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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副不仁》

電影介紹：

曾憑藉《沽注一擲》(The Big Short) 榮獲金像最佳改編劇本的亞

當麥奇 (Adam McKay) 再導出獲獎大熱之作——《為副不仁》

(Vice)，金像級演員陣容星光熠熠。這次麥奇將焦點從華爾街轉移

到華盛頓，窺探美國政治史上高深莫測的影子總統——前副總統迪

克切尼 (Dick Cheney) 的思想，展現雙面切尼如何笑看家事國事天

下事。基斯頓比爾 (Christian Bale) 又一次驚人改變體型、破格演

釋風雲人物，憑藉本次演繹切尼贏得金球影帝及提名奧斯卡金像影

帝。與比爾多次合作的艾美雅當絲 (Amy Adams) 飾演輔佐切尼政

途的夫人琳恩切尼 (Lynne Cheney)，且憑藉本片提名奧斯卡金像

影后。《獵狐捕手》(Foxcatcher) 金像提名影帝史提夫加維 (Steve 

Carell) 則 飾 演 切 尼 的 導 師、 鷹 派 人 物 拉 姆 斯 菲 爾 德 (Donald 

Rumsfeld)。極力邀請切尼出山擔任副總統的小布殊 (George W. 

Bush) 由《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森洛維 (Sam Rockwell) 扮演。



