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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潤發頒發最佳電影（《榴槤飄飄》）獎座予導演陳果。
2001

學 會 廿 四 年 ： 一 個 小 小 的 奇 蹟
文/ 李焯桃

轉瞬間，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已成立了
二十四年，它主辦的年度大獎也踏進了
第二十五屆。這在當年創會時，幾乎是
不可想像的事。由它以「學會」而非
「協會」為宗旨開始，便是非不斷風波
不停，對影評質素和專業的追求，被歪
曲為自命權威、閉門搞小圈子。成立後
四個月，香港影評人協會便另起爐灶，
門戶大開，亦有自辦評獎活動（金紫荊
獎），分庭抗禮之勢路人皆見。

回首前塵，無法不為學會仝人團結一
致，擇善固執，又得道多助而感到慶幸。一
來是學會大獎定位清晰，理念正確，與業界
主導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並無衝突，反而相輔
相成（反之金紫荊獎辦了十二屆便無以為
繼）。二來以出版為會務重心，每年一本上
年度香港電影回顧的專書，填補了一塊長期
存在的歷史空白，學會的存在價值，遂事實
勝於雄辯。三來創會初期正值九七前後傳媒
的黃金歲月，學會可定期為《蘋果日報》和
《香港經濟日報》提供會員的影評，也替它
的知名度和認受性加分不少。

2

學會大獎 25 周年 學會發展

二十多年來學會自然走過高高低低的日
子，會務的發展絕對談不上一帆風順，甚至
數度出現嚴重的危機，僥倖都一一渡過了。
但隨着人事的變遷，學會這麼多年來的會務
重點也不斷轉型，從側重內部交流到發展外
部教學，從耕耘發表園地到策劃放映節目，
從構思香港電影百科全書到落實建立影評資
料庫，從網站影評到《HKinema》季刊，再
到網上影評頻道「跟住影評去睇戲」……。
當然，不少變化是環境使然，但能夠因時制
宜，與時並進，正好印證了學會從不故步自
封。

周星馳從侯孝賢手上接過最佳男演員（《西遊記》）獎座

世事常變，本就在所難免；有聚自有
散，更是不易之理。但每想到創會時猶如武
林大會，各路英雄濟濟一堂，不論一年一度
的評選大會還是每月座談新片的例會，都時
有激烈的觀點交鋒而不傷和氣，猶如一個影
評人的烏托邦，後來卻由於種種原因，矛盾
漸生，不少中堅會員也陸續退會，便不禁令
人唏噓。

但除了經費之外，一般民間組織面對最
大的問題便是人事，尤其是當學會所有理
事（包括會長）都是正職之餘義務出任的時
候，根本難以防微杜漸或正本清源。矛盾日
積月累，往往變成無法挽回，空餘遺憾。理
事會早已改朝換代多次，議事的規章機制也
修正了不少，但絕對仍有改善的空間，這也
算是我對它的一點期許吧。

不過話說回來，儘管經歷無數人事更
替，學會仍能屹立至今，已算一個不大不小
的奇蹟。它既非工會又非聯誼組織，又不像
電影業界組織（如香港電影導演會、香港專
業電影攝影師學會等）般有專業的規範。影
評人傳統上亦是獨來獨往，各持己見居多，
甚至有以共產黨為反面教材，深信組織起來
弊多於利，集體與個性水火不容，還是保持
一貫的自由散漫更好。這種看法不無道理，
卻完全忽視了西方早有不少組織與自由並存
不悖的案例，而且無法解決不組織成一個集
體，便難以爭取資源的問題。學會廿多年來
略有小成，正因它能取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
資助，保障了日常的運作之餘，更提供了出
版及評獎等活動的經費。

學會大獎廿五周年，評選大會和頒獎禮
都有不少難忘的時刻。頒獎禮從開始便自
覺不要搞成一場騷，但頒獎嘉賓經常分量十
足，得獎者亦大多數出席領獎，場面真正
稱得上「簡單而隆重」。像周星馳憑《西
遊記》（1995）及《少林足球》（2001）
二片，分別從侯孝賢和陳寶珠手上接過獎
座；王家衛前後以《東邪西毒》（1994）及
《一代宗師》（2013）得獎，頒獎者便是
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和鄒文懷。
陳果亦先《香港製造》（1997）後《榴槤
飄飄》（2000）從楊德昌及周潤發手上領
過獎，黃秋生的首個學會影帝獎〔《野獸刑
警》（1998）〕，則是從張國榮手上接過來
的……。

李焯桃，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一至二屆（1995-1999）會長，現任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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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志華

1995年4月2日，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以下簡稱學會大獎）舉行了第一屆評
選大會。當時借用了進念位於跑馬地的排演室，共討論了六個小時，選出五項大
獎及六部推薦電影。首任會長李焯桃曾在訪問中憶述，學會成立之初，他就提出
盡快舉辦評獎，吸引公眾及傳媒注意，發揮影評人的影響力。而《東邪西毒》
（1994）的出現，亦成為舉辦評獎的眾多誘因之一。
《東邪西毒》公映之時，坊間輿論幾乎
一面倒惡評，就連嚴肅評論對此片的評價亦
呈兩極。《信報》在1994年9月底就擺了擂
台陣，邀請影評人互相討論切磋。翻閱第一
屆學會大獎的評選紀錄，亦能看到圍繞《東
邪西毒》的熱烈爭論。儘管最後投票，《東
邪西毒》包攬了最佳電影等四項大獎，是廿
五屆以來絕無僅有的紀錄，但會員意見仍是
存在分歧的。最佳電影和最佳編劇的決選
中，《東邪西毒》與《重慶森林》皆票數相
同，再作投票才由《東邪西毒》勝出。最佳
導演亦是《東邪西毒》的王家衛，以些微票
數險勝《重慶森林》的王家衛。

的文字紀錄亦會再作整理，刊於每年出版的

金像獎以外的評選取向

其實比結果更重要。

學會大獎一直令我珍惜的，就是這個歷
時起碼六、七小時，甚至長達十小時的評
選大會。採用投票制難免是少數服從多數，
因此投票前的討論至為重要，不僅是各抒己
見，更是希望透過鋪陳理據，互相遊說，尋
求共識，才見諸票數的爭持，以確立具有透
明度、以評論為基礎的評選程序。評選大會

4

年度《香港電影回顧》文集中。我雖然無緣
參與第一屆評選大會，也可以透過當年評選
紀錄，了解與會者對不同電影的看法。
評選規則和投票程序的訂立，是逐年累
積經驗，慢慢完善起來的，以定下清晰的候
選標準、避席規例、獎項從缺機制，以及三
輪投票及討論程序。進入最後決勝階段，入
圍者須獲過半票數才能成為獎項得主，若未
有得票過半數的，即淘汰得票最低者再投一
次，直至分出勝負。投票過程往往爭持激
烈，勝負可能只是一兩票之差。評選出來的
結果，未必符合所有人期望，而討論本身，

也不是說結果不重要。常有人說學會大
獎是香港電影金像獎（以下簡稱金像獎）
的風向儀，有幾年連學會大獎新聞稿也這樣
寫。然而學會大獎另一可貴之處，並非因為
它是風向儀，或能準確預測金像獎結果，相
反，是它跟金像獎和坊間輿論存在差異的地
方，更能突顯學會大獎的重要性，例如把最

