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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即時發佈）                         

《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2》 

鄭嘉穎、胡杏兒膺獅城最愛 TVB 男女藝人大獎 

 

(香港 – 2012 年 8 月 18 日) 為慶祝香港無綫電視及新加坡星和視界邁入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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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鼓勵高質素的電視節目及演藝人才。是晚盛會已

於 8 月 18 日（週六）晚假新加坡金沙酒店圓滿舉行，《怒火街頭》獲頒「本地傳媒最愛 TVB 劇集」，深得新

加坡傳媒喜愛，而鄭嘉穎、胡杏兒更憑此劇分別摘下「我最愛 TVB 男藝人」、「我最愛 TVB 女藝人」，並同

時分別獲得「我最愛 TVB 男角色」、「我最愛 TVB 女角色」。而早前成為全城熱話的電視劇《天與地》則成

功獲得「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實至名歸。 

 

上屆《星和無綫電視大獎》繼續掀起城中熱話，各地媒體爭相報道；今屆大會更增設多個新的獎項，典禮規

模和星光均更勝往年，全場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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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十

多位無綫紅星胡楓、黎耀祥、陳豪、鄭嘉穎、馬國明、陳錦鴻、陳展鵬、黃德斌、胡杏兒、鍾嘉欣、徐子珊、

楊怡、陳法拉、李詩韻，及《超級巨聲》的年輕偶像林師傑，樂壇華麗組合草蜢，及奪得 2011 年度 TVB 全

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亞軍新星蔡艾珈，盛會現場星光熠熠。在典禮開始前，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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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個多月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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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個類別，頒

發獎座共 30 個。 

 

演技備受推崇的胡杏兒憑《怒火街頭》王思苦一角奪得「我最愛 TVB 女藝人」和「我最愛 TVB 女角色」。演

技爐火純青的鄭嘉穎成功打敗一眾強敵，憑同劇勇奪「我最愛 TVB 男藝人」和「我最愛 TVB 男角色」。同時，

該劇更成功摘下「本地傳媒最愛 TVB 劇集」，深見當地傳媒對該劇的喜愛。 

 

陳豪憑《天與地》宋以朗一角奪得「我最愛 TVB 男角色」，更與鍾嘉欣憑《點解阿 Sir 係阿 Sir》摘下「我最

愛 TVB 熒幕情侶」。鍾嘉欣亦同時憑其精湛演技和甜美笑容奪得「我最愛 TVB 女角色」和「最佳笑容獎」，

實至名歸。 

 

人氣劇集《On Call 36 小時》的馬國明和楊怡分別獲得「我最愛 TVB 電視男／女角色」，而楊怡更勇奪今屆

新增的「最璀璨奪目女藝人獎」。另外，由容祖兒為該劇主唱的主題曲《連續劇》成功摘下「我最愛 TVB 主

題曲」，成績驕人。 

 

人氣小生黃宗澤於《潛行狙擊》演出蘇星柏一角，與跟他於劇內有對手戲的徐子珊雙雙躋身成為「我最愛

TVB 電視男/女角色」，徐子珊更憑其曼妙體態奪得「魅力體態獎」，而黃德斌則獲頒「最佳活力獎」，為他剛



   

頁 2 / 16 

 

陽及運動形象錦上添花。 

 

陳法拉憑喜劇《東西宮略》鍾無艷一角成為「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六位得獎者之一，佘詩曼亦憑《天

與地》葉梓恩一角奪得「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而該劇也同時奪得「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可見觀眾

對該劇的新穎題材有著高度評價。 

 

黎耀祥於《法證先鋒 III》飾演專業睿智的法證部高級化驗師布國棟，其新鮮的角色形象讓他躋身「我最愛

TVB 男角色」，而陳錦鴻憑人氣劇集《萬凰之王》道光皇帝旻寧一角也得到該獎項，演技備受肯定。 

 

TVB 的綜藝節目一直廣獲好評，今年，形象百變的樂壇組合草蜢主持的《華麗明星賽》勇奪「我最愛 TVB

綜藝節目」，而《萬千星輝賀台慶》則成為「我最愛 TVB 大型綜藝節目」的得主。 

 

