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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凱琪（Fiona）為一鞋履品牌設計春夏系列，品牌昨舉行發布會。
Fiona 穿上親自設計的黃黑色花布高跟鞋，在方大同自彈自唱下壓軸登場走
騷，之後她獲品牌送贈一對閃閃生輝的 platform 鞋，大同則獲贈貴賓卡，
年期至二○九九年。Fiona 更訂造一個高跟鞋形的蛋糕送給品牌，多謝他們
的支持。

FT 偕 SHINee

唔認情侶檔

■電話：25757181
■傳真：28345104

喜愛繪畫的 Fiona 過去曾設計過服裝及袋，今次是她第一次設計鞋子
，共設計了兩款共四個顏色。她表示今次的酬金及自由度令她好滿意，且
據聞鞋子銷量不錯。那她可有分紅？她坦言沒有，因她收的是設計師酬勞
，而設計師酬勞當然比走騷為高。問 Fiona 可會轉行？她笑道： 「不行，
我要多方面發展嘛。」
對於今次與大同以 「情侶檔」亮相，是否酬勞也較高？她笑道： 「我
只是想現場有好聽的音樂才找他，不知道他收多少錢。」雖然有很多客戶
找他們一起演出，如未來二人將往澳門演出，但她覺得不能以情侶檔來形
容他們，只能稱他們為 「好友檔」。她又希望可再與品牌合作，更想設計
男裝鞋，而稍後她在紅館開騷，場外將有十多款她親自設計的 T 恤發售，
其中有些圖案更是她中學時所畫的。她開心道： 「遲些我會親自執導及剪
輯自己的 MV，好開心今年有好多機會把自己的畫畫及攝影天分發揮出來
。」問到演唱會有何嘉賓？Fiona 大賣關子道： 「暫時未可透露。（有房祖
名嗎？）不能講，但會是一個好大的驚喜。」

玩轉昂坪

韓國 KBS 電視台人氣遊戲節目《Sponge》昨到昂坪
360 取 景 ， 今 集 特 別 請 來 韓 國 流 行 搖 滾 偶 像 組 合 FT
Island 主音李弘基和崔敏煥，以及 SHINee 的主音歌手鐘
鉉和珉豪擔任嘉賓。

試揀普洱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此集以香港本土文化為題，所以攝製隊前日抵港後，
隨即往大澳拍攝，到昨日一行三十多人更浩浩蕩蕩到訪昂
坪 360，乘坐水晶車前往
昂坪市集，並在市集內
的茶館拍攝遊戲節目。
節目中，李弘基、
崔敏煥、鐘鉉及珉豪一
齊接受主持人的挑戰，
在兩款普洱茶中挑選極
品普洱。其後攝製隊於
市集繼續拍攝，吸引過
百熱情粉絲到場守候，
拍攝期間粉絲亦一直在
旁支持打氣，相當熱鬧
。回程時，四子順道欣
賞昂坪纜車附近的自然
景色，並對大嶼山的壯
麗景觀感到震撼。

嘉桓穿平底鞋旺桃花
另外，昨日到場的嘉賓包括陳嘉桓、楊愛瑾、丁子高及羽翹。陳嘉桓
表示鞋子可以穿幾季，所以她
很喜歡買鞋子，現時家中有兩
個大鞋櫃，共有過百對鞋子。
身材高挑的她再加上經常
穿高跟鞋，問嘉桓會否介
意男友比她矮？她表示男
仔不一定要高過女仔，最
重要是大家夾。尚未有男
友的嘉桓坦言，未來要穿
多些平底鞋，以免自己太
高，嚇走異性。

諸葛紫岐
為靚抗夫命

寇鴻萍擲百萬貝詩蛻變
寇鴻萍在商界長袖善舞，瓣數多多，早前她斥
資近百萬元支持愛女唐貝詩搞 「
PurrrChase 喵擊」
網站，經營網上購物生意。該網站於去年十二月九
日開業以來，反應理想，現已有七萬會員。

諸葛紫岐（Marie）、Amanda S.、汪圓圓昨日齊到中環出席一法國護
膚品牌活動。席間司儀以 「
幸福名模」來稱呼三人，逗得伊人眉開眼笑。

陪女兒傾生意

Marie 對於 「幸福名模」的稱號，承認當之無愧，她與丈夫彼此疼愛
。不過她透露，原來丈夫很在意其性感打扮。問到會否穿得密實一點
？Marie 即笑說： 「老公係有很多主意，我會尊重佢，但靚最緊要。」
她大爆丈夫其實同樣貪靚，閒時會與她搶用護膚品，還有以往他看
到鏡頭都會避開，如今反而會執到正，丈夫更笑說寫什麼不重要，最緊
要是照片拍得漂亮。Marie 最近再度成為狗仔隊的追訪目標，她直言，
知道傳媒的工作辛苦和有難處，自己都有心理準備，惟奶奶最近身體
不好，希望大家別驚動對方。Marie 說： 「我唔想佢因為有壓力而影
響身體，希望大家互相尊重。」

圓圓愛得甜
而圓圓與蔡加讚正在蜜運，她認為最重要是開心、健康和有人
疼錫，並透露於復活節假期，她跟男友去了印尼旅遊，原先她想曬
黑一點，最後卻換來被蚊叮到一身紅腫。
問二人是否預支蜜月？圓圓甜笑說： 「唔係，不過父母都好鍾意
佢。（幾時結婚？）呢啲係要經家人同意。」

