FANTASY NT』（SQUARE ENIX 

CO.,  LTD.）將於2018年1月11日發

售，並公布建議售價與購買特典。

建議售價：藍光光碟版/數位下載版

NT$1,790，數位特別版NT$2,790。

『DISSIDIA FINAL FANTASY NT』為

SQUARE ENIX與主要開發對戰格鬥

遊戲的KOEITECMO GAMES「Team 

NINJA」共同研發，可操作於歷代

FINALFANTASY系列作品的登場角色，

暢享爽快的動作對戰。遊戲包含歷

代FF系列作品的角色、對戰地圖與

BGM，並能使用突顯原作特色的能力

與魔法，展開3對3的團隊對戰。此

外，可支援隊伍夥伴的「EX技能」

與召喚後能共同戰鬥的「召喚獸」

等要素，更使原本的RPG戰鬥，全面

提升為團體動作對戰。遊玩線上模

式的團隊動作對戰挑戰極限，或於

離線模式進行對戰訓練，沈浸如RPG

般的故事情節，玩家可自由選擇適

合自己的遊玩風格暢享本作。

PlayStation®4遊戲『DISSIDIA FINAL FANTASY NT』公布發售日期與建議售價

為了帶給玩家更無遠弗屆的遊戲

體驗，台灣微軟推出Windows 10專

用Xbox專用無線轉接器，估計零售

價NT$699元，讓玩家使用Xbox無

線控制器也可輕鬆暢玩個人電腦遊

戲，享受最激烈暢快的遊戲快感！

此外，台灣微軟與7-ELEVEN聯手推出

好禮滿額贈，達成指定金額或條件

即可將200元的7-ELEVEN購物金帶回

家！

覺得只用鍵盤玩遊戲不過癮嗎？

台灣微軟今夏推出堪稱玩家必備的

Windows 10專用Xbox無線轉接器，

讓玩家可以使用任何一支 Xbox無線

控制器暢玩喜愛的個人電腦遊戲！

Windows 10 專用 Xbox無線轉接器不

僅外型設計縮小66%，更支援無線

立體聲，及擁有一次可連接Windows 

10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

多達8台控制器的超強能力，功能齊

全的 Windows 10專用Xbox無線轉接

器將帶給玩家更多元的遊戲體驗，

享受如同於Xbox主機上遊玩一般的

絕佳手感！

Windows 10專用Xbox無線轉接器上市　暢玩PC遊戲手感滿分

亞洲成長最快速的手機遊戲公司

網石遊戲（Netmarble Games），旗

下超人氣手遊《MARVEL未來之戰》

釋出全新的更新，包含了3位全新角

色：蜘蛛人2099、吸收人和泰坦妮

亞。此外，4套全新制服首次登場：

勇度現在有了基於《星際異攻隊2》

的制服，怪獸小子有《怪物解放》

(未來之戰變體版 )漫畫封面制服、

女蜘蛛人．關獲得了關德琳．史黛

西制服，以及薩諾斯擁有來自漫畫

《秘密戰爭：無限》的制服。

《MARVEL未來之戰》額外地針對

「影域」內容的遊戲結尾進行了各

種改進，例如新增了額外的5層樓在

25層之後，提升了整體的困難度並

新增了手動戰鬥系統的全新戰鬥模

式。在這個新的戰鬥模式中，玩家

將組成最多共有6個角色的兩個隊伍

並參與上半場、

下半場和加時比

賽。率先贏得兩

回合的隊伍便能

贏得比賽。玩家

每 日 也 將 收 到

客製化的挑戰選

擇，將依照他們

的戰鬥力而定。

玩家的角色擁有愈強大的能力，將

會收到愈困難的挑戰，這將為每位

玩家帶來執行艱鉅任務的樂趣，不

論他們有多麼強大。

《MARVEL未來之戰》於本次更新中新增3位角色

電 競 新 聞

電

競

動

態



雙向推播機制安心下單

當您與經銷商進行交易時，都是單方向的互動，並

依照對方的需求去滿足。但是這樣的交流互動下有可

能會發生購物衝突之行為發生，然而造成雙方彼此的

不滿意。iPCE雙向推播機制就解決了這項問題，消費

者於iPCE下訂單後，經銷商業務會收到訊息通知並與

消費者確認訂單內產品。訂單確認無誤後，經銷商會

進行後續出貨動作。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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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市客服，一對一解決問題小幫手

