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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三套台慶劇相繼播出，今年所有有份提名《萬千星輝頒
獎典禮2011》的劇集全部面世，令人拭目以待的全民投票亦正式
始動。在剛過去星期四（11月10日），TVB舉行《萬千星輝頒獎
典禮2011》記者會，宣布今屆所有獎項的提名名單外，亦在同一
日正式接受公眾投票，選出今年度最得民心的得獎名單。

在眾多獎項當中，最受關注的獎項自然是今屆「最佳男、女主
角」究竟花落誰家？所以接受觀眾一人一票投選的同時，我們亦率
先走訪一眾藝員，讓他們選出自己心目中的視帝視后。不過在12
月5日舉辦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1》的終極賽果，均以觀眾投
票為依歸，能否讓自己最喜愛的視帝視后登上頒獎禮舞台，就靠大
家積極投票，參與這項全城哄動的盛事！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1》始動！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1》
「最佳男主角」候選名單 「最佳女主角」候選名單

視帝視后 
《居家兵團》  汪明荃（黎嘉嘉）
《魚躍在花見》  楊　怡（賽思蘢）
《Only You 只有您》  李司棋（莊思甜）
《Only You 只有您》  蒙嘉慧（麥一敏）
《誰家灶頭無煙火》  田蕊妮（岑貝兒）
《點解阿Sir係阿Sir》  鍾嘉欣（古嘉嵐）
《花花世界花家姐》  佘詩曼（花麗珠）
《紫禁驚雷》  李詩韻（卓紫凝）
《潛行狙擊》  陳法拉（周望晴）
《潛行狙擊》  徐子珊（姚可可）
《九江十二坊》  薛家燕（梁關惠蘭）
《九江十二坊》  江美儀（宋丁家碧）
《法證先鋒III》  張可頤（鍾學心）
《萬凰之王》  宣　萱（全　妃）
《萬凰之王》  胡杏兒（孝慎皇后） 

《魚躍在花見》  張智霖（魚至嬴）
《誰家灶頭無煙火》  歐錦棠（鍾國棟）
《點解阿Sir係阿Sir》  陳　豪（羅耀華）
《怒火街頭》  鄭嘉穎（羅力亞）
《團圓》  郭晉安（翁以進）
《團圓》  吳卓羲（翁以行）
《真相》  陳展鵬（劉思傑）
《紫禁驚雷》  馬浚偉（聶多寶）
《紫禁驚雷》  馬國明（裕親王）
《潛行狙擊》  謝天華（梁笑棠）
《潛行狙擊》  黃宗澤（蘇星柏）
《不速之約》  歐陽震華（江東健）
《不速之約》  林　峯（邰　風）
《法證先鋒III》  黎耀祥（布國棟）
《萬凰之王》  陳錦鴻（道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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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珊

