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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5’ 3” 體重: 100 磅 頭髮顏色: 黑色 眼珠顏色：棕色 

語言：英語, 普通話, 粵話, 基本日語, 基本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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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香港專業電影攝影師學會 

最具魅力女演員獎 

 

2011 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提名) “維多利亞壹號” 

 

2010 年  第 43 屆西班牙錫切斯國際電影節 

最佳女主角    “維多利亞壹號” 

 

2005 年  香港金紫荊頒獎禮 

最佳女主角 (提名)  “蝴蝶” 

 

2004 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    “豪情”  

 

2004 年  香港金紫荊頒獎禮 

最佳女配角 (提名) “豪情” 

 

2004 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 (提名) “千機變” 

 

2002 年  香港金紫荊頒獎禮 

最佳女配角   “地久天長” 

 

2002 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 (提名) “地久天長” 

 

2000 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 (提名) “紫雨風暴” 

 

2000 年  香港金紫荊頒獎禮 

最佳女配角 (提名) “紫雨風暴” 

 

1999 年  台灣金馬獎  

最佳女配角 (提名) “紫雨風暴” 

 

 

電影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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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香港無線電視-萬千星輝頒獎禮 

最佳女配角    “再戰明天” 
 

 
2011 年  現代戲劇谷 2011 壹戲劇大賞 

最佳新人   (提名) “情話紫釵” 
 

 
2009 年  台灣金鐘獎 

最佳動畫 “LaMB : 無聲天使” 
 

2015 年  新城國語力頒獎禮 
新城國語力歌曲奬     “Johnny Depp” 
新城國語力年度專輯    “搖滾妹子” 
新城國語力亞洲搖滾樂團   “Josie and the Uni Boys” 
 
2015 年  QQ 音樂年度頒獎禮 

創意獨家首發專輯獎  “搖滾妹子” 
 
2009 年  台灣金曲獎 

最佳音樂錄像 (提名)  “愛情靈藥” 
 
1996 年  第十九屆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獎 
 
1996 年  JVC 新城勁爆頒獎典禮 

新登場女歌手 
 
1996 年  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最受歡迎新人獎銅獎 
 

 
2015 年  歐洲黑山共和國 

何超儀女爵士 
 
1996 年  BACCARAT STAR OF CHARACTER 
 
1996 年  傑出青年設計師形象設計大獎 

最佳形象演繹大獎 

 

電視獎項 

舞台劇獎項 

電影配音獎項 

音樂獎項 

其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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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無限春光 27   導演: 邱金海 昭瑋電影公司 

 第 20 屆釜山國際電影節 

 第 63 屆西班牙塞巴斯提安國際電影節 

 2015 年新加坡國際電影節 

 2015 年香港亞洲電影節 

 第 40 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2015 全力扣殺   導演: 郭子健 852 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瑞士第 15 屆納沙國際奇幻電影節 - 亞洲最佳電影獎 2015 

 第 10 屆大阪亞洲電影節 

 第 8 屆東京台東下町國際喜劇電影節 

 2015 年紐約亞洲電影節 

 第 19 屆富川國際奇幻電影節 

 2015 年蒙特利爾幻想曲國際電影節 

 第十五屆高雄電影節 

 第 35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2013 OPEN GRAVE  導演: Gonzalo Lopez-Gallego, Atlas Independent 

 第 46 屆西班牙錫切斯國際電影節之競賽電影 

 2013 年美國翠貝卡電影節 

 第七屆葡萄牙里斯本埃斯托利爾電影節 

 2013 年美國電影學會電影節 

 

2012 車手    導演: 鄭保瑞,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第 65 屆盧卡諾國際影展 開幕電影 

 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 

 第 31 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第 49 屆台灣金馬獎 – 最佳動作電影 

 第 19 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 最佳導演大獎 

 第 32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曾參與的國際電影節 

http://hk.rd.yahoo.com/blog/mod/art_title/*http:/hk.myblog.yahoo.com/famoustopgroup/article?mid=1632
http://hk.rd.yahoo.com/blog/mod/art_title/*http:/hk.myblog.yahoo.com/famoustopgroup/article?mid=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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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維多利亞壹號  導演: 彭浩翔, Fortissimo Films 

 "最佳女主角” 及 “最佳特技化妝” – 西班牙 第 43 屆錫切斯國際電影節  

 "觀眾獎‧最佳亞洲電影大獎" -第 39 屆加拿大蒙特利爾電影節  

 "最佳瘋狂電影獎" - 第 10 屆瑞士納沙泰爾國際幻想電影節  

 競遂 "最佳視覺效果" - 第 47 屆台灣金馬獎  

 提名“最佳女主角” 第 30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入選 "午夜激情" 單元 - 第 15 屆韓國釜山電影節             

