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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發合成照網民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出演《金田一》

女星Kim Kardashian不久
前為美國饒舌男歌手

Kanye West誕下女兒North兼
與之訂婚，因此她難免成為狗仔

隊的焦點，希望可以找到更多關於
她的消息以及了解其私人生活。不
過，狗仔隊除了影響Kim的生活，更
為她添上麻煩。前日，Kim在洛杉磯
高速公路駕車時，由於為避開多名狗
仔隊跟蹤，所以在公路加速飛馳，不
過，Kim其間卻遇上警車並被截停，
兼累她被警察請食 「牛肉乾」 。

Kim被截停後，她身後一班狗仔
隊自然不會放過造新聞的機會，

即時拿起相機拍低情況，有
照片拍到她坐在車上與警

員對話，據悉當時更

有媒體派出直升機在高空拍攝。雖然
當時多部狗仔隊的車輛亦涉嫌超速駕
駛，不過最後只有一名被逮住，其餘
的均幸免於難。另外，Kim的汽車在
公路上停低後，令現場掀起一片混亂
造成交通擠塞。

Kanye人氣創新低
Kanye 與 Kim 一起後似乎非常幸

福，Kim更為他誕下女兒，不過，美
國網站Q Scores公佈調查，竟顯示出
Kanye在2011年與Kim拍拖後人氣暴
跌。調查指出，尤其是18至49歲女性
的組別，Kanye在她們心目中原本人
氣高企，曾獲得17的高分，然而認識
Kim後分數一直下跌，直到2013年9
月分數竟跌至3分的新低，認真慘情。

這個結果相信與他拍拖流失女性粉絲
以及他一連串火爆新聞有關。

此外，Kanye一直希望女兒盡量保
持低調，但是Kim似乎不是這樣想，
前日在網上大晒女兒
的照片。其中一張則
見5個月大的North
被設計師 Riccardo
Tisci抱起，另一張
則見女兒開心地
玩。
■■文：Bosco

避狗仔隊超速駕駛

真人騷女星Kim Kardashian私生活備受關注，不時吸引狗仔隊追訪，然而，前日Kim為

避開狗仔隊跟蹤，在洛杉磯高速公路上超速駕駛結果被警察請食 「牛肉乾」 ，真慘。

根據JYP娛樂透露，韓國野獸組合2PM成員Nichk-
hun將出演尊尼事務所組合Hey！Say！JUMP成員山
田涼介主演的日劇《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獄門塾殺人事
件》，飾演在逆境中努力生活的優等生。

Nichkhun在劇中將是關鍵人物，今次是他首次參演
日劇，亦將會與日本男演員成宮寬貴、台灣男子偶像
組合飛輪海成員吳尊等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偶像明星聯
袂演出。Nichkhun表示能和不同的演員相遇成為朋友
及學習演技，是個很好的機會，敬請大家期待。山田
涼介也說拍第二次已習慣言語障礙，會全力製作出色
的作品。 ……………………………… ■■文：Bosco

韓國女子組合少
女時代日前在香港舉
行演唱會，粉絲在她
們 唱 到《Baby Ba-
by》時一齊舉起成員
的童年照，令她們非
常意外。成員秀英近
日亦在官方網站上傳
了兒時照片，並留言
道： 「當我看香港
粉絲的Baby Baby活
動時突然想到，所以
找了找。兒時的秀英
長得真醜，是吧？讓我想起了點點回憶。」 公
開的照片中可看到小秀英有點像小丸子，不單
有便服照，亦見她穿韓國傳統服飾。看到秀
英兒時照片的網友各有意見，有的表示秀英兒
時的個子也很高 ， 亦有人大讚她可愛 。
………………………………… ■■文：Bosco

秀英

Nichkhun首參與日劇

荷里活火爆男星艾力寶雲(Alec Baldwin)前日為加
拿大女星Genevieve Sabourin纏擾自己的案件上庭
作供，其間他情緒激動一度流下男兒淚。
加拿大女星Genevieve Sabourin被控纏擾艾力寶

雲以及其妻子Hilaria Baldwin的案件前日在紐約進行
審訊，艾力穿上西裝褸及戴墨鏡抵達法庭作證，其間
艾力情緒激動一度流下男兒淚，他表示Genevieve
當年曾出現在他的家於他與Hilaria的訂婚日中搞破
壞。艾力說覺得Genevieve是危險人物，曾揚言要
進入他工作的地方，又指對方經常發送電郵給他，內
容大概說她想與艾力 「開火」 ，又想成為艾力的妻
子。另外，Hilaria當日亦有上庭
作證，她指在她佗丈夫的女兒
期間，Genevieve不時在Twitter
作出騷擾， 「我覺得我們拿她沒
有辦法。」
不過，Genevieve的代表律師

