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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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修平（黃）、梁俊勤（梁）、盧鎮業（盧）、呂甜（呂）、岑寧兒（岑）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黎穎珊、羅曉琳、林淑汶

范：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在青少年組選出金獎、銀獎各一名，及三名特別表揚獎。由於此
青少年組有更多鼓勵的元素，故我們會在此組別頒發三名特別表揚獎。這次我們會
有十套作品，金獎得到三千元獎金及一部價值港幣 21,999 元的 MacBook Pro，銀
獎則會得到二千元獎金，特別表揚獎會有獎狀頒發。
岑： 青少年組是指十八歲以下？
范： 是的。老師及成年人可協助的程度，則每年因應評審的看法而定。參加者的年齡較
小，需要成年人的協助是正常的，但他們的參與會否干預或凌駕參加者的創作，我
們會再作討論。現時我們要求所有的主創成員必須在十八歲以下，當然老師作顧問
角色、演員或拍攝團隊包括成年人是可接受的。
岑： 很榮幸能夠參與青少年組的評審。今屆是我第一次參與，想了解比賽期望鼓勵的對
象及更多評審上的基準。
范： 原則上我們會比較著重於每一個創作的獨立精神、創意度、原創性，以及是否擁有
個人想法。至於技術及製作層面上，我們會對其他組別，例如公開組或亞洲新力量
組會有更高要求，因為參賽的不乏專業或有創作經驗的導演。青少年組會相對考慮
創作者能夠透過作品表達想法。或許有些作品在製作上會較多缺漏，那就要視乎評
審的接受程度而定。
黃： 其他落選作品的水準如何？
梁： 初選時的確有作品在技法上會較成熟，但在選擇入圍名單時，我們亦有包含一些技
術上仍需改善的，卻真誠且值得鼓勵的作品。
范： 大家可以先分享自己對每部作品的看法。第一套作品是《盼望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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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能在他的年紀拍攝到這個長度的作品並不容易，但在觀看的過程中會令我有出戲的
感覺。千禧年代採用陳百強這個較小眾的懷舊元素，劇情發展上卻未能令我有太大
共鳴。作品整體而言處理得很好且完整，特別是在的士上的片段或錯摸的手法。
黃： 我觀看時覺得挺感動。另外我看到一個特別的現象，這幾年間確實興起了一股懷舊
潮。即使未曾親身經歷，很多年輕人會嚮往舊時的美好，而我亦從這部作品看到了
這份感情，雖然我也同意陳百強的元素並沒發揮得很好。然而，他在盡可能的情況
下表達了對現今時代的感覺，同時抒發對從前的嚮往。作品的感情處理不像時下流
行的表達方式，例如男孩間的情義或男女拍拖的情感，而這直接觸動了我。他的電
影語言採用了傳統的敘述手法，當然這種手法沒有一定的資源配套支持下會令作品
出現缺漏。片中的人物形象及故事線有點混亂，但亦看到創作者表現了一些較細緻
的手法如首尾呼應等。以的士序幕含蓄地抒發對時代點題的結構不錯，但緊接學校
的場景有點突兀。
另外不太肯定的是，一開場的士場景是否處於未來後疫症時代，女主是沒帶佩戴口
罩的。但另一個男主在的士上的場景，也一樣沒戴口罩，感覺作品在場景連接上不
太準確。
岑： 他的懷舊感覺很刻意，作品未有原因解釋為何這些學生會懷舊以前的事物，稍為欠
缺說服力。我認同作品很完整，也有運用首尾呼應，但很多敘述太直接，感覺不太
自然。其中一段的 Black out 太長，意義不明，如非背景音樂的延續會令人誤以為
影片已經完結。故事整體流暢，技術處理也不俗。
梁： 在懷舊元素方面我亦有同樣的疑問，但我同意修平（黃）的看法。故事的主線敘述
男女主角喜愛陳百強，同時也喜歡舊時的香港，後者是很多時下年輕人的對香港的
同樣情感。雖然看似不大關聯，我會去理解作品是將時代背景與感受引伸到流行文
化及興趣上。當然，這種舊香港與新香港的情感是否從作品上確切反映，仍有討論
空間。
我同意這部作品完整流暢，唯一是人物的對白可編寫得更好，例如男孩間討論感情
的對話。
呂： 我也覺得作品很完整。雖然是在學校取景，但這部作品有很多不同角落的場景，而
你會發現攝影機的拍攝位置都有經過思度。我不認為懷舊元素很突兀，我相信現今
的年輕人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會用心發掘，甚至融入生活方式上，這是一種態度或
