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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 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公開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曾憲玟（曾）、潘達培（潘）、陳志華（陳）、蘇玉華（蘇）、陳慶嘉（嘉）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黎穎珊、林淑汶 

 

 

 

范： 感謝大家擔任我們這次公開組的評審。今天，我們的目標是從這十部作品中選出獎

項。包括一名金獎，可獲得三萬元獎金及一部 Apple MacBook Pro、一名銀獎，可獲

得一萬元獎金及一部 Apple MacBook Pro，以及一名特別表揚獎。我們可以首先討論

每部作品，第一部作品是《凪》。 

潘： 作品的題材是其中吸引我的地方，它亦用了一個特別的時空角度詮釋時代。無論在拍

攝到劇本，以至演員的演繹，我覺得都是一部完備的短片。以電影短片的製作來說，

是不錯的作品。 

陳： 我很欣賞女主角的表現，她就是短片的編劇和導演，充分演繹了角色滿懷心事的狀

態，與男主角的對手戲也很自然。劇本的優點是利用這個故事反映年輕人面對動盪時

代的心理。畫面刻意拍攝唯美浪漫，又利用了日本青春片的公式，例如煙花、海灘

等，做出抽離現實的效果，突顯香港年輕人內心矛盾的狀態。 

曾： 我也覺得作品是電影級別的質素，而且是優秀的，包括製作、劇本、演員演出，但男

主角的外型可更討好。能夠在台灣拍攝一部使用大部分日文對白，同時敍述香港現況

的作品，這次再看我仍覺得很吸引。 

潘： 其中一段，祝紫嫣飾演的角色因不喜歡男主角的行為而責難他，不自覺地將自己置身

於道德高地，被對方反唇相譏。可見導演有仔細思度，清楚了解自己希望表達的信

息，劇本在對白上的編寫沒有保留。 

蘇： 我很喜歡這部作品，看罷會想再看一次。它予我一種很完整的感覺，是相當高水平的

作品。劇本及演員選角都很好，演員本身是一名導演及編劇，令我覺得十分厲害。影

片富有時代感，反映現今年輕人的心路歷程及經歷，雖然是一部短片，卻即時令我明

白到角色的遭遇與心境。我特別喜歡它運用了精煉的語言，不需太多對白，但十分到

位。作品甚至包含很多潛台詞，即使沒有說出來，我們亦能完全理解並體會角色當下

的情感。我是高度評價這部作品的。 

嘉： 編導俱佳，是相當不錯的作品。如果需要挑剔的是，我未能找到一個能觸動我痛處的

地方，總是只差一點點，但整體上仍是高水準之作。 

范：  下一部作品是《與亂世共舞》。 

潘： 我很喜歡作品的視覺及跳舞畫面的處理。影片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演繹，於城市之中運

用了不同的意象，特別是尾段回到春秧街的舞蹈場景的拍攝手法，是十分厲害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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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抽離的元素置於現實之間，正正訴說了現今紛亂的時代，可見導演與整個團隊選用

