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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歷史性時刻
08年樂壇大結算，古巨基及楊千嬅雄霸

樂壇，在《2008年度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中取得驕人成績。

古巨基自94年加入樂壇，得到當年新人

獎後，苦等十四年，今年終能向身邊至愛親

朋及歌迷作出交代，得到「最受歡迎男歌星」

獎，並在台上哭成淚人。

同樣哭過不停的還有得到今年「最受歡

迎女歌星」獎的楊千嬅，自02年度得到這獎

項以後，今年千嬅終可再嘗得獎的滋味。

在樂壇默默耕耘的兩位歌手，08年同樣

成為最受歡迎男、女歌星，成績備受大眾肯

定。09年，兩人將會繼續努力，令自己唱歌

事業發光發熱，為香港樂壇製造更多令人難

以忘懷的經典時刻。

曾多次在頒獎禮成大喊包的基仔，
今次亦不例外，在台上大灑眼淚。

得獎的一刻千嬅非常激動，不過
她笑言有一個人應該比她哭得還
厲害，就是在家中看着她領獎的
媽媽。

‧撰文：黃小英、劉清爭宜、譚嘉怡、冼麗宜‧攝影：李悅霖、陳永樂、許永隆 ‧協力：曾惠衛‧設計：歐陽潔儀、黃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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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勁歌金曲獎：〈撈月亮的人〉

五年的重逢
相隔五年後再次奪得「最受歡迎女歌星」，千嬅得

獎的心情，已在台上表露無遺，聲淚俱下的真情流露，

全因這個獎確實得來不易，「得獎的一剎，入行這十幾

年的人與事一一浮現，坦白說，今次的感受跟第一次很

不一樣，第一次拿這個獎時，可能當時年紀尚輕，所以

興奮居多，但今次中間經歷過很多事，當中雖然有失

敗，但原來只要不放棄，到最後那份成功原來是最難能

可貴的，今次就正正讓我嘗到這種滋味，可以再次得

獎，那份喜悅，真的非筆墨所能形容，亦都長留我

心。」

決心不退休
事實今次得獎，也令千嬅對未來有不一樣的看

法，「眼見同輩的歌手都有另外的發展，所以曾經有三

秒鐘，我也想過是否應該退下來，作另一些打算，但今

次得獎的激動，令我知道，原來自己對工作還是非常熱

衷，這個獎對我來說有很大的鼓勵，可以令我肯定不會

退休之餘，亦對09年充滿信心，希望未來的日子，會

和黎生及唱片公司都有更好的發展。」

十大勁歌金曲獎：〈眼睛不能沒眼淚〉

苦等十四年
當宣布古巨基是今年度「最受歡迎男歌星」得主

後，大情大性的基仔即在台上邊喊邊讀出感謝名單，而

在名單當中，有個很重要的名字，就是跟隨多年的助手

Lorraine。「94年得到新人獎時，我忘記在台上多謝我

助手，我記得當時她在後台跟我說：『當你拿『最受歡

迎男歌星』時，記得多謝我！』我一直都守住這個承

諾，這十四年，我試過沒有唱片公司簽約，以為從此不

能再當歌星，亦試過返國內拍戲，她都一直跟隨我，等

了十四年，終於可以得到這個獎項，在台上多謝她。」

09年展望
基仔上年出過一隻反應極佳的發燒大碟，09年目

標同樣着眼於為歌迷提供最佳音質，推出兩張發燒大

碟。另外亦會推出一隻國語碟，「我不希望喜歡聽我國

語碟的fans失望，所以計畫每年都可以出一張國語

碟。」今年突破自己，成為「最受歡迎男歌星」，問到

基仔想不想再下一城時，他回答：「我工作從來都不會

計較獎項，只着眼於所做的工作是否有突破，享受工作

的過程，至於得不得獎，我覺得順其自然比較好。」

除了唱歌、拍戲，今年千嬅還作出另一個新嘗試，當上《香港先生》的
司儀，挑戰另一範疇。

今年基仔成為北京奧運會火炬手之一，他說會將「最受歡迎男歌星」
獎和祥雲火炬並列，擺放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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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moving on
陳奕迅（Eason）近年在華語樂壇的地位愈見鞏

固，08年忙於為世界巡迴演唱會而沿着地球不停mov-

ing on的他，去年推出的國語專輯《不想放手》令他在

不少華語樂壇頒獎禮上橫掃獎項，成為香港歌手中的佼

佼者。再度蟬聯「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Eason說令他最不開心的，是演出時聲音出了狀況。

