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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殺手》

Hong Kong Famous Film Script 

《我們的波叔》

《導演陳大利的電影長征》《馴狼紀》



《薄荷殺姬》

電影介紹：

《特務 A》女神珍妮花嘉納 (Jennifer Garner) 繼演出《續命

梟雄》及《抱抱我的初戀》等超好評劇情片後，重鎊回歸動作

片類型，《薄荷殺姬》絕地出擊，夥拍《狂野時速 6》John 

Ortiz、《末世街 10 號》John Gallagher, Jr. 及《神盾局特工》 

Juan Pablo Raba 等演技派聯合演出。《妖夜尋狼》系列監制

Tom Rosenberg 星級打造型格女英雌，請來以《救參 96 小時》

開創「營救式」動作片風格的導演皮亞摩洛 (Pierre Morel ) 精

製復仇殺姬，配以擅長火爆場面的《倫敦淪陷》編劇 Chad St. 

John，炮製牽動情緒又緊張刺激的全動感觀影旅程。



故事大綱：

當社會司法失效，黑警當道令毒梟橫行，寡婦要伸張正義，自強

化身爆裂惡女，以暴易暴只為血債血償。五年前，家庭主婦慧

莉 ( 珍妮花嘉納飾 ) 與丈夫和可愛女兒一家三口的生活本來樂也

融融，但丈夫因一時貪念惹上毒梟生意，雖及早醒悟卻未能全身

而退。當慶祝女兒十歲生日的晚上，全家遭槍擊滅門父女慘死，

留下寡婦悲痛莫名。雖然慧莉指證認出殺人兇手，但當地警察、

甚至執法官員均被黑錢收賣，眼白白看著滅門仇人逃之夭夭。從

那一刻起，她明白到要爭取公義只能靠自己，決定化悲傷為復仇

原動力。隱世數年鍛練身心、武裝自我，化身最強私刑執法者，

誓要親自剷除狂妄地下組織，更不能放過還有假仁假義貪贓枉

法的警察，挑戰整個己全面崩潰的司法制度。







棄用電腦特技 
拳拳到肉追求實戰真功夫

動作場面的背後需要由情感帶動，否則動作多凌厲也絕不會好

看。」導演皮亞摩洛一再強調，動作片若要成功，主要元素來

自描寫人性的感情。而今次《薄荷殺姬》更刻意走實戰真功夫

的路線，沒有飛簷走壁，棄用電腦特技加工，不含添加劑地追

求真實動感，而且珍妮花嘉納更絕不錫身，親身上陣演釋多幕

武打場面。動作總指導 Krav Maga 對女主角讚不絕口：「你會

看到片中的高難度動作都是由她親自演出。」

近年專注接拍劇情片的珍妮花其實已經超過十年沒接拍動作片，

在接拍《薄荷殺姬》前，除了鍛練身形、接受包括 MMA 混合

格鬥技術，並由多名不同門派的武術救練傳授各種形式的訓練

外，還要跟美國海豹特攻隊進行武器訓練，學習熟識槍械及刀

劍技能。動作指導 Krav Maga 更指出：「在電影內出現的武打

設計場面， 都是發揮出人類極限的真功夫，只要配合適當訓練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絕非誇張實失的電腦動畫打鬥類型，所

