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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青少年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6 號@RubberBand（6）、蔡廉明（蔡）、黃修平（黃）、黃進（進）、                      

馮應謙（馮）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杜以樂（杜） 

  

 
范﹕今天我們要從十個入圍作品中，選出金獎、銀獎各一名，及三名特別表揚。 我們

可以先就每部作品，簡單給一些意見，讓參賽者可以更了解大家對作品的看法。 

        最後，大家可以提名各獎項。 

 
黃：可不可以簡略地解說一下初選時的情況和為什麼會選擇這十套？ 

 
蔡：初選有很多一分鐘的製作，比較參差，選了四條。初選三位評審都有共識的也有

幾條，看看大家喜歡什麼。初選是計分的，有一兩條三個也有一起投，有些只有

一兩個投。題材很多都跟自己有關，說我是誰，夢想，考試的選材也很多。這十

條中，有一兩條評審是特別喜歡，例如《福建話》曾翠珊 (首輪評審) 很喜歡。

《媽媽》都是。討論過程不太複雜。 

 
6  ：最後兩條入圍作品，我們都討論了一會兒。 

 
黃：普遍題材上，這十條能不能反映大多都是這種題材？是不是最多都是說功課／         

考試？ 

  
6 ：反而是因爲 UNICEF 一分鐘的短片佔了很多，一大堆都是說「我是什麼」，所以我

們很快把比較好的抽了出來。現在看到的幾個是技巧純熟，《人生。棋局》和

《價值的覺醒》記得當時是因為技巧上比較純熟所以選出來的。《科科》是翠珊

(曾翠珊，首輪評審) 提我們的，是漏網而得意的題材。《分數定我命？》一開始我

記得我沒有放。一分鐘的都是關於「我」。應該主旨都是「我」多於對抗考試，

所以比例是六對四，所謂長的片。 

 
蔡：所謂長的戲劇類型片在初選中不多，主要是《考試．社會》和《都市忙情》，不

多是戲劇類的。 

 
進：不如每一條說說。 

 
范：第一條《未知死焉知生》。 

 
馮：我先說，我看到留言說雖然是年青人題材，是一個殯儀師，但不算是從青少年的 

角度探討生死。另一個是對生死有體會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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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illiam (劉偉霖)？ 

 
馮：對，William，那算是青少年的角度，但像是兩個人，一個殯儀師，一個青少年的

自述。起初我看留言是很有期望，講青少年、講生死，但未帶出青少年對生死的

幻想。 

 
6 ：我記得當初我們三個，連同曾翠珊，就是覺得他很大膽……不是大膽，而是少有

的當小朋友遇到問題，直接討論到終點就是生死，會探討，會深入，我們選擇他

的原因是這個，Anthony (馮應謙) 你也說得對，是通過這兩個人物去說。 

 
進：我也覺得是值得鼓勵的，就是作為一個這麼年輕的年青人，所謂跳過了他這個年

代最熱門的話題。另外他的題目定得很好，「未知死焉知生」，他先處理死的問

題，再有靈感去處理當下，雖然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年輕人的視點，因為他是從

受訪者的角度。他沒有從年輕人的視點幫受訪者去下一些註腳，但一個這麼年輕

的人用紀錄片講死，是值得嘉許的。雖然我們應該漠視他的年紀或者背景去看這

套紀錄片，但是絕對值得嘉許的一個想法。 

 
蔡：我們初選時都有這個感覺，如只當他是一套紀錄片，未必是完整，可能他加的片  

段 (不夠)，但我們是欣賞他對這個題材的嘗試。 

 
馮：我記得最後的那一個鏡頭，好像是一些年青人在殯儀館中玩音樂，我懷疑他是有

拍了一些年輕人在殯儀場合中的片段，反而現在片中沒有，如果有就會更加豐富。 

 
6 ︰你是說有白只的那一段吧，我記得是某一年的港台外判劇來的。我印象中，那時

候做港台，是白只和William投了一個單元。 

 
黃：應該是為自己舉行一個喪禮吧，但這個片是交代得很不清楚的，如果我們不認識

他的背景。就算那個殯儀師都是很泛泛之談。唯一可以嘉許的就是這個探討死的

題材。當他得到這個題材之後，就用很傳統紀錄片的形式，交了一份功課，做了

形式上需要做的事，有一些說話的人和畫面湊成，是挺淺白的，而表面用上一個

「死」字來貫穿。我寧願他只是拍一個人，就算有時青少年的認知未必像學者一

樣掘得很深，但如果有想法有興趣可以拍更多的東西。現在就是很表面，放定了

機器，跟這兩個人的生活，都是坐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就拍了出來。 

 
進：他不算很深入，應該說是不優勢的地方是落入了很主流的紀錄片套路。只是在模

仿紀錄片，可能大家期望的是寧願他簡單一點，寧願可以不用工整，但當中有一

些很屬於他這個年紀的視點。 

 
眾人：對啊。 

 
黃：若是我就會近鏡拍攝 William 的斑。《福建話》就是一開始就 Close-Up 爸爸的皮

膚，這就是去得很盡的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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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福建話》就是……哈哈，我們往下一條走了。《福建話》開初的鏡頭一看就覺

