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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藍修讀演藝學院時才拍
■
攝教育電視，圖為其古裝扮相。

林一峰
■
中文科。

唐寧小時候唯一拍過的教育電視是
■
﹁小三除數 ﹂
。

歲時第一次穿古裝服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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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看

教香港廣播九十年，香港電台特別製
育電視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適逢

作的節目《我們都是的 ETV 長大的》明晚
起逢星期日晚上播出，教育電視（ETV）
的經典畫面將重現眼前，曾經拍攝（教育
電視）的演員將分享昔日幕後點滴。首集
「數學科」將由「凍齡」藝人王祖藍、唐
寧和林一峰大爆料，分享少時拍 ETV 的秘
本報娛樂組報道
密。
教 育 電 視 Education Television（ 簡 稱
ETV）於1971年首播，1976年香港電台參與
製作，至今近42年歷史。ETV 目的是提供視
聽並重的教育模式，增添學習嘅樂趣。時代
變遷，教育電視的角色也有所改變。重溫
EYT 的經典片段，如同讓觀眾懷緬學生時代。

孖辮唐寧唯一參演 教小三除數
在明晚播出的《我們都是的 ETV 長大的》
節目中，主持鍾健威問到各人如何「入行」
拍 ETV，唐寧坦言，當年做童星已拍戲，剛
巧有機會被邀請拍 ETV ，就試了。她仍記得
那次拍攝內容是關於小三除數，亦是她唯
一拍過的 ETV 。然而，重溫舊 ETV 片段，她
笑說：
「好似望住自己個仔，多了兩條孖辮。」
唐寧說，拍 ETV 感到大壓力，因與拍電視劇
的 感 覺 很 不 同， 不 但 要 準 確 講 出 學 術 對
白，又要兼顧演戲，讓她拍攝時不期然緊
張起來。

中文科節目 10歲林一峰穿古裝
林一峰則依稀記得小學時曾參與港台廣
播劇、校際朗誦節，巧合下成了教育電視小

唐寧 林一峰憶童年
拍教育電視難過做戲

演員，10歲時第一次穿古裝服拍攝中文科。
一峰說，自己曾經很擔心在學校看 ETV 時見
到自己，不願意聽到自己的聲音。不過，他
笑說，自己小時靠 ETV 的演出費幫補交書簿
費，感覺自豪。
相比唐寧和一峰，王祖藍讀演藝學院時
才參與 ETV，笑說自己在他們面前只是「後
輩」。他回憶以前教官（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
會到學校選角，而且當時兼職電台的幕後
工作，故出演 ETV 前曾為不少學科配上旁白。

聲演不露面 王祖藍讀演藝初拍
事隔廿多年，王祖藍雖然記不起自己曾
出演多套 ETV 節目，卻記得當年拍攝的情景。
他表示，ETV 十分講求咬字清晰，拍攝現場
更有教官為演員「執對白」，做戲時不可以
胡亂加助語詞，不過這的確是一個好的學
習過程。
節目名稱：《我們都是看 ETV 長大的》
播映日期：第一集，明天（ 5 月 27 日，星期日）
播映時間：晚上7時30分
播映頻道：港台電視 31及 31A 播出
■王祖藍、唐寧、林一峰在明晚播出的《我們都是的 ETV 長大的》分享拍攝花絮。

政府嘉許貢獻

黎耀祥輸了給細菌大王
王祖藍較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演出以
■
性教育為題材的︽青春心曲︾
，很 有 少 男 懷
春的感覺。

ETV 御用演員曾健明

香港電台為了增加與觀眾，早前在社交媒體
舉行投票活動，五大投選項目及結果順利產生。

【ETV 一哥/一姐】：
王祖藍
ETV 是不少藝人初試啼聲、學習演戲的台階。
候 選 名 單 中， 王 祖 藍 以 大 比 數 遠 勝 楊 思
琦、GEM、黃美棋、連詩雅、林一峰，獲選為「ETV
一哥」。王祖藍在演藝學院讀書時曾參與多套 ETV
製作，形象多變，較令人深刻是以性教育為題材
的《青春心曲》。

