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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簡介

   《昂山素姬》由《這個殺手不太冷》、《第五元素》大導演洛比桑執導，國際
華裔女星楊紫瓊傾力演繹一生致力推動民主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與她丈
夫阿里斯在嚴厲的政治鎮壓下仍然矢志不移的傳奇愛情故事。編劇 Rebecca Frayn 
花了三年時間，走訪多位認識昂山素姬的人，炮製出電影史上首個昂山素姬的傳奇
故事，感動萬千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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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1988 年，昂山素姬 (楊紫瓊 飾 )從英國牛津回到緬甸探望病危的母親，適逢
緬甸爆發反政府運動，爭取民主改革之聲不絕於耳，昂山素姬組織並領導全國民主
聯盟，迅速成為全國最大反對黨，對軍政府造成極大威脅。翌年，軍政府以煽動騷
亂為罪名將昂山素姬軟禁，她拒絕了將她驅逐出境以換取自由的條件，自此與丈夫
阿里斯 (大衛杜里斯 飾 )和兩名兒子被迫生分。

    為了緬甸的民主發展，昂山素姬以和平理性的手段，為人民爭取自由，即使遭
受軟禁，跟丈夫和兒子分隔兩地，甚至生命受到威脅亦在所不辭。阿里斯在牛津獨
力撫養兩個兒子，同時為拯救昂山素姬不遺餘力。1997 年，阿里斯患上癌症，但緬
甸政府禁止讓他進入緬甸，只批准昂山素姬前往牛津陪伴丈夫。昂山素姬面臨兩難
決擇：一旦離國，她可能永遠不能返回緬甸；若留守緬甸，她則不能見丈夫最後一面。
在家庭與國家之間她只能選擇其一，昂山素姬為了人民的自由，甘願放棄自己的自
由，為了顧存大局，她與病危的丈夫天各一方，但二人的愛卻從沒息止，直至最後
一刻。



非凡女性昂山素姬　鮮為人知事蹟搬上大銀幕
國家民主凌駕個人情感 萬人景仰

    昂山素姬是緬甸軍政府的頭號反對者，窮盡一生都為緬甸的人民爭取民主。昂
山素姬於 1945 於緬甸仰光出生。她的父親昂山是緬甸獨立軍總司令，更被視為現
代緬甸之父，他於昂山素姬兩歲時被刺殺身亡。1960 年，昂山素姬隨著出任印度大
使的母親前往印度，及後於英國牛津大學修讀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畢業後留校
任職。結識了牛津大學教授米高阿里斯 (Michael Aris)，二人婚後育有兩名孩子。
在牛津的生活風平浪靜，兩夫婦於婚後十多年，過著平淡生活。直至 1988年 3月，
昂山素姬得悉母親中風病危，匆匆告別丈夫與兩名兒子後，就趕返緬甸探望母親，
卻想不到從此跟丈夫及兒子天各一方。



    昂山素姬返回緬甸後，碰上緬甸學運爆發，她領導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期間
對緬甸軍政府造成重大威脅，緬甸軍政府隨即以莫須有罪名把她軟禁在仰光的居
所，其後 21 年間斷斷續續被軟禁於寓所近 15 年，雖然她於 1991 年獲頒發諾貝爾
和平獎，但仍無助她真正重獲自由。1997 年，昂山素姬的丈夫阿里斯在牛津確診患
上末期前列腺癌，1999 年 3 月，阿里斯病情惡化，危在旦夕，但昂山素姬一直都沒
有赴英探望丈夫，唯恐自己一旦離開緬甸，日後便無法返國，結果昂山素姬在丈夫
臨終前都未能見他最後一面。阿里斯在 1999 年 3 月 27 日，他五十三歲生日那天病
逝，自昂山素姬被軟禁後，他們兩夫妻只見過五次面，最後一次是1995年的聖誕節。

    在昂山素姬於 2010 年 11 月 13 日緬甸大選後才獲釋，她已經有近十年沒有見
過自己的兩名兒子雅歷 (Alex) 及甘 (Kim)，廿多年來為爭取民主而放棄了自己的家
庭生活。2010年11月16日，美國時代雜誌將她名列在「史上十大政治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 首位。



   以昂山素姬的傳奇故事為藍本的《昂山素姬》，經歷了近四年的籌備和拍
攝，終於順利完成，讓觀眾能夠得知這位民主女鬥士的非凡事蹟。監製 Virginie 
Besson-Silla 說︰「我在閱讀劇本時，很難明白為什麼一名母親能夠作出放棄跟
孩子見面的選擇。我很想了解是什麼理念驅使她有為國家而放棄自己家庭的力量。
後來，經過一些資料插集，跟認識她的人談過，又在她獲釋後跟她會面過後，我終
於明白這全因為愛的力量。昂山素姬選擇不考慮個人的情感，全心為數以百萬計的
人民服務和爭取民主。」

   飾演昂山素姬的華裔女星楊紫瓊續說︰「昂山素姬的丈夫病入膏肓時，她正忙
於準備自己的講辭，負起爭取民主的重任。你可能會覺得她麻木不仁，但想深一層，
她的堅強個性令她將國家的民主凌駕於個人的情感之上，這是值得尊敬的。」

    在戲中飾演昂山素姬丈夫米高阿里斯的演員大衛杜里斯說︰「昂山素姬和她的
丈夫多年來分隔兩地，甚至無法溝通，這對我來說難以想像。阿里斯甚至不知道妻
子身在何方，有沒有被虐打，還是在牢獄之中，他都不能知曉。他獨力撫養兩名兒
子，甚至患上癌症時，太太都不能赴英探望。由於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夫妻關係，
對我來說是很難理解的，角色絕對不易揣摩。」



楊紫瓊從演以來最重要演出
親力親為物色導演　成就夢寐以求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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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男性電影主導的荷里活，有發揮的女性角色少之又少，對於亞裔女演員來說，
要得到這樣的角色更是難上加難。憑《新鐵金剛明日帝國》打入荷里活，再憑《臥
虎藏龍》技驚國際，繼而參演《藝伎回憶錄》、《盜墓迷城 3》的華裔女星楊紫瓊，
雖然已經成功打入國際，但是要物色一個極有發揮的角色都絕不容易。