第三屆學會大獎評選大會
年於童軍總會港島地域總部講堂舉行
1997
左起：羅卡、黃愛玲、林超榮、蒲鋒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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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電影頒給思考香港身份的動畫《麥兜．
菠蘿油王子》（2004）、無厘頭卻極感人
的《天下無雙》（2002），以及較易被忽
略卻極具時代意義的《黑社會以和為貴》
（2006）。學會大獎也是最早對《鎗火》
（1999）及《西遊記》（1995）等影片給
予肯定的電影獎項。常有人以為北京大學生
最先懂得欣賞《西遊記》，其實第二屆學會
大獎已把最佳編劇及最佳男演員獎頒給這電
影，而在最佳電影的決選中，它只是以些微
票數僅敗於同年的《女人，四十。》。

學會大獎候選資格的變更
學會大獎的候選電影資格，一開始跟金
像獎相同，一來是因為當時金像獎的候選片
目已足夠涵蓋所有香港公映的電影，二來是
學會的組織規模遠遠及不上金像獎，並沒有
人力物力去核實每部影片的候選資格。但隨
時代改變，問題漸漸出現，《天水圍的日與
夜》（2008）以數碼拍攝，由於當時金像獎
仍未接受它的數碼放映規格，幾乎不能角逐

同年在學會大獎獲得評選，認為這樣並不公
道。而隨着數碼技術發展，很多獨立製作其
實都已達到金像獎的數碼放映規格。2011年
9月，由於《桃姐》的出現，成為了學會大獎
再次修訂候選資格的契機。如果設立學會大
獎的初衷，是從藝術及文化的評論角度推動
香港電影發展，那麼在適當時間給予影片恰
當評價及表揚是必要的。因此再作了修訂，
令這些提前獲金像獎候選資格的影片，也合
乎學會大獎候選標準，換言之，算是再次跟
金像獎「掛鈎」了。
去年年底，學會邀請會員就過去學會大
獎二十四部最佳電影中，再選出心目中的強
中之強，結果得票最高的，是第一屆最佳電
影《東邪西毒》。這電影由當年坊間毀譽參
半的兩極評價，到今日實至名歸，見證了學
會大獎廿五屆以來走過的路。二十四部最佳
電影排名如下：
1. 《東邪西毒》
2. 《鎗火》
3. 《一代宗師》

獎項，後來因為金像獎放寬限制，才合乎資

4. 《甜蜜蜜》

格，而此片也在學會大獎贏得最佳電影等三

5. 《黑社會》

項大獎。

6. 《榴槤飄飄》

由於數碼電影衍生的問題，學會大獎於

7. 《女人，四十。》

2009年嘗試跟金像獎的候選資格「脫鈎」，

8. 《天水圍的日與夜》

改為採用香港影業協會（以下簡稱影協）

9. 《少林足球》

片目作為評選範圍，原意是更適切地維護香

10. 《麥兜．菠蘿油王子》

港電影的定義，亦令一些未達到金像獎數碼

11. 《無間道Ⅱ》

放映規格的獨立製作都能符合學會大獎候選

12. 《桃姐》

資格。然而「脫鈎」之後，另一問題馬上出

13. 《黑社會以和為貴》

現。金像獎與影協對於「首輪公開放映」的

14. 《天下無雙》

界定有別，金像獎接受所謂「偷步片」（即

15. 《高度戒備》

提前在年底辦優先場，符合一星期內公開售
票放映不少於五場的規定，以得到金像獎提
名的影片），影協卻只視為優先場而不計算
在片目內。
於是，這些以優先場形式取得金像獎候

16. 《踏血尋梅》
17.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樹大招風》
19. 《野獸刑警》
20. 《車手》
《明月幾時有》

選資格的影片，難免受到「脫鈎」影響。在

22. 《打擂台》

採用影協標準期間，也曾有創會會員來電，

23.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質詢為何符合金像獎資格的影片，卻不能於

24. 《音樂人生》

陳志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十至十一屆（2012-2016）會長，現任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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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二屆學會大獎評選大會，地點是黃志輝位於牛棚藝術村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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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錦波曾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多屆理事、董事，同時亦主持了十多屆的電影評論
學會大獎評選大會，見證了電影評論學會和學會大獎多年來的發展，他為我們憶
述那些年來的學會大獎發生的趣事，以及一些事後的觀察。
我不是創會會員，而是第一批被邀入會

第一屆評選大會的主持是阿桃（李焯

的會員。記得第一屆學會大獎評選大會的時

桃）和卡叔（羅卡）。當年（1994年度）

候，是羅維明問進念借了地方舉行。當時想

最佳電影是《東邪西毒》和《重慶森林》之

不到有這麼多人參與，最意想不到的是金炳

爭，討論得很熱烈。而最佳女演員則是《重

興由加拿大回來參加。我們是當天才知道，

慶森林》的王菲和《紅玫瑰白玫瑰》的陳沖

因為這個會成立了，金爺特地回來敘舊。之

相持不下，是黃小姐（黃愛玲）最後的發言

前陸離提出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到底是香港

讓大家決定把獎項給陳沖。後來阿桃叫我做

的「電影評論學會」還是「香港電影」的評

評選大會的主持，本來他是會長，做主持最

論學會的問題，開會時還有人提出，最後的

合適。但他說自己想發表意見，做主持不能

結論是各自表述……。

講太多，要維持公平公正，所以把這個工作
交給我，之後一路做了很多屆。

林錦波，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二至第三屆（1997-2001）副會長，1999至2016年出任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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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評選大會的主持，工作之一是控制
大家討論時的秩序。討論可以很熱烈，曾經
有一次我因工作要離開一會，請當時的會長
代為主持一節，結果有兩位會員因為《細路
祥》（1999）中的一幕激烈爭論，甚至有
人掟杯……。評選大會的討論本身，早期大
家還會在同一「平台」上遊說，企圖說服他
人，有會員會思考策略，怎樣可以讓某部電
影勝出。到了中後期之後已經不是這樣，大
家其實是各自表述，說不說服參與者已經不
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講到嘢」。反而投
票時很神奇，有些人很少發言，但對作品是
有很明確的喜惡。
這麼多年來評選大會的參與者來來去
去，那些淡出的朋友，有的是因為看片太
少，覺得難以參以討論，或是當時港片的質