以全靠珍妮花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才能達到影片呈現出來的最

佳動作效果」。 







總教練表示：「珍妮花主演的《特務 A》已奠定她動作女神的地

位，還有她之前所拍的兩部漫威電影《夜魔俠》和《黑天使》都

涉及多幕重量級的動作場面，都知道珍妮花是天生動作片演員的

材料，今次在《薄荷殺姬》重回火爆動作場面，她絕對得心應手，

很快回復狀態而且比以前更加神勇。」

值得一提是片中一幕在色彩繽紛的墨西哥小店內發生的動作場

面，珍妮花單人匹馬在極狹窄的店鋪內，以最短時間，一氣呵

成打敗十多名真槍實彈的歹徒，她像一條心狠手辣的眼鏡蛇，

既柔軟又敏捷地將敵人逐一擊破。珍妮花與攝製組為了完成這

幕節奏爽快的刺激場面，彩排了無數次，拍攝時即使一個小動

作不夠完美，她都要求從頭開始再拍，導演、女主角和全劇組

都竭力追求猶如演奏交響樂般完美的效果，才能夠高度完成這

精彩的動作場面。



百分百實地實景拍攝 呈現洛杉磯兩極面貌

「大家有所不知，今時今日若能夠按照劇本描寫的場景在實地

拍攝，是多麼奢侈的一回事，所以我非常慶幸可以在洛杉磯實

地拍攝這部關於洛杉磯的電影。」導演皮亞摩洛繼續解釋：「但

我並非要把荷里活五光十色的一面呈現在電影，反而是想帶觀

眾進入另一處常被冷落的洛城角落，讓那個不想被揭發的黑暗

國度曝光，暴露洛城的暗黑一面，讓大家看到那些極度恐怖的

冷血歹徒如何佔領這地區。」

《薄荷殺姬》的整個拍攝過程的景點均是實地拍攝，沒有廠景、

不用綠布景，導演追求百分百捕捉真實場景，深入洛城的三不

管貧民窟地帶及其他黑幫的集中地區拍攝，為的就是要觀眾面

前，呈現故事的獨特氣氛並揭示社會陰暗面。這些地方的特質，

就是飽歷風霜的質感，絕對只有真實景點才能表達出來，並非美

術佈景或電腦特技可以取代的，可見導演對於貫徹及強調影片氣

氛的執著。電影女主角慧莉在發生家庭悲劇前，是一位居於郊區

寓所的中產太太。慘劇發生後，背景由一片溫暖家庭色調，倒

轉墮入罪惡溫床的貧民窟內，慧莉亦化身成心狠手辣的復仇者。

影片深入探索這兩種極端的對比，天使之城內可以安居樂業，也

同時是犯罪瘟疫集中地。南轅北轍的兩種面貌在同一城市共存，

令故事更立體。



導演的話：她是《救參 96 小時》的另類延續

慧莉是非一般的動作片英雄，她既沒有軍人背景又沒當過特務，

她只是一名平凡的婦人。但因為人生遭到嚴重打擊，令她全面崩

潰，作出重大改變，化身成一名為正義而戰的惡女。她並非單純

為了復仇，而是為世間上存在的不公義找回應有的正義，這是關

於一位女性獨自爭取公義的故事。我從故事中探索一名普通人，

在經歷一次慘絕人寰的悲劇後，她會如何面對和克服重重打擊，

她的心路歷程才是最能打動我的，並且這才是我想說的故事。某

程度上《薄荷殺姬》是《救參 96 小時》的另類延續，而重點是

今次的主人翁是一名女性，我覺得現在是讓女性當主導的時代，

應是最適合這部電影的時機。這角色對珍妮花來說亦是最好的機

遇，過去幾年她都把時間投放入家庭生活內，盡心盡責的當一名

好媽媽，所以她對此劇本份外投入，因為她本人最能夠體會到這

人物的心情，猶如切膚之痛。珍妮花的演釋能令觀眾更加投入，

相信當人經歷了一段悲痛莫名的慘痛經歷，腦袋和身體都會發生

劇變而變成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她腦內最後只剩下一個信息，

就是把所有有關人等全部徹底剷除。我認為非常值得在這部虛

構的動作片內去探討這種複雜又多元化的可能性。



「報仇」是一種很黑暗的動機，既然它沒法令人起死回生，所以

你不會因為報仇雪恨而獲得什麼 。但對女主人翁而言，她所做

的一切都是為了伸張正義，意義多於復仇。她要彰顯公義，是因

為社會上的司法機構已沒法提供正義，而劇情的張力，也同樣來

自探討她的做法到底是對還是錯。基本上，一個女人單人匹馬

去挑戰財雄勢大的毒梟、罪犯組織及貪官黑警，是跟自殺無異。

但她卻義無反顧地履行這個任務，因為慧莉所擁抱的是過程而

不是要追求結果。因為她知道，即使犧牲了生命，也只是終於

可以去那個國度與家人團聚而已，她只希望阻止那幫摧毀她人

生的壞人去傷害其他人的生命。於我而言，這項任務充滿激情，

若失去背後這種情感意識，怎樣去表達動作也完全沒有意思。

所以重點是所有動作一定要配合劇情。

——皮亞摩洛



珍妮花嘉納：女兒當自強

我喜歡這劇本的原因，不僅因為它的原創性，更重要是因為這是

一部由女性為主導的動作片，所以我很重視這個劇本。而在過

去拍攝過的多部電影內，也末有一部像這戲般以保衛家庭為己

任的主軸，這主題意識令我非常有投入感。我已足足有十一年

沒有拍過動作戲，時間確實不短，幸而我從小就是天生的舞者，

加上拍攝《特務 A》的經驗，對武器的最基本認識有一定基礎，

不過這電影要求的比以前更高更多，所以武器每項細節都要練得

頂瓜爛熟。除了多名武術教練外，幸好我的一名動作替身演員，

也是我廿多年來的好閨蜜，她會不停給我鼓勵，且勸我親身上

陣，她知道若要觀眾看到片中那些高難度和危險動作都是我親

身演釋才會叫爽，也同時讓觀眾看得更加投入。



基於要面對各種動作場面，開拍前我需要從新鍛練身體機能，

同時亦需要時間重新拾起這種艱苦訓練的狀態，而我亦自信我

一定可以做得到。而這種心態正正跟片中人物慧莉相同，正好

令我更加投入這角色，在身體接受操練的同時，令我明白到這

角色的痛苦和決心——一種誓要為家人報復的動機。不過有時

我不清楚這種執行私刑的手法，否真的可以彌補她內心的空虛，

及填補失去親人的空洞。所以當我第一次與導演見面時，我們

首先討論的觀點，就是到底她這樣的報仇計劃是對抑或是錯，

我們在研究慧莉的行動，究竟有沒有走歪了方向，從而得出這

部電影的核心主題，其實就是要討論復仇和正義之間，人性存

在的價值觀在哪裡。最後得出來的結局，就是讓慧莉在女兒逝

世五周年的晚上，亦同時是她的生忌，進行復仇大計。

——珍妮花嘉納







《馴狼紀》

電影介紹：

《馴狼紀》(ALPHA) 是艾伯曉斯 (Albert Hughes) 首部個人

執導劇情長片，與胞弟亞倫曉斯 (Allen Hughes) 合導的前作

《Menace II Society》獲提名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 (Golden 

Camera)，另外憑《末世天書》獲 Black Reel Awards 最佳導

演獎。電影由《吸血兒凶》、《變種特攻》系列《猿人爭霸戰：

猩凶崛起》哥迪史麥菲 (Kodi Smit-McPhee) 聯同《原子殺姬》

及電視劇《權力遊戲》系列約翰斯祖安尼遜 (Jóhannes Haukur 

Jóhannesson) 主演，演繹一段少年與野狼之間的動人故事，以

氣勢磅礡的震撼視覺效果，帶領觀眾遠赴壯闊極地，見證人類

與動物建立互信友誼的起源。



故事大綱：

在史前的冰河時期，年輕的基達跟隨作為族中首領的父親，準

備搜捕人生第一件戰利品，打獵過程中卻意外墮崖，與族人失

去聯絡。基達獨自尋找回家路時遇上狼群襲擊，僥倖逃出生天

後發現因受傷被同伴遺棄的狼王 Alpha，於是將牠救起並帶到

山洞療傷。少年與野狼各自懷著恐懼互相試探，卻在危難中慢

慢建立信任，共同面對險境。敵對的兩極聯成同一陣線，並肩

為生存而奮戰，野狼伴隨著的少年終成為真正的勇士，而人與

狼的關係亦徹底改變了以後的世界。





電影資料：

片名：《馴狼紀》(ALPHA) 

上映日期：2018 年 9 月 25 日

導演：《末世天書》艾伯曉斯 (Albert Hughes)

編 劇： 丹 尼 爾 施 巴 斯 坦 維 登 豪 (Daniele Sebastian 

Wiedenhaupt)

監製：《末世天書》艾伯曉斯 (Albert Hughes)

 《追命列車》安德魯路拿 (Andrew Rona)

主演：《吸血兒凶》《變種特攻》系列 哥迪史麥菲 (Kodi Smit-

McPhee)

《原子殺姬》電視劇《權力遊戲》系列

              約翰斯祖安尼遜 (Jóhannes Haukur Jóhannesson)

發行：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淘金殺手》積克奧迪雅榮獲威
尼斯影展最佳導演

高先榮獲香港發行權

高先電影公司繼去年榮獲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電影《監護

權爭戰》（Custody）的香港發行權後，今年再接再厲，勇奪

本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電影《淘金殺手》（The Sisters 

Brothers）的香港發行權。

憑《淘金殺手》贏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法國著名導演積

克奧迪雅（Jacques Audiard）曾執導《銹與骨》（Rust and 

Bone），更曾憑《流離者之歌》（Dheepan）贏得康城影展金

棕櫚大獎。

《淘金殺手》是他的首部英語電影，他曾表示期待與這些優秀

演員合作是他拍成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



《淘金殺手》根據屢獲大獎的同名暢銷小說改編，講述「殺人零

失手」的殺手兄弟受僱追殺一個自稱擁有舉世無雙的淘金祕方

的男人。追殺路漫長，性格迥異的兩兄弟碰撞不斷，不知是否

還能靠金錢或是血緣走下去。影片中 Sisters 兩兄弟分別由康城

影帝祖昆馮力士（Joaquin Phoenix ）及金像提名影星約翰韋

利（John C. Reilly）飾演。《斷背山》金像提名影星積佳蘭賀

（Jake Gyllenhaal）、《頭條殺機》《俠盜一號：星球大戰外

傳》男星 Riz Ahmed 亦實力加盟，四個硬漢各有花招、鬥智鬥

勇。這齣荒誕滑稽、黑色幽默的西部片於威尼斯影展世界首映，

獲得海外媒體及影評人一致好評。















The Hong Kong Film Ar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 showcase innovative film makers and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 accept all genres of short films and feature films. The Hong Kong 

Film Ar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KFAIFF) is held by Hong Kong Film Art 

Association (HKFAA). It was established in November 2004 as a registered 

charity group.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with more than 350 member schools.







AwArd - Short Film

Special Mention  [Actor -Short Film] 

Coline Chan (Flowers of Life)
Jibrail Rajhula (Glimpse)

Special Mention  [Actress - Short Film] 

Ko Yi Ting (Luna)
Mary Sourimuthu (Glimpse)

Special Mention  [Actress - Short Film] 

Mousse – 30
Roof Knocking

Sidewalk
Happiness

The Seven Abdulkarims



Best Actor [Short Film]

Justin Hosking (After Silence)

Best Actress [Short Film]

Una Chen (A night in Taipei station)

Best Short Film 

Resilience



AwArd - FeAture Film

Special Mention [Actor - Feature Film]

LAU Chung Pang, Enson (War of the Youth)
Jim Sarbh (Three and a Half)

Special Mention [Actress - Feature Film] 

CHAN Pui I, Natalie (War of the Youth)
Lia Bugnar (Octav)

Special Mention [Feature Film]  

Octav
Saving Flora

I want to back home
Three and a Half
War of the Youth



Best actor - Feature film

Marcel Iures (Octav)

Best actress -Feature film 

Jenna Ortega (Saving Flora)

Best Feature film 

Mahin's issue, Maliheh's problem































UA CineHub 呈獻「梁醒波誕辰 110
周年放映禮」

波叔家人、政界人士、明星藝人齊集
UA Cine Times 

懷緬香港永遠的喜劇巨匠

今年是波叔誕辰 110 周年，由 UA CineHub 舉辦「梁醒波誕辰

110 周年放映禮」已於昨晚 (8 月 17 日 ) 圓滿結束，當晚邀請

了波叔家人、一眾政界人士及明星藝人出席，與超過 400 位觀

眾一同於大銀幕上重溫波叔經典巨作《嬌嬌女》，向一代喜劇

大師致敬。

當晚的主禮嘉賓包括立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執行董

事許丕績先生、娛藝 (UA) 院線董事總經理黃嗣輝先生、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GBM，GBS，JP、文蘭女士

（梁醒波女兒，《嬌嬌女》主角）、梁乃業醫生（梁醒波兒子）

及梁智宏先生（梁醒波長孫），其他出席嘉賓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 JP、前立法會議員劉

慧卿小姐、前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女士、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小姐

