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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TVB周刊》創刊之時，亦是《萬千星輝賀台慶》中首辦「頒獎禮」，頒發多個獎項，

以表揚幕前有出色表現的藝員，時至今天，經已踏入第十二年。

十年以來，頒獎禮中提攜、鼓勵了不少優秀藝員，令到視界發展更為蓬勃，而「頒獎禮」於台慶節

目中日益受到重視：○五年成為了台慶重點環節，增設多項大獎，以肯定戲劇組以外電視節目的努力和

成就；○六年籌辦成獨立節目，命名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七年作海外直播，將盛事與海外的

TVB fans作即時分享。

萬眾期待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08》將於本周六，十一月十五日舉行，十一項大獎花落誰家，

乃是城中熱話。緊張氣氛下，大家不如菍菍氣，由本刊帶你們重溫十年「頒獎禮」中的典經難忘場面，

齊齊數出當中之最。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歷年經典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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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08》
翡翠台及高清翡翠台

8:30PM



阿姐汪明荃縱橫藝壇四十一年，於演藝界、甚至政

界均有崇高超然的地位，當然能於「頒獎禮」中獨領風

騷，歷年來演出眾多經典角色，當中以七七年於《家變》中

飾演的洛琳最令觀眾印象深刻，更成為九九年「頒獎禮」中

得到「我最難忘的女主角」之一。

及後阿姐大發雌威，於○○及○一年躋身於「本年度我最

喜愛的電視角色」之一。○一年更憑《婚前昏後》中，飾演昏

迷多年的林皓雪，首次奪得「本年度我最喜愛的女主角」獎。

四年後，阿姐挑戰自我，以破格的野蠻喜塔臘鑠蘭（格格）現身

於《我的野蠻奶奶》，眾望所歸下再次榮登視后之位，成為○五

年的「最佳女主角」。今年阿姐以時裝版的《野蠻奶奶大戰戈師奶》

的戈碧迎戰「頒獎禮」，能否三度稱后，拭目以待。

要數歷屆「頒獎禮」中掃獎之冠，就是早前於《當狗愛上貓》中與

大家再見面的撈家羅嘉良。 撈家乃是九七首屆視帝，更於九八年𦮳庄再

奪「本年度我最喜愛的男主角」，自此一直是「頒獎禮」中的常客。他九

九年於《先生貴性》中反串扮女人Diana與陳慧珊榮獲「本年度我最喜愛

的拍檔（戲劇組）」獎項，及至○○年至○二年於「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電

視角色」中亦榜上有名，○二年憑《流金歲月》第三度成為視帝。撈家

三度稱帝，共得到八個電視獎項，不知誰人可以後起打破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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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難兄難弟》得到「全港
最受歡迎電視節目（戲劇類）」，撈
家與劇中兩位好拍檔宣萱和張可頤
一同上台領獎。

九九年，撈家雖然未能三連冠稱帝，
仍憑《先生貴性》中飾演被死去的方
思晴（陳慧珊飾）上身的鄧炳權，兩
人合二為一化身Diana，當然成為
「本年度我最喜愛的拍檔（戲劇組）」
獎項的得主。

撈家收起搞笑本色，於《天地豪情》
飾演卓尚文，一句「咩都可以輸，信
心唔可以輸」振奮港人以外，更𦮳庄
得到「本年度我最喜愛的男主角」殊
榮。

○二年，撈家再憑《流金歲月》中飾演丁善本一角，重奪「本年
度我最喜愛的男主角」，三度稱帝，締造視界神話。

另外，撈家憑○○年《創世紀II天地
有情》中的葉榮添（上圖）、○一年
《七姊妹》中的謝子堂（下圖）和○
二年《流金歲月》的丁善本，三年連
續成為「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電視角色」
的得獎者之一，實力不容置疑。

○五年，一直演活嚴謹端莊角色的汪阿姐，罕見地發揮野蠻本色，以
嶄新的形象性格，帶給觀眾無限驚喜，喜塔臘鑠蘭令她再度封后。

演技精湛的阿姐，曾於九一闊別熒幕，於
九八年重新投入後，憑○○年《創世紀II
天地有情》的方健平（上圖）及○一年
《婚前昏後》的林皓雪（右圖），位列於
「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電視角色」之一，深
受觀眾愛戴。

