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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龍「復活」教健身
理大生「鬼點子」奪冠
虛擬巨星指點出拳 零售賽擊敗英美意日尖子

羅馬街頭拉夫 英男拔拳相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李小龍

智能健身中心」獲評審大讚「無可挑
剔」，4名理大女生坦言構思過程絕非一帆
風順，尤其安排男模在現場穿上緊身衣表
演的點子，更是比賽前夕一道「神來之
筆」，事前毫無準備。猶幸天公造美，竟
讓她們合時在羅馬遇上來自英國的「救
星」，自告奮勇充當男模，讓整個匯報過
程錦上添花。

半年構思「ban橋」無數
4名女生用了接近半年時間構思及籌備比

賽，其間想出無數點子，但很多都不可
行，經歷不斷被導師「ban橋」的痛苦過
程，最後才想出「李小龍智能健身中心」
這個構思。團隊在抵達羅馬的最後階段，
仍馬不停蹄地做了很多額外工作，林思圻
指：「我們預早在場外派發傳單，鼓勵途
人捧場支持，還預先準備了大量寫有
Bruce Lee（李小龍英文名）的手帶派發予
觀眾，並為評審額外準備特別版電子手
帶，務求加深評審印象及現場氣氛。」
皇天不負有心人，各人的努力沒有白
費，在派傳單期間更迎來「驚喜」。李康

琪透露：「比賽前夕有人提議找男模穿上
生物纖維緊身衣走到台上表現助興，但臨
時要在羅馬尋找合適的男模談何容易？正
當我們打定輸數，一名路過的英國人聽了
我們的情況，竟願意擔任男模，身型更恰
巧與緊身衣吻合，簡直如有神助。」
英國男模上台落力表現，女生們乘勢跟

所有觀眾重演李小龍的經典出拳姿勢，將
現場氣氛推至最高，她們均指此情此境畢
生難忘。評審事後讚賞「李小龍智能健身
中心」的構思無可挑剔，獲得冠軍實至名
歸。事後林思圻更獲外國公關公司賞識，
將遠赴紐約進行為期半年實習工作，擴闊
視野。

■責任編輯：鄭樂泓 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

為動畫角色「發聲」讀配音班易入行

職涯發展7能力

毋須靚樣、不必化妝，
只靠一把靚聲，他們就能
行走娛樂界，在電影、電

視劇中揮灑自如，說的不是歌手，而是替外籍人士
說廣東話、為動畫人物添上靈魂的專業配音員。一
直在幕後默默耕耘，觀眾總有機會聽過他們的靚
聲，可是他們工作的心聲，卻並非人人知曉。

學歷要求不算高
19歲的阿嘉年紀尚輕，但已在配音專業工作了
兩年，此前更曾聲演賣座動畫電影《玩轉腦朋
友》。他表示，配音業工作主要分電視、電影及
廣告幾個範疇，年輕人可按興趣選擇，而行頭對
學歷要求並不高，如果年輕人語言能力高，就能
參與更多不同類型的配音，作更多嘗試之餘，收
入自然亦會較多。
年輕人如有心入行，阿嘉建議他們先報讀一
些配音班，了解配音業工作和所需知識技巧，
更重要的是認識由配音領班或配音導演擔任的
配音班導師，由他們引薦入行。一般而言，配
音班分初、中、高及實習班，而完成初班通常
已有工作機會。
「當然，年輕人如果有信心，亦可自錄一段
聲帶，然後寄到電視台或電影製作公司，如果
配音領班或配音導演覺得合用，亦有機會因
此入行。」阿嘉補充道。

薪酬按工作計算
薪酬方面，配音業主要是按工作多少而決

定，薪酬不算穩定，但勝在多勞多得。阿嘉表示，
除「聲演」外，行外人一般不知道配音員還有一種
叫「打稿」的收入來源，「打稿即是看過片段後，
再按角色的口型及發言時間，創作合適的對白，一
份30分鐘的稿，就約有三百元，多打幾份也是不錯
的收入。」
作為表演行業，專業配音員最讓阿嘉感到滿足的

地方，自然是其聲演角色獲得觀眾認同，「能夠聲
演一些重要角色甚至主角，坐在戲院時看到觀眾的
現場反應，實在很有滿足感。」
他又指，由於工作關係，有機會認識各界知名人
士，也能擴闊眼界，而工作是按件數而定，只要完
成就可收工，自由度相對較大。

需習慣捱更抵夜
工作當然有利亦有弊，因配音工作多是通宵進

行，捱更抵夜是常態，精神及體力經常透支，而薪
酬不穩定、擔心工作量不足等更是實際的考量，行
業的專業發展亦暫時未能跟上鄰近地區，「如在日
韓等地，專業的『聲優』就是明星，會開個人演唱
會及有忠實粉絲團，發展較多元化，但香港則仍有
待發展。」
說到未來夢想及發展，阿嘉像任何一位藝術工作
者般，希望能有一套個人代表作，也很希望能開設
自己的製作公司，可以有更大的自主創作空間，但
他自知其經驗及網絡尚不足，現時會作更