得是這世代的人的鏡頭語言 ，這世代的人很喜歡數碼變焦的鏡頭。這是很有趣的，

他完全無視或者沒有興趣去理解已經建立的老套敍事或者畫面美學。他是用上這

世代的方法去拍。我是覺得挺有趣的。 

 
黃：他是兆基創意書院的嗎？ 

 
蔡：對。 

 
黃：很值得鼓勵的一條片。 

 
進：對。 

 
黃：這一套是眾多的片中最完整，但當然你也可以說他沒有什麼匠心，無論技巧還是

構思上都沒有匠心，但也率真自然的表現出來，就是對爸爸的觀察和感覺。三言

兩語，加上影像和感覺拼湊出來。 

 
馮：這也反映到這種獨特的新移民家庭的背景，也可以說通過這一條片帶出了上一代

的社會矛盾，有個社會焦點的，但他自己可以再多說一點自己的背景，可以掘得

更深，例如母親，他可以再掘多一點，但沒有。 

 
6 ：我當時最喜歡這條，到現在都是，唯獨是最尾有點倉猝，可以收尾漂亮一點就好，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被爸爸罵的那一段 (很好)，而且我很喜歡他的字幕，很貼地。 

 
進：雖然我不知道在福建話中是不是同一個意思。 

 
6 ：因為我看了幾次，今次在大銀幕看，髒話就不知道了，但有些可能是「委屈」就

聽得出來。可能是因為我爸爸也是說類似福建話的東西，所以比較投入。挺喜歡

這個率真的東西。 

 
進：我覺得很誠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理解足夠，例如一個中學生的拍攝，例如看        

這幾條片，他們像是分了兩條路，有技術，有匠心的培養，但沒有真心。可能是 

剛剛啟蒙的時候要選擇。但若是問我的話，我會寧願一個中學生先有真心，因為

那些東西回不去，技巧可以再鍛練。所以我寧願嘉許一個真心的人多於一個技術

很好的人。 

 
6  ：也是對的。 

 
馮：我很喜歡他真心那一段就是他的爸爸不讓他拍攝，一邊拍自己拍攝著爸爸，爸爸         

踢開他，那段是很貼地又能表達到他的心聲。 

 
6  ：放了一部小的閉路電視般。 

 
進：結尾是有點倉猝，但我未算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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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之後是《媽媽》。 

 
進：媽媽像是得了個平衡，在簡單和真心之間， 但在某些位置也減了些真心。因為在        

有些設定上未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女孩一個人在吃麵的鏡頭，少了點真心。前面

老人家，基本上看一段時間才知道是對白來的。那些都處理得不錯。 

 
6  ：那個老演員不錯。 

 
黃：因為他技巧未夠，真心就脫了軌，有時候說有技巧沒有真心是因爲技巧未夠而令

其有瑕疵。這看得出導演很有意識地想用高超的手法來做很自然的東西。有些可

以的，但片中三分一後就開始刻意模仿，自然就更假了。也有這種不舒服。但從

意圖上來說是值得鼓勵的，你看到作者背後的目標或者他的視野都不簡單。 

 
進：他有深思熟慮的，至少看到他本身想做什麼，都有野心的。 

 
黃：這個形式處理好的話其實很好看。它本身是一套劇情片，但不是一開始就用對話、         

很傳統的方式去做。 

 
6 ：是在尾端變了女孩作主線，就有下降趨勢。老人家做主線的時候，我是覺得很好

看的，很想繼續看下去。他的轉變都很好的。 

 
進：不過這都是常見，拍老人家會容易一點，因為本身老人家多經歷，有戲，然後把

那麼重的戲份放到女孩身上就易脫軌了。 

 
蔡：如果女孩做得好一點就會帶動到，在尾段的那幾場戲，他很努力，但是…… 

 
6  ：似用空的鏡頭自由走動吧。 

 
范：下一條《人生。棋局》。 

 
馮：我想好的是有鋪排，人生就好似棋局，鏡頭也不錯，但好像太工整，沒有驚喜。 

 
6   ﹕像是廣告宣傳。 

 
進：他也是落入一種其實不太優勢的形式裡，他直接和一些好的建立對比，深入的          

視點又見不到。 

 
黃：這一大堆片就是參加 UNICEF 一分鐘短片，那些片其實看了很多，同時亦知道他們

背後做的過程，很難脫離想像，特別是他基本要求就是要一分鐘，有很多導師帶

著，出來設計好似宣傳片一樣，所以《科科》是比較難得，我對《人生。棋局》

沒有特別喜好。 

 
范：《做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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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我想都是作為鼓勵才會放在這裡。 