了特別的方法，去觸碰一個荒誕的世界。影片充滿閱讀空間，讓我能思考很多。視覺

處理是上乘的。 

曾： 我一向對實驗性影片與 Non-Linear（非線性）的敍述方式有一點卻步。作品很多細節

的處理不俗，亦有很多令人思考的空間。我談不上很喜歡這部作品，但我欣賞它要表

達的信息。當然，舞者十分用心表演，破繭而出去探索今時今日香港的景況，讓我看

到更多創作者的想法。 

陳： 除跳舞外，影片在開頭加入了一些自拍的訪問，也是很重要的，某程度上點出了主

題。至於跳舞的部分，不論攝影及美術都十分細緻。 

蘇： 我很喜歡抽象的東西，因為我知道它不會很直接地敍述故事、加入起承轉合、或人物

衝突等，而是純粹用符號、意象，讓人在觀賞時要自己投入更多。我喜歡這種需要觀

眾思考與參與的特質，當然它達到怎樣的成效是很個人的感覺。針對這部作品，我覺

得它的一些符號及意象是頗迷人的，例如舞者的破繭而出、在春秧街跳舞，我未必能

很準確地解讀它的信息，但那種視覺上處理是有力且具詩意的。如果以獨立的精神與

創意來說，作品絕對是擁有的。是否我最喜歡的類型或選擇，卻未必是。我很欣賞它

清楚了解並掌握這個平台的要求，以及可以創作的空間。 

嘉： 我是需要看兩遍的，作品的文字跟舞蹈要分開來看，很難令人一次消化。它是很具實

驗性的影片，十分值得鼓勵。剪接等方面仍有進步空間，並未是很完美的作品。 

范： 下一部作品是《明月光》。 

曾： 這次再看我發現更多演員上要挑剔的東西。我挺喜歡劇本的獨腳戲，整部影片於同一

空間內發生。影片十分緊湊，故事不斷推進，由角色剛通電，後發現對方在索取錢財

及要求分手，但同時間以時代的境況作背景，情感上很複雜，會令人思考是否該同情

男主角及女主角，又或是如何連繫自身，整個故事是豐富的。儘管會看到一點點瑕

疵，我仍是很喜歡這作品。 

陳： 我同意劇本及攝影都很不錯。尤其是陳漢娜飾演的角色到了結尾最傷心的時候，導演

很用心地把鏡頭移向鏡子，折射出三個倒影，來象徵她心碎了，即使不是什麼創新的

手法，很多人都用過，但這次用得很合適。作品對演員而言是高難度且具挑戰性的，

陳漢娜駕馭到角色，表現相當不錯。 

蘇： 作品在演繹上非常吸引，亦說明好的演員及演繹技巧的重要性。這不單歸功於演員，

導演能充分掌握及指導演員一同處理影片的演繹。最神奇的是，我不只在片中看到陳

漢娜，我也看到那名男主角。它讓我有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猜想男主角是個怎樣的

人，即使從沒出現在鏡頭上，他的形象很鮮活。這是很有趣味，且令我細味的部分，

處理得非常成功。作為一個演員，我覺得這場戲絕不容易，雖說是短短的十多分鐘，

撇除開段兩個剪接，在鏡頭下一氣呵成的對話，由不同的階段到的崩潰，演員的表現

值得鼓掌。 

嘉： 這是近年我覺得最好看的一部戲。不論是精簡的鏡頭運用、出色的劇本與演員，都是

十分難得。如果要嚴謹地挑剔陳漢娜的表現，的確她的演繹有一點點過火，但以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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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演員來說，她把這個不易詮釋的角色處理得很好，每個片刻都能準確捕捉。相比

