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台北小巨蛋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年度 西洋歌曲】

2014

台北小巨蛋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年度 西洋歌曲】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2012

高雄巨蛋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2010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年度 西洋歌曲】

【hito潛力團體】自由發揮

【hito海外歌手-馬來西亞】 張棟樑

【hito潛力樂團】宇宙人

【hito海外歌手-內地 】丁噹

LADY GAGA

2009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2008 HITO 西洋歌曲】

DEMI LOVATO LET IT GO

AVRIL LAVIGNE + CHAD KROEGER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BRUNO MARS WHEN I WAS YOUR MAN

【hito潛力創作歌手】金獎-周湯豪、銀獎-蔡旻佑、銅獎-Miss Ko

【hito海外歌手-香港 】方大同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BOYZONE（LOVE YOU ANYWAY）

MAROON5

LADY GAGA

【hito潛力女歌手】張芸京

【hito海外歌手-新加坡】蔡健雅

BLACK EYED PEAS

COLDPLAY（VIVA LA VIDA）

【hito潛力男歌手】炎亞綸

【emome數位音樂年度人氣獎】A-Lin / 寂寞不痛

嵐 P‧A‧R‧A‧D‧O‧X

【Hit Fm DJ最愛專輯】《神的遊戲》/ 張懸

【hito網路MV點擊人氣獎】煎熬 / 李佳薇

SUPER JUNIOR SORRY SORRY

青山黛瑪（留在我身邊）

G-DRAGON 流行革命 COUP D’ETAT

【hito作詞人】吳青峯 /「少年維特煩惱」

【hito網路首播人氣獎】MY LOVE / 田馥甄

嵐

RAIN（RAINISM）

EXO

【hito作曲人】Jerry C /「誘」

【hito潛力樂團】MP魔幻力量

SS501 DE JA VU

【hito編曲人】張懸 /「玫瑰色的你」

【hito潛力團體】JPM

【hito製作人】林俊傑

【hito潛力創作歌手】嚴爵

新加坡 蔡健雅

【新加坡】-林俊傑

【hito電視主題曲】「華麗的獨秀(S.O.L.O)」 / SUPER JUNIOR-M

【hito潛力女聲】袁詠琳

馬來西亞 梁靜茹

【馬來西亞】-曹格

香港 方大同 回到未來

【hito電影主題曲】「傻子」/ 林宥嘉

【hito潛力男聲】陳勢安

香港 方大同

【香港】-陳奕迅

內地

【hito校園人氣歌手】JPM

【hito情歌演繹】梁文音

【2009 蟬連冠軍最久專輯】蔡依林 花蝴蝶(6週)

【2008 榜單統計獎項】

【2009 HITO 長壽專輯】

【蟬連冠軍最久專輯】五月天(6週)「後青春期的詩」

MAPS

【年度 日亞歌曲】
CNBLUE
近畿小子

MAMACITA

沒有鑰匙的盒子

【hito 海外歌手】
新加坡

孫燕姿

陳奕迅

內地 丁噹

咆哮(GROWL)

【hito 海外歌手】
克卜勒

馬來西亞 李佳薇
香港

APPLAUSE

【年度 日亞歌曲】

CAN’T STOP

SUPER JUNIOR

LET ME GO

2013

台北小巨蛋

新加坡

像天堂的懸崖

rice & shine米。閃

敢愛敢當

蔡健雅 天使與魔鬼的對話

馬來西亞 光良
李健

回憶裡的瘋狂

李健拾光

POKER FACE
BOOM BOOM POW

【年度 日亞歌曲】

LEONA LEWIS（BLEEDING LOVE）

【2008 HITO日亞歌曲】

5X10

宇多田（HEART STATION）

【2009 HITO 海外歌手】

【2008 HITO 海外歌手】

【hito冠軍王】 蔡依林 呸(6週)

【hito冠軍王】 羅志祥 獅子吼(5週)

【hito網路首播人氣獎】 「變成陌生人」 / 王心凌

【hito舞台演繹】潘瑋柏

【hito長壽專輯】 孫燕姿 克卜勒(17週)