 
蔡：我們覺得他很過癮，男主角很搞笑，討論的時候。當然這一套片就是很中學生的。 

 
黃：是這一類片但可以玩的更好，那間Wifi (某校學生會宣傳片)，很正，根本就是這一

類東西，學生會宣傳，那條比這條片更好看。就算中學生粗糙玩味都可以做得更

好，跳舞的片段有點難受，可以練好一點，就不難受了。 

 
進：但可能他是想要這種難受。 

 
黃：我不是太認同這種，這個年紀很容易流於做傻事當有趣。 

 
馮：他主軸是那首日本歌，那首歌又不是原創，帶動了全部，代表沒有自己帶動的片         

段 。 

 
進：對啊。 

 
黃：我覺得這是去年網絡上最有創意之一 (日本歌)。 

 
范：《科科》。 

 
進：我想《科科》在很多條一分鐘短片裡是最有驚喜的或者新鮮的，但這樣放在一起

比較，我會想《科科》在什麼層面上比較優勝，但我明白他在一堆像《人生。棋

局》這樣的一分鐘短片裡，走了另一條路。 

 
6   ﹕他不是在 (比較)大小的，他走另一條路。 

 
黃：我覺得他的態度其實不錯，戲中想講不高不低，又很坦率，因為通常會流於去投

訴或者講自己很差，但他正正抓住了一個 (平衡) 坦率地講自己不高不低。但這個

方向是有點難說明，這條片我都看了幾次，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有一點含糊，我只

是感覺到他很率真，但實際「我是學渣之中的學霸」，其實反映了什麼呢？我要

看第二次，再三思考才明白。而明白之後我才比較認同。但沒辦法，他們在自己

世界裡，他整個世界都是學校的生活，對於他來說，這樣的方法就完成了整件事。 

 
6  ﹕他是明白的，但我們…… 

 
黃：對，所以有代溝在中間。 

 
范：如果沒有補充我們到下一條，《分數定我命？》。 

 
6  ：《分數定我命？》其實是微型版的《考試．社會》。 

 
馮：是不是那一套影片中，Pink Floyd一級級跳下來，很有模仿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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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不是新的東西。 

 
6  ：橋段是老套的。 

 
黃：但執行的很好，而且我很喜歡尾二的那個鏡頭，全班同學一起脫面具，我見過導          

演，我提議過，這個鏡頭可以再有代表性一點，一字排開，穿著不同的校服，有

男有女，有旗袍有名校，然後一起脫面具，那一格的截圖就很有力，功能上很有

力。這套片創意上不是很厲害，但有時候覺得放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這條片正正

就是拿了這一個易明又強的傳統，那些象徵是很有力，撕試卷、吊頸等等。 

 
范：下一條《都市忙情》。 

 
黃：我挺喜歡這條的，我想知道這個作者的背景是什麼？為什麼可以想到這樣的一個

作品，我覺得他很有多佳章，但沒有整體的佳篇，每個場景都很個人，但拼湊一

起就沒有總的主題，每每都在顛覆一些東西，由對白到各人的反應，很微小地都

在顛覆一些東西，但整體很散，是一種拼湊。 

 
馮：我覺得對白寫得很好，每一句對白他都有想過的。 

 
黃：還有場景就覺得差一點。 

 
6 ：在學校拍的。 

 
黃：場景有點尷尬，抽象又未完全抽象，實際也不像。 

 
進：像舞台。 

 
黃：如果再舞台一點會好。 

 
6   ﹕對的，如果不是以舞台般的表達，而是用實際一點的場景可能會有另一種感覺。 

 
黃：可能更加荒謬。 

 
6  ：可能是辦公室啊等等，最厲害是太空人的那句。 

 
黃：如果第一場在圖書館以為好真實的地方，或者自修室玩食紙，然後再說一天有 48

小時，這將會很厲害。 

 
6  ：回到剛剛阿進說的初心問題，我覺得他頗有這種 (初心)，第二次再看。 

 
進：都是的，這個導演是有一種脫俗的感覺，而這種脫俗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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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再下一條，《價值的覺醒》。 

 
進：《價值的覺醒》和《人生。棋局》是一樣的種類，在技術上是很不錯的，但就少

了真心。 

 
6   ﹕是我自己的覺醒，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很好，但第二次就……因為有些地方我看