故事大綱：

經歷半個世紀，迪克切尼 ( 基斯頓比爾 飾 ) 由懷俄明小鎮的電

工，到當上白宮副總統垂簾聽政之路，絕對充滿黑色喜感，權力

內鬥更是驚險緊張，本片題材正是導演亞當麥奇最拿手的好戲。

切尼頭腦機智且作風大膽，操控政府，暗地進行各種濫權操作。

而這政府幕後黑手的另一面卻是內心親切的顧家好男人。電影

同時剖白他兩種矛盾個性，從他潑辣但絕對忠心的太太琳恩 ( 艾

美雅當絲 飾 )，到險尖酸刻薄的導師拉姆斯菲爾德 ( 史提夫加維 

飾 )，探索切尼從尼克遜時代開始的政治生涯——在福特任期

內，出任白宮辦公廳主任，更連任五次國會議員，且出任過老

布殊的國防部長。在 2000 年，他放棄世界最大油田公司總裁的

職務，應邀出任小布殊 ( 森洛維 飾 ) 的副總統，實際手握無限大

權，借小布殊總統的虛名以雙總統姿態執政。切尼老奸巨滑的

政治手腕對美國政治生態影響深遠，《為副不仁》展現雙面切

尼如何笑看家事國事天下事。





基斯頓比爾主動增肥 
特技化妝神乎其技 打造逼真切尼

《為副不仁》由主人翁迪克切尼的青年時代開始說起，故事一

直去到他七十花甲之年，人物的年齡會隨著劇情不停轉變，昨

天 21 歲，今日跳到 63，敘述了 71 歲後，又回到中年。特技化

妝師憶述首次接到任務時都有點擔心害怕：「特技化妝會左右

電影的成敗，以技術層面來說，基本上將比爾化成切尼已經極

具挑戰性，而最後成功帶來無限滿足感，付出一番心血總算對

這部作品作出貢獻。」

化妝師原意本屬讓比爾做回自己，然後加點切尼的特徵給他，

但當比爾裝了特製化妝道具覺得非常自在後，就雀躍起來一直

沈迷下去要求化妝到極緻。他很有想法如何令自己更像切尼，

他好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拿不到便不罷休，每個過程都會

跟化妝師研究可行性。跟這種充滿熱情的演員合作，化妝組亦

十分重視每個細節，交出完美成續表。

負責化妝的是曾獲 7 次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的傳奇化妝師格力奇

民 (Greg Cannom)，當中他憑藉《吸血殭屍：驚情四百年》

(Dracula)、《肥媽先生》(Mrs. Doubtfire) 及《奇幻逆緣》(The 

Co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贏得三座奧斯卡大獎。

在開鏡前六個月，化妝師己經開始工作，開始用比爾的頭部倒

模研製切



尼的容貌，化妝及髮型團隊開始製作以矽膠材料的特製化妝道具

和臉孔倒模，難度奇高，因為比爾和切尼的頭和臉型都是兩種極

端類型。特技化妝專家們不停做實驗，初聽到比爾說要想增肥，

奇民十分反對並認為做法過了火，會更不像切尼本人。但當比爾

戴上眼鏡，穿了西裝粉墨登場後，奇民與部門同事無不嘖嘖稱

奇。比爾完全正確，他最知道怎樣可以看上去完全似切尼。拍

攝時，首先登場的是 63 歲的切尼，亦是全片最常出現的切尼年

紀。每次出動六十多歲的切尼，比爾都需花上五小時特技化妝。

一般情況下， 要演員的臉塗上這麼複雜的特技化妝道具，多化

幾天演員就會受不了脾氣爆發。但比爾完全習慣了整套化妝運

作，讓化妝組更有動力，走火入魔般追求更完美的造型。比爾

甚至為了頸部動作時的皮膚紋更好看而增肥，最後反倒變成了

完全的切尼，還增添了點比爾的特質。

化妝組會幫比爾戴耳珠、加眼裝及假鼻，然後擦上粉底筆掃下

頜，那些簡稱美容的化妝步驟。飾演 20 歲的切尼時，比爾只需

帶上假鼻，還能用上自己的真頭髮，後來他索性把頭剃光以免

再戴頭套。而三十多歲的切尼會加臉頰，四十至五十歲則會對

臉珠和下巴下功夫。最複雜是 63 歲，需要用一塊大的矽膠面具

蓋上臉，還特製了後頸部份，令他看起來更自然，幫助演出更

加木三分。但重點是每天拍攝時間已經特別長，工作認真的比

爾又要花幾小時化妝，還要長期保持妝容直到拍攝完畢為止。

難得他不但毫無怨言，還能在化妝時談笑風生，化妝組上下都

對他敬佩有加。



客觀介紹切尼 走進內心世界 
借鏡世人看清權利 

導演亞當麥奇不諱言：「寫劇本時比爾已在我腦內，不知道還

有誰可以演繹這角色，若他不演的話，這部戲也可能拍不成。」

最初比爾知道麥奇屬意他扮演切尼時，他第一個反應是反問導

演是不是瘋了。他讀完劇本後就覺得精彩絕倫：「出乎意料地好，

劇本動人之處不僅在於政治內容方面，更在於探討他的私人世

界。故事好看是透過麥奇才華洋溢的喜劇筆觸，笑看他作為一

家之主及國家一部份的處世做人之道。」

儘管比爾有百變形象的本領，但他和麥奇也總共花了六個多月

時間，測試不同化妝造型。現在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的切尼造型

原來是在電影開鏡前僅僅一天才得出的定案，導演和化妝團隊

對切尼的造型非常費心，而比爾更為此增肥四十磅。

除了注重貼近人物外表，比爾也忙於研究切尼的內心世界。為

了準備此角色，比爾看了差不多所有關於切尼的電視和文字訪

問，他要知道有關切尼的一切，並納入己用。比爾約見營養師，

確保可以健康地增肥，還僱用了一名對白教練及肢體動作教練，

用盡所有方法令自己完全變成迪克切尼。在開鏡當日，他的言

行舉止已經完全變成了切尼，現場的人都以為切尼在片場。



拍攝前，比爾與麥奇同意要以客觀角度看切尼這位人物，將個人

感受及對不滿前副總統政策的情緒先拋在腦後。切尼頗具影響

力，大幹實事又掌握權力，聰明絕頂且非常熟悉華府運作方法。

比爾說服麥奇先要以正面觀點去把這人物介紹出來，然後給觀眾

意想不到的驚喜和變化。電影的劇本本身已十分強勁，再加上導

演給予比爾自由發揮、臨場即興演出的自由空間，比爾認為《為

副不仁》的成績已超乎他之前的想像。這部電影的精彩之處不只

是看到一名陰險政客的另一面，不只是展現一個權慾薰心、又攀

登上美國史上最高權力地位的人；更在於可向世人借鏡：假如

你有如斯權勢又會如何做？這權衡可讓世人看清自己，作為人、

一家之主，甚至我們國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切尼家庭帶來戲劇張力 
艾美雅當絲演繹命運操控者