圈中多校友

最近有報道指，吳彥祖獲母校美國俄勒岡大
學邀請出席講座，而與他同校的電影《桃姐》監
製 Roger，也是獲邀之列。吳彥祖指，母校今次
請了三位從事電影業的校友出席講座，除了他跟
Roger 外，尚有一位新加坡導演。
吳彥祖指圈中也有不少校友，好像林建岳、
張家振便是其師兄，當然大家是在不同年代入讀
。問他會否相約 Roger 齊返母校？他表示到時一
定見到，並坦言已有十五年沒有返學校了。據吳
彥祖所知，當年他一手創
立的武術隊，至今
仍然存在，屆
時回校，他將
有機會見到
很多當年
讀建築系
時認識的
教授及老
師。

明哥谷演唱會挑戰尺度
達明一派為紀念加入樂壇二十五年，將在本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於紅館舉行 「兜
兜轉轉演演唱唱會 2012」。日前黃耀明為演唱會拍攝一段挑戰尺度的音樂短片，當
中有纏綿擁抱及激吻鏡頭，甚至有對鏡自咀，明哥的演繹十分專業。短片中亦有食
蘋果的鏡頭，因為遷就拍攝，明哥一口氣吃掉多個蘋果，並笑言要趁阿達（劉以達）
不在吃禁果。拍攝當日，盧凱彤也有來探班，並給大家帶來美味蛋糕。

心情輕鬆
近日明哥與劉以達忙於為演唱會綵排，
但其心情好輕鬆，因為去年做過多場演出，
今次有如開派對一樣開心。他指，演唱會其
中一環節會投影一段短片，片中有兩個不同
的他，其中一個造型是長髮，一個是現在的
他。明哥笑言已很久沒有留長髮，差不多二
十二年，但他不會再留長髮，因為好煩，覺得不
舒服，今次戴假髮只是玩玩而已。
達明一派二○○四年的演
唱會，曾有不少政界人物來
捧場，今次同樣會廣發英
雄帖。明哥表示，在新歌
《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
》裡提及過的人物，都歡
迎他們來欣賞，包括候
任特首及快將卸任的曾特
首。

▶ 明哥（右）為演
唱會拍激情短片

▲明哥笑言食
「禁果
禁果」」

將於五月舉行一場音樂會的太極樂隊，其中六子包括
雷有暉（Patrick）、Joey Tang 等昨日綵排時，順道接受
亞視由黎燕珊（珊姐）主持的《Eva 會客室》節目訪問。
Joey 因塞車遲到，甫到場即向記者道歉，又笑言前一晚與
其餘五子因與黃栢高（Paco）飯局而 「飲大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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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蠱阿德

月騷絕不加場

吳彥祖投資食肆有賺

▶紫岐幸福滿瀉

太極

寇鴻萍坦言投資成本比想像中大，但看到貝詩
由平日無大目標，愛玩愛蒲的女孩，蛻變成努力工
作的 OL，心裡很安慰。她更笑言愛女現在生性懂
事，所以就算花了錢也值得。而寇鴻萍就算再忙，
也抽時間陪女兒去傾生意。另外，寇鴻萍透露已經
完成 MBA 課程，五月將行畢業禮，自己視未曾讀
大學是遺憾，如今終於有 MBA 學位了，很開心。
貝詩表示，其網站提倡百分百真貨，售賣貨品
包括食品、護膚品、美容健身器材、兒童文具等等
，並專設 「名牌喵擊」和 「明星專區」，幫助名人
、明星賣物及購物。她發現網上購物的人都喜歡新
潮物品，更要求平靚正，所以她學習怎樣去物色產
品。
她又說，媽媽不少好友都支持其網站，目前的
生意未必可以賺大錢，但形勢良好，希望運作一年
便能收支平衡。
經過一段時間工作，貝詩在媽媽身上學到做生
意要有 「鍥而不捨、永不放棄！」的精神，才能成
功。問貝詩埋首工作怎拍拖？她謂目前有人追，但
自己希望專心工作，做點成績出來。
▲寇鴻萍（右）出錢出力支持貝詩做生意

莫騷擾奶奶

吳彥祖有份投資的日本食肆，第三間分店昨
日開幕，他出席開幕儀式時表示，之前兩間店的
生意不錯，也有賺錢。他不時要巡視三間店，主
要負責管理食物。至於今次的投資額，他就不肯
透露。

◀崔敏煥（左起）
、珉豪、鐘鉉及
李弘基坐水晶纜
車，大感興奮

▲薛凱琪（左）
與方大同好友檔
出騷

◀嘉桓唔介意男
友比自己矮

▶吳彥祖將返
母校出席講座

星期四

談及演唱會的綵排進度，Patrick 透露歌曲已揀好，而
為了唱多些樂隊的歌曲，他們要練百多首歌，而且要重新
編排。Patrick 揚言這次只開一場絕不再加，門票幾已售罄
，只餘少量平價票。他又透露，哥哥雷有曜（Albert）將
於本月二十五日返港，與他們合體上台演出。
珊姐問到七子多年來的兄弟情，成員間有何 「瘀事」
？Patrick 即大爆前晚與 Paco 飯局時大玩成員 「hifi 德」
（結他手劉賢德）的趣事。他笑道： 「最近 YouTube 流
行玩 『玩爆你個腎』（眾人合謀玩弄身邊一位不知情的朋
友，繼而拍下短片擺上網），阿德提議不如整蠱其他樂隊
，誰知被我們聯同 Paco 來捉弄他。」事後阿德才知自己
慘被整蠱，他笑道： 「
條片真的好多粗口，現在還未擺上
YouTube，我們打算將這條片在演唱會上足本播出。」

▶太極接
受 珊 姐
（中）訪
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