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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細說名城
6:30 識多一點點
7:30 大食懶加菲貓
8:00 藝坊星期天
8:30 開心老友記
9:00 文化廣場
9:30 海賊戰隊

10:00 FAIRY TAIL魔導少年 II 
10:30 第六十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第六十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
4:30 智激校園
5:00 岡GON 
5:30 閃電十一人GO 
6:00 財經透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體育的風采 - 運動場 成長路
7:30 瑞銀財富管理特約：智富

人生解碼
7:35 鏗鏘集
8:00 吾淑吾食
9:00 超級無敵獎門人 終極篇

10:00 萬里尋爸
11:00 玩轉世界盃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
11:50 瞬間看地球
11:55 廣告雜誌
12:05 蘇麗鐘錶特約：財經透視
12:35 宣傳易
12:45 熱血警校
2:45 國語長片：「東邊晴時西邊雨」
4:40 父親大人
5:35 求其一個夢

6:00 今日 i City 
6:30 藏．寶
7:00 高志森微博
8:00 科學耆績
8:30 Hot Topic / 時事追擊
9:00 松鼠特攻救地球
9:30 通識小學堂 (周日版)

10:00 寶貝公主飛天龍
10:58 iFit@tv
11:00 Miss Asia 25th法國瑰麗巡迴
11:30 高志森微博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天氣報告
12:50 賽馬直擊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體育快訊/ 天

氣報告
6:45 騰飛中國 / iFit@tv
7:00 靚聲唱家班 I 
8:00 泉州詠春體驗之旅
8:30 ATV2013感動香港年度人物

評選講演會
10:00 陌生的故鄉 - 澳洲華人剪影
10:30 金錢世界
11:00 ATV 每日一歌
11:15 夜間新聞
11:50 賽後你點睇
1:10 泉州詠春體驗之旅
1:40 ATV2013感動香港年度人物

評選講演會
3:05 陌生的故鄉 - 澳洲華人剪影
3:30 任劍輝百載情永在: 

斬柴仔封王
5:30 金錢世界

6: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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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時事摘錄
9:00 進修新天地 : 中國文化專題

講座：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上）

9:55 進修新天地 : 香港公開大學
圖書館，再闖新里程

10:15 進修新天地 : 我理解的管理
11:10 進修新天地 : 中國的企業管治
12:10 進修新天地 : 教師素養系

列：幼兒教師素養
1:00 極速生命力
1:50 做個小廚神 (I)
2:45 食物大搜查 (IV)
3:10 星期日體育精華
3:35 正義少俠之地球保衛戰 (II)
3:55 小龜歷險記 (II)
4:20 Toon Disney: 阿拉丁
4:45 Toon Disney: 斑點狗歷險記
5:10 新鐵甲奇俠
5:35 吾家查莉 (II)
6:00 普通話新聞 及 普通話天

氣報告
6:15 音樂熱點
6:30 大城小廚快煮半粒鐘
7:00 財經雜誌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冒險Teen王
8:35 奪寶奇Show (XX)
9:30 加勒比海盜魔盜狂潮

12:30 晚間新聞
12:45 瞬間看地球
12:50 財經雜誌
1:20 全美一叮 (VI)
2:05 我要做廚神 (I)
2:50 音樂熱點
3: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8:25 錦繡前程
10:35 風雲雄霸天下
1:10 竊聽風雲
3:15 黃飛鴻92之龍行天下
5:05 暗戰
6:55 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
9:00 功夫灌籃

11:00 食神
12:50 天下無賊
3:10 強姦3OL誘惑
5:00 龍在江湖

6:00 劇集重播
6:15 皇牌大放送
7:45 美女私房菜
8:00 周末晨早播報
8:25 鳳凰氣象站
8:30 印象嶺南
9:00 文化大觀園
9:25 鳳凰氣象站
9:30 星光大劇院

10:00 風雲對話
10:30 財智菁英匯
11:00 環球人物周刊
11:45 問答神州
12:15 美女私房菜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00 一虎一席談
1:55 一周財經新趨勢
2:35 傾傾百老匯
3:00 皇牌大放送
4:20 公益中國
5:15 世紀大講堂
6:15 美女私房菜
6:30 風雲對話
7:00 一周財經新趨勢
7:45 寰宇大戰略
8:30 名人面對面
9:00 時事直通車
9:40 我的中國心

