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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                         

《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1》 

佘詩曼陳豪榮膺獅城最愛 TVB 男女藝人大獎 

 

(香港 – 2011 年 7 月 18 日) 為慶祝香港無綫電視及新加坡星和視界邁入第 20 年夥伴關係，今年兩大電視業

龍頭再次共襄盛舉，聯合舉辦《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1》，鼓勵高質素的電視節目及演藝人才。是晚盛會已

於 7 月 16 日（週六）晚假新加坡金沙酒店圓滿舉行，佘詩曼、陳豪分別摘下「我最愛 TVB 女藝人」、「我最

愛 TVB 男藝人」兩項大獎，並同時獲選為「我最愛 TVB 螢幕情侶」。而戰績彪炳的民初史詩式鉅作《巾幗

梟雄之義海豪情》則成功獲得「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橫掃海內、外各大電視頒獎禮。 

 

去年首屆《星和無綫電視大獎》掀起城中熱話，各地媒體報導不斷；新一屆電視大獎倍受矚目，不但典禮規

模和星光均更勝往年，全場 4,000 觀眾座無虛席。今年，大會請來著名主持人陳芷菁和金剛擔任司儀，十多

位無綫紅星佘詩曼、陳豪、黎耀祥、胡杏兒、陳法拉、徐子珊、楊怡、張智霖、黃宗澤、李司棋及唐詩詠，

及一眾《超級巨聲》的年輕偶像林欣彤、胡鴻鈞、林師傑、陳鴻碩、何雁詩及陳慧敏在典禮開始前相繼踏上

星光大道進場，惹來現場粉絲熱情的尖叫聲，各地媒體鎂光燈亦閃爍不停。 

 

《星和無綫電視大獎》由新加坡觀眾及媒體票選出每年最受喜愛的無綫電視節目及藝人，經過兩個月餘網絡

及電話短訊的激烈投票，各大獎項終於在當晚揭盅（詳情請參閱得獎名單）。是晚獎項共分為 14 個類別，頒

發獎座共 23 個。 

 

去年的新加坡視后佘詩曼憑著出眾演技，再度蟬聯「我最愛 TVB 女藝人」大獎。形象百變的陳豪可塑性甚

高，成功打敗強敵登上「我最愛 TVB 男藝人」寶座。兩位好搭檔在古裝喜劇《公主嫁到》中的破格演繹讓

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時為他們摘下「我最愛 TVB 螢幕情侶」大獎，榮登當晚最受矚目的典禮明星。 

 

人氣劇集《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中可歌可泣、縈繞鴉片和抗日戰爭的悲壯故事風靡萬千獅城劇迷。該劇當

晚更一舉囊括四個獎項，包括年度「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黎耀祥、陳法拉、鄧萃雯等多位演員更憑著劇

中的人氣角色獲得「我最愛 TVB 電視男／女角色」獎項，成績驕人。 

 

人氣小生黃宗澤在中港合作的電視劇大作《摘星之旅》演出鍾林大一角，在香港、內地和海外的人氣也不斷

攀升，成為「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五位得獎人之一。 

 

去年榮登頒獎禮最大贏家的林峯，今年依然獲得不錯的成績。他與楊怡在《談情說案》中合演物理天才景博

和勇猛女警「犀利妹」，大受觀眾歡迎，同時躋身「我最愛 TVB 電視男／女角色」得獎者之一。近年積極進

軍樂壇的林峯歌視雙棲，人氣再上層樓，他為《摘星之旅》主唱的國語主題曲《我們很好》成功摘下「我最

愛 TVB 主題曲」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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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杏兒與張智霖在料理愛情小品《魚躍在花見》中首次合作新鮮感十足，贏得「最具火花搭檔獎」。其中杏

兒所飾演的女主角羌姜慧黠討喜，甚得新加坡觀眾歡心，成功為她帶來一座「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獎

座。 

 

另一位「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得獎者徐子珊，同時亦是「最佳活力」獎項的得主。她的戲劇和歌舞表

演處處展現奔放熱情的個性，得獎可謂實至名歸。「最佳笑容」得主陳法拉得天獨厚，姣好甜美的外型讓她

成為鏡頭寵兒，這次帶來獎項美譽更是錦上添花。兩個獎項均由大會今年特別增設，旨在嘉勉藝人在各方面

的出色表現。 

 

繼去年 TVB《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把「萬千光輝演藝人大獎」榮譽頒予李司棋後，今年新加坡《星和無綫電

視大獎》亦頒授李司棋「專業精神獎」，展示出他們對資深演藝人士的崇高敬意。司棋姐對再次得到海內、

外觀眾與業界人士的肯定深感榮幸，她在台上深深感謝所有支持者，並重申對表演的熱情永不磨滅。 

 

搞笑新星金剛憑著不俗的喜劇功力快速冒起，當晚他不但受邀擔任大會司儀，同時亦與去年的「飛躍進步女

藝員」唐詩詠雙雙獲得「最佳 TVB 飛躍進步獎」，努力備受肯定。兩位新星激動之餘不忘感謝新加坡觀眾的

支持，亦藉此機會答謝前輩的指點，承諾會繼續努力回饋劇迷。 

 

盛會中，黎耀祥、陳法拉、徐子珊、胡杏兒與張智霖，還有一眾「巨星幫」的歌唱好手均有兼任表演嘉賓登

台獻唱，為觀眾送上首首 TVB 經典金曲。美妙的歌聲令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亦緩和了現場等待結果的

緊張情緒。節目尾聲，所有嘉賓及藝人在台上合照留念，《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1》亦在一片歡呼聲下圓滿