《凪》，這部作品真的可觸動我的痛處，相信所有年輕人都會感受到痛。 

潘： 在初選時，我也覺得陳漢娜是作品吸引我的地方，觀眾的情感會隨著她的演繹起伏。

角色難度是高的，既要一直哭泣，又要在語言上按捺情緒，彷彿不是一回事。這種來

回壓抑的演繹在拿掐上相當困難。另外，我要稱讚導演在優秀的劇本及設定下，只運

用最基礎的鏡頭手法去捕捉故事，所有的鏡頭移動沒有過度或額外的處理。他沒有在

畫面上加入太多，相信並交由演員發揮，令畫面很吸引。我同意志華（陳）所說，結

尾的鏡頭上，導演及攝影師有思考如何幫助演員令觀眾有多一種想像，那三幅畫面我

也分不清哪個是鏡像，哪個是真正的鏡頭。這個視覺效果使影片生色，亦讓我們知道

導演清楚怎樣呈現整個故事。劇本的編寫也很好。 

范： 下一部作品是《菲與火》。 

陳： 這是側重影像及氣氛渲染的短片。故事相對薄弱及不完整，特別是如果沒有閱讀簡

介，不會知道它是關於兄妹亂倫的。不過我很欣賞它運用角色一個放火，一個救火的

對比去推動情節。影片很多畫面都是吸引的，很迷人，但它似乎是一部長片的構思，

現在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大故事下擷取幾幕的感覺。 

潘： 我看過作品九十分鐘的劇本版本。 

嘉： 我也是，所以我會理解多一點。作品的影像是凌厲刺激的，製作亦不俗，但當它將九

十分鐘的內容變成二十多分鐘的短片，不閱讀簡介下是不會明白影片的內容，包括主

角間的關係。 

蘇： 是的，我一直以為他們是男女朋友的關係，片中也有床上親熱的鏡頭。簡介上寫兩位

主角是兄妹時，使我產生疑問，原來這是一個關於亂倫的故事，而我是感受不到的，

我也不明白為何要作這個選擇。如果是這個選擇，對故事發展有甚麼好處?？它不會

令故事變得特別吸引、或表達到更多。若然沒有特別的作用，亂倫的主題顯得缺乏意

義。作品出現很多對比，如水與火、愛與恨，但現階段呈現的只是概念，我未能從中

理解信息。要在閱讀簡介的前提下才觀看作品，那我會覺得它不夠成功，因為我本該

能從影片中感受要傳達的內容，似乎作品有這個問題。影像上是吸引的，但暫時只達

到這層面。 

曾： 我沒有看過九十分鐘的劇本版，不過我曾參與過導演關於該劇本的一個會議。我們不

能假定大家都知道作品的背景資訊。我也認為它的影像上是好的，但故事不夠完整，

亦同意蘇玉華小姐（蘇）的看法，亂倫的元素沒有太大意思，究竟是希望提升故事

度，還是作為意識上的刺激而已，個人覺得是不必要的。在情感的衝擊上，它也未達

到這個效果。觀看作品時亦感到有點吃力。 

范： 下一部作品是《無聲告別》。 

曾： 作品充滿風格且特別。以香港為背景的西部片，而又在本地發掘到這樣的場景，加上

沒有唯和感，頗為厲害。我會在某程度相信在另一時空的香港會有影片所發生的故

事。製作十分出色，在有限的預算下，動作場面也處理不俗，只是故事比較簡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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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見的西部片劇情。觀看時是有趣的，但再仔細閱讀，會發現故事有點薄弱。不

過，我很欣賞導演選擇以這個方式呈現作品，在香港西部片的確比較少見。 

嘉： 這部作品亦有參與「創＋作」的企劃。以短片來說，整個製作是很難得的，創作一個

抽離的西部世界並不容易，演員選角及指導、鏡頭處理與運鏡也相當不錯。然後，感

覺上作品是一部影迷創作的短片，像是在模仿些甚麼，在創意方面稍有不足。 

陳： 我也同意，作品的創意的確不足夠，但技術上的處理頗佳，且有膽色在香港拍攝西部

片，想法亦能實踐。要挑剔的是，由於獲得「創＋作」的資助，影片需要在尾段加入

一首歌曲，當男主角在片中一直不作聲時，最後唱歌的畫面有少許破壞了氛圍。我覺

得整件事可以再型格一點。 

曾： 我會希望有天能看到影片的長篇版。 

蘇： 我對作品的第一個反應是有點抗拒的，覺得影片將西部片與港產片融合，角色穿上西

部服飾卻說著廣東話對白，令人不知所措。當繼續看下去，會覺得作品的拍攝資源很

充足，場景及服飾都很到位，美術設計、攝影及音樂也很好。雖然在各方面表現不

俗，始終覺得未能與自身連結。我談不上很喜歡此作品，但我很欣賞創作者忠於自己

的選擇及嘗試新事物的勇氣，而這也是一種精彩。 

潘： 我同意志華（陳）的說法，影片來自「創＋作」一個企劃，令作品在故事敍述上有一

定規限，在尾段要加入一個音樂錄像，它很多主要的信息都藏於男主角的說唱歌詞

中，亦有回應作品的設定。但以一部短片的角度來看，會將故事的主題敍述側重於那

首歌曲上，造成一個缺憾。 

范： 下一部作品是《今晚月色很美》。 

曾： 再看一遍後，我更喜歡這部作品，特別是那種原始的味道。我們在初選時也有討論作

品是否現場即時收音，感覺是放任由演員去發揮，亦沒有劇本，只提供了故事大鋼。

在剪接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我會去細味這影片，儘管角色的對話只是在閒話家常，但