iPCE門市客服，目的提升消費者與經銷商的互動提

高成交率，同時增加經銷商對消費者溝通的管道。在

iPCE九月功能大躍進
讓您的問題迎刃而解

這需要售後服務的市場裡，跟消費者高頻率的互動是

必要的。

首頁討論區，更快速解決您的問題

當您購買電腦時，零組件數百種讓消費者眼花撩

亂，該怎麼買都無從得知對吧！iPCE感受到消費者的

生心，於iPCE首頁設立討論區解決消費者對電腦的疑

問。且透過地區的分類讓經銷商可以快速找到屬於自

己的顧客，進行一對一的解答，快速拉近距離。

iPCE是全台灣唯一提供線上及線下電腦全商品資訊

平台。同時提供了目前全台百間門市及各大網站資

訊，在iPCE平台強大的資料庫內上千樣的產品資訊，

提供消費者查詢及比較。這些資訊除了來自iPCE本身

外，iPCE同時也設計回報機制，只要任何使用者發現

新的資訊，例如：更優惠的價格，都可以透過回報機

制更新平台資訊，幫助廣大的網友取得最新市場相關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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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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4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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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訊電腦 筆電專賣 02-2322-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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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訊電腦 筆電專賣 0920-54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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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豐通訊 手機、門號、配件專賣 02-2392-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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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修 手機維修 02-2341-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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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專業包膜 專業包膜 02-2395-696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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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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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商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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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 Ryzen Threadripper絕佳拍檔　華擎發佈X399系列主機板

全球玩家萬眾矚目，AMD終於在8/10正式發佈最新的

Ryzen Threadripper系列處理器。華擎科技也在第一時間，

發表旗下支援AMD Ryzen Threadripper新一代TR4插槽的X399

系列主機板。瞄準旗艦級遊戲玩家，內建10Gb/s高速網

路的「Fatal1ty X399 Profes sional Gaming」；以及始終貫徹

「規格與價格的平衡」的太極系列產品 「X399 Taichi」。

華擎X399系列主機板將以強大的設計與規格，攜手AMD 

Ryzen Threadripper 16核心處理器，要所有玩家對AMD新一

代平台「超乎預期」！

希捷強勢升級Nytro快閃儲存產品線

希捷科技於「2017年快閃記憶體高峰會」宣布兩項

增強版快閃技術，可大幅提升混合型資料中心工作

負載效能與容量。包括Nytro® 5000 M.2 NVMe SSD以及

Nytro 3000 SAS SSD，針對不同的雲端和資料中心市場

需求，協助組織將資料價值極大化。考量未來各種超

大規模資料中心和雲端供應商的需求，希捷同步展出

容量64TB的NVMe擴充卡（add-in card，AIC），讀取速

度達每秒13GB，是當今速度最快、容量最大的SSD。採

用領先的3D NAND快閃技術的Nytro 5000 NVMe M.2 SSD

和Nytro 3000 SAS SSD，預計今年稍後上市。

Fractal Design全新Meshify機箱系列之Meshify C
低調含蓄、追求卓越

憑藉無與倫比的冷卻性能及嶄新外觀，Meshify在眾多產品中

脫穎而出。黑鑽石般的刻面，不對稱的斜角，Meshify C在高氣

流設計中擁有特別的北歐風格。全黑化機身搭配暗色的鋼化玻

璃，低調中的奢華。簡潔

但開放的ATX佈局，形成暢

通無阻的氣流路徑，擁有

優秀散熱能力。Meshify C

尺寸十分小巧，卻足以支

援最高端的零件，同時

提供七個風扇支架和多

個水冷散熱器，提供絕

佳的散熱效果。追求卓

越性能，打造高標準，

Meshify是理想之選。

天奕科技與光寶科技攜手打造　花博爭艷館成為全台第一座智慧科技展館

台灣最大Beacon應用商天奕科技與全球「光電節能、智慧科技最佳夥伴」

光寶科技合作，於面積約6,600平方公尺的花博公園爭艷館內全面導入Beacon

室內定位服務，並開發「花博智慧展館」APP，APP中除擁有天奕科技Beacon

即時定位功能外，還整合了即時人潮計數與空氣品質監測等感測功能，適用

於館中所有展覽活動，搭配館內智慧照明系統使花博爭艷館成為全台第一座

智慧展館，同時也成為國內最大單一空間的室內定位示範案例。

花博公園爭艷館智慧系統目前已由光寶科技捐贈予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

金會並開始運作；在世大運期間，做為撞球示範賽場地的爭艷館將帶來與以

往不同的觀賽體驗，賽期結束後也將持續應用於爭艷館內各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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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渴望享受狂熱級遊戲體驗的玩家，Radeon Packs現已

