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10 文匯娛樂娛樂世界 ■責任編輯：陳敏娜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

韓國男星魯敏宇前日透過律師，表示已於上
月底入稟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前東家SM娛樂
提出損害賠償訴訟，以及向公正交易委員會就
SM的不公平行為提出申告。
因魯敏宇於2012年年底已與SM解約，隔了
這麼久才提出控告，其代表律師指SM在其出道
前，要求他簽下17年的專屬合約，即使魯敏宇
多次反抗，及後更離開SM另行發展，但SM仍
用盡方法阻止他出演電視節目，所以才決定提
告。
之後，魯敏宇在instagram發文，指自己忍了
又忍，但現在已經忍無可忍，又感謝一直支持
他的粉絲，他才能堅持至今。最近他主演的新
劇《我的遺憾男友》正在熱播中，並將於本月

30日舉行粉絲見面會，與粉絲一起共度29歲生
辰。他昨日上傳見面會宣傳片，除附有中文和
日文字幕外，結尾他還用中、日、韓、英四國
語言向粉絲說「我愛你」。 ■■文：Mana

韓國男星李鐘碩
日前落實於本月30
日假亞洲國際博覽
館舉行首個香港粉
絲見面會，亦是他
自兩年前的商場騷
後，重臨香江。為
了報答港迷一直的
支持，凡購買最貴
的$1480門票的粉
絲，可於開騷當日
參加抽獎，除300
名幸運兒可與他擊
掌外，更有50名粉絲可與他一起合照。
另一方面，平常一個月才更新一次微博的李鐘

碩，昨日不夠半個月，就上傳了新照片，看來是想
與華語圈的粉絲多接觸。日前他還在instagram分
享了朴有天主演的新劇《看見味道的少女》的插曲
《偶然的春天》，他大讚歌詞很美。

■■文：Mana

爆被迫簽下17年合約
魯敏宇向SM娛樂索償

李
鐘
碩
見
面
會
加
送
擊
掌
合
照

韓國樂隊CNBLUE成
員李宗泫昨日身穿深藍
色 西 裝 ， 出 席 新 劇
《Orange Marmalade》
的製作發布會，同場還
有呂珍九、女子組合
AOA的雪賢等主創。李
宗泫在劇中飾演吸血
鬼，他謂事前看了很多
外國作品，發現吸血鬼
是性感的象徵，代表野
性、自由和美麗的外
貌。他表示開拍前都很
不安，準備時間又不
夠，但多得呂珍九和雪
賢等人的幫助，漸入佳
境，會努力讓大家看到
一個擁有自由魅力的吸血鬼。他還表示隊友們拍了搞
怪的照片送他，為他打氣，令他哭笑不得。

■■文：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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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賢重於上周宣布入伍當兵，
一早表示想低調入伍，不會

舉辦任何儀式，或接受採訪，但
一眾來自韓國及海外的粉絲仍然
一早就來到位於京畿道高陽市的
陸軍30師團新兵訓練大隊，他們
拿着橫額，表明會等金賢重退
伍，當中除有爺爺、奶奶級粉絲
外，亦有香港粉絲帶着區旗來送
別偶像。

親筆信道別
昨日中午，金賢重頭戴cap帽，

身穿灰色衛衣配運動褲抵達會
場，他並沒有下車與粉絲道別，
直駛入軍營。他下車時，其經理
人公司社長裴勇俊亦跟隨現身，
並全程默默陪在一旁，現場還有
數位公司的高層人物，以及兩名
保安。
金賢重神情較為憔悴，當大批

媒體就連日來的負面新聞提問
時，他只簡短地回答道：「我會
好去好回。」報到儀式於下午二
時舉行，金賢重跟着同期入伍的
新兵一齊敬禮。最後與家人告別
時，裴勇俊主動擁抱金賢重，示
意他放心，亦暗示會繼續支持
他。金賢重接受為期5星期的新兵
訓練後，將以陸軍身份服役1年9
個月，預計於2017年2月11日退
伍。
雖然金賢重沒有親自與粉絲道

別，但他在官網上傳親筆信，表
示一直找不到好機會與粉絲見
面，最後只能透過書信的方式告
知心底話。他表示就近期的事
件，不知道該用甚麼說話才能好
好謝罪，但他認為入伍可能是個
好機會，讓他成為更好的人，亦
約定大家，退伍時會以微笑回
歸。 ■文：Mana

裴勇俊送行力挺
金賢重：我會好去好回

韓國型男金賢重近日來被前

女友崔小姐連環爆出負面新

聞，形象跌至谷底，但昨日他

入伍時，仍獲超過 200 名香

港、內地、韓國、日本等地粉

絲送行，而一向視他為親弟的

老闆兼韓流巨星裴

勇俊亦有現身，全

程陪伴在側，以行

動力挺。金賢重面

對眾多傳媒採訪，

僅回應道：「我會

好去好回。」便正

式展開其當兵生

涯。

■■李宗泫即場扮吸血鬼。
網上圖片

■■裴勇俊裴勇俊((紅圈紅圈))
一直跟在金賢一直跟在金賢
重身後重身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裴勇俊以黑
白裝現身。

