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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 / 電視節目表
星期 一

翡翠台

06:00 香港早晨及交通消息
08:10 香港早晨 / 瞬間看地球
09:00 交易現場
09:30 深港滬通
09:45 超級勁歌推介
0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30
10:30 街坊廚神舌戰新台韓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陪著你走 #7
下午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01:00 午間新聞 / 瞬間看地球
01:20 左右紅藍綠
01:25 都市閒情 / 宣傳易
02:15 今日 VIP
0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02:45 掌上明珠 #27
0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04:15 光之美少女 : 美樂天使
04:45 花生動畫
04:50 Think Big 天地
05:20 忍者小靈精
05:50 財經新聞
06:00 鏗鏘集及新聞檔案
0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06:55 天氣報告
07:0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31
07:30 東張西望
0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110
08:30 超時空男臣 #6
09:30 賭城群英會 #26
10:30 阿爺廚房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 瞬間看地球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天地豪情 #18
凌晨

12:55 宣傳易
01:00 皆大歡喜 #298
01:35 宣傳易
01:40 今日 VIP
02:05 東張西望
02:35 無間音樂
03:35 陪著你走 #7
04:30 現代塵世美
明珠台
明珠台

06:00 金融概要
07:00 平約瑟牧師
07:30 NBC 世界新聞
0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09:00 奇趣英語
09:25 小蟲蟲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及金融行情
下午

12:00 CGTN 環球瞭望
01:00 金融行情
02:00 交易現場及金融行情
03:55 交易現場
04:00 芝麻街
04:30 童話救兵
05:00 動物地圖集
05:30 深海探險隊
06:00 財經消息
06:05 腦力大作戰
06:35 港生活．港享受
07:00 笑笑小電影
07:25 話說當年

0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07: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08:00 明珠檔案
08:30 Rick Stein 週末美食遊
09:30 話說當年
09:35 男子漢大丈夫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魔鬼神探 #3
11:40 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
凌晨

12:00 瞬間看地球
12:05 神盾局特工 #3
01:00 血變 #10
01:50 音樂熱點
02:00 男子漢大丈夫
02:55 Rick Stein 週末美食遊
03:50 明珠檔案
0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0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05:30 中國新聞
06:30 香港故事
07:00 海底漫遊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獨立好戲
10:00 大醫之道
10:3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11:30 有能者．聘之
下午

12:00 零距離科學 3
01:00 五夜講場 - 是男非男
02:00 家多一點點
03: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04:00 漫遊百科
05:00 來自火星的男人
05:25 左右紅藍綠
05:30 文化長河 - 古都行
06:00 18廿二大放送
06:30 青春學堂
07:00 Harry 哥哥好鄰居
07:15 Design 吖 2
07:31 Pop Up! 大冒險
07:43 莎拉與小 Duck Duck
07:52 大頭妹與乜東東
08:00 總有出頭天
08:30 鏗鏘集
09:00 大都會
09:30 好好過日子
10:00 香港有你
10:30 新聞天地
11:00 五夜講場 - 哲學有偈傾
凌晨

12:00 大都會
12:30 好好過日子
01:00 警訊
01:05 好戲在後頭
06:00 朝聞天下
08:30 生活圈
09:15 人與自然
09:42 抉擇

下午

12:00 新聞30分
12:32 今日說法
01:00 想明白了再結婚
04:12 動物世界
04:42 第一動畫樂園
07:00 新聞聯播
07:31 天氣預報
08:00 專題節目
08:45 我的1997
09:32 焦點訪談
10:00 晚間新聞

10:31 神探狄仁傑

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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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0 歐洲國家盃女子足球賽
04:45 玩盡日本3000Yen
05:00 娛樂新聞
05:30 同伊 第71集

凌晨

12:07 中華民族
12:38 人口
01:00 女人的天空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輝煌或瘋狂
11:00 智富通

有線電影1台

07:20 不二神探
09:20 大佬愛美麗
11:25 復仇
下午

12:00 午間新聞
12:20 風行全世界
12:55 智富通
01:30 回答吧！ 1988
03:00 智富通
04:00 神魄
04:30 小馬寶莉 6
05:00 超能旺達
05:30 快樂童盟
06:00 6點新聞報道
06:30 申訴 II
07:00 輝煌或瘋狂
07:50 體育係 ...300
08:00 8點新聞報道
08:30 購物王路易
09:30 瑪嘉烈與大衛系列 : 前度
10:00 攝。太帥
10:30 約咗傅家俊
11:00 十五分鐘熱度
11:15 Girls'Talk - 扮靚錦囊
11:30 晚吹 - 捲上你的床