談及與導演亞當麥奇的合作，實驗切尼夫人的金像提名影后艾

美雅當絲表示：「導演最拿手的就是令觀眾意想不到，他的作

品都充滿驚喜，且有獨特拍攝技巧，他大膽無懼。我之所以答

應演出，是因為我對他的一次交談印象深刻，令我相信他能夠

製造一個讓我們走在一起的合作空間。」對於電影講述切尼的

政治生涯及家庭，雅當絲續解釋：「我知道切尼家庭內引爆的

張力在麥奇的故事中佔很重的位置，這種張力注入切尼及琳恩

兩人之間的政治野心交織出連串萬鈞劇力。切尼和琳恩為人父

母，他們需要互相尊重才能贏得一段成功的夫妻關係，尤其是當

你生活在華盛頓，這個以權力為前題和準則的地方。你跟伴侶

要好好築起圍牆，但重點是怎樣控制這種權力？不是貪圖權力

這麼單純，假如你不是控制人，就證明有另一人在控制這權力。

更最重要的是看你如何控制命運，琳恩對此絕對很有想法。」



















《仁妻》

故事大綱：

榮獲金球獎最佳女主角，大熱問鼎奧斯卡及英國奧斯卡影后寶座！

改編自《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同名小說，《焦點追擊》《復仇勇者》

奧斯卡監製傾力打造！知名作家祖 ( 尊尼芬派斯 飾 ) 和妻子鍾 ( 格

蘭高絲 飾 ) 結婚 40 餘年，是文壇中的模範夫妻，然而一切由祖獲

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之始瓦解。一直隱藏才華，為丈夫幕後代筆的

鍾，眼見祖理所當然地接受所有榮耀，她再也無法確定自己默默犧

牲、躲在背後成就丈夫的一切是否值得……





導演的話：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就像音樂，由兩種令人愉悅的樂器演奏。

格蘭高絲和尊尼芬派斯的演出讓我聯想到音樂，他們就像兩種

獨立的樂器一起演奏。在剪輯的時候，我不能分開看待這個故

事和他們的表演。他們有能力將劇本融入他們的表演中，確實

令我非常欣賞。

作為導演，我一直希望能釋放演員的表演空間，讓他們像跟著

音樂般流動。當觀眾能跟著電影的美妙時刻一起擺動，這就是

我心目中最理想、最自然的狀態。」 

 

