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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像藝術評賞資優培育計畫」 

中港環保社會－錄像藝術評賞書寫 

計畫簡介 

 
「錄像藝術評賞資優培育計畫－中港環保社會」徵文比賽於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間順利得到階段性推行。此乃配合香港首個以中港環保為議題

的電影節－「珠三角環保電影節」而應運舉辦的藝評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共

分「工作坊組」及「公開組」：前者以中港環境電影為主題的工作坊形式，讓

資優中、小學生學會錄像藝術評賞的方法及跨學科多角度思考，並徵集學生

於課後提交的藝評作品；後者則以公開的形式，全港徵集以環保電影題的學

生藝評作品。 

 

是次藝術評賞與創作得到學生踴躍支持和參與，收集徵文作品約 300 份，本

會挑選當中優異作品共 31 份，結集刊印出版，以表鼓勵。獲獎作品均能反映

學生對中港城市的自然與社會情況的了解和關注，及其對中港社會議題的批

評與反思。此外，藝術評賞活動為學生提供鑑賞電影語言的機會，藉此提升

學生錄像藝術的鑑賞能力，這些電影技巧的培養都能在學生作品中得到反映。 

 

 

「中港環保社會創作比賽－錄像藝術

評賞書寫」徵文作品摘錄（排名不分先

後） 
由於篇幅所限，部分學生作品只能節錄其具示範作用的內容，連

同評審評語(見橙色字) 供讀者参考，學校教師亦可印發給學生，

以作學習或分析、評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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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工作坊組別 

 

1.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中五） 

宋雪兒作品《垃圾圍城影評》 

 

我國首都的繁華是人盡皆知的，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處於尖端位置，可是

又有誰會想到，在繁華美麗的背後付出的代價是多麼的嚴重呢？垃圾成堆，

不僅僅帶來的後果是感官上的，還有就是對環境的破壞和改變土壤結構，影

響市民的健康。王久良導演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拍攝了這個讓人充滿反思的紀

錄片。 

 

我們每天製造了一袋又一袋的垃圾，「放在門口讓人收走，然後，垃圾就再也

和我沒什麼關係了。」這個是我對於垃圾一直以來的認知，只要垃圾被收走，

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整個電影帶給人的感受只能說是震撼心靈，看著在垃圾堆上「淘寶」的孩子

們，在看著坐在電腦前的我們。同樣的年齡卻經歷著完全不一樣的經歷。都

市的垃圾都毫不客氣的扔到四周，可是你們想過住在附近的孩子們嗎？他們

還那麼小，應該在父母懷中撒嬌的年齡卻要忍受著難聞的氣溫去淘寶。 

 

這個紀錄片利用的不少遠景拍攝的技巧，將整個垃圾堆填區毫無保留的展現

在我們面前，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擁有的不是綠意盎然的樹林，而是隨處

可見的垃圾，可見都市垃圾數目是多麼的驚人。 

 

看了這個紀錄片後才知道什麼叫做「觸目驚心」，那種揪心的感覺，儘管沒有

真實聞到垃圾刺鼻的臭味，仍讓人感到絕望的窒息。王導演利用主觀鏡頭帶

引我們走進垃圾收集處，彷如帶著我親身走進畫面，讓我完全的帶入角色，

感受著垃圾所帶來的影響。 

 

在這個燈紅酒綠城市的周圍，那些看不到的各色垃圾，喝的水，吃的菜，買

的牛奶、豬肉，它們看似離我們很遠，但是卻就在我們身邊。巨大的填埋坑，

成山的垃圾，仿佛如惡魔一樣由城市的邊緣往內心發展，藏在我們看不到的

地方；一旦被揭開，痛，伴隨著腐敗的氣息。  

 

 

物欲，消費，在製造時我從未想過這一切有什麼不對。而它們帶來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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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無止境的破壞。垃圾場周圍漫天飛舞的白色塑膠袋，像旗幟一般在風中

