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發動手機革命
專業智能手機配件 助你隨時隨地隨心拍攝所見所想

【2013 年 1 月．香港】在這個數碼科技發展神速的年代，配備高清拍攝及拍
片功能的智能電話推陳出新，愈來愈多人喜歡以手機拍攝及進行高清攝錄。現
時全球每一秒大約有 3,500 幀照片上傳到社交網站，而當中的大部份均是以智
能手機所拍攝，當中 iPhone 4 及 4S 更因其出色的影像質素備受歡迎；網路上
亦不難看到有喜愛攝錄的人士以 iPhone 拍成極具專業質素的微電影及短片。
為迎合這個勢不可擋的潮流，全球頂尖攝影及攝錄配套設備品牌 Manfrotto 再
度開創業界先河，率先推出專為市場上最普及的 iPhone 4 及 4S 而設的智能手
機配件 KLYP 隨身拍 （讀音：CLIP），革命性地助用戶將手上的 iPhone 演化
成專業級的高清攝影及攝錄利器。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是一個採用優質物料製造的 iPhone 主機殼，表面採用
絲般柔滑的塗層，觸感柔軟舒適。主機殼上設有四個專用接合點，方便用家配
置 Manfrotto POCKET 迷你腳架及 LED 補光燈，以至專業級的攝影攝錄腳架，
並同時支援直倒或橫倒拍攝。而 Manfrotto LED 補光燈比電話內置的 LED 燈色
溫更準確，亮度更高。KLYP 隨身拍的齊全配置除了能滿足一眾喜愛以手機記
錄日常生活點滴並分享到社交網站的用家，相信亦會很快成為每位追求影像質
素的攝影愛好者的必備配件。
Manfrotto 行政總裁 Marco Pezzana 表示：「作為首個進入手機配件市場的攝
影配套設備品牌 ，我們 感到十分自豪。隨著 KLYP 的面世，我們 能 夠將
Manfrotto 在攝影及攝錄配套設備的專業方案及經驗貢獻予手機配件市場。」
Marco 同時表示：「社交平台使我們的生活變得與圖像息息相關，相片變成了
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為用家及商家們提供了更多機會。 這現象與
Manfrotto 在兩年前展開的“Imagine More” 企劃所提倡的理念同出一徹，而此
理念亦是 Manfrotto 在未來發展中最為關鍵的元素。」
創新性十足且製作優質的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將進一步拉近智能手機與專
業攝影的距離，絕對是一眾追求輕便的攝影及攝錄愛好者不能錯過的簡便攝影
好拍檔。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產品資料
採用物料：
產品尺寸：

產品特點：

聚碳酸酯
適用於 iPhone 4 及 4S
 主機殼分作上下兩半，容易裝拆
 內層置有軟墊，防止刮花機背
 表面塗層觸感柔軟，質感優越，防滑
 沒有凸出物，便於攜帶
 配備四個專用接合點，為安裝配件提供更大靈活性
 隨附的標準 1/4” 螺絲轉換器可配上傳統三腳架及攝錄器材使用，擴充性能強大
 獨特的接合系統，讓安裝配件更安全､簡單､快捷

產品簡介：

MCKLYP0
KLYP 隨身拍主機殼

HK$ 230

MKL120KLYP0
KLYP 隨身拍 +
Pocket-12 LED 套裝

MKPL120KLYP0

HK$ 550

HK$ 700

KLYP 隨身拍 +
Pocket-12 LED +
迷你腳架套裝

MKLKLYP0
KLYP 隨身拍 +
Mini-24 LED 套裝

MKPLKLYP0
KLYP 隨身拍 +
Mini-24 LED +
迷你腳架套裝

HK$ 780

HK$ 930

內附產品：
KLYP 隨身拍主機殼

內附產品：
KLYP 隨身拍主機殼

內附產品：
KLYP 隨身拍主機殼

內附產品：
KLYP 隨身拍主機殼

內附產品：
KLYP 隨身拍主機殼

標準 1/4” 螺絲
轉換器

標準 1/4” 螺絲
轉換器

標準 1/4” 螺絲轉換器

標準 1/4” 螺絲轉換器

標準 1/4” 螺絲轉換器

通用熱靴轉換器

通用熱靴轉換器

通用熱靴轉換器

通用熱靴轉換器

通用熱靴轉換器
ML 系列 LED 燈基本熱
靴插座

ML 系列 LED 燈基本熱
靴插座

ML 系列 LED 燈基本熱
靴插座

Pocket-12 迷你 LED
燈

Mini-24 小型 LED 燈

Mini-24 小型 LED 燈

ML 系列 LED 燈基本熱
靴插座
Pocket-12 迷你 LED
燈

Pocket 迷你三腳架
Pocket 迷你三腳架

Manfrotto 首個為
攝影及攝錄所製的
iPhone 攝影機殼

配備 Pocket-12 LED 燈，除了可以幫助
你在燈光較暗的環境下拍攝，也可以令
你得到足夠光源和準確的色溫來使用自
拍。

配備 Mini-24 LED 燈，縱使在燈光不足的情況下，
你依然可以拍攝出自然膚色的照片。更可以因應不
同的環境進行亮度調校，拍出最合心意的照片及影
片。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產品介紹影片：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 iPhone 專業拍攝配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21wwV1wx_I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產品外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9Wi6MXyGR4
3 分鐘學會用 iPhone 拍攝 Time Lapse 縮時攝影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IN8pJZXsz8
3 分鐘學會用 iPhone 拍攝慢快門攝影 (Manfrotto KLYP 隨身拍) slow shutter photograph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0mx3fuIB2A

客戶服務熱線 – 2327 6728

關於 Manfrotto 品牌
意大利 Manfrotto（曼富圖）為全球領先用於專業攝影、廣播電視、娛樂範疇的攝影、
攝錄、燈光支架系統的製造商。擁有逾 40 年設計三腳架、雲台及其他精密配件的經驗，
致力將產品配備予傳統大、中片幅相機到數碼單鏡反光機，滿足專業攝影師到業餘攝
影愛好者的要求。每件 Manfrotto 的產品均為滿足每一個重要細節而製造，例如承重、
尺寸、穩定性、可轉移性、互換性及質量。Manfrotto 以創新及可靠譽滿全球，亦為一
眾專業攝影師所信賴。
關於 威泰克(Vitec)集團
Manfrotto 是隸屬於 威泰克(Vitec)集團旗下的品牌。威泰克(Vitec)是一間跨國攝影及攝
錄配件公司，為廣播、娛樂和攝影領域提供全系列的設備及配套服務。威泰克集團是
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之一，業務分為廣播系統、影像及舞台佈置、廣播系統服務
三部分。詳情請瀏覽 www.vitec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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