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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尼(全智泰 飾)與史提芬(吳凱文 飾)從小漂洋過海偷渡到美國，情同兄弟的二人為脫離奴隸生活，被迫加入了
當時紐約唐人街皇后區自稱最惡的黑幫「青龍幫」，於貧窮絕望又殘酷血腥的生活中長大成人。二人效忠「青龍
幫」，為幫派出生入死，地位迅速攀升時亦開始受當地警察關注，牽起一連串鬥爭及矛盾。直到辛尼失去了他一
生的至愛天娜，好兄弟史提芬被殺於眼前，他決定要展開復仇大計，毀掉昔日栽培他的「青龍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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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紐約唐人街皇后區自稱最惡的黑幫「青龍幫」，於貧窮絕望又殘酷血腥的生活中長大成人。二人效忠「青龍
幫」，為幫派出生入死，地位迅速攀升時亦開始受當地警察關注，牽起一連串鬥爭及矛盾。直到辛尼失去了他一
生的至愛天娜，好兄弟史提芬被殺於眼前，他決定要展開復仇大計，毀掉昔日栽培他的「青龍幫」！

蘿絲(莉莉歌蓮絲 飾)和亞歷(森加芬 飾)從五歲開始青梅竹馬，一直陪
伴對方成長，他們有可能是對方的唯一、是命中註定的一對嗎？

面對愛情、人生及作出正確抉擇的時候，二人頓時變得不知所措。十八歲
生日時的鬧劇、稍瞬即逝的一個機會，令二人各有各生活開始漸行漸遠。
也許天意弄人，儘管分隔二地，也經歷過意外懷孕、結婚、外遇、離婚等
挫折，兩人的緣分似乎仍緊緊相連著。那麼，他們究竟會回頭找到彼此嗎？
還是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愛得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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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尼(全智泰 飾)與史提芬(吳凱文 飾)從小漂洋過海偷渡到美國，情同兄弟的二人為脫
離奴隸生活，被迫加入了當時紐約唐人街皇后區自稱最惡的黑幫「青龍幫」，於貧窮絕
望又殘酷血腥的生活中長大成人。二人效忠「青龍幫」，為幫派出生入死，地位迅速攀
升時亦開始受當地警察關注，牽起一連串鬥爭及矛盾。直到辛尼失去了他一生的至愛天
娜，好兄弟史提芬被殺於眼前，他決定要展開復仇大計，毀掉昔日栽培他的「青龍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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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子會」在一間酒吧舉行聚會，酒池肉林，放蕩無度，而新加入的邁爾斯和阿利斯則在互相角力去爭取成員的
認同。在酒精催化下，聚會氣氛不斷升溫，眾人更失去理智闖下彌天大禍...... 瘋狂過後，天之驕子亦需面對及承
擔他們的所作所為。慾望令人墮落，泥足已深陷有誰能光榮地脫身？

英國牛津大學裏有一個令人趨之若鶩卻又敬而遠之的秘密組織「驕子會」，由一群家世顯
赫、自命不凡的上流富家子弟組成，他們奉行金錢萬歲的功利主義，追名逐利，夜夜笙歌，
惹事生非，可謂惡名昭彰，但成員卻以此為傲。現在「驕子會」尚欠兩位成員，會長詹士(費
迪霍士 飾 )發動眾成員物色合適人選加入。剛考進牛津的新生邁爾斯(麥士艾朗斯 飾 )非
常積極融入大學生活，更遇見夢中女神羅蘭 (荷莉黛葛蘭傑 飾)，同時他被「驕子會」成員
雨果 (森雷德 飾 )力邀加入，並以驕人成績通過入會測試正式成為第九位成員，而第十位
成員則是一名前會員的弟弟阿利斯 ( 森加芬 飾 )。

「驕子會」在一間酒吧舉行聚會，酒池肉林，放蕩無度，而新加入的邁爾
斯和阿利斯則在互相角力去爭取成員的認同。在酒精催化下，聚會氣氛不
斷升溫，眾人更失去理智闖下彌天大禍...... 瘋狂過後，天之驕子亦需面對
及承擔他們的所作所為。慾望令人墮落，泥足已深陷有誰能光榮地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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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來不是我女友》(What If) 由加拿大導演米高竇斯 (Michael Dowse) 執
導，改編自舞台劇《Toothpaste and Cigars》。由《哈利波特》系列丹尼
爾域基夫(Daniel Radcliffe)與《書中字有夢女神》素兒卡贊(Zoe Kazan) 飾
演一對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好朋友」，二人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被
盛讚為繼《心跳 500 天後》另一笑中有淚、夭心夭肺愛情喜劇。