風格。從製作團隊的介紹上了解到他們的中學生涯完結，身邊很多同學離開香港，
透過作品反映離別，令我感到他們對讀書環境及香港充滿濃厚感情。以他們的年紀，
作品處理也十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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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第二部作品是《疫情．亦晴》。
梁： 作品在技術上有頗多問題，例如 mixing、收音等，但有些部分仍有可取之處。它
捕捉了中學生在疫情下所煩惱的問題與關心的事物，例如對於考試的擔憂、只能用
zoom 下朋友關係的疏離，在情感的表達感覺真誠，也觸動了我。影片最後類似
「珍惜眼前人」的信息稍嫌老土。
失色的地方較明顯，飾演爸爸的演員令人出戲、聲音的問題等。
岑： 作品的結尾部分不俗，能看到真實學生的照片樣貌，但前段的拍攝比較冗長。演員
的表演令我不太能夠投入影片內容，直至結尾的畫面才感覺比較自然。或許以紀錄
片的形式拍攝會令我更容易感受這個主題。
呂： 我覺得作品起始及結尾的處理都有種教育電視的風格，中段部分則還不錯。在房間
拍攝令人很容易進人女主角的世界，某些片段有種 MV 拍攝的感覺。結尾原本朋
友的照片令人看得有趣，但加入勉勵語句及旁白後有種說教的感覺，令人跳離作品。
黃： 最後鼓勵說話部分相對失色。我頗喜歡加插父母於首尾的設計，特別是尾段外賣片
段是全片最真實自然的部分。以父母作處境開頭的想法不錯，只是拍攝上避免用近
鏡比較好。女主在房間內使用 zoom 上課的劇情反映了生活的真實性。
盧： 女主角的演出挺自然，但其他角色不像在同一世界，令整個戲劇互相消減，感到有
點可惜，但整體比上年有關疫情的作品更成熟。
岑： 或許內容上加入更多 zoom 或朋友間互傳信息會更好。
范： 下一部是《友愛》。
岑： 我很喜歡這部作品，其中戴眼鏡的男主演繹對話很自然。光暗的技術處理及收音有
些許問題，如曝光等，但其他鏡頭包括車站、打籃球及尾鏡等都不俗，也能體會到
角色間的感情及緣分錯配。
盧： 我也喜歡這部作品，特別是男男情感的間低調含蓄的豐富質感，有種是與不是之間
的複雜感。當然在技術上的處理難免有不足之處，但鏡頭運用是具觸覺的。慶祝生
日的場景以一個 Two Shot（雙人鏡頭）長擺，令人感覺到主角間的化學反應。我
是很喜歡且感受到角色想靠近卻不能的情感互動。
黃： 我覺得整體演出十分尷尬。在技術及視覺的層面上未能盛載這種情感的表達。這種
模稜兩可的感覺不太令我入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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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我也不是很入戲。演員互動有種令人尷尬的感覺，這或許正是小野所說的低調含蓄。
但我同意作品首尾以車站為場景、鏡頭處理、錯摸等畫面處理是成熟的。整個故事
的流程其實沒有太大問題，只是演員的拿掐及感情表達有點不足。
呂： 我覺得導演安排的場景是恰當的，但我也覺得兩位演員有點尷尬。可能是業餘的關
係，在演出上有很多身體的小動作。生日蛋糕的場景只運用 Two Shot 十分勇敢，
可惜中間的對話與節奏略為遜色，不然應該是不錯的。
范： 下一部是《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
盧： 我很喜歡這部作品攝影與剪接的節奏，in 與 out 的點位做得很好，例如有一幕
blackout 後所選的切入位是男主在車箱中望著窗外，而不是先轉頭，然後看向後景
等一套完整動作，這個畫面十分強烈，在剪接上有一種獨特的彆扭感，令影片的節
奏感提升不少。同時，片中很多細碎的對話充滿真實感。鏡位方面也拿掐很好，例
如男主拖著行李箱遠去的畫面很乾淨，沒有太多分鏡。整個拍攝運用了 Visual
Diary （視覺日記）的方式，在素材的處理上不錯。
梁： 他在鏡頭運用上沒有直接突出主體，例如兩人在路上拖著行李箱行過的畫面，但你
會不由自主地留意他們，這種處理十分成功。另外，作品有點像接下會討論的《紛
啡駭黃》。 後者以作者主導去表達信息，這部亦以兩位角色的對話去呈現。這樣
處理令人有更多想像空間，是帶詩意（poetic）的作品。作品沒有將情感明顯外露，
而是透過一些景物、帶詩意的對白表達出來。
黃： 作品沒有使用傳統的敘述故事手法。他選擇了抒情且有情節變化的對話，再配合故
事發展。然而，我認為作品展現的突兀性是拍攝執行上不精準所致，例如場刊劇照