及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先生等，以及一眾藝人友好：歐陽偉豪 (Ben 

Sir) 、王梓軒、黃宇詩、華娃、陳欣健、森森、白茵、甘國亮、

阮德鏘、車淑梅、張文新、寇鴻萍、張同祖及 Serrini 等 （排名

不分先後）。



到場支持的藝人朋友都十分欣賞波叔這位前輩，王梓軒表示波

叔在 50 年代已經將西方的藝術融入他的創作，如今晚放映的《嬌

嬌女》，是 1956 年的作品，但已有 West Side Story 或 La La 

Land 的踢踏舞元素；另一位嘉賓黃宇詩，非常熟悉波叔的作品，

她認為所有喜劇要有的元素波叔都能表現，拍攝時反應超快亦

很直接地去表現他內心天生搞笑的天份，呈現一個笑匠需有的

特質。

放映禮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GBM，

GBS，JP 致辭，他感謝波叔對粵劇及電影界的非凡貢獻，更即

場大唱《光棍姻緣》經典「担番口大雪笳」，即時掀起全場歡

呼聲。其後，娛藝 (UA) 院線董事總經理黃嗣輝先生表示波叔是

香港幾代人心目中的喜劇大師，非常高興 UA CineHub 能夠透

過是次放映禮及即將舉行的回顧展向波叔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衷心感謝波叔家人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支持。最後，波叔女兒

文蘭女士讚賞波叔的演技後無來者。

主禮嘉賓致辭後，大會播放由一眾演藝界名人分享與波叔往事

的短片，以示對波叔才華的崇敬與欣赏。當中，阮兆輝談及波

叔追求完美的執著與自我提升的堅持，而汪明荃、薛家燕則回

想起昔日波叔於台上的風采、台下對家人的熱愛。當晚也有出

席放映禮的歐陽偉豪 (Ben Sir) 及黃宇詩亦各自陳述他們如何從

波叔身上學習到敬業樂業以至待人處事的態度。短片播放後，

一眾嘉賓好友一同欣賞波叔與文蘭女士父女檔作品《嬌嬌女》，

重溫細膩光影。



我們的波叔―梁醒波誕辰 110 周年回顧展

「我們的波叔―梁醒波誕辰 110 周年回顧展」在 8 月 18 日至

8 月 26 日精選一系列波叔經典電影，讓觀眾回顧這位喜劇宗

師在銀幕上的風采。在 8 月 18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於 UA 

iSQUARE 更設有專題展覽「梁醒波．伶影之間」，介紹波叔

不同時間的演藝歷程及展出珍貴照片。更多詳請可瀏覽 UA 

CineHub Facebook  https://bit.ly/2M9y6BG。

回顧展電影表

日期及時間 電影

18/8( 六 ) 3:30pm 《光棍姻緣》

19/8( 日 ) 3:30pm 《紫釵記》

25/8( 六 ) 3:30pm 《呆佬添丁》

26/8( 日 ) 2:30pm 《嬌嬌女》

26/8( 日 ) 4:30pm 《烏龍王發達記》



如有任何垂詢，請聯絡
Plan B Marketing & PR：
Vivi Pang   電話：9135 3230   電 郵 ： v i v i .
planb@gmail.com
Elly Lai   電話：6072 6255   電 郵 ： e l l y .
planb@gmail.com