【而我不可能不知道的角色】：
細菌大王

■曾健明飾演爸爸角色，圖是 ETV《一變百業通》。

90年代小三常識科《病魔的毒計》以活潑的
表達方式，向學生講解各種細菌傳播的途徑。當
中的「細菌家族」以紙黏土及鐵枝製成，以每秒
12格「定格動畫」拍攝。故事講述「細菌大王」黑
死病魔王宣布退休，霍亂菌、結核菌、傷寒菌、流
行性感冒病毒等在周年大會上互相炫耀自己的「威
水史」，最後新一屆「細菌大王」由害人無數的甲
■「ETV 表哥」黎耀祥則以些微
型肝炎菌當選。另外，「ETV 表哥」黎耀祥則以些
■細菌大王奪「而我不可能不 之差成為「而我不可能不知道
微之差成為「而我不可能不知道的角色」第2位。 知道的角色」。
的角色」第2位。

【最耐人尋味的橋段】：
傻校長教食橙皮

■曾健明在教育電視中甚少演壞人的角
色，只有個別一次飾演疆屍，跟小朋友對 ■曾健明飾演醫生似模似樣，圖是ETV《分
抗毀滅地球。
秒必爭》鏡頭。

《我們都是看 ETV 長大的》另一個環節「ETV 紅人館」，首集將介紹「御用演員」
曾健明，他在 ETV 中常演父親、老師、醫生等角色，演出之多連前教育署署長
余黎青萍在教育署25周年時頒發「熱心教育獎」給他，嘉許其一直為教育電視的
付出。
麗的電視藝員訓練班出身的曾健明曾為多個港台節目演出，沒想到接受 ETV
導演的邀請後，竟然一拍即合，既能如背書般記下大堆資訊性對白，又能配合
演戲，自此在 ETV 演出不斷。
他憶述曾有一次與鄰居小朋友碰
上，對方不但認出他是教育電視裏的
醫生叔叔，因為他在節目中向同學講
解青春期的衞生，小孩欲向他請教青
春期問題，嚇得他紅着臉連忙澄清，請
她回學校求問老師。
■「ETV 紅人館」介紹「御用演
員」曾健明，他對教育電視的
貢獻，連政府都要嘉許。

千禧年代的小六中文科《大勇的故事》，以小
說作家大勇回憶童年遇上傻校長的一段故事，教
授閱讀小說的技巧。故事講述新任校長（丁家湘飾）
總是笑臉迎人，從不責備學生，大勇暗暗稱他為
「傻校長」。有一次郊遊，同學們沒帶水，傻校長
教大家食橙皮解渴。橙皮苦澀的味道令口腔分泌 ■傻校長教食橙皮解渴，大 ■《東南西北》中的渡海泳是以虛
勇自此愛上吃橙皮。
擬、誇張的布置闡述學科內容。
更多唾液，令大勇自此愛上吃橙皮。

【最 ETV 的場景】：
《東南西北》中的渡海泳
為了更有效地帶出教學重點，不少 ETV 會以
虛擬、誇張的布置闡述學科內容，例如分數王
國、消化系統工廠等，其中渡海泳手迷失「海中」
一幕，最令網民印象深刻。小四常識科《東南西北》
其中一幕場景的布置十分簡單：一塊藍布、一張
地圖及一塊方向膠片，隨着兩個迷失方向的渡海 ■圖是明明白白學數學的分鏡圖。
泳手的對話，說明學習方向的重要性。

【點都會跟住唱片頭曲】
明明白白計數學
「一理通百理明 明白了計算可變簡單 從一到
千百萬全力探究不要偷懶」這首歌曲是小四至小
六數學科 ETV 的片頭曲，歌詞淺白易明，由音樂
人潘健康負責曲詞。

■圖是明明白白計數學的
歌詞。
■圖是「明明白白計數學」
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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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08:55 瞬間看地球
09:00 快樂長門人
09:10 開心老友記
09:40 文化新領域
10:15 小馬寶莉
10:45 旋風忍者
11:15 高達創戰潛行者
11:50 宣傳易
下午