落幕。會後各藝人接受當地媒體採訪，分享得獎喜悅。 

 

《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1》將於 7 月 24 日（星期日）晚上 8 時 45 分至 10 時 45 分在星和娛家戲劇台(星和

視界 855 頻道)播出；TVB8 將於 7 月 31 日（星期日）晚上 7 時正至 9 時正播出。 

 

 

 

 

 

 

 

 

 

 

 

 

 

 



   

頁 3 / 9 

 

《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1》得獎名單 

 

組別 頒發獎項 得獎藝員 / 劇集 

1 我最愛 TVB 女藝人 佘詩曼 

2 我最愛 TVB 男藝人 陳豪 

3 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 

羌姜 (胡杏兒飾)  

《魚躍在花見》 

劉晴 (陳法拉飾)  

《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 

高麗蕊 (徐子珊飾)  

《情越雙白線》 

徐小麗 (楊怡飾)  

《談情說案》 

鄭九妹 (鄧萃雯飾)  

《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 

4 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魚至嬴 (張智霖飾)  

《魚躍在花見》  

鍾林大 (黃宗澤飾)  

《摘星之旅》 

景博 (林峯飾)  

《談情說案》 

顧汝章 (鄭嘉穎飾)  

《鐵馬尋橋》 

劉醒 (黎耀祥飾)  

《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 

5 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 《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 

6 我最愛 TVB 大型綜藝節目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7 我最愛 TVB 綜藝節目 《荃加福祿壽》 

8 最佳 TVB 飛躍進步獎 
唐詩詠 

金剛 

9 我最愛 TVB 螢幕情侶 陳豪  佘詩曼 

10 最具火花搭檔獎 張智霖  胡杏兒 

11 我最愛 TVB 主題曲 《我們很好》(國語) 林峯 

12 專業精神獎 李司棋 

13 最佳活力 徐子珊 

14 最佳笑容 陳法拉 

合共頒發獎項共 2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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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  當晚主持人為陳芷菁與金剛。 2a.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2b.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2c.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2d.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3a. 張智霖(圖)、黃宗澤、林峯、黎耀祥、鄭嘉穎齊打入「我

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盡顯非凡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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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張智霖、黃宗澤(圖)、林峯、黎耀祥、鄭嘉穎齊打入「我

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盡顯非凡實力。 

3c. 張智霖、黃宗澤、林峯、黎耀祥(圖)、鄭嘉穎齊打入「我

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盡顯非凡實力。 

  
4.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被選為「我最愛 TVB 大型綜藝節目」，

由黎耀祥、李司棋代領獎項。 

5.  《超級巨聲》的林欣彤、胡鴻鈞、林師傑、陳鴻碩、何雁

詩及陳慧敏為新加坡觀眾表演 TVB 經典金曲串燒。 

  
6a. 胡杏兒(6a)、陳法拉(6b)、徐子珊(6c)、楊怡(6d)、鄧萃雯

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足見在新加坡的高人氣 

6b. 胡杏兒(6a)、陳法拉(6b)、徐子珊(6c)、楊怡(6d)、鄧萃雯

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足見在新加坡的高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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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胡杏兒(6a)、陳法拉(6b)、徐子珊(6c)、楊怡(6d)、鄧萃雯

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足見在新加坡的高人氣 

6d. 胡杏兒(6a)、陳法拉(6b)、徐子珊(6c)、楊怡(6d)、鄧萃雯

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足見在新加坡的高人氣。 

  
7.  陳法拉喜獲「最佳笑容」獎，在台上綻放甜美笑容。  8.  徐子珊再獲「最佳活力」獎。 

  
9. 《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成為新加坡觀眾的最愛 TVB 電視

劇，星和業務總監陳東海先生負責頒獎，劇中演員黎耀

祥、陳法拉代領獎項。 

10. 唐詩詠獲得「最佳 TVB 飛躍進步獎」，從電視廣播(國際)

有限公司國際業務部總監李德基先生手上接過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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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兼任當晚主持重任的金剛同獲「最佳 TVB 飛躍進步獎」，

表現興奮。 

12. 胡杏兒除角色獎外，再與張智霖共享「最具火花搭檔獎」，

成為當晚雙料得主之一。 

  
13. 陳豪與佘詩曼成為新加坡劇迷心目中最愛的 TVB 螢幕情

侶。 

14a.黎耀祥(14a)、陳法拉(14b)、徐子珊(14c)、胡杏兒與張智

霖(14d)當晚亦有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一展歌喉。 

  
14b.黎耀祥(14a)、陳法拉(14b)、徐子珊(14c)、胡杏兒與張智

霖(14d)當晚亦有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一展歌喉。 

14c.黎耀祥(14a)、陳法拉(14b)、徐子珊(14c)、胡杏兒與張智

霖(14d)當晚亦有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一展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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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黎耀祥(14a)、陳法拉(14b)、徐子珊(14c)、胡杏兒與張智

霖(14d)當晚亦有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一展歌喉。 

15. 陳豪失落 TVB 視帝，卻贏得新加坡觀眾的「我最愛 TVB

男藝人」，吐氣揚眉。 

  
16. 佘詩曼以出色演技勇奪「我最愛 TVB 女藝人」，星和電訊

與信息服務總監陳健熊先生負責頒獎。 

17. 李司棋獲頒「專業精神獎」，多年演藝成就備受肯定，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國際業務總經理陳碧鏵小姐負責頒獎。 

  
18. 所有獲獎的無綫藝人於頒獎典禮上合照留念。 19. 頒獎禮圓滿結束，一眾得獎與表演藝人出席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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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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