關於娛藝 (UA) 院線
為立基國際集團旗下公司，1985 年建基香港，主理戲院營運，

致力為香港、澳門及大中華區觀眾提供高質素的觀影體驗，並

承諾將優質的戲院服務帶予顧客。UA 院線現時於中港澳不同核

心地區已開設 21 間戲院，共有 153 塊銀幕，超過 2 萬個座位，

更多資料可瀏覽 www.uacinemas.com.hk。

關於 UA CineHub 
UA 院線一向致力為觀眾帶來嶄新及多元化的電影體驗，2012

年開拓全新領域 UA CineHub，旨在提供更多元化的電影予觀

眾，並舉辦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等。並於 UA 院線作重點精選

推介，讓觀眾能夠享有更多不同種類的電影、娛樂及文化選擇。

UA CineHub 精選推介的都有著多元化及不一樣的內容、破格

的呈現方式、特殊的文化意義、口味和興趣。豐富內容包括不

同主題的電影節、世界各地口碑電影、高清攝製歌劇、音樂劇、

衛星轉播音樂會等，致力擴闊觀眾的文化視野。更多資料可瀏

覽 www.facebook.com/UACineHub。



























《黃金花》
導演陳大利的電影長征
訪問：鄺保威
整理：伍小月、鄺保威

我於 2003 年浸會大學畢業，剛好香港 SARS 爆發，當時市道很

差，搵工困難。最初一份工是在有線電視娛樂台，當時職位是

PA（製作助理），只有 $4,000 人工，不過只做了一星期，TVB

請了我，所以便辭去有線電視的工作。

TVB 的工作是在新聞部導演組，負責控制 channel 畫面上的處

理和整個新聞報導的流程。我初入新聞部導演組，只負責按鍵和

出 cue，與電影無關，這份工是來自一個很戇居的錯誤，當初填

表時本想入戲劇部，不小心剔了新聞部。經過 interview，TVB

又請我，不過錯有錯着，新聞部人工比有線電視多了一倍多，

有 $9,500。

由讀電影開始，我已立志做導演。大學一年級那年，於電影歷史

課上看過一部電影，叫《四百擊》，對我很大影響。在讀大學之

前，我所看的電影只是成龍那些電影，飛車、動作，當時對電影

的理解就只有那些。但看到這樣一部世界級電影時，我被打動

了，原來一部電影可以將一個人物寫到那麼深入，杜魯褔以半自

傳式寫他自己，我很感動，所以就立志要拍一些感動人的電影，

事情就是這樣開始。



立志做導演，我很清楚在一個商業電影的世界裡，先要識劇本，

懂得戲劇，所以，畢業後若有人問我想做甚麼，我答他想做編

劇，因為我要懂得戲劇，最直接就是去做編劇，因為編劇是實

在地去寫一個戲。

因緣際會，有間電影公司想找些新人加入，幫手度劇本。在朋友

介紹下，傾談後，對方覺得我 OK，一拍即合。雷宇揚，那時他

是東方電影的監製，我就加入開始跟他一齊度劇本，因為在他所

監製的電影中又做導演，所以就跟他一起度，另外找人寫。還

有一位跟我們一起度的，現在已成大師級編劇，他就是李思臻，

《美人魚》和《楝篤特工》的編劇。李思臻比我早加入，那時他

已和雷宇揚寫了四、五部，我們一直寫了幾個劇本也未能開拍，

直至寫了一部《墨斗先生》，終於可以開拍。當年我一畢業便

與他們一起，同時又在 TVB 工作，以 freelance 偷偷地做。畢

業後一年，我便有一部電影掛了編劇的名字在電影院上映，當

時我正想辭去 TVB 的工作，所以便離開了 TVB。

初時覺得很好，一畢業就有部戲掛上自己的名字。我不評論那套

戲，那部戲票房不理想，有很多因素導致。我還是繼續幫雷宇

揚寫劇本，除此之外還幫他寫很多東西，例如電台講稿、小說。

但這些工作收入微薄，一直寫的劇本也不能開拍，又辭了 TVB

那份工，沒有收入，生計開始出現問題，很鬱悶。

在電影行業工作跟我讀電影及睇電影完全是兩回事。莊文強導

演：[ 睇電影、讀電影和做電影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我親身

感受到這句話。所以跟他們寫一些商業電影時，我自己會拍一

些短片，平衡一下。



去到 2010 年時，已拍了四、五套，由十多分鐘到廿分鐘不等，

有時間便拍。由 2003 年畢業開始，鮮浪潮那部可算是最後一部。

還有一部是拍我故鄉的，記錄那裡的事，在 2005 年開始拍，拍

好後沒有剪，放在一邊，在 2011 年才剪，因為這部片有講我姪

兒，我想等他長大時為他拍一個結尾，所以一直放在一邊，由

DV 拍到 HD，就要等一個鏡頭，那是他由兒童成長為少年的那

一刻，放在片尾作結。

我一直以這樣方式去平衡心理，當中拍了一部紀錄片叫《媽》，

實驗性紀錄片，拍我的媽媽，約 18 分鐘，參加 IFVA，奪得第

十屆 IFVA 金獎。那時沒分甚麼紀錄片組或戲劇組，只有公開組

和青少年組，還有動畫組，我就奪得公開組金獎。那年獎金減

價，只得 5 萬元，我還是很開心，自己好像很犀利，得到金獎，

有人認同，又回看歷屆金獎得主前途也很不錯，各方面也有工

作。

很奇特，我得獎之後，完全沒有事情發生。不過也沒問題，我

繼續在電影業工作，但一直都很想離開，想轉行，做甚麼都好。

但是我又跟自己說最好堅持下去，畢竟這兩三年在行內也累積

了不少經驗，如果由讀電影起計，也有 7 年時間，如果那時放棄，

便一切都沒有了，再不能重回這行，所以頂硬上，生計問題我

要怎樣解決？我便和朋友開了一間 production house，幾個朋

友加一部 camera 便可以接 job。我們接了很多浸會榮譽院士的

畢業禮，又拍了很多 corporate video、商場 event，勉強維生。

此時雷宇揚離開了東方，我的 connection 也沒有了，雷宇揚沒

有做電影，北上大陸。





去到 2007 年，那時遇到 Edmond，黃子桓，黃百鳴的兒子，

他找我寫劇本。他在公司是由拍 making of 做起，由於他是老

闆兒子，所以有機會寫劇本，但他也要由低做起，所以他所識

的編劇都是新人，沒有已上位的編劇幫他。我與他是在拍《墨

斗先生》時認識的，當時他只是在那裡拍 making of，那時公

司很多戲的 making of 都是他拍的，現場沒人理他，他自己一

個人拍，拍完回去自己剪，剪完交給老闆。

所以當他有機會寫劇本，他便想找些新人跟他一起做，便找了

我。寫《衛斯理》。當時我們只知埋頭苦寫，後來有一日黃百

鳴先生來到，叫我們先不管《衛斯理》，去寫另一個劇本，所

有籌備都已就緒，即將開拍，這就是《葉問》。寫《衛斯理》

人工很低，是否可以拍也未知，寫整個劇本歷時兩三年，但只

有五、六萬收入，分兩期出。人工不多，也不知要寫到何年何月，

但只知埋位寫。我當時是 nothing，人工就是這樣，看自己是

否想爭取把握這個機會。解決生計問題就要靠拍 video 去維持。

寫《葉問》時，跟導演葉偉信一起度，我和 Edmond 一齊度劇

本。我沒有跟現場，整個過程大家都不知道以後會怎樣。後來在

片尾字幕，我是初稿編劇，這是公司政策，我沒能力去爭取甚

麼，作為一個新人，我不懂得去爭取，最後公司定了這樣便是這

樣，攞不到正式編劇名份。但實質上我是跟足全套戲，只是沒

有跟現場。當然，我自問也只像是個學徒，可以當是助理編劇，

但出的名銜就是初稿編劇。



部戲出街後獲得成功，開始有些好事慢慢向我走來。在外頭未

必會被人承認，但在東方，若有新戲便會找我一起寫，開始有

些編劇 job 可以做，不過還是未能解決生計問題，劇本費只得

數萬元，需要繼續拍畢業禮去維持收入。

《葉問》上映時我又因朋友介紹認識了黃修平。黃修平當時已

拍了幾部電影，例如《魔術男》，不算怎樣成功，同樣也沒有

budget，沒有錢，找的編劇只能是新人，像我這類的。當時大

家都不懂得怎樣寫，劇本概念來自黃修平，大綱由他寫好，大家

一齊拿著一本編劇工具書，邊學邊寫。這個過程約是大半年至

一年，全部由我執筆，之後由黃修平去改。大家好似打乒乓球，

來來回回。劇本精神來自他，我提供編劇技術，寫完後以為可

以開拍，怎知遇上資金問題，便擱置了。對於我來說，這件事

已經完了，因為我只是編劇，這件事去到這地步，已與我無關，

我便離開。

直至五年後，黃修平解決了資金問題，電影拍完並上映。至於

另一位編劇陳心遙，我不太清楚，他和黃修平是大學同學，我

估在我出現之前，他們已交流過劇本，但在我和黃修平合作時，

他還未出現，直到劇本差不多完成時，陳心遙才加入，俾意見並

一起寫劇本。開拍時我已離開了，他們兩人一直尋找資金成就了

這件事，讓這部戲誕生。在該片內的名銜，我們當初沒有討論，

也沒簽合約。我只是希望寫好部戲，也想捉緊機會，黃修平有

很多事未能確定，也沒提出過。由他們公司決定了怎樣在這部

