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短十載，香港經歷了九七金融風暴和○三年沙士肆虐，兩次大

劫後都能火速重整，重上軌道。○八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香

港面對經濟萎縮，○九年面對減薪裁員等等消息，令人心惶惶。

TVB有見及此，立即推出振奮香人的《香港力量》大型計

畫，以「全力以赴、香港更強、發動香港力量」為口號，製作

貼心節目，為香港人加油打氣。

有找來香港各階層人士，於一分鐘內分享經歷的《香港

力量》，及邀請城中名人及歌影視紅星為大家說感動人心故事

的《霎時感動》。

各界藝人紛紛響應，今次更透過《TVB周刊》分享他們

的親身經歷的逆境自強故事，勉勵大家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去迎

接嚴峻考驗和挑戰，發動正能量，發揮港人不屈不撓的精神。

靠意志力
有次到國內出席活動，自己做足一百三

十六小時，每晚只有約四小時的睡眠時間！
在這筋疲力盡的環境因素下，精神壓力反而
愈來愈大。面對如此狀況，惟有靠意志力，
積極向前的信念可以令人咬緊牙關捱過去，
久而久之你就會享受工作的過程。

親切笑容
近年入境到香港旅遊的旅客數

目減少，所以我會為酒店業打氣，
希望從業員即使面對當前逆境，繼
續發揮強項──親切友善的笑容，
令香港成為一個舉世知名的地方！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 撰文：娛樂組 ‧攝影：攝影組‧設計：歐陽潔儀 ‧

打氣對象
酒店業

盡地一鋪
當時我拍電影已去到想放

棄的地步，TVB是我演藝事業
是最後一步。我抱着搏盡的心態，每星期
看二十多部戲、演戲時用錄影機拍下，望
鏡頭唸對白來訓練眼神、自信心和聲線。未
盡過全力而放棄，這是半途而廢，但付出了
100%都不行，這不是失敗，而是你所要行
的道路不在此，起碼對自己有交代。

有志竟成
「有志者，事竟成！」人是靠

夢想作為推動力，如果沒有夢想會
令到自己停滯不前，其實人的能耐

是遠遠比自己所想象的多，所以最緊要唔好放
棄，把握目標，努力地默默耕耘。

自我增值
於台灣當歌手的日子，是我

人生的最低點。出了第一張唱
片後，我就再沒有任何工作，
花光所有儲蓄，惟有打電話向
家人要錢接濟。意志消沉了
半年，不可再浪費時間，就
天天在家練唱歌、勤做運
動。如果有機會卻把握不
住，就是自己的錯。結果一
年半後得到了拍劇的機會，只
要正面樂觀，自然順利。

正面想法
我都試過待業的日子，堂堂

男人完全零收入，甚麼都沒有。但我鼓勵大
家千萬不要放棄，只要正面面對，think pos-
itive，這段日子會好快過，希望你們好快搵
到新工。

做足準備
人人都知我在多年前曾經被雪藏了一

年多，當然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我好快
就立刻提醒自己要更積極去面對未來，我
將時間用來學騎馬、學唱歌、學國語、學
英文、學功夫、去做運動︙︙所以到後來
我拍電影和做其他工作，就能夠很快上
手。所以我覺得遇上阻滯時，都要抱住積
極心態，不停去為自己增值。

娛樂大家
去年的金融海嘯令很多人

對前景很灰心，有人說當大家
不開心時，就更加需要娛樂。所

以我勉勵香港的電影從業員，為香港市
民，和其他地方有睇港產片的人，提供更

加多娛樂，令大家可以更樂觀
地去面對未來。

打氣對象
電影界

逆境自強
其實我在多年前都試過冇公司同

我出唱片，當時TVB找我拍電視劇、
做節目主持。後來在一連串轉折
下，我又再出番唱片。我覺得人生
有時難免會有起落，不妨轉個彎，
就可以找到另一條路給自己。如果
不是多方嘗試，我都不可以和交響
樂團合作而做出這麼好的效果。