導演 比勇朗葉



婚姻、才華、秘密：從原著小說到搬上大銀幕

《仁妻》的故事嘗試去解構一個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當中不

只包含主角二人的關係，還牽涉到婚姻和愛情裡的親密。故事

講述一段建基於激情、理想和妥協的長久婚姻，因種種理由開

始被磨滅。電影對這段晚年的關係作出細膩而複雜的探討，並

深入觀察各種偽裝的人性。

劇本改編自 Meg Wolitzer 深受擁戴的同名小說，並由珍安迪

生 (Jane Anderson) 執筆。電影設定於 90 年代和穿梭於 50 至

60 年代間，以一個獨特的角度講述婚姻和對成功的渴求的故事。 

珍表示：「早在 2003 年原著小說面世時，我便深深對故事感到

著迷。原著作者以非常顛覆性的手法描繪以往女性作家的生活，

並從一個文壇偉人的妻子的角度出發。她並不是一位普通的妻

子，而是有著真正寫作才華的女性。」

話雖如此，珍覺得故事需要一些調整才能順暢地移遷到大銀幕。

她認為當一篇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時，劇本必須進行一些調

整，使敘事更戲劇化和更刺激。原著中，祖卡素文獲得的是在芬

蘭赫爾辛基一個不起眼的獎項。 她選擇把它改為諾貝爾文學獎，

使劇情更為可觀，亦著重描繪祖和鍾卡素文的兒子來增添戲劇

性。



對她來說，格蘭高絲的加入讓這個有趣的角色增加了一種優雅

和愉悅的感覺。鍾卡素文是一個壓抑、優雅而害羞的女人，並

願意躲藏於出色的丈夫背後照顧他、輔助他。她認為沒有演員

能比格蘭高絲更好地發揮這個角色，因為她獨有的優雅和聰明

伶俐的氣質賦予這個角色必要的質感。

她希望這部電影能引發關於婚姻的討論，並令人反思情人間的

秘密以及為一段關係所做的妥協之大是否值得。當她在寫一個

劇本時，她常問自己，當觀眾看完離場時，他們會討論什麼。

她希望觀眾看完這部電影會開始思考：成功的婚姻中需要作哪

些妥協、情人間能否各自保留秘密、女性在婚姻中該妥協什麼、

男性如何愛護和尊重妻子等的問題。



秘密與謊言：解剖《仁妻》中一眾角色的複雜性

要將這對夫婦的故事既複雜又幽默地呈現到大銀幕上，一個能

與演員合作無間的導演十分重要。曾執導瑞典電影《Mouth to 

Mouth》及柏林影展銀熊獎得獎電影《Daybreak》的導演比勇朗

葉正是合適的人選。

監製 Piers Tempest 表示：「比勇朗葉從開首就非常了解這部電影

製作，他把電影描述得十分精采。電影就像一個被拉緊的橡皮圈，

到結尾終於被拉斷，暴露出隱藏已久的秘密，和其後對這個家庭的

影響。這是一部非常引人注目的電影，我們都為此感到非常自豪。」

另一位監製 Rosalie Swedlin 接著表示：「導演一開始就熱衷加入

創作，而且由始至終都非常投入。我很久以前就因工作而認識編劇

珍。當我閱讀 《仁妻》的原著時，我非常訝異它沒有被改編成電影。

有一個週末我忽發奇想，思考著如何將它拍成電影。我突然想起，

這個電影主要是在頒發諾貝爾獎的斯德哥爾摩拍攝的，也許我可以

與北歐的製片人合作。」

監製 Meta Louise Foldager Sørensen 看了劇本後，很快就同意加

入團隊，更對劇本加以讚賞：「由於電影在斯德哥爾摩拍攝，我認

為與北歐團隊合拍就適合不過，所以我就推薦了導演比勇朗葉。他

是一個很棒的導演，而且也曾經在劇場工作，因此我認為他對這個

故事有一定程度的敏銳度。他看完劇本後也非常喜歡，也很盼望能

夠一起合作。他更電郵我們說道：『這是一部給所有人的電影。』

他沒有把它看成是一部高傲的電影，反之，他看到了它不同的可能

性。」











解讀《仁妻》：導演的角色

比勇朗葉一向被稱之為「演員的導演」，他能讓故事暢順地流動，

也能讓演員作最好的表現，更能吸引到眾多電影界最受好評的演員

參與電影。格蘭高絲在訪問時說到：「他是一個很能令演員察覺不

到鏡頭的導演，大家都可以很自然地做自己。」

對於導演比勇朗葉來說，電影的一大亮點就是各種角色之間的親密

而複雜的關係。他表示：「我認為電影與原著最大的分別就是編劇

珍讓大衛卡素文這個兒子的角色更為重要。至於挑選演員，我常笑

說是格蘭高絲選了我，而我接著選其他。」

的確，入行四十年，曾六度提名奧斯卡金像獎（今年第七次）的格

蘭高絲，也是編導的支持者。她曾表示：「我欣賞珍的文筆很多年了。

當我讀了原著，得知她是這個故事的編劇，這部電影立刻引起我很

大的興趣。而我也很喜歡導演比勇朗葉。我認為他的戲劇和電影知

識能完美地融合，也很清楚演戲的過程，賦予演員足夠時間消化高

難度的場景。他設置鏡頭的方式讓演員和場景都得以發揮。我幾乎

覺得我們這部電影就像一個小劇團。」



《仁妻》製作及拍攝需時 14 年，格蘭在訪問時笑稱：「可

能 是 因 為 這 套 電 影 叫 The Wife( 妻 子 ) 吧， 如 果 是 叫 The 

Husband( 丈夫 ) 應該會容易一點。」她亦說到整個團隊對劇本

非常執著，除了在漫長的等待期當中多次修改劇本之外，在開

鏡前一星期更是聚在一起討論，不停地思考角色每一句對白的

用意以及情緒，甚至邊拍攝邊調整：「正是因為這樣，各個演

員之間的互動都很真實，更貼近角色本身。」珍和格蘭都不約

而同地希望鍾卡素文的角色可以表現出那種在個人成就和家庭、

婚姻中左右猶豫的感覺。

格蘭在電影製作期間，多次憶起自己的母親，她在金球獎的得

獎謝辭中亦有說道：「我的母親全心全意地為父親奉獻了她的

一生，她八十歲時跟我說：『我覺得自己一生沒有什麼成就』。

我聽到之後我的感覺很不好，對的，大家都期望是男主外女主

內，女人就應該照顧家庭和小孩，但除此之外，我們一定要找

到只屬於我們個人的成就感，我們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夢想，我

們一定要勇於說『我做得到』亦要被準許這樣做。」



電影資料 Film Info

片名 Film title : 《仁妻》The Wife

片種 Genre：劇情 (Drama)

導演 Director : 比勇朗葉 (Björn Runge)

演員 Cast : 格蘭高絲 (Glenn Close)、尊尼芬派斯 (Jonathan 

Pryce)