戲內擺放名銜，我也沒有收到過通知，一切由他們公司決定。





在電影上畫時我才知道，在片頭字幕有一個獨立畫面寫着「編

劇陳大利」，黃修平就寫導演、編劇，陳心遙是監製、編劇。

poster 就是黃修平和陳心遙排名行先。這個安排十分好，這一

切都是際遇。我遇到過很多貴人，好像雷宇楊，他是我第一個

貴人，帶我入行。雖然行內很多人有問題，但他們又可以提供

機會給你，這就是際遇。回想雷宇揚，他對我很好也很公平，

出糧時會給全數，起碼沒有走數，就算出來的作品不是很理想，

但結果是由很多因素形成的，我不想評論那些。

回說《葉問》出街後，開始有些工作找上我，但我依然不能以

編劇為生。雖然有了《葉問》，但實質上不完全是我的功勞，

我是跟着葉偉信去寫，完全是他一人對整件事用心了解，很用

心地將故事重現，很大程度是葉偉信將自己投射進人物角色內，

是很作者的，他領導了整個編寫過程，我只是參與者，作為一個

助理編劇，我個人認為應該是這樣分崗位的。領導整個編劇團隊

去編寫的人才是編劇，助理編劇就是做一些資料搜集，在開會過

程中提供一些橋段，貢獻了劇本的小部份，而且還要看工作經

驗和能力去定義。就像現在，在電影公司內我是編劇組的頭頭，

帶着一些人去編寫劇本，那些人便是助理編劇，我可以觀察他

們的能力是否到了編劇的位置。

講回那時，我依然未能以編劇為生，但開始做《葉問 2》。還是

東方電影公司，還是同樣價錢，一切如舊，但這次我跟場，而

且做即時剪接，即場剪動作場面。當時在電影界，數碼化剛剛

開始，現場剪接是一個新崗位，



即時拍即時剪，我便去做，人工很低，只有 $5,000 一個月，

做的事情就很多。這個經驗很寶貴，我需要在現場了解他們怎

樣拍攝，再即時把影片剪好，讓我學習很多。之前我拍 event 

video、畢業禮、拍攝花絮，那些節奏控制的經驗，原來剪戲劇

時可以用得着，我慢慢被一些導演或監製看到了我的能力。我

想說，不要怕蝕底。那時我人工很低，可以說是不合理的，我

又回到初畢業時的人工。

我作為一個編劇在其他人眼中也沒有甚麼成就，只是一個助理

編劇，偶爾幸運地在一部電影內有個編劇的名份。在即時剪接

這件事上，慢慢地在行內人眼中，知道我懂戲劇，能剪出戲劇，

而且我剪得很仔細，真的可以出街。當然，出街那個版本不是

我這個，正式剪接是張家輝。從那時起，其他人開始喜歡我，

知道我有能力可以做得到，以後去傾劇本時便會容易很多，大

家開始建立一些關係。我也得到了葉偉信、洪金寶大哥的欣賞。

完成了《葉問 2》我依然是不能維生的。除了東方電影，沒人找

我寫劇本。我寫過《開心魔法》，但這個劇本失敗，票房和口

碑也失敗，那是我各方面的問題，所以還是沒有編劇的工作。

我不停想離開電影這個行業。沒有工作是很辛苦的，有工作時，

每天困在片場，工作很累，我反而很 enjoy，我喜歡一起創作，

一起去完成一件事的生活。當然有很多人找我，但往往都只是

傾，傾得幾次又沒有下文，全部都是冇米粥，很打擊自信。



我三十歲了，中學同學們都很有成就。我讀沙田聖公會曾肇添

中學，band one 名校。同學們有的在大學做教授，有些是博

士，有些是在國際上得獎科學家，回看自己，當年跟他們成績

差不多，為甚麼連萬多元一個月也賺不到。有了這樣想法，心

想不如去考試，讀書也好。反正沒工作，所以我去讀書，去中

大報讀 Master，讀 Visual Cultural Studies，屬於文化研究科

目。為甚麼會選這科？主要是這科學費沒那麼貴。這一科很吊

詭，講的都是對主流意識的反抗，跟我以前做主流電影的經歷

是很對抗的，它開闊了我的眼界，令我看到很多非主流思想，

例如 gender study，queer theory 等，真是大開眼界。其中

有一科對我影響很深，是一位劇場人何應豐老師授課。他教的

是 theater，但他不是教你一些劇場的東西，而是跟大家傾偈，

解剖一些香港文化問題，引發我們思考。

我覺得自己很 fresh，雖然不是有很多得着，但在思想上很充實，

本來計劃是 full time 讀一年，怎料在讀完一個學期後，便出現

了一個重要轉機，就是有電影需要跟場編劇去大陸工作。如果

上大陸，我便不能讀書，要延遲。雖然也有掙扎，但我還是選

擇上去，於是便暫停讀那個學位。

這部戲就是《西遊記之大鬧天宮》，Edmond 寫劇本，合約裏

需要一個跟場編劇，本來是找李思臻，但他忙，便找上我，我

是第二選擇。雖然猶疑過，但我知是一個機會，所以就去了。

假若這次我沒有去，繼續讀書，我可能已經轉行了。選擇上去，

因為這是部大片，導演是鄭保瑞，還有那麼多大明星，想跟去

現場看個究竟。







怎知上到去才發覺這是一個災難，因為劇本問題，拍攝時很多

事情不順利，要找人改劇本，既然我做跟場編劇，這就是我的

事。當時拍發哥（周潤發）的戲份，但是他只有十幾日檔期，

要在這段時間內拍完。這十幾日，我就硬著頭皮按照戲劇需要

和導演要求改劇本，這個階段我還可以完成，完成了發哥那段

戲，可算是鬆了一口氣。接着便是甄子丹，他的角色是孫悟空，

他踢了很多橋，劇本不通的地方。

劇本確實有問題，但這是整個工業的問題，在劇本未去到太圓

滿便要拍，很倉促決定。原劇本不關我事，當時我還未參與。

現在我必須跟甄子丹的戲去改劇本，但改還改，去到一個地步

是沒辦法改的，要停機，要停一兩個禮拜去研究怎樣修改劇本，

最後決定找更有經驗的編劇上來，於是便找來對我很重要的一

個人，我的啟蒙師傅，已故的司徒錦源先生。他和鄭保瑞一直

是 partner，合作了《意外》、《愛。作戰》。我在他身上才知

甚麼是編劇，遇到他之前我竟然完全不懂寫劇本，之前所做，

全部是錯。

跟著他，我便慢慢從頭做起，學到了一個劇本結構的思維：究竟

編劇是要寫甚麼，你寫甚麼就是在推甚麼，一定要有一個清晰

目標，所有事也要指向那個目標，每場戲的目標就是所謂的「推

甚麼」。他推介了很多書，例如劉天賜的《編劇秘笈》，入門書，

不過這本入門書是不夠的，還要有實戰經驗。我很難講我怎樣去

學，學到甚麼，因為當時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很多是即時，牽涉製

作，創作，創意和演員，我從旁看他怎樣解決這些問題來學習。

我們當時是做劇本醫生，劇本出了問題，我們去醫。做劇本醫

生，



做一部等於做三部，在學習上可以看見很多問題，見到問題也

了解很多解決方法，會有很多思考。那段期間，我感覺腦爆炸，

不停思考，感覺很正，所以我經常說我遇到很多貴人，遇不到

就沒有機會識得寫。

《大鬧天宮》之後就是《車手》，在接近後期時，我跟隨司徒

錦源一起去幫鄭保瑞導演改劇本。之後再有另一部，是甄子丹

的大陸電影《特殊身份》，也是類似處境，在兩年間做了這三

部電影去學習編劇，當時也沒有定義是否 full time 做編劇。和

朋友一起做的 production house，生計有困難時，我便去拍幾

日，但漸漸 fade out，因為我終於找到了那支燈柱，那盞明燈，

終於不再迷茫。我知道只要跟着他，有朝一日可以寫出劇本，

便慢慢不接其他工作，硬着頭皮，頂住生活壓力去學習。我一

直很感恩遇到他。完成了《大鬧天宮》之後，我就回港繼續完

成那個 Master 課程，為求完成課程。因為找到了明燈，便放棄

所有 video 的工作，全心去做編劇，頂硬上，前後大約一兩年，

從 2010 年至 2012 年左右。

後來司徒錦源先生肺癌病逝，那盞明燈便沒有了，但因為司徒錦

源的關係，又認識了另一盞明燈，他是跟司徒錦源寫劇本達十

年的力奇（鄧力奇），他就是我師兄。他跟隨司徒錦源寫《愛 . 作

戰》、《意外》等，也寫大陸電視劇，由《仙劍奇俠傳》開始寫。

他正式掛名做編審是《怪俠一支梅》和《軒轅劍》，這些都是

內地收視冠軍的電視劇，他是一位非常成熟和全面的編劇。

我跟隨力奇寫電視劇，埋頭苦幹，不分晝夜。很可惜的是，我

們寫的電視劇都未能開拍，於是又出現生計問題，錢收得很少。



這兩年大家的生計都出現問題，不過這兩年對我很重要，寫電視

劇時，大家不分晝夜度橋，每日圍度，三四個人一起，鄧力奇

是主導，有些是三十集，很多還未到寫劇本便沒有了，有些做

了大綱或分場後，整件事又沒了，所有事情不斷反覆。圍度的

三四個人之中，我是經常出現的那位，這段時間我儲下了很多戲

劇橋段。雖然司徒錦源是我的啟蒙老師，但我在他身邊鍛鍊的

時間不多，跟着力奇就寫得很多，司徒錦源給我的是一個視野，

怎樣去寫，便是在力奇身上學習的，例如用什麼字，應該怎寫，

甚麼應該寫，甚麼不能寫，就是在這兩年寫電視劇時學習得來

的。不過這段時間我們的生計出現超大問題，只好解散了。

力奇要回 TVB 找份工作，我又變成了沒工作。在這時，命運好