林錦波曾擔任多屆學會大獎評選大會主持，圖為第三屆評選大會
現場。

素下滑，覺得不想討論。也有些人是不喜歡
爭論，或者不喜歡爭論的氣氛而不來。也有

結果真的邀到。有頒獎禮的目擊者稱，當年

會員覺得我們太偏重於工業內的作品，她沒

的最佳男演員周星馳在貴賓室見到侯導入

有興趣討論這類電影……事實上這些年來的

來，馬上向他九十度鞠躬。張國榮曾任第五

賽果，我們比較上合理的判斷，都是在類型

屆頒獎嘉賓，那也是因為阿桃。之前他們同

電影這方面，對於獨立電影或紀錄片，往往

在柏林影展做評審而認識，那時哥哥很欣賞

有奇怪的結果。早期無論是阿桃從意識形態

阿桃，叫他做李老師。頒獎禮當日，他一點

或黃小姐從電影理念方面的分析，都會從形

架子都沒有，還幫忙打點。他早已是天皇巨

式上討論一個作品的好與壞，到了後來，有

星，但對我們很尊重。因為早期有這些頒獎

些會員更偏重「論述」、「文本閱讀」的方

嘉賓，在學會知名度還不是很高的情況下，

法來討論電影，但這不是用來評價一個作品

開始有傳媒記者留意我們，好奇我們為甚麼

好壞的方法。我和張鳳麟都在大會上提出過

可以請到這些頒獎嘉賓？ 1

這一點，沒有甚麼人理會。大家都太過沉醉
其中，因為這是一種過癮的再創作。

最初，傳媒掛在口邊就是「你們是文雋
和舒琪那個會」，因為當時他們是會內知名

評選大會之後就是頒獎禮，第一屆

度最高的兩位。傳媒朋友會用他們來識別評

頒獎嘉賓是許鞍華、大衛博維爾（David

論學會和影評人協會兩個類似的組織。當時

Bordwell）和格雷戈爾（Ulrich Gregor）。

大家都有競爭意識，有理事覺得我們一定不

第二屆頒獎嘉賓則是侯孝賢導演，記得當年

可輸給他們。而我作為理事覺得有競爭才有

有一次聚會，有人提到可以請侯導做嘉賓，

進步，畢竟有個競爭對手可以讓大家更加有

舒琪馬上把侯導電話給阿桃叫他馬上聯絡，

動力和凝聚力。

註1： 歷屆頒獎嘉賓還有：楊德昌、嚴浩、陳可辛、周潤發、陳寶珠、陳嘉上、許冠文、王天林、張同祖、關錦鵬、爾冬陞、
曾志偉、莊澄、杜琪峯、吳思遠、羅蘭、鄒文懷、鮑起靜、泰迪羅賓和林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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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飛虎》監製莊澄獲頒推薦電影獎座
1997
左起：時任會長李焯桃、莊澄、導演陳嘉上、出品人馮永

我 看 學 會 大 獎 ： 電 影 業 界 前 行 的 養 份
文/ 莊澄

電影評論學會成立了四分一世紀，學會成立之前我已停止寫影評，全情投入電影
製作。不過，我認識不少學會會員，而且一直保持關注學會的動向，因為每年的
學會大獎已成為同業之間的重要議題，結果通常甚有啟發性，有時更是香港電影
金像獎的投票指標，可說是香港電影不可分割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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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來從事商業電影，我對藝術電影的認

可能是評論學會大獎有「市場」的原因，學

識不深，的確有些電影沒有興趣研究，但對

會選的是好電影而不理會電影是否賣座，雖

於好電影與壞電影還是能夠區分。曾經有人

然得獎的電影以不賣座為多。無可否認，學

問：「你寧願拍賣座的壞電影還是拍不太賣

會的品味與一般觀眾不太一樣，這點可以理

座的好電影？」我沒有猶疑地選擇了後者，

解，觀眾心目中的好電影是賣座電影，因為

亦相信大部份從業員都會作出相同選擇。這

他們掏腰包去投票。

學會大獎 25 周年 工業角度

2004 年，《無間道 II》出品人莊澄與導演劉偉強、麥兆輝
從頒獎嘉賓許冠文手上接過最佳電影獎座。

2010 年，莊澄頒發推薦電影獎狀予《明媚時光》導演翁子光。
左起：莊澄、翁子光、張嘉年 ( 即太保）

人人對好電影的判斷不一，有人相信一

述「寇」方面的角度又的確與別不同。所以

人一票，我贊同評審團制，尤其必須有討論

這個獎項甚有啟發性。至於多年前的《打擂

環節，所以學會大獎的評選方式是我杯茶。

台》（2010）奪得最佳電影，我覺得是學會

不過，學會大獎的結果與我的預期大概有一

大獎起了指標作用，金像獎選民才再給《打

半是不同的，因為的確有一些電影我看不

擂台》一次最佳電影獎。

懂，亦未必有能力去評估。像今屆學會大獎

近年有多人提出要支持港產片，又有提

的結果，陳果導演的《三夫》奪得最佳導

出只支持港產優質片，不應「凡港必撐」。

演、電影及女演員獎。我認同女主角的演出

這方面其實沒有太多討論空間，支持好電影

難度甚高，導演功力很好（與陳果合作過，

責無旁貸，沒理由支持爛片。所以電影評論

其造詣屬一級），但成為最佳電影，是因為

學會今年推薦電影只有五部（雖然我認為應

《三夫》的寓意比《淪落人》深遠，還是因

多某一部），不為拼湊夠十部或多少部為目

為有些賣座電影未被選上而構成《三夫》與

標，是實事求是。更別樹一幟的是，學會大

《淪落人》相爭的結果？最簡單的答案可能

獎有時會出現某獎項從缺，這是難得的勇

是《三夫》的平均分較高，不過學會不必回

氣，如同業都能勇敢面對現實，撐好片不撐

應，有興趣可看他們的討論紀錄。相信今年

爛片，反而能夠激勵我們發奮圖強，比處於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是別一齣，評選機

「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為佳。

制不同，結果自然迥異。

所以，學會大獎有時在某方面更能反映

評論永遠最大分歧在角度，最重要能清

業界狀況，結果是否得到認同反而無關重

楚指出。前年《蕩寇風雲》得學會的最佳編

要，大獎提供的角度和標準可以成為業界前

劇，可謂獨排眾議。而《蕩》片以大篇幅描

行的養份，如果我們的思維是夠開放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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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叢書（左起）：《詩人導演—費穆》
（黃愛玲編）、《經典 200—最佳華語電
影二百部》（蒲鋒、李照興主編）、《王家
衛的映畫世界（2015 版）》（黃愛玲、潘
國靈、李照興主編）

回 顧 學 會 出 版 : 影 評 人 組 織 之 本
文/ 蒲鋒

台灣影評人協會在2018年成立了。我
有幸認識協會的一些成員，和他們在籌
備階段交流過，他們都很仰慕香港電影
評論學會的成就，希望可以做出類似的
成績。他們尤其欣賞評論學會的出版
物，當中又以每年一本的《香港電影回
顧》最受稱道。對於他們的讚許，我身
為學會一份子很感到光榮。而我從學會
經驗出發，能給他們的最大建言，也是
搞好出版。我一直相信，這從來是影評
人組織最重要的工作。

有些事情看起來很平常，做起來卻絕不簡
單。每年一本的《香港電影回顧》就是這樣。
在評論學會的《香港電影回顧》叢書之前，台
灣已有黃寤蘭主編的《當代港台

中國電影》

系列。這個系列與《中時晚報》的評選活動掛
鉤，評論學會初推出《香港電影回顧》系列
時，也是以之作參考，再加以變化。但是《當
代港台

中國電影》系列只出版了五冊，涵蓋

了十年，便無以為繼。中國大陸亦一度由花城
出版社出版《華語電影》的年度影評回顧，也
是出了數年便停了。只有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一年一本，二十四年從未間斷。能做到這一
步，並不容易。而且回顧的核心內容雖然一直
沒有改變，但也一直在改善。《1994香港電
影回顧》只回顧商業公映的影片，也兼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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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大獎 25 周年 學會出版