凌晨

12:40 驚奇壞行為
01:40 驚險大挑戰 （第二十六季）
02:30 叛諜黑名單（第三季）
03:20 H50型警 ( 第六季 )
04:15 千古掘密
05:05 沉默的羔羊前傳（第三季）

凌晨

12:25 狄仁傑之神都龍王
03:10 談談情說說性
05:00 競雄女俠 秋瑾
有線電影2台

06:25 我愛法拉利
08:15 阿郎的故事
10:15 重金屬 [ES]
11:55 7天愛上你

J2

下午

01:55 英雄本色
03:50 廣東五虎之鐵拳無敵孫中山
05:35 畫皮之陰陽法王
07:30 君子好逑
09:25 福星高照
11:20 等待黎明
凌晨

01:25 俠聖
03:15 一路有你
05:30 神探磨轆

凌晨

12:00 深宵新聞
12:30 音樂密密報
12:35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R
01:05 東京 ? 種
01:30 購物王路易
02:30 晚吹 - 捲上你的床
03:00 回答吧！ 1988
04:30 輝煌或瘋狂
05:30 耆菜

有線電視第1台

06:00 有線新聞
07:00 Cable 早晨
09:00 有線新聞
09:30 金融時段

奇妙電視

06:00 創富早餐
0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下午

01:40 千杯不醉
03:45 無間道
05:50 讓子彈飛
08:30 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
10:30 夏日的麼麼茶

下午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熱點韓國
01:00 開市埋位
02:00 交易所直播室
02:45 外匯先機
03:00 財經即時睇
03:30 商品有價
04:00 交易所直播室
05:00 大行報告
05:30 積木戰士
06:00 Hello Kitty 繽紛樂園
06:30 港味傳奇
07:00 同伊 第71集
07:30 新聞最前線
08:00 玩盡日本3000Yen
08:30 我的金雨 第16集
09:30 鬼怪 - 孤單又燦爛的神 第24集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30 娛樂新聞
凌晨

12:00 吾男吾女
12:30 消失中的味道
01:00 喜出望外
01:30 鬼怪 - 孤單又燦爛的神 第24集
02:30 娛樂新聞

12:00 有線新聞
01:00 金融時段
03:00 有線新聞
03:30 金融時段
04:00 交易所直播室
05:00 大行報告
05:30 商品有價
06:00 有線新聞
07:00 娛樂新聞
07:30 新聞最前線
08:00 八點有線財經
08:30 最瀛大放送
09:30 有線中國組
10:00 十點有線財經
10:30 命運在我手
11:30 大地任我行

下午

12:25 心理追兇：疑犯動機
01:20 驚奇壞行為
01:50 H50型警 ( 第六季 )
02:45 叛諜黑名單（第三季）
03:35 臥底潛行（第二季）
04:25 CYRIL: 就是魔術
05:25 驚險大挑戰 （第二十六季）
06:20 機械人戰鬥聯賽
07:15 心理追兇：疑犯動機
08:10 DESPICABLE ME
10:10 童年末日
11:45 海狼特警 : 洛杉磯篇 ( 第七季 )

下午

06:00 不要戀愛要結婚 #14
07:00 幸福的麵條 #35
08:00 繼承者們 #16
09:00 冲遊泰國
09:30 Busking 不停音樂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無綫經典台

12:00 浮士德的微笑 #20
01:00 嫉妒的化身 #19
02:00 不要戀愛要結婚 #14
03:00 幸福的麵條 #35
04:00 超級勁歌推介
04:05 愛玩客：詹詹自喜遊
05:00 孖兄弟．去旅行
05:30 安樂蝸
06:00 世界正美麗
07:00 浮士德的微笑 #21
08:00 娛樂新聞報道
08:30 世界第一等
09:35 搵食飯團
10:05 繼承者們 #16
11:05 嫉妒的化身 #20
凌晨

精選亞洲劇台
12:00 有愛一家人 #29
01:00 蘭陵王 #33
02:00 大紅帽與小野狼 #28
03:00 有愛一家人 #29
04:00 蘭陵王 #33
05:00 大紅帽與小野狼 #28
06:00 有愛一家人 #29
07:00 蘭陵王 #33
08:00 大紅帽與小野狼 #28
09:00 有愛一家人 #29
10:00 蘭陵王 #33
11:00 大紅帽與小野狼 #28
12:00 有愛一家人 #29