上的畫面的長時間停頓十分奇怪，在鏡頭控制及技法來傳達資訊的準確性稍為欠缺。
最後一幕傳遞雨後陽光的信息，但導演卻選擇拍著地磚，令人費解。 另外，環境
音的衝撞亦令人困擾。
呂： 我覺得角色的對話及鏡頭運用很有實驗精神，但作品未能拿掐到節奏的處理。
岑： 我一開始不能消化這部作品，儘管拍攝畫面風格獨特，但內容耐人尋味。影片的聲
音影響了我觀看時的注意力，有很多窸窸窣窣的聲音。作品是完整的，如果聲音的
處理像鏡頭般敏感會比較好。整體而言作品具有潛力，但很多材料未經琢磨。
范： 下一部是《捉迷藏》。
岑： 我很喜歡這部作品。儘管兩位演員的表現可作改善，但故事的敘述方式讓我在短時
間內投入作品，順著劇情發展感受到所表達的情感。以觀眾的角度而言，我覺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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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八分鐘的影片是成功的。主題頗特別，加入多年前的沙士事件，令人聯想起當時
的社會片段。
黃： 我同意作品的手法成功帶動故事的氣氛及發展。以疫症切入故事，起初以為會很沉
重，但中段學生與校工的捉迷藏，配合音樂，那種突如其來的跳脫的氛圍令人意想
不到，是影片的第一個轉折。校工回想起自己兒子在 2003 年沙士的離開，是第二
個意想不到的轉折。但是，作品欠缺核心的觀點，曲折的橋段後沒有點中命題，只
是借疫症敘述了一個故事。造型可以多花一點心思，我一開始未能認出校工的角色。
呂： 這是唯一一部在疫情外加入沙士作對比的作品，是挺聰明的做法。雖然中段比較有
趣調皮，後期的傷感表現卻不覺突兀，觀看時是舒服的。我不認為劇情的曲折刻意。
對於年輕人來說今次的疫情是種貼身經歷，沙士則是較久的事件。儘管我不能太理
解到創作者想展現的兩代之間的溝通問題，但作品表達到兩次疫情對香港小人物的
傷痕，這樣的對比手法頗出色。整個故事也很完整。
梁： 我同意這是一套以疫情為題卻提供了不一樣角度的作品。我也不完全覺得劇情的轉
折刻意，作品很完整的講述了一個經歷、兩位主角的互動，但是欠缺一點點創作人
的詮釋；結局情節可有更多發揮，以表達創作者對此主題的關懷，現僅以母親在公
園望著照片，鏡頭慢慢移向上面作結，有點可惜。或許像 Tim（呂）所講，這故事
想要帶出疫情對香港小人物的傷痕，但於我來說，觀眾對故事的解讀，應建基於作
品的切入角度。如果創作者想表達疫症的傷痕，在故事敘述上需要在某處突顯更多。
又如創作者的陳述上是藉作品表達兩代的代溝，但感覺最後觀眾理解到，卻與創作
者原意有別，這亦說明影片中信息或關懷不夠明顯及深刻。
黃： 其實我在觀看影片時沒有感到劇情的轉折刻意及造作，反而是像阿果（梁）說的兩
位主角間的關懷有點模糊，應該是故事在人物內心的描述不夠深入，好像為巧合而
巧合。如果創作者以學生及校工十年前內心的傷痛作對比，主題會比較清晰一點。
范： 下一部作品是《脫序》。
黃： 我非常喜歡這套作品。看過不少年輕人的作品後，我發覺很多中學生喜歡拍攝我稱
之為「校園煉獄」主題的影片，如功課及考試壓力等。《脫序》是這類型作品中更
貼合現今時代的一個進化，而我很高興這個題材能夠延續下去。這個拍攝意圖亦打
動了我。
岑： 作品有種中學生版的《Black Mirror》感覺。第一場演唱的獨白及演技十分出色﹔
黑白的畫面亦不做作，甚至將影片提昇。欣賞他很有勇氣去拍攝出這種風格的作品。
音樂也選得不俗。唯一是片長可以縮短一點，影片到後期開始重覆，但總括來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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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豐富的。作品不只會運用對白去解釋劇情。我會期待故事的發展，例如戴眼鏡
的同學上天台的後續。
呂： 我也會以厲害來形容這個作品，我相信大家的意見都相似。
黃： 我好高興學校願意提供場地予學生拍攝。
盧： 我對這部作品沒太大的建議，因為它真的拍得不錯。我相信中學生選取這個題材已
經不容易，需要釐清很多東西，反覆思考「權力」是一個怎樣的形狀，然後拍攝一
條 22 分鐘的影片。然而，我也覺得影片過長，尤其去到中段的位置，創作者運用
了平行剪接，這個做法是危險的。另外，作品提出了「圓形監獄」的權力觀，直至
最後亦貫徹始終，角色都是在互相監視、制衡與被束縛的狀態。這種貫徹性必定在
劇本上經過反覆思考及推敲，不然很容易會走到戲劇性的方向。中後段略嫌重覆，
由於結局都是大家要打破困局，所以不用重覆太多劇情。
