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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 果 高 管 還 宣 布 該 公 司
MacBook筆記本電腦產品即日起全
線更新和升級，各款新產品分別配
備英特爾公司新一代處理器、更快
的圖形處理器和閃存、高清攝像頭

以及傳輸更快的USB 3.0端口等，電
池續航時間達到5至7個小時，同時部
分產品價格比前一代下調100美元。

新一代 MacBook Pro擁有相信
是大家最期待的 Retina Display，像
素有 2880×1800，厚度只有 0.71 寸，
重量只有 4.46 磅。而除了像素的更新
之外，它亦會為大家帶來更高的對比
度和可視角度，蘋果更稱它光線的反

射 率 比
其 他 筆

記本低。同時，它預載的應用的分辨
率亦已經提升到 Retina 的等級，而
Aperture 和 Final Cut Pro 也準備好
了；據蘋果公司負責全球產品營銷的
高 級 副 總 裁 希 勒 所 說 ， 看 新
MacBook Pro的屏幕就像看印刷品一
樣。

在其他規格方面，它會有最高
16GB RAM，續航力也有7個小時，
而處於休眠狀態下則可持續30日。還
有的新東西就是一個比較薄的MagSafe
充電口和一個據稱 「幾乎聽不到它存
在」的散熱風扇。配備最基本規格
（2.3GHz、 8GB RAM 和 256GB 內
存）的它價格將會為2199美元。

（新華社／Engadget科技網站）

MacBook屏幕超高清

升級後的FaceTime將會支持3G網絡視頻，不再僅限
於WiFi環境，這樣即使在室外沒有WiFi，用戶可以與好
友視頻。 這也就意味着，以後除了使用 Skype、Tango
以及 Google 提供的視訊服務之外， 「果粉」們也可以自
豪地宣布自家的FaceTime可以使用移動網絡。

繼 Twitter 之後，臉譜成為第二個被整合到 iOS 的社
交網絡。在 iOS 6 之中除了可以在地圖、照片、Safari
這些原生程序中使用到臉譜的整合功能外，用戶還可以用
Siri 去發出指示，而臉譜的 API 也將會發放，所以之後其
他的程序也可以使用這個新的整合。在Mac和App Store
的臉譜整合方面，用戶可以看到朋友所推薦的程序，整合
亦都為Mac帶來聯絡人同步的功能，不用自己動手改這麼

麻煩了。

Passbook總滙電子優惠券
在不少印刷品都開始數碼化的這個年代，使用電子優

惠券或電子機票等其實是很平常的事。不過這些電子券
一多，就很容易出現管理上的問題。蘋果就為iOS 6
帶來 Passbook，一個將這些電子券集合的功能。除了
集合外，Passbook 也可以根據使用者的位置提供適合
的電子券，好讓大家一到星巴克之類的咖啡店就可以
即時使用相關的優惠，又或者當航班延誤，也可以透過
Passbook 為使用者提示（當然前提是航空公司支
持）。將票據以電子化方式在單一應用程序中保存
和管理，無疑會方便用戶的旅行、娛樂和購物。

一些業內人士指出，目前不少創業公司等
提供類似服務，蘋果新應用對他們不是個好消
息。這個將在年底隨iOS 6推出的功能，是否
可以在美國以外使用還是疑問，不過即使還不
能，這個功能的概念還是非常不錯的。

（Engadget科技網站／新華社／美聯社）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2日消息：據美國五角
大樓的秘密檔案披露，已故美國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生
前曾擔心犯罪分子企圖找機會綁架他的女兒，從而向他勒索
金錢。

與胰臟癌搏鬥多時後於去年10月去世的喬布斯，在
為了通過政府最高機密安全審查而完成的背景審查問卷
中，大談他對自己的私生女被綁架的憂慮。喬布斯1988
年接受訪談時，被問到如果有人要勒索他，這些人可以
怎樣下手。喬布斯就對調查人員說，他會因為自己的女
兒麗莎而受到影響。他說： 「如果有人綁架（她），我
就遭到勒索或威脅了。」

喬布斯亦向政府官員大談他使用藥物的習慣，對早
前報告他早年使用迷幻藥和大麻的習慣侃侃而談。喬布斯在
他交給五角大樓簽署的聲明中說： 「我大約在1972年至1974
年使用迷幻藥。在那段時期，我大約服用迷幻藥 10 至 15 次

。我通常在獨處時服用迷幻藥。我無法用言語
解釋迷幻藥對我有發揮什麼作用，但我可以
說，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改變生命的正面體

驗，我對於我能有這種體驗感到高興。」他對
調查人員說： 「要我用最貼切的方式來形容大麻
對我的作用，那就是它能令我放鬆和有創意。」

喬布斯曾憂私生女被綁

蘋果高級副總裁福斯托爾介紹說，有關
iOS 6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Siri語音電子助理的
功能加強。原來只會說英、法、德、日四國語
言的Siri，一口氣又學會了15種語言，包含了普
通話和粵語，讓中文區的使用者可以體驗Siri的
好玩之處。