 開幕影片 - 意大利 烏甸尼斯遠東電影節                

 開幕影片 - 荷蘭 阿姆斯特丹 CinemAsia 電影節  

 入選 "狂熱部分" 單元 - 美國翠貝卡電影節  

 2010 年法國 L’etrange 電影節 

 2010 年澳洲悉尼電影節 

 2010 年澳洲墨爾本國際電影節 

 2010 年新西蘭國際電影節 

 2010 年美國西雅圖國際電影節 

 2010 年英國 Fright Fest 電影節 

 2010 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電影節 

 2010 年瑞士納沙泰爾電影節 

 2010 年芬蘭赫爾辛基國際電影節  

 2010 年夏威夷國際電影節 

 2010 年聖塞巴斯蒂安恐怖和幻想國際電影節 

 第 21 屆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電影節 

 2010 年塔林 Black Night 電影節 

 2011 年澳洲阿德萊德電影節 

 2011 年捷克 Aerofilms 電影節 

 2011 年澳洲阿德萊德電影節 

 2011 年丹麥哥本哈根國際電影節 

 2011 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國際電影節 

 2011 年西班牙馬德里電影節 

 2011 年西班牙 Syfy 電影節 

曾參與的國際電影節 



 

 

何超儀(Josie Ho)      藝名：何超(Ho Chiu) 

香港知名藝人 

香港演藝人協會會員 

 

6 
 

 

2008 十分鐘情之開飯  導演: 李公樂, Famous Top Group (HK) 

 康城電影節 

 芝加哥電影節之"開幕電影" 

 新加坡亞洲媒體節 

 第 21 屆東京國際電影節 

 第 13 屆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 

 

 

2007 戰鼓    導演: 畢國智, 英皇電影有限公司 

 洛杉磯亞太電影節 

 盧卡諾國際影展 

 德國慕尼黑電影節 

 美國西雅圖電影節 

 俄羅斯莫斯科電影節 

 紐約美國亞洲國際電影節 

 美國日舞電影節 

 

 

2006 放逐    導演: 杜琪峰   

 第 63 屆威尼斯影展–競賽電影 

 第 26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最佳影片 

 亞洲國際電影節–閉幕電影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2004 蝴蝶    導演: 麥婉欣 

 第六十一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 

 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 

 印度國際電影節 

 斯洛伐克國際電影節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電影節 

 巴西聖保羅國際電影節 

 東京電影節 

 亞太電影節 

 阿姆斯特丹電影節 

 第 24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曾參與的國際電影節 

http://hk.rd.yahoo.com/blog/mod/art_title/*http:/hk.myblog.yahoo.com/famoustopgroup/article?mid=1806
http://hk.rd.yahoo.com/blog/mod/art_title/*http:/hk.myblog.yahoo.com/famoustopgroup/article?mid=1681
http://hk.rd.yahoo.com/blog/mod/art_title/*http:/hk.myblog.yahoo.com/famoustopgroup/article?mid=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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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太太    導演: Nicholas Chin 

 康城電影節  

 倫敦電影節  

 三藩市國際電影節 

 Kodak Asian Vision Award Special Prize 

 台灣金馬獎 

 

2001 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 導演: 鄭保瑞 

 米蘭電影節 

 

2001 地久天長   導演: 杜國威 

 柏林電影節 

 

2001 Dead or Alive 3  導演: Takashi Miike 

 盧卡諾國際電影展 

 西班牙錫切斯電影節 

 法國 L'É trange 藝術節 

 波蘭 EAR New Horizons 電影節 

 

1999 紫雨風暴   導演: 陳德森 

 台北金馬獎 

 意大利烏迪內電影節 

 

1998 無問旅程   導演: 陳輝 

 柏林電影節 

 康城電影節 

 西班牙 Cinema Jove 電影節 

 墨爾本國際電影節 

 蒙特利爾電影節 

 紐約國際電影節 

 美國國際電影節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曾參與的國際電影節 

http://hk.rd.yahoo.com/blog/mod/art_title/*http:/hk.myblog.yahoo.com/famoustopgroup/article?mid=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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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谷 (2016)      導演：谷德昭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In The Room (2015)    導演：Eric Khoo Zhao Wei Films 

全力扣殺 (2015)     導演: 郭子健  852 電影有限公司 

第七謊言 (2014)     導演: 孔令正  Movinpix Co Ltd 

豪情 3D (2014)     導演: 李公樂  天下一電影有限公司 

詭鎮 (2014)      導演: 錢人豪  上海七賢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OPEN GRAVE (2013)    導演: Gonzalo Lopez-Gallego, Atlas Independent 

COURIER (2013)     導演: Hany Abu-Assad, Arclight Films 

不二神探 (2013)     導演: 王子嗚  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 

車手 (2012)      導演: 鄭保瑞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百年浮城 (2012)     導演: 嚴浩  東方電影有限公司 

世紀戰疫 (2011)     導演: Steven Soderbergh 華納兄弟電影公司 

維多利亞壹號 (2010)    導演: 彭浩翔  Fortissimo Films 

樸克王 (2009)      導演: 陳慶嘉  秦小珍, 華映娛樂 

殺人犯 (2009)      導演: 周顯揚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無聲天使 (聲演) (2008)    導演: Ryosuke Tei, Animax  