香港電影回顧系列（左起）：
《一九九四香港電影回顧》
（舒琪主編）、《2010 香港電
影回顧》（朗天主編）、《香港
電影 2016》
（劉偉霖主編）

上映的中國大陸及台灣電影。到如今，則內容

顧客找到這本書時，我仍能見到欣喜之極的表

擴及香港獨立電影、紀錄片、該年逝世影人回

情。其他幾本都是集合了眾多會員（也有邀請

顧等。

會外的作者）之力而寫成，作者往往也用盡心

年度回顧之外，學會平均每年會再出版一
本書，當中包括個人影評集、個人編著或合編
合寫的專題研究等。當中最暢銷的是《王家衛
的映畫世界》。這本書初版於2004年，由潘
國靈、李照興主編。2015年黃愛玲又編了一
個增訂版。單是增訂版已多番加印，銷量超過
10,000本。書不單暢銷，評價也相當好。中國

機去寫出佳篇，是我引以自豪的評論學會出版
物，在書店也一直有人買（當然未包括才剛出
版的《許鞍華

電影四十》），並且獲台灣朋

友普遍讚賞。我也愛學會出版的一些個人著
作，但看影評和看電影一樣，都與個人品味有
關，雖然學會選個人作品時，都會盡量選適合
的人去寫，但我確不是一些書適合的讀者。

大陸和台灣都有人出版過王家衛的書，都不如

學會出版物也有它應該改善的問題，而

這本書好賣。我細讀本書不止一遍，完全感到

在《香港電影回顧》系列中最為明顯。二十四

每個作者費盡心思來寫出觀點獨到的文章，畢

本《香港電影回顧》，共用過十五位主編。這

竟香港人寫香港導演，自有獨到的觀察。

種不斷換主編的做法，令到每本回顧的校對及
文字編輯，水準都不穩定。不單這樣，每位編

除《王家衛的映畫世界》外，評論學會還

輯的作風差異也很大，他們對文章字數的多

出版過數本算得上是大部頭的書，像《詩人導

寡，新舊稿的偏愛都不同，甚至熟識的會員不

演─費穆》（1998）、《經典200─最佳

同，喜歡採用的作者都不一樣。雖說學會出版

華語電影二百部》（2002，增訂版2005）、

年度回顧的成就難能可貴，但另一方面，有幾

《群芳譜─ 當代香港電影女星》（2017）

年的回顧，在認真細讀下便會發現問題，不時

和《許鞍華

電影四十》（2018）。我在台

兩年之間做法南轅北轍，到下一年卻可能走回

北開了書店數個月 （編按：電光影裡書店，位於西門

頭路。編務沒有總體的基本方針，全看那一年

町） ，每有顧客來到傾談，我都毫無保留地向

編輯的喜好，缺乏連貫性。有時則是經驗不累

他們推薦這幾本書。像黃愛玲編的《詩人導演

積，問題會一再出現。這不一定是某位編輯的

─費穆》，導演生平資料詳盡豐富，又選了

問題，也與學會的管理水平有關。怎樣使每年

一批優秀的影評，我至今都未見過一本談過去

的回顧書（也包括其他專書）達到更高水平，

中國導演的書比得上它。書已出版二十年，

是學會仍需努力提升的地方。

蒲鋒，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四屆（2001-2003）會長，2016至2018年出任董事局主席，現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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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電 影 教 育 ： 摸 着 石 頭 過 河

文/ 卓男

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立的二十四年裏，「出版」一直是重心，而後起的「電影
教育」，在十五年間也逐漸成為學會整體發展中一個重要的板塊，而且與出版起
了相輔相成的深化作用。
學會在電影教育方面的開展，始於2004

藝術評論發展計劃」和「遊遊牧．圍圍評—

至2005年度，契機是當時利希慎基金有一筆

2007藝術評論發展計劃」；獲香港教育局課

撥款，想與學會合作辦一個教育計劃；加上香

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委託舉行的「新高中『其

港特區政府正積極推行將通識教育列為必修科

他學習經歷』知識增進『藝術發展』系列」，

目，相關工作便隨即開始。表面上，學會是順

嘗試將電影教育推廣至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

應潮流，其實卻是主動履行作為文化團體應有
的社會責任，肩負起「電影教育」的使命。其
時擔任會長的朗天一直大力推動發展影評工作
坊，學會的目標非常清晰：吸引年輕人欣賞電
影和介紹賞析電影的方法，鼓勵他們撰寫影
評。當時我是學會的行政經理，一直配合執行
相關的工作，而工作坊初期的內容骨幹、選映
片目等，則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會員潘國靈草
擬。

上述兩個評論工作坊在短短五年間有多達
五十間學校、約一千五百名學生參與；而兩個
藝評發展計劃更帶領超過一百名參與者離開課
室、學校會堂或戲院，走進了離島甚至廣州、
中山、佛山等地進行交流。其時學會不但增設
了「教育及推廣主任」的職位，聘人專責處理
電影教育相關的工作，更在2008年出版《電
影通識行— 給中學生的4節模擬課及其他》
一書，一方面總結五年來的電影教育經驗，一

猶記得朗天當時常常掛在口邊的一句：

方面有系統地整理工作坊的教學內容綱領，試

「摸着石頭過河」，一面實踐，一面思考，而

圖以務實的方式傳授寫影評的方法。可見學會

思考的過程和結果會改變實踐的方向和質素。

在電影教育的工作不但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此後學會開展多項推廣電影教育的工作，在實

更是以嚴謹的態度對待，這顆心至今十五年未

踐中慢慢調整發展方向。除了針對中學生的

變，變化的只是傳授的方法與形式。如後來舉

「中學生電影教育工作坊」及「電影評論工作

行的「影評有度」徵文比賽、類型片影評工作

坊」，也為大學生、在職人士，以及中學老師

坊，或配合《群芳譜—當代香港電影女星》

（尤其藝術科）舉辦多個課程，包括獲香港

出版而策劃的「女星講堂」等等，都是電影教

藝術發展局資助舉行的「邊走邊評— 2006

育工作上的變奏與深化。
卓男，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現任會長（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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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紀陶

1989年經歷年到三十的歲月關口時，
我決定辭去「燈箱作業」多年的動畫編
導工作，轉投全職編劇及影評寫作，亦
在數年之間與一班志同道合者創立香港
電影編劇家協會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如今輾轉三十年，香港變了但我對電影
鍾愛的情感仍未了，亦多得電影的栽培
孕育，令我變成一個創作力與分析力並
行的電影愛好者。編劇與影評在香港向
來不受重視，亦因此令創作以及分析的
教育不健全。在社會「理得你死」的環
境下，我們草木自己生長，亦時常有機
會擔任電影導師，以整理自身的閱歷心
得作為授課素材。
學會在初辦時期已舉辦不少影評班。除了
導賞及分析電影之外，我們亦有個不成文的方
針，就是希望我們日常在報章或其他出版物刊
登的影評，在思考或編寫方式上與學院裏的電
影分析論文分庭抗禮，注重個人的閱讀眼光見
解以及不同風格。而我與一班既是行內人亦是
觀眾身份的電影愛好者，更着重在影評中談論
電影製作的科藝基礎，以此作為一種特色。亦
因此我在設計課程內容時，電影分析與創作並
行，只有輕重之分。
學會除了時常舉辦公開課程，可供不同
年齡或學歷的大眾自由報讀之外，於我最具挑
戰性的，是電影評論課程的學校計劃。學會設
計的課程以游擊方式舉行，無論大專院校、中
學，甚至是小學，都特別歡迎電影導賞以及創
作思維訓練的課程。於我們來說，能認識不同
世代的年輕人如何看電影，以及用系統方法誘
導學員提升觀賞力及建立分析技巧，是一種跨
世代交流的互學課程。