10:30 築夢天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星光大劇院
11:55 印象嶺南

9:00 流行無限
9:55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10:12 中華醫藥
10:57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11:00 中國新聞
11:10 精彩一刻
11:25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體育在線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電視劇 密戰峨眉
2:56 電視劇 密戰峨眉
3:45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3:50 快樂驛站
4:00 中國新聞
4:10 百集大型系列片「客家足

跡行」
4:30 百集大型系列片「客家足

跡行」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5:15 城市1對1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光榮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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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無限
10:55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11:00 今日亞洲
11:26 中國文藝
12:11 文明之旅
12:56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1:00 中國新聞
1:10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四套
1:15 體育在線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探索宇宙
9:00 權能時間

10:00 日語大放送
10:30 志強工作室
11:00 芭蕾小精靈
11:30 湯馬仕小火車
12:00 Music 120 
2:00 生命的觸動
3:00 至FUN勞作DIY
3:30 建築師阿博
4:00 我係阿發仔
4:30 恐龍仔班尼
5:00 動物大百科
5:30 奇幻尋寶記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日語大放送
6:55 警訊
7:00 健康人生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時事縱橫
8:30 大巴遊世界
9:00 探索宇宙

10:00 奇拉拉布: 鄉村奧林匹克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時事縱橫
11:50 豪華神州
12:20 大巴遊世界
0:50 探索宇宙
1:50 奇拉拉布: 鄉村奧林匹克
2:50 Music 120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鳳凰衛視中文台無翡翠台 亞視本港台

無劇集台

無明珠台 亞視國際台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站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 FIBA 籃球世界
1:30 體壇『撐、撐、撐』
2: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3: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站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7:30 體壇『撐、撐、撐』
8: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FIBA 籃球世界
12: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站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有線電影1台

今日電視節目表

6:00 婆媳大鬥法 (大結局)
6:30 料理狂人
7:30 IRIS 2 

10:00 半澤直樹
12:00 婆媳大鬥法 (大結局)
1:00 料理狂人
2:00 不要哭，小原
4:00 我戀愛的一切
6:30 半澤直樹
8:30 不要哭，小原

10:30 我戀愛的一切
1:00 不要哭，小原
3:00 我戀愛的一切
5:30 不要哭，小原

(節目內容如有更改，以電視台臨時公佈為準。) (星期日)2013年11月17日

有線體育台

J2數碼頻道

9:00 台灣潮什麼
9:30 音樂工房

10:00 藝術動起來
10:30 安樂蝸
11:00 Music Station 
12:00 律政狂人
1:00 華貴工匠
1:15 流行天裁
1:45 吉列合唱團III  
2:35 RUNNING MAN  
4:35 K-Pop  
5:55 終極一班2  
7:00 娛樂新聞報道
8:00 安樂蝸
8:30 志村動物園
9:30 不結婚的女人

10:45 VS 嵐
11:45 Circus香港大爆走
12:15 吉列合唱團III  
1:05 K-Pop  
2:25 終極一班2  
3:20 Circus香港大爆走

6:00 朝聞天下
8:33 第一動畫樂園
9:21 一套導視
9:27 電視劇 打狗棍

10:17 電視劇 打狗棍
11:07 電視劇 打狗棍
11:54 一套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一套導視
12:35 今日說法
1:32 一套導視
1:35 謝天謝地你來啦
2:35 一套導視
2:40 電視劇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3:26 一套導視
3:31 電視劇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4:17 一套導視
4:22 生活提示
4:28 一套導視
4:34 第一動畫樂園
5:56 一套導視
6:02 尋寶
6:56 一套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7:58 一套導視
8:04 電視劇 前情提要《咱們結婚

吧》
8:06 電視劇 咱們結婚吧
8:54 一套導視
8:59 電視劇 前情提要《咱們結婚

吧》
9:02 電視劇 咱們結婚吧
9:57 一套導視

10:01 晚間新聞
10:31 一套導視
10:33 大劇場 唐朝浪漫英雄
11:19 一套導視
11:20 大劇場 唐朝浪漫英雄
12:06 一套導視
12:08 大劇場 唐朝浪漫英雄
12:54 一套導視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港台昨