街頭霸王 – 春麗傳奇(2008)   導演: Andrzej Bartkowiak  20 世紀霍氏電影公司 

十分鐘情 之 開飯 (2008)   導演: 李公樂  Famous Top Group 

功夫熊貓 (聲演) (2008)    導演: John Stevenson 及 Mark Osborne 洲立影視有限公司 

戰鼓 (2007)      導演: 畢國智  英皇電影有限公司 

阿森一族大電影 (聲演) (2007)  導演: David Silverman  20 世紀霍氏電影有限公司 

放逐 (2006)      導演: 杜琪峰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蝴蝶 (2004)      導演: 麥婉欣  Hong Kong Feature Film 

太太 (2002)      導演: Nicholas Chin, Deansee Films 

地久天長 (2001)     導演: 杜國威  Hong Kong Feature Film 

Dead or Alive Final (2001)   導演: Takashi Miike  Daiei Motion Picture Company 

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 (2001)   導演: 鄭保瑞  Cinefex Workshop 

紫雨風暴 (1999)     導演: 陳德森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無問旅程 (1999)     導演: 陳輝   Rymd Industries 

 

電影及電影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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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再戰明天 

2000  創世紀 

2000  東方教母 

1998  Let’s Get Wild on Hong Kong 

1997  香港人在廣州 

1996  X File 迷離檔案 

1996  O 記實錄 

 

 

舞台劇 

 

 

2010  情話紫釵  

 2010 香港藝術節展演 

 2010 中國上海世博會展演 

 中國北京人藝首都劇場 「精品劇目邀請展演 2011」 

 中國深圳大劇院 

 

2005  香水 

 

2003  七重天 

 

1999  戀戀琼瑤 

 

1997  男式 

 

 

 

 

電視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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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lyze 脂肪美學專家香港區代言人 (電視及平面廣告) 

2015  天合聯盟航空聯盟 － 中國及香港代言人 (網絡短片) 

2015  凱詩薇肌膚保健產品 － 網絡宣傳大使  

2014  世界愛滋病日「關懷愛滋」零標籤咖啡車 X 何超儀 (Campaign Representative) 

2014  Versace Unique Signature Handbags for Pacific Place  

(Campaign Representative) 

2014  景福珠寶集團亞洲區代言人 (平面廣告) 

2013   Elyze 脂肪美學專家香港區代言人 (電視及平面廣告) 

2013   景福珠寶集團亞洲區代言人 (平面廣告) 

2013  Kagome 蕃茄汁香港區代言人  (電視及平面廣告) 

2012  Leonard - Campaign Representative 

2012  Coach - Campaign Representative 

2012  資生堂 - Campaign Representative 

2012  Alain Philippe 腕表 (平面廣告) 

2012  景福珠寶集團 (平面廣告) 

2011  Diesel - Fashion label – Diesel Island (平面廣告) 

2011  Yves Saint Lauren (YSL) Cosmetic – Top Secret Campaign Representative  

2009  聖羅蘭 (YSL) 化粧品系列 – Top Secret  (平面廣告) 

2008  Alain Philippe 腕表 (平面廣告) 

2008  景福珠寶集團 (平面廣告) 

2007  港澳珠寶製造業廠商會 (電視及平面廣告) 

2007  Diesel (藝人特寫平面廣告) 

2006  ACUPUNCTURE (平面廣告) 

2006  ESTEE LAUDER – Perfectionist 眼貼 (平面廣告) 

2002  2 Collection (Diamond)  香港 (平面廣告) 

2002  CUTIS 護膚品 (平面廣告) 

2002  永安旅遊 (電視廣告) 

2002  修身堂 (電視及平面廣告) 

2001  BAUHAUS (平面廣告) 

2001  “卡地亞” 亞洲區代言人 (平面廣告) 

2000  摩托羅拉手機 (電視廣告) 

1999  利口樂香口珠 (電視及平面廣告) 

1993  Get 27 Mint Liquor (電視廣告) 

1992  護舒寶女士用品 (電視廣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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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何超與海膽仔” – 何飄移 

2014  “何超與海膽仔” – 搖滾妹子 

2013  “何超與海膽仔” – 80 再玩 

2011  “何超與海膽仔” – 天眼通 

2008  橡皮石 

2006  地獄廚房 

2003  Sickid 

1997  說謊 

1996  何家淑女 

1995  造反 

 

 

 英語 

 普通話 

 初級日語 

 初級西班牙語 

 

 

Drill Team 162 Limited  九龍灣宏通街 1號啟福工業中心 7樓 05室 

       電話 :  +852-2576 7218   傳真 :  +852-2576 7176 

 

CMD      香港黃竹坑業發街 1號 

       THE FACTORY 15樓 

       電話:  +852-2989 1080  傳真 :  +852-2989 1082 

 

 

Showreel 可於 何超儀個人網站  www.josieho.com 收看 

 

唱片                                   

語言 

聯絡資料 

Showreel 

http://www.josieh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