的時候有些微的不舒服，是有一種自己把說話圓滑地講 (的感覺)。 

 
進：少少…… 

 
馮：最尾有獅子山的片段，很有正能量般，我覺得是很快地能夠表達出意義，但如果         

創意我會想看多一點。 

 
6   ﹕如果把畫外聲拿走，就是廣告公司的宣傳片。 

 
進：可能也是限於一分鐘的片，我寧願他像《人生。棋局》般，結局開放性一點，好

過最尾的三十秒給了個很正面的結局。你知道其實沒那麼容易，都是口號來的。

我寧願你是迷惘的就用那一分鐘告訴我你是迷惘的，好像會比較好。 

 
黃：我覺得值得欣賞的是他的人生觀。在青少年中別人說夢想就完了，(但他不是。) 

但再多一點，若在一個不注重藝術的環境底下競爭，會得到什麼呢？所以不要因

為那種虛榮，得到讚好和讚賞。我覺得要給他一個讚。手法並不是突出，但技巧

算好，於攝影上。 

 
蔡：我記得當時我們選這幾條一分鐘短片，是其他的一分鐘都比較粗糙，特別《人生。

棋局》 和《價值的覺醒》是工整一點，比較像一分鐘的廣告，不過太像廣告，少

了創意。 

 
進：我考慮他本來的項目，我是能理解的。一分鐘很難去做一些很深入的東西。他們

是一個團隊還是一個人？ 

 
黃：一個人。 

 
蔡：好像拍攝是有團隊幫忙。 

 
進：但構思和創作都是一個人的？ 

 
范：最後一條，《考試．社會》。 

 
黃：他是改篇自小說，有沒有看過同名的小說，或者知道他的小說是……？ 

 
6  ：出處？ 

 
蔡：是不是他自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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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吧，是不是導演自己寫的？ 

 
進：我估計是吧。 

 
范：是他自己寫的。 

 
進：即是他先寫文本。 

 
6  ：強。 

 
馮：兩樣都是自己的作品。 

 
黃：可能文本比戲好看，我覺得那些點子很有趣，但執行上…… 

 
6  ︰比較散亂。 

 
黃：執行上未夠功力或叫未夠集中。既然他要拍成這樣子，建立一個學校煉獄的世界、

和算是劇情片的處理，他所需要的功藝就要再高一點。包括老師的造型，最不好

的就是視覺效果，用變色講氣氛，或者爆血那些。我之前有看過類似題材的片，

有些很嚴謹的，是很精煉，但這條就未做到那個層次。 

 
6 ：最深印象是最後在天台跟他躺著的男孩，最後原來想殺死男主角，那一句是挺痛

心，但東西可以再緊湊一點，例如警察搜身，原來是低等人士，但要等到後段才

揭出來，比較拖，可以緊湊一點。他有 18分鐘。 

 
蔡：他是很有野心，但差一點功力。如果可以做得更仔細就很完整了。 

 
黃：有些場景他又看似想抽象，但若然去得更盡，有些對白可以減省。最後講錢的那

一段，撒錢等等，可用一些意象的東西去處理，什麼低端人口啊，或者學校的那

些警察，那個造型啊，把功夫都花在角色的造型，做到好像紀律部隊的人，已經

可以好強。之前有一套叫《羊》，曾經參與過鮮浪潮和 ifva。 

 
進：對啊。 

 
黃：《羊》，都是一樣的題材，但那套一句對白都沒有，看得人心都寒了。 

          (黃後按﹕《羊》其實有對白，但都不是正常的對話和或獨白) 

 
進：不過語言上很不同，我反而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很有野心的，我也很理解他想做

什麼，當然有成功有不成功。但我又會這樣看，拼湊其他短片一起來看，比起其

他片，他跟別人的資源和功藝都是一樣。只是他的野心大了，他得到的資源和他

的野心不配。所以我接受和欣賞他的野心，因為在這樣的資源底下依然想做需要

很多配套的事，我欣賞他的野心。而有些都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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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先別說他的拍攝效果，講講意念。他想說警察、考試壓力等等，好像是外在壓力，