「自己做得不好，當然不開心。此外，我在台上忘了多

謝國語碟的製作人Jim Lee，在此要多謝他一聲。」

Eason去年只推出過一張國語大碟及一張廣東新曲

加精選，令不少愛聽他廣東歌的歌迷大呼不夠喉。踏入

09年，Eason的全新廣東大碟的製作已接近完成階段，

碟內的歌曲全部由跟着他作世界巡迴的樂隊成員負責，

包括：單立文、CY Kong、Joey Tang（鄧建明）等，

當然，少不了Eason本人。「到時希望可以跟這隊

band，做一些mini live。」

至於由07年10月尾展開的《Eason Moving on》世

界巡迴演唱會，遊遍半個地球後，今年將繼續在世界不

同地方巡迴，除了美加等地，Eason表示4月將重返上

海的虹口體育場，而5月29及30日則會首度踏足於台北

小巨蛋，舉行兩場演唱會，到了09年下半年，仍然會

繼續。「好煩呀，哈哈哈！我覺得這個tour要改名，可

能要叫做『Moving on still..』，哈哈哈哈！」

獎項鞭策動力
首次奪得「亞太區最受歡迎女歌星」，容祖兒

（Joey）覺得這個獎對她來說，充滿了鞭策能力。「今

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多了人認識我，原因是在上海開了

演唱會，又在08北京奧運的開幕及閉幕中擔任表演嘉

賓。其實大家一直都知道我的存在，很welcome我，無

奈人只得一個，要將時間放在香港市場，同時要兼顧海

外市場，很難分身。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沒放太多

時間於內地市場，得到這個獎項，其實對我有鼓勵及鞭

策作用，不要再得一個講字，真的要向前行。」

09年是Joey 入行十周年，她正計畫做一個大型的

project來跟歌迷慶祝，「很想跟他們share這個特別時

刻，但因為這個獎項，令我更加要做好國語市場，我只

怕時間不夠用。」

去年11月在重慶舉行《Moving on
Stage 16》，為08年的world tour畫
上休止符，今年3月開始，tour將
移施美國西岸三藩市舉行。

近年成為內地及東南亞各大音樂頒
獎禮的常客，於去年10月的「新加
坡金曲獎」上以五個獎項成大贏
家，是名副其實的「亞太區最受歡
迎香港男歌星」，地位無人可取。

去年12月首次在上海舉行個人演
唱會，勁歌熱舞，令不少歌迷嘆
為觀止。

聯同謝霆鋒及內地歌手韓虹一同參
與08北京奧運開幕式，演出前跟二
人在鳥巢前留影。

音樂企畫09
音樂企畫09

十大勁歌金曲獎歌曲 歌手
〈跑步機上〉 容祖兒
〈囍帖街〉 謝安琪
〈撈月亮的人〉 楊千嬅
〈龐貝21世紀〉 關心妍
〈歌．頌〉 陳奕迅
〈愛不疚〉 林　㶴
〈韻律泳〉 何韻詩
〈他的故事〉 張敬軒
〈眼睛不能沒眼淚〉 古巨基
〈她慈我悲〉 李克勤

金曲金獎：〈囍帖街〉謝安琪

最受歡迎華語歌曲獎
金獎：〈心况話〉 孫楠
銀獎：〈小酒窩〉 林俊傑、蔡卓妍
銅獎：〈Love Song〉方大同

最受歡迎廣告歌曲獎
金獎：〈Lucky Star〉（百老匯） 容祖兒
銀獎：〈I Miss You 〉（道地百果園） 陳柏宇
銅獎：〈You Are My Best Friend〉

（Neway） Hot Cha

新人薦場飆星獎：胡杏兒

最受歡迎新人獎
（男） （女）
金獎：陳偉霆 金獎：G.E.M.
銀獎：黃宗澤 銀獎：鍾嘉欣
銅獎：狄易達 銅獎：馮曦妤

最受歡迎組合獎
金獎：農夫
銀獎：Hot Cha
銅獎：Mr.

最受歡迎唱作歌星獎
金獎：王菀之
銀獎：側田
銅獎：鄧健泓

2008年度傑出表現獎
金獎：關菊英
銀獎：麥浚龍
銅獎：陳柏宇

最受歡迎合唱歌曲獎
金獎：〈一事無成〉 周柏豪、鄭融
銀獎：〈迫得寵物太緊〉 吳雨霏、小肥
銅獎：〈最難過今天〉 胡杏兒、王浩信

最受歡迎改編歌曲獎
金獎：〈渴求〉 黃伊汶
銀獎：〈只要和你在一起〉孫耀威
銅獎：〈千嬌百媚〉 可嵐

最受歡迎男歌星：古巨基

最受歡迎女歌星：楊千嬅

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陳奕迅

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女歌星：容祖兒

幕後大獎
最佳作曲：Eric Kwok 〈囍帖街〉
最佳填詞：黃偉文 〈囍帖街〉
最佳編曲：王雙駿 〈跑步機上〉
最佳歌曲監製：金培達 〈寫得太多〉

2008四台聯頒音樂大獎——大碟獎
唱片 / 監製 / 主唱
《Binary 》周博賢、Eric Kowk 謝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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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的保育發展去年成為社會熱話，而謝安琪的〈囍帖街〉亦成為去年大熱之作，更憑
這歌從利孝和夫人手上接過「金曲金獎」的獎項。