在特定地區限時販售，其中Radeon Black Pack配備有Radeon 

RX Vega 64空冷版顯示卡，建議售價為599美元，Radeon Aqua 

Pack則內含最強悍的Radeon RX Vega 64水冷版顯示卡，建議

售價為699美元。Radeon Packs提供能驅動非凡狂熱級體驗

的「必備」技術，從參與活動的零售廠商購買指定Radeon™ 

FreeSync™顯示器可以獲得高達200美元折扣，以獲得流暢的

畫面更新率，和購買指定的Ryzen™ 7 1800X處理器與X370主機

板搭售組可以獲得100美元折扣，實現極致的多執行緒效能，

並且免費贈送兩款即將發表的AAA級遊戲鉅作《德軍總部：

新巨像（Wolfenstein® II : The New Colossus™）》以及《獵魂

（Prey®）》，價值約120美元。

華碩「WE LOVE PHOTO」發表會　ZenFone 4系列重磅登場
120度超廣角鏡頭與孔劉一起自拍戀攝影

華碩於台北舉行「WE LOVE PHOTO」亞太區聯合發表會，推出眾所矚目的ASUS 

ZenFone 4系列智慧型手機，全系列皆配備前雙或後雙鏡頭，包含：ZenFone 4 

Pro / ZenFone 4與ZenFone 4 Selfie Pro，讓喜愛探索生活、熱愛拍照的使用者們在

任何場景、距離及照明條件下皆能拍攝出最佳照片。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表示：「華碩一直以來皆致力於透過ZenFone系列產品持續

提供最佳的手機拍照體驗給使用者，並能輕鬆與親朋好友共同分享生活點滴。

我們在此也非常興奮地宣布推出ZenFone 4系列產品，透過雙鏡頭的細緻拍照體

驗讓生活加倍精彩。」高通副總裁暨台灣區總裁劉思泰亦為發表會站台，展示

其對高通與華碩之堅定合作關係的支持，他表示：「很高興能和華碩攜手為了

ZenFone 4系列手機發表而努力，這次推出的ZenFone 4 Pro採用高通Snapdragon™ 

835最新旗艦級處理器，將為使用者在電池效能、相機以及傳輸速度上帶來更高

效、尖端的使用體驗。」

圓剛科技推出免驅動影像擷取器BU110 「行動直播立即上手」

圓剛科技出新一代直播專用擷取裝置「免驅動影像擷取

器BU110」，搶攻行動直播及活動直播市場。有別於過去大

家所熟悉的遊戲擷取卡，本次推出

輕巧且外型簡約的影像擷取器，不

僅適合搭配電腦用於活動直播外，

更適合搭配俱OTG功能的Android

手機，透過直播軟體，如CameraFi 

Live，進行行動直播，非常適合所有

媒體、部落客及影像工作者於採訪

或戶外直播使用。此次共推出2款型

號，包含符合大眾市場需求的HDMI介面BU110，以及更適合

專業影像領域的SDI介面BU111（BU111預計9月販售）。

Radeon™ RX Vega顯示卡與Radeon™ Packs套裝現已上市　打造新一代狂熱級玩家遊戲體驗

AMD宣布Radeon™ RX Vega顯示卡即日起在全球各地電子通

路商販售，為400萬玩家帶來最佳狂熱級遊戲體驗。

對於已經擁有高階PC與顯示器，並且希望運用突破性技術

提升其顯示功能的遊戲玩家，即日起可選購以建議售價499美

元，全面販售的Radeon RX Vega 64空冷版顯示卡。而Radeon 

RX Vega 56顯示卡，建議售價為399美元，以最低廉的價格提

供「Vega」架構的狂熱級遊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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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系列新機再創顛峰　Samsung Galaxy Note8「Do Bigger Things」