權力的壓抑，後來慢慢想講的是自己內心的壓力，自己的壓力是多於外在，我想

如果真的是小說，應該是很厲害，所以有思想，只是執行上不夠好。 

 
進：他有一句對白我看的時候都頗深刻的，主角被分為高端人口，去到一間黑房，他

跟老師說：「這樣是成功嗎？考得好已經是滿手鮮血。」可能我很少跟這個年紀

的人溝通，原來考得好的人會覺得自己已經滿手鮮血，「我是透過剝削其他人來

得到一些社會的資源，或者得到一個分配」。某程度對我來說也是頗深的視點，

其實是在廝殺當中僅存的人已經有罪。對我來說，是一種對這個題材突破的理解。

雖然我不知是不是一個廣泛的感覺，跟他們年紀相約的人是否會這樣想。 

 
黃：對白很強。 

 
馮：他知道這一回事之後，壓抑了其他人再有這樣的反省，有「本身制度上已經是錯

的」這樣的想法，是對制度的批判。而他這個年紀有這樣的想法是很厲害。 

 
進：他的想法是「剛好的落入這個篩選制度有利的人，並不等於我特別有權利活得好

過其他被否決了的人」。這個思考在這個年紀是不錯的。 

 
范：完成十套，有沒有哪一套想加以補充，或者有沒有什麼作品已經想提名得獎？ 

 
進：我估計《福建話》大家都很喜歡。 

 
眾人：嗯。 

 
進：還是逐條再說說？ 

 
黃：《考試．社會》英文是 ”RED”。 

 
蔡：這裡的解釋是他很多的畫面想用紅色，是關於一個紅色的故事。 

 
6  ：對，是最尾那句還是尾二的那句。 

 
進：而我們若要排名，是否要先嘉許獨立精神？ 

 
范：這個層面是整體 ifva 都會希望的，我們都希望可以放在首位。可以見到我們寫出

來的，至於怎樣區分是由評審去決定的。 

 
進：ifva和獨立性應該緊扣。但是在青少年組，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若要頒獎我會傾

向嘉許鼓勵性的較多。我會頒給一個值得嘉許鼓勵而非是一些最完整的、最好技

術的。所以我本人未必太全面太完整，或會用個人的質地、或有潛力的人去考慮，

讓他們可以繼續走這條路，或者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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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我們是否應該少看鏡頭用得好不好？我認同阿進的講法，在這個階段不應該去看

他們鏡頭用得好不好，或者拍攝漂不漂亮，我覺得意念比技巧重要。 

 
進：所以我挺欣賞《考試．社會》。我喜歡他有的資源和野心的落差，坦白講，其實

他做不到的，但他想嘗試，我是挺欣賞的。因為好像《福建話》其實很真心，但

相對是一些很日常的東西，而這種真心離開了處理自己的東西的時候，又會是怎

樣呢？所以是兩種很不同的嘉許。但《考試．社會》，如果嘉許了他的話，這個

人應該一直都會有作品，因為他有野心。我喜歡他的落差，我就是知道他做不到，

但繼續，所以才欣賞。 

 
蔡：因為是青少年組，青少年組有野心是好的，可以期望更高的東西。 

 
進：他的要求比他的能力高，而《媽媽》都有一個不錯的平衡。 

 
6  ：如果用這種想法，那麼《都市忙情》呢？是不是都有期望一些東西但未做到呢？ 

 
進：但我未知他是想期望什麼。因為他的那種脫節是很獨特的，但我未知道他想要的         

是什麼。還是這樣已經是他的目標，我不肯定。但他有他可取的地方。 

 
6  ：因為我感覺上《都市忙情》、《考試．社會》、《媽媽》都是近類型的作品，是

否能夠在未來看到會有所作為呢？我只是嘗試拼湊來看看。 

 
進：《考試．社會》和《都市忙情》都是比較有製作概念的作者。 

 
馮：我覺得從作品意念去考慮，《媽媽》的好處就是他能說出社會上，一些勞工階層、         

很忙的家庭。當你很小的時候就有對社會的意識，對於他未來拍片都有一番體會。 

 
進：對的，看得出來他有人文關懷的。我自己本人會在《福建話》、《考試．社會》

和《媽媽》裡選。 

 
馮：我想我也是《福建話》、《媽媽》、《考試．社會》、《都市忙情》這四個。 

 
6：我也是。 

 
蔡：不過就要再想想怎樣選，這四條以剛剛我們的討論，他們放下的努力都見到的，

就算《都市忙情》表達荒謬的手法都是值得欣賞的。雖然未必做到最好，但我們

是欣賞的。創意和他的思考，有他的顛覆性。 

 
進：修平呢？ 

 
黃：我想是收窄在《福建話》和《考試．社會》，可能我也會比較選擇《考試．社

會》。我覺得今年這十部平均水準都挺高，但個別一條很突出就沒有。 

 
范：現在很清楚有個提名就是《考試．社會》是金獎？有沒有人有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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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不過，純感覺，我樂於給他金獎，但相比之前屆別，《考試．社會》拿金獎，但