讓我十分投入其中。在製作上未必是最出色，但是一部特別的創作。 

陳： 整部影片最好看的是兩位主角在 Donki 的片段，一邊拍攝他們的背影，一邊在進行對

話，由不相識的關係，到互相試探至親近。我也欣賞它結尾沒有特別直接點出作品名

稱的意思，但又剛好讓觀眾意會得到，是很聰明的處理。 

嘉： 作品很好看，兩位演員的演繹十分自然，當然它一定是現場收音，所以整部影片的拍

攝挺難得的。在沒有劇本的狀況下，他們的表現相當厲害，而且沒有對鏡頭特別在

意，真摯地分享自己的感覺，令人感受頗深。 

蘇： 我不太同意。我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究竟沒有劇本是否一件好事？ 當然，這個作

品一看便知道是即興演出，只提供了角色的基本描寫及話題的方向，由演員自行發展

對話。作為一個有框架的電影創作，感覺是需要一份劇本，對整個製作團體才是負責

任的。或許我沒有太多拍攝電影的經驗及認識這個範疇，將自己對舞台的認知帶到電

影製作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再與我分享多一點。由於電影是一個有框架的表演形

式，因此演員都應該擁有同樣的框架去跟從。正如陳漢娜在《明月光》的表現，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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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即興演出，卻仍是帶出即時、真實的情感，不代表設定劇本便會失去這些效