全球消費性電子領導品牌三星電子，專為追求卓越、力求突破的消費者，推出

Note系列旗艦新機Galaxy Note8。搭載一手輕鬆掌握的更大無邊際螢幕，帶來更具

個人風格溝通方式的S Pen，以及三星史上最高規格、隨手捕捉精彩瞬間的相機。

在這重度依賴科技的時代，Galaxy Note8的設計是為了更貼近消費者生活方式與習

慣。三星Note系列自2011年推出以來，其指標性的大尺寸螢幕及S Pen，隨即擄獲

廣大粉絲的芳心。據三星所作的市場研究，85%的Note使用者表示他們會驕傲地向

朋友炫耀並推薦Note；而75%的使用者則表示，Note是他們用過最好的一款手機。

三星電子行動通訊事業部總裁高東真（DJ Koh）表示：「感謝Note愛用者的熱情

支持，這股力量不斷鼓舞著我們向前邁進，催生出新一代的Note旗艦機。從無邊

際螢幕，到更進化的S Pen和強悍的雙鏡頭相機，Galaxy Note8要讓人們實現不可能

的夢想。」

再尋VR之星！VR黑客松開跑　行動VR為開發趨勢TAVAR×產官學共創年度新副本

第二屆「2017 VR Hack Fest開發者黑客松大賽」將於TAF空總

創新基地聯合餐廳舉行，正號召全台VR開發者團隊與高手搶

摘一年一度「VR之星」的冠冕。今年大賽鎖定「行動VR」之

趨勢，針對內容進行開發與商業應用，經過三天的黑客松，

再度跑出創新企業商機！延續去年佳績，第二屆「2017 VR 

Hack Fest 開發者黑客松大賽」由經濟部工業局指導，經濟部

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DCIPO）與社團法人台灣虛擬暨

擴增實境產業協會（TAVAR）共同主辦。

此外，VR在各領域之應用發展正一日千里，今年度由文化

部共同指導，開設「台灣原創IP跨域應用獎」獎項，為此次

黑客松大賽增添開發內容實力，同時也代表台灣VR產業新血

受跨部會矚目。DCIPO成立以來推廣台灣數位內容，乃至最

新的「智慧內容」領域，皆為其提供產官學的具體協助，透

過VR黑客松大賽的快速開發與Demo，大幅縮短台灣優秀人

才推向市場應用的時間，同時各家大廠牌可快速網羅VR開發

團隊，促進商業應用媒合，為企業注入新活力，讓台灣VR產

業得以與世界接軌。

購買AOC C2789FH8曲面電競顯示器即贈時尚金屬4 in1雙頭隨身碟

與金士曼和仕特曼一樣擁有經典時尚感及絕佳戰鬥力的AOC C2789FH8 27

吋曲面電競顯示器，邀請您進入電影院一同欣賞，金牌特務續集電影【金牌

特務：機密對決】，勢單力薄的伊格西將和查寧塔圖、荷莉貝瑞等一線影星

組成仕特曼，對抗由茱莉安摩爾主演的反派邪惡勢力。一如以往的黑色幽默

風格，當英國紳士碰上美國牛仔，牛津鞋碰上牛仔靴，將會激盪出什麼樣的

火花？將成為本集的趣味焦點！於活動期間2017/9/01~2017/9/30，至全台指

定經銷商門市以及momo、PChome、Yahoo網購通路購買C2789FH8 27吋曲面

電競顯示器，即贈時尚金屬4 in1 Android Apple iDrive 32GB OTG 3.0雙頭隨身碟

（市價NT$1800）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於AOC官網註冊再抽三名消費者贈送

Cougar鍵盤及滑鼠（市價NT$3500）！指定經銷商門市：紐頓電子、原價屋、

立曜電腦、孟庭資訊、欣亞數位。更多詳情請參閱活動官網：www.a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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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表現魂值得A++的備份
QNAP買就送 Seagate 那嘶狼

登山、潛水、衝浪、跳傘、還是挑戰鐵人三項，都不怕！最

怕的是某日醒來回憶掉光光！有了QNAP NAS，保存您登頂時

望見白茫山靄的感動、第一次站上衝浪板的激動，還有下定決

心高空跳傘的衝動，強大不間斷的備份方案，讓您的回憶不留

白。QNAP NAS TS-453A與TVS-473提供大容量儲存空間，支援4K

影片播放、4K或1080p影片即時轉檔與HDMI輸出，搭配遙控器

讓您直接在大螢幕上與親友分享挑戰的瞬間，再次身歷其境。

即日起至9月15日止，買TS-453A-8G或TVS-473，就送Seagate那

嘶狼4TB硬碟一顆！

工作日常，選擇Crucial® SSD
取代傳統硬碟提升運算效能

大家都知道SSD可以達到最快的電腦儲存速度，但

仍有大多數人並不知道SSD加速和保護的不僅僅是電

腦，還可用於加速對遊戲機、有線和衛星DVR機上

盒、網路附加儲存（NAS）和家用媒體伺服器的體

驗。這些設備跟個人電腦一樣，通常依靠的是傳統

硬碟技術，但現在也可以替換為更快速、更可靠的

Crucial® SSD固態硬碟，一次性升級，升級後其儲存速

度可加速15倍，且安裝簡單便捷。升級採用Crucial®記

憶體和SSD將是加快電腦運行速度並能延長電腦使用

壽命的快速通關方法。

LG 2017公益活動 希望導師曾沛慈兌現承諾　分享築夢歷程 起飛13個小小希望

LG「Life's Good with HOPE 希望。傳愛」公益活動歷經多年

的耕耘，今年擴大目標，以「希望起飛」為主題，從四月一

日起跑，經過徵件，評選，訓練等過程，今年入選的5組大

學生團隊，在七、八月的暑假期間，前往包括桃園、南投、

高雄與花蓮等地區5所偏鄉國小，完成以啟蒙偏鄉孩童才藝

潛能的營隊活動。8月初出發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隆光煥

發」團隊，更在希望導師曾沛慈以及台灣LG電子金載承董事

長的陪伴下，不僅幫助偏鄉孩童探索夢想，更啟發孩子未知

的潛能，讓希望起飛活動更具意義。

在2017 LG「Life's Good with HOPE 希望。傳愛」公益活動起

跑之初，希望導師曾沛慈曾在徵件影片中說道：「我可以和

他們一起去嗎?」，為了兌現承諾，即便前進偏鄉前一天演唱

會直到深夜才收工，曾沛慈仍於隔天一大早，就踏上前往南

投縣信義鄉隆華國小的旅程，與13位偏鄉孩童分享自己如何

實現當歌手與發專輯的夢想。曾沛慈於課程中分享：「夢想

對一個人的一生十分重要，把喜歡的事情當作養分，保持相

信自己可以做的到的態度，不要放棄。」啟發孩童希望的同

時，希望導師曾沛慈也帶領小朋友一同製作希望紙飛機，許

下自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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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專業音響大廠KEF成立56年來，秉持著對音樂的無限