梁： 補充一點，我很喜歡角色全部戴口罩，僅露出眼睛。疫情下，拍攝時戴口罩與否，
是每個創作人都要面對的問題。但本片中所有角色戴上口罩，只露出眼睛，觀眾無
法看到口罩下的表情，這個做法既符合劇情，亦令氣氛更加陰森，及同學的舉動更
一致，表達方式很合理且聰明，令作品生色不少。
范： 下一部作品是《夢》。
岑： 我本身是不看恐怖片的人。當然創作者對鬼呈現了一個很 stereotype 的既定形象：
紅衣、赤腳、面具。作為恐怖片，我覺得這部作品是成功的。我會自行想像作品可
能運用了隱喻，或許男主角沒有殺人、女孩或許是自殺、屍體象徵一種情感等。不
然它就是一部完整的恐怖片。
梁： 我也覺得它是成功的，在三分鐘內展現了一個完整、帶一點 stereotype 的恐怖故事。
某些鏡頭運用及音樂能營造出可怕氣氛，而故事本身亦可自圓其說。它的驚嚇不是
只限於直接的感官性，其中我覺得最恐怖的情節是男主角坐下時，身後的鏡子映出
一點點女鬼的樣貌，這種低調的恐怖，加上以學生的身分在三分鐘內呈現一部恐怖
片是挺成功。這亦是作品能成為十強的原因。
黃： 作品沒有甚麼大道理，感覺是一個喜歡恐怖片的年輕人很專心且考究地拍攝了一條
同類型的短片。雖然談不上很大的創意，但能感受到他有認真處理恐怖片上的官感
及技法，而大部分都是有效的。
范： 我們真的很少收到鬼片或恐怖片的短片參賽作品。
呂： 恐怖片的確很難拍攝及營造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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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 這作品是否一部稱職的恐怖片？
黃： 如果影片沒有特別要說明一個大道理，而只是呈現一條恐怖片，我會去分析它的處
理手法。要說這部作品是否稱職，我會說只有某些點子，影片仍有很多瑕疵。縱然
只是追求電影手法的恐怖感，其實也可以來得有創意。她比較是在學習一些自己在
恐怖片上看過的元素及類型。她確實能捕捉一些神采，例如燈光上的控制，以及場
刊劇照場景中感官安排，但整體不算太有創意。
范： 下一部作品是《紛啡駭黃》。
黃： 我有一個問題，創作者本身真的有色弱嗎？ 如要評價這部作品的得失，這點頗有
爭議性。
岑： 我也有這個問題。
盧： 我對這份作品的觀感是作者未必有色弱，但嘗試展示了相關的世界。然而，作品的
敗筆是，當這個主題需要倚仗視覺來呈現時，創作者卻過於倚賴口述去解說。視覺
上尚可看到她嘗試作一個創作，但旁白方面全無創作可言，有種把所有東西都說開
來的感覺，有點可惜。
黃： 所以整條影片只有一個點子，續看下去感覺平平無奇，亦缺乏說服力。
岑： 我覺得如果它是一篇文章是不俗的。我挺喜歡作品的文本，尤其是最後講到天空是
藍色的部分，很勵志，但我認為她沒有善用影片這個媒體。作品以一幀照片、或一
篇文章也可以帶出整個內容。作為一條短片，它未免太平面，感覺在聽一個文案，
同時看到很多畫面而已。與其他作品比較，會覺得作品不太完整。
范： 下一部作品是《棄偶》。
岑： 這部在一開始就讓我覺得是兆基書院的作品。男演員為影片加了很多很多分數。整
體而言，作品的每個方面都是有想法的。作品充滿野心。當我再閱讀場刊，才知道
影片沒有對白，這是我觀看是沒有察覺的。儘管故事情節沒太大發展，但充滿意境，
美術、鏡頭、燈光及舞蹈都很好。有些片段可以縮短一點，例如女主角仰望的場景。
沒有藉文字去傳遞情緒也是厲害的。
黃： 這部一定是很完整的作品。我也很快便猜到它是出自書院的作品。在技巧及美感的
處理上都是出類拔萃，特別是美感的觸覺能十分強烈與自然地表達。它的敘事難度
不算太高，只需捉準故事發展的方向、美術觀及情感上的想法，基本上就能盡情發
揮。而即使這樣，它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充足，也沒有訴說任何大道理，展現了一個
很好看的視覺旅程。演技的流露自然，但由於情節上不需配合太多前文後理，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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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表現棄偶的原始情感，故能輕易傳遞信息。當然這亦來自創作者背後深入骨
髓的藝術觸覺。唯一在技術上要批評的是，在夾公仔機的場景中，作品欠缺了把公
仔夾出來的畫面，而我覺得這個畫面是十分重要的。
盧： 這幾年來，當我看到兆基的作品，都會覺得他們把影片拍得美麗是應該的。來到今
年，我卻欣賞到他們本身的感官觸覺及天份。這部作品更能讓我感受到背後的努力，
