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理器

中央處理器

RAM

存 儲

光 驅

高清晰度多媒體接口

通訊埠

價 格

反向相容性

上架日期

XBOX One

8核x86 CPU

AMD處理器

8GB

500GB硬盤驅動器

藍光

輸入輸出

USB3.0，802.11n，直接聯接

未知

無

2013年底

PS4

8核x86 CPU

下一代AMD Radeon，
以1.84每秒峰值速度運算

8GB

不詳

藍光

輸出，輸入情況不詳

USB3.0，乙太網，802.11n，藍牙2.1

未知

無

2013年底

任天堂Wii U

3核IBM PowerPC 1.24Ghz

AMD Radeon，
以500兆赫運算

2GB

8GB-32GB

藍光

輸出

USB2.0X4，802.11n

299-349美元

有，與Wii

現在

美亞太同盟體系面臨新挑戰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太研究部博士 張 鍵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A24國際新聞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梁國明

《哈利波特》批註版176萬拍出

▲ ▲由 J.K.羅琳親手
批註的1997年首版
《哈利波特：神
秘的魔法石》

法新社

微軟21日在美國西雅圖附近的雷蒙
市舉辦XBOX One發表會，由微軟互動
娛樂事業總裁麥特里克揭開序幕，他在
發表會上說 「就在今天，我們把玩家的
客廳娛樂中心推向新世代」。

體感裝置功能強大
XBOX One 的 規 格 如 下 ： 8 核 心

CPU、容量500GB、系統記憶體8GB、
4K高畫質解析度（4096×2160像素）、
藍光光碟機、USB3.0插座。

在微軟看來，XBOX One不是遊戲
主機，而是將其定位成家中整合電視、
遊戲、上網及其他娛樂的唯一所需裝置
（all-in-one） ， 因 而 稱 之 為 One。
XBOX One具有強大的語音識別與手勢
控制功能，喊一聲 「XBOX on」即可喚
醒主機；用手勢向左或向右滑動即可換

頁，喊一聲 「XBOX go home」即可回
到主面板。

玩家發出命令如 「看電視」、 「打
開網絡瀏覽器」，就可以在遊戲、電
視、網絡畫面之間快速轉換。XBOX
One也讓使用者能夠同時看電影、收
email、玩遊戲。此外，XBOX One內建
Skype，玩家可以在遊戲中聲控撥電話，
也可以多人通話。

XBOX One附有新一代無線手柄，
以及全新設計的Kinect體感裝置，讓玩家
用手勢或身體動作玩遊戲。微軟XBOX
Live線上平台經理威頓說，Kinect感應器
每秒可搜集2GB以上的體感數據，包括玩
家的心跳、力量、細微關節動作，經過
分析讓動作辨識更加精準。威頓說，聲
音辨識加上Kinect感應器使互動功能更強
大，而且XBOX One能辨識每位家庭成

員的聲音，讓娛樂系統更融入家庭。

不以遊戲為主要賣點
XBOX One也推出許多獨家遊戲作

品，包括 「極限競速」、 「決勝時刻：
魅影」、Quantum Break等。微軟更公布
數家與其合作的著名電視、體育和娛樂
獨家內容之合作夥伴，包括由荷里活名
導史提芬史匹堡製作的 「Halo」改編版
真人電視電影與美式欖球聯盟（NFL），
以吸引玩家。

微軟已逾兩年時間在美國電玩主機
銷售領先，現正面臨索尼將於接近年底
時推出PlayStation 4和任天堂Wii U去年
11月上市等挑戰。此外，蘋果、臉譜、
谷歌和亞馬遜公司相繼推出娛樂服務、
軟件和產品，微軟也要抵抗這些競爭對
手的進攻。

科技諮詢機構 「創意策略公司」分
析師巴哈林表示，這款新產品首次顯示
微軟 「已不推出以遊戲為主要賣點的
主機」。他說，儘管傳統遊戲玩
家轉向行動裝置，但獨家
內容可能讓微軟吸引
更多玩家購買。