2018 年「電影，肯定是神秘學」工作坊，
講者 MC 仁、紀陶與張偉雄。

總的來說，無論在香港的大學、中學以
至小學，以動畫片為授課題材是最受歡迎的，
當中尤以「宮崎駿電影裏的衣食住行」這個題
目最多學生支持。我們每次選一部作品作為課
題，學校也懂得用其他支援方式配合，例如講
座前的足本放映活動、在校內圖書館添購相關
書籍，以及繳交影評功課等延伸活動。另一個
帶進學校的最佳題目是「小說改編電影」，這
對學員的創作以及分析能力都很有裨益。香港
例子有武俠片或者《倩女幽魂》（1987）等港
產片，而在外國大中小學皆受歡迎的是《侏羅
紀公園》（Jurassic Park ，1993）。學會最近在
大專院校策劃的電影專題，例如影評人之選節
目「神秘學與電影」及「電影，從鐵路開始」
的工作坊，都取得不俗的成果。而法國經典
《月球之旅》（A Trip to the Moon ，1902）因
為是短片可以足本放映，已成為中小學都受歡
迎的最佳教材了。在二十多年學會舉辦的教學
課程中，我更體悟出這種講者與受眾面對面交
流的講座或課程，原來不只是學識傳授，而更
是一種活「影評」。
2019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將迎接二十五
歲，而我亦已是人到六十歲了，本以為可以依
孔子《論語》之言去知天命，卻被社會點醒如
今我的歲月指數原來仍未夠秤的，還有漫漫長
路要努力爬行呢！
故在學會二十五週年紀念時，祝學會長命
一百廿五歲，與電影一起壽比南山。

紀陶，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一至五屆（1995-2005）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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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影 評 人 走 出 書 房 ：
漫 談 學 會 放 映 節 目
「影評人之選」海報（左起）：說影
）、映畫有畫（ 2014
）、
再生花（ 2011
）。
神秘學與電影（ 2017

文/ 張偉雄

「影評人之選」每一次開波會議都很有趣，大家因應不同題目，你想起那一齣，
我想到這一部，看過很多次的或只聽聞過的，大名氣的或被遺忘的，為「六個尋
找劇作家的導演」、「1968：電影非常年」、「神秘學與電影」這些主題去找出
六部好片，洲國要分配好，要公認經典也要冷門刁鑽，又要準備Plan B。敲鎚後
工作就不那麼輕鬆了，是你的選片，你要做功課找嘉賓寫文。羨慕別人策展《機
械生活》（Koyaanisqatsi ，1982），沒有對白字幕，你不會甘心用人家DVD七零
八落的中文字幕，只好從頭譯一次。《情慾色香味》（The Cook ,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 ，1989）我自知有很多有味對白未能譯出味道，而獲益良多
是選了《哈姆雷特》（Hamlet ，1964），我把握機會好好讀一次莎士比亞。
學會處理放映節目「影評人之選」之前

導演作品，無論是長片或學生作品，我們都相

有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機會，是藝術發展局找我

形見絀。美國的獨立電影至今還是我憧憬的理

們做「2005肯定獨立」這個表示九七前後香

想國，令我在2019年當下，還是肯定獨立。

港獨立電影收成的電影節，我因此看盡藝發局

這些放映活動對於影評人最大的生態、心

收藏檔案的獨立長、短片，再四出找新舊代表

理影響，是要將寫在紙上的評論分析，轉化為

性作品。找出當年節目表，一些音畫又再零碎

直接的言語表達。從最初的「CIA三面睇」，

浮現腦海，那時自命獨立電影這個主張，能夠

到難得的「肯定獨立」，與電影創作者及觀眾

有朝一日自我健康成長，卻未察覺CEPA已開

並列交流，再到「影評人之選」邀來各有專長

始，「合拍片」迷惑耽誤了一代電影人，年輕

的嘉賓，擴闊對電影文化的焦點追蹤。這是當

人的獨立意志和意向只是間中流露。近年鮮浪

代的影評人之旅，影評走出書房練成的，或多

潮及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像是給他們一個機會，

或少是一個關口。還未習慣吧，然而，網上影

然而工業意識主導，有話要說的自主精神還是

評頻道，已經是「鏡頭羞」的你的下一個挑戰

因為大人的過慮而被過濾。環顧鄰近地區的新

了。

張偉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七至九屆（2007-2012）會長，現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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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大獎 25 周年 會員感言

回 顧 是 為 了 展 望

「 非 主 流 」 的
電 影 評 論
文/ 葉七城

我第一次有意欲找「影評」來看，是1990
年在觀塘富都戲院看完王家衛的《阿飛正傳》

文/ 吳月華

回顧是為了展望，一個組織是否可持續發
展，吸納人才和能否與時代接軌是很重要。學
會的新會員是透過會員推薦或自薦，經過審核
委員會審批才能入會，十分嚴謹。故此會員的
質素有一定的保證，但不少學會會員在電影相
關行業年資較長，能積極參與會務的人較少。
雖然學會設有學生實習、影評工作坊、「影評
有度」徵文比賽等項目，但培養人才是一項長
期工作，不是辦一兩個活動便可收成。學會網

午夜場之後。那次觀影經驗很難忘：戲院內的
噓聲及粗口聲浪掩蓋了電影對白，那些攬住條
女的紋身大漢，一心來看劉德華劈友的當然最
為不滿。
在一片噪音籠罩下，我其實覺得電影蠻
好看的，當時很奇怪為何會有那樣奇怪的電影
出現，那位導演明明是兩年前拍了部令同一批
紋身漢拍爛手掌的《旺角卡門》，雖然他們以
為片名是描述旺角茶餐廳的「卡位」與「大
門」。

頁有提供「電影新人類」的平台讓新一代的有

後來，看了數篇由影評前輩寫的文章，才

志者發表影評，也設有影評徵文比賽發掘人

明白電影有許多解讀的方法和欣賞角度。慢慢

才，但這些方式比較被動，如何有效地吸引和

地，我多看了其他國家的電影，也開始啃很多

鼓勵新一代撰寫影評和提升其質素，加強彼此

藝術電影。

交流，是值得深思。

後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立，我發現

影評內容重要，但在資訊氾濫的年代，呈

以前追看的影評前輩，都是學會的成員，更讓

現形式也不容忽視。其實學會網頁的版面設計

我認定這個「品牌」，我覺得學會成員的文章

已沿用多年，有需要更新。雖然學會歷年已出

都很學術性，欣賞電影的態度都是「非主流」

版多本書刊，但大多取決於理事會的決定，並

的。2003年我開始定期在香港的影音刊物撰寫

沒有建立一個良好機制去運行，對書刊選題、

關於電影的文章，因緣際會之下，兩年前加入

選編輯、組稿、編輯的監察和運作程序等，仍

了學會，令我有更多討論電影的機會。在未來

有不少可改善的空間。

的日子裏，我覺得學會應該繼續保持在評論上
那份獨特性。

吳月華，2010年加入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第十二屆（2016-2018）理事。

葉七城，2014年加入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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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Hitchcock seriously?”，雖然情境稍有差