才能成就這種程度的美術及燈光效果，甚至比起去年，它的美感更仔細。我也認同
男演員為影片加分不少，很難得在青少年組看到一個十分進入狀態的演出者。作為
演出者，他在情感表達、自身狀態及性別的摸索都非常入戲，亦是我最喜歡這部作
品的地方。他在馬路旁的慢慢從樓梯走下，然後巴士在背後行駛而過的畫面，創作
者將城市的觸感納入，呈現了別樣的面貌，把本來很內在的感受拓闊開來。
呂： 唯一不滿足是，作為一個觀眾，我會希望知道作品的表達的信息。我能理解的是棄
偶是有意識、有追求與渴望，但尾段主角在沙灘的場景卻令我費解，不能完全明白
創作者希望表達或關懷的東西，使我與作品有種隔膜。相反，《脫序》出色之餘，
也會令我有得著。
岑： 我會把《棄偶》跟《紛啡駭黃》比較。後者你很容易理解創作者的信息，但《棄偶》
運用了影片語言去表達，讓人有開放式的空間想像，而且處理手法很美麗。《紛啡
駭黃》則只用到了文字。在影像媒體的比賽裏，我會更欣賞《棄偶》用演員、燈光
這些來說故事的方式。
范： 最後的作品是《生機勃勃的大海》。
岑： 我想知道當初選擇作品入圍十強的原因。它是一套完全不同類型的作品。
呂： 初選時我們的確很欣賞創作者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當然它未必能達到紀錄片應有的
水準。一般學生拍攝紀錄片，很容易會淪為官腔式的環保題材。這部作品卻令我感
到創作者真誠地關注相關議題，雖然訪問技巧、剪報及取材等不太成熟。
盧： 它能展示到創作者的意識，而不是展現日常生活片段。如果她自身的生活被已大海
圍繞，拍攝的方向未免太正規，但我仍可感受到她的創作意識，以及她的生活與大
海十分靠近。以學生的年紀拍攝紀錄片也不是一件易事。作品亦不失禮。
黃： 我很享受觀看這部作品。本地的青少年紀錄片很多時是交功課式的校園生活或社區
主題作品。由於創作者本身擁有特別的身份，很年輕便接觸潛水，有著先天的優勢，
只是以正常的方法拍攝已經很特別了。看罷我是有長知識的感覺，即使近年香港的
情況令人灰心，但影片讓我發現香港仍有珊瑚這種有價值的生物，還有一羣年輕
人——一個來自馬其頓的少女進行珊瑚保育工作。這是挺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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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在初選觀看此片時，我覺得有種不是身處香港的陌生感。這幾年來，很多作品都呈
現了一個既定的香港描述，但這影片讓我突然跳出框架，重新確立自己對香港的理
解。
岑： 我很喜歡看紀錄片。作為一部紀錄片，我覺得它非常規律，有很多硬知識，令我感
覺在閱讀一份功課。我會更欣賞作者本人精準專業的範疇。作為觀眾，我需要影片
進一步的解說，例如當受訪者提及珊瑚骨化問題，我才能將聲音與畫面連結起來，
理解畫面上珊瑚顏色變白的原因。作品的精神可嘉，我很感謝作者運用短片去宣揚
想傳遞的信息，只在以紀錄片而言太多硬資訊。
范： 現在來到第二部分，就是獎項提名。
黃： 我會選《脫序》金獎、《棄偶》是銀獎。
呂： 我也是這樣選。
黃： Special Mention 我會給《盼望的緣分》、《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及《生
機勃勃的大海》。
梁： 金獎我會選《脫序》，銀獎不確定，Special Mention 我會選《棄偶》、《捉迷藏》、
《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及《盼望的緣分》。
呂： 我的 Special Mention 是《盼望的緣分》、《捉迷藏》與《生機勃勃的大海》。
岑： 我會選《脫序》金獎，銀獎如果是《棄偶》或《捉迷藏》皆可，但《棄偶》整體會
更高分。那 Special Mention 會是《捉迷藏》、《友愛》，另一部容我再想想。
盧： 在參與今次評審會前，我一直覺得這次結果是雙銀的，我會選《脫序》及《棄偶》，
但我不反對最後將金獎給予《脫序》。另外，Special Mention 會是《友愛》及
《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第三個我未決定。
范： 為什麼選不出金獎？
盧： 我覺得《脫序》的主題開始得很好，但在中後段至收尾稍弱，當然這也連繫到影片
的長度，感覺作品的發展一直減弱，有點可惜。我明白故事開頭很強，所以後面會
較難承托。對比第一次擔任評審的《欺凌者的辯護》，無論在形式、整套影片的張
力都很新穎，令我當下認為它是金獎的作品。 再看《脫序》，會感覺與前者還有
一段距離。在十強作品中，《脫序》仍是最出色的、只是與以往我評審的金獎作品