不用氣餒
好多人都問點解

香港足球唔可以像外
國般搞到有聲有色，

搞到可以上市、搞到可以有好
多產品。我就希望香港的足球員不
要氣餒，畀心機踢好波，一定會有
更多香港人再入場睇波的。

打氣對象
香港足球員

容祖兒容祖兒

李克勤李克勤劉德華劉德華

陳豪陳豪
打氣對象
給所有人

打氣對象
失業人士

情緒過度
我剛出道的時候演技不時遭受批

評，雖然當時公司、監製一直都有
給予我機會，但應付負面新聞的
事，沒有人可以幫到我的。如果我
決定於娛樂圈發展下去，就一定要
克服，經過長時間訓練，從錯誤中
學習，我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和改

善，我很開心自己當時沒有
放棄。

以笑抗病
癌症沒有先兆，

每個人都不能預測，
所以就算生病了，也要積極樂
觀，因為接受了電療也可能復
發，過分擔心復發機會更大，
所以在此鼓勵支持你們常保持
開朗，以笑抗病。

打氣對象
癌病兒童

鄭嘉穎鄭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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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詩曼佘詩曼

群星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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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
自強



活好每天
早前到尼泊爾探訪，當地兒童骨瘦如柴，而且居
住環境惡劣，但伴着他們的卻是臉上天真無邪的笑
容；相比起這些小朋友，我們是幸福的；所以無論
順境逆境，我們都要努力活好每一天，才不枉
此生。

禮多不怪
香港經濟好景時，要隨手截架的士頗

困難，今日卻見站頭有大量的士排隊；希
望的士司機沉住氣，不要意志消沉，加強、改善服務質素、態
度，禮多從來人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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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氣對象
的士司機

張敬軒張敬軒 好友宣洩
我近年經常被狗仔隊跟住，活在別人的監視

下，當然會覺得生活上有好大壓力。我去面對這些壓
力的方法就是多些找朋友傾。雖然和人傾也不能令狗
仔隊消失，但有人聽我講，有人給我講安慰的說話，

都可以幫我去減低一些壓力。

更多喜慶
中國人每逢喜慶事，就有舞

獅、舞龍來助慶。所以我覺得舞
獅、舞龍的人是為節日增添歡樂氣

氛的重要人物，所以想為他們打氣，因為
見到他們或聽到滿街的鑼鼓聲，
就代表有喜慶事。

激發潛能
我曾經試過為演唱會學一些很難

的舞步，當時還懷疑排舞師故意刁難
我，因此想過放棄。但後來覺得可能
排舞師認為我是有能力跳的，於是我
就每日回家拼命練舞，最後終於跳到

排舞師的要求。這次令我覺
得有時面對困難和危機時，
只要勇於嘗試，很多事情並
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麼難解
決的。

生死悠關
人人都知醫護人員的工作關乎人的

生命，所以他們經常承受好大壓力，我
希望為他們打氣，希望他們在沉重工作量
和壓力下，都能支撐得到，不會出錯，繼
續為大眾服務。

打氣對象
醫護人員

打氣對象
醒獅行業

陳慧琳陳慧琳
永不放棄

小學時，我以學校成績
最好頭三名的種子球員身
分參加乒乓波比賽，但
竟然輸了。當時我為
此唔開心到喊，媽媽
知道後就鼓勵我要更
加努力。到第二年，

再和同一個對手比賽時，
我終於贏了。這讓我明白到

實在無需太看重面前的困難，世上
是沒有解決不到的事。

尊重創作
希望在這個可以很

容易從網絡世界中，得
到我們的資產的時候，
大家都不要氣餒。我相信

終於有一日，會有人願意用真金白銀買
唱片，會尊重我們的創作。雖然現時好
多錄音室因為不景氣而倒閉了，但不會
難倒我們。

打氣對象
唱片幕後人

許志安許志安

謝安琪謝安琪



好友支持
每次當我在生活上遇到

困難、不開心的事，我
就會找朋友傾。所以
我覺得當我們遇上任
何困境時，最緊要是
抱着樂觀的心情去面
對。我覺得找朋友分擔
是很重要，即使解決不到
問題，也能在情緒上有些
安慰。

提升品質
香港人特別是做演藝界

的，都好喜歡飲飲食食。只要
那間食肆的食品做得好味，有

自己特色，依然會有好多人去幫
襯。所以我希望為做飲食業的朋友打氣，
進一步去箇固香港「美食天堂」的地位。

打氣對象
飲食業

永不放棄
跟很多初入娛樂圈的人一樣，我也遇過冇

工開的情況。諗過放棄，去外國讀書就算。當
時有朋友問我，對這行是否再冇興趣？如果有
就不要介意花多少少時間跟心機落這一行，因為
朋友這番話，令我為自己所喜歡的工作繼續堅
持，現在才得到更多演出機會。