熱忱與創新的靈感，不斷追求高品質的原音，讓至臻的音樂

不只聽在耳內，更能聽入於心。此次帶領升級版超旗艦揚聲

英國專業音響大廠KEF　帶領全台音樂愛好者　細品完美原音的感動

BenQ F55最新美拍智慧手機
1,600萬畫素雙色溫補光燈　捕捉完美精彩瞬間

支援Android Pay行動支付超便利

BenQ最新美拍智慧型手機F55正式上市！5.5吋2.5D弧面螢幕搭配獨家低藍光護眼技

術，享受Full HD超高畫質，配備1,600萬畫素後鏡頭搭配雙色溫補光燈，打造最自然真實

的光線色調。

F55搭載1,300萬畫素前鏡頭，以及能大幅提高進光亮的F2.4大光圈，不論白天黑夜都

能提供清晰細緻的拍照品質，即使在低光源下也能擁有美麗自拍；1,600萬畫素後鏡頭

加上雙色溫補光燈，能夠減少閃光燈的整體過亮，讓每張照片生動不失真。並內建美肌

模式，還提供了動態範圍攝影（HDR）、全景拍照、防手震、快速連拍、邊錄邊拍等功

能，讓您隨時捕捉最完美的鏡頭。

器『MUON舞昂』首度來台發聲，傳達聽音樂最高境界──

『且聽‧臻境』。藉由20多場的『MUON舞昂』聆聽會及講

座，傳達品牌對音樂的熱忱和頂尖聲音美學的堅持。為慶祝

升級版『MUON舞昂』隆重登台，同步發表完美復刻MUON雕

塑美學的MUO Metal及MUO Fluid，即日起於誠品獨家發售。

KEF深信，每個音樂愛好者，都值得享受聽音樂最極致的境

界─聽得全、聽得真。隨著音樂數位化的發展，音源愈趨多

元化，在便利性提升的同時，卻犧牲了「聽」的品質。數位

串流的風行，雖然催生不少喜愛音樂的人，但音源素質的限

制，也激發了這些音樂愛好者對高音質體驗的嚮往。KEF觀察

到這點，理解消費者對數位音源播放器及其所呈現的聲音品

質有愈來愈高的渴望。KEF認為善用科技讓音樂回到它最真切

的狀態，提升整體聆聽感受是現下市場的需求。

電源供應器知名品牌大廠-全漢電源推出新一代80PLUS®銅

牌效率產品 「聖武士」系列，提供350瓦數、450瓦數、550

瓦數與650瓦數，滿足玩家裝機到

電競的瓦數需求。了解玩家重視穩

定供電且電流足夠強勁，「聖武

士」系列全面採用DC-DC +12V單路

架構，足瓦穩定輸出，顯卡特效全

開也不怕，並沿襲全漢電源一貫堅

持，全系列使用特選全日系工業等

級電解電容，產品品質與效能表現

兩者兼具，銅牌電源首選全漢「聖

武士」

全漢電源推出新一代銅牌電源供應器 「聖武士」

「聖武士」採用玩家推崇DC-DC電路設計，零效能損失轉

換，降低輸出電壓不穩問題優化整體電力表現，電力供給

更穩定；使用全日系工業等級電解電

容，耐高溫耐高壓，確保品質以及產

品壽命。

通過80PLUS®銅牌效率，中載更可到

達88%接近銀牌水準，減少廢熱產生

與電力消耗；溫控12cm長效風扇，運

轉時風扇噪音低於19dBA，同時又有絕

佳的散熱效果；符合各國安規，另設

計OCP、OVP、SCP、OPP、OTP保護機

制，提供給玩家更安心的電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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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越最新View 71 TG高直立式鋼化玻璃電競機殼系列　四面玻璃設計‧視覺更驚艷

