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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澤
快歌勁舞

○八年終於一償心願，可以以歌手身分，推出了我第一隻大碟《In love with

Bosco》還當上了《TVB周刊》的封面主角，還可以出席各大頒獎禮競逐新人

獎，○八年對我來說得到很多。但我並不會因此而滿足，○九年我會更加努

力，拍劇集仍然努力去演好所有的角色，亦希望可以雙線繼續發展，我現在

努力學跳舞和鍛鍊身形，希望可以唱快歌跳勁舞，給大家驚喜，到時要多多

支持我。至於三線發展至電影，仍然很遠，目前先打好基礎。

答：我想過一個平淡的元旦，簡簡單單的開一個小派對，和中學同學、小學同學

見見面，大家分享近況，回憶當年的趣事。唔少得我的私房美食，為大家下

廚，辛苦少少冇所謂啦。

最佳派對—私房菜上
問：若你要辦一個元旦派對，你有甚麼意見？

答：帶女仔去派對邊好玩？當然搵志同道合的男性朋友出席啦。我就會揀

Bowie，因為我和他都喜歡車，我們可以一齊𡑔住自己的珍藏車出去威，相

信會成為全場最矚目的，型！

最佳拍檔—林保怡
問：你想邀請哪位劇中的演員朋友成為你的派對拍檔？



鍾嘉欣
繼續進步

○九年是新的開始，雖然今年是我豐收的一年，但我完全忘卻這些成績，再次重新出

發。當然希望可以好像○八一樣，拍不同角色造型的劇集、出自己的首張大碟、首次以歌

手身份見fans，在不同範籌作出新嘗試，但同時我不想給自己太大壓力。今年已經好成

功，對入行四年多的我，有如此發展，是天時地利人和，我覺得非常之好。○九年我會好

努力做戲和唱歌，努力啦，希望○九年的事業繼續進步。

答：我想搞house party，請一班好好的朋友一齊食餐聖誕大餐，於家中玩玩遊

戲、拆禮物、吹𣈳水就好開心了！我入行以後，很少機會可以和朋友長時間

聚在一齊，可能一年只得一次，或是一次都不能，所以我好想可以花整整一

天和他們簡簡單單坐在一起，了解他們的近況。

最佳派對—良朋共聚
問：若你要辦一個元旦派對，你有甚麼意見？

答：我會揀阿Mo啦，因為於《珠》劇中，Terrance和Elise是青梅竹馬，猶如兄

妹，關係很單純，一點戀愛暗戀的感情都沒有，由細玩到大嘛，一齊去派對

一定好玩得。戲外就唔會了，當然搵番自己的圈外好朋友。

最佳拍檔—陳豪
問：你想邀請哪位劇中的演員朋友成為你的派對拍檔？

030 TVB WEEKLY



TVB WEEKLY 021

‧ 撰文：蘇艷梨 ‧攝影：曾衛惠　協力：許永隆　設計：廖智森 ‧化妝：Synni@Private i（鍾嘉欣）、江中平@A&V Make Up School、Cyrus Lee@Beauty Tech（黃宗澤）‧
‧ 髮型：Canna Chan@IL COLPO（鍾嘉欣）、King Ng@HAIR CORNER（蔡少芬）、Kel Fung@HH（黃宗澤）‧服裝提供：ESCADA（邵美琪、蔡少芬）、D&G（黃宗澤）、
Ted Baker（陳豪）、C'N'C（林保怡）、JUST cavalli（林保怡、鍾嘉欣）、GF FERRE（鍾嘉欣）‧ 鑽飾提供：Mabelle Leo Diamond（邵美琪、鍾嘉欣、陳豪、黃宗澤）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繼續閃耀