沙沙作響。（評語：我們的生活方式是否出現問題?） 

影片帶給我的震撼遠遠大於那些文字和圖片。因為仿佛每一幀畫片都訴說一

個觸目驚心的故事，孩子們的居住環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還有……我們

製造垃圾的習慣。 

 

「放在門口的垃圾，被收走後就和我無關了」，難道我們還要繼續這樣下去

嗎？（寫作能力十分高，高階思維和創作力亦高，但最欣賞還是同學的同理

心和反思能力。很高興能閱讀你的文章。） 

 

2.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中五） 

黃思捷作品《垃圾圍城》—王久良 

王久良先生以一部摩托車、一部攝影機、一部照相機，走遍北京 400 多個垃

圾場，然後在 GOOGLE EARTH 上把圖塊標注出來，地圖上便出現了一堆密

密麻麻的小圓點把中國首都─北京重重包圍起來，形成了一條黃色的垃圾「七

環」，密佈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附近。《垃圾圍城》這部紀片便以此對大眾作

出控訴。王久良先生在旁白中強調：「我們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圍 『不

是垃圾包圍城市，而是城市包圍垃圾。』」 

紀錄片的開場以一個廣角鏡頭橫掃無邊無際的垃圾場，然後對焦著兩個人在

一個漠大的垃圾場裏分揀及打包垃圾。浩瀚的垃圾山海與渺小的兩人形成鮮

明的對比，垃圾反映著人們如何無法抗拒慾望。 

有些人會以為只要用一個塑膠袋裝好垃圾，再扔進垃圾桶裏，垃圾從此就與

我們無關。王久良用一幅幅的影像，告訴我們可怕的事實。當垃圾站周邊全

是菜田，市場的蔬菜會怎樣？垃圾場對地下水造成影響，而我們仍無知地飲

用著這些水？垃圾堆上生長的乳牛與我們喝的牛奶無關？羊在吃垃圾，而人

最後再吃羊肉……我們怎能再保持麻木與無知？ 

垃圾問題其實有更深層的關鍵所在─消費主義。由於城市不斷擴張，人口急

遽膨脹，垃圾便成為人類過度消費後的剩餘物，「垃圾『七環』」根本就是現

代消費文化的產物。我們是垃圾問題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製造者。垃圾問

題已直接的傷害著我們的生存環境、空氣、水源以及食物。然而，又有多少

人能意識到自己錯誤的消費行為呢？王久良透過這部紀錄片及攝影作品向社

會發出了哀求：「難道你不覺得整個社會的方向或許就是錯的麼？」 

http://baike.baidu.com/view/748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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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更告訴大家，原來大多數垃圾場都是一個利益的結合體。首先，回收

垃圾的承包商會交費用給村級或鎮級主管部門承包垃圾場。承包商一方面向

前來傾倒垃圾的車輛收費，另一方面又僱用大批拾荒者進行分揀，回收可賣

錢的廢品，其他無價值的物品便日積月累，堆成了眼前的垃圾山。各種利益

集合起來，形成北京垃圾「七環」。 

王久良先生用了一年多時間，拍攝了 1 萬多張照片，再組織成一連串景象。

例如，一對新人在臭氣沖天的溫榆河邊拍攝婚紗照，新娘抓住剛從垃圾堆中

爬出來的綿羊（評語：多諷刺！）；垃圾場周圍的居民為了逃避令人作嘔的

惡臭，根本不敢打開窗戶；有人在一個漂浮著塑膠袋和各種異物的臭水塘邊

垂釣，魚獲再賣給街邊的小飯館；牛群在垃圾場旁邊的小河尋找食物……紀

錄片沒有旁白，一幕幕荒謬的場景及影像已足夠讓我們作深刻的反省。 （很

好的觀察力。） 

 