吳卓羲

黃宗澤

楊秀惠

黃智賢

呂慧儀

杏兒一向是個好勤力的演員，在《怒火街頭》、《萬凰
之王》中，也見到她的努力，而且她在handle角色方
面，也做得好好。

《萬凰之王》第一集連播兩小時，我都有睇，覺得杏兒
演得好有吸引力，我知道這套劇中段有好多起伏，杏兒
由奸演到忠，好多不同層次，相信觀眾會欣賞。

杏兒在《萬凰之王》演奸角，角色有發揮，而且今年她
的得獎的呼聲幾高，觀眾反應也不錯，所以對她有期
望，今年有機會得獎。

我跟她一齊拍攝《萬凰之王》，相信是她首次演出這類
宮廷式古裝劇。我知道她好畀心機去演，而她掌握皇后
角色做得好好。

我對胡杏兒加不少印象分，因為見她演戲好努力，之前
睇過她所演《肥田囍事》的肥妹仔何美田，覺得這位演
員蛻變當中，現在我覺得應該是她啦！

我有看她《萬凰之王》演出，和她以往所演的角色很不
同，她演奸起來，令人眼前一亮，應該是時候嘉許給
她。

陳敏之
今年她產量好多，當中有《怒火街頭》，我覺得她在
《萬凰之王》演得好好，雖然這套劇啱啱播映，但我都
有睇去支持她。

鄭裕玲
睇到《萬凰之王》造型
照，覺得好靚！感覺好
有氣質。

鄭嘉穎
我覺得她各方面都好突
出，整年表現非常出
色，我淨係撐她！

李思捷
原本我會揀阿姐（汪明荃），但是她
所提名的劇集女主角不是《荃加福祿
壽》，所以我揀胡杏兒。

李璨琛

阮兆祥

曹永廉

黃智雯

馬賽

郭政鴻

苟芸慧

我跟杏兒合作過《怒火街頭》，當中要背好多法庭
對白，要演得流暢好難，可見她非常落力，而且她
在《萬凰之王》演出得好好，我一定支持她。

我個人鍾意胡杏兒演的《怒火街頭》和《萬凰之
王》，她有兩套劇都好，應該得兩個視后，而法拉
只有《潛行狙擊》一套，就得一個視后囉！

杏兒在《怒火街頭》中表現得很好，整套劇對她有
很大幫助，加上又有《萬凰之王》，一直以來覺得
她有實力，但只欠一個機會。

《怒火街頭》中我飾演杏兒的助手，覺得她演得很
有個性，已經非常欣賞，今次在《萬凰之王》中她
演出奸角，演技很多元化。

我與杏兒在《萬凰之王》中有合作，她是一個很照
顧後輩的好演員，會幫忙帶我入戲，今次演奸角色
十分出色，絕對支持。

她真的愈做愈好！其實得獎要講求天時、地利、人
和。我覺得她今年各樣都配合得好好，所以得獎機
會好高。

我支持《怒火街頭II》拍檔杏兒，這位拍檔在《萬凰
之王》的表現好好，絕對孭得起角色。

阿姐（汪明荃），但是她
集女主角不是《荃加福祿
我揀胡杏兒。

055054

憑着台慶劇《萬凰之王》孝慎皇后沅宛一角，候選「最佳女主角」

的胡杏兒，得知在藝人投選「最佳女主角」中獲同事好友支持，她開心

又激動，「開心到唔知點形容好，但我都要更努力去呼籲fans同觀眾去

投票，因為這些票數才是真正的撐，我先可以攞到獎，這樣才是實至名

歸，但已好開心可以有咁多藝員同事支持，好感動，好想哭！多謝，多

謝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

胡杏兒

胡定欣 林峯

唐詩詠

鍾嘉欣

田蕊妮

黎耀祥

麥長青

陳展鵬

當然要撐自己啦！其實今次拍《萬凰之王》都幾
辛苦，因為這是第一次拍清裝劇，做奸角，接受
好多新挑戰，好希望觀眾可以欣賞我的努力。

我與杏兒是好姊妹，
以我們的友情，加上
她本身的實力，當然
支持她。

我識咗杏兒好耐，知道佢一直都好努力演好角
色，雖然我冇時間睇《萬凰之王》，但都聽人講
佢做得好好，加上之前多套劇佢嘅表現都有好口
碑，所以我撐杏兒。

因為杏兒是阿哥（鄭嘉穎）的好拍檔，他們合作
相當有火花，就算不是同一劇提名，都希望二人
可以一齊得獎。

之前和她合作《耀舞長安》，看到她近年對演技更
有信心，無論是提名的《萬凰之王》，還是今年的
作品《怒火街頭》等等的角色，她都發揮得好好。

我都有份在名單，咁當然係投我自己，那就可以
「田蕊妮惡鬥胡杏兒」啦！但我心水就是杏兒
了。

她在《萬凰之王》的表現跟以往很不同，演技成
熟，很有壓台的感覺，以今年的表現而論她在
《怒火》中，與嘉穎合作亦好有火花。

同杏兒合作過，她是一個演得好兼好努力的演
員，而且她今年出街的幾部劇集都有出色的表
現，睇好她得獎。

《萬凰之王》剛剛播出，暫時未知劇情鋪排如
何，覺得杏兒所做的角色有好大發揮，而我都有
睇過《潛行狙擊》，法拉同子珊發揮得好好，個
個對手都好強，未到最後都唔知邊個會贏。