有很多不善之處，會感尷尬。它有這麼多明顯的不善之處。 

 
進：我自己心中是傾向給他銀獎的。 

 
黃：《福建話》很完整，但整件事並不是很有力，隨心當然就容易完整。 

 
進：很有哲學意味，隨心就完整。 

 
黃：隨心的東西很真，看下去就很舒服。 

 
蔡：我記得我和 (《福建話》的) 導演聊過兩句，隨心是很中的，他也是拍攝中才想不

如剪一套，並不是刻意的。所以都很真，他可能是一個實驗，或者其中一個功課。 

 
馮：對於未來要做導演，隨心當然可以做出一樣東西，但未來是有更多的考量，多點         

構思的時候，不會有很多時間可以隨心。 

 
黃：所以要想想鼓勵什麼。鼓勵隨心還是鼓勵入行。鼓勵了他的隨心可能之後會拍很         

多隨心的片，但不是入行的拍片。 

 
進：潛在的問題就是，鼓勵什麼樣的作者而鼓勵什麼樣的創作。 

 
蔡：如果兩選一，我會選《考試．社會》，我的角度是他嘗試去完整地拍一套片的想

法，雖然他有不足而想表達的是很清晰地寫好了，我傾向《考試．社會》，但是

金還是銀，大家要再討論再決定。 

 
進：大家相比下沒那麼喜歡《媽媽》的對吧。 

 
黃：我是。 

 
馮：我是挺喜歡的，可能是因爲有同感，我女兒在加拿大，這個感覺是很多香港人都

有，同一時間，那個媽媽其實是關心他的，但溝通不足，在香港這麼繁忙的社會，

這麼特殊的處境才會有這麼特殊的問題，所以我看的時候很有同感，所以我挺認

同的。 

 
進：整體作品結果論地說，《媽媽》比起《福建話》，入心的程度沒有福建話高。但

從嘗試去了解作者來說，是一個頗有潛力的作者。他在技巧和真心中拿到一個平

衡點。 

 
黃：同意。 

 
進：作品未算好，但他會是一個很有潛質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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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突破了少許傳統的那種方式。 

 
進：但又未算完全隨心，也不是特意地去設計一些場面，不是給你看一些隨手拿來的

東西，所以我覺得是值得嘉許的。 

 
黃：導演的功夫是值得嘉許的。他不只是追求畫面，而是取出場口的重心給你看。他         

有思考，什麼是最好的。 

 
進：他應該會是一個懂戲的導演，假如未來發展下去的話。所以我本人，用我嘉許作

者的邏輯，我會想給《媽媽》金獎，雖然不是最好的作品。 

 
馮：我喜歡《媽媽》其中一個對白就是「香港是絕路」，這很反映到現代青少年的心          

聲，像是我現在教的學生大部分都覺得香港是絕路。他不是通過一個很表面的方

式去講，我覺得有他的(作為)青少年的心情。 

 
蔡：如果以《媽媽》的訊息，導演放了很多東西在內的。用好的轉折位來帶入下一段，

各種鋪排，對香港，對自己的前途想決定的心。很特別的是，很少的年青人不斷

地打電話給媽媽，通常是反轉的。到後來，是年青人很想跟媽媽溝通，整體來說

對比《考試．社會》明顯多一點的不足，《媽媽》的整個訊息、鏡頭，是很完整

的。我再以訊息的角度來想。我不會反對他是金獎的。看看大家的想法。 

 
范：現在有提名《媽媽》是金獎，Andrew (蔡) 本來有提名過《考試．社會》是金獎，

但剛剛說不反對《媽媽》是金獎。《福建話》我們有提及過，但沒有人很清晰地

講過要拿金獎的。另外還有《都市忙情》，如果在這個情況底下，《媽媽》是金

獎有沒有人反對？或者有另一個提名是金獎的？ 

 
進：我同意修平就若《考試．社會》給金獎的話，是有一點的不足。但修平對於金獎

的想法？ 

 
蔡：或者你對《媽媽》有什麼想法？ 

 
黃：因為《媽媽》能看到的缺點都多的，都跟《考試．社會》其實不失上下，所以我

沒有什麼排序。這三套片來說都很難做決定。 

 
進：先把大家放在都是有缺點的東西上討論，《媽媽》比《福建話》和《考試．社會》

都有電影的質感，比較有質感的意思是，你看到作者本身是有訊息想帶出來的，

但沒有很明確。例如《考試．社會》他用對白來說的，《福建話》也差不多，但

是隨心當然很珍貴，但媽媽是用畫面敍事多於對白，他是有意識去做的。是這個

世代比較欠缺的。例如很多網上的片沒有電影感並不是他拍得不漂亮，而是敍事

的手法沒有很好，沒有用畫面去就故事。我想《媽媽》是有意識的去做，即使有

不足，所以我想選他。這個電影感都是一種創作，我們 ifva 不是去給主流電影或敍

事電影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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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我都同意的，這種風格這幾年在 ifva 是比較少見的。中間的《媽媽》就很弱，婆