有一點點落差，所以我希望留有這個評選紀錄。

9

范： 對於金獎是《脫序》大家是否一致贊成？
（大家點頭）
范： 那《脫序》便是今屆青少年組的金獎作品。銀獎方面，現時最多票選的是《棄偶》。
想問一問阿果（梁）的看法，另外 Yoyo（岑）是不是覺得《捉迷藏》也是銀獎之
選？
岑： 如果《棄偶》或《捉迷藏》獲銀獎我也可以。
梁： 《棄偶》得銀獎我也可以。
范： 那如果大家都贊成，《棄偶》便是今屆的銀獎。然後，我們要選出三個 Special
Mention（特別表揚）作品。現時評審的提名多於三個，但票選的分佈是近似的。
岑： 我跟小野（盧）還沒選第三個 Special Mention，是否一定要投選後再討論？
范： 不一定，票選只是一個標示讓大家知道所選作品。這裡有兩個指引，其一是
Special Mention 正如修平（黃）所說可以是銅獎，二是作品未必在所有方面表現出
色，但有些地方值得強調或鼓勵。
黃： 我 個 人 很 想 《 生 機 勃 勃 的 大 海 》 得 Special Mention ， 因 為 它 很 特 別 。 Special
Mention 這個名目是有鼓勵性的作用，並不是客觀地看作品水準之別。作為一部紀
錄片，儘管拍攝上比較不過不失，但它探討了一個專業且少人認識的題材，是值得
鼓勵的。
岑： 如果要從現時五個選擇中選出第三部 Special Mention，我會選《生機勃勃的大海》
多於《盼望的緣分》，但其實真的很難決定。
盧： 我很想《友愛》能獲得 Special Mention，它在技術上是有很多不足之處，但處理情
感的質感是在青少年組少見的。這是很主觀的看法，也許有人也會覺得作品很虛無，
但我是看到它是有蘊含情感，而片中一點的 off-set 反而令其更有火花。另外，男
同性戀的題材在過往相對女同性戀少有，相信男性的書寫難度較高。同時，兩位男
主都偏向是直男的形象，這構成了另一種非典型的效果。導演以此方法塑造這個素
材，是重要且值得被看見的。
岑： 我十分同意。其實我一直在苦惱我的第三票，可能請先把之前我選《生機勃勃的大
海》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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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雖然我很喜歡《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但會更希望《友愛》獲得 Special
Mention。《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在處理上較好，但《友愛》在 Special
Mention 的組別吻合的程度更高。
梁： Special Mention 的定義，一是僅次於金、銀獎的「銅獎作品」，二是以鼓勵性質為
主，聽完大家的說法，感覺大家都是偏向後者。現在較高票數的三套 Special
Mention 我都有選，但它們主題都偏向政治、社會，同質性很高，如三套都入選
Special Mention，似乎會太單調。若包含《友愛》或《生機勃勃的大海》則能夠降
低這個問題。
岑： 這個想法不錯。雖然三套作品都是有關我們切身經歷的大命題，但以它們作
Special Mention 感覺在某程度上沒有鼓勵多元化的創作。
黃： 我提議將這些作品各自組成不同配搭組合再作投票。
范： 或許大家再分享一下對作品的看法？
梁： 會選《盼望的緣分》是因為它能反映這個時代年紀人所面對的一些處境，甚至是整
個城市的狀態。作品的故事完整、演員的演出尚算在水準以上，然後它的信息及情
懷都是現今時勢大家的一些感受。
呂： 我也補充一下。金、銀獎固然出眾及充滿風格，《盼望的緣分》則比較傳統平穩，
但以這個年紀的創作者拍攝出一個完整的作品，可以為比賽定下一個標準。有時同
學的作品風格很豐富，但會眼高手低，在技術上未能支持。我覺得需要有一個指標
讓大家知道作品起碼要達到這樣的水平。
黃： 我也很支持《盼望的緣分》。它是我看的第一部作品，對比過往兩屆，它的水平是
讓我驚訝的，甚至認為有爭奪金獎的機會。作品運用了一種較正統的電影語言，容
易引伸瑕疵，亦需要更多配套及熟練的技巧來執行。即便如此，導演的處理是細緻
的，且拍攝的動機並不粗疏，包括剛才提及的士的場景，收音機提及三十四屆維園
晚會，可見場景是未來式的。
影片上的動機與觀點都觸動了我，若果比賽有銅獎我會希望給予這部作品，它比
Special Mention 的表現更突出。
岑： 感覺上修平老師（黃）所選的三個 Special Mention 都有一個排序，那我的排序會