日舉辦一項「家有愛寵－給我一個

『家』年華」活動，出席歌手衛蘭、

鄭融、連詩雅及馮允謙輪流上台幫小

狗扮靚。衛蘭最近給偷拍到與一位四

眼單眼皮男士在公園談情，她更一度

依偎在對方的肩膊，狀甚親暱，衛蘭

坦認有這回事，但她強調跟對方仍只

屬朋友關係，大家是教會的朋友。當

提到她依在該男士的肩膊，衛蘭回應

說：「是呀，我們是好親密的朋友！」

問到是否在發展中？衛蘭笑笑口表

示也希望，不過目前純粹朋友關係，

仍在認識對方，不會急 拍拖。對方

有否追求之意？她笑指沒有感覺到，

但對方有表示想認識她。對方要是想

你成為女友呢？衛蘭笑說：「OK

呀，他不錯呀，但現仍是朋友，他表

白的話也可以的。」然而衛蘭指自從

新聞刊登後，對方表現得有點害怕，

所以會先想靜一下，不過他倆仍有約

會過一次，但就經常有通電話。問會

否做主動？衛蘭笑說：「OK呀，我

不擔心，這樣也承受不到以後不知怎

樣了！其實我有去開解他，叫他要適

應一下！」問到真正拍拖時會否公

開？衛蘭表示不會隱瞞大家，她更已

在教會見過對方的母親。

連詩雅昨日見到很多小狗表現得好

興奮，她本身也想帶自己的愛犬到

來，無奈牠卻暈車浪。連詩雅指最初

養狗時是突然好想有個BB，直到現在

她也好喜歡小朋友，可惜一直工作又

找不到可付托終身的男人，希望能於

35歲前可以結婚，不想學母親做高齡

產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

羅志祥（小豬）與其母長年
守護流浪動物，今年小豬更
圓了羅媽心願，在可眺望羅
爸長眠之地的萬里買地蓋動
物收容所，預計可收養30隻
流浪貓狗。昨日小豬與羅媽
受「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之邀，擔任本屆「保護動物
愛心大使」，宣導「以領養代
替購買、要結紮不要撲殺」
的觀念。

其實小豬如此關注流浪
犬，完全是從小受羅媽教育
影響，羅媽因為早年遭棄
養，7歲開始流浪，所以對流
浪街頭的動物格外心疼、照
顧，至今已長達40年持續餵
養、收留，前後曾救援超過
300隻流浪犬。小豬表示，他
也救過不少狗狗，印象最深

刻的一次是在唸書時，「我
在基隆廟口看到流浪漢用鐵
絲綑住野狗的脖子，在人行
道上拖行，手上還拿 一杯
熱飲準備澆牠，立刻衝上前
喝止，然後我徒手將狗狗脖
子上的鐵絲鬆綁，當時滿手
沾滿血，救回奄奄一息的野
狗。」

買地收容動物

小豬圓母心願

香港文匯報訊 陳木勝執導新作
《掃毒》被今屆羅馬電影節邀請作
為閉幕電影，片中主創劉青雲、
張家輝、古天樂齊齊啟程意大利
出席羅馬影展，青雲更與太太郭
藹明率先起行前往當地，稍後再
與大隊在酒店會合，並一起共晉
晚膳。由於青雲曾前往羅馬，而
古仔及家輝都是第一次到訪當
地，古仔笑言今次派青雲擔當先
行部隊，青雲當導遊，宣傳電影
就交給他及家輝便可以了。問家
輝為何不帶家眷同行？他表示羅
馬之行是工作在身，家人亦要返
學不便成行，希望年底可安排家
人一起出外遊玩。

中新社 《人民的毛澤東》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音樂會新聞
發佈會前日在北京隆重舉行，音樂會將於下月25日晚上在國家大
劇院歌劇院與廣大觀眾見面。音樂會以毛澤東詩詞為主要創作題
材，勾畫了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音樂會匯集
了閻維文、宋祖英、劉斌、廖昌永等藝術名家，還邀請了曲丹、
金婷婷、澤旺多吉、阿魯阿卓、王二妮等八零後青年歌唱家；周
濤、瞿弦和擔任主持人，中國愛樂樂團、國家大劇院合唱團、中
國歌劇舞劇院歌劇團將參加演出，著名指揮家余隆擔任音樂會指
揮。