婆媽媽和女兒，中間的形象和處境都不太好。 

 
眾人：對。 

 
黃：如以說故事來說評價是有點混亂的。 

 
馮：對的，是有混亂之處，我也要思考才理解到。 

 
黃：有時會從缺金獎的。 

 
進：這要請教你了，如果從缺金獎是會是…… 

 
范：我們有從缺金獎的，有時可能是因為出現雙銀的狀態。兩者不相伯仲，但又不至          

於雙金，這就會從缺金獎，雙銀獎。從缺金獎而雙銀的情況都比較多的。當時有

試過從缺金獎，一個銀獎。 

 
進：那可否從缺金獎，然後有三個銀獎？這也算是一個想法，可以顛覆一點的想像。 

 
范：若然必須，總有方法去處理的。但好像從來都未試過三銀獎，我想的是，當他收         

到三個銀獎的時候，會怎樣看。只是三分一。 

 
馮：這是屬於青少年組別，我們是否應該鼓勵他們，除非是大獎，而非要到頂峰才有         

金獎。 

 
蔡：若是我自己的話，我是希望盡量可以有金有銀，是比較好一點的。但我們要有共         

識。 

 
黃：上年是從缺金獎的，而大家都同意的，因為上年的水準是比較差的，甚至是選不

了十套入圍。所以我覺得唯一一件事令我不舒服的就是，其實今年每一套都各有

面貌，看到整體很有力量。如果從缺是代表整體不夠好又不是今年的狀況，但你

問我金獎的質素、或過往 (看作品時) 有金獎的興奮度是沒有的。有時候一些金獎

得獎的都是有瑕疵的，但 (觀看時) 他的興奮度是可以蓋過的，今年總是差少少，

所以就由你們來決定，如果我投票的話會投棄權票。 

 
范：我們先投有沒有金獎？要不就投組合式的。 

 
蔡：有沒有試過投票？還是要討論的？ 

 
范：我們現在的討論是正常合理的。 

 
進：正常的，我以前經常看會議紀錄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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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通常現在會先討論有沒有金獎，再投票有金獎還是沒有。但有時到後來也會推翻        

投票的。所以是你們的準則來的，究竟是鼓勵還是想質素好的多一點，是看每屆

評審的看法的。 

 
進：我傾向會想給金獎的，我寧願鼓勵多一個年青人多於守住 ifva的目標水準。 

 
馮：我都贊成。 

 
進：因為這是青少年組，如果公開組我不會這樣。 

 
馮：鼓勵性很重要。 

 
蔡：我都贊成有金獎的。 

 
黃：但是頒發金獎是否就能有鼓勵的作用？ 

 
進：希望而已。 

 
黃：拿金獎的鼓勵。 

 
范：會有點古怪的，我記得去年從缺，但青少年組的人都在自省中，即使上了台也在

想著為什麼我有機會但我會拍出這樣的東西？很有趣的狀況。而且頒獎的時候洪

榮杰先生上台評價去年作品的時候，有說過到底現今的人在選什麼題材拍了些什

麼出來呢？所以是另外一種鼓勵來的。 

 
6  ：意思是從缺金的鼓勵？插水式的鼓勵。 

 
進：鼓勵是叫他來但不頒金獎給他們。 

 
范：而大家又聽到被訓示。 

 
黃：其實給予銀獎也是一種鼓勵，只是在乎有獎的人的鼓勵，還是頒發金獎的鼓勵，

個人的鼓勵，現在很多人很有型。上年有一個落選的人曾傳了短訊給我，謝謝我，

沒有頒獎給他，他也覺得不值。他也很同意沒有金獎。 

 
進：這個思維是可取的。 

 
范：我們並不是不能做出三銀，而我們不太傾向的。我們有試過雙金，但很多年前了。

兩條片很極端，比較不了，手法、訊息都差很遠。但各自都很好，所以有雙金。 

 
黃：雙金真的很有鼓勵性。 

 
蔡：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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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雙金真的是很多年前了。 