【hito長壽專輯】

【myMusic數位音樂大獎】 「好難得」 / 丁噹

【hito校園人氣歌手】郭靜

王力宏 心跳(17週)

【HITO 長壽專輯】JOANNA王若琳(19週)「START FROM HERE」

梁靜茹 靜茹&情歌 別再為他流淚(17週)

【HITO 電視原聲帶】「鬥牛要不要」

【hito電影主題曲】溫尚翊 九號球(逆轉勝)

蘇打綠 秋：故事(20週)

【hito年度K歌】「學不會」/ 林俊傑

【hito對唱歌曲】你被寫在我的歌裡 / 蘇打綠+陳嘉樺

【hito電視主題曲】周興哲 以後別做朋友(16個夏天)

田馥甄 渺小(20週)

【Hit Fm聽眾最愛情歌】「變成陌生人」 / 王心凌

【hito電視主題曲】還是會 / 韋禮安

【2009 HITO 電視原聲帶】終極三國

【HITO 創作歌手】周杰倫「魔杰座」

【hito創作歌手】 陳綺貞 時間的歌

【hito電影主題曲】周杰倫 哪裡都是你(天台)

【Hit Fm聽眾最愛對唱歌曲】「狂風裡擁抱」 / 信+A-Lin

【hito電影主題曲】那些年 / 胡夏

【2009 HITO 創作歌手】陳綺貞太陽

【HITO 聲猛新人】蕭敬騰「蕭敬騰同名專輯」

【hito 聲猛新人(金)】王大文 你好

【hito電視主題曲】丁噹 手掌心(蘭陵王)

【hito聲猛新人】曲婉婷

【hito長壽專輯】她說 / 林俊傑

【2009 HITO 聲猛新人】徐佳瑩 LALA首張創作專輯

【HITO 樂團】五月天「後青春期的詩」

【hito 聲猛新人(銀)】吳思賢 最好的…?

【hito創作女歌手】戴佩妮 純屬意外

【hito創作女歌手】徐佳瑩

【hito製作人】蔡健雅

【2009 HITO 樂團】蘇打綠

【HITO 團體（男）】飛輪海「雙面飛輪海」

【hito 聲猛新人(銅)】孫盛希 GIRLS

【hito創作男歌手】張震嶽 破吉他

【hito創作男歌手】韋禮安

【hito編曲人】徐千秀 / 隕石

【2009 HITO 團體】飛輪海

【HITO 團體（女）】S.H.E.「我的電台FM S.H.E」

【hito 對唱歌曲】潘瑋柏+楊丞琳 打呼

【hito 聲猛新人】王詩安 你好嗎LOVE LESSON

【hito冠軍王 】羅志祥(《有我在》／7週)