像也出現了一些轉機，就是之前的幾套戲《大鬧天宮》、《特殊

身份》和數年前的《狂舞派》忽然在同一年上映，好像是 2012

還是 2013 年，而且在三部電影都有我的編劇名銜，《狂舞派》

反應更是不俗，開始有人認識陳大利是一個編劇。在我人生最

窮困的時候，之前所累積的，現在一次過回報在我身上。從那

時起，我開始決定要寫自己的劇本。回想當初，我想成為導演，

我跟人說我想做導演，但又替人寫很多劇本，自己的卻一個劇

本也沒有，很差勁，我決定從那時起寫自己導演的劇本。就是

那時，我跟力奇傾出了《黃金花》的故事大綱。





為什麼會拍《黃金花》這樣一部電影？第一部電影，我想拍一

些自己熟識擅長的題材。回顧自己曾經做過的創作，我 IFVA 得

獎的那部就是拍媽媽，是我最喜歡的作品，也公開得到過承認，

所以便捉住母親的題材去拍。拍一個母親，怎樣才能拍到極致？

就是要拍一種無條件最偉大的愛。在我回憶中，有一個印象，

那時我住屋邨，很多時在屋邨樓下的巴士站，會見到一個媽媽，

拖着有特殊問題的兒子追巴士。他們在跑，那背影是很論盡的，

很多甩漏，但畫面很美，很感人，很浪漫，我很想將這些都寫

下來。

《黃金花》裡的母親有一個患自閉症的兒子，就是這樣決定的。

我又不想做很「香港電台」的戲劇，便寫了一個戲劇衝突，就是

這個家庭的老公有外遇，有小三，老公吵架離開了家庭。媽媽

要取回這個家，守護這個家，她生起念頭，就是步署計劃去殺

小三，於是便寫了這樣一個劇情，用這個戲劇動作來寫母子情，

形成整個故事的架構。力奇幫我構思，構思以後，全是我自己

寫的。寫的時候，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便請教力奇，所以他成了

我的顧問，出字幕時，我寫他是劇本顧問，那時大約是 2013 年，

第一稿我用了三個月寫完。

此時 Edmond 已由編劇慢慢提升為出品人，公司老闆，拍一些

細 budget 的電影，所以他有興趣投資我這部電影，也決定開

拍，天馬電影起動第一筆資金。來來去去都是這些人物，所以

我說這是際遇，是自己的經歷儲回來的。所有事都由他們為我

去籌備。在寫這個劇本時，我心目中主角是 Mo 姐，毛舜筠小姐，

我不認識她，要透過 Edmond 幫手聯絡，找到她後，她看了劇

本也有興趣，覺得很有意義。



這時雖然已決定開拍，但資金仍未足夠，至少應該要八百多萬，

這是香港一個正常的小本製作數字，對於劇情片，這個數字更

是少得不合理，如果沒有人免費做是做不成的。現在香港拍一

套小品最少也要八百萬，這個數字算是合理偏少的，很緊絀。

資金出現問題，所以 Edmond 很想這部戲可以進入大陸，但劇

本審批通不過，因為整個劇情都是圍繞著殺人，很不健康。國內

對這些很敏感，可能大陸很多大婆與小三的鬥爭，劇本還說要殺

人，所以不能接受。過不了審，拿不到大陸資金，這件事又擱置，

又開始等運到。這時《葉問 3》開始了，我便加入去寫，由於天

馬需要儲備人才，與我洽談簽約做編劇，我答應了。在 2013 至

2015 年左右，我與力奇寫電視劇實在太窮了，我需要簽約支取

月薪才能解決生活問題。加上我是單身，這樣生活就沒問題了。

因為《葉問 3》，《黃金花》被放下了。直至有一日，我和黃子

桓和葉偉信傾偈，順便了解一下《黃金花》的進度。講起這部

片的審批問題，葉偉信講了一句話：沒有大陸市場便沒有，港

產片便用港產片的拍法，拍得便宜也可以拍。就因為這句話，

Edmond 好似俾人點醒咗，於是便籌備，開始找 Mo 姐，我記

錯了，之前只是將劇本送去審批，這時才開始找演員。但同時

我又正在做《葉問 3》，所以那年我還需要先完成《葉問 3》，

回港後才正式與 Mo 姐傾劇本。於是便埋班，加上「本地製作」

製作人伍健雄，他做監製，大家都知，心知肚明，唔駛講咁多。

故事內兒子的角色是自閉症加中度智障，又是主角，很難找演

員，在我心中，一直希望找一個新演員去做，Mo 姐也認為要找

新演員新面孔，否則觀眾不會相信他的演繹。我又想找一個有

明星相的演員，既然母親是 Mo 姐，她有一種星味滲透出來，



在戲裡，我盡量抹去這種味，但始終存在，所以這個兒子也要跟

Mo 姐襯得上，假若找一個太真實太赤裸的，觀眾不會相信那是

Mo 姐的兒子，所以我要求有樣貌又有演技，casting 一直找不

到。

直至一天，跟 Mo 姐食飯，她提到有一次看舞台劇，看見一個

男演員做得很好，希望我找他 casting。我 casting 完，第二天

便致電他，決定由他擔任男主角，沒再考慮其他人，他正正有

樣貌有演技，符合了我的要求。雖然當時他也不太了解自閉症

是甚麼，但我看到他演技的潛力和節奏。他是一個舞台劇演員，

做了十多年，身體節奏等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便揀定了他。

這個製作沒有太多資金，很少 budget，最後我只拍了 19 日。

在現場，我沒有時間想太多，所以前期功夫要做得很足，我便

開始做一些真實個案的資料搜集，了解自閉症應該怎樣去演繹。

我找來家俊媽媽和余大俠，他們來自中度智障和自閉症的兩個家

庭，兒子也是少年。有三至四個月時間，我和演員一起去跟這兩

個家庭做訪問、傾偈、家訪，跟他們一起食飯，觀察他們日常生

活。當然演員家訪的頻率沒我那麼多，我很多時需要做些劇本上

的資料搜集。有時我會找余大俠出來跟他討論劇本，問他這樣寫

對他們會有甚麼不好，他便成了我的顧問，俾很多資料和意見。

劇本中很多情節取材於真實人物，凌文龍的角色就是由家俊媽

媽的兒子加上余大俠的兒子混合而成。



余大俠以前在電影行業做過，所以他明白我所講的電影處理是

甚麼，他提供的資料對這部戲很有幫助。在拍攝期間，他也會

跟場，幫助我做出很多細微的調節，教凌文龍怎樣演繹，和說

出一些父母的心聲。很多細位，例如怎樣去拿起一隻匙羹，讓

細節很真實，出來的效果很有質感，他幫了我很多。

在三四個月內，我們斷斷續續排戲，每個星期一次或兩次不等，

讓小龍（凌文龍）與 Mo 姐建立起母子關係，因為戲入面的母

子關係非常親密，我需要他倆熟絡下來。

在開拍前一個月出現危機，資金出了問題，有一筆資金沒有了，

怎麼也沒法解決，要停拍。當時全部已經就緒，班底也籌備好，

我便致電向各位台前幕後道歉，說一切已籌備好但沒法開拍，很

對不起大家，那刻大家真的心灰意冷。很開心的是，安安姐（余

安安）、Mo 姐、Edmond 等人還是努力找投資者，終於找上

Golden Scene 的 Winnie Tsang（曾麗芬）願意加入，注入一

份投資。我們也申請了電影發展基金，最後才籌組資金成功，得

以開拍，這個過程全在一個星期內發生。一個星期前致電各位

不能開拍，一個星期後又致電大家可以開拍，反覆如坐過山車。

那時大約是 12 月頭，好彩事情只在一個星期內發生，大家的檔

期還沒變化。攝影師是專程在美國邀請來港拍攝，我不記得那

時他是否已 book 機票，但已跟他 confirm 了做攝影師一職。

找到資金後，又出現另一個危機：我還未找到做爸爸的演員。

我們必須在 1 月開拍，Mo 姐和小龍之後沒有檔期，否則整件事

可能要拖延半年或無了期，團隊可能會解散。我一直找男演員，

但他們不是沒檔期就是不想演，可能這個角色表面上看起來不

太討好，又離家出走又婚外情。但在我心內，



他不是這樣的，他不是一個壞人。Anyway，沒有演員肯做，我

也不想隨隨便便找人，始終演 Mo 姐的丈夫，必定要有份量。

最後一刻我忽然想起還有一位演員未嘗試，就是呂良偉。我跟

大家說，他們全部贊成，甚至乎認為是最合適人選。於是馬上

找黃百鳴，請他設法聯絡呂良偉並約他出來，我們全體跟他見

面，包括黃百鳴、黃子桓、區丁平、Mo 姐，一起去見他請他幫

忙。幸好這個角色很貼地，夠小人物，他表示有興趣。原來一

直有很多人找他回港拍港產片，但角色不外乎是江湖大佬，或

是一些有霸氣的人物，他不想再演這類角色。他覺得《黃金花》

這個故事有意義，人物夠貼地又有愛，所以便有興趣演出。但他

的檔期很少，因為他將會拍電視劇，所以我便要在電視劇開拍之

前拍完他的戲份。我就修改劇本使這個角色成為配角，這一刻，

我才能確定《黃金花》可以開拍了。

正式開機是在一月頭，好像是在一月中，拍了一個多月，橫跨農

曆年。整個過程非常辛苦，壓力很大，因為 budget 問題，監

製給我們很大壓力，最多試過一日拍六、七場戲，半小時拍完一

場也試過，當然是很簡單的鏡頭。但就算其它場數，最多也只拍

三至四小時。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我跟自己說，拍完就是贏，