在庭上反指艾力與Genevieve私
底下一直有關係，雙方用電郵聯
絡，艾力回應指只是應朋友、電
影製作人Martin Bregman的建議
回覆電郵，並澄清與對方沒有任
何性或戀人關係。可是，Martin亦
有自己的說法，直指艾力講大
話。 ……………… ■文：Bosco

被纏擾上庭作供
艾力寶雲流下男兒淚

首爾中央地檢刑事7部昨日以名
譽毀損嫌疑不拘留起訴了在網上發
佈韓國二人女子組合Davichi成員姜
敏京陪酒女郎合成照的兩名網民。

根據檢方所言，兩人涉嫌今年3
月在韓國網站博客等處上載以 「姜
敏京被贊助」 為標題、內含姜敏京
在娛樂場所接待男性客人的合成
照。姜敏京向警方起訴了他們在網
上使用的帳號，而在搜查過程中亦
掌握到了嫌疑人。姜敏京當時想追
加起訴一人，但由於無法驗明對方
身份，因此未能起訴。

■■文：Bosco

姜敏京@Davichi

兒時似小丸子

亞洲最大型音樂盛事 「Mnet Asian Music
Awards」 (MAMA)，將於11月22日假香港
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早前門票已公開發
售，現僅餘下少量或有視線受阻位置的門
票，而今日則會正式公開發售紅地毯門票，
票價一律$580，屆時眾候選者及強勁表演嘉
賓均齊齊現身，讓粉絲們得以在紅地毯派對
上一睹偶像的豐彩。

今年的MAMA紅地毯派對眾星雲集，星
光熠熠，並邀請到第一代的Kpop Icons H.
O.T(文熙俊)及1TYM’S(Danny)擔任紅地毯
派對司儀，紅地毯時間由下午5時至7時，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Summit(二號展館)舉行。

另外，昨日下午在首爾上岩洞CJ E&M中
心舉行了MAMA記者會。記者會上介紹了
繼 Dr. Dre、 Snoop Dogg、 will.i.am、 Apl.
De.Ap等人之後今年有美國殿堂級騷靈歌
手 Stevie Wonder、瑞典雙人女子 DJ 組合
Icona Pop、挪威男子二人組合Ylvis等海外
音樂人參加MAMA的消息，而韓國女子組
合 Crayon Pop 預計將與 Ylvis 合作表演。

■■文：Bosco

MAMA邀Kpop Icons任司儀
Stevie Wonder落實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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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影后珍妮花羅倫絲前日轉抵柏林宣傳
新片《飢餓遊戲：星火燎原》，衣亦密實
了不少。 路透社
■美國樂壇型男Justin Timberlake登上雜誌
《GQ》年度男性版的封面，謙稱自己不是很
酷。
■荷里活男星尼古拉斯基治與前女友Christina
Fulton的一些露骨照片據悉被前雜務工偷
去。

■韓國女子組合2NE1成員Sandara前日更
新Twitter，上傳了兩張與組合成員一同享受
生日聚會的照片。
■日前被爆裸照的韓國歌手Ailee昨日結束日
本宣傳活動經由金浦機場返回韓國。
■日本萬人迷木村拓哉昨日41歲生日，他主
演《安堂機器人》以沫山鳥黎士名義開設的博客
由前晚開始收到大量祝福留言。

娛聞雜碎

荷里活小生碩克艾佛朗(Zac Efron)早前戒
毒後以為有新開始，但他近日似乎諸事不
順，更有可能破相影響星途。據外國傳媒報
道，碩克日前在洛杉磯的家中因地濕滑倒，
因而撞傷下巴，之後他要縫實嘴巴，看來相
當嚴重，但據悉碩克很快便可以完全康復。
雖然最近碩克沒有新戲要開拍，不過其新片
《That Awkward Moment》的宣傳有可能
因此受阻推遲。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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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KardashianKim Kardashian在洛杉在洛杉
磯高速公路駕車時被警車磯高速公路駕車時被警車
截停截停。。 美聯社美聯社

■■ Kanye WestKanye West
被指與被指與KimKim拍拖拍拖
後人氣暴跌後人氣暴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設計師設計師 Riccardo TisciRiccardo Tisci
抱起抱起NorthNorth。。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Kim KardashianKim Kardashian在網上在網上
大 晒 女 兒 的 照 片大 晒 女 兒 的 照 片 。。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NichkhunNichkhun將首次出演日將首次出演日
劇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姜敏京早
前被上載在
娛樂場所接
待男性客人
的合成照。

網上圖片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碩克艾佛朗據悉要縫實嘴巴。 資料圖片
■秀英長大後亭亭玉立。

網上圖片

■秀英在官方網站上傳
兒時照片。 網上圖片

■珍妮花羅倫絲 ■Icona Pop將現身MAMA。

■Stevie Wonder將繼Snoop Dogg等
人之後參加MAMA。 資料圖片

■Genevieve Sabourin被控纏擾艾力
寶雲以及其妻子Hilaria。 美聯社

■艾力寶雲前日出庭作證。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