12:00 體育世界
12:30 YAngle
01:00 午間新聞
01:10 瞬間看地球
01:15 華麗明星賽
02:20 千奇百趣特工隊
03:20 勁歌金曲
03:30 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04:30 BigBig 小明星
05:00 麵包超人
05:30 櫻桃小丸子
05:55 大自然的日常
0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06:55 天氣報告
07:00 新聞透視
07:30 輝哥為食遊
08:00 緬甸奇幻旅程
08:30 萬眾同心公益金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TVB 周刊》精明生活派廣告雜誌
凌晨

12:00 刑事偵緝檔案 III
01:05 宣傳易
01:10 皆大歡喜
01:40 宣傳易
01:50 德國盃精采戰報
02:30 竊聽風雲
05:00 樂勢力
明珠台
明珠台

06:00 金融概要
07:30 NBC 世界新聞
0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09:00 童話救兵
09:30 終極蜘蛛俠決戰六大狂魔
10:00 權能時間
11:00 港生活．港享受
11:25 明珠檔案
11:50 財經雜誌
下午

12:15 女超人 #11
01:05 女廚神法式生活
01:35 奪寶奇 Show
02:25 極地攀山王
03:20 花生動畫
03:30 恩雨之聲
04:00 小花的世界
04:30 繽紛小樂園
04:55 瘋狂問答過山車 / 孖寶闖澳洲
05:35 尋根新世代
06:05 至 Cute 動物排行榜
06:35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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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小電影
08:30 小天才大舞台 及 話說當年
09:30 周末大電影 : 哈比人：五軍之戰
凌晨

12:40 晚間新聞

12:55 瞬間看地球
01:00 賽馬預測
02:30 兩個轆遊東瀛
03:30 小天才大舞台
04:20 笑笑小電影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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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故事 II
07:00 光影我城 II
08:05 星期六問責
09:00 得意隊長
09:09 精靈雙妹嘜
09:17 莎拉與小 duck duck 2
09:35 月兒與地球兒
09:48 小寶愛漫遊
10:00 金錢國度 3
11:00 零距離科學 3
下午

12:00 識多一點點
12:30 非常宅
01:00 金曲40- 大講堂 足本
02:30 12音樂門．逃
03:30 8花齊放
04:00 小伙子大本營
05:00 自在8點半
06:00 脈搏
06:30 藝坊
07:00 07:00新聞簡報
07:05 鏗鏘40年：得獎作品精選
07:30 香港有你
08:00 彩虹交匯處
08:30 沒有牆的世界3
09:00 香港故事 - 你想．香港
09:30 我的家庭醫生 III
10:00 我家在香港 II
10:30 新聞天地
10:55 Bank 友講呢 D
11:00 演藝盛薈
凌晨

12:50 香港故事 - 你想．香港
06:00 朝聞天下
08:32 我有傳家寶
09:18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下午

12:00 新聞30分
12:32 今日說法
01:00 養父的花樣年華
04:08 動物世界
04:38 第一動畫樂園
06:08 國際藝苑
07:00 新聞聯播
07:34 天氣預報
07:36 我有傳家寶 ( 第二季 )
08:29 記住鄉愁第三季
09:15 焦點訪談
09:31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2 多少愛可以重來
凌晨

12:05 動物世界
12:37 大話紅娘

10:00 友夫日記
10:30 我們的世界盃
11:30 Interviu

下午

12:00 午間新聞
12:30 密會
02:30 恐怖醫學
03:30 本地薑 2
04:00 在他國的國粹
04:30 干物妹 R
05:00 時間飛船 ‒ 惡黨反擊
05:30 區區有樂
06:00 6點新聞報道
06:30 大鳴大放
07:00 7點新聞報道
07:30 杏林在線
07:55 全港的
08:00 View
08:30 泰國72小時
09:30 鋒味
10:30 作客新勁旅
11:15 地球友善餐廳 - 台灣走一轉
11:30 晚吹 -Close 噏
凌晨