雖然杏兒在藝人心水投票中成為票后，但於《潛行狙擊》Madam Jo的陳法拉都有不少藝人支

持，各位視迷能否左右大局，就要踴躍投票喇！

楊怡 小儀
睇《潛行狙擊》感覺她表現大躍進，而現
在我跟她在新劇《東西宮略》合作，我覺
得她好專業。試過有一次夜廠再接早上拍
攝，先知她無論幾夜收工都必定會睇劇
本，所以我覺得她是好勤力的演員。

高海寧

當然要投自己啦！這是一個推動力令自己
做得更好，不過心目中都睇好法拉，她進
步很大，成長得好快。

法拉是我的大家姐，當然要打親情牌支持
她，她在《潛行狙擊》中與Laughing的感
情演得很細膩，看到他們一起煮麵、倒立
和拉小提琴，演出那份真感情。

黃浩然
她一向好少演繹《潛行狙擊》中硬朗角
色，而我跟她有情意結，大家曾經在《公
主嫁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合作
過，我都希望她能夠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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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藝員心水的「最佳男主角」，有機會兩度登上視帝之位，憑

《怒火街頭》Law霸一角候選視帝的嘉穎表現信心十足，「多謝各位同

事的認同，他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投我一票，希望小弟可以努力回報

大家。因為現在只是同事捧場，最緊要都是12月5日觀眾的投選結果！

當然對於獎項都是平常心，但同時不會辜負大家對我的厚望。」

鄭嘉穎
梗係小弟啦！不過今年仲有有實力的祥
仔，同不能忽視的laughing謝天華，但當
然希望自己攞獎啦！參加得這個遊戲梗
係想贏，唔係點對得住自己呀！

唐詩詠
緊係撐阿哥（鄭嘉穎）啦！其實我出道拍的第一套劇已
和嘉穎合作，那時他都收埋自己，現在可以在劇集中展
示他的真性情，放鬆去演戲，好難得可以在鏡頭前釋
放。

高海寧
其實在《與敵同行》時已留意嘉穎，覺得他好勁。今次
在《怒火街頭》中演出另類的律師，能演活流氓的感
覺，更不失風範。

曹永廉
因為我有份拍《怒火街頭II》，加上識了嘉穎已經二十
年，真的第一次見到他如此生鬼的演出，畀到大家好大
驚喜。

江美儀
很欣賞嘉穎在《怒火街頭》的演出，他的形象一向是官
仔骨骨，今次Law霸居然可以活演那爛躂躂的頹廢感
覺，是一大改變。

田蕊妮
因為我好鍾意《怒火街頭》，所以支持Law霸。其實
Laughing哥都好，不過由於《潛行狙擊》播放時，我開
工睇唔到，冇睇就不能下評論啦。

楊秀惠
我好欣賞他扮演Law霸，他演出另一種性格，出來感覺
不做作又舒服，睇完令我眼前一亮！我有好多本身不會
追劇的朋友，都追看這套劇。

胡定欣
嘉穎與杏兒是好拍檔，當然一同支持他們。

鄭裕玲
純粹靚仔，而他亦演得好好。

馬國明
當然要支持大哥啦，《鐵馬尋橋》時已見識他的好演
技，加上《怒火街頭》與上一次拿視帝的《天幕下的戀
人》形象大不同，今次的Law霸更加有型靚仔又好戲。

黃浩然
他演Law霸真係做得好，我亦要撐他！他是一個靚仔，
放棄靚仔形象演Law霸爛躂躂！哈哈！其實他做番自
己，不作狀。

苟芸慧
我現在拍緊《怒火街頭II》，劇中我要做
Law霸的前妻，所以要選視帝，當然要揀
自己的老公Law霸嘉穎啦！

胡杏兒
其實Laughing都撐，不過嘉穎是我的拍
檔，如果二選一，都會揀嘉穎。嘉穎之
前憑《天幕下的戀人》攞過視帝，今次
在《怒火街頭》跟以往所做角色比較，
有很大突破。

黃智賢
他在《怒火街頭》做Law霸好突出，其實
已經成功一半，再配合其他演員，組合
得好好，而劇中人物突出，他又咁啱係
呢種人，咪啱他做囉！不過要演番自己
性格角色其實好難。