J5

12:00 午夜最前線
12:30 娛樂新聞
01:00 大無謂
03:00 大地任我行
03:30 有線新聞
04:00 恩雨之聲
04:30 一筆走天下2
05:00 有線新聞

AXN

06:00 沉默的羔羊前傳（第三季）
06:50 H50型警 ( 第六季 )
07:45 特務 A ( 第一季 )
08:40 臥底潛行（第二季）
09:35 叛諜黑名單（第三季）
10:30 爆笑小電影
11:30 驚險大挑戰 （第二十六季）

凌晨

12:00 FINA 世界游泳錦標賽2017
01:00 樓市點睇
01:30 越睇越健康
02:30 明日居
03:00 古今天外 III
04:00 樓市點睇
04:30 發現東南亞
05:30 明日居
12:00 雙星報喜
12:30 卡拉屋企 #10
01:00 暑假玩到盡 #7
01:45 城市故事 #85
02:05 城市故事 #86
02:30 無綫大寶藏
02:45 懷念歐陽佩珊 : 發現灣 #7
03:30 流金歲月 #6
04:20 流金歲月 #7
05:15 Yummy Yummy#25
06:15 無綫大寶藏
06:30 雙星報喜
07:00 卡拉屋企 #10
07:30 暑假玩到盡 #7
08:15 城市故事 #85
08:35 城市故事 #86
09:00 無綫大寶藏
09:15 懷念歐陽佩珊 : 發現灣 #7
10:00 雙星報喜
10:30 尋秦記 #39
11:20 尋秦記 #40
12:15 無綫大寶藏

下午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超少年密碼 #6
12:55 女醫神 Doctor X 3#6
01:55 搵食飯團
02:25 搜搜首爾
02:35 嫉妒的化身 #20
03:30 愛玩客：詹詹自喜遊
04:30 孖兄弟．去旅行
05:00 安樂蝸
05:30 JoJo 的奇妙冒險
凌晨

01:00 智富360
01:25 交易現場及瞬間看地球
01:30 智富360
03:10 交易現場及瞬間看地球
03:15 智富360
04:00 收市大檢閱
05:00 無綫財經新聞
05:15 財經熱話
05:30 普通話新聞報道
05:55 普通話天氣報告
06:00 發現東南亞
07:00 收市大檢閱
08:00 無綫財經新聞
08:15 智富錦囊
08:30 越睇越健康
09:30 樓市點睇及瞬間看地球
10:00 十點無綫財經
11:00 古今天外 III

06:00 黑客？創客！
07:00 古今天外 III
08:00 職場制勝
08:30 環球財經消息
09:00 智富360
09:20 窩輪追中
09:30 智富360
09:45 法證攻防
09:50 智富360
10:05 交易現場及瞬間看地球
10:10 通悉牛熊
10:20 智富360
10:35 牛熊薈瑞
10:45 智富360

綜藝台
01:30 看見你的聲音
02:45 Let 美人 III
05:15 看見你的聲音
06:30 Let 美人 III
09:00 看見你的聲音
10:15 Let 美人 III
12:45 看見你的聲音

下午

12:00 早市戰報
12:15 職場制勝
12:45 午市進擊

電 影 推 介
I

喵星人

容易受傷的男人

故事簡介

導演：陳木勝
演員：古天樂、馬麗、劉楚恬、黃星羱、衛詩
雅、阮兆祥、蘇志威、蔡一傑、蔡一智、盧
海鵬、艾倫、蝦頭
片長：1小時40分

導演：伊帝薩
演員：桑尼舒雲門塔諾、琳瑪希咸蘇娃娜、馬莉比蓮娜
片長：2小時8分

故事簡介

在遙遠的宇宙角落，有一個喵星存在，當中
住有比地球人具更高文明的喵星人。數千年前，喵
大王已不斷派喵使者到地球打探，希望為侵佔行
動做準備，可惜多年來派出的使者都一去無回
頭，計劃被逼擱置……
時至今日，喵大王決定重啟侵略大計，並揀
選了全喵星最驍勇善戰的勇士西米魯，到地球作
先頭部隊，可惜行程中遺失了能抵抗地球粒子的
喵星神器，導致神力盡失，鋼條身形的西米魯淪
為大肥貓身犀犀利，更在誤打誤撞間獲吳守龍（古
天樂飾）、吳太周麗珠（馬麗飾）、大仔吳優才（黃
星羱飾）及細女吳優優（劉楚恬飾）一家收養為寵
物。犀犀利唯有委屈藏身吳宅，待尋回喵星神器
後再啟動侵略！要侵略地球就要從破壞這個家庭
開始，可是相處期間，一家人對犀犀利的真誠與
愛，逐漸令犀犀利的戰意消磨掉。一天，喵星神
器終於尋回，到底此刻，侵略地球大計會否依計
行事？犀犀利又會否對吳家下毒手？