【hito作詞人】葛大為 / 說到愛

【2009 HITO 女歌手】梁靜茹 靜茹&情歌 別再為他流淚

【HITO 女歌手】JOANNA王若琳「START FROM HERE」

【hito樂團】MP魔幻力量 戰神

【hito 對唱歌曲】Bii+ 朱俐靜 我會在你身邊

【2012年度百首單曲冠軍】「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 五月天

【hito作曲人】方大同 / 好不容易

【2009 HITO 男歌手】王力宏 心跳

【HITO 男歌手】周杰倫「魔杰座」

【hito團體】SpeXial BREAK IT DOWN

【hito樂團】蘇打綠 秋：故事

【hito舞台造型】蕭亞軒

【hito創作女歌手】戴佩妮

【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hito 男歌手】蕭敬騰 The Song

【hito團體】動力火車 光

【hito情歌演繹】范瑋琪

【hito創作男歌手】方大同

梁靜茹 沒有如果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hito 女歌手】蔡依林 呸

【hito 男歌手】林俊傑 因你而在

【hito年度大躍進】楊丞琳

【hito聲猛新人】炎亞綸

王力宏 心跳

JOANNA王若琳（Let’s start from here）

【hito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hito 女歌手】田馥甄 渺小

【Hit Fm最愛歌手】S.H.E

【hito冠軍王】潘瑋柏 / 808

羅志祥 撐腰

方大同（LOVE SONG）

（01） 孫燕姿 克卜勒

【hito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最受歡迎新人】Kimberley陳芳語

【hito團體】LOLLIPOP F

張惠妹 掉了

蕭敬騰（收藏）

（02） 張惠妹 三月

（01） 蘇打綠 我好想你

【最受歡迎創作歌手】嚴爵

【hito樂團】蘇打綠

蕭敬騰 我不會愛

楊宗緯（鴿子）

（03） 陳綺貞 流浪者之歌

（02） 周杰倫 明明就

【最受歡迎團體】S.H.E

【hito女歌手】張惠妹

林宥嘉 說謊

陳奕迅（不要說話）

（04） 蕭敬騰 KELLY

（03） 林俊傑 修煉愛情

【最受歡迎女歌手】楊丞琳

【hito男歌手】林俊傑

蔡依林 大丈夫

張韶涵（不想懂得）

（05） 潘瑋柏+楊丞琳 打呼

（04） 羅志祥 愛投羅網

【最受歡迎男歌手】羅志祥

【hito最受歡迎新人】炎亞綸

方大同 為你寫的歌

林宥嘉（神秘嘉賓）

（06） MP魔幻力量 我還是愛著你

（05） 田馥甄 你就不要想起我

【hito舞台演繹】張韶涵

【hito最受歡迎團體】SUPER JUNIOR M

蕭亞軒 閃閃惹人愛

S.H.E（安靜了）

（07） 蔡依林 PLAY我呸

（06） Bii畢書盡 COME BACK TO ME

【hito最具爆發力歌手】信

【hito最受歡迎女歌手】田馥甄

飛輪海 越來越愛

周杰倫（稻香）

（08） 蕭亞軒 不解釋親吻

（07） 陶喆 一念之間

【hito海外歌手】丁噹

【hito最受歡迎男歌手】羅志祥

【2009 聽眾最愛歌曲】SUPER JUNIOR SORRY SORRY

【HITO作詞人】陳信宏（後青春期的詩）

（09） 丁噹

（08） 楊丞琳 天使之翼

【絕對星態度藝人】羅志祥

【hito最受歡迎全球華語歌手】周杰倫

【2009 DJ 最愛專輯】方大同 橙月

【HITO作曲人】方大同（倒帶人生）

（10） 徐佳瑩 尋人啟事

（09） 蔡健雅 單戀曲

【hito好聲音】張韶涵

【Hit Fm聽眾最愛歌曲】水手怕水 / 周杰倫

【2009 亞洲傳媒大獎 】五月天

【HITO編曲人】鍾興民（魔術先生）

【hito 校園人氣歌手】李佳薇 像天堂的懸崖

（10） 嚴爵 好的情人

【hito全球唱跳女藝人】蕭亞軒

【Hit Fm DJ最愛專輯】美妙生活 / 林宥嘉

【HITO製作人】鍾成虎（100種生活）

【hito 校園人氣團體】Popu Lady MORE