是《捉迷藏》，然後是《友愛》。《捉迷藏》是觸動了我的，除了在手法上帶動了
我一種調皮的情緒，縱然代溝的信息不太明顯，以一名母親身份的校工，一邊每天
面對眾多學生，一邊想念兒子，它予人很多想像空間，我會同情這個角色，所以我
認為故事的設定是成立的。我也很欣賞它的片長只有八分鐘，不冗長。我同意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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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所說，如果它能補充多一點情節會讓故事更完整，例如把影片延長至十分鐘，
前段有趣令人發笑，後段使人感動落淚。
至於《友愛》，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演出。我很認同片中那種尷尬而低調
的情感，甚至覺得在敘述上可以再減少一點。
盧： 《友愛》演員間的火花是劇情的一部分，故事發展是順利成章且自然。最可惜的地
方是，作品的手藝追不上劇情發展，將演員原始及具感染力互動呈現。一般青少年
組作品會有一種刻意，例如剖白或表達大道理等，《友愛》以一部劇情作品展現人
與人之間自己的亙動十分難得。它的拿捏得當，只要多一點點發展，便有機會毀掉
整個情感。
另外，我覺得《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採用 Visual Diary 的方式，在青少
年組是值得鼓勵的。它的處理不俗，柱下的場景應該是全片最差的一幕，不論是時
間長度及演員的擺位，但我很喜歡之後的兩個 pan shot （搖鏡）及其他鏡頭，而用
聲等都很同步。
《捉迷藏》是最不能觸動我的作品，它有很多工整的劇情片處理手法，非常保守地
編排節奏氣氛的轉換。相對其他作品，我反覆觀看《捉迷藏》較多遍，但每次看完
都會有種失落感，感受不到作品的重量。
《盼望的緣分》很多編排都是細緻的，但對於舊日香港的書寫是令我想不通的地方。
雖然有一些年輕人會喜歡及嚮往舊時代，例如曾經一篇報導，香港與日本的青少年
會打扮成八十年代風格造型，於我來說這是成立的。在理性上，我理解《盼望的緣
分》主角會收聽 CD 光碟，但在人物的塑造上並未能說服我，感覺比較偏向是編導
的安排。如果把陳百強的元素取掉，可能作品會完整得多。
《生機勃勃的大海》作者的身份在香港相對是少數的族群，然後她拍了一個主流香
港人未必會留意的主題，因此這部作品若能取得 Special Mention，我覺得是合理的
結果。只不過與其他作品對比下，我仍在煩惱自己最後一票應給予誰。
岑： 我也很欣賞《盼望的緣分》創作者十多歲去拍攝一部二十分鐘的作品，但我在觀看
《友愛》時是比較舒服及被說服的。一開始我也認為《盼望的緣分》的編導將自己
的情感安放在不屬於真實年齡的角色想法上。縱使聽到其他評審的說法，但我依然
看得不太舒服，亦不能被打動。它的平均分數是高的，然而我不會選它為 Special
Mention。如果要在《盼望的緣分》、《生機勃勃的大海》與《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間選第三部，我會選《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作為觀眾，
《生機勃勃的大海》實在是太硬式的紀錄片，也或許我偏向喜歡看到有更多運用電
影語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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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如果要從《盼望的緣分》、《捉迷藏》及《生機勃勃的大海》中選擇，我的第三個
Special Mention 會給《盼望的緣分》。
黃： 以我作例子，我也有選《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但在心目中三個 Special
Mention 入面它的排名是較低的，所以我大膽提出一個公平一點的做法，將大家所
選的 Special Mention 作品組成不同的可能性再作投票，避免現在以量化的票數決
定結果。
岑： 我在想是否我在三個 Special Mention 的作品再給予分數。另外，Special Mention 的
獎項我們會不會考慮不同的組合，還是三個作品傳達同一議題也可。我們需要定下
一個方向，我不太清楚評審的準則。
