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屆 ifva 動畫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 ：盧子英（盧）、葉偉青（葉）、黃宏顯（黃）、余家豪（余）、Tamas WALICZKY(Waliczky)、 

 

大會代表：鄺珮詩（鄺）、范可琪（范） 

 

鄺： 今天我們開會的目的是討論這個組別的獎項得主。今年我們收到約 50 部作品參與

競逐動畫組。去年 12 月的時候，在座的 3 位評審觀看了所有的參賽作品並選出了

10 部入圍作品。今天我們有另一位評審葉偉青加入一起討論這個組別的獎項得主。

ifva 的宗旨是鼓勵創意和獨立精神。今年這個組別將設有 3 個獎項：金獎、銀獎和

特別表揚。我們首先開始討論《思念的水》。 

 

盧： 不俗和富藝術性的作品。動畫做得很好可惜故事意念有點兒「傳統」。整體表現非

常好，尤其是畫功簡約卻美麗。 

 

葉： 我認爲整體概念非常完整。我喜歡它的旁白、對話和配樂。我對畫功有所保留，應

該可以做得更好。整套動畫都是使用顏色鉛筆完成感覺有點兒不工整。 

 

余： 我同意兩位的意見。整體表現十分優秀，但可能稍嫌太工整。我覺得它在風格和故

事方面欠缺驚喜；屬於不俗的作品但有點兒悶。 

 

Waliczky： 我也喜歡這部作品；動畫做得很好。我也喜歡它的旁白和畫功，但是故事本身並不

新鮮。 

 

鄺： 我們接下來討論《Within Within》。 

 

盧： 非常不俗的作品。它的意念非常有趣，尤其是對香港人。它從第二第三代香港人的

角度探討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作品表達方面無論是風格還是動畫都做得很出色。劇

情推進十分簡單卻提出了很多問題讓觀衆思考。 

 

葉： 我非常欣賞這部作品。內容方面探討了所有人的身份問題；風格平實卻非常動人。

我認爲旁白成功地帶出了許多情感。 

 

余： 我喜歡這部作品。我認爲單聲調的旁白是創作人的有心安排，旁白與畫面形成有趣

的張力。我非常喜歡結尾音樂開始的那一段，音樂剛好在故事進入高潮的時候開始。

所有的情感都被牽引到最後然後獲得釋放，整個過程非常美妙。 

 

Waliczky： 從一開始這部就是我最喜歡的作品。我非常喜歡它，因爲它帶給我深刻的印象。在

聲效和畫面的技術層面上做得很出色。我也很喜歡它的動畫。看完這部作品以後，

我仍然不斷思考作品內提到的問題。非常優秀的作品，給我帶來深刻的印象。 

 

葉： 我喜歡結尾出現的有顔色的鏡子，以及有金魚和油畫的那一幕。 

 

Waliczky： 我欣賞它使用了不同的技巧，而且都運用得恰如其分。 



 

鄺： 我們接下來討論《讓我躺在藍天》。 

 

盧： 我認為這部作品很有野心。在所有入圍作品中片長最長（接近 20 分鐘），它在技術

層面上不俗，可惜故事本身感動不了我。我喜歡顏色結合的運用和某些畫面的角度，

可惜它們並未能豐富故事內容。 

 

葉： 看了開始的幾個畫面，我對這部作品有很高的期望。顏色和色調很好。故事稍嫌偏

長，中間的節奏不太容易跟上。我喜歡男主角長出翅膀並嘗試學飛的那一幕。故事

結構不錯，但是剪接方面有問題，我中間有試過跟不上故事的發展。我喜歡部份場

景顔色的運用以及背景用的畫，但故事中段我覺得稍嫌沉悶。 

 

Waliczky： 故事稍嫌過長；我也喜歡作品的顏色運用。但從戲劇的角度來說，故事有時候欠缺

邏輯性。有些劇情發展純粹因爲概念需要，欠缺合理性。爲什麽男孩會從醫院消失

並去到海上？我認爲創作人應該多注意故事和人物邏輯的連貫性，而不是將自己的

邏輯強加於故事之上。可能故事的信息太強烈，而表達的信息的手法有欠成熟。 

 

余： 我認為你提出了一個我之前沒想過，但是很好的觀點。劇情的發展欠缺說服力導致

我觀看作品的時候會走神。我可以跟上劇情的發展但缺乏動力。混合顔色的運用和

設計不俗。我認爲作品風格突出但並不獨特，讓我想起之前看過的影片。 

 

葉： 我之前看過這種顔色組合很多次。 

 

鄺： 我們接下來討論《Oh！Give Me Strength》。 

 