 
黃：是第一屆有青少年獎的時候？《青青河邊草》和《1997年我 17歲》。那時候我是

觀眾。 

 
進：我都接受金從缺但雙銀，我覺得是合理的。 

 
6  ：對於現狀來說。 

 
進：同意。我看完以後也覺得沒有哪一條是特別好，特別喜歡。我源於鼓勵的性質，

但修平說的也是對的。你頒獎給他，但未達金都是另一種鼓勵。這是我之前沒有

考慮的。 

 
蔡：過去多不多屆數是沒有金獎？ 

 
范：不一定是青少年組，隔年都有的。青少年組就不太記得。 

 
進：如果我建議金從缺，《考試．社會》和《媽媽》雙銀？你們覺得如何？但《福建

話》就放特別表揚。還是你們想選《福建話》？ 

 
黃：《考試．社會》在初選的時候是不是三個評審都有投？ 

 
蔡：印像中好像是的。 

 
6  ：最後我有重新再投的。 

 
蔡：印象中只有一條還是兩條是三個人。 

 
6 : 《福建話》是三個好像。 

 
范：《考試定我命？》是三個？ 

 
蔡：《福建話》不是三個，《媽媽》也不是三個，不準確記憶中，但有些印象。 

 
進：有沒有其他一些分配上的建議？ 

 
蔡：我一直都在想著，正如你 (進) 說的金從缺，但如要頒，就從這兩條中 (《考試．社          

會》、《媽媽》) 選擇，但大家是否想用這個形式？一定是這兩條了。 

 
進：不如我們先投有沒有從缺吧！ 

 
蔡：如這樣決定，是不是從缺金獎？如是從缺金獎，便雙銀獎。似乎傾向這決定。 

 
范：青少年組很常有組合式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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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什麼是組合式？ 

 
范：即是如果雙銀，雙銀一定要這兩條。是條件性的。 

 
馮：很複雜。 

 
進：先投有沒有金獎？因為金獎是否從缺是個宏觀的概念，是影響怎樣給獎。 

 
馮：我會贊成有金獎，青少年組雖然未達到標準，但我會想作為鼓勵是可以的。 

 
蔡：我都傾向有金獎，雖然都掙扎了一回。 

 
黃：我想放棄，因為我帶著很多歷史，可能是我的偏見。 

  
進：你意思是你一直參考之前歷屆？ 

 
黃：對啊。 

 
進：這也是重要的。 

 
黃：如果這樣我就投否金。但我有另一把尺去排一排，可以幫到大家。我覺得可以先

篩出四條或五條，再排次序，看看那一條最多人選做第一，或者第一名一分，再

加分，看看有沒有等級之分。可能算一算，有兩條是同票，我們相信這個機制的

再選到底是雙金還是雙銀。 

 
6  ：跟我們上次有點像。 

 
蔡：那就是投票。 

 
黃：對啊，但投票後再選金或銀。 

 
范：這個投票是個分級制度，起碼會知道大家的心水，可能各人的排序很不同，這就

之後再討論。 

 
黃：《媽媽》和《考試．社會》都很難分出高下。 

 
蔡：我們在十套中選五套，還是有共識地先選五套？ 

 
范：現在聽到大家的就是《福建話》、《媽媽》、《都市忙情》、《考試．社會》。

暫時沒有第五套。你們再選一套自己心水的。 

 
進：最好的是 5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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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以多分計算。 

 
蔡：第五個自由決定？ 

 
范：對，或者不選擇也可。 

 
進：可不可以同分？ 

 
范：不可以，5分是第一，4是第二，3是第三，2是第二，1是第五個自由選。 

 
 
（投票計分） 

 
 
蔡：金獎是《媽媽》，銀獎是《考試．社會》？ 

 
6：特別表揚兩個？ 

 
范：三個。 

 
黃：所以我們現在不接受雙銀？ 

 
馮：因為有明顯的分別。 

 
進：現在兩者有分數差距。 

 
黃：或者一個銀，其他都特別表揚？ 

 
6  ：我都現在討論吧，我比較專注在今次的投票中，所以我覺得應該有金獎。 

 
黃：你的期待呢？初選到現在看和未看之前有沒有很大的落差？ 

 
6  ：因為他們始終是 18歲以下的人士，我會對他們始終有包容。 

  
黃：那麼我們最簡單是投票吧﹖ 

 
進：我想現在應該沒有人考慮雙金吧？ 

 
馮：邏輯上應該是。 

 
黃：即使沒有投票我也不會反對。 

 
范：所以金獎是《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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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可以，不反對。 

 
范：銀獎是《考試．社會》。 

 
眾人：對。 

 
范：特別表揚是《都市忙情》、《福建話》，第五套有沒有心水？ 

 
進：坦白講因爲之後的片分數上都有落差，我可以接受沒有多一個的特別表揚。 

 
蔡：因為首四條的分數都很集中，但最後的那條並不是人人都有選擇，所以我覺得可

以頒多一個給《分數定我命？》。 

 
黃：可以。 

 
蔡：雖然是一分鐘比較粗糙，但都有人喜歡。 

 
黃：我見過那個導演，他很特別，是一個很有禮貌、很懂事的人，不像是拍這套片的，         

比較老成。將來也可能會見到他拍更多的片。 

 
進：那最後頒給《分數定我命？》吧！ 

 
眾人：同意。 

 
 
青少年組得獎作品 

 
金獎﹕ 

《媽媽》 

吳天慧 

 
銀獎﹕ 

《考試．社會》 

姚景曦 

 
特別表揚﹕ 

《都市忙情》 

林卓謙 

 
《福建話》 

柯琳琳 

 
《分數定我命？》 

曾建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