▲巴黎警方21日在聖母院外拉起警戒線 法新社

▲法國極右派歷史學者多米尼克．韋內 資料圖片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英國《每日郵報》、中央社
22日消息：反對同性婚姻的法國極右派歷史學者多米尼克
．韋內（Dominique Venner），當地時間21日下午4時左
右在巴黎觀光景點聖母院大教堂內吞槍自殺，1500名遊客
立即被疏散，教堂也暫時關閉。

警方表示，78歲的韋內走進聖母院，在祭壇上放了一
封信，然後舉槍自殺。韋內自殺的理由以及遺書的內容都
還不清楚，但是法國右派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透過網
絡向他致敬，並且說韋內的死 「顯然是一種政治姿態」。

韋內是許多歷史書籍以及期刊的編輯，他不但在個人
博客上反對同性婚姻，也譴責總統奧朗德18號簽署的同性

婚姻法案。
韋內在博客中寫道，他對近來法國通過同性婚姻法感到

憤怒， 「需要一個具戲劇性和象徵性的新壯舉來喚醒夢遊
者」。他還說，隨着北非移民增加，法國可能會落入伊斯蘭主

義分子手中。韋內以前是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秘密軍事組織成
員，還參加過反對戴高樂政府的運動。

聖母院的院長說，這是第一次有人在聖母院內自殺，像是世界末
日的場景。

法國內政部長瓦爾在事發後立即趕到現場。他表示，韋內在約1500
人面前自殺，對聖母院的忠實信徒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因為聖母院
是法國也是巴黎最美麗的象徵。內政部將評估這起事件的影響。

反同性婚姻法 1500人前吞槍

法極右學者巴黎聖母院自殺

【本報訊】據法新社倫敦22日消息：由J. K.羅
琳親手批註的1997年首版《哈利波特：神秘的
魔法石》小說，21日在倫敦拍賣會上以15
萬英鎊（約176萬港元）高價賣出，創
下羅琳印刷版著作的拍賣價新高。

此書內含羅琳的親筆註解，書裡
還有羅琳手繪的22幅原創插圖。這次
拍賣會共有50位英國和英聯邦當代作家
註解的書籍公開標售，共籌募到43.92萬
英鎊公益善款。經典兒童書、達爾的
「Matilda」以3萬英鎊售出。其他拍賣物還

包括巴恩斯、班奈特與希尼等作家的書籍。
費爾丁、佛塞斯和歐克利等知名作家還親臨拍
賣會現場。

近年來，美國加大了重返亞太的力度，在此過程中，以美日同
盟、美韓同盟、美菲同盟等為基礎的美國亞太同盟體系扮演着至關
重要的戰略支撐作用。近期在東亞地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向外界表
明，美國亞太同盟體系內部似乎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罅隙，支撐着其
「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亞太同盟體系面臨着新的挑戰。當前這種挑

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台菲爭議的加劇、韓日關係的惡化、日
本訪朝的 「越頂外交」。

台菲爭議的加劇
眾所周知，菲律賓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國，是美國介入

南海問題的重要 「棋子」；而台灣則是美國事實上的重要軍事盟
友，是推行其亞太戰略的重要戰略支點。5月9日發生了台灣 「廣大
興28號」漁船遭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射擊事件，導致了一名中國台灣
漁民遇難，這顯然是菲律賓挑釁在先，事件發生後，菲律賓官方對
事件輕描淡寫的態度引發了台灣民眾群情激憤。11日，台灣當局要
求菲律賓明確道歉，並提出懲兇、賠償等要求，但菲律賓仍不願公
開正式道歉，此舉引發台灣反彈，遂決定對菲律賓進行經濟制裁並
在相關海域進行演習。

面對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的爭議，美國最初保持沉默，似乎要保
持中立。但隨後美方要求雙方保持克制，這顯然是不區分加害者與
受害者，在事實上偏袒菲律賓。如果美國在第一時間能對當事雙方