12:00 海賊王
01:00 深宵新聞
01:30 Interviu
02: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03:00 小「煮」角
04:00 興趣大師
04:30 北海道耆聞
05:00 網絡瘋人
05:30 粵詞越愛
奇妙電視

06:00 美食法庭
07:00 祖孫玩很大
08:00 星級會客室：苗金鳳
09:00 瀛遊全世界
09:30 90後玩樂台灣
10:00 精靈寶可夢 太陽 & 月亮
10:30 空間改造王
11:30 拾回感動
下午

12:00 娛樂巴巴閉
12:30 有線新聞
01:00 帶阿 B 去旅行
02:00 快樂地球
03:00 搵錢男女
04:00 世界大發現
04:30 可愛小水滴
05:00 動物大明星 第二季
05:30 就是這 Young
06:00 阿拉伯．千年一嘆
07:00 金玉良緣
07:30 新聞最前線
07:55 奇妙一分鐘
08:00 美食大篷車
09:00 健康原因就在 X
09:55 娛樂即日鮮
10:00 天下第一 friend 2
10:25 娛樂即日鮮
10:30 小店大廚 - 台灣篇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1:55 奇妙一分鐘

04:00 美食法庭
05:00 娛樂新聞
05:15 娛樂新聞
05:30 金玉良緣

下午

有線電影1台

06:25 四月四日
08:10 愛出貓
09:55 魔幻廚房
12:05 惡人谷
02:05 葉問2
04:15 分手說愛你
06:35 鎗王之王
09:00 賭城風雲 3
11:15 激戰

下午

凌晨

01:40 仙球大戰
03:25 江湖告急
05:40 每當變幻時
有線電影2台

06:05 午夜天使
07:50 無悔行動
09:30 最後勝利
11:25 少爺威威

下午

01:20 沙灘仔與周師奶
03:10 雙城故事
05:10 南北媽打
07:00 痴情快婿
08:55 監獄風雲
10:55 皇家戰士

凌晨

12:55 等待黎明
03:00 目中無人
04:50 玫瑰玫瑰我愛你
有線電視第1台

06:00 有線新聞
10:00 最強大腦2
11:00 玩樂誌
12:00 有線新聞
12:30 娛樂新聞
01:00 神算
03:00 有線新聞
03:30 旺角黑夜
05:45 娛樂新聞
06:00 綜藝玩很大
07:00 娛樂新聞
07:30 新聞最前線
08:00 讓子彈飛
10:45 娛樂新聞
11:00 樓盤傳真

01:00 美寓之戰 - 愛設計 #9
01:55 千萬別眨眼 #21/#22
02:55 超自然檔案（第十三季） #23
03:45 臥底潛行（第三季） #2
04:35 海狼特警 - 洛杉磯篇 （第八季） #11
05:25 極限特技現場秀（第四季） #7
05:55 全英一叮 （第12季） #6
07:15 海豹特擊隊 #19
08:10 H50型警（第八季） #20
09:05 心理追兇 - 疑犯動機 #3
10:00 臥底潛行（第三季） #4
10:55 碧海情挑
凌晨

下午

12:55 臥底潛行（第三季） #4
01:45 海狼特警 - 洛杉磯篇 （第八季） #12
02:35 極限特技現場秀（第四季） #7/#8
03:35 CYRIL 魔法自由行 - 里約熱內盧之旅 #2
04:05 猛鬼電梯（第一季） #7
05:00 超自然檔案（第十三季） #23

J2

下午

01:00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02:30 歡樂頌2
04:30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06:00 歡樂頌2
08:00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09:30 歡樂頌2
11:30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精選亞洲劇台
06:00 港媳嫁到
07: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08:15 這裡發現愛
09:00 港媳嫁到
10: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11:15 這裡發現愛