多嘗試，好好累積發展本錢。
看完阿嘉對「聲演」工作的介紹，大家有否興趣

體驗一下這行業？只要於 facebook（https://www.
facebook.com/hkywcaclap）讚好我們，並inbox我們
姓名及聯絡電話，有最少5名15歲至21歲沒有讀書
和工作的年輕人參與就可開班。大家快些報名參與
啦！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

計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
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6 月 中
旬，一位
中六男生
在學校陰

雨操場左右踱步，手上拿着英文老
師替他批閱的講稿，口中唸唸有
詞，認真非常；那邊廂家政老師也
在縫紉室埋首苦幹，替男生準備那
剛從師兄處借來的黑色西裝外套，
把它熨得筆挺無痕；隨後班主任也
前 來 幫 忙 ， 教 導 男 生 如 何 打 領
帶……
以上的情景絕非虛構誇張，男生需
盛裝出席的，不是中六謝師宴，而是
大學入學面試！
每年5月至7月期間，不少的大學課

程也會邀請文憑試考生出席入學面
試，而對很多中六同學來說，這是他
們懂性以來得自己面對而又影響未來前
景的重要的事件之一。
入學面試主要分個人和小組兩種，不
過，由於文憑試考生眾多，因此大部分
均以小組形式進行，語言亦以英語或廣

東話為主（課程特別列明除外）。以下幾點總結了
過往同學的經驗和大學招生人員的建議，僅供同學
參考：
1. 做足「功課」︰事先從院校開放日及網頁、學校
老師、校友等了解相關課程的背景資料、收生準則
等，如對課程或學科最新發展有獨到/原創的見解則
更理想；同時亦須就中英文自我介紹、面試常問問題
等做好準備。
2. 衣着得體︰除非課程有持別要求外，否則同學只需
穿着輕便而大體的服裝（smart casual），以表示對面
試人員的尊重；既不用全套黑色西裝上陣，也別穿短
褲拖鞋彩甲染髮等，中學校服也不太合宜，簡單恤衫
輕便西褲或及膝西裙便可。
3. 準時到達︰大學校園建築物繁多，要找個課室隨時
可以花上一個小時。同學須事先查清楚位置，可以的
話，於面試日前先到院校視察；面試當日也宜早半小時
到達，往面試地點附近走走，順道了解一下心儀學系／
課程活動。
4. 真誠坦白︰面試時，別弄虛作假，捏造答案，以圖取
悅他人；大學教授和負責收生的人員身經百戰，同學的
回應，對學科的熱誠孰真孰假，他們一眼便看得出，信
不信由你！遇有不懂回答的問題時不妨直認，並承諾會將
勤補拙；有時候面試人員不是在考核你的知識，而是同學
的態度。
5. 堅定自信︰小組面試時，同學表現緊張在所難免；但過
分緊張而導致驚惶失措，搖擺不定而大失水準便很不值；
曾有考生於小組面試時，眼見前4位同學的答案跟自己不
同，心中一怯，毅然從眾，更改自己的答案迎合他人。結
果？因為答案並非自己真實、由衷的選擇，再詳細的解釋
也難以打動別人。

■徐恩祖（學校發展主任）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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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經濟及科技迅速
發展，就業市場與就業
模式出現了根本的變
化，努力讀書，考上名

校，完成大學學位，進入大公司，逐步上位，
已不再是個人職業發展成功的不變定律；相
反，現今職業內容的多樣性及職位的不穩定
性，直接令僱主對僱員的要求提升，就業流動
率的相應提高，已成為了求職者必要考慮的因
素。面對着這些變遷與機會，個人在職場上的
表現已不是首要取決於學業成績、取得學位的
多寡或個人智慧，而是我們是否擁有推動職涯
發展的7種能力。
推動個人職涯發展的首要能力，便是要具
備推動個人發展的動力，我們要懂得為自己
建立正面的態度及對未來的盼望，明白職涯
規劃的重要性，這項能力較多是一種心態，

正是提升其他能力的基礎。
接着是自我了解的能力，我們要懂得反省自己

的需要，了解個人興趣、個性、價值觀、性向、
對工作的期望、個人優點和缺點等，有了這樣的
認識，我們做事才能發揮過人之處，避免浪費力
氣，工作得以事半功倍。
第三是自覺學習的能力，因為要處理工作內容

的多樣性及工作要求的持續變化，我們會經常發
現自己的不足和限制，故我們要懂得爭取甚至製
造經驗，找出當中的學習元素，並作適當的檢討
和改善。
第四是認識工作領域的能力，掌握搜集資料的