    一生為緬甸的民主打拼，甚至不惜為民主放棄家庭的昂山素姬，多年來受到國
際知名人士的景仰和尊重。為了將她的故事傳頌開去，楊紫瓊歷盡艱辛，走遍多個
地方，希望令電影成功開拍，演出這個她從演以來最具挑戰和最有發揮的角色。楊
紫瓊說︰「我於 2007 年收到編劇莉碧嘉費恩 (Rebecca Frayn) 的劇本。除了覺得
這個關於愛和犧牲的故事非常感人之外，更直覺這是我不能錯過的角色。一直以來，
電影圈都缺乏堅強的女性角色，我深知道這是難能可貴的機會。」監製 Virginie 
Besson-Silla 同意說︰「男性在電影中往往飾演英雄，但是昂山素姬的事蹟絕對
是個英雄的故事。毫無疑問，我們必須要把她的故事拍出來。」
 

    為了演繹這個夢寐以求的角色，楊紫瓊甚至親自物色導演，最終找來曾拍攝《這
個殺手不太冷》、《第五元素》、《聖女貞德》的大導演洛比桑執導。楊紫瓊說︰「當
我知道他肯執導《昂山素姬》時，感覺有如夢想成真一樣。我一直都很喜歡他的電
影，雖然身邊人跟我說，他是一名動作片導演，但我往往會指出動作片導演也是好
導演。要把動作片拍得成功，一定要讓觀眾投入角色。只有懂得引導演員交出精彩
表現的導演，才可以拍出成功的動作片，而洛比桑就是這樣的一個導演。他把角色
拍得有血有肉，而且擅長處理女性角色。」

   在戲中飾演昂山素姬丈夫阿里斯的演員大衛杜里斯同意說︰「洛比桑是一名出
色導演，我有懶惰的傾向，但洛比桑會拍很多 take，直至他滿意為止。我很喜歡這
種做法，每一 take 他都會給意見，讓我可以嘗試不同的演繹方式。他有時更在鏡
頭前二十呎近距離觀看我們，甚至糾正我的英式口音。英語本身不是他的第一語言，
但最終 99% 的時間他都是對的。」楊紫瓊認同說︰「洛比桑是一個非常有要求的導
演，而且非常守時，跟其他導演很不同。八點集合，他真的八點現身。這是我喜歡
他的地方，所有的演員，甚至臨時演員都不敢怠慢。」雖然洛比桑非常嚴厲，但他
都有給演員自由發揮的空間。楊紫瓊說︰「在片場，我喜歡於綵排時試不同的東西，
而洛比桑非常鼓勵我，雖然最終仍然是他話事，但他有時都會採納我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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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演員遇上夢寐以求的角色，是非常難得的事情。然而環顧世界影壇，的確沒
有人比楊紫瓊更適合演繹昂山素姬一角。監製 Virginie Besson-Silla 說︰「沒
有人比楊紫瓊更合適，就算未化妝前，兩人的容貌都有相似之處。她們都比較精緻
而瘦小。昂山素姬一向是楊紫瓊十分尊重的人，我覺得楊紫瓊可能不自覺地模仿著
她。」楊紫瓊補充說︰「我以前當然聽過她的事蹟，但卻不是所有細節都知曉，例
如她究竟放棄了什麼。坦白說，昂山素姬這角色並不易演，她代表了全世界受到壓
迫人士對自由的追求。演這個角色背負的責任非常重大。」

    為了演好角色，楊紫瓊閱讀了很多昂山素姬的作品以及她喜歡的書。她發現昂
山素姬原來是佛教徒，並信奉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哲學。楊紫瓊說︰「演繹昂山素姬
並不只是模仿她的髮型、姿態及英式口音，而是要掌握角色的靈魂，以及理解驅使
她甘願為民主而放棄丈夫和兒子的背後力量。從未試過演講的昂山素姬，為了民主
可以在百萬人前說話而毫無懼色，我要認識這種力量的來源，才可以更好的演繹角
色。」

    除了大量的資料搜集之外，一絲不苟的楊紫瓊更加花了很多時間學習緬甸語，
務求發音令人信服，過程非常艱辛。楊紫瓊說︰「起初我以為我無法駕馭的了。我
跟一名曾於美國任教，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老師學緬甸語，三個星期以來，受盡挑
戰，到後來我狠狠的告訴自己我必須背熟緬甸語的台詞。無論我在車上、船上，還
是洗澡期間，我都會不停重覆緬甸語對白，直至我唸熟為止。」

   不過，演繹昂山素姬的挑戰並不只於此，由於電影的時空穿梭近十年，楊紫瓊
必須在拍攝前做好功課，了解她每個階段的心態。楊紫瓊解釋︰「由 1988 年至 
1995 年，昂山素姬的樣貌和形態都有輕微轉變，她跟其他人相處的方法亦有不同，
我在演繹時必須不時提高警覺。因為有時我們在早上會拍攝 1988 年的戲，之後就
會於下午跳拍 1995 年的戲，黃昏又會拍 1989 年的戲，所以每一個拍攝日的挑戰
都非常艱巨。」



    要演好昂山素姬一角，跟她會面是必須的事。
雖然劇組多人都希望申請簽證到緬甸跟昂山素姬
會面，但是只有楊紫瓊一人獲得緬甸政府批准，
獲發 24 小時的簽證。楊紫瓊說︰「劇組每一個人
都非常羨慕我，但同時又不明白為什麼軍政府會
批准。導演洛比桑跟監製都替我開心，同時又有
點不安。我一個人走入緬甸境內，卻代表著整個
劇組，每個人都托我傳遞口訊和禮物。當我走到
昂山素姬的家中，第一時間看到的是一片書海。
我從資料搜集得知她經常閱讀，但去到她家中，
才意識到書本是如何在這些年間成為她的良伴。
它們不只是她知識和靈感的泉源，更是令她得到
慰藉的依靠，讓她可以戰鬥到底。」