香 港 影 評 的
傳 統 與 閃 光

別，但那種直指議題核心、具穿透性的文字力
量，性質是一致的。
文/ 安娜

如果香港電影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刻，那
麼，在我看來，香港的電影評論也有過相當值
得自豪的成就—雖然兩者的盛衰不必然直接
有關。

又因為別的緣故，我翻出了舒琪1981年
在《號外》寫《舞廳》（1981）的文章，題為
〈舞廳—Almost a Minor Classic!〉。舒琪在
文中毫不掩飾他對《舞廳》的雀躍、激賞，但
同時又能用動人心神的文字捉着影片要處，強
橫有力的賦予《舞廳》某一種評論上的地位。
他的文字，今日看來，着字大膽而個性鮮明，

最近才有機會讀到李焯桃的兩冊《八十年

甚至有一點點的「串」與輕佻—但這都無損

代香港電影筆記》，很是佩服。這些文章中，

文章的水平，反而帶來更多的感染力和趣味。

李焯桃最擅長將電影小心翼翼地放置在一個適

簡單來講，如果你沒有看過《舞廳》而讀到這

當的電影

社會現況

文化脈絡當中，慎重計

量每一部電影的優點、重要性與特色。感覺上

篇文章，你一定會心想：「嘩……你講到咁好
似真係唔睇唔得」。

他猶如佈下天羅地網，為自己的論點做足防
守，無論你有多麼不同意他的論斷，也似乎無
法動搖他的文章的說服力。打開上冊第一篇討
論《第一類型危險》（1980）的文章，劈頭第

對我而言，這就是香港電影評論的傳統，
與閃光；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企及這高度，用
我的文字。

一句便是「應該怎樣situate徐克的《第一類型

今年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廿五週年誌慶，我

危險》？」—自覺而直截了當地劃下方圓，

希望學會與一眾影評人前輩、同輩們，能把香港

為之後一波接一波的評析推演奠下基礎。這句

電影評論中優秀的部份保存、延續下去，繼續令

甚至令我有點想起Robin Wood寫希治閣的名作

它成為我們文化與創作中值得自傲的一塊。

Hitchcock’s Films 的第一句：“Why should we

安娜，2012年加入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社 會 還 需 要 影 評 嗎 ？
如果在不同時代，文字會有不同的使命，那
麼在這世代，所謂的「影評」的使命是甚麼？
是消費指南？當網上評論及影片評分唾手可
得，觀眾已不需要看影評選電影。是電影藝術賞
析？也許仍有少數影評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教訓

文/ 李展鵬

種進步力量？書寫電影時，影評人如何談論當中
的性別、種族、階級、動物，去推廣進步意識？
引介電影時，影評人如何把難民、貧窮、環保、
抗爭等議題帶給讀者？對文本敏感的影評人，能
否把分析範圍拓展至廣告、政治論述、網民語
言？更甚者，影評人可否跨界與各種進步力量合

觀眾不懂電影，但這種精英主義的影評還有多少

作，編寫不同類型的書籍，投入不同議題的運

人在乎？今天，當書店中的電影書籍退到最最最

動？

不起眼的角落，社會還需要影評嗎？
也許，我們要走出comfort zone，尋找出
路。當世界紛亂文明倒退，電影文字能否成為某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眾多成員，背景不一，
專長各異，是臥虎藏龍之地。如果突破慣例，大
膽摸索，一定會走出更精彩的路。
李展鵬，2016年加入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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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
時刻
影帝影后

第二屆：周星馳（西遊記）、斯琴高娃（天國逆子）、
蕭芳芳（女人，四十。）、最佳導演爾冬陞（烈火戰車）

第四屆：劉青雲（高度戒備）、吳倩蓮（半生緣）

第三屆：張曼玉（甜蜜蜜）

第三屆：吳鎮宇（旺角揸Fit人）

（上圖）第九屆：王菲（天下無雙）
（下圖）第十一屆：梁朝偉、章子怡（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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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張家輝（証人）

第十五屆：鮑起靜（天水圍的日與夜）

第八屆：鄭秀文（鍾無艷）

第十六屆：
王學圻（十月圍城）、
惠英紅（心魔）

第十二屆：梁家輝（長恨歌）、
周迅（如果．愛）
第十七屆：楊千嬅（抱抱俏佳人）

（上圖）第十八屆：葉德嫻（桃姐）
（下圖）第十八屆：劉青雲（奪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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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
時刻

第十四屆：斯琴高娃（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影帝影后

梁家輝（跟蹤）

第二十屆：張家輝（激戰）、章子怡（一代宗師）

第十七屆：泰迪羅賓（打擂台）

（上圖） 第廿一屆：趙薇（親愛的）、

第五屆：吳君如（古惑仔情義篇之洪興十三妹）

劉青雲（竊聽風雲3）
（下圖） 第七屆：吳鎮宇（公元2000）、
秦海璐（榴槤飄飄）

第五屆：黃秋生（野獸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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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屆：林家棟（樹大招風）

第廿三屆：周冬雨（七月與安生）
第廿四屆：鄧麗欣（空手道）、倉田保昭（蕩寇風雲）

（左圖）第十屆：劉德華（大隻佬）
（右圖）第十屆：張柏芝（大隻佬）

第廿二屆：白只、春夏（踏血尋梅）

第六屆：羅蘭（爆裂刑警）

第十九屆：杜汶澤（華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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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
時刻
星光熠熠

第七屆：最佳編劇：陳慶嘉、錢小蕙（江湖告急）

第四屆最佳導演陳果（香港製造）、
策劃余偉國、監製劉德華

第二十屆最佳電影《一代宗師》（導演王家衛）

第八屆最佳電影《少林足球》（導演周星馳）

第八屆最佳編劇：芝See菇Bi（初戀嗱喳麵）

第一屆最佳導演王家衛（東邪西毒）與文雋合影

第十七屆最佳編劇：

第十二屆最佳編劇：

岸西（月滿軒尼詩）

王晶（黑白戰場）

第廿二屆最佳電影《踏血尋梅》
（右起：導演翁子光、監製朱嘉懿、唐慶枝）

第十一屆最佳編劇：陳嘉上（A1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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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最佳編劇：葉偉信、鄒凱光（爆烈刑警）

第十五屆最佳導演：許鞍華（天水圍的日與夜）

第十八屆最佳導演：
姜文（讓子彈飛）

第十六屆最佳電影《音樂人生》
（右起：製片人蔣顯斌、導演張經緯）

第十四屆最佳編劇：韋家輝、歐健兒（神探）

第五屆最佳導演：
杜琪峯（真心英雄）

第三屆最佳導演：陳嘉上（飛虎）

第五屆最佳電影《野獸刑警》
（右起：導演林超賢、監製莊澄、導演陳嘉上）

第九屆最佳導演：陳可辛（三更之回家）
第廿四屆最佳導演：
張艾嘉（相愛相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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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電影

光輝
時刻
星光熠熠

第九屆最佳電影《天下無雙》（監製王家衛）

第四屆：《半生緣》
第十二屆：《長恨歌》（監製成龍）

（導演許鞍華及監製黃百鳴）

第廿三屆最佳電影《樹大招風》
（導演及創作團隊）

第十八屆：《竊聽風雲 2》（導演莊文強）

第二十屆：《殭屍》（導演麥浚龍）

第廿三屆最佳導演：

第廿三屆最佳編劇：

黃進（一念無明）

陳楚珩（一念無明）
第十一屆：《桃色》（導演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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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屆：《十年》
第二十屆：《狂舞派》（監製陳心遙、導演黃修平）