盧： 作爲定格動畫這部作品效果不錯。在故事高潮部份，創作人並沒有投入足夠的動畫

去展示主角吞食動物。開始的時候他吃了烏龜，但後來食物自動在他嘴巴前面小時。

爲什麽創作人跳過了這一步？食物都是用泥做的，要做動畫應該不難。我們都明白

故事但是作品稍欠完整。 

 

葉： 我同意你的觀點。我喜歡它的布局、背景、氣氛和綠色。但感覺有點兒像一個宣揚

愛護動物的廣告。當角色進食的時候，我會期望他會發生變化，譬如他的肌肉會變

大。可能創作人爲了節省時間而省略了這些可能性。結尾有動物麵包師和奇怪動物

的部份頗詼諧。我始終覺得角色一邊進食，身體應該會有所變化，可惜事與願違。

我喜歡作品的畫面但是整部作品的氣氛和光度欠缺變化。 

 

余： 我反而覺得進食時出現的跳接頗爲詼諧，但我同意你談到的期望落空，我也期望結

尾會出現某種轉變。當然這也有可能是創作人有意讓我們期望落空。我喜歡作品的

整體設計，但對結尾說教般的信息有所保留。 

 

Waliczky： 我非常欣賞作品開始的部份；很美麗、很有啓發性，那些木偶，這是一部很專業的

作品。可能這也是它的問題所在；好的開始導致我們對作品有很高的期望。導演可

能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耐性去保持同樣的水準。最後的說教信息可能是導演抒發製作

這部作品的動機。木偶做得非常有水準。我同意你們的觀點，結尾和開始相比相形



見拙。但我認為導演絕對在定格動畫方面有天份。 

 

余： 它的影像不但有很好的設計，而且更帶有藝術氛圍，我很好奇導演是如何創作出這

種視覺效果。 

 

鄺： 接下來我們討論《MR. WORK 勞作室》。 

 

盧： 這是一部有趣和充滿香港特色的作品。劇本非常複雜也有精彩的對話。技術上它行

得通但創意上缺少了一些元素。焦點集中在對話上，角色構造不錯但我有更高的期

望；感覺這並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比較像一個片段。我對內容興趣不大，雖然內

容充滿了香港特色。 

 

葉： 視覺上我非常欣賞這部作品，角色設計也不俗。故事背景有著獨特的香港特色 – 茶

餐廳。可當我聽見第一段對白，我覺得廣東話的對話和角色不太相符。故事少些對

話可能會更好。信息非常簡單、有力和直接但不能給予觀眾充足的想像空間。 

 

余： 作爲一個會講廣東話的人，我認爲導演嘗試製造幽默但結果卻未如理想。作品給我

一種做作的感覺；我對故事的對話和內容興趣不大，我不太能接受它的幽默。 

 

Waliczky： 我喜歡這部作品的背景，一個非常真實的香港背景。通常我喜歡一個當地人可以真

實反映他所身邊的環境。動畫做得專業不過我也不太能接受故事的幽默。我倒是欣

賞作品內的本地元素。 

 

鄺： 我們接下來討論《快閃島》。 

 

盧： 我喜歡這部作品。我喜歡它的設計、動畫、角色和顏色。故事的調子有點兒飄忽但

有個別動人場面。這是一部不錯的作品。 

 

Waliczky： 我喜歡它的意念，也喜歡動畫加視覺的意念。我對故事欠缺邏輯性有所保留。我的

印象是劇情這樣發展純粹是因爲導演想它這樣發展。 

 

余： 我最初的印象是我之前應該看過類似的作品，可能和聖經裏面約拿被鯨魚生吞的故

事有關。這部作品視覺上非常出色，有幾個畫面讓我印象深刻，特別是在水底鯨魚

游向主角那一幕。初次以外我對這部作品印象不深。 

 

盧： 確實會讓人聯想起其他的作品，譬如一個人滯留在一個荒島上，對我來說更像是一

個模仿， 

 

葉： 看完作品的劇情簡介，我就大概知道故事的發展方向所以我興趣不大。我喜歡第一

幕和之後大部份的廣角鏡頭。不知是什麽原因，動畫的水準似乎不太穩定，我不太

喜歡故事的結局，我期待有更感人或震撼的結局。 

 

鄺： 接下來我們討論《sub-zero》。 

 



余： 很不錯的音樂錄像。感覺不俗但是和很多其他作品一樣，它沒有給我留下很深刻的

印象。 

 

盧： 雖然它不是 MTV，但效果卻很像 MTV，一首歌貫穿這部作品。由於故事本身虛構，

導演可以隨心所欲天馬行空；要這樣做並不困難，只是視覺上有趣而已。它沒有給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Waliczky： 我喜歡這部作品。故事本身有趣：在古怪夢境內的地鐵與怪獸馳騁。故事由現實進