   雖然會面時間不多，但楊紫瓊卻對昂山素姬留
下深刻印象。楊紫瓊說︰「一見到她就感到她非
常溫暖和友善，雖然她個子很小，卻內藏無比的
堅毅力量。我跟她一見如故，就像老朋友一樣。
可能因為在會面之前已經做過很多功課，她跟我
想像中非常相似。」



康城影帝大衛杜里斯　一人分飾兩角
親訪阿里斯孖生兄弟　演繹昂山素姬背後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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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山素姬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甘願放棄跟丈夫相處的時間，全心投入民主運
動。而飾演昂山素姬背後男人阿里斯的，就是於 1993 年憑著導演邁克李作品《赤
祼祼》而成為康城影帝的大衛杜里斯 (David Thewlis) 。他於《昂山素姬》一片中
一人分飾兩角，飾演昂山素姬丈夫米高阿里斯 (Michael Aris) 以及他的孖生兄弟
安東尼阿里斯 (Anthony Aris)。

    在物色演員時，監製 Virginie Besson-Silla 著重演員和楊紫瓊的化學作用，
多於他跟米高阿里斯的樣貌相似度。監製 Virginie Besson-Silla 說︰「米高阿
里斯是一個獨特的角色，對亞洲、西藏和喜瑪拉亞文化很有研究，在學術界非常有
權威性。楊紫瓊和大衛杜里斯非常有火花，就像昂山素姬和米高一樣。」由於大衛
杜里斯需要一人分飾兩角，令到演出的難度大大增加。大衛杜里斯說︰「起初的確
非常艱難，我自己都很擔心如何分別演兩個角色。我唯一擁有的米高片段，就是他
接受電視訪問時的畫面，他看起來莊嚴而憂傷，我只好想像他在派對時的狀態，跟
昂山素姬私下相處時又是一個怎樣的人，構想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父親和教師。由於
現存的資料不多，我只能靠想像。當然，聲音的掌握亦非常重要，因為米高有一種
很特殊的談話方式。他的英式口音來自上流社會，跟一般英式口音非常不同，我必
須模仿，同時擔心觀眾會覺得奇怪。」

   雖然大衛杜里斯沒有機會跟米高阿里斯真人會面，卻有機會跟他的孖生兄弟安
東尼阿里斯會面。大衛杜里斯說︰「幸好有機會跟安東尼見面，否則我可能會把米
高演錯。從安東尼口中，我明白到米高是一名極有勇氣和從一而終的男人。一開始，
他就接受了太太的選擇，明白她為會國家和民主放棄自己的家庭，這亦是他崇拜昂
山素姬的地方。我非常尊敬米高，他獨力撫養兩名兒子成人，死前都不能見到太太
一面，憑著對太太無條件的愛和尊重，讓昂山素姬可以追尋民主理想。米高沒有一
刻懷疑過太太的行為，就算她絕食，米高都願意支持太太。」

   跟安東尼阿里斯會面，亦令大衛杜里斯得以明白米高和安東尼兩兄弟的分別，
更好的演繹兩個角色。大衛杜里斯說︰「安東尼比米高更擅辭令，非常有魅力而風
趣過人。我第一次見到安東尼時，他即時告訴我跟他們一點也不像。他說得對，我
們面部結構和骨架都非常不同，所以在化妝時，他們要推高我的耳朵，讓我的眼眉
毛更雜亂，而我亦要增肥演出，最重要的是我能夠透過聲線和舉止演繹出兩兄弟的
分別。」



導演洛比桑專訪導演洛比桑專訪



最初是甚麼令你參與《昂山素姬》的拍攝？
楊紫瓊告訴我她有一個關於昂山素姬的出色劇本，她正物色監製，並且希望我能有
空執導。起初我告訴她我沒有檔期，但當我閱讀劇本過後馬上感到愛不釋手。我立
即致電楊紫瓊，讓她知道我想支持這個製作。如果她還未找到導演，我願意出任。
楊紫瓊非常高興，之後介紹我認識其他監製。

你如何撰寫《昂山素姬》的劇本？
劇本寫得非常出色，不過有時候有點紀錄片意味。我們花了數個月讓劇本看來更具
電影感。我希望可以平衡昂山素姬的政治掙扎和她的生活，讓觀眾更投入。電影需
要有奸角，於是我們加入軍政府的角色，他們在過去六十年以鐵腕統治緬甸，戲中
都會展示昂山素姬跟軍方的關係。

你沒法跟昂山素姬會面，如何塑造這角色？
拍攝真人真事電影而沒法跟她本人會面的確令人沮喪，我害怕電影遠離現實，又或
者太過倚賴現實。我們參考了三至四本關於她的書，又訪問了很多認識她的人來引
導我們，作了大量資料搜集。

那軍政府方面呢？
情形更糟。因為坊間沒有關於他們的書和相片，只能依賴國際特赦組織的紀錄，曾
被扣押的緬甸人訴說軍政府如何對待他們。我必須說，戲中我們淡化了部方軍政府
的場面，部分內容太過野蠻，如果真實展現的話，反而未必能令觀眾入信。

你是否一開始就知道楊紫瓊會演得那麼好？
開鏡前見到楊紫瓊對角色有如斯熱誠，已經知道她會演得十分出色。她極愛這角色，
除了花木蘭，根本沒有什麼角色能讓亞洲女演員擔正，楊紫瓊跟昂山素姬年齡相近，
樣貌又相似。當她早上現身片場，面對二百名緬甸臨時演員時，連他們都懷疑這是
否真正的昂山素姬。楊紫瓊做了很多功課，當我於六個月後終於有機會見到昂山素
姬時，我覺得她就是老了二十年的楊紫瓊。

她更為了電影學緬甸語…
緬甸語肯定是最難學的語言之一。起初我心想楊紫瓊懂多國語言，應該不會有難度，
不過楊紫瓊向我解釋音調非常不同。她花了六個月時間學緬甸語，尤其是演講一幕，
她不停苦練，對自己有很高要求，誓要做到精益求精。



