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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慶亮麗2010年
群星率先自拆禮物

歡樂Party
‧ 撰文：譚嘉怡、冼麗宜 ‧攝影：陳永樂 ‧協力：許永隆 ‧設計：何銘旗 ‧場地提供：香港君悅酒店
‧服裝提供：陳奕迅（KNIQ）、鄧健泓（Harvey Nichols）、陳慧琳、謝安琪（Fendi）、譚詠麟、李克勤（連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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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oho！

相信每個小朋友都曾相信過

「聖誕老人」的神話，也試過把聖誕

襪掛在門外，希望第二天聖誕襪中

會出現一份夢寐以求的聖誕禮物。

結果發現，世界上根本沒有聖

誕老人，就算有，那不就是爸爸媽

媽吧！　　　　　　　　　　　　　　

神話幻滅，長大後，還是覺得

自己獎賞自己最實際，尤其是經過

一年工作的辛勞，每逢到了一年一

度讓人增生最強購物慾的聖誕節，

那種很想買禮物獎賞自己的慾望，

更是一觸即發，瞬息崩解。

去年在樂壇寫下不俗成績的一

眾環球歌手，早前就齊集一起慶祝聖

誕節，兼為個人蓋滿優異白兔仔的成

績表舉行party。在一片開心氣氛

下，各人還提早「拆禮物」自

爆獎賞禮物內容及率先披露

2010年工作大計。

最後，大家當然不忘送上

最溫暖的聖誕祝福：「Wishing

u all a JUICY Christmas！」



09最值得慶祝
參與日本音樂祭典

十一月代表香港出席在東京舉行的「日

本PAX MUSICA音樂祭典」，首次有自己的表

演部分，帶着live band唱了七首歌，還專登找

了一名日文老師教我日文發音及了解歌詞的

意思，唱了一首我很喜歡，自己又改編過的

玉置浩二歌曲〈Mr. Lonely〉（Eason版為〈愈

想愈無謂〉）。我覺得在整個過程中，有一樣

東西我要付出心機去學，出來的效果也OK，

付出過後得到的滿足感是很大，人就是需要

這份滿足感，不要再給自己沒時間這藉口。

09獎賞
夢寐以求的禮物

其實買禮物不用為節日或是甚麼原因，

過去兩年做「Moving On」tour，有些錢就買

了一樣東西送給自己，是甚麼我不想透露，

不過自己一直期待。我想講的是，現代人太

容易擁有一些東西，但原來有些東西未能即

時擁有，中間期待的過程其實很開心，得到

手後，就會十分滿足！我很久沒試過有這種

感覺。

10大搞作　
第六度個人演唱會

明年三月會舉行演唱會，演唱會名稱叫

「Duo」，即是時鐘內那個「鐸」，我覺得時間很

重要，明年推出的EP中有首新歌叫〈陀飛

輪〉，歌詞跟時間很有關係，很有共鳴，令

我想起life is all about timing！另一個解釋

是，陳奕迅好像一個精神分裂的人，歌曲

情緒的反差很大，「Duo」有少少所謂

「精神分裂」的意思，不過我又未去

到那個地步，仍控制到。其實我有

想過每場找一個不同的歌手跟

我對疊，但一切都是我所

想。

09最值得慶祝 新生驚喜
我諗都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我今年最值得慶祝的事，就是