果，甚至在既有的框架下，團隊在當下的創作能夠更聚焦主題。觀看這部作品時，我

會覺得演員及導演都不知道故事最後的走向。我會比較偏好有劇本及結構下，大家一

同將效果呈現。沒有劇本不代表會令作品更有生活感，相反，一位出色的演員可以利

用演技為觀眾帶來真實感。《今晚月色很美》的製作方式是否最能達到導演期望的效

果，我是存疑的。 

潘： 我理解這個想法，現在作品呈現了這兩位演員的化學反應，若換了其他演員，效果會

不一樣。雖然演員的演繹自然有趣，但我仍能感到一些地方缺乏力度。如果要採用這

種拍攝方式，便需容忍這些缺漏及偏題的情況。我覺得影片尾段稍長，有累贅的感

覺。美國有一位導演 John Cassavetes由於製作預算有限，會讓演員跟拍攝團隊一同溝

通，若拍攝效果需要改進，導演會直接指導演員，然後在下一次即興的演出時將內容

修正好。我對這部作品最大的疑問是它有否給予演員修正的空間？導演與演員的溝通

又能否有效到將故事再壓縮？ 

曾： 我覺得作品的呈現方法是最適合於獨立影片的比賽上。若它是一部長片，此舉是任性

且不負責任的。以 ifva獨立精神的層面，我反而認為這是個合適的平台展現此類拍攝

手法。 

潘： 另外，我不太明白作品開段的意義，感覺是不需要的。 

嘉： 是的，那部分令影片的風格不統一。但回應剛才手法的上疑問，我覺得演員的演繹是

有修正的。導演應該有一個大概的方向，然後將演員置於狀況中，拍攝期間再作修

正，這亦是導演方育平在電影《半邊人》的拍攝手法。我相信導演明白自己期望達到

的效果，只是處理上有些不足所致。 

曾： 影片開端部分，我的理解是兩位主角透過交友軟件相約出來，肉帛相見，在身體上坦

蕩蕩的向對方展現，然後認識對方，而不是先互相了解，再進一步親密。我覺得這種

處理挺有趣，或許導演也盼藉此反映現今社會的一些文化。但開端是有點冗長的。 

范： 下一部作品是《天下烏鴉》。 

陳： 我覺得導演十分聰明，整個節奏處理很俐落。特別是結尾部分，女主角按下秒錶的一

刻，點到即止，又成功帶到喜劇的氣氛。整體而言，我在觀看時是覺得過癮的，而且

影片節奏上拿捏得很好。 

蘇： 我很喜歡這部作品，它充滿幽默感，甚至帶有一點黑色幽默，嘲笑諷刺了一些人、事

與現象。我尤其喜歡導演在作品簡介上稱影片的男人為「油膩的中年男人」，形容非

常精彩，而她的確成功拍到一羣這類的人。故事的荒誕，令我們看到極其真實的信

息，也有批判的精神。 

嘉： 我很欣賞她選用這種荒誕的手法表達，而我相信以獨立短片的身份，到夜總會等場景

拍攝有一定難度。我覺得作品十分幽默，雖然有些地方的演繹有點誇張，不太統一，

但確實一些片段會讓我拍案叫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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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我也很喜歡這部作品，很風趣、幽默、荒誕、節奏明快，沒有悶場的地方。導演是聰

明的，雖然也有些地方顯得過於造作。 

潘： 我同意志華（陳）提及聰明的觀點。若不聰明，應該很難去觸碰這個題材。跟《凪》

的祝紫嫣一樣，她理解自己在運用短片的形式，然後去設計故事。雖然兩位導演的比

較下，我會相對喜歡祝紫嫣的處理手法。 

范： 下一部作品是《無映之地》。 

陳： 作品最特別的是用了長洲戲院作背景，但不像一般的保育電影強調議題，反而側重生

活感。另外，它亦富有幽默感和人情味，在舊戲院取景卻沒有取景傷感，是我欣賞的

地方。初選時曾提及，男主角邱萬城的演繹仍有一種電視劇表演之感，如果演出上能

再自然一點會更好。曾：作品擁有一個情懷，也可看到創作者十分鍾愛這個地方，導

演透過作品令大家更珍惜這建築物。不過，我覺得男主角的演繹不夠自然。同時，影

片感受上缺乏一種深層次的解讀，但屬於一部有誠意的作品。 

蘇： 作品相當溫馨，也記錄了長洲戲院這一個值得被保留、屬於我們的地方。因為這個地

方，產生了一些人和事，令大家連結起來。我都認同男主角的選角上可以找一位再素

一點的演員，會有更自然的效果。 

嘉： 感覺上作品的題材比影片重要，男主角的心理狀態比較模糊。作品最優秀的地方是透

過小狗、小孩與那位永遠沒出現的婆婆去表達主題。 

潘： 作品牽動我感情的地方都是長洲戲院及它的荒廢、隨時因為重建而灰飛煙滅的狀態。

我欣賞它用整個故事去傳遞感情。有時候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某些演員，會很容易

形成既定、前設的印象，是有一點不公平的。或許選用素人的演繹會較自然，但他又

未必會擁有足夠的演技。 

范： 下一部作品是《叩門》。 

陳： 最特別的是它利用了盜寶片的類型講述小學生升中的壓力，這個想法是有趣及少見

的。雖然有部分情節能預計得到，例如角色躲入廁所後會不小心把筆掉到地上等，但

我欣賞影片結尾的設計，讓學生跑進行人隧道的畫面，充分表現出年輕世代在這個時

代仍是前路茫茫。 

曾： 我最喜歡作品最後那句「獻給我的父母」。不過，我覺得音樂有點過多，它想以音樂

呈現緊張感，卻令影片有些俗氣。 

嘉： 作品的表達手法通俗，但我會在觀看時投入劇情，為那位學生感到緊張。 

蘇： 我也是異常地投入學生演員的世界中。這種題材有時會難免流於教育電視的觀感，

《叩門》卻成功製造出讓人緊張、投入的效果。看罷我對現今學生的處景也有深切的

感觸，令我有所反思，要去聆聽、觀察他們面對的問題。雖然這是每一個家庭都有可

能發生的故事，但我們不可習以為常，需認清這個狀態不可被助長。 

潘： 小演員的演出很出色，導演在節奏的掌握亦相當不錯。結尾同樣令我印象深刻，那個

弦外之音是使我留意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當我們經歷了很多社會的動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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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能讓人體會香港下一代所面對的局面。可能我在解讀上想得太遠，但當學生衝進

