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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                                                  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 

 

《星和無綫電視大獎頒獎典禮》 

林峯、佘詩曼勇奪雙料獎項 風靡獅城劇迷 

 

由新加坡星和視界主辦、香港無綫電視協辦的《星和無綫電視大獎頒獎典禮》已於一月廿九日（星期五）

晚上八時假新加坡麗嘉登酒店圓滿舉行。無綫電視與星和視界，至今已攜手建立了十八年的夥伴關係，

今次兩台破天荒聯合舉辦首屆電視大獎，讓新加坡觀眾及媒體投票選出心目中最愛的無綫電視節目及藝

人。此項娛樂盛事總共頒發了十八個獎項，其中最受觀眾矚目的兩項大獎「我最愛 TVB 男、女藝人」

分別由林峯和佘詩曼奪得，兩人備受當地粉絲歡迎，風頭一時無兩！ 

 

是次電視大獎由新加坡知名電台主持人黃文鴻及二零零一年香港小姐季軍朱凱婷擔任大會司儀，電視廣

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率領十位無綫藝人盛裝出席這個盛會，他們包括：陳豪、林

峯、郭晉安、馬浚偉、黎耀祥、關菊英、佘詩曼、郭羨妮、陳法拉及薛家燕。在頒獎典禮開始前，一眾

紅星踏上綠地毯，於星光大道徐徐進場，掀起現場粉絲熱情的尖叫聲，各地媒體的鎂光燈亦閃過不停！ 

 

經過兩個月來的激烈投票，各大獎項終於在當晚揭盅（詳情請參閱得獎名單）。人氣劇集《溏心風暴之

家好月圓》一共囊括七個獎項，成為「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 2009」，稱霸頒獎典禮。在芸芸獎項中，「我

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 2009」的競爭情況最為激烈，由於票數相近，得獎人數增添至六名，其中李司棋

和楊怡雖然未能出席頒獎禮，但亦透過錄影片段留下得獎感言。 

 

無綫當紅小生花旦林峯、佘詩曼及郭晉安各得兩個獎項，成為收穫最豐富的藝人。林峯除了受封「我最

愛 TVB 男藝人」，也憑《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管家仔」一角奪得「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2009」；

而佘詩曼則獲選「我最愛 TVB 女藝人」，並憑《法證先鋒 II》「馬幗英」一角奪得「我最愛 TVB 電視

女角色 2009」。二人在在電視圈十年來的努力有目共睹，在獅城的人氣也不斷飆升，台上領獎時不忘感

謝新加坡觀眾一直的支持，亦感激前輩指點及給予機會，聲言未來會繼續努力回饋劇迷。 

 

曾兩次贏得視帝殊榮的郭晉安，演繹過無數角色，皆有突破性的演出，今次他在《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中除了憑《古靈精探》躋入「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2009」，再憑《戇夫成龍》「丁常旺」一角贏得「我

最難忘 TVB 電視男角色」。至於資深演員薛家燕在經典劇集《真情》飾演的「好姨」一角同樣深入民心，

終於眾望所歸，拿下「我最難忘 TVB 電視女角色」。家燕姐台上致謝時百感交集，因為「好姨」成了她

人生的轉捩點，帶她走出黑暗期，事業上重拾信心。 

 

另外，陳志雲先生除了於當晚擔任頒獎嘉賓，還以《志雲飯局》主持人身份奪得「我最愛 TVB 綜藝節

目 2009」， 台上更幽默地說：「感謝星和，我以為自己是來頒獎的，因為在香港台慶頒獎禮上，我的身

份是評審，絕對不可能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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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會中，關菊英、郭羨妮、陳法拉和林峯更擔任表演嘉賓，分別獻唱《講不出聲》、《Close To You》、《絕

配的一對》及《如果時間來到》，四人美妙的歌聲令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亦緩和了現場緊張的氣氛。

到了尾聲，所有嘉賓及藝人在台上進行祝酒儀式，首屆《星和無綫電視大獎頒獎典禮》在一片歡呼聲下

圓滿落幕。各無綫藝人其後均接受當地媒體採訪，分享得獎喜悅。 

 

頒獎禮翌日，陳豪、郭羨妮、馬浚偉及薛家燕更獲邀出席星和視界一連兩天於 Plaza Singapura 舉辦的

「星和賀歲福滿門展銷會」，四人專程向當地觀眾提早拜年，同時宣傳即將於星和娛家戲劇台播映的無

綫電視劇集，介紹劇中角色及暢談拍攝點滴，並與粉絲大玩「夾元寶」遊戲。展銷會結束後，一眾藝人

更前往 Moral Home for Disabled 作慈善探訪活動，繼續把虎年喜氣洋洋的氣氛帶到新加坡每個角落。 

 

《星和無綫電視大獎頒獎典禮》將於二月十四日（星期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在星和娛家戲劇台(星和

視界第五十五頻道)播出，新加坡觀眾萬勿錯過。 

 

