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 網絡小精靈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神鵰俠侶
10:30 包青天之碧血丹心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建築有情天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2:40 霎時感動 及 交易現場
2:45 千謊百計
3:50 寶石寵物 及 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光之美少女：甜蜜天使
5:50 財經新聞
5:55 老友狗狗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力創驕陽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情越海岸線
9:30 金枝慾孽貳 及無湮新生活

10:30 食平D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及 瞬間看地球
11:45 霎時感動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怒火街頭 2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
2:25 國際足球友誼賽—

德國對厄瓜多爾
4:30 好客香港 滿FUN
5:35 戀愛婚FUN紛

6:30 亞洲早晨
8:40 ATV焦點
8:45 國際財經視野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
10:45 iFit@tv
10:50 ATV每日一歌
11:00 富貴冤家
12:00 ATV 2013感動香港每周人

物推選
12:20 馬上全接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把酒當歌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ATV 2013感動香港每周人

物推選
3:20 ATV每日一歌
3:30 ATV亞洲小姐競選25th 亞

姐百人
4:00 通識小學堂
4:30 寶貝公主飛天龍
5:00 Tomica Hero 搜救戰隊
5:30 微播天下 /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ATV亞洲小姐競選25th 亞

姐百人
7:28 iFit@tv
7:30 星動亞洲
8:30 微播天下
9:00 木府風雲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6: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7: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荷里活娛樂速遞
1:3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猩猩"Sing" (II)
4:30 童話小王國
5:00 虎威戰士
5:30 街頭英語 (II)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 及 普通

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荷里活娛樂一周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大城小廚快煮半粒鐘
8:30 賈神探 (IV)
9:30 宇宙解碼 (II)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F檔案 (V)
11:35 PS 港生活．港享受 及 財

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荷里活娛樂速遞
12:30「法」妻 (II)
1:25 世界足球之旅
1:50 音樂熱點
2: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7:35 武俠梁祝
9:40 竊聽風雲2

12:05 追擊8月15
2:25 絕種好男人
4:30 越光寶盒
6:20 最佳男朋友
8:10 4 x 100水著份子

10:05 大內密探零零發
11:55 賭俠1999
2:15 倩女幽魂III道道道
4:35 頭文字D

9:00 鳳凰大視野
9:35 地球宣言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說出你的故事
10:55 時事開講
11:20 健康新概念
11:25 鳳凰觀天下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00 鏘鏘三人行
1:25 騰飛中國
1:30 鳳凰焦點關注
1:50 文明啟示錄
1:55 娛樂大風暴
2:15 完全時尚手冊
2:35 全媒體全時空
3:00 資訊快遞
3:30 金曲點播
3:35 名言啟示錄
3:40 鳳凰衝擊播
4:15 世界看中國
4:20 鳳凰大視野
5:00 金曲點播
5:05 金曲點播
5:10 開卷八分鐘
5:20 心相隨
5:25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娛樂大風暴
6:20 文明啟示錄
6:25 全媒體全時空
7:00 完全時尚手冊
7:20 世界看中國
7:25 鳳凰觀天下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鳳凰衝擊播
10:30 心相隨

9:00 快樂漢語
9:15 電視劇 感動生命

10:00 中國新聞
10:10 收視指南
10:12 電視劇 感動生命
10:58 請您欣賞:世界生物圈自然

保護區-河南寶天曼
10:59 收視指南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收視指南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百集大型系列片「客家足

跡行」
1:20 快樂驛站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收視指南
2:15 電視劇 紅娘子
3:01 電視劇 紅娘子
3:47 請您欣賞:世界生物圈自然

保護區-河南寶天曼
3:48 經典歌曲欣賞 97
3:55 收視指南
4:00 中國新聞
4:10 百家講壇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5:10 收視指南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請你原諒我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中華醫藥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觸不到的遺產
9:00 小擂台大挑戰
9:30 The Wiggles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
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旅遊指南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好奇小花貓
4:30 動物大百科
5:00 致命動物大搜查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新財富
6:55 香港故事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賽馬直擊

11:05 夜間新聞
11:25 時事縱橫
11:55 時事內幕追擊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焦點報告
1:20 全歐訊息速遞
1:50 中國八大名菜
2:50 Music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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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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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今次訪港3日2夜，他將於6月26日飛抵香港，
27日出席記者會及首映活動，並於28日離港，

港迷除了接送機外，首映活動是近距離見到偶像的唯
一機會。福山表示：「謝謝在香港的你們一直支持！
一直以來都希望能親身到香港跟我的歌、影迷見面，
可是時間上配合不到，不能到訪。這次我真的很高
興，透過宣傳新片，終於能夠跟大家見面。我真的非
常期待香港之旅！」

夥拍小孩展感性一面

《真夏方程式》改編自作家東野圭吾「伽俐略系列」
的同名作品，是該系列第3部長篇小說，故事講述福
山飾演的湯川學因海底礦物開發案來到玻璃浦，跟他
同住「綠岩莊」旅館的一名住客離奇離世，他打破以
往慣例，主動以科學及推理協助破案，還跟1名10歲
小孩恭平成為朋友，讓觀眾看到湯川學感性的一面。

福山對新片甚為重視，除出席下月23日的東京首映
禮外，更赴亞洲各國進行宣傳，當中香港有幸成為亞
洲宣傳的首站，及後，他將於7月4日往台灣宣傳，也
是他首度踏足台灣。