阿姐首個視界獎項，就是於九九年以
《家變》洛琳一角，成為五位「我最難忘
的女主角」之一。

撈家所演繹的李奇，模仿呂奇
出色，因而於第一屆「頒獎禮」
中奪得「最佳劇中男角演繹大
獎」，成為第一位視帝。

○一年，阿姐憑《婚前
昏後》中飾演的林皓
雪，首次登上視后之
位，勇奪「本年度我最
喜愛的女主角」獎。雄霸視界

羅嘉良

視界稱后
汪明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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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中三元郭晉安
郭晉安於○三年破格增肥、剪椰殼頭來演繹《戇夫成龍》中的智障男「阿旺」

丁常旺，為他帶來演藝事業的第一個獎項，兼連中三元，除了榮登視帝外，同時

成為「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電視角色」之一，更與劇中「老婆仔」宣萱得到「本年

度我最喜愛的拍檔（戲劇組）」獎。一個「頒獎禮」拎足三次獎，未知安仔今年能

否再憑《古靈精探》中的通靈神探于子朗，第三度稱帝，平撈家的紀錄呢？

最強劇集《溏心風暴》
○七年的「頒獎典禮」中，劇集《溏心風暴》熱潮席捲全城，一共囊括了六大獎項，今年原班

以《溏心風暴之家好圓月》迎戰，能否打破自己的紀錄，再次於「頒獎禮」稱霸？

○三年，安仔以非一般
的演技，成功挑戰視帝
之位，成為了「本年度
我最喜愛的男主角」，當
宣布得獎的那一刻，他
興奮得跳了起來。

喜上加喜，「阿旺」更成為
「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電視角色」
之一，當時仍然是女朋友身分
的正印老婆仔歐倩怡，一直陪
伴在側支持安仔。

「阿旺」旺氣更帶挈了
「老婆仔」宣萱，二人
兩小無猜般的夫妻之
情， 深受觀眾支持，
得到「本年度我最喜
愛的拍檔（戲劇組）」
獎，實至名歸。

○四年「獎門人」邁進第十年，第四度成為
「本年度我最喜愛的拍檔（非戲劇組）」，但志偉
宣布《獎門人》暫別觀眾，大家當然對此感到
可惜和不捨。

無敵「獎門人」
曾志偉、錢嘉樂、林曉峰

一共八輯的遊戲節目《獎門人》，陪伴香港人十三年之久，「獎門人」曾志

偉率領歷代「獎老」們帶給我們無限歡樂，遊戲中揭開眾紅星名人鮮為人

知的爛玩瘋狂一面。《獎門人》叱吒視界遊戲節目，更四度於九八、九

九、○一及○四年得到「本年度我最喜愛的拍檔（非戲劇組）」獎，今年

加入新「獎老」阮兆祥和王祖藍，集合四人之力，人強馬壯的挑戰「最佳

節目主持」。

九八及九九年，曾志偉、錢
嘉樂和林曉峰憑《天下無敵
獎門人》和《驚天動地獎門
人》，連續兩年被選為「本年
度我最喜愛的拍檔（非戲劇
組）」，絕對是綜藝節目中的
黃金拍檔。

遊戲參加表格「 」
姓名： 性別：

年齡： 聯絡電話：

地址：

＊參加者必須為18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
＊得獎者將有機會獲得總值港幣$20,000之免找數簽賬額。
＊請在正確答案旁加〔 〕號，並連同填妥之參加表格，寄回九龍中央郵局郵政信箱編
號70100《萬千星輝賀台慶》收，信封面請註明參加「萬元獎金」遊戲。

＊本台於2008年11月19日「萬千星輝賀台慶」節目內將抽出一位答對問題的參加者。若
未能聯絡上該參加者，本台將會於稍後抽出另一位參加者，直至能夠成功聯絡為止。

遊戲問題：

今年《萬千星輝賀台慶》將會於2008年11月19日（星期三）
（答案） 時開始播出？

晚上08:00 □ 晚上08:30 □ 晚上09:00 □

截止日期：2008年11月18日

1 2 3

金元獎萬

大奸角「舅父波」 阮兆
祥，演活唯利是圖，貪
錢貪到出賣親家姐「大
契」，與「細契」虎視眈
眈唐家的鮑魚事業的衰
細佬，而得到他第一個
演藝獎項「最佳男配
角」。

雙料視帝勇奪「最佳男主角」和「我最喜愛的電視男角色」的「得
得地」陳豪，攬住劇中兩位契媽：「最佳女主角」的大契李司棋和
「我最喜愛的電視女角色」的「細契」關菊英，齊齊來影封面，分享
得獎後的即時喜悅。

《溏心風暴》帶來極大的迴響，掀起全城追劇熱潮，最高收視更達48點，劇中金句成為一
時佳話，得到「最佳劇集」獎，絕對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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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星輝賀台慶》