入夢境的轉折很震撼，劇情發展流暢帶你進入充滿怪獸的瘋狂夢境。我對怪獸有所

保留但整體而言這是一部佳作。音樂運用得當而動畫部份也已偶有佳作。可見導演

很用心去創作。 

 

葉： 我希望這部作品的風格，特別是開始時顏色的運用。進入瘋狂幻想世界之前的鋪墊

也是不俗。可惜結局並未能達到我的期望。我很欣賞幻想世界內的連續動畫，可惜

我不太能明白故事的結局。 

 

余： 我喜歡作品內的許多場景。結局雖然和故事似乎不大但我喜歡它的風格和調子，特

別是當那個人沉入深海。那是一個不錯的畫面。單獨來看，我覺得作品內有不少不

錯的畫面，可惜拼凑在一起就不太連貫。我認爲導演很有潜力但這並不是一個叙事

作品，所以我對故事不能給太多意見。作為一個音樂錄像是不俗。唯一要挑剔的是

聲效有時候有點兒粗糙。 

 

盧： 完全沒有聲效，一首歌貫穿整部作品。 

 

鄺： 我們接下來討論《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 – 貓與魚腸》。  

 

葉： 音樂、內容和畫面似乎不太協調。他們似乎是各自分開完成，所以拼湊在一起不太

協調。我不太喜歡這部作品。 

 

Waliczky： 我也不太喜歡這部作品。它給我的印象是導演並沒有付出努力去追求原創，他們只

是將一些元素拼凑在一起。視覺效果不差但整體效果不突出。 

 

余： 我同意你大部份的觀點。這部作品有一點我不太喜歡的是它的顏色，全部都是一個

色調。本來我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但它似乎是一個意外。作品內的一切都偏黃。配樂

尚算不俗。我對作品印象不深但我喜歡大樓的插圖。可惜攝影燈光很差而色調也有

問題，這令作品大打折扣。 

 

鄺： 我們接下來討論《GALAMAN》。 

 

葉： 這應該是入圍作品中最富娛樂性的作品，也非常專業。作品妙語連珠和有許多富濃

厚本地元素的笑話和同音字，也有許多日本超人動畫的聯想。我認為這是一部非常

有趣的作品。 

 

余： 可能你未必完全明白所有的笑話，這部作品用了大量的同音字作爲笑話。譬如“Gala”



廣東話聽起來像是腋窩。這是一大笑點。我發現這部作品也有許多日本漫畫猥瑣元

素的聯想。我覺得這部作品很有娛樂性但同時我也有一種矛盾的感覺。它給我的感

覺是有點兒太多計算和策略去令觀眾笑，感覺不太自然。  

 

盧： 整個故事模式從頭到尾是一致的。一開始角色出場而他們的名字都帶有笑點。我同

意確實有一套方程式去驅使觀眾笑。如果你喜歡這個方程式，你會覺得故事好笑。

如果你不喜歡，這就是個問題。 

 

葉： 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這個方程式。第一部份我覺得好笑，第二部份我就有所保留，最

後那部份也十分好笑。 

 

Waliczky： 這部作品很好笑而且也是佳作。但我覺得它的問題是太過專業；在大部份我們看過

的作品內我們都能感受到背後有一個創作人。但在《GALAMAN》我看不見任何創

作人，只看見一個讓你發笑的策略。這使我缺少了一份共鳴，而重複使用的方程式

反而局限了作品的寬度。 

 

鄺： 我們接下來討論《牠殺》。 

 

余： 我非常喜歡這部作品；喜歡它的視覺效果、節奏和幾乎所有元素，除了旁白有點兒

外行。 

 

盧： 作品風格和動畫都非常優秀。作品難度不大，我最近經常在漫畫書和獨立電影中看

見類似的風格。相比之下分別不大。 

 

葉： 近來很常見的風格。我喜歡它的動畫，角色的處理和鬆散線條的運用。故事方面，

當老師和同學變成惡魔並開始和主角打鬥的時候我不太能掌握所有的象徵意義。 

 

余： 我覺得這是由一位迷失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講述的故事，他後來自殺，而故事是透

過倒敘的方式講述。 

 

Waliczky： 我喜歡它的動畫和故事，但不喜歡它較爲外行的聲效。我之前看過類似的作品所以

這不算是原創。整體不俗但並不算突出。 

 

鄺： 我們剛剛透過電話聯繫上另一位評審黃宏顯先生，他將會對 10 部入圍作品進行簡

短點評以及提名 3 部得獎作品。與此同時請你們也選出心目中的 3 部得獎作品。 

 

黃： 我從《思念的水》談起，畫功不俗但有點生疏，故事有趣但並不突出。《Within Within》 

的畫功技巧非常出色。《讓我躺在藍天》需要改善敘事技巧但故事有趣而畫功也不

俗。《Oh!Give me Strength》故事有趣不過整體感覺有點兒生疏。《MR. WORK

勞作室》的畫功不俗可惜故事並不有趣。《快閃島》感覺普通。《sub-zero》讓我想

起日本的動畫。 

 《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 – 貓與魚腸》有很獨特的 MTV 風格而我相信創作人一