2009
祝願大家繼續閃耀人生瑰寶，四處散發珠光寶氣。

○八年香港嘗盡高低起跌，港人痛定思痛，現正積極於逆境自強，作好準備迎接

艱巨挑戰的○九年。

陪伴大家跨越新一天，《TVB周刊》請來《珠光寶氣》中鑽光熠熠的六位男、女

主角：Terrance賀哲男（Moses陳豪飾演）、Calvin高長勝（Bowie林保怡飾）、Will

石泰川（Bosco黃宗澤飾）、Jessica康雅思（Ada蔡少芬飾）、Sylvia康雅言（Maggie

邵美琪飾）及Elise宋子凌（Linda鍾嘉欣飾），他們暫時放下干戈鬥爭，齊歡呼為大

家送舊迎新，速遞○九年各角色的最新劇情動向，同時分享展望○九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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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波折重重

蔡少芬 四面楚歌

《珠》劇播放至今個星期將會超越五十集，各角色均有不同的去向發展，現階段暫時

安逸，然而暗湧早已潛藏，等待○九年來臨之時，一一爆發！

我所飾演的Jessica，作為賀峰（岳華

飾）的太太，丈夫及後會力迫宋世萬（陳

鴻烈飾），成為全港首富，是何等德高望

重！以Jessica喜歡排場和擁有虛榮感性

格，錢對她來說已經不再重要，她要的是

權勢、名譽和地位。

鍾嘉欣 走出溫室
踏入○九年，Elise會變好！不過劇情

發展下去，大家將會看到她愈來愈壞，因

為宋家中落，一事無成的她會變得一無所

有。此時，她開始利用很多手段去取回自

己應得、從前擁有的東西，做一些比現在

更加衰格的事。

然而，石泰禾（王喜飾）會慢慢改變

Elise，甚至令Elise喜歡了他。石泰禾讓

Elise知道，世間是有好人的，更是第一位

用心對待她的人。然而Elise只是單戀，因

為她深知石泰禾只喜歡Jessica，一直把自

己視作妹妹。至於Will，他愈黐近就愈不稀

罕，雖然到最後都喜歡上Will，但已經太

遲。其實Elise並不是奸和壞，她只是於溫

室長大的幼稚、野蠻小女生，愛撩事鬥

飛，本性不壞，可以改善變好的。

邵美琪 不必一起
故事太平淡就沒有驚喜，對嘛？我覺

得人與人的關係需要磨合，才能幫助大家

認識對方，人生沒可能永遠順利。Sylvia處

事對事不對人，然而卻被大家誤會她針對

人。

就如之前的「挖角事件」，Sylvia於家

中大吵，並不是針對Terrance和二妹，而是

針對「被玩」，卻被家人誤會，產生更多的

誤解，導致康家遇上更多的波折。○九年

Sylvia和高長勝，仍然是朋友的關係，他們

是好朋友，因為大家可以為事件講出真心

話，才有機會可以令雙方加深認識。相愛

未必一定要走在一起，愛是需要天時地利

人和才能擁有，這時你應該學習去接受，

同時盡自己的能力把事情做得圓滿。

為了努力討好老公，換來是導致大家

姐和二家姐Constance康雅瞳（黎姿飾）的

缺裂，利用了大家姐與高長勝的關係，出