發掘福山隱藏的魅力

雖然距離福山訪港還有將近1個月，不過他去年在
橫濱舉行的「福山☆冬的大感謝祭2012」跨年尾場演
唱會將於下月16日在香港嘉禾院線上映，港迷可先欣

賞他唱歌的風采望梅止渴。此外，新一輯的《神探伽
俐略》前晚播出第7集，收視率微跌0.7%，但仍以
19.7%高据收視榜榜首。該劇昨日更落實推出特別劇

《神探伽俐略XX 內海薰最後的事件 愚弄》，以柴崎幸
演飾的女警內海薰作為主角。

另一方面，福山主演的《然後變成爸爸》於康城影
展拿下評審團獎，導演是枝裕和昨日凱旋歸國，他表
示收到了福山的祝賀電郵，期望待福山拍完《神探伽
俐略》後，可跟全體工作人員一起食飯慶祝。他透露
拍攝《然》片最刺激的地方是發掘福山不為人知的魅
力，福山感到新鮮之餘，他也很享受拍攝的過程。

■文：Mana

日本歌影雙棲型男福山雅治於2007年出演改編自日本知名

作家東野圭吾的日劇《神探伽俐略》，憑劇中天才物理學家

湯川學一角創下事業高峰，香港亦掀起一股伽俐略熱潮。該

劇於今年4月推出新一輯日劇，以平均20.4%收視率暫居今季日劇收視排行榜冠

軍，而該系列新片《神探伽俐略2：真夏方程式》（簡稱《真夏方程式》）亦將於下月29日在日

本和香港同步上映。眼見香港有不少伽俐略粉絲，福山落實下月26日來港宣傳《真夏方程

式》，更是他出道23年來首度訪港，屆時他會出席首映活動，跟港迷作近距離接觸。

日本人氣組合AKB48(見圖)的新碟《再
見自由式》首周大賣176.3萬張，除刷新
她們首周銷量的最高紀錄外，亦超越樂壇
天后濱崎步保持的2141.6萬張單曲總銷量
紀錄，以2185.2萬張成為女歌手的冠軍。
因新碟附贈第5屆選拔總選舉的投票券，
每日仍賣出近4萬張，銷量有望突破200萬
張大關。

此外，昨日她們出席代言的「CR彈珠
機AKB48」宣傳活動，宣佈去年為遊戲特

別成立的Team Surprise將會推出4首新
歌，並即場唱跳新歌，當中已離隊的前田
敦子將會以特別嘉賓身份繼續該組合的活
動，官網亦上載前田新的宣傳短片。

另一方面，在選拔總選舉暫列首位的指
原莉乃表示最近經常心驚膽顫，害怕排名
下跌，又謂以往會投自己3票，今年則增
加至10票，並發下宣言，希望如前田和大
島優子般，成為組合的中心人物。

■文：Mana / 圖：網上圖片

法國女星柯德莉塔圖(Audrey Tautou)(見
圖)於2001年憑《天使愛美麗》走紅，只是
除了2006年參演過荷里活片《達文西密碼》
外，她一直主力拍攝法片，無意赴荷里活
發展，她透露難忍自己的一舉一動、衣
等都被人放大審視，壓力太大。她自認是
個典型的法國人，不喜歡過這種壓力大的
生活，而且在荷里活發展，她要遠離家人
及朋友，移居當地才能獲得較多的演出機
會。她承認欣賞美國導演，喜歡荷里活
片，但她亦重視私人生活，加上沒有太大
的野心，寧願維持現狀。

■文：Mana / 圖：美聯社

柯德莉塔圖沒野心
無意赴荷里活發展

韓流天王Rain(見圖)將於今年7月10日退伍，他已
積極為復出娛樂圈鋪路，昨日落實簽約CUBE娛樂
成為旗下藝人，跟BEAST、4minute等組合成為同
門。據知，是CUBE娛樂的代表洪勝成當初發掘
Rain，並將他引薦進JYP娛樂，可算是Rain的「伯
樂」，他還不時向Rain進言，助其演藝事業發展，即
使Rain入伍後，二人也保持緊密聯繫，因此促成是
次簽約。洪勝成在CUBE官網發文確認簽約一事，
很開心能夠再次跟Rain合作，並有信心取得比以往
更好的成績。 ■文：Mana / 圖：資料圖片

Rain簽CUBE再遇伯樂

韓 流 天

王 裴 勇 俊

(見圖)前日

戴 墨

鏡 ， 身 穿

格 仔 襯 衫

配 黑 西

裝 ， 出 席

型 男 金 秀

賢 主 演 的

新 片 《 隱

秘而偉大》

的VIP試映

會 。 裴 勇

俊 自 從 去

年7月現身

好 友 朴 振

英 主 演 的

電影《500

萬 美 元 的

男人》的VIP試映會後，已將近1年沒有在

公開場合露面，因金秀賢是其公司力捧的

男星，加上二人平時交情甚篤，因此前日

專程到場為對方打氣。現場星光熠熠，除

裴勇俊外，韓佳人、miss A的秀智、金賢

重、宋仲基、丁一宇、2AM的趙權等紅星

均有來捧場。該片改編自網絡漫畫，金秀

賢在戲中飾演朝鮮特工，假扮傻子在韓國

一鄉村生活，該片將於下月5日在韓國上

映。 ■文：Mana / 圖：網上圖片

AKB48新碟大賣176.3萬
單曲總銷量破濱崎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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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在戲中

跟小孩子有不

少對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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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導演

展示評審團獎獎

狀。 網上圖片

■福山在新片主

動協助查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