隧道時，我會有很多不同的聯想。 

范： 下一部作品是《雛．夏》。 

潘： 《雛．夏》是一部紀錄片。兩位主人翁都在人生中面對著不幸，不幸的是自己的病

痛，不幸是家庭上出現缺失。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同學們與拍攝者擁有一種特別的關

係，且從外人眼中認為的痛苦，發掘主角們強大的生命力，以豁達的心情面對。最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難得地同學們付出很多的心機及時間，與被拍攝者建立了充滿信任

的關係與連結。這種同理心貫穿整部影片，年輕的拍攝者在紀錄片中呈現出這情感是

不容易的。 

陳： 我同意，這部紀錄片我最喜歡的是拍攝者與那位小朋友互動的關係。如果影片能早一

些將重心放在小朋友身上會使作品更集中。我也很喜歡拍攝者拿著攝影機，與小朋友

一同跑上樓梯的場面。 

蘇： 我反而覺得母親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也明白導演將其放到開段的原因，最後亦以此作

結。當拍攝者詢問母親會否讓孩子獨自去上學，她是堅拒的，小朋友回答一切以母親

的說話為依歸。我當下是覺得鬱悶的。看到小朋友自己出外，甚至與其他朋友玩耍時

處於年長的位置，可見他可以擁有獨立的能力。但是，因為母親的不放心、不放手、

不願意相信兒子的能力，限制了他的發展，使我看見一種悲哀。我很喜歡這部紀錄

片，它帶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且充滿真實感。拍攝者及主角建立了親密的關

係，也讓我看到他們善良的出發點。 

嘉： 我覺得作品在剪接上可以更精緻，現在的畫面予我一點散亂的感覺。 

曾： 作品的題材與拍攝者的出發點是值得欣賞的。他們的紀錄很充足，很難想像背後需要

拍攝多少畫面，才可完成此作品。影片篇幅略嫌過長，中段開始覺得方向有點迷失。 

范： 現在進入第二部分，就是獎項提名，包括金、銀、特別表揚 (Special Mention)各一

名。 

曾： 金獎我會選《凪》、銀獎是《明月光》與《今晚月色很美》之爭、Special Mention 是

《雛．夏》。 

陳： 金獎我會選《明月光》、銀獎是《凪》或《天下烏鴉》、Special Mention 是《叩

門》。 

蘇： 我會選《凪》、銀獎是《天下烏鴉》、Special Mention是《叩門》。 

嘉： 金獎我會選《明月光》、銀獎是《凪》或《叩門》、Special Mention 是《天下烏

鴉》。 

潘： 金獎我會選《凪》、銀獎是《明月光》、Special Mention是《與亂世共舞》。 

范： 暫時所見，《明月光》及《凪》都是大家金、銀獎的提名，我覺得可以先討論這兩部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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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Louisa（蘇）是唯一一位沒有選擇《明月光》的評審? 