大衛杜里斯一人分飾兩角也做得不錯。
他是受過戲劇訓練的英式舞台演員，但他都表示很久沒有閱讀過這樣一個賺人熱淚
的劇本。他一加入劇組，就展現了友愛和慷慨的一面，跟楊紫瓊充滿火花。

你如何塑造昂山素姬的寓所？
她的寓所是戲中的重要場景。她花了十四年的時間被軟禁在那兒，與世隔絕。我們
做了大量資料搜集，又用上 Google Earth 去確定寓所比例，之後建造一模一樣的
住屋，細節做到十足十，連鋼琴的品牌都一模一樣，連去過昂山素姬家中作客的人
都形容我們的佈景跟真的一樣。

那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一場戲呢？
這無疑是片中最有力的一場戲，我們有真實的歷史片段，飾演丈夫和兒子的演員們
可以向真實片段做對手戲。但由於歷史上沒有昂山素姬當時在家中透過收音機聽頒
獎的片段，我們需要構造這個畫面。二千多人在頒獎禮鼓掌給她，而她只有一個人
在小小的收音機上聽。

當然，你們無法於緬甸取景吧…
我知道我們永遠無法取得批文，我們只能在泰國近緬甸邊境地帶拍攝近十五小時片
段。不過，我們拍到不同角度的缅甸仰光大金塔，再要求演員於綠佈景前演繹，讓
他們看來在仰光大金塔前一樣。我們也在仰光偷拍了一些片段使用，令電影看來有
如於仰光取景一樣。實際上，我們只是於緬甸拍了三十個鏡頭而已。

可以談談跟昂山素姬會面的經過嗎？
早在我們會面前，我已經很想她知道，我們正在拍攝她的傳記。試了三個月，終於
把訊息傳到她耳中。跟她會面那刻，我覺得自己有如跟甘地見面一樣，在她面前我
自覺渺小。她毫無懼色，六十年的被囚生活也不會改變她。她只想人民可以有自由
分享國家的財富。她無私地關懷人民。只要跟她見過面，你不會再敢投訴生活。我
想了解她的事情，她只關心我的一切。她充滿好奇心，沒興趣寫自己的自傳，真的
令人非常敬佩。





電

電影專訪

唐曉白導演《完美生活》電影放映展及導演分享會專訪
香港影藝聯盟～採訪記者：張榮雯 (Mandy Chang)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放映電影《完美生活》，映後
訪問唐曉白導演．

    香港影藝聯盟～記者問（以下簡稱「問」）：有媒體稱呼你為「最有政治勇氣的
女導演」．有聽過這稱號嗎？你對這個稱號有什麼感覺？

    唐曉白導演答（以下簡稱「答」）：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拍了《動詞變位》吧！
大概 2000 年的時候，拍了八九年學運為故事背景的一個電影，可能是因為這個原
因。

問：我知道你執導的這兩部片《動詞變位》
及《完美生活》在內地沒辦法上映．但剛
剛看完了這部《完美生活》，覺得沒有牽
涉到什麼特別的．那又是什麼原因才沒法
在內地上映呢？

答：《完美生活》這部片是技術上的一個
操作，可能是時間沒掌握好，所以沒有去。
是這樣的，我們這個片子，因為我比較習
慣向來先去拍，沒有劇本去交給電影局審
查。拍完了之後．接到威尼斯電影節電話
才知道入圍了，反過頭來，才想去補辦手
續。但當時是 08 年，接到威尼斯方面電
話的時候是七月底，而 08 年全中國只在
做一件事情，就是迎奧運嘛！然後我們電
話打去，電影局就說：「我們在迎奧運，
最近不開會．」所以就等於是時間剛剛好
撞到，最後決定就只能以香港電影公司的
名義來出品。後來其實電影局是看過那個
片子．他們沒有覺得有什麼政治上的問
題，而且因為我們是以香港電影的名義出
品、發行，如果去內地上映的話，要交一
筆管理費，對我們這樣一個 small budget 的電影來講，覺得太貴了，所以就算了。

問：電影中間有個片段是李月穎坐在車子上，旁邊坐著另外一個男人，請問那是真
實的事情還是劇情特意安排的呢？

答：對，是暗示她將來的一種生活，你能看見那個男人是從香港過來的，然後她自
己在人生的階段裡面，李月穎她嫁了一個在深圳開雜貨店的一個小男人，但是她可



能對這樣的生活不滿意。你能感覺出來她跟那位來自香港的朋友好像有些特別的關
係。實際上那個戲是為了跟後面的 Jenny 聯繫起來，就因為 Jenny 已經在香港了嘛！
所以這個線索要交代，因為李月穎在這個劇情片裡面，你要看到她跟香港建立了某
一種聯繫。

問：有一個片段是 Jenny 與李月穎在雜貨店擦肩而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呢？

答：那場戲是我們拍的最後一場戲。以前就一直想讓紀錄片的人物和劇情片裡的人
物能同時在一個鏡頭裡出現，所以基本上等整個紀錄片都拍的差不多了，我才知道
怎麼安排這場戲。

問：之後你會有兩部新作，可不可以稍微介紹一下是關於什麼內容的呢？

答：一個是叫《愛的替身》，這是一部劇情片，是講家庭倫理的故事。有兩個家庭
在中國廣西的一個小村鎮，因為一場交通事故的意外，徹底改變了兩個家庭、四個
人之間的人物關係。



問：也是您編劇的嗎？

答：我是編劇之一，還有其他的合作者。

問：另外一部是紀錄片嗎？

答：另外一部是紀錄片，是寫天津義大利租界的一個歷史紀錄片。1900 年中國和八
國聯軍之間有戰役，然後中國因為輸掉了八國聯軍戰爭，所以在天津這地方就割讓
了八個租界出去。有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等，而我們在講其中一個～就是義
大利租界。

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和去拍這樣的題材呢？

答：說起來挺好玩的，因為天津市政府現在重新開發義大利租界區，從 49 年之後，
有很長一段時間基本上很避諱被侵略的歷史，尤其是這種租界的歷史。但現在因為
中國整個社會狀態變了，突然發現如果將義大利租界區開發出來，可以變成一個旅