片長 Duration : 100 分鐘 / 100 mins

級別 Category : IIB

上映日期 Release date : 2019-02-14

上映戲院 Cinema Line-up：百老匯電影中心、PALACE ifc、

AMC Pacific Place、The Grand 戲院















《G 殺》

電影簡介：

第 3 屆電影發展基金「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得獎作品，

香港亞洲電影節特別推介及第二十五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年度推薦電影。獲第 38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六大提名，包括最

佳新晉導演、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最佳音響效果、最佳

剪接及最佳攝影。

一宗由一個人頭開始的離奇命案。資優女生、憂鬱音樂家、自

閉症天才、狂性刑警、妓女後母、斯文教師和流浪狗，竟在一

晚之間全都連繫上。而「G」字首的標題舖天蓋地，又暗示了

什麼？每個細節都勾畫著錯綜複雜的香港人和事。一夜命案，

並非偶然。在這壓抑的城市裡，人們都追求著解脫。而一切，

由一個人頭開始。  



創意香港第三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
優勝作品
李卓斌首部長篇電影《G 殺》

電影《G 殺》G Affairs 是創意香港第三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專業組的優勝作品。從 2017 年 12 月 26 日開鏡至今，在溫度

突然下降的幾個星期內，順利完成了 23 組的拍攝。電影由李

卓斌（Lee Cheuk Pan）執導，吳慧芬（Flora Goh）和何永

霖（Titus Ho）監製，並由邱禮濤（Herman Yau）擔任執行

監製。

由香港編劇蔣仲宇（Kurt Chiang）所編寫的《G 殺》講述一

宗由一個人頭開始的離奇命案，而這宗命案將在一夜之間勾劃

出複雜的香港人和事。

創 意 香 港 助 理 總 監 兼 香 港 電 影 發 展 局 秘 書 長 馮 永 先 生

（Wellington Fung）說：「年青人創意無限，電影發展局及

創意香港推出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正正是讓這些有才華

的新一代電影人，有機會以打破常規的角度訴說他們的故事。

我們對我們的新一代充滿期待，亦滿有信心，相信他們將會成

為香港電影業的中流砥柱，推動產業持續發展。」



電影《G 殺》G Affairs 是創意香港第三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專業組的優勝作品。從 2017 年 12 月 26 日開鏡至今，在溫度

突然下降的幾個星期內，順利完成了 23 組的拍攝。電影由李

卓斌（Lee Cheuk Pan）執導，吳慧芬（Flora Goh）和何永

霖（Titus Ho）監製，並由邱禮濤（Herman Yau）擔任執行

監製。

由香港編劇蔣仲宇（Kurt Chiang）所編寫的《G 殺》講述一

宗由一個人頭開始的離奇命案，而這宗命案將在一夜之間勾劃

出複雜的香港人和事。

創 意 香 港 助 理 總 監 兼 香 港 電 影 發 展 局 秘 書 長 馮 永 先 生

（Wellington Fung）說：「年青人創意無限，電影發展局及

創意香港推出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正正是讓這些有才華

的新一代電影人，有機會以打破常規的角度訴說他們的故事。

我們對我們的新一代充滿期待，亦滿有信心，相信他們將會成

為香港電影業的中流砥柱，推動產業持續發展。」

《G 殺》在開發時期曾被選為台灣金馬創投會議（Golden 

Horse Film Project Promotion）、 香 港 亞 洲 電 影 投 資 會

（Hong Kong Asia Film Financing Forum, 簡稱 HAF）和富

川國際神奇電影節之亞洲神奇電影網（Bucheon International 

Fantastic Film Festival - Network of Asian Fantastic Film, 

簡稱 BIFAN - NAFF It Project）的企劃案。



電影資料 film details

導演 Director：李卓斌 Lee Cheuk Pan

演員 Cast：陳漢娜、杜汶澤、黃璐、陸駿光、李任燊、林善 / 

Hanna Chan、Chapman To、Huang Lu、Alan Luk、Kyle 

Li Yam San、Lam Sen

片種 Genre：劇情 Drama

語 言 Language： 粵 語 - 中 英 文 字 幕 Cantonese (Trad. 

Chinese/ English subtitle)

級別 Rating：III

片長 Duration：105mins

發行 Distributor：双喜電影發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A Really 

Happy Film (HK) Ltd.