陳敏之
我梗係支持自己友，我覺得嘉穎演Law霸
好出色，平時他給人感覺官仔骨骨，今
次有好大突破。

李璨琛
我現在拍緊《怒火街頭II》，梗係撐自己
友！但他的而且確實演得好好。

黎耀祥
嘉穎在《怒火》中的Law霸跟以往官仔骨
骨的他很不同，好有突破，突破對演員
是十分重要。

蕭正楠

吳卓羲

好難揀定一個，今年有很多演員做
得好好，好似Laughing、嘉穎、祥
仔都發揮得好好，我心水都係祥
仔，不過都是留番畀觀眾選擇。

我本身睇好祥仔同陳豪，他們兩個
出名是收視保證，演得好好，即使
兩個人都攞過視帝，我覺得冇問
題，最緊要是觀眾支持。

林峯
今年我其實唔係太多時間睇
劇，但聽人討論話《法證先鋒
III》收視好好，劇本角色都好
有發揮，所以我會揀祥仔！

鍾嘉欣

陳茵媺
祥仔是我一直好鍾意的演員，今次
和他在《法證先鋒III》合作，見到
他做得好投入，演得好好。其他演
員我未拍過，唔敢講其他人做得好
不好，所以都是揀番祥仔。

敖嘉年
肯定是祥仔，我有看過他在
《法證先鋒III》的演出，他能
帶領一眾演員，相當出色。加
上我們現在合作《造王者》，
他是我心目中最強的視帝。

一直都好鍾意祥仔演出的戲，
他經驗豐富，每個角色都拿捏
得好好。

「最佳男主角」的戰況激烈，兩位視帝級人馬，嘉穎憑流氓大狀「Law霸」羅力亞

暫時獲眾藝員選為心水，不過在熱播劇集《法證先鋒III》飾演高級化驗師Pro Sir布國棟的

黎耀祥，同樣不容忽視，兩人實力及支持率同樣叮噹馬頭。

黃浩然
他演Law霸真係做得好，我亦要撐他！他是一個靚仔，
放棄靚仔形象演Law霸爛躂躂！哈哈！其實他做番自
己，不作狀。

唔係太多時間睇
論話《法證先鋒
，劇本角色都好
我會揀祥仔！

欣

年
我有看過他在
》的演出，他能
，相當出色。加
作《造王者》，
最強的視帝。

祥仔演出的戲，
每個角色都拿捏

aw霸」羅力亞

Pro Sir布國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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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Law霸」鄭嘉穎和Pro Sir黎耀祥之外，在《紫禁驚雷》內飾演聶多寶的馬浚偉，

及《潛行狙擊》的「跛co」黃宗澤，同樣用演技打動不少藝人向他投出心水一票。

心水視帝：黃宗澤
呂慧儀

徐子珊

小儀

我覺得黃宗澤在《潛行狙擊》演跛co
發揮得好好，以前電影有《跛豪》，
現在又有跛co。以前他多演靚仔、型
男，今次好有突破，真係幾好。

我睇好Bosco同Laughing，大家在
《潛行狙擊》夾得好有火花。Bosco
是我partner，而且跛co和我做的Paris
在電影版有延續，證明角色好成功。

我曾經跟Bosco在《情人眼裏高一D》
合作過，私底下知道他性格是一個活
潑大男孩，但鏡頭前他可以演繹一些
深藏不露的戲，相信是一個大挑戰，
而他又做得到，即係好戲啦！」

心水視帝：馬浚偉
陳法拉

麥長青

李思捷

我跟馬浚偉都以兄妹相稱，
我身為他阿妹，當然支持他
啦！

我與馬仔在《紫禁驚雷》一
齊合作，他是一個好畀心
機，好用心的演員，我亦被
他這份努力所感動，撐他奪
得視帝！

除了我冇乜邊個啦！哈哈！
我覺得馬浚偉演得好好，所
以我揀他。

，同樣用演技打動不少藝人向他投出心水一票。

宗澤

狙擊》演跛co
有《跛豪》，
多演靚仔、型
係幾好。

hing，大家在
火花。Bosco
和我做的Paris
角色好成功。

人眼裏高一D》
性格是一個活
可以演繹一些
一個大挑戰，
戲啦！」

李思捷
除了我冇乜
我覺得馬浚
以我揀他。

麥長青
我與馬仔在
齊合作，他
機，好用心
他這份努力
得視帝！

《潛行狙擊》內的Laughing謝天華、《不速之

約》飾演魔鬼邰風的林峯和《魚躍在花見》飾賽思

蘢的楊怡，同樣受藝人支持。

心水視帝：謝天華 心水視帝：林峯 心水視后：楊怡
黃宗澤
自己得獎的信心不高，因為有
Laughing、祥仔這些強勁對手，
他們兩個今年都得到好多觀眾支
持，應該會鬥得難分難解。