曜越正式推出View 71 TG RGB高直立式鋼化玻璃電競機殼與

View 71 TG高直立式鋼化玻璃電競機殼，為View系列又添增了

兩款新力軍。View 71 TG機殼系列擁有4面（左、右、前、頂

端）厚度高達5mm的鋼化玻璃及左右兩側簡易開關設計，讓

玩家能同時輕鬆打造與展示具個人獨特

風格的散熱系統。

View 71 TG機殼系列附有七個可拆式

硬碟拖架及模組化硬碟插槽設計，能支

援E-ATX主機板並容納各類高階硬體，

搭配內部寬敞的空間，讓玩家能設計出

兼具美觀與強大效能的高階機殼。

2017臺北世大運聯名款智慧型手錶 Acer Leap Ware正式上市

適逢臺北世大運賽期，宏碁推出智慧型手錶 Acer 

Leap Ware，一錶在手，隨時進行運動及健身管理。Leap 

Ware的功能齊備，不僅有手機來電通知、音樂控制等

功能；錶帶更內建悠遊卡功能，可儲值及消費；且具

備IPX7抗水等級保護以及紫外線感應器，在紫外線過高

時會提出警示。加上宏碁獨家健身平台Liquid life，可設

定每日健身目標、儲存紀錄與即時通知功能，還能與朋

友分享，享受社群互動樂趣，8/20正式限量開賣，售價

NT$4,990元，全省神腦門市皆有販售。

看準全球車聯網趨勢與商機，Pioneer先鋒今年8月重磅推

出全新力作「Z系列智慧型車載主機」，高科技系統可同步

支援Apple CarPlay及Android Auto雙平台，加上Pioneer獨創的

AppRadio APP支援，讓更多車主能夠輕鬆跨入車聯網時代，

享受智慧型車載主機所帶來更便利、舒適的駕駛環境。

Pioneer全新Z系列三大主機可搭配多種車型，AVH-Z2050BT

高CP值入門款售價NT$19,900元、AVH-Z5050BT標準配備款

Pioneer智能主機全面進化推出全新Z系列智慧型車載主機
高科技系統支援雙平台　獨創AppRadio讓車與生活無縫連結　強勢搶攻聯網汽車配件市場

售價NT$26,900元，以及AVH-Z7050BT高階薄型設計款售價

NT$34,900元。

Pioneer於今年8月推出承襲旗艦機款優勢的全新Z系列智慧

型車載主機，宣告旗下的智慧型車用主機配件正式進入全新

里程碑。為因應智慧型手機的多樣性，AVH-Z5050BT標準配

備款及AVH-Z7050BT高階薄型設計款同步支援Apple CarPlay及

Android Auto雙平台。Android Auto未來將陸續在亞洲地區開

放，為了讓車主有更多使用選擇並享有車聯網的便捷互動服

務，Pioneer更開發獨有的「AppRadio」應用程式APP，透過

智慧型手機下載AppRadio APP，並與Z系列三大主機連結，不

僅能自行整合導航、音樂、行程表及多種行車社群APP，並

適用Apple及Android雙平台，讓車與生活無縫連結。AppRadio 

App中亦可使用Google旗下結合社群功能的Waze導航APP，讓

車主能即時透過其他駕駛分享於社群的道路資訊，聰明掌握

第一手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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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atim MicroUSB、Type C及Lightning
三合一充電傳輸線

