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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g角度09
幻化 嶄新
○八年高清數碼廣播引入，迅速覆蓋全港八成地

區，已深入新界甚至各大離島，TVB與世界同步，製作

高清翡翠台，免費提供給觀眾欣賞，全程直播高清○八

奧運外，更炮製一連串高質素的劇集及綜藝節目。

迎接○九年，TVB再度「高清」呈獻，繼○七年

cross-over泰國著名形象公司、○八年邀請大導演關錦

鵬為相片執導，今年請來合作無間的著名化妝師Zing及

攝影師Paul Tsang，以獨特的噴槍化妝及概念性的拍攝

畫面，為一眾小生花旦作全新塑造，務求達至「高質

數」、「清新感」，令每一個月份更添姿采。

TVB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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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班女人一齊影相，真係

好開心好熱鬧，大家都有傾有講，

氣氛相當融洽，配合新年，我們都穿上中式服

飾，十分應節，加上簡單的紅色布景，已相當

合襯。

李司棋

一到二月大家就會想起農曆新

年，是一個很歡欣的月份，相片中

集合了五位擁有不同成熟美的女士，畫面靚之

餘，我們拍攝的過程更是非常之開心。

關菊英

02二月之星
去年我是代表十二月，主題是

開心聖誕節派對，今年就是一個大

逆轉，是style & cool的黑白色，帶給大家不同

的感覺，這樣cool的一面對我來說很有新鮮

感。

馬德鐘

很開心可以與Zing還有Paul兩

位勁人合作，非常之有火花。而化

妝更值得稱讚，將我變得很靚，加上我平時亦

甚少作如此cool的打扮，表現出另一面的我，

與過往的月曆拍攝不同。

胡杏兒

04四月之星

好有活力，平時我比較少作運

動裝打扮，更要不停地跳，跳到我

喘氣出汗，跳足三十多次，又要多方面配合，

要姿勢優美還要兼顧靚樣，所以最後能揀出一

張靚相，也有一定的難度。

鍾嘉欣

相信我們一月代表是整年中最

動感的一個月份，我要在彈床上不

停地跳，更要凌空擺動作，全都是自由發揮

的，整個拍攝過程好好玩。加上首次和攝影師

Paul Tsang合作，擦出很大的火花。

林　㶴

01一月之星
今次的造型配合起來，感覺相

當型格，雖然我們男士化妝沒有女

士那麼花巧，看到佘詩曼和郭羡妮臉上黐上特

別的閃石，我都唔執輸，看我的鑽石耳環，都

搶到鏡。

衣服好華麗，加上我身上配戴

了很多珠寶鑽飾，拍照時要姿勢優

美，所以我們不能郁動太大，要同一刻保持同

一個神髓很久，雖然辛苦，但非常值得，因為

出來的效果好靚。

郭羡妮

03三月之星
苗僑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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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要求我們五人一起向前

衝，有些動感地笑。不過對於文靜

的丘凱敏來說有點難度，所以每次衝前時，我

就用手騷她，讓她自然笑出。化妝方面亦很特

別，我們是先畫上眼影再噴粉底，和平時的化

妝方法次序倒轉，原來效果更靚。

陳敏之

今次拍攝主題是開心去迎接夏

天，五個人一起笑口常開。加上今

次找來Zing化妝，用上噴槍技巧，他使用得很

純熟，快手不馬虎，出來效果很專業很靚。

黃德斌

06六月之星
最特別是我穿了一件白色的泳

衣，穿上身好靚，今年雖然不是穿

bikini，而是復古的連身裝，但出來效果都好性

感，因為八個女仔一齊露長腿。唯一唔開心是

我企在呂慧儀前面，雖然我有五呎五吋半高，

但拍住接近六呎高的她，都顯得我好矮。

胡定欣

我好鍾意這連身裝的泳衣，好

有復古味。我們八個女仔拍攝時亦

很有氣氛和默契，好多動作都是自己諗。一字

排開時，因為我們其中一隻腳踢起了，大家單

腳企得唔穩，又唔知後面邊個推一推，大家就

似骨牌的跌下去，很好笑。

陳法拉

08八月之星

比起去年我要扮跣底，今次穿

上高𤧟鞋於鐵架上做高底槓動作已

輕鬆多了，我們要凌空擺姿勢，都幾吃力。服

裝很八十年代，顏色像是亂撞，藍加橙，真的

很考功夫，出來的整體效果更出乎意外地夾。

蒙嘉慧

整個拍攝主題好得意，特別是

服飾非常鮮艷，很有八十年代的感

覺，面上所用的妝色亦是我平時少用的，撞出

了新鮮效果。我們還要在鐵架上擺不同姿勢，

感覺好似一班馬騮飛來飛去。

楊思琦

05五月之星
化妝很特別，初時我都不明白

為何要將整塊臉噴到那麼紅，連額

頭都紅，後來就想到，因為主題是關於水手，

水手經常會曬太陽，所以大家都是紅卜卜的化

妝。

穿上水手裝，化妝令大家都像

是sun burn，因為七月是夏天，畫

面以白、藍為主，幾清新，雖然冇海冇船，但

卻有涼快感覺。我好大鄉里，未試過和Zing合

作，原來用噴槍化妝好快手，令我好有衝動想

買一支來自用，而且比人手化更加均勻。

鄭嘉穎

07七月之星
楊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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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試過同Bobby合作，他好