雖然《垃圾圍城》的內容具衝擊力，但王久良先生的表達手法卻是安靜而平

淡的。他以客觀的態度去展示垃圾場的形態，他的作品沒有令人作嘔的細節，

他透過冷靜的描述，讓觀眾意識到：「我們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圍」。（他

沒有以煽情的手法表達，因為影響已很震撼。） 

 

王久良先生在一次訪問中表示：「如果展現髒髒的垃圾場，覺得意義不大，我

更多考量的是垃圾場和周邊環境的關係，這才是重點。」他認為：「我要代表

大眾去冷靜地看這些垃圾場，相對客觀、不帶主觀色彩地去呈現垃圾場的基

本狀況。拍攝垃圾場，重要的不是藝術，我希望是提供證據性的圖片，在一

個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我們到底留給後人的是什麼，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

個例證。」為了突破鏡頭的視角局限，王久良曾經使用數張照片拼接的手法

去完成更大的場景。為了保證每一張圖片的真實性，許多作品都可以看到明

顯的人手接縫，這更顯出他本人鮮明的平實個性。 

 

攝影評論家鮑昆先生說：「我們在無邊無際的垃圾之後看到的是那些現代景觀

的崛起，它們是那麼美麗妖嬈，甚至讓我們忘記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垃圾圍城》顯示了藝術以外的現實情形。 

 

王久良先生因為《垃圾圍城》而獲得年度傑出藝術家金獎以及其他接踵而來

的獎項，更引起了國內及國際間的矚目。北京市已決定在 2015 年以前，投入

100 億元對垃圾場進行治理。希望《垃圾圍城》除了在藝術方面，更能為我

們帶來更實質的環境改善。 

（成功圍繞北京「七環」垃圾景觀開展議題的討論，且論及導演的創作手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8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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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生書院（中四） 

盧永滔作品 Animals Hate Us 
 

I was almost going to cry my eyes out after watching the documentary ‘Yeung 

Yeung with Cows’. Yeung Yeung is not like us normal modern citizens, she has 

her love and care for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She took absolute good care of 

the cows that people abandoned, treated them like adorable human babies. 

Even though she couldn’t do much, she outdid herself. All because of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e did not just 

recycle plastic bags, she did what we would rarely do. She took care of wild 

animals. 

 

Nothing beats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 hottest issu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as the money to renovate everything, and to clear any ‘excessive’ rural area ‘for 

the sake of people’. Providing us with glorious shopping malls may sound pretty 

attractive, but definitely not to cows. 

All the cows in the documentary were relying on Yeung Yeung, not because they 

were lazy, but because they were helpless. Cows used to live by themselves, 

without any help from humans. Those were the times when Hong Kong still had 

not been developed so much yet, farmers could be easily found, and they kept 

cows at farms. Nowadays, we can hardly even see a single farmer nor a cow. The 

used-to-be-farmers did not need the help from cows, because they either gave up 

on being a farmer, or they found a new job. Cows are often seen wandering 

around hills, looking for food, except there are not much food. 

I felt so unsettled after realizing the fact that people treat animals like nothing. De 

De had an infection and his life was soon to be gone, and Yeung Yeung was the 

only one standing besides him, showing him support. The director of the 

documentary showed us a normal day of Yeung Yeung. She was just working for 

cows, without any entertainment. However, she was so into it. Afterall, she was an 

angel. 

 

People often say that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be 

balanced easily. But we know, it is not that easy. To be realistic, we often have to 

sacrifice either economy or environment. When we want grand malls with 

air-conditioning, we need to use undeveloped lands; when we want to spend times 

in spacy parks, we need to give up air-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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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t’s not all about what we want. The thing is, there are animals living in 

Hong Kong, and we honestly cannot easily put our feet into their shoes. Even after 

watching ‘Yeung Yeung with Cows’, I could just conclude that the cows were not 

happy at all, but the feeling is not as strong as watching a human baby crying for 

food. 

 

Not many of us worried about the wildlife, because we usually do not see the 

proble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eems to be so in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setting up plastic bag levy etc. However, the big thing is not just 

about recycling, or turning off the lights. I think all of us know what the big thing 

is, deep in our hearts. 