楊怡
阿峯一直都是我的好拍檔，亦看
到他在《不速之約》內不斷進
步，所以支持他。

陳茵媺
唔使講咁多，因為阿怡是我老
友，所以今次揀視后，一定要選
阿怡。

黃智雯
支持阿哥林峯啦！他在《不速之
約》中演魔鬼演得出色，與我的
兄妹情又表現得好細膩，兩方面
都平衡得好好。

陳法拉
我覺得楊怡有很多演戲經驗，不
同角色都夠晒火喉，我一直好欣
賞她，不過都好鍾意其他對手，
總之唔好係我得獎就得啦！

郭政鴻
梗係Laughing啦！要撐《潛行狙
擊》，他的表現比起上一輯真係
演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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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1》於上周四（11月
10日）公布十二項大獎的提名名單，一眾藝員出席
為自己拉票造勢。得獎結果將於12月5日（星期
一）、晚上八時三十分，於將軍澳電視廣播城舉行
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1》揭曉，於翡翠台及
高清翡翠台現場直播，節目更會以衛星直播至澳
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大家可以在世界
各地一同直擊當晚盛況。

祝酒預祝
一眾被提名的藝員出席記者招待會，由司儀Do姐鄭裕玲、阿姐汪明荃，及TVB一眾高層
帶領：（前排右起）製作部綜藝及音樂科高級經理陳家揚先生、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先
生、製作部節目發展分部助理總監彭濟材先生、節目部副總監何冠中先生、製作資源部
總監樂易玲小姐，一同祝酒，預祝頒獎禮成功。

良性競爭
兩位大熱視后胡杏兒及陳法拉一同出席記者會，二人並沒有如傳聞所指的「惡
鬥」，相反一同認為這是良性競爭，最緊要是演好角色。

實力之選
今年候選角逐「最佳男配角」的人選，都是實力之人，他們希望可以有更多機會，
演出更多好角色，令觀眾受惠欣賞。

更高挑戰
○八年得到「飛躍進步女藝
員」獎的胡定欣，今年再接再
厲憑《法證先鋒III》的演出挑戰
「最佳女配角」獎。

阿姐鼓勵
阿姐非常欣賞江美儀的演出，一直都有留意她，
如今江美儀加入TVB，阿姐表示可以令更多人認
識她的演技，對於阿姐的讚賞，江美儀受寵若
驚。

投票方法
想得到黃浩然（右）同唐詩詠手上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1》投票表格，除了購買
《TVB周刊》及於電視城接待處索取表格外，大家更可在連續多個周末及周日，在香港
各區多個商場巡迴舉行的「無綫電視邁向45周年台慶巡迴展覽」大型活動中索取。亦可
選擇於tvb.com及新增的「TVB fun互動電視手機程式」投票，有關投票詳程，可瀏覽
birthday.tvb.com，而投票截止日期為12月3日。

與獎合照
每位藝員都希望得到每年的大獎，來肯定自己的努力，成就非凡夢想，Do姐、阿
姐與杏兒都要與金獎座合照，以作鼓勵。

投票方法
首先登入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TVB fun互動電視手機程式」，click入《萬千星
輝頒獎典禮2011》的欄目，就會彈出投票十二大獎項的視窗，大家只要揀選心水，
再按傳送，就成功完成投票。

TVB fun投票
今年新增設的「手機程式」投票方

法，由Do姐即場為大家示範，如何使用手
機及平板電腦，利用「TVB fun互動電視手
機程式」，去投票選出十二大獎項。觀眾
更可以於頒獎禮當晚，參與「TVB fun」所
設的投票遊戲，贏取豐富獎品。

祝
一眾
帶領
生
總監

候選名單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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