當中很多事情我妥協了，例如有些景不太合意也沒辦法，實在找

不到。有時明天要拍，今天還未找到景，甚至在拍之前的七至八

小時才能落實那場景，連場地也沒時間觀察，更不用說去籌備

甚麼。有時亦需要因沒場地而刪減劇本。但有一樣我不會妥協，

就是戲劇，就是演員的演繹，這也是為甚麼我在前期花了那麼

多功夫，因為我預計製作上會出現這些問題，所以事前要做足

功課。



去拍攝現場前，我在腦海裡已有很多調度，想了很多種拍攝方

法，但拍攝時我慢慢修正自己，不搞那麼複雜，還原基本，將

camera 放到最後，演員在現場走好位置，叫他們不要理會攝影

機，機器遷就他們，當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去捕捉他們的演出，

用手持方式捕捉那種真實感。我不想找那些太有名望的攝影師，

怕被駕御，想找一位年輕點的，比較容易溝通，也可能會有新

火花。但在香港一直想不出有哪位可以勝任。

從朋友口中認識了迎風，他是香港人，十多二十歲便去了荷李活

拍電影，拍獨立電影和美劇。他有兩部戲既做攝影師也做監製，

一部叫《小明星 Starlet》，另一部叫《Tangerine》。我看了，

很合意。他本身是香港人，又有美國文化，有能力用手持去捕捉

戲劇，也願意以很低的價錢，回港拍攝。我的副導演是我中學

兼大學同學阿機（鄭緯機）。我們三個人配合，一日內可以拍

到七至八場戲，如果沒有這個組合的幕後班底是沒辦法做得到。

當然，先決是演員必須做得好。我要的是把演員放在最前位置，

幕後工作全都要輔助演員的戲。大家也了解我想怎樣，盡力配

合我。就這樣堅持下去，一直堅持了 19 組，終於拍完。

我沒有做分鏡。寫劇本時我是寫一種有畫面的劇本，在腦海入面

有分鏡，有我自己看得明的鏡頭，沒有去到最細緻，但有大概的

概念。在這部戲裡的美術，我想要的是真實，想找回生活質感。

美術是需要錢做的，這部戲的美術製作費用，我都費事說出來，

說出來好尷尬。這麼低 budget，連人工都搞不定，根本沒辦法

要求做得好，做出美感來。美指叫 Andrew，黃敏軒，他很有

經驗，做過很多部電影。



之前我不認識他，別人介紹我們認識，大家傾落都覺得好有誠

意，那麽便去做。他很幫得到手。但做美術的前提是要有場景

才行。

這部戲的主景，家的場景，製片搞了很久也搞不定，去到很遲才

有。有個位置給我拍，在場景內盡量不要出錯，便當完事，做完

算贏。所以我在美術上要求不是很多，沒有太過追求美感的層

次。我唯一決定是要拍一個屋邨，大埔的一個屋邨，在這一點上

我花了不少功夫。因為我很想在第一部電影裡拍一個自己成長的

地方。我不是住大埔，但我住公共屋邨。我看黑澤明，小津安二

郎，很多導演的電影都是說社區生活，說社區裡人與人的關係，

我都很想做這件事。就像《400 擊》，也是說一個巴黎社區，

表達人對城市的感情，我也要做同一件事。並非刻意向《400 擊》

致敬，但它影響到我，我很想將這份情感投落入一個屋邨的世

界。這部戲裡六至七成的景是我自己去找的，已經是美術的工

作了。沒錢去做景，只能在現有場景上 make up，在小道具上

的花心思，有甚麼就拍什麼。景沒辦法要求，就把重點關注在

人物上。

對了，我講漏一件事，這部戲從頭到尾有一個人幫了我好多，

很感激他，就是區丁平先生，他是我這部電影裡的明燈。劇本

上他給了我很多意見，從頭到尾幫我看著這件事，他實質上是

我的創作監製，在美術或造型上他都給我意見。他也是美術指

導，但他要求的層次太高，我做不到，無論是學問上，技巧上，

或是經費上，我都做不到，但我盡量追求。在這個追求的過程中

我也做得不是那麼好，如果我開頭要求不那麼高，可能反而會做

得好些。去到後期，剪接，mixing，調顏色，他都給我很多意見，

有時甚至跟我一齊剪。



有關他的名銜，我問他的意見，他說不需要給他那麼多，我便特

別鳴謝他。因為他都不是為了這些東西，他真的想幫一些後輩。

在演藝圈裡，很多前輩樂意幫一些後輩，不求名，他們真的很

好。

終於拍完了，在 19 天裡搞定。拍攝時將心態降到拍完當贏，去

到剪接階段，回想拍攝那麼辛苦，一定要剪到最好。怎知我剪

了一年多兩年，剪了很多個版本，一路拖住。給老闆們看，有

些人不滿意，有些人 OK，最終我選擇了這個出街版本。現在版

本偏向 melodrama，通俗劇。我這部戲不是藝術片，是一部劇

情片，甚至是通俗劇，我是用一個主流說故事方式去講一個非

主流的題材。

《黃金花》的非主流題材讓人感到像藝術片，但其實裡面講故事

的方法跟《葉問》這樣的電影是沒有分別的，一樣的起承轉合。

在這個版本之前，我也試剪過一些曲折離奇的說故事方式，分

chapter，分人物去講，一個個章節斷開來。給人看後有讚有彈，

有些人喜歡這樣的東西，有些人偏愛商業，比如 Edmond，他

們是做商業電影的，他問我怎麼剪出來的效果跟劇本是兩回事。

我拍的時候並不打算這樣剪，但這樣剪出來，我自己很滿意，但

他們不滿意。好在他們不滿意，我又再慢慢調番過來這個版本。

現在這個版本，我認為是接觸得到最多層面的觀眾，讓最多人

看，又不失戲劇元素。因為 melodrama 的優點就是雅俗共賞，

可以接觸到最多群眾去聽你講故事，但藝術性，就比較粗疏淺

薄。《黃金花》就是這樣一部電影。總之，這部戲的製作過程

就這麽拖了一年多兩年，然後在正式上映前要做一些宣傳，需

要剪 trailer。



剪 完 後 公 司 拿 這 條 trailer 去 大 陸 賣， 有 大 陸 公 司 單 憑 這 條

trailer 就很喜歡，願意給錢買這部戲，於是我們就去送審。現

在我們拍完再送審批，審批的不再是審劇本的那些部門，我們

也順利過了審。這部戲就變成了合拍片，可以用合拍片的身份

上映，所以現在《黃金花》有了大陸市場。

我們本來是港產片，現在這戲不是引進片，而是合拍片，這部

戲是有「龍標」的。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一些際遇和運氣。

引進片我了解不多，只知大陸，每年的引進片是有限額的，一

年只可引進十套左右。那麼多戲申請引進，不是每部戲都可以

被批的此外，引進片比起合拍片的劣勢就是分到的回報會少些，

百分率比較少，上線戲院比較少。比如說可能只能在中國南部

上映，甚至只在廣東省上映，而不是在整個大陸上映。合拍片

大家都知道，是 2003 年 CEPA 裡出現了合拍片的條例，有限額

比例，規定了要有多少大陸演員跟多少香港演員，還規定要有

多長時間的戲份必須在大陸拍攝。

這十幾年來，條件逐漸放寬，沒有這些東西了，只有一些關於資

金和文件的申請。只要你不犯禁，不去踩那些政治敏感問題就可

以。天馬公司在大陸是有分部的，他們去談判，成就了整件事。

音樂是阿 Dave，戴偉做的，我們是在《狂舞派》裡認識的。那

時我已經在構思這個故事，就跟他說了，幾年後才真正找他做。

我剪接前後搞了一年多，他都肯跟我做，也做得很用心。我的

版本改過幾次，他的音樂也做了幾個月。我不太懂音樂，但也

是有要求的，我就跟他講劇情，講 drama，講每個人物的精神。

這是個懷有希望的故事，但這種希望建立在悲情的基礎上，音

樂要把它表現出來。



2017 年 11 月 14 日第一次放映，在亞洲電影節上，這真是要出

來見人了。我很擔心，不知道觀眾什麼反應。在放映後分享會，

觀眾都表示很感動很欣賞，那時我才放下心頭大石，起碼有一

批觀眾覺得 OK。我明白結果一定是有讚有彈，一定會有人批評，

覺得有問題，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問題，知道其中有一些地方做

得不夠好，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我真是沒有辦法了，在

這五年時間裡，從構思劇本到剪完的那刻，在我能力範圍之內，

我真的已經做到盡。現在上畫，儘量呈現最好的一面給大家看，

我真是非常感恩。

從最開始的惶恐不安，到現在可以說是能收回成本了。因為這

部戲賣了給大陸，加上其它賣埠，比如馬來西亞，美國等其它

國家，收回來已經有八、九成。在香港票房總會有少少，所以

已經不會蝕本。

我是讀電影系出來的，渴望拍獨立電影，這是我的底色。但是

我又在電影工業工作，我在司徒錦源身上學到了寫商業劇本的

功夫，我也是真心欣賞這些東西。所以我給別人寫劇本時，我

會放低自己讀書時的那些東西，用很工業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劇

本的問題。我給自己寫電影劇本的時候就掙扎得要死，到底是