下午

12:00 舞動青春
01:30 50日背遊中美
02:00 今期流行
02:30 胃食紅人
03:30 一日三餐 - 農村篇 III
04:50 藝食坊
05:00 賽馬直擊
09:00 叢林的法則
09:30 六合彩
09:35 叢林的法則
10:35 雙面醫生2
11:35 冰上溜星

下午

12:00 港媳嫁到
01: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02:15 這裡發現愛
03:00 港媳嫁到
04: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05:15 這裡發現愛
06:00 港媳嫁到
07: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08:15 這裡發現愛
09:00 港媳嫁到
10: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11:15 這裡發現愛
凌晨

12:00 港媳嫁到
01: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02:15 這裡發現愛
03:00 港媳嫁到
04:00 王朝爭霸：王的面孔
05:15 這裡發現愛

無綫經典台
06:00 好友移城
06:30 現代塵世美
07:00 我們的…戚美珍 - 笑傲江湖
08:35 我們的…戚美珍 - 富貴門
10:30 好友移城
11:00 現代塵世美
11:30 我們的…戚美珍 - 笑傲江湖
下午

01:05 我們的…戚美珍 - 富貴門
03:00 好友移城
03:30 現代塵世美
AXN
04:00 我們的…戚美珍 - 笑傲江湖
06:00 爆笑小電影 #1/#2
05:35 我們的…戚美珍 - 富貴門
07:00 CYRIL 魔法自由行 - 里約熱內盧之旅 #3 07:30 耳分高下
07:30 奇聞妙事全記錄（第二季） #4
08:30 我們的…戚美珍 - 笑傲江湖
08:20 千萬別眨眼 #21/#22
10:05 我們的…戚美珍 - 富貴門
凌晨
09:20 海豹特擊隊 #19
10:10 臥底潛行（第三季） #2
12:00 耳分高下
11:00 狂野極速 2
01:00 我們的…戚美珍 - 笑傲江湖

12:00 娛樂新聞
12:25 MV 強打
12:30 刑警7人
01:25 娛樂即日鮮
01:30 天下第一 friend 2
02:00 健康原因就在 X
03:00 快樂地球

06:00 深宅雪
06:45 愛的婦產科2
07:30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08:30 陸小鳳與花滿樓
09:15 深宅雪
10:00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11:00 歡樂頌2

01:00 歡樂頌2
02:45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04:15 歡樂頌2

凌晨

凌晨

02:35 我們的…戚美珍 - 富貴門
04:15 耳分高下
05:05 好友移城
05:30 現代塵世美

凌晨

06:00 幸福洋菓子
06:30 就是愛美麗
07:30 幻影籃球王 III
08:00 美食中國
08:30 Music Station
09:30 無敵律師
10:30 小滋女孩
11:00 Music Café

12:05 銀魂 o
12:35 胆識過人
02:15 姊姊妹妹動起來
02:35 Music Station
03:30 雙面醫生2
04:45 藝食坊
05:00 冰上溜星
05:30 銀魂 o

12:00 午夜最前線
12:30 娛樂新聞
01:00 愛玩客．小鐘自遊行
01:30 愛在森林和原野
02:30 玩樂誌
03:30 有線新聞
04:00 意麵情迷
05:00 有線新聞

凌晨

06:00 早晨新聞
08:00 北海道耆聞
08:30 變形金剛：領袖之路
09:00 見習神仙精靈
09:30 機器戰士 TOBOT 2

視節目

表

2018.05.26 星期六

電

26/5/2018 星期六

綜藝台
06:00 報告教練
07:30 自家手作
08:00 花樣青春 III‒ 非洲篇
10:00 爸爸去哪兒 V
下午

12:00 報告教練
01:30 花樣青春 III‒ 非洲篇
03:30 爸爸去哪兒 V
05:30 報告教練
07:00 花樣青春 III‒ 非洲篇
09:00 爸爸去哪兒 V
11:00 報告教練
凌晨

12:30 花樣青春 III‒ 非洲篇
02:30 爸爸去哪兒 V
04:30 報告教練

電 影 推 介
韓索羅：星球大戰外傳

直 到 一 日， 韓 索 羅 遇 到「 最 佳 拍 擋 」朱
兒，以及聲名狼藉的賭徒 Lando，經歷了
九死一生的戰役，最終更成為日後《星球
大戰》系列最不羈的英雄！