 

According to WWF, about 23% (1,130 species) of mammals and 12% (1,194 

species) of birds are considered as threatened by IUCN today. Global biodiversity 

is being lost much faster than natural extinction due to changes in land use, 

un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vasive alien species, climate change and 

pollution among others. 

 

Land conversion by humans, resulting in natural habitat loss, is most evident in 

tropical forests and is less intensive in temperate, boreal and arctic regions. 

Pollution from atmospheric nitrogen deposition is most severe in northern 

temperate areas close to urban centr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damaging alien 

species is usually brought about through patterns of human activity. 

Inevitably, human activity often bring harm to wildlife, for example: chopping 

down trees for timber leads to the loss of animal habitats. With the high living 

standard of Hong Kong citizens, we demand more and more, while we harm the 

environment more and more. 

 

Anyway, it is not simple for us to help cows or the environment. If I did not get 

the chance to watch all those documentaires, I would have hardly considered 

envrionmental protection as such a serious issue. I sincerely wish everyone in 

Hong Kong, or even around the globe, can really, think about what we are doing 

to our planet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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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中五） 

梁曉惠作品《從一盞燈聯想到環保這一大議題》 

 

「你們為這盞燈感到惋惜？因為你們瘋了，一盞燈是沒有感情的。」直到 IKEA 

Lamp 廣告最後這一句說話，我才從廣告的悲傷感覺中抽身。 

 

為什麼感到悲傷呢？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廣告厲害的拍攝手法。廣告由拋棄

那盞燈開始便一直用暗沉的色調為主，即使新來的燈亮起來，周邊的環境仍

保持灰暗的顏色，帶出傷感可憐甚至絕望的感覺。而且廣告中一直下著滂沱

大雨，並以一些慢的小調音樂作為背景，又適當利用不同的鏡頭如特寫等，

增添傷心的氣氛，以致看的人觸景生情。另外，廣告中有很多鏡頭以被拋棄

的燈的角度出發，令觀賞者產生同理心，將自己的情感投入那盞燈中而感到

可憐。再者那盞燈由一開始直著腰慢慢變彎，給人低頭無望的形象，用了擬

人的手法，為它增了點人性。 

 

而另一個令人感到悲傷的原因是廣告的故事內容。那盞燈被拋棄時明明還可

以使用的，但它的主人卻貪新忘舊，把那燈扔在街邊，讓它獨自任雨灑，並

只能在窗外看著主人與新的燈快樂相處，讓人替被拋棄的燈心痛，其實這廣

告反映了人的一種習慣—浪費。（評語：好！成功建立自己的觀點，不追隨

導讀的詮釋看事物，有獨立思考。）時代不斷進步，潮流不斷變遷，人會為

了跟上社會的步伐而不斷更換外物，如：手機、衣服……即使舊事物尚未衰

殘，但人依然毫不猶疑拋棄它們。當然它們不會有感情，也不會回罵你，但

這樣不斷浪費定會為地球帶來嚴重的影響。廣告中的燈被隨手拋棄，並不是

拿去回收，而是送去堆填區，一些廢物未能在短時間內分解，霸占堆填區的

地方，逐漸令堆填區飽和，而且有部份物質在分解其間釋放有害物質，影響

附近居民、樹木及土壤的健康，最終反而對人類自己做成傷害。 

 

除此以外，這個廣告亦讓我有了個提醒。商家會為了賺取更多的金錢而不斷

游說消費者去購買他們的商品，就如宜家傢俬這廣告一樣，他告訴你跟本不

需為一盞燈而感到傷感，新的顯然比舊的好，換言之叫你別介意舊的，只管

盡情購買新的貨物。我們身為消費者很多時候會被這些廣告蒙蔽了雙眼，被

「洗腦」，然後真的不理會環境問題而不斷浪費。我們應小心這些廣告陷阱，

時刻警醒自己。 

 