華萊士(丹尼爾域基夫 飾)與珊姿妮(素兒卡贊飾)在一個派對上認識，二人一見如故，
無所不談，可謂情投意合......但問題是，珊姿妮已經有一個非常穩定的男朋友。華萊
士對珊姿妮一見鍾情，而珊姿妮也需正視對華萊士與日俱增的感覺，二人間的友情是
否可以慢慢昇華為愛情開花結果？還是只嘆 timing 唔夾，抑制彼此感情做對普通朋
友？故事隨著這對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好朋友」在一年間的相處逸事，加上二人
各自的瘋狂幻想，訴說著曖昧不明關係中的甜酸苦辣。



「Black List」劇本終面世  
本年度最令人期待愛情喜劇
《哈利波特》丹尼爾 X《書中字有夢女神》素兒卡贊

由伊恩馬斯泰(Elan Mastai)編劇的《緣來不是我女友》(What If)，曾被
列入電影製作人Franklin Leonard的 2008年度「Black List」(最喜愛
而未開拍的劇本名單 )，伊恩馬斯泰說：「這是個關於曖昧不明關係的
故事，在尋找對的人時，時機 (timing) 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寫的是個很
『道德正確』的愛情喜劇，人們都在嘗試做對的事，而對我來說，本片
的中心思想是，你不能自欺欺人而得到快樂。」
 
伊恩馬斯泰在多倫多的Fringe Festival看過由加拿大劇作家T. J. Dawe
和 Michael Rinaldi 創作舞台劇《Toothpaste and Cigars》，便得到啓
發而把舞台劇改編成電影。他說：「電影跟舞台劇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在情感上是同一個故事，改編舞台劇與改編小說的分別是，後者你很
多時都要作出刪減，但前者則需要擴充，有很多空間給我去加入自己的
意念，我根據舞台劇把故事擴展，加入更強角色。」

劇本被列入「Black List」後，就被 No Trace Camping 的電影監製
David Gross 和 Jesse Shapira 選中，並交給導演米高竇斯 (Michael 
Dowse)，米高一看劇本就立即愛上，隨即答應執導。之後，劇組又收
到《哈利波特》系列男星丹尼爾域基夫有意參演的消息，大為雀躍，大
家都認為他很適合演華萊士 (Wallace) 這角色，而當丹尼爾正式加入劇
組後，監製們剛看了《書中字有夢女神》(Ruby Sparks) 的試映，更接
觸素兒卡贊擔任女主角珊姿妮(Chantry)一角。監製David Gross說：「我
們覺得素兒卡贊跟丹尼爾會很合拍，我們跟她會面後，很幸運地得到她
的答允，讓我們有機會跟一班各有不同又很有才華的演員合作。」



丹尼爾域基夫脫下哈利波特魔法袍
 初演喜劇大展搞笑才能

華萊士是個轉數快、熱心善良、喜歡冷嘲熱諷，但骨子裏很浪漫的人，他有很
多生活趣聞軼事、微小的觀察，和一些荒謬搞笑的理論跟別人分享，他從醫學
院輟學，現正在一間軟件公司、每天坐在開著熒光燈的板間辦公室寫程式，不
太像他心目中的理想事業。他一向都想做對的事，但卻經常處於一些道德模糊
的處境。他相信愛情不是一個讓你做衰人的藉口，他不喜歡說謊、瞞騙、控縱
或傷害別人，他剛剛被人傷過心但正在恢復過來—至少他在嘗試恢復過來。華
萊士可以跟任何人談任何話題談多久也行，但他從來沒有遇過一個比珊姿妮更
令他喜歡的傾談對象。

丹尼爾域基夫看了劇本後，深深被華萊士這個角色、以及故事的睿智和情感吸
引，他說：「其中一個令我很想參與這電影的是劇本中這一部分，說華萊士矯
正珊姿妮說某個字的發音，看到這裏我就知道我喜歡這人物。他是有點性格孤
僻、不太懂交際的人，但他很想埋堆，他是個很好的人，但執著感情非黑即白
的想法，不過這也是他有趣的原因。他是個很有趣、很複雜和搞笑的人。」

愛情喜劇是丹尼爾的新嘗試，他對於能夠演出這角色感到很興奮：「通常我演
的戲都總會有一幕我的角色會情緒崩潰，面對一些很可怕的事發生在他身上，
但這電影沒有這些東西，這是套比較輕快的電影，情感上沒有很大的痛苦和悲
傷，所以我很享受拍這片，我希望將來可以多拍喜劇。」
 
