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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新一屆香港小姐昨日進行第二

輪面試，40位面試者從134位參加者中脫穎而出，爭逐最後16

個入圍名額，其中被網民力捧的十優高才生麥明詩

（Louisa）、「谷胸心悠」Celine ，「翻版朱晨麗」Kristi與

「弗版楊洛婷」Mandy等悉數入圍，而疑似整容的「G奶官恩

娜」Judy及鼻樑筆直的Lesley也晉身第二輪面試。

麥明詩自報名參選後，雄厚的背
景旋即被起底，昨日見她狀態

稍有回落，她直言有少少壓力，但
仍掛上甜美笑容，入圍港姐次輪面
試的機會高唱入雲。「谷胸心悠」
Celine一反常態穿得密實到來，離奇
地於面試完畢不久後，在社交網站
表示因私人原因退出比賽，箇中原
因耐人尋味。常上載泳衣照的「弗
版楊洛婷」Mandy 穿背心露小蠻
腰，展示另類性感。首輪面試有不
少「極品」佳麗令人口瞪目呆，昨
日見大會已篩走不少出局，但疑似
整容的「G奶官恩娜」Judy、鼻樑筆
直的Lesley、突出肚腩的Britney與有
Barbie公仔樣子的Ashley仍晉身複
試。

余詠珊讚佳麗身材歷年最好
大會統籌余詠珊透露今年港姐會

由16位佳麗競逐，決賽前會先舉行
一次淘汰賽，希望以新形式來代替
過往的準決賽，但方式仍在構思
中。她表示昨日以金睛火眼挑選佳
麗，各面試者都要穿泳衣及便服見
評判，又大讚今年面試者身材厲
害，直言是歷年最好的一屆，她
說：「有4、5位佳麗身材好好，可
能今年是(佳麗)最好身材的一年，當

然如果(被選)入圍後我們會檢查她們
有否造假。」
提到大熱人選的「十優狀元」麥

明詩是否篤定入圍，余詠珊說：
「她對答好得體，但現在才剛開
始，不要給壓力所謂的熱門人選，
因為對她們不是好事，比賽是很長
遠，要鬥耐力、體力和意志力。」

■■

這
位
佳
麗
穿
上
有
透
視

這
位
佳
麗
穿
上
有
透
視

感
覺
的
短
裙
望
突
圍

感
覺
的
短
裙
望
突
圍
。。

■■

余
詠
珊

余
詠
珊((
右右))

與
樂
易
玲
以
金
睛
火
眼
挑
選
佳
麗

與
樂
易
玲
以
金
睛
火
眼
挑
選
佳
麗
。。

翻版翻版
朱晨麗朱晨麗
■Kristi殺入
複試。

麥明詩麥明詩要減壓要減壓麥明詩麥明詩要減壓要減壓麥明詩要減壓
4040佳麗晉身港姐複試佳麗晉身港姐複試

弗版弗版
楊洛婷楊洛婷
■Mandy信心
滿滿。

十優十優
高才生高才生
■麥明詩狀態
稍有回落。

大大熱熱「「十優生十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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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6:00 星光少女．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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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屎媽媽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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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桃小丸子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Battle Spirits小霸王
5:50 財經新聞
5:55 封神榜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頭條新聞
7:30 東張西望及

揭開中醫藥新一頁
8:00 愛．回家
8:30 潮拜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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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自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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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粵語長片：「冤枉相思」

紅線女、薛覺先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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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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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奇妙小海灣
4:30 愛心熊寶寶
5:00 天煞撞正怪怪獸
5:25 笑笑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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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爾夫球雜誌
7:00 主播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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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遊未盡
9:00 財經雜誌及話說當年
9:30 災難警號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賈神探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周五影院: 華爾街金融大鱷
2:35 災難警號
3:30 財經雜誌
3:55 意遊未盡
4:45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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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蕩寇誌
7:30 安樂茶飯
8:30 環遊世界
8:45 ATV亞洲小姐競選25th

亞姐百人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諸葛亮
12:15 佔儘先機
12:20 馬上全接觸及當年今日
12:30 區瑞強擁抱大自然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1:45 廟街豪情
2:30 天南地北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代代平安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勁爆倉鼠樂隊
5:00 Thomas & Friends

湯馬仕小火車
5:30 ATV粵曲會知音 :

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0 經濟快訊及體育快訊
6:30 天氣報告
6:35 方草尋源IV
7:00 老米家的婚事
7:30 天南地北
8:00 天上花園
9:00 木府風雲
10:00 區瑞強擁抱大自然
10:25 當年今日 /

復興新生系列 - 世說論語
10:30 夜間新聞 / 馬上全接觸
11:00 把酒當歌
11:35 環遊世界
11:50 早着先機
1:30 老米家的婚事
2:00 把酒當歌
2:30 街市忍者
3:30 樓下伊人
4:30 大都會鄉里

6:00 Music 120
7:00 尋找他鄉的故事
7:30 文化報道
8:00 悠遊亞洲
9:00 動物通通識
9:30 文化奇遇記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綜合新聞
11:30 對話
12:00 悠遊亞洲
1:0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致命動物大搜查
4:30 搖滾寶寶
5:00 歷史知多D
5:30 知識小百科
6:00 文化報道
6:30 東方
7:00 脈搏
7:30 新聞/天氣報告/財經匯報
7:50 漫遊嶺南綠道
8:00 時事內幕追擊
8:30 山花醉
10:00 澳門 澳門
11:05 夜間新聞
11:20 廣東黃金海岸遊
11:50 嶺南尋根之旅
12:20 文化報道
12:50 方草尋源 IV
1:50 香港人在故鄉 II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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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 地球宣言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10:55 娛樂快報
11:00 完全時尚手冊
11:25 健康新概念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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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35 騰飛中國
1:40 鳳凰焦點關注
2:00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2:55 娛樂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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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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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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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7: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4: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5:10 無綫網絡電視精
5:15 真愛找麻煩
6: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7: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4: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5:15 真愛找麻煩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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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地刀鋒
10:26 電視劇 絕地刀鋒
11:12 電視劇 絕地刀鋒
12:00 新聞30分
12:31 今日說法
1:00 電視劇 新洛神
1:46 電視劇 新洛神
2:32 電視劇 新洛神
3:18 電視劇 新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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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 焦點訪談
7:55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怒放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怒放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2 粵語劇場 闖關東
11:18 粵語劇場 闖關東
12:05 動物世界
12:35 電視劇 鋼的琴
1:21 電視劇 鋼的琴
2:07 正大綜藝
2:57 請您欣賞
3:00 電視劇 徐悲鴻
3:46 電視劇 金枝玉葉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8:00 中國新聞
9:00 天天飲食
9:10 中文國際
9:15 雙語劇場 我在北京，挺好的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雙語劇場 我在北京，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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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天天飲食
2:20 中文國際
2:23 雙語劇場 井岡山
3:04 雙語劇場 井岡山
3:46 中文國際
3:47 雙語劇場 井岡山
4:31 雙語劇場 井岡山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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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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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