范： 關於評審精神及準則，每一年都會有少許出入，這正正會是五位評審之間的共識。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時代，覺得某些作品的重要性增加，從而非常適合在這個特定的
時代獲獎﹔亦有評審會不論何時何地，以作品及故事性為先，故需要評審得出共識。
大會會提供一個彈性，我們會尊重各位評審的意見，同時予以指引。剛才 Yoyo
（岑）提出為作品排名的都有一定指引性，不如大家在自己所選的 Special Mention
入面加上三（最高）、二、一（最低）的排名。
盧： 我會給《友愛》三分、《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二分，《盼望的緣分》一
分。
呂： 《盼望的緣分》二分、《捉迷藏》三分、《生機勃勃的大海》一分。
黃： 《盼望的緣分》三分、《生機勃勃的大海》二分、《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
一分。
梁： 《盼望的緣分》三分、《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二分、《捉迷藏》一分。
岑： 《捉迷藏》三分、《友愛》二分、《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一分。
黃： 現在的計分方法，有可能達成的結果是三部相近主題的作品。我提出將作品配搭不
同組合，背後原因是想看看不同的組合是否能令結果有鼓勵性的作用。
范： 《盼望的緣分》本身有四位評審提名 Special Mention，現時也獲得九分最高分數，
那大家是不是同意它值得獲 Special Mention？
呂：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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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我同意修平（黃）的說法，看看大家會否覺得作品的組合是重要的，並想保留三部
票數較高作品以外的視野。但由於《盼望的緣分》分數較高，我認為它可以先獲得
Special Mention 的獎項。
盧： 我覺得現階段《盼望的緣分》先晉級是需要承認的結果。我也認為我們需要討論一
下是否一致認為三部 Special Mention 作品可以擁有高同質性，還是一個多元的組
合比較代表大家的選擇。我自己傾向多元性，不然會排拒其他可能性。
呂： 我也希望有其他可能性。
范： 我想先確認一下，《盼望的緣分》是否已獲得其中一個 Special Mention 獎項？
黃： Yoyo（岑）會反對嗎，因為只有她沒有選《盼望的緣分》。
岑： 我不會反對。在投票上我會選出自己喜愛的作品，但亦不會反對高分當選的作品。
梁： 如果以作品組合的選擇方式，現時應該有六個組合。
黃： 那我們從這六個選擇中各投一票，看看有沒有哪個組合較多票數。
范： 即大家從剩下的四套作品（《捉迷藏》、《生機勃勃的大海》、《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及《友愛》）中選兩套，就應該是各自喜愛的作品組合。
范： 最後結果，盧選《友愛》及《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
黃選《生機勃勃的大海》及《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
岑選《捉迷藏》及《友愛》；
呂選 《捉迷藏》及《生機勃勃的大海》；
梁選《友愛》及《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
所以《友愛》及《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的組合獲最高票數。
梁： 我解釋一下由《捉迷藏》轉投《友愛》的原因。剛才提及我希望比賽結果能反映多
元性，所以我一直於《友愛》與《生機勃勃的大海》中取捨。《友愛》比較未經琢
磨及某些方面的尷尬的，但在主題的選擇上，且運用這個方式詮釋是值得鼓勵。至
於《生機勃勃的大海》，我會對紀錄片有更高的要求。

14

青少年組得獎作品

金獎：
《脫序》
阮偉豪

銀獎：
《棄偶》
李晞琳、陳奕彤

特別表揚：
《盼望的緣分》
黃煒華

《友愛》
申宇翔

《Goodbye In A Time Of Despair》
陳普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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