遊區。所以天津市政府就很想做一些在國際上的宣傳，讓大家知道，他們現在把義
大利租界區重新開發，他們叫「風情區」。所以他們就想說來拍個紀錄片，這樣的
話可能在國際上就會更有影響吧！讓大家知道原來天津還有這麼一段歷史。以前很
避諱的歷史，現在可以用另外一種角度來看。

問：可不可以說一下最後李月穎為什麼要與她自己的夫妻照來照相呢？

答：那個我覺得是她在審視自己的這段婚姻吧！她覺得她要做一個決定，是繼續下
去？還是開始另一段生活？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暗示她要做某一種決定的。

問：整部電影都沒有配樂，是否因為是以紀錄片的方式處理所以沒有呢？

答：對，沒有。最後片尾的時候有一點音樂，但那個音樂實際上是我們拍紀錄片裡



面的Jenny，她電腦裡面開機時會跳出來這麼一段音樂．就是她喜歡的，然後我問她：
「哇！這是什麼音樂？」她說：「我也不知道，是我在網上聽見就挺喜歡的，然後
就把它設定當我電腦開機以後的音樂。」我覺得，那個感覺還不錯嘛！所以就把它
拿來用。

問：還有一段拍 Jenny 在換衣服，你剛剛有講到是她的情緒到了，所以主動願意讓
你們這樣拍出來嗎？

答：她意識不到我在拍她吧！因為她要去新加坡，我沒剪出來這一段。她覺得可能
即將開始這個旅行，然後她有一種期待，也不知道這一次旅行會不會給她帶來一些
新的轉機、新的生活。但是呢！做為女性來講，她覺得把自己妝扮一下，去到那裡
很重要．但是我覺得就是滿女性的。當你出去的時候，或是去到一個重要的場合，
你總是在試來試去。她基本上那天晚上就是那樣的狀態．一邊跟你聊天，一邊在不
停的換衣服。然後因為換衣服的時候，她放鬆嘛！所以會自己很感嘆說：「胖了
啊！」我覺得特別好，對！那個狀態特別好。

問：最後我想問導演，這部電影你想帶給大家什麼樣的訊息呢？

答：最主要的我想讓大家看一下，這種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女性．她們在生活裡的這
種掙扎，追求美好、完美生活的這樣的一種過程吧！



唐曉白作品：

<< 動詞變位 >> 2001, 導演 / 編劇 
第一部有關六四事件的中國獨立電影
2001 洛迦諾電影節最佳導演特別獎 
2002 香港國際電影節國際影評人聯盟特別推薦獎 
2002 釜山電影節亞洲新潮流單元競賽片 
2001 法國南特國際三大洲電影節競賽片 
2002 法國國際女性電影節競賽片 

<< 完美生活 >> 2008, 導演 / 編劇 

2008 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競賽片 
2008 溫哥華電影節龍虎大獎 
2008 香港國際電影節數碼電影金獎 
2008 東京 Flimex 電影節競賽片 
2009 西班牙南方電影節競賽片 
2009 年澳大利亞布里斯班電影節展映 
2009 美國 AFI 電影節展映 
2009 臺北電影節展映 
2009 荷蘭鹿特丹電影展映 
2001 紐約林肯中心電影學會電影評論周年電影節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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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本屆金球獎四項提名
第 68 屆威尼斯影展 - 開幕電影及 Brian Award 得主

美國國家評論協會 - 2011 年十大電影
北美廣播影評人協會 - 影評人選擇大獎 - 最佳整體表現獎提名

《各位觀眾晚安》金像提名編導     佐治古尼   
自編自導自演   好評滿瀉之作

《有人喜歡藍》《極速罪駕》賴恩高斯寧
《冷血字傳》《聖訴》金像影帝 菲臘西摩荷夫曼

《酒佬日記》《撃動深情》保羅哲阿馬提
《危機解密》《殊不簡單》謝菲韋特
《拼命戰羊》《窺心事》瑪麗莎杜美

《拼命戰羊》《戀愛心曲》伊雲麗素活



電影簡介

    《選戰風雲》榮獲本屆金球獎四項提名，包括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
及最佳編劇，由金像提名編導佐治古尼第四度自編自導自演，率領強勁演員陣容，
包括《極速罪駕》、《有人喜歡藍》金球提名影帝賴恩高斯寧、《冷血字傳》金像
影帝菲臘西摩荷夫曼、《擊動深情》金像提名男配角保保羅哲阿馬提、《妙計扭乾
坤》金像最佳女配角瑪麗莎杜美及《愛不回家》金球提名影后伊雲麗素活，揭露總
統選戰背後驚心動魄的黑暗風波，掀起一場關乎誠信、背叛、利用、報復的政治角
力遊戲。為爭奪總統提名資格，幕後智囊各出奇謀，爾虞我詐。要向上爬，難道只
能不擇手段？ 



故事大綱

     美國總統選戰如箭在弦，兩名候選人於俄亥俄州初選勢均力敵，民主黨候選人
兼賓夕法尼亞州州長莫理斯 ( 佐治古尼 飾 ) 是民眾心目中誠實可靠的領袖人物，他
請來年輕有為的史提芬 ( 賴恩高斯寧 飾 ) 擔任競選助手及新聞發言人，還有政壇老
手保羅 ( 菲臘西摩荷夫曼 飾 ) 作為幕後軍師，本應勝券在握。然而在選戰迫近之際，
敵對陣營的選舉軍師湯杜菲 ( 保羅哲阿馬提 飾 ) 竟秘密約見史提芬並向他挖角，又
指他方已獲得參議員湯遜 ( 謝菲韋特 飾 ) 及其支持者的三百多張鐵票支持，必勝無
疑。但基於對莫理斯的信任，史提芬拒絕倒戈相向。