既然時代馬不停蹄地向前進，人們開始關注環境保育及全球可持續發展問

題，我們就不應再隨便丟棄和浪費地球有限的資源，從我們自身做起，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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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出一分力。首先我們應物盡其用，減少製造家居廢物，把能用的家電、衣

服善用，直至它們真的壞了，不能再發揮其功能時，我們才真正放棄他們。

不過放棄並不是指把它們送進堆填區， 而是將它們交到一些回收站，好讓它

們能循環再造，繼續為人類服務。我們提起家居廢物自不然就會想起廚餘問

題，尤其是香港這種較富裕的地方，人們總會浪費大量食物，任由它們倒進

堆填區，但這些食物渣滓不但會發出惡臭味，還會因一些人造添加劑而影響

周邊生態。所以我們應考慮個人食量而選購適量食品，切忌眼濶胃窄，浪費

食物之餘又浪費自己的金錢。 

 

除了個人方面，我們亦應從其他層次入手，如從小就在學校教導孩子有關環

境保育的知識，宣揚環保的重要性，培養他們有一顆愛護地球的心。不同團

體及政府也應該鼓勵市民多些參與環保活動，如「地球熄燈一小時」、「活水

行」等，提高全港市民的環保意識，讓香港得以跟上全球化的發展，樹立良

好國際形象，提高香港聲譽，同時提高香港的宜居度，以至無愧於最宜居城

市之稱。 

     

很多廣告會提及「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等標語，但我並沒有那麼偉大，亦

沒有甚麼要成為世界公民的理想，也甚少為下一代設想，只是一個傾向利己

主義的小人物。但從以上反思，我可以見到環保其實也是對我們自身有利，

好讓我們得以健康生活下去。即使我是個自私的人，我也會選擇環保節能的

生活模式，你呢？  （評價：誠實的反思） 

 

5. 聖嘉勒女書院（中五） 

陸思伶作品《呼嘯的金屬》：活著 
 

本以為這部電影會以廢金屬作為整部電影的線索，去帶領觀眾了解垃圾金屬

的流入如何對環境造成傷害。但沒想到這部電影卻以寫實的手法並以農民工

的生活作切入點，揭示了「活著」血淋淋的一面。 

 

電影的開首是黑白色的畫面，展示著各種金屬流入峰江的工場和工人艱苦工

作的情況，這種從黯淡到漸漸有色彩的手法彷彿向我們敘述了這個地方與廢

金屬不可扭轉的歷史和事實，注定了工人們難堪的一生。 

 

各種從不同國家運進的廢金屬堆積成一座座鐵山，與工人們瘦弱的身體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電影中的主人翁—來自河南的老張和來自安徽的秋霞就是生

活在這樣的環境，被困在鐵山形成的迷宮中徘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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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繁榮都市的我們，大概從沒想過還有人能在佈滿垃圾而且受盡污染的

河水滿足自己各類的生活需要，衣服、甚至身體等都是靠這樣骯髒的河水去

清潔，蒜汁拌飯便是一餐，用膠舀子盛起水，仰頭便喝，連一塊五的菜也要

討價還價……讓我們不禁思考，他們究竟是如何在這樣受壓，遭命運的折磨

下生存？抑或他們並不是忍受，而是他們終究只能世世代代被困窮咀咒，在

循環下經已習以為常，慣於這樣的生活？ 

（評語：好問題。能嘗試易地而處思考他們的困境，很好） 

 

他們為了生存，不斷付出大量勞力，直至心靈都被生存的冷漠磨蝕殆盡才換

取到微薄的薪金，但仍不夠維持生計。（評審回應：還賠上健康呢！）即使

多不情願，為勢所逼的他們找不到其他工作，最後也回到垃圾山下，重覆又

重覆完成令人生厭的程序。貫穿整部電影的，是老張臉上那像洪溝一樣的皺

紋，紀錄勞碌的年輪，也是秋霞母親對前路的傍徨，那一下嘆息和淚光都動

搖著觀眾的心。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是讓主角自己去說話，他們的故事也是由他們自己