編劇伊恩馬斯泰說：「我覺得丹尼爾在本片的表現會令人驚嘆和眼前一亮，他
很有趣、很有魅力，完全放開情感而且轉數很快，我為觀眾能看到這麼不一樣
的丹尼爾感到興奮。」



華萊士愛上的女生叫珊姿妮，她是個可愛甜心，好奇心爆棚，有傻大姐的幽默感，她有
點反社交，但當她放鬆下來，跟你熟絡起來時，她可以跟你談足一整晚。她是個動畫師，
這是她的理想工作，她的人生很美好—如果一切維持現狀的話，但一切不斷在改變，而她
不擅於面對改變。她與男朋友賓 (Ben) 拍拖五年，大部分時間都是美好的，但多美好的
感情都會有冷卻的一日，直到她遇上華萊士，她才發現自己多麼需要一些新友情的衝擊。

本身也是編劇的素兒卡贊，看過伊恩馬斯泰的劇本後立即被當中的睿智、幽默感和情感
所吸引，她說：「除了有趣之外，我覺得劇本對於男人和女人的描寫也很平衡和恰到好處，
我立即就覺得這劇本是與別不同的。」

對於她的角色珊姿妮，素兒卡贊這樣說：「我覺得珊姿妮是個很可愛的人，因為她對世
事有一種非黑即白的看法，她對於友情、工作和愛情的看法都是很明確的，因此其他人
都很依賴她，她通常都是照顧人多於被照顧，而她對此也感到很自豪，她是我會想跟她
交朋友的那種人，我本身看事物通常會看灰色地帶，所以飾演一個與我的世界觀這麼不
同的人物是很有趣的事。」

在本片中，華萊士與珊姿妮處於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曖昧狀態，素兒卡贊說：「我想
珊姿妮所經歷的也是很多女生會遇到的處境—你遇上一個男生而你知道他喜歡你，但你有
種莫名的責任感在身—如果你已經有男朋友，你應怎樣處理才恰當？我覺得珊姿妮對華萊
士有感覺，我想她也希望自己可以處理得好一點，但我不覺得她感到自己有甚麼做得不
對。」

導演米高竇斯說：「素兒卡贊有一種氣質是我很喜歡的，她非常有趣和聰明，她也是個
編劇所以她很了解故事和拍電影的過程，而丹尼爾和素兒之間有很多即興的演出，我覺
得觀眾會感到很搞笑和過癮的。」編劇伊恩馬斯泰說：「丹尼爾和素兒令這兩個人物比
我想像中更棒，他們為這對人物注入了更多質感，他們的演繹帶出了感情中既脆弱又強
烈的感覺，完全超出了我所期望的。」

夢女神素兒卡贊  
再展傻大姐散發獨特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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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nd 獨家呈獻，今年情人節
浪漫窩心電影《來自日記的妳》，由
曾《小情人》的泰國著名導演尼提瓦
塔拉吞 Nithiwat Tharathorn 執導，
最受歡迎泰國男星素格力威塞哥 Bie 
Sukrit Wisetkae 及《4 條大路通陰
間》、《咒樂園》泰國女神賴拉邦雅
淑 Ploy Laila Boonyasak 主演，故
事講述兩個從未見面的陌生人，因為
一本日記而相識相知，於泰國上畫時
獲得好評如潮，上映雙週蟬連票房冠
軍，總票房突破 1 億泰銖，更代表泰
國出戰競逐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
片」，至今已於全球超過 10 個不同
地方的電影節參展。本片將於今年 2
月 5日情人節檔期上畫。

年青的退役摔角選手宋小二 ( 素格
力威塞哥 飾) 嘗試轉行當教師，但
因學校欠缺教職，只能被調派往非
常偏遠的水上學校上課，在那裡他
只有來自四個不同班級的學生，以
及一望無際的海洋。在孤獨而陌生
的環境，初次當老師的小二鬧出不
少笑話，但性格憨厚的他很快就和
學生建立起感情，以他充滿熱誠的
方法教學。面對陌生、四野無人的
生活環境，及遭遇到女朋友移情別
戀的打擊，小二最初在水上學校裡
感到十分寂寞，這時他在課室裡找
到一本上一任老師 - 安 - 留下的日
記，從文字中小二認識了安老師，
知道她和自己一樣，亦因在這裡經
歷落寂難過的時光。安老師逐漸成
為小二心中一個最好的朋友，即是
素未謀面，但無阻小二對她的思
念，並起了想尋找安老師的念頭。
同一時間，已離開水上學校，在泰
國另一面生活的安老師，在快將結
婚的前夕，遇上人生最大的打擊。
兩個從未見面的陌生人，想不到將
會因為一本日記，而和對方的命運
交錯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