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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組合JYJ成員朴有天於前日在日本
橫濱舉行電視劇《想見你》粉絲會，他
這場首次的個人騷吸引了萬五名粉絲捧
場，氣勢一時無兩！粉絲為搶票費盡心
思，只為了一睹偶像的風采。整個活動
約3個多小時，從觀眾席後方登場的朴有
天，甫出場即引來全場粉絲興奮尖叫，
隨即獻唱《想》劇主題曲《魔法之城》
為活動拉開序幕，而粉絲們亦為朴有天
送上驚喜，粉絲們舉起了大會一早準備
好的黃色手幅，並齊聲高喊：「有天，
很想你」。

其後，朴有天亦在台上公開了《想》
劇的幕後花絮，又跟粉絲大玩互動遊
戲。活動上，其隊友金俊秀及金在中更
特別拍攝錄像鼓勵朴有天，可見三子情
誼深厚。朴有天感性地道：「我一上台

就快感動落淚了，這是我第一次以個人
身份來日本和大家見面，心情既緊張又
擔心，但能夠與大家一同度過這段美好
時光，我覺得很幸福。」他又承諾今後
會以更好的面貌回饋給粉絲。 ■文：Kat

現年62歲的坂本龍一昨早透過
其所屬的唱片公司發表消息，

指自己於上月初感到咽喉不適，隨
後在東京的醫院接受檢查，經過醫
生診斷和檢查後，最終證實患上咽
喉癌。他表示：「我於6月發現自
己患上咽喉癌後隨即接受治療，在
此向我的粉絲和所有正與我合作的
工作人員致歉。」他向粉絲承諾：
「我會完全康復起來，再回來作
戰。」他又感謝各界的關心及慰
問，而為了專心養病，他現已停止
了一切工作，包括缺席本月19日舉
行的「札幌國際藝術節」及取消出
席一家酒店20周年的演奏會活動，
但會在病床上繼續創作。據知，他

原定在「札幌國際藝術節」中擔

任藝術總監，並已花了兩年時間籌
備，豈料突然傳出患癌的消息。他
的大女坂本美雨於社交網站透露，
其父親將會赴美國接受治療。

積極提倡反核
自日本發生「311」九級強烈大地

震引發核災後，坂本龍一就一直致
力參與當地的反核活動，除了積極
為災區籌款進行義演外，又參與了
日本國內的反核活動，包括東京代
代木公園發起的「告別核電10萬人
集會」。有日本傳媒報道，一直支
持反核的坂本龍一為了堅持其反核
的信念，而拒絕接受電療，只會選

擇接受化療及手術等方法來治病。
他此舉就惹來日本網民的非議，他
們覺得性命攸關，不應該把電療與
核電的社會議題混為一談。然而，
坂本龍一的經理人公司就否認此傳
聞，並直斥失實報道不負責任。

曾為奧運作主題曲
生於東京的坂本龍一在日本及西

方音樂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曾憑
電影《末代皇帝溥儀》的配樂獲得
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及格林美
獎。此外，他曾於1992年為「第二
十五屆夏季奧運會」作開幕禮主題
曲，地位超然。 ■文：Kat

日本殿堂級音樂家坂本龍一昨早發表聲明，公布自己確診

患上咽喉癌，並表示已暫停一切工作，專心接受治

療，但會繼續作曲。有報道指，由於他向來

提倡反核，因而拒絕接受電療。他又指

於稍後時間會就其病情作更詳細的

發表，他還向各界人士

表示：「我會好起來

的。」

全面停工 拒接受電療

美 國 真 人 騷 女 星 Kim
Kardashian十三年前到牙醫診所
接受治療，但沒有交診金，因此
她欠了該診所的牙醫三千美元超
過十年。由於該牙醫多年來向
Kim追討款項不果，最終只好入
稟法院。然而，Kim至今並沒有
出庭應訊。此外， Kim 與其妹妹
Kendall Jenner前日到巴黎出席時
裝活動，身形嬌小的Kim遇上比
她高的Kendall ，令Kendall 不禁
笑言：「她需要抬起頭才能看得
見我。」 ■文：Kat