定很享受創作的過程。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GALAMAN》，因為它很有創意和

幽默。《牠殺》是一部抒發個人感受的作品，我之前有看過類似的作品。金獎得主



我會選《GALAMAN》，因為它是這個時代的產物而且非常幽默。銀獎得主我會選

《讓我躺在藍天》，特別表揚我會選《思念的水》和《sub-zero》。 

 

鄺： 好，黃宏顯先生已經告訴我們他的選擇，接下來請大家提名得獎作品。 

 

黃： GALAMAN（金獎）、讓我躺在藍天（銀獎）、思念的水、sub-zero（特別表揚） 

 

Waliczky： Within Within（金獎）、思念的水（銀獎）、GALAMAN（特別表揚） 

 

余： Within Within（金獎）、牠殺（銀獎）、Oh! Give me Strength（特別表揚） 

 

盧： Within Within（金獎）、牠殺（銀獎）、讓我躺在藍天、GALAMAN（特別表揚） 

 

葉： Within Within （金獎）、GALAMAN 和 Oh! Give me Strength （排名不分先後） 

 

鄺： 我們總共提名了 7部作品進行討論，是否代表我們可以排除《MR. WORK勞作室》、

《快閃島》和《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 – 貓與魚腸》？ 

 

Waliczky： 可以。 

 

鄺： 《Within Within》 獲得 4 票，將獲得金獎。大家對銀獎得主有何意見？ 

 

盧： 我認為《牠殺》較符合這個電影節宣揚的獨立精神，而《GALAMAN》較爲商業化，

我傾向給它特別表揚。 

 

Waliczky： 誠如我之前所說《GALAMAN》非常專業和幽默，而我個人的經驗是要創作一部作

品讓公眾開懷大笑實非易事。《牠殺》是一部較為嚴肅的作品，但故事並不算新鮮。

所以銀獎我會選《GALAMAN》。 

 

葉： 《GALAMAN》對我而言很獨特，雖然《牠殺》藝術性較強，整體而言我較喜歡

《GALAMAN》。 

 

余： 我喜歡《GALAMAN》但它不是我最喜歡的作品，因為它有太多計算。反觀《牠殺》

感覺較為真誠，雖然在風格上似乎有見過類似作品，但至少我能感受到創作人嘗試

傳達的信息。 

 

Waliczky： 撇除它專業的計算，我欣賞《GALAMAN》背後的知識，而這並不是單純動畫做得

好或是如何製造好笑情節的知識。這部作品和以前的日本動畫有明顯的聯繫。導演

很清楚他想達到的效果。這並不常見而我非常欣賞這一點。我也欣賞他的聰明和專

業；誠如之前所說要創作一部風趣幽默的動畫並不容易。而這也是我認為

《GALAMAN》比《牠殺》優勝的原因。 

 

余： 如果要將個人原創性和你剛才提及，《GALAMAN》內清晰的方向和專業性相提並

論，我可以接受這個結果。我較重視原創性以及導演的真誠，反而並沒有那麽重視



專業性，與其他文化的關聯以及導演的視野。我同意你的觀點，導演有他想達到的

清晰目標，即使我對作品的風格有所保留。 

 

葉： 有時候大家的印象是電影節一般都較偏向藝術片。如果我們選《GALAMAN》，或

者我們可以改變這個印象，也讓大家知道 ifva 重視本土文化和接受多元化題材的作

品。 

 

Waliczky： 一般情况下我會同意你的觀點，較注重個人表達的信息；在這些電影節，我覺得我

們應該多鼓勵商業片內沒有的元素。但在這個情況下，我認為《GALAMAN》的知

識和專業性似乎比《牠殺》略高一籌。 

 

鄺： 好，綜合大家的意見，銀獎得主爲《GALAMAN》，我們接下來討論特別表揚。 

 

Waliczky: 我認爲特別表揚應該頒給《牠殺》，因為它差點兒就獲得銀獎。 

 

葉： 我們還有其他作品值得考慮或是想表達任何信息嗎？ 

 

盧： 《讓我躺在藍天》？如果我們給這位導演一些鼓勵，我覺得他可以做得更好。 

 

余： 或者我們應該關注導演的潜力。如果我們給他一些鼓勵，他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葉： 這是一個困難的决定。我同意《讓我躺在藍天》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仍然覺得《牠

殺》是一部較為完整的作品。 

 

余： 我同意你的觀點。 

 

鄺：  這個組別的討論到此為止。金獎得主為《Within Within》、銀獎得主為

《GALAMAN》、特別表揚得主爲《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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