去講，影片沒加太多修飾，讓觀眾自己審視和理解所見的。在電影中令我特

別令我注意的是老張在乘坐火車回家時響起的音樂，本來極沉重的氣氛突然

被回鄉的詩意壓下去。若不提債務、病痛、生計，對老張來說，生活仍是美

好的，至少回家的時候會是。只要能見家人，多絕望的未來仍有一點光。 

 

他們的遭遇明顯地揭露出中國的發展模式對保障農民工和勞動者的不足，將

我們平日視而不見的社會陰喑面活生生的呈現在觀眾面前。某程度上，它不

只為勞動者發言，也清晰地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和心酸。 

 

環境管理的議題向來都與社會公義息息相關，城市輸出的垃圾由地處邊緣和

落後的地區去解決，但成果卻從來都只是城市去享有，公平嗎？論努力，勞

動者可能比都市人更努力，因為只有拼了命工作，他們才能養活家人。即使

辛苦，他們也無法放棄生命。無法改變的命運，帶給老張和秋霞只有深深的

無力感。即使是這樣，那些農民工卻並沒有抱怨一句，在他們聊天的內容中

我們能聽出他們對袓國發展的冀望。他們是值得我們致敬的環保大軍，是在

一片荒蕪下盛放的一朵朵玫瑰。 

 

作為旁觀者，我們很難想像他們竟是活在絕望之中，雖能了解，卻難有切身

的感受。貧窮和落後就似一個咀咒，不留情的將一個個人推入萬劫不復的漩

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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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尾，我們看到老張迎着陽光看著自己被重金屬污染的肺局X光片和

秋霞對母親與相親的陌生男子背影的凝望和期盼。至少在絕望中，他們的眼

神中還有一絲對改善生活的期盼，確實令人佩服。（評審回應：中國傳統的

吃人禮教，能絆倒人。如果結婚能一切從簡，秋霞和她的母親可能不用那麼

愁金錢。中國的農村社會根深柢固的重男輕女思想，令片中的主人公和女性，

都苦苦幹活，而家中年青的男丁卻坐視不理，遊手好閒。） 

 

細想一下，或許他們就似香港都市那些每天執拾紙皮去維持生計的長者，又

似被困在籠屋的無業市民，只能嘆息被繁榮所覆蓋。原來，他們只活在我們

的四周。 

 

活著，是幸福還是咀咒？（命運能改寫嗎？） 

 

 

6.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中五） 

何思敏作品《值得省思的動畫—人類是地球最大的危機》 

 

動畫中，帶出了人類的行為由古時到現在對環境及海洋生態逐漸的破壞，人

類的貪婪、無知及殘忍，最終為地球造成的不堪設想的破壞甚至滅亡。 

 

動畫的開初，人類最先對環境破壞的行為是輕易地用腳踩踏一隻細小的昆

蟲，隨著便是殺害動物而製的名牌衣物和物件以及為工業利益為對環境的破

壞。人類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的行為都是為著自己的利益而在無意間直接

或間接破壞大自然。（具獨到的觀察力） 

 

走進街道，眼掃四方，不知有多少動物的皮毛掛在人類的身上，尤其是那些

來港購物的內地旅客，每次總是挽著大袋小袋的名牌衣物抱回家，是否有想

過這樣的豪華要殺害多少隻鱷魚、老虎和犀牛呢？這一切的表面在某些人的

眼中可是一種炫耀及地位的象徵。然而，在某些人的眼中卻只見人類對現實

環境殘忍對待背後的醜陋行為。（把影片內容聯繫到現實中香港和中國的城

市發展。） 

 