Verbatim推出MicroUSB + Lightning + Type C三合一充電傳輸

線120cm，齊備三大介面的接頭。Lightning接頭通過MFi蘋

果認證，相容性、安全性及穩定性均有保證；而MicroUSB及

Type C接頭均支援QC2.0及3.0快速充電，一線能同時相容大

部分的iOS及Android裝置。雙接頭Lightning及Type C以可拆除

式繩扣連接到MicroUSB，只需旋轉中間的轉扣，便可組合到

其他MicroUSB線材上使用。99.99% 4N無氧純銅製線芯增強傳

輸效能，支援達2.4A電流輸出及480Mb/s的傳輸速度。產品

符合FCC及CE國際安全認證，並提供兩年原廠保固，給用家

多一份信心。

全漢電源QC3.0快充6埠充電器Amport 62
隆重上市

全漢電源推出具備高通Qualcomm® Quick Charge™ 3.0 

（QC3.0）快速充電技術的Amport 62，是目前世界上最

快的充電技術，比傳統充電快三倍以上，充電35分鐘即

能充達80%電力；提供6埠USB孔，能一次解決您六款USB

產品同時充電的困擾。可以擔任智慧型手機、iPhone、

iPod、PowerBank及其他行動裝置充電的使命，不再需要

四處佔用家中有限的插座，也不用為了如何整齊收納散

落各處的充電器而苦惱，是多個移動裝置的最佳配備！

Epson雷射4K旗艦級家庭劇院投影機EH-LS10500  2017圓山音響展進化登台
4K‧HDR家庭劇院新標竿攜手影音設備專家，敬邀發燒友搶「鮮」體驗

受影音發燒友關注的盛典─2017年TAA台灣第二十七屆

國際H i-End音響大展於台北圓山飯店盛大開展。在4K、

HDR規格持續發燒的帶動下，全球投影科技領導品牌Epson

於音響大展中，發表全新雷射4K旗艦級家庭劇院投影機

EH-LS10500。承襲Epson全球首創推出雷射4K家庭劇院投

影科技的實力，EH-LS10500期望帶給消費者超越以往的雷

射‧4K‧HDR家庭劇院的大畫面視覺感官震撼！

全新一代EH-LS10500以Epson先進4K、HDR、雷射投影

科技，精心打造旗艦級家庭劇院投影機。融入居家裝潢的

時尚動感流線機身，搭載擁有無限大對比度的極致家庭劇

院全黑對比，EH-LS10500更升級對應高動態範圍成像技術

（HDR），細膩呈現影像豐富的層次細節。Epson優異的4K

影像強化科技，結合數位電影DCI寬廣的色域標準，具備

THX3D®電影模式標準認證與ISF®色彩校準認證，讓影像色彩

與畫質完美呈現。EH-LS10500同時內建480Hz 3D耀眼影像驅

動技術，使畫面更新速度加倍，提供更明亮3D畫面！

為了讓影音發燒友在家也能輕鬆享受有如數位電影院的專

業影像品質，EH-LS10500提供前置電動鏡頭設置多達10組定

位預設記憶，並搭配大範圍的鏡頭位移功能，富有絕佳的家

庭劇院安裝設置靈活特性，讓消費者輕易打造專屬高規格影

像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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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VivoBook S15 S510UQ

螢幕大卻輕薄有型的VivoBook S15筆電，機身僅1.5公斤輕盈，厚度只有17.9mm，卻能容納下

15.6吋Full HD顯示器，巧妙嵌入在標準14吋筆電中，當然這得歸功於7.8mm的NanoEdge超窄邊框設

計，加上系統又配置相當強悍的規格，讓筆電完全取代桌機成為可能！因為硬體規格上配置最新

七代的Intel Core i7 7500U處理器、4GB RAM及NVIDIA GeForce 940MX顯示卡（2GB GDDR5），而且儲

存設備有1TBHDD +128GBSSD的選擇，空間之大，速度之快，讓產品「輕．力綻放」開來！

外觀設計也不含糊，金屬機身以髮絲紋表面處理；也不用擔心打字問題，因為配備全尺寸背

光鍵盤，並以堅固的一體成型鍵盤結構，配合

驗。而揚聲器則是設計在機身最下方底蓋部分，雙喇叭搭配

籟技術，立體音場一如華碩的中高階筆電一樣出色！筆電最怕的狀況就

是突然Windows強迫你更新韌體後才能運作，再來就是遇上電力

不足的問題，而透過華碩快速充電技術，能讓電池從低電量

在49分鐘內達到60%。　

／參考售價NT$33,900元

（Intel i7 7500U處理器版）／

ASUS ZenPower Slim 行動電源

現在很少廠商推出輕巧攜帶方便的PowerBank，但對於我的需求來說，多

數時只是要應付回家前的電量，不會在外面遇上電力耗盡的困境即可。而

華碩延續過去ZenPower產品的特色，這回推出重量只有92g的ZenPower Slim 

行動電源，有2200mAh的電量，可以透過USB Type-A將電源輸出到任一適合

的裝置，若遇上最近的8/15全台大停電窘境，還能透過內建的高亮度LED 手

電筒照明喔！

ZenPower Slim的尺寸大小只有115×71×8.3 mm，除了能輕鬆置於任何口

袋中外，其兩側採圓弧設計方便握持，而髮絲紋工藝設計也有效增加

了手感與質感。產品內建2200mAh的鋰離子聚合物電芯，配合ASUS 

 PowerSafe 技術（包含了溫度防護、短路防護、輸入過壓防

護、輸出過壓防護、過充／過放防護、輸出過流防護），可隨

時監控溫度、控制輸入與輸出的電壓及電流並防止短路，提

供最高充電安全性。目前ZenPower Slim共有黑白兩色可供

選擇。　／參考售價NT$399元／

袋中外，其兩側採

了手感與質感。

獨家 PowerSa

護、輸出過

時監控溫

供最高

選

體成型鍵盤結構，配合1.4mm按鍵行程，提供符合人體工學的舒適打字體

在機身最下方底蓋部分，雙喇叭搭配ASUS的SonicMaster聲

華碩的中高階筆電一樣出色！筆電最怕的狀況就

更新韌體後才能運作，再來就是遇上電力

碩快速充電技術，能讓電池從低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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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New Surface Pro