【hito 校園人氣團體】MP魔幻力量

【hito全球唱跳男藝人】潘瑋柏

【Hit Fm最愛歌手】范瑋琪

【聽眾最愛歌曲】楊宗緯（洋蔥）

【hito潛力樂團】八三夭 大逃殺

【hito 首播點擊人氣】黃鴻升

【hito Star全能藝人 】蕭亞軒

【hito Star全能藝人】羅志祥

【DJ 最愛專輯】方大同（未來）

【hito潛力男聲】炎亞綸 CUT/DRAMA

【hito 情歌演繹】A-Lin 幸福了 然後呢

【全球傳媒推崇女歌手】蔡依林

【hito全球傳媒大獎】周杰倫

【亞洲傳媒大獎】五月天

【hito潛力女聲】家家 為你的寂寞唱歌

【hito 舞台演繹】黃鴻升 超有感

【全球傳媒推崇男歌手】潘瑋柏

【hito年度西洋歌曲】JUST THE WAY YOU ARE / BRUNO MARS

【hito製作人】陳建騏 還是要相信愛情啊 混蛋們

【hito潛力創作歌手】白安 麥田捕手

【全球傳媒推崇專輯】《第二人生》/ 五月天

WHAT THE HELL / AVRIL LAVIGNE

【hito作曲人】韋禮安 在你身邊

【hito潛力男聲】Bii畢書盡 Come Back to Bii

【hito最佳樂團】五月天

BORN THIS WAY / LADY GAGA

【hito作詞人】HUSH 克卜勒

【hito潛力女聲】梁文音 黃色夾克

【hito最佳團體】S.H.E

【hito年度日亞歌曲】

【hito編曲人】何山

【hito潛力團體】POPULADY 小未來

【hito最佳女歌手】 蔡依林

MR.SIMPLE / SUPER JUNIOR

【2014年度百首單曲冠軍】蔡依林 PLAY我呸

【hito潛力樂團】MP魔幻力量 射手

【hito最佳男歌手】 林俊傑

THE BOYS / 少女時代

【HITO唱作女歌手】白安 接下來是什麼?

【hito製作人】蔡健雅 天使與魔鬼的對話

【全球華語傑出藝人】蔡依林

Family ～永遠在一起 / 近畿小子

【HITO唱作男歌手】陳彥允 允文允舞

【hito作曲人】嚴爵 好的情人

【hito年度西洋歌曲 】

【hito年度華語歌曲】

【HITO年度大躍進】 MP 魔幻力量戰神

【hito作詞人】蛋堡 房間

「PAYPHONE」/ MAROON 5

她說 / 林俊傑

【HITO K歌】林凡 明明愛你

【hito編曲人】方大同 I WANT YOU BACK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 TAYLOR SWIFT

獨一無二Only U / 羅志祥

【HIT FM聽眾最愛情歌】王心凌 陳淑芬與林志豪

【賓士絕對星態度年度百首單曲冠軍】林俊傑 修煉愛情

「I WON'T GIVE UP」/ JASON MRAZ

我最親愛的 / 張惠妹

【HITO首播點擊人氣】安心亞 女孩，站出來！

【HITO好聲音】家家 忘不記

【hito年度日亞歌曲 】

喜歡寂寞 / 蘇打綠

【HITO情歌演繹】郭靜 豔遇

【HITO跨界專輯】李健 李健 拾光

「Sexy, Free & Single」 / SUPER JUNIOR

狂想曲 / 蕭敬騰

【HITO舞台演繹】丁噹 敢愛敢當

【Hami Music數位音樂大獎】 A-Lin 幸福了 然後呢

「FANTASTIC BABY」 / BIGBANG

水手怕水 / 周杰倫

【HITO唱跳歌手】王心凌 第10個王心凌

【HIT FM最愛歌手】楊丞琳

「Your Eyes」 / 嵐

MY LOVE / 田馥甄

【HITO好聲音】魏如萱 還是要相信愛情啊 混蛋們

【HIT FM最愛創作歌手】方大同 回到未來

【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UUU / 潘瑋柏

【myMusic年度數位音樂大獎】家家 為你的寂寞唱歌

【HIT FM DJ 最愛專輯】張震嶽 我是海雅谷慕

「花又開好了」 / S.H.E

懷珠 / 楊宗緯

【HIT FM最愛國外藝人】ROY KIM HOME

【HITO STAR 全能藝人】吳建豪 Different Man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 五月天