     史提芬戀上選舉團隊中的美麗見習生、亦是民主黨主席的女兒摩莉 ( 伊雲麗素
活 飾 )，但後來發現她與莫理斯之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令他對莫理斯產生質疑。
選情告急，史提芬把與湯杜菲會面的事告訴保羅，並與莫理斯商議對策，但後來竟
有人將他與敵對陣營密會的消息向紐約時報記者愛達 ( 瑪麗莎杜美 飾 ) 告密，愛達
要脅他說出內幕消息，無助的他向保羅求助，卻被指通敵而遭格職。 

     被迫進死胡同的史提芬此時發現在這場政治角力遊戲中，原來局中有局，所有
人都是爾虞我詐、不擇手段。他如何孤注一擲，利用競選醜聞為自己翻身？眾人各
懷鬼胎、施展攻心計謀，誰是真正大贏家？選戰風雲，一觸再發！



佐治古尼四度自編自導自演
金像級群星爭相力撐

    在電影圈中廣受尊重的佐治古尼，除了是金像級的演員、曾經憑《油激暗戰》
(Syriana) 勇奪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之外，亦多度演而優則導。繼《危險性私穩》
(Confessions of a Dangerous Mind)、《各位觀眾晚安》(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和
《愛情決勝分》(Leatherheads) 之後，佐治古尼第四度自導自演，更兼任聯合編劇、
監製和男主角，呈獻全新力作《選戰風雲》。早年憑《各位觀眾晚安》提名奧斯
卡最佳導演和最佳原創編本獎的佐治古尼，早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編
導。因此，今次開拍《選戰風雲》，邀請演員演出時可謂毫無難度。多位曾經提名
或獲得奧斯卡和金球獎的演員爭相加盟力撐，集合了強勁的星級陣容打造這部政治
懸疑片，把政治圈背後的權力、野心、色慾、忠誠、出賣、爾虞我詐、復仇等一一
展現。

    台前的星級演員陣容，合共奪得過十三項奧斯卡提名、三項奧斯卡獎、二十三項
金球獎提名和六項金球獎的殊榮。電影透過一位年輕的新聞發言人，如何在助選期
間，捲入黑暗的政治和攻心計謀之中，展現出政治圈的黑暗一面。佐治古尼親自飾
演州長莫理斯一角，為民主黨競逐美國總統初選的代表資格，而他的新聞發言人，
就由憑《極速罪駕》(Drive) 獲得多項影后提名的賴恩高斯寧 (Ryan Gosling) 主演，
《冷血字傳》(Capote) 奧斯卡影帝菲臘西摩荷夫曼 (Philip Seymour Hoffman) 飾演莫
理斯的選舉辨公室主任，至於共和黨選舉辨公室主任就由憑《擊動深情》(Cinderella 
Man)提名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的保羅哲阿馬提(Paul Giamatti)飾演。除了一眾男角外，
三度提名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並憑《妙計扭乾坤》(My Cousin Vinny) 成為奧斯卡
最佳女配角的瑪莉莎杜美 (Marisa Tomei) 亦助陣演出，飾演紐約時報記者，而憑《愛
不回家》(Thirteen) 提名金球獎影后的伊雲麗素活 (Evan Rachel Wood) 則飾演莫理斯
辨公室的實習生一角，絕對是難能可貴的一次演技大晒冷。

    監製之一的 Brian Oliver 都表示︰「如果不是佐治古尼做導演的話，我們一定不
可能吸引這樣的演員陣容，他們全都想跟佐治古尼合作，佐治古尼跟另一位監製決
定了起用什麼演員後，就聯絡他們，結果是沒有一個演員推掉電影。他們全都是佐
治古尼的首選。佐治古尼說︰「演員的反應對我意義重大，他們都信任這個劇本。
我視劇本為我的孩子，有這班演員加盟，令我更覺責任重大，我一定要拍出一部好
的電影。」除了自編自導外，佐治古尼亦親自演出州長莫理斯一角，佐治古尼笑說︰
「沒有人想演這個角色，我才自己演出。」佐治古尼補充說︰「我心目中對角色有
想法，自己也符合角色的年齡，所以才親身上陣。現實生活中我不想從政任總統，
但我知道自己可以在電影中勝任這樣的角色。」





從舞台到電影
締造驚心動魄政治懸疑力作

    一提到政治電影，很多人都會擔心看不明白，但是《選戰風雲 》卻可以令不同
政治取態的觀眾都感到共鳴。編導兼男主角佐治古尼說︰「我不會形容電影為政治
片，我覺得用政治懸疑片來形容比較貼切。假如你是民主黨支持者，你可能會喜愛
前半部電影，假如你是共和黨人的話，你就會喜歡電影的結局多一點。電影並沒有
站在任何一方，反而向各方各面都作出批評。假如這真是一部政治片的話，頂多只
可以說是沒有明確意圖，不是為某黨作政治表述的電影，這點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政治在電影中只是故事的背景，男主角史提芬在擔任莫理斯選舉新聞發言人時，因
為政治陰謀、為世所迫而令性格及價值觀都改變，才是故事的主軸。

    戲中的年輕主角是由賴恩高斯寧飾演的新聞發言人史提芬，前途本來一片光明，
樂觀而充滿理想，卻陷入黑箱作業式的權力遊戲，步步為艱。這個緊張懸疑的故
事其實是起源自 2004 的夏天，當時編劇 Beau Willimon 於美國艾奧瓦州為大有希
望得到總統提名候選資格的 Howard Dean 擔任助選工作，完成選戰後寫下舞台劇
《Farragut North》劇本的第一稿，他以自身的經驗詳細刻劃總統選戰背後的爾虞我
詐。



借電影諷刺時弊
大揭政治黑幕

    編劇 Beau Willimon 說︰「我參與過數場政治選戰，而劇本靈感就是來自我在政
治圈的所見所聞，當中的角色當然全都是虛構人物，但他們每一個都混集了我所見
過的過百政治人物的特質。戲中所呈現的知法犯法、利用民主制度的漏洞、枱底交
易、權力遊戲全都是千真萬確。觀眾可能意想不到，有多少人為了得到總統提名候
選資格，而作出各種各樣的越軌行徑。循規蹈矩並不能令任何人成為總統。」