賣她令她受傷而自己得益；插手二家姐和

Terrance的問題，最後卻全部失敗，原本

想維繫融洽家庭最後卻弄至肢離破碎。及

後石泰禾（王喜飾）會介入她和賀峰之

間。令往後的Jessica更加自我，她愈身處

高位愈怕失去，決意犧牲更多人去鞏固自

己的地位，最後眾叛親離，四面楚歌。

黃宗澤 終極對決
事情將會發展出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

局面，因為參與創業真人騷節目，而結識

了城中女富首Melissa虞葦庭（陳秀珠飾），

得到Melissa的器重，一心栽培他。Melissa

賞識Will的才華，欣賞他的獨斷和狠勁，認

為Will可以接管她的生意外，更可以與城中

首富們決高下，所以將會給Will所有籌碼！

面對宋世萬失勢、賀峰失利，Will將成

為城中首富，而他的對手只剩下高長勝，

○九年將會是兩大富豪的終極對決。而感

情路上，Will一直都喜歡Elise，但由於曾經

被她玩弄，加上她及後一無所有，深知

Elise為了錢才接近自己，所以對Elise既愛

且恨，不忍心下而出手幫助。

陳豪 峰迴路轉
我只可以透露，結局相當峰迴路轉，

所有角色於劇中都出現重大的變化，亦是

我拍多套電視劇以來，一個最意外、亦是

最喜歡的結局。

Terrance會否於結局篇作出大反擊？

只能說凡事只要付出努力，就不會白費

啦！Terrance有野心，然而他所做的事未

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亦都未能達到預

期的效果，他擁有遠見，然而卻欠缺了一

點點靈魂，所以大家將會見到Terrance作

出自我爭鬥後改變。至於感情事，從來沒

有黑與白、對與錯，永遠只是複雜加複

雜，所以○九年Terrance與Constance所發

生的感情問題、拗撬，全都與生意和太太

的姊妹感情都扯上關連，新一年絕對有出

人意表的發展。

林保怡 努力回報
有說《珠》劇收視下跌，非也，只是

很多香港人轉了收看不計算收視點的高清

翡翠台，就連我那些平時不看廣東話劇集

的朋友都追看。近日於國內旅遊，國內的

朋友近至廣東省，遠至新疆烏魯木齊都叫

我「長勝哥」，我們已成功了！

現在國內只能於網吧付錢於合法的網

頁上收看，還未正式於電視台播放，我相

信《珠》劇能於國內掀起超級熱潮，成為

大家進追求的模範。高長勝是一個奮鬥上

進的人，單親窮困家庭出身，阿媽陳少好

（黎宣飾）當妓女養家，十多歲學廚及後由

賀峰帶出商界做生意，至可以坐擁林寶堅

尼，他的奮鬥史值得大家學習，不是將角

色分忠奸，而是立體多層次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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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裝迎接2009
分享完緊張的劇情與演員心聲，整理心情後，穿上新裝迎接2009之時，六位主角希