此外Siri也加入了本地搜索，這些配合其他
如開啟應用之類同屬這次新加入Siri的功能。蘋
果還將和汽車製造商合作，推出一鍵Siri車載語
音系統。蘋果在發布會上展示了通過方向盤上
內置的一個物理按鍵，你就可以和 iOS 設備的
Siri 進行對話，享受到 Siri 的智能語音服務，使
路上交通更安全。合作的汽車製造商已經包含
多個汽車生產巨頭，包括通用、奔馳、路虎、
奧迪、豐田和寶馬等，最快採用這個語音整合
系統的車型會在 12 個月內出來。希望到時支持
中文之後，更多的中港台車型也能夠配置上。

內置中國視頻網站
蘋果在新發布的 iOS 6 移動操作系統以及

「山獅」桌面操作系統中針對中國用戶進行了
多項優化，優酷、土豆視頻服務被作為系統視

頻平台內置。據悉，這種內置並非客戶端或網
頁快捷方式形式，而是把優酷、土豆視頻服務
作為系統分享使用的視頻平台，用戶拍攝的視
頻及本地視頻都可以直接通過系統選項分享到
優酷、土豆平台。

對本次合作，優酷CTO姚鍵表示： 「此次
蘋果內置優酷、土豆，滿足了果粉視頻拍攝、
上傳、分享體驗；對優酷而言，將給我們 『拍
客無處不在』的努力帶來更切實的促進。」除
內置優酷土豆視頻服務之外，iOS 6 與 「山獅
」兩大系統還內置了新浪微博，瀏覽器的默認
搜索引擎可以選擇百度，更新了中文輸入法。

棄谷歌 用自家3D地圖
iOS 6將擁有200多項新功能，全新地圖應

用是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內容之一，它採用蘋
果自己設計的製圖法，能提供從空中俯視的城
市三維視圖，並首次為用戶免費提供在車
輛需要拐彎時進行語音提醒的導航服務。
這一新應用將使蘋果擺脫對谷歌地圖服務
的依賴。

福斯托爾說： 「我們一直都有派飛機

和直升機去採集資料，以及製作這些地方的3D
模式。」蘋果籌備3D地圖消息傳出之前，谷歌
也剛於上周宣布將製作3D地圖。但是蘋果與谷
歌相比，有一個優勢，就是蘋果打算利用 「來
自 iPhone 用戶的無名、實時資料提供最新交通
情況」。

分析家說，自 iPhone 在 2007 年推出以來，
谷歌地圖就一直為 iPhone 提供地圖資料，但是
今次蘋果拋棄谷歌地圖，表明雙方將展開一
場 「地圖戰」。福斯托爾說，蘋果新手機操
作軟件iOS 6將有一個 「根據實際資料建立
」的地圖系統，從而擠走谷歌的地圖服務。

以前，谷歌和蘋果是緊密夥伴，共
同擁有廣泛用戶，但谷歌推出其 「安卓
」操作系統之後，已成為蘋果在智
能手機領域的最大挑戰者。

Siri新增15語言 包括普通話粵語

蘋果蘋果會說會說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Engadget科技網站、環球網、新華社12日綜合消息：蘋果公司多位高管

在11日開幕的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演示蘋果新一代 iOS 6移動操作系統和新版
Mac電腦操作系統，同時宣布對蘋果筆記本電腦產品線進行全面升級。縱觀整場發布會，分析人士認
為，蘋果此次的新動作更注重中國市場，包括語音電子助理Siri等在內的新變化都透出濃濃中國味。

【本報訊】據美聯社、法新社12日消息：蘋果軟件技
術高級副總裁克萊格．費德里希11日在該公司舉辦的全球
開發者大會上呼籲軟件開發者開發面向中國市場的軟件。
費德里希說， 「Mac中國業務增長很快，軟件開發商需要
開發面向中國市場的軟件。」

隨着蘋果iPhone及 iPad等產品在中國的熱銷，中國市
場已經成為蘋果除美國之外最重要的市場。截止 3 月 31 日的
今年第一季度，蘋果大中華區營收同比增長三倍，達到79億
美元，佔美國總營收的20%。

蘋果財報顯示，中國市場的iPhone 4s與 iPad 2需求尤為
強勁，當季大中華區iPhone銷量是上年同期的4倍，Mac銷量同
比增長超過60%。蘋果行政總裁庫克對中國市場的迅猛增長表示
「超乎想像」。今年3月，庫克悄然訪問中國，這是蘋果行政總裁
首次訪華。庫克在華期間參觀了北京西單大悅城的蘋果專賣店
，訪問了鄭州的富士康代工廠，並與系列中國官員進行了會談。

臉譜與蘋果全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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