蘇： 我是挺喜歡《明月光》的，只是與《天下烏鴉》相比，我更愛後者的瘋狂、玩味、幽

默，在某程度上難度更高，牽涉的層面更廣泛，亦需要團隊更多的投入。 

陳： 由於《凪》本來也是我銀獎的選擇之一，如果大家選它為金獎，我沒有太大問題。 

嘉： 我覺得《明月光》在整體上沒有多餘的鏡頭、演員演繹出色、劇本的對白也恰到好

處。另外，結構非常完整自然，作品更觸動到我，或是更多的香港人，令大家覺得真

正的心痛。《凪》的製作與演出、故事側寫皆好，但會多了一種刻意。 

陳： 其實我同意陳慶嘉（嘉）的講法。《明月光》故事相對簡單，只有一位演員、一個場

景、兩把聲音。《明月光》及《凪》都是祝紫嫣寫的劇本，而《明月光》更精煉。

《凪》借用了日本青春片的元素，但始於設計感較強一點，而《明月光》予我更深的

情感體會。 

曾： 《明月光》及《凪》我都很喜歡，所以兩者奪金或銀我都會同意。 

潘： 《凪》運用日本的風格的手法拍攝高雄，整件事的處理把高雄營造成美麗的世界，但

它是脆弱的，一通電話已能將之摧毀。感覺不像《明月光》中陳漢娜那湧出來悲傷，

而是更內儉地提醒我們所維護的小世界是那麼的脆弱。這是《凪》觸動我的地方。

《明月光》的信息十分直接，我們處於一種沉淪的狀況，不論在城市中、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等，是令人切身心痛。兩部作品都各有優勝的地方。 

嘉： 我曾聽過台灣一些真實的故事，所以更覺得《明月光》的對話很真實。 

蘇： 我大膽提議一下，現在有幾位評審都選了兩部銀獎作品，不如各自刪減一部再看? 

陳： 那我先把《天下烏鴉》除下。 

嘉： 我會把《凪》拿走，因為《叩門》的題材比較貼地。 

曾： 我的金、銀獎都會給《凪》或《明月光》，《今晚月色很美》是我排名第三的選擇。 

范： 現在《凪》與《明月光》各有四位評審選擇，而其中三位選《凪》為金獎，那剩下兩

位同意嗎? 

嘉： 我說明一下為什麼沒有選《凪》為。它真的頗刻意，而且更偏向技巧多於內容上的表

達。《明月光》則在各方面都是為內容服務的。 

潘： 在劇本上，《明月光》強在對白，步步推進，在特定的時刻揭示結果，但可以再挑剔

的是，它全倚仗了對白。《凪》運用了一場又一場戲去推演故事，個人覺得難度更

高。 

嘉： 我不太同意。我很喜歡《明月光》只出現聲音的男角。純粹以對白去讓觀眾去想像人

物的形象，是更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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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我仍然會側向給《明月光》金獎，因劇本上的難度更高。《凪》雖然緊扣到逃避與面

對的主題，始終是有很多日本片常見的元素。 

曾： 那我最後的選擇是《明月光》金獎、《凪》為銀獎。我認同陳志華（陳）所說，

《凪》各方面都很優秀及完整，但確有很多日本片常見的元素。《明月光》所討論的

問題更為設身處地、令人更加心痛。 

范： Eric（潘）及 Louisa（蘇）可以接受《明月光》是金獎嗎? 

潘： 可以的，兩套作品都實至名歸。 

蘇： 我也是高度評價《明月光》的。我始終會選《凪》為我的金獎。沒有選《明月光》為

銀獎，或許是我個人口味的問題。另外，《凪》與《明月光》探討的主題有點類近，

因此我會選擇《天下烏鴉》作銀獎，而此片都給了我很大的衝擊，在這個時代去嘲笑

也是一種勇氣。我希望得獎的作品中，有一部仍有幽默感、以鋒利的角度去批判的創

作。 

當然，《明月光》亦是十分出色，雖然男主角沒有出現，但他給予我鮮活的形象。到

了現在決定獎項的階段，我是可以將我的銀獎投給《明月光》。 

范： 以大家最後的選擇來看，有三位評審選擇了《明月光》為金獎、兩位選擇了《凪》，

根據票數，金獎的得主是《明月光》、《凪》則是銀獎，各位同意嗎? 

陳： 有可能給予雙冠軍嗎? 