全新Surface Pro相當輕盈，改採塑料機身來降低重

量，方便用家隨身攜帶，並且功能強大！產品換上

Intel七代處理器，續航大大提升。原廠手寫筆的靈敏

度也提高兩倍至4,096階，同時在風扇聲量、外形及

鍵盤也有一些改進。和上一代一樣採12.3吋PixelSense

觸控式顯示器，而主要規格則是配備 Intel Core i7處理

器、8GB記憶體，和高達1TB的快速SSD（有128GB、

256GB、512GB或1TB SSD⋯等選擇）！此外，Surface 

Pro的實體鍵盤保護蓋不但保護性很好，且鍵盤手感極

佳，而當透過 Surface 手寫筆時，更能得到不錯書寫體驗。無論是以數位方式書寫、繪圖或標記文

件，都能自在像是實體筆般自然地書寫，且可用末端的橡皮擦按鈕來隨時清除喔！

雖然體積小，但是依然提供便利的I/O埠，包含USB 3.0、3.5mm耳機插孔、microSDXC讀卡機、

Mini DisplayPort、保護蓋連接埠，以及Surface Connect 連接埠。這回Surface Pen在功能上也提升

了！例如只要將筆尖傾斜，就能繪製精美陰影，如同使用石墨鉛筆般的手感與效果，而4,096個壓

力點能回應最輕巧的觸碰，帶給更細緻的控制選項呢！　／參考售價NT$51,888元（i7-256G）／

Lenovo ideaPad 720S

Lenovo新推出的ideaPad 720S，除了採用鋁金屬表面的俐落新設計外，其製造工

藝更是了得，採用與切割和拋光鑽石相同的技術進行處理，除了好看，也較上一

代更纖薄！為了滿足多數人對於機身尺寸與重量的需求，採14吋薄邊框設計，左

右邊框僅5.15mm，上方邊框（含攝像頭）則為9mm，將屏佔比提升到了83%！整

機皆採鋁合金材質，具備薄至15.9mm和1.49kg的輕盈身材，在輕薄和性能之間取得

了較好的平衡，目前共有白金銀和香檳金兩種顏色可選擇。

配置Intel7代i7處理器、8GB記憶體、512G SSD

整的I/O端子包含重要的HDMI、USB Type-C（Thunderbolt 3

有指紋辨識功能與Always-on 充電功能。整體而言，產品外型設計時尚簡潔俐

落，霧面噴砂處裡除了具有質感之外，手感也很好，金屬機身設計雖然在重

量上有著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耐用度也因此大為提升，在散熱部分也有

幫助。鍵盤除好敲打外，還有兩段背光亮度可調整；而內建的音響系統可

是JBL加上Dolby ATMOS全景聲音效喔！　

／參考售價NT$40,900元（i7-7500U/512GB SSD PCIe）／

D、GeForce 940MX獨顯，而豐富完

underbolt 3）、USB 3.0x2等，並

而言，產品外型設計時尚簡潔俐

很好，金屬機身設計雖然在重

此大為提升，在散熱部分也有

調整；而內建的音響系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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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 AQUOS S2 

這是一款外型相當令人驚豔的智慧型手機！  A Q U O S  S 2採 5 . 5吋

2040×1080p夏普自家面板，畫質相當鮮艷動人。它最特別之處除了外型設

計，還有全球首創的Free Form Display （FFD）異形螢幕切割技術，讓前方

自拍鏡頭區域可以完美與螢幕面板整合在一起，進而讓手機螢幕能達到極

窄邊框的視覺效果！也因此，產品雖然採5.5 吋的大螢幕，可是大小和重量

卻和多數的5吋左右手機相當！

AQUOS S2機身四週邊框是採用航太科技等級鋁合金材質打造，兩側還

有霧面與抗手滑折線設計，底部揚聲器為採兩聲道設計，取消

接孔。在拍照功能部分，機背採用直列式雙鏡頭設計，整個相機模組式

與背蓋完全一體成形，拍攝成像能力不錯！相機還有超強大的背景虛化功

能，可自行調整1~7的虛化等級，讓大家輕鬆拍攝出好作品。標準版的背

蓋採用日本水晶珀樹脂背蓋，很像玻璃但其實是非常晶透的塑膠材

質，而高配版則是真正採用5曲面3D玻璃背蓋。　／

NT$12,990元（標配版）／

勇者鬥惡龍XI—尋覓逝去的時光

雖然說這款遊戲目前只有日文版，但是遊戲自7月29日上市以來，已有很多台灣玩家們

購入遊玩，而且不意外的，中文版預計11月11日上市也無須等太久，而且日文版的遊戲進

度，可以在中文版繼續進行。這款遊戲的製作團隊們相當用心，例如裡面有很多小情節故

事，也有一些新的遊玩內容（如賽馬），對話部分也很有趣（部分中文版的情節筆者已搶

先體驗，很棒！）住宿還可依據情節發展的需要，選擇白天、傍晚、晚上，例如有人跟你

約定晚上碰面的話，就得去旅館一趟。

角色的表情相當細膩，每個人物的特色鮮明，雖然不會隨著更

換武器或是服裝，而在遊戲畫面中看到主角的穿著變化，但這樣

也才能滿足鳥山明希望大家將來都會記得這些主角們的特徵。值

得一提的是，這次遊戲進行時沒有前作HERO I/II的語音對話（從遊

戲手把發出），據說這是因為堀井雄二對於遊戲故事情節太過求

好所造成的（一直修改劇本，哈∼）。　／參考售價NT$1,790元／

兩聲道設計，取消3.5mm耳機

鏡頭設計，整個相機模組式

相機還有超強大的背景虛化功

鬆拍攝出好作品。標準版的背

實是非常晶透的塑膠材

。　／參考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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