每年，新加坡《星和無綫電視大獎》均頒發「飛躍進步獎男/女藝人獎」，表揚一群演技突飛猛進的藝人。今

年，黃浩然和李詩韻雙雙獲得該獎項，其努力備受讚揚。另外，今屆頒獎禮更新增「最佳男/女新人獎」，由

陳展鵬及陳茵媺奪得，陳展鵬很是興奮，在臺上答謝前輩指點的同時，亦不忘感謝新加坡觀眾的厚愛和支持。 

 

今年，新加坡《星和無綫電視大獎》頒授胡楓「專業精神獎」，展示出他們對資深演藝人士的崇高敬意。胡

楓很榮幸能獲頒此獎，對能得到海內、外觀眾與業界人士的肯定深感欣喜，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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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會中，胡楓、黎耀祥、陳豪、黃德斌、金剛、鍾嘉欣、陳法拉、草蜢、林師傑、蔡艾珈及《明星學院》的

參賽者均有兼任表演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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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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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將於 8 月 25 日（星期六）晚上 7 時 30 分於星和娛家戲劇台(星和視界 855 頻道)

播出；TVB8 將於 9 月 15 日（星期六）晚上 9 時正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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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2》得獎名單 

頒發獎項 得獎藝員 / 劇集  

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宋以朗（陳豪飾），《天與地》 

張一健（馬國明飾），《On Call 36 小時》 

羅力亞（鄭嘉穎飾），《怒火街頭》 

蘇星柏（黃宗澤飾），《潛行狙擊》 

道光皇帝旻寧（陳錦鴻飾），《萬凰之王》 

布國棟（黎耀祥飾），《法證先鋒 III》 

魅力體態獎 徐子珊 

最璀璨奪目女藝人獎 楊怡 

我最愛 TVB 綜藝節目 華麗明星賽 

我最愛 TVB 大型綜藝節目 萬千星輝賀台慶 

最佳男新人獎 陳展鵬 

最佳女新人獎 陳茵媺 

 

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 

 

 

關嘉樂（鍾嘉欣飾），《缺宅男女》 

姚可可（徐子珊飾），《潛行狙擊》 

范子妤（楊怡飾），《On Call 36 小時》 

王思苦（胡杏兒飾），《怒火街頭》 

葉梓恩（佘詩曼飾），《天與地》 

鍾無艷（陳法拉飾），《東西宮略》 

飛躍進步獎女藝人獎 李詩韻 

飛躍進步獎男藝人獎 黃浩然 

最佳活力獎 黃德斌 

我最愛 TVB 主題曲 《連續劇》容祖兒 

我最愛 TVB 熒幕情侶 陳豪  鍾嘉欣 

最佳笑容獎 鍾嘉欣 

本地傳媒最愛 TVB 劇集 怒火街頭 

我最愛 TVB 女藝人  胡杏兒 

我最愛 TVB 男藝人 鄭嘉穎 

專業精神獎 胡楓 

我最愛 TVB 電視劇集 《天與地》 

合共頒發獎項共 1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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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a.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1b.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1c.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1d.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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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1f.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1g.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1h.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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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一眾藝人盛裝赴會，現場擠滿媒體與粉絲。 2. TVB 藝人陳芷菁與金剛擔任《星和無綫電視大獎 2012》的

司儀。 

  

3a. 陳豪（3a）、馬國明（3b）、鄭嘉穎（3c）、黃宗澤、陳錦鴻

（3d）和黎耀祥（3e）齊躋身「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盡顯

非凡實力。 

3b. 陳豪（3a）、馬國明（3b）、鄭嘉穎（3c）、黃宗澤、陳錦

鴻（3d）和黎耀祥（3e）齊躋身「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盡顯非凡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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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陳豪（3a）、馬國明（3b）、鄭嘉穎（3c）、黃宗澤、陳錦鴻

（3d）和黎耀祥（3e）齊躋身「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盡顯

非凡實力。 

3d. 陳豪（3a）、馬國明（3b）、鄭嘉穎（3c）、黃宗澤、陳錦

鴻（3d）和黎耀祥（3e）齊躋身「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

盡顯非凡實力。 

  

3e. 陳豪（3a）、馬國明（3b）、鄭嘉穎（3c）、黃宗澤、陳錦鴻

（3d）和黎耀祥（3e）齊躋身「我最愛 TVB 電視男角色」，盡顯

非凡實力。 

4. 徐子珊奪得「魅力體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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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怡奪得「最璀璨奪目女藝人獎」。 6. 《華麗明星賽》被選為「我最愛 TVB 綜藝節目」，由該節目