蘇志燮下月會港粉絲
早前在台灣舉行粉絲見面會吸引了超過六千名粉絲撐場的韓國男星蘇

志燮，下月6日終將襲港，於九龍灣Star Hall舉行「So Ji Sub First
Love in HK」粉絲見面會！票價分四種，最高$1,080，於本月14日發
售。
蘇志燮繼上月底在台灣舉行粉絲

見面會後，亦陸續巡迴各地會粉
絲，他將於本月18及21日分別前
往日本神戶及橫濱，26日大隊將移
師泰國，其後便到亞洲各國跟粉絲
見面。為了今次香港粉絲見面會，
蘇志燮更特地準備了一連串的驚
喜，希望跟粉絲有直接的互動。

■文：Kat

荷里活影星羅拔唐尼(Robert
Downey Jr.)日前分別在Twitter
及Facebook宣布其太太已懷有
身孕，今次是兩人的第二個寶
寶。羅拔在 Twitter 上大賣關
子：「Susan、我、B女、十一
月、天蠍座」，又在Facebook
留言：「很高興在此宣布，我
跟太太正期待着一個女兒。」
此外，據外國傳媒報道，性格
男 星 賴 恩 高 斯 寧 （Ryan
Gosling）的女友伊娃文迪絲
（Eva Mendes）已懷有 7 個月
身孕，兩人一同公開露面已經
要追溯至去年11月，因而常常
有指兩人已經分手。 ■文：Kat

羅拔唐尼宣布再當爸

朴有天日本首場個人騷朴有天日本首場個人騷

吸引過萬粉絲支持吸引過萬粉絲支持

■《銀河守衛者》的導演James Gunn昨
日率領演員Dave Batista及素兒莎丹娜到
新加坡濱海灣金沙展覽中心舉行東南亞記
者會。 新華社
■《變形金剛 4》女主角妮哥拉佩斯
（Nicola Peltz）表示有意重返校園，並
得到家人的支持。
■加國麻煩男歌手 Justin Bieber（小
Justin）早前向鄰居「掟雞蛋」一案昨日
結案，他最終被判2年緩刑、進行5天社會服務令、賠償8萬美元（約62萬港
元）及上情緒控制班。
■日本女子組合AKB48 前成員板野友美下周二來港舉行記者招待會，為她即將
舉行的首個亞洲巡迴演唱會「SxWxAxG」造勢。
■韓國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RM》）主持之一的劉在石捐出
2,000萬韓圜（約15萬港元）予京畿道慰安婦之家。

Kim看牙醫「走數」娛聞雜碎娛聞雜碎
■■羅拔唐尼宣布太太羅拔唐尼宣布太太
有喜有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左起Dave Batista、素兒莎丹娜
及導演James Gunn。

■朴有天開騷吸引過萬粉絲支持。網上圖片

■蘇志燮將於下月6日來港。

■朴有天首次
以個人身份到
訪日本。

網上圖片

■坂本龍一確診患咽喉癌，
暫停一切工作。 資料圖片

■坂本龍一(右一)去
年8月曾出席「第70
屆威尼斯影展」。

資料圖片

■■坂本龍一為日本坂本龍一為日本311311地地
震所引發的福島核災事件震所引發的福島核災事件
祈福祈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Kim被牙醫追債。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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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影1台無綫翡翠台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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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浮華大地
10:30 超級無敵獎門人 終極篇

劇照 演員表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天涯俠醫 劇情 劇照 演員

表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及 新聞檔案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午

間匯報
1:55 都市閒情
2:40 宣傳易
2:45 交易現場
2:50 今日VIP
3:20 女王辦公室 劇情 劇照 演

員表
3:50 花漾明星III 及 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寵物反鬥星
5:20 向銀河開球 劇照 演員表
5:50 財經新聞
5:55 十兄弟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碧桂園特約:天氣報告
7:00 好在一個人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森巴速遞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及 2014 FIFA 巴

西世界盃森巴速遞 劇情
劇照 演員表

8:30 寒山潛龍 劇情 劇照 演員
表

9:30 點金勝手 及 同行放榜升
學路 劇情 劇照 演 員表

10: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黃
金戰報

11:00 晚間新聞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早晨戰報
8:3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CCTV News -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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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鬼馬雙蕉 (II)
4:30 小鎮「動」起來！
5:00 叢林小戰士 (II)
5:30 笑笑小動物
6:00 普通話新聞
6:10 普通話財經報道 及 普