一半 / 丁噹

【HIT FM最愛搖滾歌手】楊乃文 ZERO

【HIT FM年度推崇藝人】周杰倫

「學不會」 / 林俊傑

【HIT FM最愛創作歌手】韋禮安 有所畏

【最受歡迎新人】朱俐靜

「最親愛的你」 / 范瑋琪

【HIT FM最愛歌手】徐佳瑩 尋人啟事

【最受歡迎團體】DREAM GIRLS

「愛久見人心」 / 梁靜茹

【HIT FM DJ 最愛專輯】李榮浩 李榮浩

【最受歡迎女歌手】楊丞琳

「忘了」 / 楊丞琳

【HITO STAR】炎亞綸 CUT/DRAMA

【最受歡迎男歌手】羅志祥

「24個比利」 / 潘瑋柏

我沒那麼愛你

巴黎的憂鬱

【最受歡迎新人】李玉璽

「大藝術家」 / 蔡依林

【最受歡迎團體】SPEXIAL

「我愛我」 / 蕭亞軒

【最受歡迎女歌手】蕭亞軒

「有我在」 / 羅志祥

【最受歡迎男歌手】潘瑋柏

2008

高雄旗津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年度 西洋歌曲】

2007

台北縣縣民廣場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年度 西洋歌曲】

Avril LavigneGirlfriend

Daniel Powter Bad Day

Linkin Park What I’ve Done

Black Eyed Peas Don’t phunk with my heart

品冠+梁靜茹 Way Back Into Love

Westlife You Raise Me Up

【年度 日亞歌曲】

【年度 日亞歌曲】

宇多田 Flavor Of Life

霍爾/J 這是愛嗎

News 朝著星光前進

修二與彰 青春Amigo

濱崎步 璀璨

Alex/Ho Lan She is….