范： 應該是這樣說，如果出現雙金獎，那一般就會沒有銀獎得主。在行政程序上，雙金獎

會各自獲得一部 MacBook Pro及二萬元獎金（ 總獎金四萬元除以二 ），而銀獎將會

是從缺。我想提醒一下，過去多屆愈來愈少出現雙金獎，原因是它是具象徵性的，即

兩部作品難分高下，各自擁有不同特色，相信剛才評審們的評語亦已說明大家的看

法。各位評審同意雙金獎嗎?  

（大家同意） 

范： 所以《明月光》、《凪》都獲得金獎，而今屆的銀獎將會從缺。 

接著，我們要選出 Special Mention（特別表揚獎）。 

曾： 就大家的提名，基本上是《天下烏鴉》與《叩門》之爭。由於《天下烏鴉》曾參與多

個國際影展，如康城影展，亦曾於鮮浪潮獲獎，比後者有更多曝光機會。我們是否應

該支持一套較鮮為人知的作品？ 大家會將這點列入考慮範圍嗎？  

范： 我有兩個看法。第一，以作品論作品的原則下，我們不應考慮作品在其他地方的曝光

率。而且每個獎項都是一個認可，ifva 比賽的認可亦不相等於其他地方的獎項，始終

大家的準則都各有不同。第二，我們可以考慮作品自身的獨特性，以釐定它應否值得

在 ifva獲獎。我會建議大家循這個方向討論。 



 
 

10 

 

潘： 我在思考是否將我的 Special Mention轉投《今晚月色很美》，作品在創作上的挑釁性

頗特別。但兩部作品（《與亂世共舞》與《今晚月色很美》）都具實驗性。 

曾： 由於一開始我選了《今晚月色很美》為銀獎，所以現在我會提名這部作品為 Special 

Mention。 

蘇： Special Mention這個獎項表揚的是甚麼？ 

范： 這要交由評審們定義，每屆評審的決定都會有出入，或因時代的環境需要特別表揚某

一類創作，又或是個別作品的原創、實驗性。 

潘： 我會去想哪部作品在故事敍述上嘗試呈現一種新觀感及可能性。《今晚月色很美》與

《與亂世共舞》皆有這個特質。《與亂世共舞》在藝術處理上十分出色；《今晚月色

很美》就在於導演與演員的表現。 

蘇： 我選擇《叩門》及《天下烏鴉》的理由很類似。這次的三個獎項，我是下意識的去選

擇不同類別的作品。《叩門》是一個社會性題材的創作，以緊張刺激的手法呈現我們

生活上的議題。這會跟 Eric（潘）取決的原因有所不同。 

陳： 我同意 Louisa（蘇）的看法，而選擇《叩門》是因為它選用了類型片手法，並以小學

生的角度去詮釋，這是少見的，觀眾亦投入了他的角色。作品也反映了現今年輕人所

遇到的困局，對未來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 

嘉： 我正在從《叩門》及《與亂世共舞》中作抉擇。如果以獨立及實驗性來說，《與亂世

共舞》的構思比《今晚月色很美》好。《叩門》是關於它的社會性與反思。 

潘： 在個人喜惡上看，我也較喜歡《與亂世共舞》。 

曾： 坦白來說，《叩門》並未打動我。另外，雖然每個比賽都有不同的鼓勵性質，我仍是

覺得某些作品值得更多關注，所以我不會選《天下烏鴉》為 Special Mention。 

陳： 聽畢大家的意見，《與亂世共舞》也是值得表揚的。 

范： 感覺上大家都應該有了自己的選擇，我建議不如以投票的方式作最後的結果。 

（評審進行投票） 

 

最後結果： 

《今晚月色很美》有一票； 

《天下烏鴉》有一票； 

《叩門》有一票； 

《與亂世共舞》共兩票，亦是今屆特別表揚獎的得主。 



 
 

11 

 

 

 

公開組得獎作品  

 

金獎： 

《凪》 

祝紫嫣 

 

《明月光》 

楊景麟 

 

銀獎： 

從缺 

 

特別表揚： 

《與亂世共舞》 

郭頌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