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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阿Sa蔡卓妍及小美賀軍翔，這兩位港台大
明星呼叫出來，接受今次訪問，難度極高。阿Sa身
處內地拍劇而小美則留守台灣工作，就算於上兩周
六二人同樣身在香港，也是緣慳一面。

兩位老友未能見面一同接受訪問，但幸好現在互
聯網發達，二人身在異地，也同樣可以接受本刊的訪
問，為《呼叫大明星》再次走在一起，回味兩人初次
接觸。阿Sa為《呼》劇獻出了很多第一次給小美，
台劇偶像小美則從阿Sa身上發現很多驚喜。

二人首次對壘，擦出不少花火，小美飾演的大明
星柏野，與隻身來到台灣當的士司機的阿Sa所飾演
的陳德馨，因為一張三億新台幣的獎券，而展開追
逐，更發展出錯摸的情感，陳德馨能否成功打動

柏野，呼叫出柏野內心的真愛？
逐，更發展出錯摸的情感，陳德馨能能否成功打動

柏野，呼叫出柏野內心的的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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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軍翔
百足咁多爪的阿Sa，經常兩岸三地

穿梭工作，但原來拍攝電視劇當主角卻
是第一次，還要是台灣盛產的偶像劇，
她收到《呼》劇的邀請，相當雀躍，
「當然有憧憬啊！偶像劇（台灣）予觀
眾的感覺很浪漫深刻，一個角色就已令
觀眾一看難忘，所以很開心能有自己主
演的偶像劇！雖然拍攝節奏好快，曾經
一天拍二十幾個小時三十幾場戲。我一
下哭、一下笑，真的累翻了！最不習慣
就是要用國語講對白，所以真是好大的
挑戰！」

阿Sa為《呼》劇獻出了無數的第一
次，當中最難忘是為小美的吻戲，「以
往的作品我沒有太多吻戲，導演臨時加
入，讓我很緊張。還好小美在這方面有
很多經驗，由他帶我入戲好好多！加上

闊別偶像劇已有三年的小美，被安
排於《呼》劇演出大明星柏野，戲外的
小美也是受支持擁戴的大明星，卻有不
一樣的感覺，「其實不會比較輕鬆， 反
而覺得壓力很大，會去設想觀眾真正能
看到想看到的，或者該說是戲中柏野能
給觀眾甚麼感覺。柏野雖然是大明星，
但內裏卻是一名窮光蛋，我很喜歡這樣
的角色設計，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人性
化，而且比較像很多明星背後辛酸的一
面。作為公眾人物，甚至是有很多粉絲
的偶像，在人前我們常常要展現開心的
一面，其實在人後可能很多壓力要獨自
承受，所以我在演出的時候希望自己能
呈現得很有肩膀（承擔），即使在劇中
柏野的生活不如意，也需要給觀眾樂觀
的感覺。」

於劇中，觀眾感受到柏野的無奈，
相當有真實感，會否是有小美自身的投
射？原來一切都是以演技取勝，「沒有
我自己的影子，這就只是戲劇，我只希
望大家從柏野當中，真的能看到我在戲
劇上的努力以及進步。」

《呼》劇中，柏野因為一張三億新
台幣的獎金券而與的士司機陳德馨接
觸，及後更發展出真感情，「一開始柏
野純粹是為了彩金的下落而接近德馨，
但後來發現她的天真以及不為人知的一
面，開始產生了好感，也察覺到她跟彩
金一點關係也沒有。對我來說，一開始
當然會受到金錢的誘惑，畢竟三億不是
小數目，但沉澱過後才會發現，情感是

金錢買不到的東西，所以當然會希望兩
者兼具。如果現實中我真的中了三億，
我不會離開演藝圈，反而會考慮買下經
紀公司，自己當老闆。」

小美與阿Sa初次合作與認識，很快
就熟絡，更因劇此而展開友誼，「未認
識前覺得她很隨和，沒有架子。認識後
發現跟我之前的印象差距不大，人很
好，是個很好相處的人。她首次的連續
劇已經很好，只因為台詞很多，阿Sa又
要用國語背台詞，所以常常會有很多好
笑的事，有一場她罵我，因為說得不順
而改了用廣東話，我也跟着說了些自創
的廣東話，結果沒有人聽得懂，同時被
導演踢爆我不懂說台語。今次與阿Sa合
作很順利高興，對於大家說我吻了當時
還是鄭中基妻子的她。啊！我賺到
了！」

阿Sa於《呼》劇中飾演的士司機
（台灣稱計程車運匠），對沒有駕駛執
照的她來說，驚喜萬分，「我最喜歡演
在現實生活中沒機會做的角色，除了由
女生當的士司機感覺很有型外，自由地
駕車感覺頗自由自在，那種不知何時何
地遇上客人的感覺很隨緣。戲外，我根

本不懂駕駛，所以劇中的飛車鏡頭都是
林合隆導演在車旁替我開，拍出來的效
果令我覺得很棒！只有一場載小美的
戲，我必須親身上陣，雖然當時的車速
只有五十，我開了大概五十公尺的路
程，小美已說：『坐在沒有駕照的司機
旁邊，我很擔心呢！』」