（導演周冠威、伍嘉良、行政監製蔡廉明、導演歐文傑）

第廿二屆：《智取威虎山》（監製施南生）

第十五屆：《証人》（導演林超賢、編劇吳煒倫）

第十四屆：《神探》（出品人向華強）

第六屆：《千言萬語》（導演許鞍華）

第廿四屆：《殺破狼 ‧ 貪狼》
（導演葉偉信）

第廿四屆：《悟空傳》（導演郭子健）

第十一屆：《旺角黑夜》（導演爾冬陞及監製方平）

25

光輝
時刻
星光熠熠

第十四屆：《性工作者十日談》（演員余安安）

第十一屆：《愛。作戰》（導演鄭保瑞、編劇司徒錦源）

第五屆：《一生一台戲》（導演方育平）

第六屆：《天上人間》（監製關錦鵬）

第四屆：《天地雄心》（演員劉德華）

第三屆：《天涯海角》、《虎度門》（嘉禾電影公司代表譚國雄）、
《大內密探零零發》（導演谷德昭）、《古惑仔3之隻手遮天》（導
演劉偉強）、《旺角風雲》（導演葉偉信）、《飛虎》（監製莊
澄）、《去吧！揸Fit人兵團》及《旺角揸Fit人》（導演查傳誼）

26

光輝
時刻
頒獎嘉賓
第五屆：張國榮
第四屆：楊德昌

（左圖）第十九屆：羅蘭
（右圖）第十二屆：王天林

第廿一屆：鮑起靜

第廿四屆：林子祥
第十四屆：關錦鵬
第廿三屆：許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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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
時刻
頒獎嘉賓

（上圖）第九屆：陳嘉上
（下圖）第廿二屆：泰迪羅賓

第八屆：陳寶珠

第七屆：周潤發

第二十屆：鄒文懷

第十五屆：爾冬陞

（上圖）第二屆：侯孝賢
（下圖）第六屆：陳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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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
時刻
台下風光

第十屆：得獎者台前合照

第二屆（左起）：秘書蒲鋒及會員黃愛玲、張建德及羅卡

第二十屆：王家衛與章子怡接受記者訪問

第二屆：副會長舒琪擔任司儀，侯孝賢任頒獎嘉賓

第二屆：理事文雋為影帝周星馳送上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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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
時刻
台下風光

第十九屆：出席會員與最佳導演林超賢及鄭保瑞合照

第四屆：頒獎嘉賓楊德昌與得獎者合照

第十二屆：「影壇父子兵」王天林將最佳編劇獎座
送到愛兒王晶手上

第六屆 : 游乃海、鄒凱光、葉偉信等候上台領獎

第十四屆：出席會員與最佳導演許鞍華及影后斯琴高娃合照

第廿二屆：資深電影人方平捕捉愛妻鮑起靜榮獲影后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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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由 1995 年舉辦

大獎 25 周年」放映節目，重探過去曾獲最佳電影

影評人的專業角度進行評審，通過具透明度的理

內部投選的「十部最佳電影」的結果作為基本參

第一屆開始，至今已是第二十五屆，一直強調以

性討論，配合投票的形式，選出每年的最佳電影、
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女演員五項大獎，
以及值得嘉許的推薦電影名單。

趁著踏入銀禧誌慶之際，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特別舉辦「十部最佳電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港產片有火

考，而得票最高者為第一屆由王家衛執導的《東
邪西毒》。其餘九部則以每位導演選映一部作品
為原則，包括黃偉傑、歐文傑、許學文《樹大招

風》、林嶺東《高度戒備》、陳果《榴槤飄飄》、
周星馳《少林足球》、劉偉強、麥兆輝《無間道
II》、袁建滔《麥兜．菠蘿油王子》、杜琪峯《黑

社會以和為貴》、許鞍華《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及翁子光《踏血尋梅》。

再次細讀每部最佳電影的得獎評語，會發現

它們各具時代和社會意義，亦突顯香港電影評論
學會大獎在評選取向上與主流電影工業界的香港

電影金像獎的差異。能再一次在大銀幕上細細品
味十部別具特色的最佳電影，見證二十五年來香
港電影與香港社會的變遷，機會難得！

放映期間將於 MOViE MOViE Cityplaza 舉行三場座談會

2.3.2019 7:15pm（六）
嘉賓： 陳果《榴槤飄飄》導演
李卓斌《G 殺》導演
主持：林錦波
主辦 Presenter

的十部港片佳作。選片名單乃根據早前本會會員

女導開麥拉

8.3.2019 6:15pm（五）
嘉賓： 許鞍華《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導演
陳小娟《淪落人》導演
主持： 卓男

協辦 In Collaboration With

資助機構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創作無．間．路

9.3.2019 7:15pm（六）
嘉賓： 麥兆輝《無間道 II》導演
黃偉傑《樹大招風》導演
主持： 登徒
傳媒夥伴 Media Partner

鳴謝 Acknowledgement

北 京 其 欣 然 影 視 文 化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美 亞 電 影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星 輝 海 外 有 限 公 司． 寰 宇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寰 亞 電 影 有 限 公 司．Bliss Pictures Ltd．Block 2 Pictures Inc.

百老匯電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

1/3 9:50pm

3/3 3:55pm

東邪西毒（終極版） / 第 1 屆

高度戒備 / 第 4 屆

ASHES OF TIME

FULL ALERT

《東邪西毒》勝在氣魄宏大，在顛覆與重塑武俠類型的規範之

林嶺東處理動作場面的技巧再創高峰，鬧市內靈活偷拍的魄力

王家衛｜ 1994 ｜ 93 分鐘｜ 35mm

餘，更貫注入一個電影作者的視野，其大膽極端的形式實驗，
在香港電影屬不可多得。

10/3 5:30pm
榴槤飄飄 / 第 7 屆
DURIAN DURIAN

林嶺東｜ 1997 ｜ 98 分鐘｜ 35mm

陳果｜ 2000 ｜ 118 分鐘｜ 35mm

驚人。寫紀律部隊的內心躁動不安，一方面要對抗外來衝擊，

距。導演用兩種不同的風格展現的不單是兩地的城市特色，更

另一方面要安家活命，適逢九七過渡更充滿弦外之音。

以一個北方來港的妓女在中港兩地的經歷，表現出兩地間的差
是女主角兩重心理歷程，而風格渾然為一。

MOViE MOViE Cityplaza

2/3 1:25pm

2/3 3:05pm

2/3 5:05pm

麥兜 ‧ 菠蘿油王子 / 第 11 屆

少林足球 / 第 8 屆

踏血尋梅 / 第 22 屆

MCDULL, PRINCE DE LA BUN

SHAOLIN SOCCER

PORT OF CALL

周星馳正視香港此時此刻的不景狀態，以草根的觀點展現大眾
的恐懼，透過上海作為鏡象來催化我們的自省，而且利用自己
擅長的漫畫及武俠片兩大元素，配合恰如其分的特技應用，來
譜出一首 2001 的普羅心曲。