再者，有那一個國家不盼望自己的國家的經濟蓬勃呢？人類的十分容易被「利

益」所俘虜及蒙蔽，他們可為了一點兒的利益而傷害了地球以往的朝氣。身

為國際貿易中心的香港為了利益發展而不斷地將市區破舊立新，動畫中的人

類搖棒一變，高樓大夏琳琅滿目，有價值回憶的建築離我們而去。城市，不



錄像藝術評賞資優培育計畫 2014-2015 
 

12 

 

再是屬於我們的歸屬而是逐漸變得陌生。至於中國內陸為一個工業生產國，

為利益高速發展的他，耗用大量的燃料，以至大量的污水排放海洋，從而破

壞海洋生態。人類不喜歡的東西便投向海中解決，試問是否有反思過「水 」

對於我們生活的影響有多深遠，若水污達到了嚴重的地步，無法晚回的時候，

那豈不是把石頭砸到自己的腳一樣嗎？ 

 

倘若，人類真的到了這一刻也不懂得去反思，那麼，地球最總的結果便如動

畫中的結果一樣，變成垃圾圍城，最終邁向滅亡。 

 

這作者創作的動畫人物，背景雖簡單，但當中卻帶有多份的內涵以及隱喻。

由最開頭動畫中的人物朝著一個方向一直行走，途中對地球做出了不同環境

的破壞。譬如，殘殺稀有動物製造高檔次的產品，接著製造垃圾對環境造成

嚴重性的破壞。此外，動畫當中更依照著人類對環境破壞的速度配合背景音

樂，由緩慢的節奏至到輕快的節奏，令人感覺到逐漸陷入絕望以及緊迫的情

緒同時亦表達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程度和速度。有趣的動畫內容幽默中帶有諷

刺的意味，加上恰當的背景音樂，使人印象深刻。（評語：很好的電影分析。） 

 

透過這短短三分幾鐘的動畫，人類迅速的發展對環境破壞的速度，促使地球

陷入絕望的畫面，不禁令我想起中港急速發展而大量耗用燃料所導致的全球

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同時亦面臨著能源短缺供不應求的問題。是否有想像過

將來有朝一日能源耗盡的景況是怎樣的嗎？這是最值得我們深入反思的議

題。 

 

石油、天然氣和煤都是人類歷史以來所採用的基本燃料，但由於以往農業化

的發展在二十世紀中期，人類開始發展現代化的農業，以機器代替了人力，

以至能源的需求隨之而增加，就如動畫中的主角搖棒一變將空曠的大地化為

密不透風的生產工廠。到了近三十年，已發展的國家對於能源的需求增長放

緩，至於發展中的國家對於能源的需求則日益大增，也成為了全球能源需求

增長的主因。尤其是中港這正發展中的國家對於能源的需求逼迫，繼而不斷

地四處開採燃料，在開採煤礦的時候會產生大量的煤屑，造成了空氣污染及

水污染的問題，而且就近的景觀亦會受到破壞。此外，化石燃料在燃燒的時

候，會產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空氣的污染物，令空氣的質素

日益下降。 

 

面對著這樣的苦況，人類開始發展再生能源，譬如，中國的三峽工程的水力

發電和香港西貢的風力發電以減低耗用大量的燃料。但這樣的可再生能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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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能源並不多，由於這能源佔地多，所興建的成本大，因此，難以大量

興建發展。 

 

能源短缺已成為了我們中港最逼切性和警惕性的問題，為了地球的健康，滿

足人類對燃料的需求，我們到底要如何解決呢？ 

 

人總是到了問題無法復原的地步，才卻盡全力想辦法去解決問題。面對著這

樣的問題，其實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由教育著手，自小教育小孩們能源的可

貴，才會令成大的他們懂得節約能源的習慣吧。 

 

動畫的最後，整個地球最終化成一個垃圾城市，動畫中的人類帶上了皇冠坐

在垃圾最頂端的寶座， 連途經地球的外星人也看不過眼而狠打了他一頓。人

類，一直以來的埋怨都是我們自己所種的果，何必把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呢？

人類平日乘車、耗電、狩獵、伐樹等，都是在逐漸削弱地球的生命力。人類

真是地球的最大危機。人類醒醒吧，我們的下一代是否能有機會接觸這剩餘

的大自然，就需取決於我們下了多大的決心去改變我們的未來。 

 