逆境自強
很多人受金

融 海 嘯 影
響，投
資 失

利，公司倒閉，多
人失業，情況雖然
不理想，但切忌灰
心跟放棄，因為香
港人特質是很快適
應惡劣環境，只要
大家夠團結，思想
不要太負面，困難
好快過去。

盡量調整
○四年拍《學警雄心》時發生了

交通意外，需要休息至少兩星期，
但為免妨礙廠期和其他演員的工
作，兩天後我就戴住頸箍復工，行
動不便如機械人，惟有盡量調整。
雖然當時好沮喪，但諗深一層，我

一面玻璃碎都沒有毀容，但雙腳仍在，每一樣只
要差少少，都沒有今天的我。

三思後行
車是最具殺傷力的武器，特別近年發生太

多醉駕的悲劇，所以奉勸酒後欲駕駛的人，唔好以為
飲少少酒，唔會超標，就是因為你少少歡樂而連累別
人及其家人，做成一世的創傷。

麵包當飯
未做藝員前，我是一名舞蹈員，試

過一個麵包當晚餐，買一個杯麵，同朋
友兩份食，慳得就慳地過
日子，當時我抱住一個信
念，「我係得簕！」只要
專心做好自己工作，每
個人亦都會有出頭的
日子，而我就是憑着
對將來的憧憬，幫自己
度過當時的難關。

同業加油
我想鼓勵在娛

樂圈工作的同業，
娛樂消費始終是奢侈

品，經濟不好的時候，觀眾可能用少
些錢在娛樂方面，不過觀眾始終需要
娛樂，娛樂事業總會有好轉的一日，
可以再創高峰。

相信自己
剛入行的幾年，我只是做配角的角色，質疑

自己是否做得不夠好，成日胡思亂想。那時我經
常搵朋友傾訴，好多前輩也給我意見，開解我，
令我明白到要提升自己演技，成績自會更上一層
樓。遇到困境除了要識得與人傾訴，更不要自怨

自艾，才可開創新路。

香港精神
經濟不景氣，首當其衝是一班香港

小市民。我希望他們能夠樂觀面對困
難，只有香港人繼續保持堅毅精神，便不會輕易被困難
打倒！

打氣對象
所有
駕駛人士

打氣對象
香港小市民

胡杏兒胡杏兒

陳鍵鋒陳鍵鋒

吳卓羲吳卓羲

打氣對象
金融海嘯
受害者

黃宗澤黃宗澤
林㶴林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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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氣對象
娛樂圈



自我提升
無論遇到任何困難都暫時放下不

去想，反而去輕鬆一下去做運動。
因為我覺得好多事不能去控制，盡
量令到自我能力提升先至去諗。

嚴峻挑戰
面對金融海嘯

影響，香港政府
亦計畫好多方案

解決來臨的問
題。所以特首曾蔭權要領導走
出這次困境，即將面對嚴峻的
挑戰，我相信要支持他去打
好這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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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氣對象
特首