熱門題材

為新音樂人打氣
勁歌總選 花絮

一年一度的樂壇盛事《2008年度十大勁歌金曲頒獎

典禮》，於上星期六（1月3日）舉行，為2008年度樂壇

成績作一個總結。所頒獎項在表揚歌手去年的成績外，

更為香港新一代歌手打氣，鼓勵他們繼續為香港樂壇發

光發熱。

這晚的頒獎禮口號為「長江後浪推前浪，生生不

息」，所以安排「前、後浪」歌手合唱，除了考驗一班

新人實力之餘，作為前輩亦藉此分享唱歌心得，表現出

樂壇前輩對後輩的提攜，和當中的傳承精神。

之前祖兒一直睇好「亞太最受歡
迎香港女歌星」獎會是由阿Sa獲
得，而作為好姊妹的阿Sa亦在祖
兒得獎後，第一時間去恭賀她。

立刻恭賀
雖然台灣偶像攻港來勢洶洶，但陳
奕迅卻是很多台灣當紅歌手的偶
像，加上去年在國內巡迴演出，得
「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獎，
絕對是實至名歸。

眾星偶像

雖然容祖兒說自己尚未推出過一張滿意的國語碟，所以自覺未有實力得到「亞
太區最受歡迎香港女歌星」獎，並許諾要在國內成為一個為香港爭光的歌手。

為港爭光

獲得「最受歡迎男新人獎」
銀獎的黃宗澤，平日在卡
拉OK也經常點唱〈K歌之
王〉，這次站在陳奕迅身旁
唱感覺特別緊張。幸好表
現令人滿意，志偉也讚
他：「唱咁多次最好係今
次。」

提升水準

當志偉宣布「傑出表現獎」
金獎得主是關菊英（右二）
時，關心妍（左二）緊張
到一聽到「關」字就走去
領獎，證明每個獎項都是
現場才揭曉的。

一時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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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才加入樂壇的王祖藍和「最受歡迎男歌星」
古巨基合唱〈愛與誠〉時，其出色唱功並未有
被比下去，更獲得現場觀眾一致讚賞。

毫不遜色
這晚生日的孫耀威，不但有側田提醒全場給他
祝福，更得到「最受歡迎改編歌曲」銀獎，作
為其生日大禮物。

雙喜臨門

獲得「最受歡迎組合獎」金獎的農夫，在致謝詞時，竟說要多謝
林㶴 ，因為當他的fans在場內大叫「林㶴」時，令人驟耳聽上去
以為他們在叫「農夫」。

多謝林㶴

作為新人的胡杏兒，先獲「新人薦場飆星
獎」，再憑和王浩信合唱的〈最難過今天〉獲
「最受歡迎合唱歌曲獎」銅獎，成績是同期新
人中最好一位。

驕人成績

獲得「最受歡迎女新人獎」銀獎的鍾嘉欣，在
劇集中演繹任何角色都能揮灑自如，但作為樂
壇新人，上台領獎都難免會非常緊張，故此她
說自己會努力克服。

有待克服
這晚生日的除了孫耀威外，還有黃伊汶，暫別
樂壇多年的她，去年得到唱片公司重本支持出
唱片，這晚亦憑〈渴求〉得到「最受歡迎改編
歌曲」金獎。

勁旺壽星

鄧健泓去年不但重新回歸樂
壇出唱片，而有二十多首作
曲、填詞作品的他，其創作
才華亦在這晚獲得肯定，獲
得「最受歡迎唱作歌星」的
銅獎。

獲得肯定

入行十年的林㶴，雖然面對現場的台前幕後都是他所
熟悉的同事，但這晚他在台上仍然非常緊張，結果他
憑〈愛不疚〉，得到他加入樂壇第二年的音樂獎項。

再度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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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晚擔任表演嘉賓和頒發「最受歡迎男、女新人獎」的，是來自台灣的棒棒
堂，相信他們一定很希望下次再出席這頒獎禮時，會是得獎者之一。

角色轉換

四位得到幕後大獎的創作人，分別是（左起）「最佳歌曲監製」
獎金培達、「最佳編曲」獎王雙駿、「最佳填詞」獎黃偉文和
「最佳作曲」獎Eric Kowk。

四大幕後

平日愛作中性打扮
的何韻詩，這晚的
全新形象令人眼前
一亮，未知她明年
會否以更女性化姿
態出現，讓大家耳
目一新呢？

改變形象

慢工出細貨的李克勤，其廣東大碟雖然要在一月中才推出，但當中的〈她慈我
悲〉早已街知巷聞，成為這晚其中一首獲獎金曲。

提前得獎

陳偉霆加入樂壇五年，前年以組合身分得過新人獎，
但今年再以個人身分角逐獎項，幸而他歌藝舞姿都未
有令人失望，成為「最受歡迎男新人獎」金獎得主。

出色新人

周柏豪曾說過他一直視鄭融為偶像，這次能和偶像合
唱〈一事無成〉獲得「最受歡迎合唱歌曲」金獎，對
他而言絕對是大喜之事。

偶像同行

雖然Twins暫休一年，但蔡卓妍
和林俊傑合唱的〈小酒窩〉，仍
能得到「最受歡迎華語歌曲」
獎銀獎，看來組合發展確是很
旺阿Sa。

臨時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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