翌年關詠荷雖然未能再奪視后之位，今次轉為
支持憑《天地豪情》 勇奪「熒幕大躍進獎（戲
劇組）」的張家輝，更送上情深一吻以作鼓勵。

九七年首屆「頒獎禮」，關詠荷憑《苗翠花》得
到「最佳劇中女角演繹大獎」及《醉打金枝》
與歐陽震華奪得「最佳惹笑冤家大獎」，雙料視
后背後，就是有張家輝的支持。

肥姐將獎項拿在手
上，十分愛惜，除
了由愛女鄭欣宜陪
同領獎外，更開心
是可以和一班好友
Do Do姐鄭裕玲和汪
阿姐見面，她笑逐
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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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熠熠
《萬千星輝賀台慶1999》

九九年的「頒獎禮」可謂最星光璀璨，

當年新設首個榮譽大獎「翡翠星輝傑出成就

大獎」，首屆得獎者就是歷屆中最年輕的得

獎者周星馳。同年更投選視界經典角色，選

出「我最難忘的男主角」及「我最難忘的女

主角」共十位主角，得獎者除了周潤發未能

出席外，一眾影視界紅星均親身前來領獎，

星光匯聚於電視城。

周星馳參加藝員訓練班而成為演員，演繹了無數
家傳戶曉的電視人物：《黑白殭屍》的黑殭屍、
《蓋世豪俠》的段飛、《他來自江湖》的何鑫淼
（何金水）和《孖仔孖心肝》的王利就。加入電
影圈後更上一層樓，自編自導自演，因而榮獲
「翡翠星輝傑出成就大獎」。

「我最難忘的男主角」中，除了「許文強」周潤發
未能出席， 仍然有（左起）「孫悟空」張衛健、
「楊過」劉德華、「陸小鳳」劉松仁和「程至美」
吳啟華。

五位「我最難忘的女主角」齊齊列陣領獎，（左起）
「程寶珠」張可頤、「馮程程」趙雅芝、「林亞珍」
蕭芳芳、「好姨」薛家燕和「洛琳」汪明荃。

勵志感人沈殿霞
已故的肥姐沈殿霞，去年得知獲頒「萬千光輝演藝大獎」，仍堅持抱恙出席，她堅強面對病魔，更表示不會輕易放棄她最愛

的演藝事業，振奮全場，大家都以熱烈的掌聲支持肥姐，場面溫馨感人。

最甜蜜蜜關詠荷張家輝
視界孕育了不少情侶組合，更能開花結果結成夫妻，當中最為人認識就是關

詠荷和張家輝這一對，當時還是男女朋友的他們於「頒獎禮」中大晒幸福，羨煞

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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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住坃獎
獎項，是一個肯定、一份支持，台上一秒鐘，台下十年

功，所以不少得獎者站到台上都激動得落淚，女星們眼淺大

多變成了花面貓，而男星中就以安仔最真情流露。

1. ○五年佘詩曼憑《鳳凰四重奏》一人分飾四角，成為雙料視后，得到「最佳女
主角」獎和「我最喜愛的電視女角色」獎，致謝時忍不住哭着說：「我估唔到
自己可以坃到兩個獎。」

2. ○二年有小喊包胡杏兒，以《流金歲月》得到「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飛躍進步女
藝員」，演技初受肯定。

3. 硬朗的男演員，多數以以一句簡單多謝和微笑作應對，○三年的視后安仔卻極
度真情流露，更忍不住三度落淚，如此表情和反應，盡顯喜悅之情。

4.○四年楊思琦憑《無名天使3D》得到「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飛躍進步女藝員」
獎時，哭成淚人。到○六年憑《隨時候命》得到「最佳女配角」獎時，再次紙
巾不離手。

5. ○二年，陳慧珊憑《絕世好爸》成為「本年度我最喜愛的女主角」，宣布得獎
那一刻，未坃獎已哭成淚人，由郭可盈、蔡少芬和宣萱即時錫番。回到後台仲
同宣萱攬住喊足一分鐘，可見姊妹情深。

6. ○五年視界初哥周麗淇，首次提名就以《秀才遇著兵》的拾義妹得到「飛躍進
步女藝員」獎，出乎以料之外的她，喜出望外因而激動落淚。

7. ○四年黎姿憑《金枝慾孽》的玉瑩小主而得到「本年度我最喜愛的女主角」，
終於不負「電影之父」的爺爺黎民偉之名，為家族吐氣揚眉，一向眼淺的她接
受訪問時忍不住再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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