網上圖片■■金賢重上傳親筆信金賢重上傳親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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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賢重以陸
軍身份服役。

網上圖片

■■魯敏宇
本月底辦
見面會。
網上圖片

■■李鐘碩本月底訪港。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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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星光少女．美夢成真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7:45 香港早晨及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30 滬港互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楚留香
10:30 建元風雲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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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誰家灶頭無煙火
3:50 閃電十一人GO及交易現場
4:20 馴龍騎士II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星夢學園II
5:50 財經新聞
5:55 翻叮一族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好想藝術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華麗轉身
9:30 武則天
10:30 食平3D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及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5 大時代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誰家灶頭無煙火
4:25 爆笑急轉彎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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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及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及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
5:00 動物地圖集
5:25 小小發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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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小廚英倫篇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精裝大酒店
8:55 環球趣事
9:00 至Cool旅程
9:30 探索宇宙及環球趣事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血變
11:30 環球趣事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0 行屍
12:55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1:45 音樂熱點
2:00 探索宇宙
2:55 至Cool旅程
3:25 精裝大酒店
4:1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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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6:30 仙鶴神針
7:30 四驅橋聖
8:30 環遊世界
8:45 亞視百人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太極張三丰
12:20 馬上全接觸及當年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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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劍神
2:30 天南地北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第三間電台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芭蕾小精靈
5:00 爆笑王子逃亡記
5:30 ATV粵曲會知音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0 經濟快訊
6:25 體育快訊
6:30 天氣報告
6:35 方草尋源II
7:00 老米家的婚事
7:30 天南地北
8:00 瑞蓮
9:00 不朽的名作
10:00 開心大發現
10:25 當年今日/復興新生系列 -

世說論語
10:30 夜間新聞
11:00 把酒當歌
11:35 環遊世界
11:50 賽後你點睇
1:00 老米家的婚事
1:30 天南地北
2:00 把酒當歌
2:30 隔離差館有隻鬼
3:30 大提琴與點38
4:30 中環英雄
5:30 方草尋源II

6:00 Music 120
7:00 尋找他鄉的故事
7:30 文化報道
8:00 香港 香港
9:00 高校特工隊
9:30 瘋狂馬特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綜合新聞
11:30 對話
12:00 香港 香港
1:0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寶貝Q 嘜
4:30 開心寶寶遊樂園
5:00 潮爆雜誌
6:25 新財富
6:55 節目待定 (香港電台)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7:45 漫遊嶺南綠道
8:00 賽馬直擊 (現場直播)
11:05 夜間新聞
11:20 時事縱橫
11:50 嶺南尋根之旅
12:20 文化報道
12:50 方草尋源
2:50 Music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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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3:25 鳳凰衝擊播
4:00 名言啟示錄
4:05 鳳凰焦點關注
4:30 鳳凰全球連線
5:00 鏘鏘三人行
5:35 時事辯論會
6:00 完全時尚手冊
6:25 鳳凰觀天下
6:55 騰飛中國
7:00 鳳凰早班車
9:00 鳳凰大視野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1:00 完全時尚手冊
11:30 鳳凰觀天下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30 有報天天讀
1:00 鏘鏘三人行
1:40 鳳凰焦點關注
2: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3:00 資訊快遞
3:30 金曲點播
3:40 鳳凰衝擊播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娛樂快報
5:00 完全時尚手冊
5:25 金曲點播
5:30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全媒體大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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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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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完全時尚手冊

6:00 敗犬女王
7: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敗犬女王
10: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敗犬女王
1: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2:10 無綫網絡電視精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敗犬女王
4: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5:15 真愛找麻煩
6:00 敗犬女王
7: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敗犬女王
10: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敗犬女王
1: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敗犬女王
4:00 亞洲星劇場 -

金秀賢：來自星星的你
5:15 真愛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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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今日說法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朝聞天下
8:30 生活早參考
9:01 人與自然
9:28 精彩一刻
9:40 電視劇 馬向陽下鄉記
10:26 電視劇 馬向陽下鄉記
11:12 電視劇 馬向陽下鄉記
12:00 新聞30分
12:31 今日說法
1:00 電視劇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1:46 電視劇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2:32 電視劇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3:18 電視劇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4:06 動物世界
4:36 生活提示
4:42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1 天氣預報
7:36 公益宣傳短片
7:38 焦點訪談
7:54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於無聲處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於無聲處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2 粵語劇場 施琅大將軍
11:18 粵語劇場 施琅大將軍
12:06 動物世界
12:38 電視劇 加油媽媽
1:23 電視劇 加油媽媽
2:08 國際藝苑
2:58 請您欣賞
3:00 電視劇 李小龍傳奇
3:46 電視劇 李小龍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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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中國新聞
9:00 天涯共此時
9:45 天天飲食
9:55 中文國際
10:00 中國新聞
10:12 雙語劇場 野鴨子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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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天天飲食
2:22 中文國際
2:27 電視劇 一代梟雄
4:00 中國新聞
4:15 電視劇 一代梟雄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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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薈萃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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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華人資訊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遠方的家
12:15 中國文藝
12:45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0 天天飲食
1:20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3:15 中華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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