做 Robert Bresson（羅拔布烈松），還是 Luc Besson（盧比

桑）。最後，在這種掙扎中，我把這兩者混合起來，混合得好

不好，這個留給觀眾去評價。我自己還差點功夫，可以再進步。

不算太好，但可以過關，能夠見人。

在 我 心 目 中， 將 這 兩 者 混 合 得 最 好 的 導 演 是 Christopher 

Nolan。他的電影是很大製作的，很商業很主流的，



但他在故事裡要說的東西其實是很個人的，非主流的，他把兩

者混合得很好。我想做作者電影，但我又不是完全的作者。我

認為自己跟讀電影的同學們最大的分別，我有做過十幾年電影

工業的寶貴經驗。

其實，在我拍完《媽》拿了金獎之後，有一次機會我差點就可

以做長片導演，但最終還是沒成。因為我那屆 IFVA 評審中一個

叫曾志偉，當時他剛好有個 project 要找新導演，就是《烈日當

空》，之前叫《九降風》，要在台灣，中國，香港，找三個導演

拍三條片。那時我們一起傾過這個故事，但是我傾完一次之後就

未有再去繼續 follow，沒有認識這是一個好機會，所以錯過了，

後來由麥曦茵拍了這條片。但我經過這些事情，再回頭看我這十

幾年的工業經驗，我覺得很寶貴，沒有這些經歷，我不會真正懂

得寫劇本。當時我可能會硬着頭皮去拍出來，但之後發展會怎

樣呢？可能會成功，這也是令人開心，但能否繼續拍到第二部，

第三部呢？不知道，沒有人會知道。但如果失敗了，我真的會

崩潰，崩潰到自己都不知道怎樣再站起來。

現在的新一代導演，他們也有些在電影工業工作。我卻有紅褲仔

底子，我是很 hybrid 的，很混合的類型。我拍出的電影定義不

到一種類型，這就是我。我與其他新導演的分別在於我做的時間

長一點，工業經驗多一點，作為編劇，我會懂得處理別人的劇

本，會寫別人的劇本。現在的新導演，他們暫時都只給自己寫劇

本。即使有人也為別人寫劇本，但未必那麼多。我大部分時間

都是替別人寫劇本。這種經驗—明白別人的需要，是很重要的。

這是做香港電影工業必須要有的質素。不停去拍自說自話的電

影，長期來說，對香港電影不是一件好事。



新浪潮固然好，但它是一個文化影響，真正支撐起香港電影工業

的是娛樂電影，即是商業片。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整個電影工

業要維持發展，就必須要有娛樂市場。可能要有九部商業電影

支撐，才能出一部作者電影，這樣才算健康，這個比例是我大

概估計的，應該還不止。香港電影工業導演的接班不能夠有斷

層，必須要有人繼續拍娛樂電影。《楝篤特工》那部電影很收得，

雖然我覺得並不好看，但它的票房那麼好，我又開心又不開心。

導演謝夫（張家傑）我認識，他就是一個典型的紅褲仔出身的導

演。他是銀河電影的資深副導演，終於做到導演，拍了一部工

業式電影，他的技巧處理好純熟。當然，他也有資金問題，所

以製作上會有瑕疵。整個香港電影想要重新蓬勃起來，需要娛

樂電影，需要高質素的娛樂電影，才能撐起市場，我們多開工。

多開工才會有人做，有了資金和本錢，才能做些邊緣創作。

現在的新人出來都是靠政府資助，剛畢業的學生，沒做過工業，

肯定是拍些自己的東西，或者讀書學到的東西。他們拍東西不

會計算市場，不會考慮觀眾想法，都是些所謂的社會電影。我

也被定義為社會電影，但我自認為還是比較了解商業電影的。

現在出來的導演，他們拍的東西，大家都支持，但真正的效果

如何，要等很多年之後再回頭看。並且，希望他們持續地拍下

去。現在有資助可以拍，如果之後幾年都不再拍，這樣就不健

康。導演必須長期堅持拍下去，才能凝聚力量，導演需要練習，

靠拍電影的實際操作去練習技巧，否則不會進步。當然這些機

會要靠自己爭取，你拍出來的戲也要有市場才行。



接下來要做的事，我正在考慮。我現在是觀望狀態，我想看看

《黃金花》的成積。有金像獎提名固然好，但我更想看看真正的

票房反應是多少，即觀眾是否受落，普羅大眾是否接受它。過千

當贏啦，一千已經贏到盡，但真的好難過千，五百都可以當贏，

沒人知道會怎樣。我想了解現在香港的市場接受程度在哪個位

置，再去打算接下來該怎麼走。

我希望能繼續拍寫實電影。我給自己的定位是職業編劇，給別人

寫劇本，用來吃飯，我會好好交貨。但寫給自己拍的劇本我不會

那麼著急，希望慢慢思考清楚再去做。可能一兩年，兩三年才

拍一部電影。為了創作自由，我不介意繼續拍細片。我現在有

能力找投資者，其實並不難找，有些題材大陸有大筆錢想叫人

開工，只看你肯不肯做，或者能不能互相妥協。有些題目不能

講，可你偏偏很想講，那當然就傾唔掂。要傾得掂便要有妥協，

那麼可能與你的原意不同。

資 金 上， 只 要 不 是 很 大 的 budget， 其 實 也 不 是 很 難 找 資

金。尤其我第一部作品不差，再要找資金不會太困難。至於

Edmond，我直接與他簽約，是他的人，所以當然會是他投

資我。尤其我們東方電影——天馬電影賣了後又叫回東方電

影——已經直接開了一條 line 去拍些低成本的本土電影，這真

的開正我條路，我真心喜歡拍這類東西。



宏觀看香港電影業，我們不能只是這樣拍，一定要面向和進入大

陸市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有尊嚴地進入。我們必須去深入了解

大陸市場的運作，才能知道怎樣行這條路，同時也需要熟悉電影

工業，才會知道正在發生甚麼事。我自己就具備這樣的了解。當

然，其實我對他們也感到疏遠，我也不可能寫得出大陸的生活。

所以我想寫些去地域文化的電影，寫一些關於大愛，古裝世界，

民初世界，抽離的世界。這樣的題材對我們香港人才有着數。或

是一些純類型片，比如完全的恐怖片，槍戰片，可是這些東西

又不是我特別喜歡的，我不是不會，只是不喜歡就擔心不能做

好。很矛盾，但我還是應該去學習。單靠香港，這個市場太小了，

香港電影會死的。

沒有資金，拍出來的東西好極有限；如果想要更多資金，就必須

要有大陸市場，這是現實問題，不能不去想。在當今的社會環

境之下，這真是個高難度的課題：大陸不喜歡香港，香港也不

喜歡大陸，而我們偏要去做一件取悅兩邊的事，這真是高難度。

目前只有幾個香港導演可以做到，徐克算是一個，雖然他現在

的《奇門遁甲》不太好，但之前那部《智取威虎山》有十幾億。

還有林超賢，陳可辛。陳可辛帶的新導演許宏宇，就是《喜歡你》

的導演，那部戲在大陸都 OK，在香港票房就不太好。他們面向

大陸，並帶出一些新導演。曾國祥也是，這件事是應該要做的。

所以我不抗拒合拍片，只不過現在這一刻我想做的是本土題材。

如果我還是繼續做導演，我也必須面向大陸市場。

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訪問



鄺保威

九十年代初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主修電影。曾任專業

社工，並一直研究許鞍華的創作軌跡，除編著及出版《許鞍華說

許鞍華》(1998) 之外，更擔任《千言萬語》劇本顧問。2006 重

返校園，矢志學習電影編劇，2009 年獲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

與數碼媒體藝術（製作）碩士，於 2009 年及 2010 年，先後推

出《許鞍華說許鞍華》增訂版和國內版，2012 年出版《導演許

鞍華》，2017 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許鞍華說許鞍華（修訂

版）》。曾自資製作涉及地水南音的獨立電影《未央歌》(2007)，

並刊行讀本及光碟《未央歌電影 + 讀本》(2009)。2012 年編著 

《雌雄大導 -- 張婉婷 x 羅啓銳》及編輯《移民 3 部曲》劇本集。

此外，編著粵劇研究《姹紫嫣紅看李鳳》(2010)。現為電影編劇。

伍小月

2002 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英語系。2002-2005 年在湖南電

視台任職綜藝節目編導及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任職《社會記錄》

編導，並同獲最佳新人獎。2006 年定居香港，2017-18 年香港

電影編劇家協會與香港公開大學合辦的創意編劇課程。從 2018

年起，電影訪問文章刊登於《文匯報》、《MZ+ 當期雜誌》、

香港影藝聯盟《MegaFilm 雜誌》。現為電影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