主持人草蜢領取獎項。 

  

7.《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被選為「我最愛 TVB 大型綜藝節目」，

由胡杏兒、鄭嘉穎代領獎項。 

8. 陳展鵬（8）和陳茵媺分別奪得「最佳男新人獎」和「最佳

女新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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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鍾嘉欣（9a）、徐子珊（9b）、楊怡（9c）、胡杏兒（9d）、佘

詩曼和陳法拉（9e）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實至名歸。 

9b. 鍾嘉欣（9a）、徐子珊（9b）、楊怡（9c）、胡杏兒（9d）、

佘詩曼和陳法拉（9e）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實至

名歸。 

  

9c. 鍾嘉欣（9a）、徐子珊（9b）、楊怡（9c）、胡杏兒（9d）、佘

詩曼和陳法拉（9e）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實至名歸。 

9d. 鍾嘉欣（9a）、徐子珊（9b）、楊怡（9c）、胡杏兒（9d）、

佘詩曼和陳法拉（9e）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實至

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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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 鍾嘉欣（9a）、徐子珊（9b）、楊怡（9c）、胡杏兒（9d）、佘

詩曼和陳法拉（9e）獲頒「我最愛 TVB 電視女角色」，實至名歸。 

10. 黃浩然和李詩韻（10）分別奪得「飛躍進步獎男藝人獎」

和「飛躍進步獎女藝人獎」，表揚他們的努力。 

  

11. 黃德斌獲頒「最佳活力獎」。 12. 陳豪與鍾嘉欣除奪得角色獎外，再憑《點解阿 Sir 係阿 Sir》

成為新加坡劇迷最愛的 TVB 螢幕情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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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鍾嘉欣憑其甜美笑容奪得「最佳笑容獎」。 14. 《怒火街頭》獲頒「本地傳媒最愛 TVB 劇集」，足見其劇

深獲新加坡傳媒喜愛。 

  

15a. 鄭嘉穎、胡杏兒再憑《怒火街頭》分別奪得「我最愛 TVB

男藝人」和「我最愛 TVB 女藝人」。 

15b. 鄭嘉穎、胡杏兒再憑《怒火街頭》分別奪得「我最愛 TVB

男藝人」和「我最愛 TVB 女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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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電視廣播(國際)有限公司國際業務部總監李德基先生向胡

楓頒發「專業精神獎」，多年演藝成就備受肯定。 

17. 引起全城熱話的《天與地》獲頒「我最喜愛 TVB 電視劇

集」。 

  

18. 林師傑和一眾舞蹈員勁歌熱舞。 19. 黎耀祥獻唱 TVB 經典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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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黎耀祥和蔡艾珈合唱多首曲目，盡顯默契。 21. 草蜢載歌載舞，使全場情緒高漲。 

  

22. 明星學院的參賽者為觀眾高歌一曲，顯示他們的訓練成果。 23. 陳法拉高歌一曲，歌聲繞樑三日。 



   

頁 14 / 16 

 

  

24. 胡楓與林師傑合唱經典金曲。 25. 胡楓與金剛合唱經典金曲，份外新鮮。 

  

26. 陳豪和黃德斌於頒獎禮再度演繹《天與地》主題曲，讓在場

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27. 鍾嘉欣以甜美歌聲獻唱《護花危情》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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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所有獲獎的無綫藝人於頒獎典禮上合照留念。 29a. 一眾藝人接受傳媒訪問，分享獲獎的喜悅。 

  

29b. 一眾藝人接受傳媒訪問，分享獲獎的喜悅。 30a. 頒獎禮圓滿結束，一眾得獎與表演藝人出席祝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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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b. 頒獎禮圓滿結束，一眾得獎與表演藝人出席祝捷會。 30c. 頒獎禮圓滿結束，一眾得獎與表演藝人出席祝捷會。 

 

 

30d. 頒獎禮圓滿結束，一眾得獎與表演藝人出席祝捷會。  

 

如有查詢，請聯絡： 

市務傳訊主任  陸靜心 

電話：(852) 2335 3319 傳真：(852) 2335 3300 電郵：sum.luk@tvbihk.com 

資料撰稿   區玉兒 

電話：(852) 2335 3347 傳真：(852) 2335 3300 電郵：agnes.au@tvbihk.com 

 

電視廣播(國際)有限公司 

市務服務部  傳訊經理 

李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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