我快將做第二任爸爸，我們兩夫婦一向都主張順其自然，太太再度有喜

都有點意外，今次心情無第一次的緊張，會輕鬆面對，本來我們沒有打算

這麼快向外公布，不過因為近排太多狗仔隊跟蹤我們，為了太太安全，惟有

說出來，希望大家可以小心點，不要嚇親和撞到她。

09獎賞 新碟賀喜
這個喜訊已經是我今年最好的禮物，除此之外，另一份禮物就是我的新碟會

在聖誕期間推出，今次的唱片都幾特別，歌詞由林夕同林若寧兩人包辦，另外唱

片會用analogue制式製作，聲音出來的感覺會更加真實。

10大搞作 勤搵奶粉錢
首要當然是迎接新生命，不過工作量不會因此而減少，因為要努力搵奶粉

錢，一月同五月都會出埠繼續「左麟右李」巡迴演唱會，但會速去速回，因為

要留多點時間照顧太太。

09最值得慶祝
Band Sound 之作

之前四年無出廣東碟，終於到今年出了張令人再度感動的新

碟，同一班band友合作，大玩Rock N‘Roll音樂，當中有Beyond的黃

貫中、太極的鄧建明、Blue Jeans的蘇德華、City Beat的John Laudon、達

明一派的劉以達及我力撐的新晉樂隊Mr.，除了難得之外，還是一個很好玩

的project。

09獎賞 大閘蟹美食宴
今年我甚少食到大閘蟹，所以我打算在聖誕前，於天香樓買兩大籮大閘蟹

回來，好好享受一下，到時會叫一大班朋友一齊來，齊齊開party食個夠本。

10大搞作　農曆新年再闖紅館
今年舉行「左麟右李」演唱會，前兩年就搞溫拿，反而自己的個人演唱

會，就差不多五年無搞，所以下年輪到自己solo開個唱，暫定明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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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在日本東京
出席音樂祭，Eason
最感動是經理人給他
積極爭取，令他成為
當晚唯一可帶着live
band演出的歌手。

09最值得慶祝
舉行首個

unplugged live
這是一個不論商業上或藝術上，都

是我第一次做的unplugged音樂會，跟一般

演唱會比較，對場地、聲效、樂手水準及個

人狀態方面的要求都特別高。這個音樂會自己有

份投資，不過不是大家所想要當老闆那種，而是

做artist真的很幸福，從來不知道幕後的人有多辛

苦，我很想知道每場show，從零到有的過程是怎樣。

現在這個unplugged live的product出來，令我覺得很驕

傲。為了這個live，那段時候我很愛惜自己身體，為了保

持狀態，三個月內戒口戒得很清，堅持晚上一點前睡

覺，因為我不想出DVD時靠後期修音，我會心虛的！

09獎賞
美國狂掃六箱衣物

雖然我很喜歡買東西，亦捨得花錢，但是我一向沒有

自己置裝的習慣，除了贊助的衣服，再沒有其他。不過今

年我很開心，雖然曝光率不算高，但做了很多令自己很

有成就感的事，所以早前在美國舉行巡迴演唱會時，我

決定獎勵自己，就是給自己打扮得靚一

點，結果買了十萬港元衣服，共六個紙

箱。我以前從沒意識到，裝一裝身，開

心的除了自己，還有對觀眾的尊重，亦

會增強自信。

10大搞作　
農曆新年再闖紅館

2010年，應該沒有其他事情比這個

演唱會更大件事，這是一個全年的計

畫，也是我第二次紅館演唱會，而且是

農曆新年檔期，是雙重挑戰。有了上一

次的經驗，今次變得更貪心，再加上我

本身是個很moody的人，因為今次剛好

是農曆新年，我很想把自己開心一面表

現給大家看，帶給大家歡樂。

在廣州舉行了兩場
unplugged live，雖
然兩場觀眾加起來
只得三千人，但軒
仔背後付出的努
力，是紅館演唱會
的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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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照顧後輩外，譚校長更
會提攜有實力的音樂人，看
他出唱片會找來一些久違了
的音樂人幫手，就知他關心
樂壇的所有事。