望如何迎接新一年的第一天？他們又於○九定下甚麼大計？

陳豪
自我增值

○九年願望是身體健康，這永遠就是首位！加上事事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就

滿足了！我並不期望所謂的突破，因為這是天時地利人和而至，作為演員，我需

要等待好的劇本出現，惟有做好本分外，更希望可以跳出自己。我唔敢奢望會出

現有第二浪、第三浪，我只可以默默守候現在，盡量做好本分，同時積極自我增

值。唔一定需要今天好過昨天，唔可以唔帶個腦返工，以最平常心去迎接每天。

邵美琪
順其自然

新一年希望身體健康，大家有工開！事業上的發展我已經好滿足，有工開已

經好好了，我會盡力去完成。其實我乜都想做、乜都想試，如果有人覺得我唱歌

好聽想幫我出唱片，我都會一試，雖然自覺唱得唔係幾好聽，但可能會畀大家有

新鮮感。其實一直以來，我沒有刻意去安排自己的路要怎樣走，我會繼續以順

其自然的心態去迎接○九年。

答：我希望可以於船上BBQ，我想這樣BBQ已經想了很久！其實很多船的船尾位

置，有煮食爐可以烹調，對於我來說BBQ is No.1！我一定要出海，於舒服的

環境下BBQ，食完嘆返杯咖啡就最爽。

最佳派對—船上BBQ
問：若你要辦一個元旦派對，你有甚麼意見？

答：分析一下先！Ada結了婚有老公，唔使諗；GiGi退出娛樂圈又唔撈了，又唔

使諗；Maggie屬於Bowie那一邊，又冇我份啦，剩下來︙︙計來計去，只剩

下我一支公，所以我會選擇自己一個人出席。

最佳拍檔—陳豪
問：你想邀請哪位劇中的演員朋友成為你的派對拍檔？

答：扮卡通人物！我自己想扮成《我們這一家》中的媽媽花師奶。要諗𣈳喇，以

前和朋友都搞過類似的服裝派對，大家有時間做足準備真的好興奮，就算沒

有太多時間，求求其其取神髓來扮都會好開心。試想想十個人一齊扮花師

奶，但是十個花師奶都不同樣子的，影出來的相一定好難忘。

最佳派對—扮花師奶
問：若你要辦一個元旦派對，你有甚麼意見？

答：我希望Ada和我出席，因為她比較主動而我則是被動，一凹一凸夾得來，加

上我們之間有無所不談的話題，我會好開心。而且Ada交遊廣闊，她可以介

紹好多新朋友給我認識，從她身上我學會了很多。Ada下廚了得，跟她在一

起我可有口福了！

最佳拍檔—蔡少芬
問：你想邀請哪位劇中的演員朋友成為你的派對拍檔？



林保怡
見隱形fans

蔡少芬
神的帶領

○九年希望我的隱形fans可以行出來和我見一見，他們不會參加fans club，

但會寄信給我。我並不是要他們來舉牌，因為我對待fans如朋友，每次到國內如

果有時間，也會和他們聚會見面一至兩小時，將心比己，作為fans能夠和偶像見

面簽名影相就已經好滿足開心。而且，你們真的希望我多拍些劇，○九年男主角

投票記得支持我，不然我就沒劇拍了，一○年就要退休。東南亞及國內的fans很

熱情，他們會拍玻璃吶喊，所以我無悔為他們簽名弄至右手骨膜發炎，太多人想

要我的簽名，他們排個多小時等我，這是緣分，同時我欣慰大家喜歡我。

答：派對離不開食！我會設立多個不同美食的位置：我最喜歡的日本菜，並不是

普通三文魚，而是象拔蚌刺身，長toro；中式海鮮，乾鮑魚、乾瑤柱、海

參，都是高膽固醇，只可食少少；西餐如靚生蠔和紅酒！因為賓客全都是我

所鍾意愛錫的人，我想和他們分享我最愛的美食。除了食，還可以一起分享

○八年的拍劇幕後花絮，傾談一下大家做過甚麼。

最佳派對—美食博覽
問：若你要辦一個元旦派對，你有甚麼意見？

答：邵美琪在我心目中所佔的地位好大，她好順得人意，很多事我都可以幫她𡑔

主意，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她訪問時，只會答兩個字：「係呀！」跟着全都是

由我講。同時，她是一個好好的演員和對手，永遠都畀好多新的反應給我，

和她一起演戲、相處很舒服。

最佳拍檔—邵美琪
問：你想邀請哪位劇中的演員朋友成為你的派對拍檔？

○九年可以拍好新劇《飛女正傳》（暫名），亦希望《珠》劇可以有好的收視，

觀眾愈來愈鍾意。最希望○九年工作順利，和先生的關係和順，身邊的朋友更加融

洽。至於「造人計畫」我們都開放面對，不會是遙遠的事，不是○九年就是一○年

了，除非我們突然決心唔生，或是我遇上一個不容錯失的機會，就會延遲生育計

畫，這些事可遇不可求，當然子女也一樣，到時再衡量，還有等待神的帶領。

答：我會揀阿Mo，我們於新劇再次合作，戲內戲外應該幾好玩，因為我們性格幾合

拍，乜都口翕得，我一直把她當作女性。他的高度又配合我，和他走在一起，我

可以冇顧慮地穿很高的高𤧟鞋，和他一起我老公張晉又唔會呷醋，大家不需要

避忌盡情地玩。

最佳拍檔—陳豪
問：你想邀請哪位劇中的演員朋友成為你的派對拍檔？

答：我想搞一個絲襪派對！所有出席者，無論男女都要着，一定要彩色或是魚網，

大家一齊show off對腳。首先，我對自己的腳好有信心，第二，我未見過有人

搞過絲襪派對，男人應該更加搞笑，Bowie同阿Mo着絲襪會點呢？我諗Bosco

一定唔會介意，因為他很貪玩。○九年要有一個新開始，就從隻腳開始吧，因

為今年的景氣不太好，希望由下而上，一路好起來。

最佳派對—絲襪派對
問：若你要辦一個元旦派對，你有甚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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