【新加坡】 孫燕姿

【新加坡】林俊傑

【馬來西亞】 梁靜茹

【馬來西亞】梁靜茹

【香港】陳奕迅

【香港】林憶蓮

【2007 HITO票選最受歡迎新人】星光幫

【2006 HITO票選最受歡迎新人】蔡旻佑

【2007 HITO票選最受歡迎樂團 】五月天

【2006 HITO票選最受歡迎樂團】蘇打綠

【2007 HITO票選最受歡迎團體 】飛輪海

【2006 HITO票選最受歡迎團體】飛輪海

【2007 HITO票選最受歡迎創作歌手】 黃義達

【2006 HITO票選最受歡迎創作歌手】吳克群

【2007 HITO票選最受歡迎女歌手】孫燕姿

【2006 HITO票選最受歡迎女歌手】蔡依林

【2007 HITO票選最受歡迎男歌手】羅志祥

【2006 HITO票選最受歡迎男歌手】 羅志祥

【2007 HITO 製作人】 黃立行 無神論

【2006 HITO 製作人】陶吉吉

【2007 HITO 作詞人】 張懸 喜歡

【2006 HITO 作詞人】吳青峯 小情歌

【2007 HITO 作曲人】 張震嶽/齊秦 思念是一種病

【2006 HITO 作曲人】陶吉吉 似曾相識

【2007 HITO 編曲人】 蘇打綠+林暐哲白日出沒的月球

【2006 蟬連冠軍最久專輯】王力宏 蓋世英雄

【2007 蟬連冠軍最久專輯】 張惠妹(5) STAR

【2006 HITO 長壽專輯】蔡依林舞孃

【2007 HITO 長壽專輯】蔡依林 (14) 特務J

【2006 HITO 電視原聲帶】83 Club 愛情魔髮師

【2007 HITO 電視原聲帶】花樣少年少女

【2006 HITO 創作歌手】周杰倫

【2007 HITO 創作歌手】周杰倫/王力宏

【2006 HITO 聲猛新人 – 男】Tank

【2007 HITO 聲猛新人】星光幫

【2006 HITO 聲猛新人 – 女】張懸

【2007 HITO 樂團】五月天

【2006 HITO 樂團】F.I.R

【2007 HITO 團體 – 男】棒棒堂

【2006 HITO 團體 – 男】飛輪海

【2007 HITO 團體 – 女】S.H.E

【2006 HITO 團體 – 女】S.H.E

【2007 HITO 女歌手】蔡依林

【2006 HITO 女歌手】蔡依林

【2007 HITO 男歌手】王力宏

【2006 HITO 男歌手】王力宏

【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梁靜茹 崇拜

陶吉吉+蔡依林 今天你要嫁給我

周杰倫 不能說的秘密

周杰倫+費玉清 千里之外

TANK 專屬天使

張韶涵 隱形的翅膀

五月天 天使

王心凌 睫毛彎彎

張惠妹 如果你也聽說

楊丞琳 遇上愛

孫燕姿 我懷念的

林俊傑 原來

蔡依林 日不落

羅志祥 精舞門

王力宏+SELINA 你是我心內的一首歌

蔡依林 舞孃

S.H.E 五月天

王力宏 Kiss goodbye

羅志祥 一支獨秀

S.H.E 觸電

【2007 聽眾最愛歌曲】蔡依林 日不落

【2006 聽眾最愛歌曲】陶吉吉+蔡依林 今天你要嫁給我

【2007 DJ 最愛專輯】方大同 愛愛愛

【2006 DJ 最愛專輯】張懸 MY LIFE WILL…

【2007 HITO男 K歌】曹格 背叛

【2006 HITO K歌】MC HOTDOG 我愛台妹

【2007 HITO 女K歌】 孫燕姿 我懷念的

【2006 HITO網路首播人氣】蔡依林

【2007 HITO網路首播人氣】王力宏 落葉歸根

【2006 HITO卓越成就獎】庾澄慶

【2007 HITO網路影音人氣】盧廣仲

【2006 亞洲傳媒大獎】周杰倫

【2007 HITO卓越成就獎】江蕙
【2007 亞洲傳媒大獎】周杰倫

2006

中正紀念堂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年度 西洋歌曲】

2005

西門町紅樓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2004

台北縣縣民廣場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2003

台北縣縣民廣場
HITO流行音樂獎得獎名單

【年度DJ最愛專輯】周杰倫「七里香」

【2002年度HITO聲猛新人獎】聲猛女聲─許慧欣

Jesse McCartney Because you live

【年度聽眾最愛歌曲】七里香

【2002年度HITO聲猛新人獎】聲猛男聲─杜成義（阿杜）

Blue Guilty

【年度HITO長壽專輯】F.I.R「同名專輯」

【2002年度HITO聲猛新人獎】創作潛力─張智成

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

【年度蟬連冠軍最久單曲】5566「因為愛」、梁靜茹「聽不到」

【2002年度HITO聲猛新人獎】舞台演繹─吳建豪

【年度進榜最多單曲歌手】梁靜茹(戀愛的力量/愛情合約原聲帶/燕尾蝶)

【2002年度HITO亞洲傳媒推薦專輯獎】黑色柳丁─陶吉吉

Rain I do

【年度HITO原聲帶】紫禁之巔電視原聲帶

【2002年度HITO DJ最愛獎】黑色柳丁─陶吉吉

濱崎步 My name’s women

【年度HITO海外歌手】張學友、胡彥斌、孫燕姿、梁靜茹

【2002年度HITO聽眾最愛獎】分手快樂─梁靜茹

中島美嘉 櫻花紛飛時

【年度HITO創作歌手】周杰倫

【2002年度HITO友好獎】游鴻明

【新加坡】林俊傑

【年度HITO日亞歌曲】

【2002年度HITO友好獎】許慧欣

【馬來西亞】光良

w-inds.「美麗風采」

【2002年度HITO日亞歌曲獎】Sweet Dream─張娜拉

【香港】Twins

寶兒「MY NAME 」

【2002年度HITO日亞歌曲獎】櫻花翩翩─宇多田

【2005 HITO票選最受歡迎新人】柯有綸

濱崎步「剎那 」

【2002年度HITO日亞歌曲獎】旅途─濱崎步

【年度 日亞歌曲】

【2005 HITO票選最受歡迎樂團】五月天

【年度HITO十大華語歌曲】

【2002年度HITO西洋歌曲獎】Unbreakable─Westlife

【2005 HITO票選最受歡迎團體】S.H.E.