進行公正及時的調解，台菲糾紛或許還不至於此。對台灣而言，美
國偏袒菲律賓，是值得仔細思索的。

作為菲律賓和中國台灣的重要盟友和軍事合作夥伴，美國有責
任在菲台之間進行有效調停，避免雙方爭議升級惡化；但是從台菲
爭議演化軌跡來看，美國顯然未能發揮積極公正的斡旋和調停作
用。

韓日關係持續惡化
美國一直宣稱美日同盟是美國亞太戰略的基石，也是維護亞太

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本保障，而美韓同盟是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僅
次於美日同盟的另一重要基礎。由於歷史問題的干擾，韓日關係一
直齟齬不斷，鑒於此，美國一直在同盟體系內部致力於加強日韓雙
邊的交流與合作，以改善日韓雙邊關係，如積極促成美日韓聯合軍
演，致力於打造密切的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機制等。

但是自去年8月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登陸日韓有爭議的獨島
（日本稱 「竹島」）以來，日韓關係持續惡化。今年以來，圍繞日
本開展 「竹島日」活動、日本政治家否定 「慰安婦」問題及參拜靖
國神社等問題，韓日兩國關係持續惡化。5月14日日本政府派遣特
使突然秘密訪問朝鮮，韓國政府公開批評日本政府此舉無益。隨着
日本朝野右傾化趨勢的加劇，今後韓日兩國圍繞領土爭議、歷史問
題和日本修憲等問題勢必產生新一輪矛盾。

日本訪朝的 「越頂外交」
今年2月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正當美國朝鮮事務特別代

表戴維斯開始訪問韓中日三國以求加強對朝鮮的制裁力度之際，5
月14日日本政府卻突然派遣特使飯島勳秘密訪問朝鮮。在美韓同盟
框架下來看，日本這種突襲式的外交方式無疑是罕見的 「越頂外
交」，打破了同盟體系內部至關重要的信息通報和協調機制；更進
一步說，這無疑涉及到同盟國之間安全互信的問題。16日，戴維斯
抵達日本後公開要求日本方面對飯島勳訪朝一事進行解釋，日方辯
稱特使訪朝旨在謀求解決日本人質問題。眾所周知，美國目前在東
北亞的焦點是應對朝鮮核擴散問題，而日本卻在此時盤算自己單方
面的利益，無論日本特使訪朝是出於解決人質問題還是日本國內政
治及選舉因素的考慮，這在美國看來顯然不具備迫切的必要性。

美國的亞太盟友之間矛盾凸顯甚至呈現惡化的現實表明：其同
盟體系內部的這種自我協調和危機管控機制呈現出失靈或缺失的
狀態。但從另一方面看，儘管外界有諸多關於美國掌控其亞太同
盟體系有效性的質疑，但是在當前東北亞安全形勢複雜的背景
下，貿然斷定美國在亞太所主導的安全同盟體系已出現裂
痕可能還為時尚早。當下的問題可能只是美國推行
「亞太再平衡戰略」及其亞太同盟體系所面臨的

功能性新挑戰的具體表現而已。

▲ ▲史提芬史匹堡將負責
指導遊戲大作 「Halo」 的
真人版電視電影

路透社

▲微軟21日在美國西雅圖附近的雷蒙市
舉辦XBOX One發表會 路透社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中央社、聯合新聞網
22日消息：暌違8年，微軟21日發表新一代遊戲主機XBOX

One，將遊戲、電視、電影、音樂、體育和Skype進行整合，成為
新世紀家庭娛樂系統。未來還將推出遊戲大作 「Halo」 的真人版電視
電影，由荷里活金像名導史提芬史匹堡負責製作。XBOX One預計今
年底上市，正式日期還未公布。

▲微軟21日發表新的整合
家庭娛樂系統XBOX One

美聯社

▲記者在現場試玩Kinect體感裝置
美聯社

▲在發表會現場的媒體記者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