張
敬
軒

譚
詠
倫

陳
奕
迅

李
克
勤

克勤為樂壇報上
虎年喜事，近日
更已收到不少親
朋好友的祝賀，
克勤說感謝大家
的厚愛。



09最值得慶祝
劉昇誕生

當然是仔仔劉昇出世啦！轉眼間

他差不多五個月大，現在已經二十幾

磅，是一個超級巨B，可以穿一歲小朋

友的衣服，事實幫我手的陪月真是湊

得他很好，出世個幾月就戒了夜奶，

最近更開始食糊仔，因為醫生說不可

以再肥下去，叫我畀少點奶他吃，食

糊仔可以飽些，沒那麼容易肚餓。

09獎賞 有子萬事足
我已經買了件聖誕老人衫給仔仔，聖誕節會

將他打扮成聖誕老人，自己反而沒有買甚麼，因

為見到他已經好開心。

10大搞作 國語碟面世
會出國語碟，數數手指，繼○五年出的

《我是陽光》，已經差不多有五年無出全新

國語碟，去年唱了首國語歌〈隨夢而飛〉

時，已經有好多歌迷問幾時有新碟

出，現在暫定三月推出，月底就

會有新歌〈幸福快車〉，大家

記得留意啦！

09最值得慶祝
難得姻緣
我諗這年最值得慶祝的事是識

到一個有生以來最好的男朋友，做每件

事都令我感動，不單止無被我的身分影

響，要知道我有好多包袱，是歌手，又結過

婚，有仔女，要同我一齊真的不易，要好

strong的男人才做得到，而更難得是他不但沒有

受我影響，更非常支持我，會自己想辦法安排同

我見面，令我在工作時不會擔心自己忽略了他，完

全無後顧之憂，所以今年工作可以這樣順利，家人

支持，公司支持，同他的support都不可少。

09獎賞 男友無價
他已經是我今年最大的禮物，有了對方已經足

夠，我覺得自己甚麼都有，真的沒有甚麼想要，或者買

張聖誕咭送給他，寫上我對他所想說的話，我覺這份心

意，比任何禮物更重要。

10大搞作 戲癮發作
今年無拍過戲，癢癢地，希望出年開得成，可以拍

番套戲，過𣈳戲癮，不一定要拎獎，只要角色過癮就

OK。另外就想出國語碟，是我一個幾大的心願，之前

出過唯一一張是由李宗盛監製，但未正正式式出過一

張好有劉美君特色的國語碟，希望明年可以。

劉美君曾憑電影《性工
作者２我不賣身，我賣
子宮》成為金馬影后，
令觀眾知道她除了唱得
之外，更是個演得之
人。

09最值得慶祝
紅館七場個唱
好開心今年可以有機會在紅館開

首個演唱會，是一件沒有想過會

發生的事，而且一口氣開七

場，舉行前亦有擔心體力問

題，因為自己身體一向麻

麻，不過事實證明自己應

付這種大型表演的能力是

OK，令我信心大了，這個

演唱會甚至醫好我的畏高症，

好記得第一場綵排時，要不時

走到一些高位唱歌，起初自己都

幾驚，不過後來發現，只要我用心

去唱，就可以忘記自己的位置，

不知自己原來企到那麼高。

09獎賞 家庭聚會
好想送個假期給自己，去一些悠閒的

地方，浸一浸溫泉，食我至愛的海鮮，或者

一家人食𣈳飯，傾𣈳偈，因為年尾好多家人生

日，爸爸媽媽啦！老爺啦！還有表弟表妹，每

年這個時候，可以成家人一聚，我覺得已經好難

得。

10大搞作 進攻華語市場
這個心願我由出道時就已經講，就係好想出國

語碟，將我的音樂帶出香港，畀更多華人地區的朋

友認識，plan了好多年，明年好大機會成事，到時

有機會的話，更希望搵到一些我欣賞的創作人幫

手，好似張亞東、李小霞、李泉，另外還有陳珊

妮、范曉萱、楊乃文、黃韻玲等，好想跟這些好有

型的音樂才女合作。

Kay上星期將演
唱會移師到澳門
舉行，她說坐在
雲層上唱歌仍有
點浮浮的感覺，
不過成功憑歌聲
和意志克服。

陳
慧
琳

劉
美
君謝

安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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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Kelly在blog上
出過劉昇相片，當
時已經胖了很多，
有十幾磅，想不到
一眨眼他已經重到
二十幾磅，果然是
快高長大。



09最值得慶祝
重組玩嘢

Eric：能夠復合兼推出了《武當》這

張碟，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分開多年後

再走在一起，而且做出一張覺得比以前更

好的專輯，能夠做到這個成績，是很開

心！此外，還有為了這專輯，而找來黃日

華及劉丹跟我們一起拍MV，因而認識了

他們，也是值得慶祝的事。

Jerald：為了專輯，我覺得自己最大

付出，就是為你們拍了很多好「靚」的

相，你們知我最喜歡拍照的？開頭有點緊

張，只好拿自己的醜出來，擺一些獨特的

甫士，去掩飾我的怕醜。

09獎賞
孕婦恩物

Eric：還未想到買甚麼獎賞過去一年

的工作辛勞，不過我已經買了一部堦奶機

給Jerald的太太用。我買這份禮物給他，

除了慶祝他的小生命誕生外，還因為那個

堦奶機的型號叫「Swing」！是真的！

Jerald：其實是有次跟太太行街見到，她

立即說，這個叫Eric送啦！結果他真的送了，

都幾貴的，成一千多港元！

10大搞作
迎接新生命

Swing會繼續作嘢，準備下一

張專輯，亦會各自做自己的幕後音

樂工作。因為Jerald在未來日子將會

很忙，要迎接一個新家庭成員，所以

Swing要把握這段時間落實所有音樂上

的東西。

Swing這個三部曲MV以古裝
拍攝，Swing繼續做Swing；
黃日華繼續做郭靖；劉丹繼
續做洪七公，超無聊，但勁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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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最值得慶祝 為band爭光
今年最值得Mr.慶祝的，是收到消息，我們2010年可以舉行紅館演唱會，因為