有驚冇險的一場戲也順利完成，
阿Sa也慶幸一直有小美在旁，「他有時
很man，卻時而像小孩般很可愛，是一
個男孩與男人的混合體。小美在現場時
氣氛都很輕鬆，又細心幫我，因為國語
對白對我來說比較困難，他就教我如何
背台詞、怎樣說得順暢。他真是一個好
好的演員，不會只顧自己，更會帶對手
入戲。」

拍攝當天我有點感冒，拍完吻戲後小美
一直咳嗽，覺得喉嚨癢癢，我自己都覺
得不好意思，好像把感冒傳染給他。有
一場小美要強吻我，當時他沒抓準距
離，結果門牙撞爆了我的嘴唇而流血，
所以我幫他改名為賀『激』翔，哈
哈。」

01.  糾纏於柏野之間，陳德馨另有鍾威力
（陳至愷飾）當她的護花使者，更為
她不惜付出，陳德馨難以選擇。

02.  劇中陳德馨被僱用來追星，現實中粉
絲們也不時包車來追阿Sa，但她並不
鼓勵粉絲太熱情，寧願大家安安全全
地在活動場地等她。

03.  柏野一直心儀學妹楊惟晨（周采詩
飾），二人本來兩情相悅，卻因為陳
德馨的出現，令二人關係改變。

04.  為了令陳德馨交出三億的彩金，柏野
以強吻令陳德馨喜歡上自己，結果柏
野令自己的感情動搖，對陳德馨產生
感覺。

01.
03.

04.

02.

蔡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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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呼》劇，令阿Sa體驗地道的台灣生
活，「很多好吃美食外，在不用開工的日子，我
到過夜市、KTV、餐廳，令我在繁忙的拍攝生活
中得以放鬆！台灣人很友善好客，好開心今次透
過工作認識了很多朋友。」

友善的台灣人，遇上了香港的親善代表
阿Sa，也鬧出不少笑話，「劇中飾演陳德馨跟我
很相近，都是愛吃愛笑、樂天知命。劇中，我有
很多吃滷肉飯的場口，相當有口福！戲外我也是
超愛吃台灣小吃，只要有空檔，嘴巴就沒停過，
有一次還因為吃而鬧出笑話。當時在菁桐拍戲，
剛巧有空檔，我看到一家小吃店的招牌寫着『香
馬雞雞』，很好奇哪究竟是甚麼食物，想要試
吃。結果劇組的工作人員看到笑翻了，哪有甚麼
『香馬雞雞』？原來招牌所寫是『香腸、馬鈴
薯、雞腿、雞排』！因為香港的招牌都是打橫
寫，台灣的是打直，所以才鬧出這樣的笑話。但
大家卻認為我是餓昏頭了⋯⋯」自此，阿Sa的饞
嘴聞名於台灣。

蔡
卓
妍

馬不停蹄的阿Sa，出席《2010勁歌金曲優
秀選第二回》，一人憑〈往事並不如煙〉得
到「最受歡迎華語歌曲獎」及與林峯合唱的
〈一直都在〉，得到兩大獎項。

阿Sa忙於在國內拍攝電
影，又要為新歌〈煞有介
事〉拍MV，前者古裝美
女的造型、後者則是超級
「平」凡，但很有工作效
率的豬扒OL，大家會喜
歡哪一個阿Sa？

除了工作，阿Sa不忘與
朋友聯誼聚舊，手抱好友
的BB，愛不釋手，仲揚
言超愛朋友的孩子，要把
他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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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明星演繹大明星，小美回想自己會當
上偶像，也是意想不到的事，今年他歌影視三
棲，為《呼》劇初試啼聲，獻唱插曲〈發現我
愛你〉，去年首次踏足電影圈，於《七天愛上
你》擔當男主角，今年亦參與《未來警察》的
演出，「小時候受成龍的電影影響，很想當警
察，覺得很有正義感和幫助別人。國中愛上打
籃球，曾幻想自己能成為Michael Jordan的接班
人，所以高中時希望可以當上體育老師，結果
得到推薦保送到體育學院。直到高中畢業前三
個月，朋友找我去打中量拳擊，我就糊裏糊塗
參加了全國比賽。抱着被打下來的心態迎戰，
結果幸運地第一場不用比賽、第二場對手棄權
了，第三場不敢看對方而亂揮，最後晉級前八
強，得到九一年的全高中男拳擊丙級第七名，
因而保送體育學院。」雖然在運動場上透過僥
幸而得到佳績，不過在娛樂圈中，小美是由默
默耕耘，付出心血與汗水而得到今天的成就。

賀
軍
翔

工作以外，小美也愛遊歷各地，到過滿布垃圾的
印度恆河，及將要消失的馬爾代夫，呼籲大家要
愛惜地球。

早前忙於拍攝新台劇《幸
福最晴天》，將拍劇的花
絮照發上微博，向粉絲們
分享。

當
三
我
上
的
警
打
班
果
三
塗
，
權
八
，
僥
默

小美於九月初抽了
一天時間來港出席
fashion show，翌日
就返回台灣工作，
行程相當趕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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