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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蘋果旗艦
店改以網上登記抽籤方式，以杜絕炒賣人士
聚集店外，但有排隊黨轉戰特許經銷商，
16GB 及 32GB 的 iPhone5 約一小時已火速售
罊，遲來者只能買較貴的64GB。

iPhone5 昨日公開發售，在蘋果經銷商
Sunion旺角創興廣場分店，周四晚已有逾百
人通宵等候，至公開發售前人潮更多達三百
人。由於店方昨日僅發售數十部 iPhone5，
籌號迅速派清，有市民九時許到達店舖 「碰
運氣」不果，需要店員勸喻離開。現場所見
，有排隊黨成功購買 iPhone5 後，隨即到先
達廣場格價，冀轉售圖利。

「果迷」多選擇自用
本港多間電訊商包括：數碼通、香港流

動通訊CSL及3香港昨同步開售iPhone5，吸
引不少市民在上班前購買。盧先生前晚十一
時許已到 CSL 旗下的 one2free 旺角分店外排
隊輪候，購買32GB白色iPhone5。他表示，
自iPhone面世已開始使用， 「每次有新都會
買」，是忠實擁躉，沒有打算轉售賺錢。袁
同 學 也 謂 ， 使 用 蘋 果 產 品 多 年 ， 雖 然
iPhone5 外觀沒有大變化，但仍有其吸引力
，而且方便使用。鈴木小姐與男友蘇先生昨
齊齊換新機，她興奮表示，iPhone5 比 4S 更
輕、更薄、更適合女性使用。

大眾客戶市場總監 Joehan Martinus 表
示，已預備過千部 iPhone5，相信能滿足市
民需求，並指對今次銷情樂觀。CSL 旗下
1010 則表示，未來幾個星期可為 iPhone5 客
戶提供4G服務。數碼通目前已可提供4G服
務，該公司行政總裁黎大鈞相信，推出
iPhone5後有助加快4G上客，並指數碼通早
前取消 iPhone5 的五百元登記費，是由於有
太多人預訂，未能負荷而取消。

為免排隊黨在蘋果中環旗艦店外排
隊，做成混亂，蘋果公司今次以抽籤方
式發售iPhone 5，中籤市民獲發電郵通
知取機時間，但仍有中籤市民急不及待
大清早便到旗艦店外排隊，冒求盡快取
得新款手機，彼及七時許，還有大批本
地和內地炒家陸續到場，準備展開 「搶
貨」行動。

貨源足料炒期僅一個月
一到開門時間，蘋果店職員在入口

一字排開，以歡呼及掌聲歡迎首批顧客
，而麕聚門外的炒家亦蠢蠢欲動，每逢
有人手持iPhone 5步出店外，即一擁而
上。

旺角先達廣場樂天科技有限公司經
理阿華便與多名店員到場收機，不出一
小時已收到近三十部，以 16GB 為主。
阿華預計，最近兩天會有人持觀望態度
暫時不 「散貨」，推高回收價至八千二
至八千三的高峰，隨着貨量增多，相信
回收價會下跌至七千左右。他又說，今
次 炒 風 已 遠 不 及 iPhone 4， 「當 時
16GB都收成萬蚊」。

樂天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小姐謂
，其公司收取iPhone 5後，會以九千多
元至一萬零八百元出售，昨晨開舖後的
半小時，即售出二十二部。她續說：

「蘋果每次有新產品都掀起搶購潮，買
家以內地人居多。」

內地客豪擲逾10萬買機
記者在先達廣場所見，確有不少內

地客搶購iPhone 5，湖南旅客徐先生是
「蘋果迷」，昨日趁iPhone 5開售，特

意與朋友前來香港遊覽，並選購了六部
16GB iPhone 5；另先達廣場昨日盛傳
有內地客豪擲十多萬元現金購買了十部
iPhone 5。

一名在蘋果旗艦台收機的本地男士
亦聲稱與內地有 「聯繫」，表示內地買
家稍後會來港以每部約九千元的價錢取
貨。不願披露姓名的他自言並非職業炒
家，故並不知場內最新炒價情況，故偷
聽其炒家出價後再加一百元收機， 「我
點都有賺，出多少少無所謂。」另外，
現場亦有內地人聲稱是自用，收購了
四部iPhone 5，與同伴一人一部帶回內
地。

對 於 iPhone 5 掀 起 的 炒 風 ，
G-WORLD MOBILE 負責人劉志剛認
為，在貨量供應充足下，今次炒期僅約
一個月，稍後價錢將慢慢回落，「有別
於 iPhone 4 及 4S 可以炒成年，當時不
但內地需求大，而且並非太多國家同步
發售，所以顯得較矜貴。」