    這齣揭破選戰背後黑暗面的舞台劇於 2008 年在紐約公演，再於 2009 年移師洛
杉磯演出，最終落在佐治古尼的製作團隊手上，改編成今日的電影版本。而電影版
本和舞台劇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入了州長莫理斯的角色，在舞台劇版本中，他從來
都沒有出現。佐治古尼說︰「這位候選人在劇中從沒亮相，一句對白也沒有，但為
了令劇本更具電影感，我們設計了州長莫理斯的角色，讓觀眾可以看到他的世界，
起初他看來無辜而忠誠，直到最後，你才會發覺他並不如想像中忠直。」

    其實有關方面本來打算 2008 年拍攝影片，但劇本完成後，卻不太符合當時的政
治氣候。佐治古尼說︰「2008 年奧巴馬成為美國總統，美國人充滿希望，所有人都
很高興，所以並不是拍這部電影的適當時機，樂觀的政治氣候並不適合這部憤世嫉
俗的電影。一年過後，美國人又再變得憤世嫉俗起來，我們知道是時候開拍了。」



「The Ides of March have come」
小心被背叛

    除此之外，電影版亦將原來的名字改為《Farragut North》改為《The Ides of 
March》( 中譯片名《選戰風雲》)。佐治古尼說︰「《Farragut North》是一個好的
舞台劇名，但對電影來說就不太合適。戲中的總統提名資格初選日期定於三月十五
日，而古羅馬文 The Ides of March 的意思就正是三月十五日，加上戲中亦有一些沙
士比亞著名悲劇《凱撒大帝》的元素在內，所以我們取劇中經典名句『Beware the 
Ides of March』，為電影命名為《The Ides of March》。」

    沙士比亞著名悲劇《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描述勢力日漸坐大的殺執政官
凱撒遭布魯圖 (Brutus) 出賣，被一眾羅馬元老院成員於羅馬曆三月十五日刺殺身亡
的經過。西元前四十四年，一眾共謀者約凱撒於三月十五日到元老院會議廳見面，
凱撒不防有詐，但在前往會議廳的途中，有一預言者對他警告：「Beware the Ides 
of March」( 小心三月十五日 )，指他於此日會有一劫，凱撒則回應：「The Ides of 
March have come」，意思是「三月十五到了(可是我沒事啊)」 來嘲諷此人預言不準。
然而當他到達後，即被亂刀襲擊，身中二十三刀身亡。凱撒死前發現布魯圖是行刺
者之一，並說：「Et tu, Brute?」，意即「還有你嗎，布魯圖？」。

    「Beware the Ides of March」這句話基本上就是「小心遭到背叛」的意思，套在
本電影《選戰風雲》中，除了代表片中人物的互相背叛外，也象徵政治信念的腐化
墮落，理想被現實吞噬。



佐治古尼欽點男主角  
型男賴恩高斯寧再創演技高峰

    去 年 先 後 憑 著《 有 人 喜 歡 藍 》(Blue 

Valentine)、《滾搞了愛情》(Crazy, Stupid, Love)、
《極速罪駕》(Drive) 展現多變演技的賴恩高斯寧，
早年已經憑《音速青春》(Half Nelson) 得到奧斯卡
影帝提名，他坦言今次接拍這部電影的原因除了
是劇本好、角色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和佐治
古尼合作。賴恩高斯寧說︰「我們的角色在戲中
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相信州長莫理斯會成為好
的總統。而我相信一班演員之所以參演 ，亦因為
我們相信佐治古尼，相信這部電影。」

    

     佐治古尼明白到賴恩高斯寧今次責任重大，整部電影的成敗關鍵都在於他的角
色史提芬身上。佐治古尼說︰「整部電影以賴恩高斯寧的角色為主，電影以他的角
色揭開序幕，亦以他的角色作結，他出現於每一場戲當中。電影一開始的時候，他
聰明而有才幹，有實力而深受歡迎，但到電影的結尾，當他經歷過政治的種種黑暗
面之後，他比以前更能幹，更懂做好工作，可惜代價是付出了自己的靈魂。這是一
項演技的挑戰，他非常出色，絕對勝任這個角色。」賴恩高斯寧說︰「這是一部不
帶政治性的政治電影。你不用明白政治都可以理解這個故事，透過角色的心理轉變
窺探政治背後鮮為人知的一面。」



編導演介紹

佐治古尼 George Clooney   ( 導演 / 聯合編劇 / 監製 / 飾演 莫理斯 )

魅力非凡的佐治古尼，乃當今最炙手可熱的影視巨星、監製、出品人、導演和作家。
他亦都經常參與慈善和人道工作。2007 年，他憑《敵對同謀》(Michael Clayton) 獲
提名奧斯卡、金球獎、美國演員工會及英國 BAFTA 獎。他於 2005 年執導的《各位
觀眾，晚安》(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不但獲全部影評機構一致好評，更獲提名
2006 年奧斯卡的最佳導演和最佳原創劇本。同年，他又憑《油激暗戰》(Syriana) 勇
奪奧斯卡最佳男配角，這使佐治古尼成為奧斯卡史上首個於同一屆內以兩齣電影和
演員及導演兩個身分獲提名的人。之後，佐治古尼於短短幾年內，再憑《寡佬飛行
日記》(Up in the Air) 奪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演而優則導的佐治古尼於 2002 年首執導演筒，導演《危險性關係》(Confessions of 
a Dangerous Mind) 一片，其他導演作品包括《愛情決勝分》(Leatherheads)。另外，
他又跟高安兄弟合作無間，曾演出他們執導的《CIA 光碟離奇失竊案》(Burn After 
Reading)、勇奪金球獎的《逃獄三王》及《愛情差錯腳》(Intolerable Cruelty)。他
的其他電影包括：《他來自美國》(The American)、《至激關係》(Out of Sight)、
《奪金三王》(Three Kings)、《星球索拉羅斯》(Solaris)、《柏林暗戰》(The Good 
German)、《末日戒備》(The Peacemaker)、《蝙蝠俠與羅賓》(Batman & Robin)、《愛
情吉日》(One Fine Day)、《殺出個黎明》(From Dusk Till Dawn)、及《密探啤死羊》
(The Man Who Stare at Goats) 等。