通話天氣報告
6:20 普通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森巴速遞
6:35 高爾夫球雜誌
7:00 極品酒店嘆世界
7:25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森巴速遞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黃金戰報
8:30 奪寶奇Show (XXIII)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明珠森巴速遞
9:30 周五精選: 馴龍記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周五精選: 馴龍記
11:40 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
12:00 瞬間看地球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6:30 亞洲早晨
8:35 ATV焦點
8:45 國際財經視野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之一齊放暑
假 (重溫)

10:45 iFit@tv
10:50 七百萬人的聲音
10:55 感動一刻
11:00 亞視經典回味: 電視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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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下午茶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法內情2002
4:00 通識小學堂之一齊放暑假
4:30 戰鬥王之颶風戰魂
5:00 徹之進
5:30 香江怒看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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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條新聞
7:30 瑞蓮 大結局
8:15 鏡花緣電影版 優先場
8:30 開心詞堂
8:55 感動一刻
9:00 星動亞洲
9:25 七百萬人的聲音
9:30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問

題?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 每日一歌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天使的擔子
9:00 精靈一族
9:30 花貓大冒險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東方
11:00 綜合新聞
11:30 看中國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我係阿發仔
3:30 恐龍仔班尼
4:00 Pingu
4:30 開心寶寶遊樂園
5:00 獸旋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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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
6:55 脈搏 (香港電台)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漫遊嶺南綠道
8:30 星級名廚
9:00 天使的擔子

10:00 芭蕾夢飛揚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星級名廚
11:50 漫遊嶺南綠道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天使的擔子
1:50 星光伴我行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9:00 鳳凰大視野
9:35 地球宣言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世紀大講堂
10:55 時事開講
11:20 健康新概念
11:25 鳳凰觀天下
11:55 名士風流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25 騰飛中國
1:30 鳳凰焦點關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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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曲點播
4:20 鳳凰大視野
4:54 開卷八分鐘
5:15 金曲點播
5:20 名士風流
5:25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娛樂大風暴
6:25 完全時尚手冊
6:45 全媒體全時空
7:20 地球宣言
7:25 鳳凰觀天下
7:50 今日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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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0:57 名士風流

7:00 突擊死亡塔
9:00 5個嚇鬼的少年

11:00 古惑仔 3 之隻手遮天
1:00 港督最後一個保鏢
2:55 光輝歲月
5:00 龍在邊緣
7:05 現代豪俠傳
9:00 戲王之王

11:25 我老婆唔係人
1:25 我知女人心
3:50 我愛瘋Sex

有線體育台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9:30 FIBA 籃球世界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2:00 體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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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塞爾維亞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00 FIBA 籃球世界
2:30 體育王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8:33 電視劇 穆桂英掛帥
9:28 電視劇 穆桂英掛帥

10:16 電視劇 穆桂英掛帥
11:06 電視劇 穆桂英掛帥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13 電視劇 賴漢的幸福指數
2:04 電視劇 賴漢的幸福指數
2:55 電視劇 賴漢的幸福指數
3:44 人與自然
4:11 天天飲食
4:31 生活提示
4:43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8:04 前情提要
8:06 電視劇 十送紅軍
9:00 前情提要
9:02 電視劇 十送紅軍

10:00 晚間新聞
10:32 動物世界
11:03 電視劇 精忠岳飛
11:51 電視劇 精忠岳飛
12:39 正大綜藝
1:31 人與自然
1:58 天天飲食
2:13 請您欣賞
2:13 電視劇 愛在春天
2:59 電視劇 愛在春天
3:45 電視劇 愛在春天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9:00 體育在線
9:45 快樂漢語

10:00 中國新聞
10:12 雙語劇場 生死依托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5 快樂驛站
2:30 電視劇 神醫喜來樂 31/

31 播出版
3:15 電視劇 大宋提刑官1/52
4:02 電視劇 大宋提刑官2/52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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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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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5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3:15 深度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