凡事放開
我最鍾意凡事以樂觀的態度面對，就算錢

蝕了，都要購物的。我成日覺得一定要去使
錢，財先至會入。冇任何事不可去面對，有時
減低自己要求，簡單去生活已經好開心。

製造良機
這個時期飲食界必然經營

困難，當然食客多些去幫
襯食肆。而食肆生意

好，其實亦可帶動好多不同的
就業機會畀失業中的人士。

靜觀奇變
有禍為福之始，有實力就有

機會。我覺得無需太過擔心，始終
都會變好，只不過是人生中某一個經歷。無論
遇到任何大事發生都不要太緊張，個人一亂仲
衰。

走出陰影
銀行業經過雷曼事件，令好多

市民失去信心。相信銀行界要用一
段時間，先至可以令市民走出陰

影，挽回大家投資的信心。

逆境學習
初入行時，經理人安排我到海洋公園劇場做主

持，為鸚鵡表演時做旁述。這段日子維持了半年，其
實這分工作令我學到講說話的技巧同耐
性。其實遇到逆境都唔一定要灰心，

我相信任何事都有解決方法。

共度難關
金融海嘯的影響，當然

首當其衝是市民消費意欲
減低，減少去娛樂。而

演藝界電影業都亦骨牌效應
大受影響，希望大家一齊
共度難關。

羅嘉良羅嘉良

打氣對象
演藝界 打氣對象

銀行業

珍惜擁有
當年我剛剛離婚，屋企經

濟支柱走了，我沒有能力照顧三
個仔女的生活，覺得是條絕路。
幸好那時有親戚朋友的幫助，慢慢
由絕境行出來。其實人生總會遇到
逆境，如果無遇過挫折，是不會珍惜
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不要心灰
在金融界工作的人在金

融海嘯中面對好大挑戰，我
覺得他們不用心灰意冷，
總等到股市會上升的一日，

不要執着現在的失意，因為現在的
挫折而想不開。

鄭少秋鄭少秋

打氣對象
金融界

薛家燕薛家燕
打氣對象
飲食業

袁詠儀袁詠儀

馬德鐘馬德鐘



038 TVB WEEKLY

積極面對
首先遇到任何困難都好！千萬不要往

後望曾的風光，永遠抱住積極的態度去面
對，先至可以解決到問題，因為就算回頭

看都無補於事。

永遠支持
消防員每次出勤都不知道

會遇到的任務有幾艱辛，所以
要經常保特強健體魄去應付，而

相信香港市民都會永遠支持你㳜。

曾志偉曾志偉

打氣對象
消防員

排球啟示
小時候，我好鍾意打排球，每日

努力練習，可惜打到某個階段，再
沒進步空間，惟有放棄排球。那時
感到好失落。能夠企起身是靠自己
的堅持，因為我深信每一次跌
倒，要靠自己起番身。亦因為有
了這個經歷，令我更有信心面對

將來更多挑戰。

做到最好
香港是個美食天堂，現在經濟

不好，對飲食業的打擊很大，有很
多食肆經營困難，甚至倒閉，所以我希望

飲食業可以加油，繼續守業，最終都會捱到
出頭的一日。

鄧麗欣鄧麗欣

打氣對象
飲食界

情緒危機
九九年，媽媽去世，對我的打擊好大，每日工作都

心不在焉，這種負面情緒過了一、兩年也未能平伏，情
況差到以為自己患上抑鬱症。幸好那時認識了一班新朋
友，多了跟人傾訴後，發覺心况鬱結開始抒發。所以，
有不開心不要屈在心况，一定要同人分享自己所有難過

的事，才可以解決問題，走出困境。

自我增值
現在的經濟環境，剛出身的學生可能一畢

業就等於失業，我想搵不到工作的畢業生可
以繼續進修，搵到工作亦不要嫌人工低，努力

工作，儲更多人生及工作經驗，不可放棄自己。

馬浚偉馬浚偉

打氣對象
畢業生

定立目標
入行初期最辛苦，因為那時除了大學課

程，還要兼顧娛樂事業同游泳訓練、比賽，
一個人分心就會有放棄的念頭；我覺得做人最
緊要在不同階段，為自己定立明確目標。權衡
輕重後，我決定一步一步來。這招很有
效，現在我的目標是為自己的娛樂事業

創造高峰。

練好功夫
面 對 金 融 海

嘯，身邊有不少從
事投資行業的朋友被炒，加上
失業率又上升。不要氣餒，練
好功夫等運到！自己的股票也
跌了4、50%，但我就不信沒有升
的一日！

打氣對象
金融界

相信自己
去年我被牽涉入人家的家事中，當

時那些報道令我整個人意志消沉，想
過退出娛樂圈。經過一段時間的不
開心後，我知道自己不應該為了失實
報道，而放棄自己最喜歡的工作，
所以就振作起來。經過這件事後，
我覺得當一個人堅持要做一件事後，
就要勇住直前，不要輕易因旁人的
冷言冷語而放棄。

共同度過
近期睇新聞說好多酒樓食

肆面臨結業，我希望飲食業的朋友，
可以畀心機做更多好味道的食物。我相信有
質素的酒樓一定會有捧場客的，希望他們可
以和員工一同捱過這段日子，將來一定會大
展鴻圖的。 江若琳江若琳方力申方力申

打氣對象
飲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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