周杰倫「七里香」

【2002年度HITO西洋歌曲獎】All Rise─Blue

【2005 HITO票選最受歡迎創作歌手】王力宏

蔡依林「就是愛」

【2002年度HITO西洋歌曲獎】If Tomorrow Never Comes─Ronan Keating

【2005 HITO票選最受歡迎女歌手】孫燕姿

梁靜茹「聽不到」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暗號─周杰倫

【2005 HITO票選最受歡迎男歌手】周杰倫

F.I.R「LYDIA」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W.H.Y.─王力宏

【2005 HITO 製作人】 周杰倫 11月的蕭邦

林俊傑「江南」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分手快樂─梁靜茹

【2005 HITO 作詞人】 方文山 夜曲

孫燕姿「我的愛」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愛的主打歌─蕭亞軒

【2005 HITO 作曲人】 光良 童話

S.H.E「侯鳥」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黑色柳丁─陶吉吉

【2005 HITO 編曲人】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王心凌「愛你」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我不愛─孫燕姿

【2005 蟬連冠軍最久專輯】 蔡依林 J-Game (7週)

五月天「倔強」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熱帶雨林─S.H.E.

【2005 HITO 長壽專輯】李聖傑 癡心絕對手放開(16週)

5566「C'EST SI BON」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I Believe─范逸臣

【2005 進榜最多單曲歌手】 蔡依林 J-Game +J 1(8首)

【年度HITO聲猛新人】F.I.R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他一定很愛你─杜成義（阿杜）

【2005 HITO 電視原聲帶】 183 Club+七朵花 王子變青蛙

【年度HITO樂團】五月天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戀上(另)一個人─游鴻明

【2005 HITO 創作歌手】周杰倫

【年度HITO男團體】5566

【2002年度HITO華語歌曲獎】狠角色─張惠妹

【2005 HITO 聲猛新人–男】張棟樑

【年度HITO女團體】S.H.E

【2002年度HITO長壽歌曲獎】回到過去─周杰倫

【2005 HITO 聲猛新人–女】楊丞琳

【年度HITO女歌手】蔡依林

【2002年度HITO進榜最多單曲歌手獎】S.H.E.

【2005 HITO 樂團】FIR

【年度HITO男歌手】周杰倫

【2002年度HITO蟬連冠軍最久單曲獎】W.H.Y. ─王力宏

【2005 HITO 團體 – 男】5566

【2002年度HITO女生最愛K歌獎】分手快樂─梁靜茹

【2005 HITO 團體 – 女】Twins

【2002年度HITO男生最愛K歌獎】回到過去─周杰倫

【2005 HITO 女歌手】 蔡依林

【2002年度HITO創作歌手獎】陶吉吉

【2005 HITO 男歌手】 王力宏

【2002年度HITO電視原聲帶獎】MVP情人電視原聲帶─5566

【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2002年度HITO海外歌手獎】內地─那英

周杰倫 夜曲

【2002年度HITO海外歌手獎】新加坡─孫燕姿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2002年度HITO海外歌手獎】馬來西亞─梁靜茹

蔡依林 天空

【2002年度HITO海外歌手獎】香港─莫文蔚

楊丞琳 曖昧

【2002年度HITO樂團獎】信樂團

王心凌 Honey

【2002年度HITO女團體獎】S.H.E.

FIR 千年之戀

【2002年度HITO男團體獎】ENERGY

陶吉吉 就是愛你

【2002年度HITO男團體獎】WEWE

張韶涵 歐若拉

【2002年度HITO女歌手獎】孫燕姿

5566 好久不見

【2002年度HITO男歌手獎】周杰倫

林俊傑 簡簡單單

【2002年度HITO樂團霸主】SONY MUSIC新力唱片

【2005 聽眾最愛歌曲 周杰倫】夜曲

【2002年度最受歡迎新人】周渝民

【2005 DJ 最愛專輯 陳綺貞】華麗的冒險

【2002年度最受歡迎團體】F4

【2005 亞洲傳媒大獎 周杰倫】11月的蕭邦

【2002年度最受歡迎女歌手】張惠妹
【2002年度最受歡迎男歌手】王力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