藉著倒述回閃以網絡式敘事結構開展查探過程，人情行為多層

袁建滔｜ 2004 ｜ 88 分鐘｜ DCP

大膽穿梭時空反省香港身份的構成演變，以詩化觸覺捕捉最貼
身窩心的 2004 本地意識——大家一同膠著不動卡住半死不活，
心寒得來又教人額首稱慶創作不死。

周星馳｜ 2001 ｜ 99 分鐘｜ DCP

8/3 7:40pm

翁子光｜ 2015 ｜ 120 分鐘 ( 導演版 ) ｜ DCP

推敲，卻不落俗套慢慢指向內心的發掘；加上杜可風室內戲佈
光烘托、春夏郭富城白只等各自各精彩演繹孤獨，呈現不一樣
無聲冷漠的香港景觀。

9/3 1:20pm

9/3 3:30pm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 第 14 屆

樹大招風 / 第 23 屆

黑社會以和為貴 / 第 13 屆

THE POSTMODERN LIFE OF MY AUNT

TRIVISA

ELECTION 2

借上海遙遙反映香港現況與人生無奈，發展出一套層次豐富、

高超剪接把分頭拍攝的三大賊王經歷巧妙地融為一體，做出引

北望神州的視野帶到香港境外，點明今日香港現況必須放回內

許鞍華｜ 2007 ｜ 113 分鐘｜ DCP

感人至深的作品。影片在幽默中流露哀愁，含蓄中滲出餘韻，
從虛妄走向質樸，化浮躁為含蓄，以細膩的筆觸將人文精神發
揮到極致。

黃偉傑、歐文傑、許學文｜ 2016 ｜ 97 分鐘｜ DCP

人入勝的節奏與張力。三位新晉導演聯手執導，承接銀河映像
的宿命主題，透過梟雄不甘於末路窮途，借九七前的時空，在
山雨欲來的風滿樓，抒發最貼近時代脈搏的當下感懷。

杜琪峯｜ 2006 ｜ 93 分鐘｜ DCP

地的脈絡理解。電影以心寒震憾的殘暴，描繪權力蠶蝕人性，
細緻刻劃兩代幫會首領走火入魔之路。探討的層面由個人心理、
社會鬥爭到中港關係層層推展，各個維度均可堪玩味，政治寓
意呼之欲出。

門票現已公開發售 TICKETS ARE AVAILABLE NOW!
票房 Box Office
MOViE MOViE Cityplaza

香港太古城道 18 號太古城中心 5 樓
5/F Cityplaza, 18 Taikoo Shing Road, Hong Kong

9/3 5:15pm
無間道 II

/ 第 10 屆

INFERNAL AFFAIRS II

劉偉強、麥兆輝｜ 2003 ｜ 119 分鐘｜ DCP

承先啟後，借前傳自立新境，將商業警匪片視野提升至史詩格
局，嚴謹結構，演員導演攝影神采飛揚，而時代終結價值顛倒
的悲劇意味，仍是擲地有聲。

百老匯電影中心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 3 號駿發花園
Prosperous Garden, 3 Public Square Street, Yaumatei, Kln

網上購票 Online Booking www.cinema.com.hk/
自助票務機 Auto-Ticketing Machine
手機程式 Smartphone App Ticketing Broadway PALACE AMC
票價 Ticket Price

MOViE MOViE Cityplaza

百老匯電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

查詢 : (852) 2575 5149

成人 Adult

小童 / 學生 Student / Children

長者 Elderly

HK$85

HK$65

HK$65

HK$95

HK$50

HK$7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透過電影發展基金向本項目提供財政支援。有關財政支援與本項目的內容或在本項目中所表達的意見並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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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廿五周年：回顧與展望
01

前言

鄭傳鍏

02

學會廿四年：一個小小的奇蹟

李焯桃

04

學會大獎廿五屆回顧

陳志華

06

那些年的學會大獎

林錦波

08

我看學會大獎：電影業界前行的養份

莊澄

第四十六號

10

回顧學會出版：影評人組織之本

蒲鋒

總編輯：陳志華
專題編輯：卓男、鄭傳鍏
設計：Be Woks
承印：新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12

發展電影教育：摸着石頭過河

卓男

13

電影課程 學無止境

紀陶

14

當影評人走出書房：漫談學會放映節目

張偉雄

15

回顧是為了展望

吳月華

「非主流」的電影評論

葉七城

香港影評的傳統與閃光

安娜

行政經理：吳兆南
出版主任：吳致寧
出版：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6-08
電話：(852) 2575 5149
傳真：(852) 2891 2048
電郵：info@filmcritics.org.hk
網址：www.filmcriti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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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還需要影評嗎？

©2019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為藝發局資助團體

Hong Kong Film Critics Society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fully suppor ts freedom of ar tistic
expression.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project do not represent
the stand of the Council.

學會大獎頒獎禮 光輝時刻
18

影帝影后

22

星光熠熠

27

頒獎嘉賓

29

台下風光

李展鵬

前
言

1994年是有趣的一年，香港電影工業步入低潮，或許是面對危機的應對，電影人紛紛組織
起來。影評界，雖然不像港產片般有即時危機，但也在1995年先後出現了兩個影評組織—香港
電影評論學會和香港影評人協會，各辦獎項，一時間互別苖頭。筆者當時還是個喜歡泡戲院的學
生，看在眼裏只有食花生的份。不知不覺二十四年過去，學會的人事幾經變遷，工作方向也從每
年評選優秀電影，在報章發表影評，演變到影評寫作之外，更從事電影教育以至放映節目策劃，
電影文化活動全方位涉足，也是時候檢討多年來的經驗，以繼往開來更進一步。
有趣的是，香港的影評文化雖然比大陸、台灣都要來得蓬勃，不少前輩由六七十年代活躍至
今，但影評人組織的出現卻比他們遲。評論學會在1995年的出現，除了眾多因素的配合（《東邪
西毒》（1994）是誘因之一），用李焯桃的說法是「最重要是要有人肯落手搞」。當年學會一眾
成員克服了寫作人自由散漫的習性，建立了一個推廣電影文化的平台，然後用不斷完善的規章把
這個平台維繫並發展到今天。
今期《HKinema》我們請來多位學會資深成員，從學會大獎的評選、出版、教育及放映四方
面回顧學會的發展。從第一屆的最佳電影《東邪西毒》開始，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選出的作品，就
和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結果有着微妙的異同，這是評選者的個人口味及不同的評選機制所致。今期
我們得到資深電影人莊澄先生賜稿，從電影工業的角度，來看評論學會大獎。而幾位近年加入的
會員，也講出他們心目中對評論學會的觀察和期望。
鄭傳鍏

學會
最新出版

現已於各大書店有售

許鞍華
電影四十

戲
緣（再版）

主編：卓男、吳月華

作者：黃愛玲

為紀念黃愛玲小姐，學會特別再版她的第一本影
評文集《戲緣》，重新校訂，由陸智昌先生為文
集重新設計裝幀，並得雷競璇先生撰寫再版跋文，
值得每位書迷珍藏留念。
定價：港幣 108 元

許鞍華四十年電影生涯，作品類型多元，始終貫
徹人文視野及香港關懷，在本地影壇實屬難得一
見。本書分為專題文章和人物專訪，藉與她相交
多年的影評人從多角度縱論，剖析她的影視作品
之風格特色，以及許鞍華和她的工作伙伴的訪談，
嘗試以切身角度進入她創作和製作的世界。
定價：港幣 16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