毛澤東誕辰120周年音樂會

下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以電影《奪命金》
入圍第49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何韻詩，
今年將以表演嘉賓身份出席金馬50，由於
今年適逢梅艷芳逝世10周年，何韻詩將獻
唱表達對師傅梅姐的尊敬與思念。

當晚阿詩將分別以國語、台語及粵語
演唱《何日》、《桂花巷》、《一樣的
月光》等電影主題曲，搭配「肢體音
符舞團」演出，將帶領觀眾一起重溫
經典電影的美好時光。目前正在放假
休息的阿詩，透過經理人表示，今年
邁向金馬50，很榮幸能以電影人的身
份在典禮參與演出，一起為華語電
影加油。

此外，「金馬
50風華展」由即
日起至12月8日於
松山文創園區舉
辦，除了有瓊瑤親
筆編劇手稿、楊德
昌 與 小 野 的 書 信
外 ， 張 曼 玉 、 舒
淇、劉德華、金
城 武 、 黎
明 、 章 子
怡、梅艷芳
等巨星在電
影中穿過的
戲服、完整
的金馬歷屆
獎座亦將展
出。

何韻詩金馬50獻唱追思梅姐

古仔家輝找青雲做導遊

衛
蘭
不
排
除
主
動
出
擊

認
對
四
眼
教
友
動
心

有傳陳百祥找藝人出席特首梁
振英的飯局，祥仔認為可能

性不高，因他沒聽過有藝員會出
席，亦沒人找過他。

祥仔與蚊蚊比拼坐爆氣球遊戲，
結果蚊蚊勝出贏得一萬元，豪爽地
捐出獎金與在場藝員平分。萬綺雯

開心地表示其實很怕會爆破的東西
如氣球、爆仗等，記者笑她貪錢就
算怕爆波也照玩，蚊蚊澄清道：

「我來到才知道有錢，我是一個重情
重義的人。」

問她有否為台慶準備好性感戰衣
時，她大笑稱觀眾不用妄想。對於

阿叻呼籲大家開電視抗衡熄電視行
動，蚊蚊坦言也想觀眾看台慶，因
為他們很辛苦綵排表演項目，沒人
看就浪費一番心機。

張名雅否認跟吳雲甫拍拖

張名雅日前被拍到與主播吳雲甫
攬腰、搭膊頭夜蒲蘭桂坊，她解
釋道：「當晚我們是出席朋友的
生日派對，我只是去打個招呼就
走。我和吳雲甫都是由加拿大返
來，特別有親切感，當時覺得有
在外國Feel才搭了一陣。」張名雅
強調他們並非拍拖，對方也沒追
求意思，不過報道出街她已被公
司「照肺」。

沈卓盈台慶當晚負責表演花式足
球，由於要穿性感透視球衣，已向
公司反映要求打底演出。

■
萬
綺
雯
希
望
觀

眾
看
台
慶
。

■
萬
綺
雯
豪
爽
地
與
在
場
藝

員
平
分
獎
金
。

■
黎
耀
祥
跟
萬
綺
雯
比
拼
鬥
快
坐
爆
氣
球
。

■
何
韻
詩
將
在
今
年
的
金
馬
頒
獎
典
禮
上
獻
唱
。
中
央
社

■張家輝(左)與古天樂啟程出

席羅馬影展。

■著名朗誦藝術家徐濤、于紫菲

深情朗誦。

■
衛
蘭(

右)

和
連
詩
雅
同
屬
愛
狗
之
人
。

■羅志祥與母親擔任「保護

動物愛心大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黎耀祥、

萬綺雯（蚊蚊）、張名雅、沈卓盈與陳自

瑤等人昨日為TVB《萬千星輝賀台慶》

進行前哨戰。蚊蚊在與祥仔比拼坐爆氣

球的遊戲環節上贏得一萬元，更即席豪

爽地答允與藝人分享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