搞笑，本來我們要表現得好型，但

每次他一說話我們都忍不住笑，冇晒型格。我很

喜歡這個造型，有別於電視上的形象，公司每年

所做的年曆都會讓藝員嘗試不同的風格。

廖碧兒

我所穿的皮褸是由Zing借出的

私伙，穿上後非常型格和貼身，很

滿意今次的cool造型，很切合我們的性格，樂

小姐（製作資源部總監樂易玲小姐）更教我們

咬緊牙關來拍照，令樣子更酷。我可以好舒服

地坐着，可憐Maggie（卲美琪）要𠳓身演出，

我都戥她辛苦。

羅嘉良

10十月之星

很有YSL的效果！我好鍾意這

黑白tone，穿上西裝服亦相當合

適，感覺型格。最好笑是坐在前面的鄧萃雯，

她的西裝褸太大件，背部黐了很多膠紙，看她

好串，其實是動彈不得，她的膠紙一爆開，我

就要幫她貼回，所以我是她背後的女人。

伍詠薇

拍攝當天連續拍了四個小時，

為了效果好，我們全部人都不可以

郁動太多。拍攝時伍姑娘投訴我同秋官不停扭

動，其實我們是於休息時，可以停一停，所以

才趁機郁下，畫面是卡邦式fashion，表現很

cool，但這並不是我們平時的性格。

謝天華

09九月之星



最期待是和Zing的合作，因為

他創作過很多經典造型。今次我很

滿意整個畫面意念，我穿上那條紅裙站得高

高，很有party感，一直以來我都是拍二月的中

式，今次的新安排，代表十二月，加上一班後

生靚仔，節日氣氛重，我也很開心。

汪明荃

我們的狀況都非常好，唯一的

難度就是阿姐的裙擺非常大和長，

於裙底擺了風扇，造出飄逸的波浪感，下面的

手足處理那裙擺，我們影相時就盡量保持炯炯

眼神望鏡頭。阿姐亦很nice，能再次和她合作

很輕鬆又開心。

黃長興

12十二月之星

十一月是台慶月，我們是公主

王子，要靚一靚切合主題。我和陳

豪等埋位時，就玩鬥扮model嘟嘴，但我唇薄，

點嘟都不夠他厚，除了嘟嘴又矇起眼，搞到好

樣衰又好笑，所以不停玩自拍，很難得可以同

一班同事兼好友寓工作於娛樂。

使用噴槍化妝，這新技術能夠

更加高清，我上妝後出來的效果亦

不錯，面色更加均勻。今次的合作陣容都是比

較成熟，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代表十一月就是

壓台，最緊要相片拍得靚，我們四人走在一

齊，更可以順帶宣傳《珠光寶氣》。

陳　豪

11十一月之星
蔡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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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身
追擊

TVB動員全台人氣花旦小生，結合城中精英班底，製

作全新○九月曆，鏡頭前後，同樣精采。

幕後花絮

形象百變的阿姐化身成為聖誕女郎，穿上華
麗的紅色晚裝，那橫跨了半個影樓的巨型裙
擺更需要借助數把風扇才能吹起。

巨型裙擺★

五位五月之星於鐵架上擺出不同的動作，當
中以YoYo的動作最高難度，穿着高𤧟鞋凌空
坐在鐵架上。

危坐鐵架★

五位好戲阿姐走在一起，今次不是鬥戲，而是鬥笑鬥開
心，鏡頭後更見融洽，大家全程笑不攏嘴。融洽相處★

由於攝影師要求神情一致，所以大家都動彈
不得，當休息時，在前面伏下的Sonija，立
即擰擰硬了的頸，鬆弛一下。

偶爾放鬆★

八月的八位泳裝花旦，除了一字排踢腿動作
外，再送上另一張絕密照片，相信大家同樣
喜歡這構圖。

絕密構圖★
由於馬德鐘高人一等，所以陳錦鴻和胡杏兒都要
利用木箱墊高，三人才能達至平排的效果。

配合高度★應屆視后米雪首次參與月曆拍攝，拍攝
過程中更相當認真，一到休息時立即
和攝影師Paul Tsang商量如何令出
來的效果更出色。

首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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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同陳豪兩個都是貪玩之人，在
預備拍攝前，兩人鬥玩扮model
外，更自拍下抵死表情。

貪玩自拍★

攝影師Paul Tsang對畫面構圖一絲不苟，為了令
Maggie更清楚拍攝流程，他示範了碧兒的動作，
讓她參考。

𠳓身示範★
一月是一年之始，當然要表現出活力
一面，舞功深厚的徐子珊就一邊跳彈
床、一邊擺動作。

彈跳力強★

除了型格的西裝服，配上有層次的
白牆布景，再加添電影燈光效果，
令到畫面更有卡邦電影感。

卡邦電影★

化妝師Zing除了要幫所有演員化靚妝外，更高度參與拍攝，不
時幫手試位，剛好那天他亦是一身水手服打扮，相當配合七
月的出海主題。

身兼試位★

攝影師Paul Tsang（前左一）、化妝師Zing
（後左二）與他們的班底通力合作，製作全新09年
月曆，功勞甚重，而TVB製作資源部總監樂易玲小
姐（後左三）及藝員發展科經理陳佩華小姐（後右
二），亦全程在場協助，令拍攝更加順利圓滿。

幕後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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