鄧寇克大行動

II B

編寫美好時光

II

二戰期間，倫
敦飽受納粹德國
的大轟炸摧殘，為
了激勵士氣並鼓
吹 美 國 參 戰， 本
是秘書的嘉特蓮
(珍瑪雅德頓 飾)
被徵召為一部政
治宣傳電影編寫
能打動女性的劇
本。 身 為 女 編
劇， 嘉 特 蓮 要 面
對職場上的男女
角力；而身為有夫之婦，她更要抑制與編劇拍
檔湯 ( 森加芬 飾 ) 之間暗生的情愫，寄情電影
製作……在戰火紛飛蔓延時，電影給予嘉特
蓮無比力量，在夢工場中尋覓真我與真愛。

乾杯！日本清酒最高

I

導演：小西未
演員：Philip Harper、John Gauntner
片長：1小時35分

故事簡介

故事簡介

故事簡介
0724B04_FP.indd 1

將愛情看得比事業還
重的網球王子阿當因為失
戀，傷心到離開球場，但
在遇上已經「死去」的童
年友好阿露後，重新振作
的故事。因失戀而痛哭非
女人專利，男人失戀一樣
可以痛到生不如死！

導演：朗舒菲
演員：珍瑪雅德頓、森加芬、標尼菲、積赫斯
頓、積蘭斯、海倫麥歌莉
片長：1小時57分

導演：基斯杜化路蘭
演員：Fionn Whitehead、Tom Glynn-Carney、Jack Lowden、湯赫迪
片長：1小時47分
電影以數千英國及法國聯
軍士兵被敵軍包圍揭開序幕。
聯軍被圍堵於海灘，前無去路
的他們，面對着波濤洶湧的大
海，在敵軍步步進逼下，面臨
嚴峻的形勢。

IIＡ

一天辛勞過後，最幸福莫過於跟三五知己
小酌一杯、風花雪月。南部美人、玉川、十四
代，這些頂級清酒名字，酒痴絕對不會陌生，不
過釀酒背後你又知幾多？一瓶上好清酒的誕生，全
靠飽經歷練、技藝超卓的職人「杜氏」用心釀
造，但洋酒盛行令清酒業低迷，有酒廠老闆破
釜沉舟，史無前例邀請英國人作杜氏，大膽革
新刺激銷量，然而當酒廠重上軌道，卻不幸遇
上日本 311大地震痛擊，眾人痛定思痛，堅持
釀酒，懷着對清酒的敬意與熱愛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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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位的她》收視創新高

韓國第一大美人

夥拍

金喜善
金宣兒鬥戲
韓國第一大美人金喜善夥拍《我係

由金三珣》金宣兒主演的《有品位的

她》，是一部諷刺性的幽默喜劇。由《我
的名字叫金三順》、《Madame Antoine》
導演金允哲執導，《親愛的恩東啊》、《大
力女子都奉順》編劇白美瓊執筆。除了金
喜善、金宣兒外，尚有鄭尚勳、李己雨、金
容建等演出。
撰文 : Katie Wong

收視有望超越《大力女子都奉順》
全劇 16 集，至今在當地播映了一半，金喜
善 和 金 宣 兒 均 是 實 力 派， 這 對 前 所 未 有 的 組
合，為觀眾帶來怎樣的看點，劇迷追捧。金喜
善扮演豪門媳婦、美貌的家庭主婦禹雅珍，穿
衣打扮高調奢華，皮草傍身，品味獨特；金宣兒
飾演忠清道出身的神秘療養師朴福
子， 她 衣 着 朴 實， 是 知 識 淵
博、 頗 有 城 府 的 神 秘 女
人，最大的野心是擠進
上流社會。兩人截然
不同的造型暗示了
兩人不同的階級
地位。
在 第 一 集
中， 飾 演 女 主
角禹雅珍的金
喜善從年輕空
姐變身富豪少奶
奶後，過着韓國
江南區年輕貴婦
的生活，這集必看
是金喜善的穿衣配
搭。 例 如 她 跟 朋 友 下
午 茶 時， 所 穿 的 DOLCE
& GABBANA 的蕾絲洋裝，很
華麗：而 D&G 的蕾絲洋裝，也
是 凱 特 王 妃 的 最 愛 之 一。