《閨密食堂》

電影簡介：

《閨密食堂》( 食べる女 / Eating Women) 以 8 位不同女性為

中心，講述她們在繁忙都市的生活點滴。電影陣容星光熠熠，

不但邀得實力女星小泉今日子飾演料理店店主，更有澤尻英龍

華、廣瀨愛麗絲、前田敦子、鈴木京香、山田優、壇蜜聯同

Charlotte Kate Fox 擔任食客，細膩又真實地呈現出現代女性

生活的苦與樂，贏盡共鳴！電影以多款精心炮製的美食，交代

出 8 位女性背後的故事及各人獨特的生活態度；帶領觀眾藉美

食排解人生各種煩憂！

去年，《閨密食堂》入選上海國際電影節，試映後大獲好評，

全場觀眾起立鼓掌。導演生野慈朗及演員廣瀨愛麗絲更現身映

後見面會，親身答謝觀眾支持，及分享拍攝趣事。電影更被譽

為近年最溫暖、清新的作品，未上映已備受注目！



故事大綱：

於東京某個不起眼的角落，這間名為「餅之家」的二手書店，

是女生專屬的「閨密食堂」。身為作家的店主餅月敦子 ( 小泉

今日子 飾 ) 不再賣書，卻會親手準備各式各樣的美食，與好友

們分享彼此的故事，排解生活煩憂。8 位年齡、職業和興趣完

全不同的女性，即將在此展開一場關於食物、愛情與事業的治

癒旅程 ...





Synopsis:：

They’re out there, sharing the same night and basking 

in the same moon glow as you are, regularly gathering 

at an old, traditional Japanese house in Tokyo which they 

call the “Mochi House.” The owner, Tonko is an essayist 

who runs a used bookstore out of her home. She spends 

her days cooking up deliciously simple dishes in her 

kitchen and feeding them to her women friends. What 

women friends? Well, they include an editor trying her 

hardest to avoid men at all costs, a restaurant matron 

with a dangerous addiction to young men, a body parts 

model and mother of two who has recently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a television assistant producer 

bored with her overly doting boyfriend, a used clothing 

brand worker who can’t refuse any man, a wife whose 

husband has left her simply because she can’t cook, 

and a bar maiden with the fortitude to remain forever 

devoted to one man. What they all have in common is 

a passion for good food, and the joy it brings them in 

relieving daily life stress. So these vibrant women, full 

of love and passion, prepare once again to gather for a 

delicious celebration of food and life.





電影資料：

導演 : 生野慈朗

領銜主演 : 小泉今日子、澤尻英龍華、廣瀨愛麗絲、前田敦子、

鈴木京香、山田優、壇蜜、Charlotte Kate Fox

類型 : 劇情

片長 : 111 分鐘

級別 : IIB

語言 : 日語 ( 中英文字幕 ) 





《魔童》

電影簡介：

《銀河守護隊》系列創作班底打造全新暗黑英雄科幻大作！詹

姆士昆恩 (James Gunn) 監製顛覆之作，由 《銀河守護隊》視

覺導演大衛也羅夫斯基 (David Yarovesky) 首次執導，齊集超

自然、暗黑、驚悚、科幻元素，搶先暑假叫人心驚膽顫！

Tori 與丈夫 Kyle 一直希望有個小孩。一天，一個神秘男嬰乘坐

外星飛船從天而降， Tori 將他視為上天給她的恩賜撫養長大。

班頓 (Brandon) 是一個非常聰明、好奇心強的男孩，但當他逐

漸長大，詭秘的事情開始發生…… 當 Tori 察覺到異常時，穿上

斗蓬、戴上面具的班頓已在小鎮四出尋找目標。Tori 口中「與

眾不同」的他，如果不是拯救萬民的超級英雄，難道是邪惡的

暗黑開端？



電影資料：

片名：《魔童》(BRIGHTBURN) 

上映日期：2019 年 5 月

導演：《銀河守護隊》大衛也羅夫斯基 (David Yarovesky)

編劇：《地心探險記 2：世外秘島》布萊恩昆恩 (Brian Gunn)

            《地心探險記 2：世外秘島》馬克昆恩 (Mark Gunn)

監製：《銀河守護隊》詹姆士昆恩 (James Gunn)

主 演：《 飢 餓 遊 戲 》 系 列 艾 美 提 名 女 星 伊 莉 莎 白 班 克 絲 

(Elizabeth Banks)

             《不能拆的禮密》大衛丹曼 (David Denman)

             積遜 A. 登 (Jackson A. Dunn)

發行：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SonyPicture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