故事簡介

故事簡介

導演：朗侯活
演員：愛頓艾維列治、艾美莉克拉克、活地夏里遜、當奴高化
片長：2小時23分
登上「千歲鷹」，跟《星球大戰》系列
最型角色韓索羅，向危機四伏的銀河系進
發！一向獨來獨往的韓索羅，是宇宙有名
的走私客，每日遊走於罪惡與危險之間。

鳥獸行

II A

導演：白石和彌
演員：蒼井優、阿部貞夫、松坂桃李、竹野內豐
片長：2小時3分
改編自得獎作家沼田真帆香留同名小
說，
《凶惡》金獎級導演白石和彌赤裸探討情慾
界線，揭示人「性」弱點之作，蒼井優破格演繹
周旋於三男之間的蕩女，勇奪日本奧斯卡等五
大頒獎禮的影后寶座。電影亦囊括「日本藍絲
帶電影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十和子（蒼

反啪啪同盟

導演：福澤克雄
演員：阿部寬、松嵨菜菜子
片長：1小時59分
「這不是悲劇，這是我的人生。」加
賀恭一郎，為何會變成「新參者」？
東京都葛飾市的廉價公寓內發現一
具腐爛女屍，死者是住在滋賀縣的押谷
道子，公寓屋主越川睦夫下落不明。警
方調查後發現死者來到東京，是為了和
多年未見、現職舞台劇導演的國中同學

淺居博美（松島菜菜子 飾）見面，但二人
和越川睦夫之間卻毫無關聯，使得案情
更撲朔迷離。毫無頭緒的松宮修平（溝端
淳平 飾）向表哥加賀恭一郎（阿部寬 飾）
求助，但加賀卻在遺物中發現這宗謀殺
案竟然與自己離家出走多年的母親有
關……

故事簡介

故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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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

井優 飾）嚮往不切實際的愛情，即使有了包食
包住的陣治（阿部貞夫 飾）
，仍與拋棄她的前度
黑崎（竹野內豐 飾）藕斷絲連，同時亦搭上人
夫水島（松坂桃李 飾）
。陣治對十和子痴情得變
態，不顧一切阻撓她偷情。一天，警察上門調
查黑崎的失蹤案，十和子的生活翻起暗湧……

想更認識你

II B

導演：琦卡農
演員：莉絲里曼恩、艾奇巴倫侯斯、
莊先拿、嘉芙蓮牛頓、格登農阿德倫、
格拉爾迪維斯瓦納坦
片長：1小時42分
三 個 好 姊 妹 一 齊 長 大， 一 齊 高 中 畢
業，更約好要在畢業舞會告別處女生涯。
三位爸媽發現心肝寶貝要曳曳，今次真係
好閉翳。為保「處女」，愁爆爸媽決定聯
盟，誓要破壞囡囡好事。三人硬闖畢業派
對，卻意外鬧出笑話連篇，到底今次點收
科先可以讓囡囡完璧歸家？

故事簡介

當祈禱落幕時

II B

II A

導演：歐文兄弟
演員：丹尼斯奎爾、J.米高芬尼、麥迪蓮卡露、
卓斯艾堅士、歌蘿莉絲李芝曼
片長：1小時50分

MercyMe 樂團雙白金暢銷基督教熱播
歌 曲《I Can Only Imagine》真 人 真 事 改
編。主音 Bart Millard 人生並不順遂，母親
出走，與暴力父親唯一連繫是美式足球，卻
迎來葬送職業生涯的意外。同一時間，他
找到新的夢想，Bart 逃離父親踏上追逐音
樂夢想的旅程，和新成立的 MercyMe 樂團
成員一同四處演唱，在一名資深音樂人的
引領下，出發前往他們未曾想過的旅途。
這個故事是關於寬恕的力量，讓苦難化為
靈感，讓傷害被愛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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