這代表了很多香港band友的願望，不論結果如何，對我們來說都是最開心的消

息。另一樣令Mr.覺得值得慶祝的，就是專輯《If I am︙》賣到金唱片數字，唱片已

經好少人買，樂隊在香港樂壇得到認同，就如給我們一支強心針，亦是對同行的一

個肯定。此外，我們亦很開心Eason帶着我們在內地舉行巡迴音樂會，令我們賺取

了不少台上經驗。我們的努力背後，其實還有很多人，包括給我們idea寫出〈如果

我是陳奕迅〉的Eason、寫詞的小克，還有傳媒，幫我們作推廣。

09獎賞 宴請阿倫Eason擦餐飽
除了唱片公司及歌迷，09年有兩個人對Mr.都很重要，一個是校長譚詠

麟，一個是Eason，我們希望可以請他們擦餐飽，當作我們給自己的獎賞同

時，亦多謝他們的心意。還記得我們早前打電話給校長，他還說不用啦，等我

們真正賺到錢先，他真心想幫我們慳錢。至於Eason，就等on tour期間，找

個比較便宜的地方，請他吃碗餃子。

10大搞作 首度踏足紅館舞台
下年將會是Mr.更加豐富的一年，不是收入上的豐富，而是工作上

的豐富。Mr.未來會有很多新嘗試的計畫，以不同形式及方法，把我們

的音樂表達出來，踏足紅館將會是我們的里程碑，演唱會暫定3月3日

舉行。

Swing

Mr.

早前跟Eason在南
京演出音樂會，這
個巡迴將一直進行
至下年。下一站將
會於聖誕節期間在
上海舉行。



09最值得慶祝
成功演出首個舞台劇

就是參與了《品香飯店》的演出，用

了兩個月時間去排練，舞台劇是一個team-

work，大家需要溝通，加上導演好好，給

我很大自由度，其中有些punch line是我自

度的，結果演出時「中」到觀眾，那滿足

感是特別大。

09獎賞
給自己一台膽機

因為我剛搬了屋，還是儲錢為上，不

過最近都買了一部膽機，幾好聲的。

10大搞作
推出個人專輯

年初會推出個人專輯，

此外還在計畫一個s ide

project，會組織一隊樂

隊，進行一個「4 parties」

的計畫製作音樂。

有機會參舞台劇
的 演 出 ， 是
Patrick今年最心
的事，因為從這
舞台劇中，他得
到很大滿足感。

09最值得慶祝
新碟等一年終出來

當然是可以出到個人大碟啦！呢張碟籌備

了成年，我、監製同公司都花了好多心機，諗

番前一年，本來是打算四個新人單位一齊出

碟，結果最後只有我一個無出，當時可以說是

我人生最唔開心的一段時間，除了擔心之外，

更加懷疑過自己是否做得不好呢！

09獎賞
回加拿大探親

好想買張機票回加拿大探家人，想起兩年

前為了追求音樂這個夢想，毅然由加拿大來港

發展，到現在兩年無返過去，最想見爹㳜，因

為媽咪有來香港探我，本來爹㳜都說過來，不

過我希望等我再有點成就先啦！

10大搞作
學結他自彈自唱

希望在音樂上可以更進步同參與更多，會

努力學結他，有朝一日可以上台自彈自唱給大

家欣賞，我會請教公司所有識結他的人，好似

Mr.的MJ，另外早前在鄧建明的演唱會上，我

除了做嘉賓，更即席上台拜師學藝添！

早前麥家
瑜舉行新碟發
布會，得到師
兄 張 敬 軒 力
撐，更送上愛
的抱抱，令她
受寵若驚。

陳詩慧覺得《Uni-Power
大合唱會》難能可貴的
是，除了可以跟同公司的
歌手一齊表演外，和校長
同台合唱，也是所有新人
夢寐以求的。

09最值得慶祝
初嘗跳舞滋味

剛剛做完的《Uni-Power大合唱會》，是自己

第一次參與公司舉辦這樣大型的表演，好開心，因

為之前好期待，最難得是我們一班歌手都好

玩得，完全是寓工作於娛樂，演唱會上更奉

獻出我的第一次，就是跳舞，以前未試過，

學的時間雖然好短，不過好好玩，如果有時

間練習耐一點，我有信心會跳得更好。

09獎賞
Keyboard努力創作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

當然是要買多些新樂器給自己，好似早前就

買了個keyboard，這樣就可以寫多些歌，大家

不妨多些留意TVB劇集主題曲，因為我經常也有

份參與，真的做得好辛苦。

10大搞作
努力創作

除了唱歌之外，自己一直

都有用心創作，希望出年可以

將更好的作品送畀樂迷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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