她替人算塔羅牌問感情時，穿着 GIAMBATTISTA
的洋裝，這款也是 Gigi Hadid 行騷時的姊妹款！
截至周六（22 日），據尼爾森韓國的收視率
調查結果，周五晚播出的 JTBC 金土劇《有品位
的她》的第 11 集收視率為 8.476%，比上一集的
收視率 6.899 % 上升了 1.577%。 此前，由朴寶
英、朴炯植、金志洙等主演的《大力女子都奉順》
曾經創下 JTBC 電視劇歷史最高收視，創紀錄的
第 10 集的收視率為 9.668%。與此相比，播出後
收視率一路上升的《有品位的她》，能否改寫紀
錄，受到了觀眾們的矚目。

笑稱身邊人出軌 與小三都要死
《有品位的她》的前一部作品《MAN
X MAN》首播收視率為4.055%，劇
終 的 收 視 率 為 4.022%。 相 比
之 下，《有 品 位 的 她》首 播
當 時 的 收 視 率 只 有
2.044%， 未 達 到 預 期
成 績。 因 同 時 段 播 出
節 目 中 有 MBC 綜 藝
節 目《 我 獨 自 生
活 》、Mnet《Show
Me The Money6》
等人氣節目，《有品
位的她》的收視率能
突 破 8% 其 實 已 屬 不
易。
金喜善日前出席
《有品位的她》記者訪談
會時表示：「劇中江南女性
發 生 的 事，並 不 只 在 江 南 發
生。周圍的人、我們家旁邊、親
戚 等， 凡 是 跟 我 們 有 關 係 的
人，都可能發生這種事情，所
以先引起共鳴。」金喜善於
2007 跟 企 業 家 朴 駐 英 結
婚， 二 人 育 有 一 女， 她
說， 如 果 現 實 中 佢 都 遇 上
老公出軌的話，她笑說：
「出
軌的丈夫跟小三都會死，我
又不是佛祖同耶穌。」

《有品位的她》

《有品位的她》在收費台 JTBC 上月開播以
來，收視節節上升。該劇講述過着榮華富貴的
的清潭洞豪門媳婦，在婆家家道中落、復遭丈
夫背叛跌至谷底後的故事。《有品味的她》特別
之處是採用「先拍後播」的機制，有別於過往韓
劇的「邊拍邊播」做法。

■金喜善（左）
與金宣兒（右）
合作，精采是在
預期之內。

簡介

劇名：有品位的她
導演：金允哲
編劇：白美瓊
主演：金喜善、金宣兒、
鄭尚勳、李己雨
首播：JTBC 2017年6月16日
集數：16

【 人物介紹 】
禹雅珍（金喜善飾）
擁有出色美貌與身
材 的 前 空 服 員，28 歲
與丈夫結婚後，便以全
職家庭主婦的身分生
活。在家道中落，丈夫
也離去後，她的品味開
始受創。

朴福子（金宣兒飾）
是個能完美切換流
利的忠清道方言與標準
語，已經為進入上流社
會做足萬全準備，是無
法以單一特色定論的立
體角色，電視劇也將由
朴福子的敘述展開。

安在錫（鄭尚勳飾）
擁有善良好看的外
表與身材，看起來像是
完美丈夫。但事實上卻
是非常花心的人。與女
兒的美術老師陷入熱
戀， 甚 至 為 對 方 買 房
子，令妻子相當傷心。

姜奇浩（李己雨飾）

■韓劇《有品
位的她》於上
月 16 日 開 播
以 來， 收 視
節節上升，料
下月中播完。

因車禍成為植物
人，卻奇蹟似地存活下
來，並在努力進行刻苦
的復健運動後，成功變
身 為 律 師。 他 屢 創 奇
蹟， 把 沒 有 先 例 的 案
件，在一審敗訴時提出
上訴，二審敗訴時也持
續上訴，最後能在最高
法院判決中，獲得意外
勝訴。
編輯：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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