 

如有查詢，請聯絡： 

市務傳訊主任  謝智瑩 

電話：(852) 2335 3319 傳真：(852) 2335 3300 電郵：vivian.tse@tvbihk.com 

資料撰稿   蔣雁薇 

電話：(852) 2335 3347 傳真：(852) 2335 3300 電郵：delphine.cheung@tvbihk.com 

 

電視廣播(國際)有限公司 

市務服務部 傳訊經理 

陳雁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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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 十位無綫藝人抵達新加坡後隨即於記者會上會見當地

傳媒。 
2a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率領

司儀朱凱婷及十位無綫藝人於星光大道徐徐進場。 

  
2b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率領

司儀朱凱婷及十位無綫藝人於星光大道徐徐進場。 

2c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率領

司儀朱凱婷及十位無綫藝人於星光大道徐徐進場。 

  
2d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率領

司儀朱凱婷及十位無綫藝人於星光大道徐徐進場。 

2e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率領

司儀朱凱婷及十位無綫藝人於星光大道徐徐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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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率領

司儀朱凱婷及十位無綫藝人於星光大道徐徐進場。 

3 陳志雲先生主持的《志雲飯局》獲選「我最愛 TVB 綜

藝節目 2009」。 

  
4 郭晉安憑《戇夫成龍》「丁常旺」一角贏得「我最難忘

TVB 電視男角色」。 

5 薛家燕的「好姨」形象深入民心，勇奪「我最難忘 TVB

電視女角色」。 

  
6 《金枝慾孽》獲選「我最難忘 TVB 電視劇集」，陳豪和

佘詩曼上台代領獎座。  

7a  馬浚偉、黎耀祥及陳豪一起打入「我最愛 TVB 電視男

角色 2009」，盡顯非凡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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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馬浚偉、黎耀祥及陳豪一起打入「我最愛 TVB 電視男

角色 2009」，盡顯非凡實力。 

7c  馬浚偉、黎耀祥及陳豪一起打入「我最愛 TVB 電視男

角色 2009」，盡顯非凡實力。 

  

8a  陳法拉、郭羨妮及關菊英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

色 2009」，三人興奮萬分。 

8b  陳法拉、郭羨妮及關菊英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

色 2009」，三人興奮萬分。 

  

8c  陳法拉、郭羨妮及關菊英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

色 2009」，三人興奮萬分。  

9  「管家仔」林峯連奪「我最愛 TVB 男藝人」及「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2009」兩大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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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佘詩曼也當仁不讓，同樣勇奪「我最愛 TVB 女藝人」

及「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 2009」。 

11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成為新加坡觀眾心目中最愛的

TVB 電視劇集。 

  
12a 關菊英、郭羨妮、陳法拉和林峯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

一展歌喉。 

12b 關菊英、郭羨妮、陳法拉和林峯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

一展歌喉。 

  

12c 關菊英、郭羨妮、陳法拉和林峯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

一展歌喉。 

12d 關菊英、郭羨妮、陳法拉和林峯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

一展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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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有獲獎的無綫藝人於頒獎典禮上合照留念。 14 陳豪、郭羨妮、馬浚偉及薛家燕出席「星和賀歲福滿門

展銷會」，令商場擠得水泄不通。 

  

15 馬浚偉不但演技出色，唱功也不賴，現場演繹《金石良

緣》主題曲《小故事》。 

16 藝人與幸運粉絲一起玩賀年遊戲，用巨型筷子夾金元

寶。 

  
17 郭羨妮、馬浚偉及家燕姐收穫豐富，每位各得的金元寶

果真不少！  

18 三位藝人探訪當地智障青年，並親手送上新年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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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和無綫電視大獎》得獎名單 

 

頒發獎項   得獎藝員 / 劇集 

我最愛 TVB 女藝人   佘詩曼 

我最愛 TVB 男藝人   林峯 

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 2009   馬幗英 (佘詩曼飾) 《法證先鋒 II》 

  邢晶晶 (郭羨妮飾) 《古靈精探》 

  鐘笑莎/Sa 姨 (關菊英飾)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 

  甘詠慶 (陳法拉飾)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 

  荷媽 (李司棋飾)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 

  孫皓月 (楊怡飾)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 

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2009   管家仔 (林峯飾)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 

  謝皇上 (馬浚偉飾) 《秀才愛上兵》 

  柴九 (黎耀祥飾) 《巾幗梟雄》 

  于子朗 (郭晉安飾) 《古靈精探》 

  甘永家 (陳豪飾)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 

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 2009  《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 

我最愛 TVB 綜藝節目 2009  《志雲飯局》 

我最難忘 TVB 電視女角色   好姨 (薛家燕飾) 《真情》 

我最難忘 TVB 電視男角色   丁常旺 (郭晉安飾) 《戇夫成龍》 

我最難忘 TVB 電視劇集  《金枝慾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