賴恩高斯寧 Ryan Gosling ( 飾演 史提芬 )

菲臘西摩荷夫曼 Philip Seymour Hoffman ( 飾演保羅 )　

保羅哲阿馬提 Paul Giamatti ( 飾演 湯杜菲 )

瑪莉莎杜美 Marisa Tomei ( 飾演 愛達 )

伊雲麗素活 Evan Rachel Wood ( 飾演 摩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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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填鴨式教育已成歷史，「通識」上場，
為師生提供討論與思考空間，跳出課本的框
框，走進社會人群，卻走不出時間的限制。
城中的熱話一過，就會隨著學生的記憶流走
。一套電影對專業人士來說，是藝術，但對
觀眾來說，一刻感動，可以換來一生的改變
。對學生而言，電影情節與課本內容同樣可
能過目即忘，但電影箇中訊息，卻可能成了
學生生命中一次啟發。做到的，是活學活用
，更是終生受用。

傳統填鴨式教育已成歷史，「通識」上場，
為師生提供討論與思考空間，跳出課本的框
框，走進社會人群，卻走不出時間的限制。
城中的熱話一過，就會隨著學生的記憶流走
。一套電影對專業人士來說，是藝術，但對
觀眾來說，一刻感動，可以換來一生的改變
。對學生而言，電影情節與課本內容同樣可
能過目即忘，但電影箇中訊息，卻可能成了
學生生命中一次啟發。做到的，是活學活用
，更是終生受用。



      短片製作導師郭偉豪，以
「生命教育渡賞員」自居，明
白製作短片的主要作用是感染
學生，從而為學生上一節德育
課：「現今學生對老師說教的
教學方式感到厭悶，製作短片
能夠讓同學代入片中角色，更
快透過影像，明白老師要「說
教」的訊息，令整個過程生動
有趣之餘，更能做到有啟發性
。」





     郭Sir現於中、小學任教及
編寫校園電視台課程，近年更
多次參加學界電影節，部份作
品更能獲得多個獎項。教導小
學生拍片，從「度橋」、編劇
、拍攝、演出，到後期製作、
剪接，無疑是困難重重。郭
Sir卻認為，這正是整個教育
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兩年
前我帶領學生拍攝一部名為
《奪寶奇緣》的小學作品，首

先要他們探討何謂生命的寶藏

，然後再規範他們的思維，讓

他們一步一步去明白生命的寶

藏，其實近在眼前，早在他們

身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

再透過拍攝過程，讓他們實踐

課堂上所學的、表達心中所感

。」





中小學影片
技術有異訊息一致



     除了小學生的作品，郭Sir亦
有在中學任教。與小學生相比
，中學生可以運用到更多不同
的拍攝技巧，「撞」出更多新
效果。例如在第四屆學界電視
節中奪取五個獎項的《留逝》
，片中刻意玩弄現實夢景的穿
插，以及時空交錯的混亂。所
帶出的訊息，雖同樣是「阿媽
教仔」的大道理，卻在說教粉
飾上一層活潑、一層啟發，還
有一層懸念。

      學生參與電影的製作期間

，郭Sir亦認為這是一個很好

的渠道，讓學生發揮不同的恩

賜。縱使這些「幕前幕後」表

現的成績不會刻劃在學業成績

表上，但事後才得到那心靈上

的滿足與成就，並非考試獲取

多少個「A」能夠比喻得到：

「能夠於銀幕前演出，能夠親

嘗導演，是很多青年人夢寐以

求的願望。學界電影節提供一

個舞台，為學生一嘗踏進銀色

事業的路途。」





      筆者亦曾嘗過當短片導演的滋
味，對郭Sir以影片感染其他人，
以生命感動生命，有很深的體會。
縱使影片製作對普遍中、小學生來
說難以掌握，但無可否認的是，透
過一條好的短片，教導的不只是班
中的二、三十位同學，而是整群「
Youtube」點擊過的人數。

筆者FELIX個人檔案：
匿稱：阿力
簡介：來自香港樹仁大學傳理系四
年級生，一個拉車邊的八十後，在
校內電台曾編寫過五份廣播劇，以
及主持過三個電影節目與一個時事
節目。現於香港電台 T E E N 
POWER節目《啼聲週記》中發聲
，希望同樣透過打字，將心中理性
與感情公諸同好。





立即登入 www.facebook.com/hkinflate              

            即有機會嬴取專業氣球課程及免費參加我們的氣球活動!

讚好 “香港打氣 HK-inflate” 專頁,

2011馬來西亞國際氣球大賽

中型藝術賽冠軍



This Is Your Chance ! 

立即登入 www.miracleatelier.com 瀏覽各課程介紹。
或電郵到 info@miracleatelier.com 查詢報名方法, 詳情及上課地點,
或致電(852)3421 0001 小榆 查詢。

QBN執業氣球藝術師訓練課 (8星期速成班, QBN Business Member)
    造型氣球班
     結婚氣球佈置課程
      節日造型氣球班

以上課程由(CBA)國際認證的氣球師 Mighty Chan 及 小榆教授
台灣國際氣球大會2010-中型氣球藝術創作賽 - 冠軍
台灣國際氣球大會2010快手氣球藝術創作賽冠軍
Qualatex Event Malaysia 2011-中型氣球藝術創作賽 - 冠軍
Qualatex Event Malaysia 2011-街頭氣球藝人比賽 - 亞軍
Qualatex Event Malaysia 2011快手氣球藝術創作賽季軍
台灣國際氣球大會2011中型氣球藝術創作賽季軍
日本JPTC2011日本花卉氣球藝術創作賽冠軍

並於馬來西亞教授獨創氣球技術, 
於日本、北京、馬來西亞等地製作氣球時裝表演及大型佈置。
並受邀為多個報章雜誌、電視台及電台訪問。

締造事業突破，獲得更理想的回報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