兩地炒家蘋果店外搶貨

iPiPhonehone55轉手轉手
即賺即賺22000000

容量

16GB

32GB

64GB

資料來源：先達廣場手機店

本地收機價

8,000至8,500

8,600至9,200

9,400至9,800

本地轉售價

約8,800

約9,800

約10,800

深圳收機價

8,600至8,800

9,250至9,380

9,850至9,950

電訊商

數碼通

和記電訊

CSL

電訊盈科

中國移動

推出時間

已經推出

已經推出，年底覆蓋全港

四至六星期內推出

港鐵部分地點支持，其他地區年底推出

港鐵部分地點支持，其他地區年底推出

蘋果迷翹首以待的iPhone 5在港發售，瀰漫香港內地的
炒風亦隨即掀起。昨日在蘋果旗艦店外聚集大批炒家即場 「收
機」 ，亦有排隊黨在特約經銷電訊公司門市外通宵排隊，結果
16GB開價高達七千八百元（港元，下同），較官方訂價最少高
二千元，而內地收機價更攀升至近九千元。不過有手機店負責
人認為iPhone 5貨源充足，預期今次炒期僅一個月。

本報記者 虢 書 鄧如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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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心聲

iPhone5硬件吸引
何先生過去是蘋果迷，

但一度感覺iPhone停滯不前
，便轉用三星，今次覺得
iPhone 5 硬件非常吸引而
決定回歸。他昨日專程請假
取貨，一部自用、一部轉售
給朋友。

打探行情冀賣好價
殷同學經電訊商購買兩

部 16GB iPhone 5 後，即
到旺角先達廣場打探行情，
冀能最少以八千三百元出售
。他坦言，因要與電訊商簽
約兩年，月費連增值服務費
用也接近八千元，故即使成
功售出，利潤也不多。

抽籤安排比較合理
陳小姐為求中籤，借用

家人身份證合共提出五個申
請 ， 結 果 成 功 買 了 兩 部
32GB，她表示，一部自用，
另一則先看看是否有朋友需
要。她又說，蘋果今次抽籤
發售的安排較合理， 「如果
係排隊我一定唔夠人爭」 。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今次
iPhone 5 公開發售，一改以排隊先到
先得的方式，以預訂抽籤，再以電郵通
知取貨的方法發售，本以為收到確認電
郵便 「坐定粒六」，殊不知有中籤者網
上 「晒命」，卻疑因蘋果網站有漏洞，
被 「眼紅」別人中籤的網民惡意取消其
預訂，結果有多名自稱中籤的市民昨晨
到場取手機時，卻被蘋果職員指並無資
料，惹來一陣混亂。

牽連數百「受害者」
早於前晚網上便有傳言，指稱有網

民中籤後將電郵內容放上網 「晒命」，
當中有一條有獨一無二 ID 的鏈接，任
何人進入該鏈接，毋須認證便可 「取消
預約」，孰料卻被人惡意取消預訂，更

貼 出 「This pickup has already been
cancelled.」（這個取貨已被取消）字樣
的網頁截圖， 「晒命」者才如夢初醒，
刪除電郵內容，無奈已不能挽救。其後
更有人發現只要更改鏈接的 ID，便可
取消他人的訂單，相信無辜被消訂單的
「受害者」有數百名。

未知是否與事件有關，昨日蘋果店
外有多人被職員告知，系統沒有其預訂
資料。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表示，
她前晚八時多收到電郵通知她昨早八點
至九點取機，但到現場核對資料時，職
員告知找不到她的資料，她再三強調是
收到確認電郵，但職員多次查找也一無
所獲。最終擾攘一個半小時才離開，她
不忿說，蘋果完全沒有幫她跟進原因，
「一句 『總之全部文件都搵唔到記錄，

就叫我走』」。
張小姐前晚約八時收到電郵通

知早上九點取機，她原本只預訂
「淨機」，但電郵卻顯示變成要

簽電信合約，十一點又連收四封
更改時間電郵，昨日早上六
時多收多一封 「溫馨提示」
。但她到現場後亦被告知沒
有記錄，職員亦無解釋預訂
類型為何被更改，只着她若
要 「淨機」就要重新預約。

據悉蘋果昨日已修復此
漏洞，現在已不能進入已預
訂的資訊頁面。

中籤者網上「晒命」
訂單疑被惡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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