方法，了解工作的要求和進修途徑，找出合適自
己的工作環境、機會與困難。
第五是設定目標、作決定及實行計劃的能力，

選擇時可善用個人優勢和專長，把生活的抱怨解
讀為個人需要，把需要轉為發展方向，再轉為事

業發展規劃，然後切實執行。
第六是通用能力，當中包括與人溝通和協作的

能力，只要我們細心留意，今天職場的成功要素
乃是員工的人際關係、表達能力、在團隊中參
與、領導和影響力等，通用能力很多時還會比專
業能力更重要。
事業發展是一項重要的人生工程，很多人未能

成功的主要原因只是因為定力和自律性不足，亦
有一些未能照顧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因壓力而導
致表現不理想，職涯發展的最後一項且非常重要
的能力，便是有效的自我管理能力。

■崔日雄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社會科學及教育課程總監

（全球職涯發展認證培訓師）
學院網址: www.cusc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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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曾聲演賣座動畫電影
《玩轉腦朋友》。作者供圖

世界零售業大會舉辦的未來零售
領袖挑戰賽，本年要求參賽者

以家鄉的標誌性人物作主題，並構思
一個可行的零售計劃。理大時裝零售
學系女生林思圻、李康琪、韓國女生
Ashley，聯同時裝設計學系女生蔡鍶
婉合組團隊，以國際知名武打巨星李
小龍作為核心意念，構思出「李小龍
智能健身中心」。他們遠赴羅馬跟來
自英、美、意、日的精英學生比拚構
思，最終獲得全場總冠軍。

房間投影百變 餐單參考「龍膳」
「李小龍智能健身中心」設有大量
高科技健身器材，包括可即時檢測人
體狀況、及有按壓肌肉功能的生物纖
維緊身衣，並由李小龍的立體投射影
像作虛擬教練，指點用家出拳方式或
提示訓練進度。中心設有可隨時改變
房間背景的投射裝置，用家可選擇置
身不同環境。四名女生還特意參考李
小龍的膳食餐單，設計多款營養飲
料。中心選址中環國際金融中心，計
劃中還包括大型跑步賽事（Bruce
Lee Run）作為大型宣傳。
四名柔弱女生竟會選擇雄赳赳的
李小龍作為題材，原來這是Ashley的
主意。她以外來人的角度考量，一
講到香港的標誌性人物，第一時間
就想到李小龍。在定案之前，各人
只知李小龍是武打巨星，故要四出
搜尋更多資料，蔡鍶婉指︰「把李
小龍的電影看一遍是最基本的準
備，還要熟讀其武術及哲學理念，
最近文化中心正舉辦李小龍展，當
然亦有到場取經。」
李小龍平生自我要求極高，經

常嚴格地訓練體能，所以「健身中
心」是四名女生首先想到的計劃核
心。不過，如何令健身中心突圍而
出，則令女生們費煞思量，各人最
終決定引入高科技健身器材，林思
圻指：「不少高科技產品，大部分
從未在市場面世，因此事前必須作
出大量調查，至少要證明有關技術
已在研究階段，理論上可行，並非
天馬行空。」
為了讓各項目緊扣主題，團隊又用
上李小龍愛飲的蜂皇漿及人參，附以
其名句「吸收有用的，拋棄無用的，
加上自己特有的，形成自我獨特的」
作為宣傳，加深消費者的印象。

主題引起共鳴 教授支持構思
3名負責指導計劃的理大教授盧君

宇、黃歡玉及鄭素珍均認同選擇李小
龍作主題是致勝關鍵，身為韓籍教授
的鄭素珍指李小龍的成就，在世界各
地均獲廣泛認同，很支持同學的構
思。
以知名人士做代言人，是現代奢侈品

常見的推銷手法，盧君宇舉例指，足球
明星碧咸參與男裝品牌生意，C．朗
拿度亦推出自家內衣品牌，讓人物跟
品牌產生連繫，明顯李小龍的個人形
象跟健身中心息息相關，構思讓人容
易接受。
社會大眾以為時裝設計學生只會製

衣，黃歡玉卻指學生有預測潮流趨勢
及創造力才最寶貴，放在很多行業亦
可大派用場。多讓學生參加大賽，更
能鍛煉其解難及應變能力，面對一眾
國際評審仍能鎮定講解構思內容，讓
學生上了寶貴的一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已故國際知名武打巨星李

小龍，其挑戰自我、超越極限的精神至今仍影響世界。4

名香港理工大學的女生看準這位超級偶像的強大感染力，

設計出「李小龍智能健身中心」，將李小龍的鍛煉方法與

高科技訓練產品共冶一爐，結果構思獲國際大型比賽評審

賞識，脫穎而出勇奪冠軍。她們分享摘冠感受時坦言，曾

在構思路上反覆自問：「這個點子有何特別？」經過無數

次修改，精益求精才獲佳績，這也是受到李小龍不斷追求

突破的理念影響。

■她們經過無數次修改，精益求精才獲佳績。左起：李康琪、蔡鍶婉、林
思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攝

▲「李小
龍智能健
身中心」
概 念 相
片。
理大供圖

◀英國男
模上台落
力表演。
理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