 

7.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中五） 

陳雨晴作品《血色海灣》：偽裝的痛 

 

商業社會引發了物質的洪流，人們忘我地沉溺於慾望的流水中。我們忘記真

正「需要」的，相反「想要」卻有很多很多……在這慾望氾濫的世界裡，人

類仗著自己的優勢，做出種種惡行，但背後又有多少人會關注？集冒險、環

保及採訪於一身，《血色海灣》，揭示了過份捕殺海豚的情況，也曝露了人

類的貪婪、殘暴等醜惡行為。這聳動的素材，足以證明出人對大自然與其他

生物，存在極大的威脅，這一切皆源自我們心中的可怕的「慾望」。 

馴養的海豚為人提供歡樂，又有誰知道背後隱藏着不可告人的事？海豚巨星

由大規模血腥的屠殺中篩選出來，鮮血染紅了海水，海豚的悲鳴劃破天際。

海豚的噩夢甚麼時候結束？牠們每天垂死掙扎，身上流出大量的血，這血由

身上，由心上沿沿淌下：我們為你們人類當小丑，帶開心給你們，和你們一

起共享大自然。為何你們要去我的肉？只剩骨骼的我，只能發出哀求，望你

們可以放我一馬。但我只能看着你在我身體上剖了一刀，又一刀，我的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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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了整條海灣。我很憤怒，可是我無力反抗，面對我的同伴被殺，我亦無力

去拯救，我只能流下血淚，哀求有人能可以聽見我的聲音，救救我的同伴。 

誰能聽見海豚的聲音？紀錄片的「特種部隊」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突破官方

防線，潛入日本太地町海豚灣，偷拍當地漁民屠殺海豚的暴行，以喚醒世人

停止捕殺海豚。 

影片開展大約六分鐘，已經告訴了觀眾捕豚的目的和參與原因。獵殺海豚一

年可賺 100 萬美元，故此不少人來捕捉。雖然當中有不少以主觀鏡頭拍攝當

地人捕殺海豚一事，導演依然保持冷靜。直至海豚凱莤選擇自殺，牠遊到導

演懷裡，吸了一口氣後，自動關閉鼻孔，然後直沉下去。換着你看見難免會

整個心揪成一團吧！ 

海豚大屠殺由九月開始，持續至第二年三月，每年有 23000 隻海豚被殺，數

字驚人。日本太地町的小鎮表面處處標榜著對鯨類動物的喜歡，鎮中心樹立

著微笑的鯨魚模型，渡船裝飾成海豚的造型，這一切偽裝，背後卻是鮮血淋

漓。 

海豚，大家都會想起海豚表演，當你看得興高采烈時，你有想過這些智慧生

物不應該成為人類馴捕對象，不應生活在狹小的水族館裡嗎？為了換取人類

短暫的快樂，使牠無法展現遨遊 40 公里的天性，你難道認為這些都是合理

嗎？都是海豚自願？不。牠們沒有權利、沒有選擇。當海豚在表演時有壓

力，牠們必須用抗氧劑和胃藥來治胃潰瘍，加上過濾系統發出噪音嚴重損害

牠們的聲納系統，嚴重則會死亡。海豚娛樂產業價值 20 億美元，利益讓野

生海豚無法掙脱捕撈與屠殺的厄運。2012年 8月 12日，有報章報導，海洋公

園於 8 月 13 日開始每日加開一場海豚表演，每日表演 6 場，以應付暑期旺季

的人流增長。根據蘋果日報上傳的短片，這個為了利益，不顧海豚感受的行

為，令海豚頻頻「加班」，疲態盡現。此外，紀錄片中提及有兩名導演的同

事參與拯救海豚一事而慘遭毒手，他們阻礙財路就不得不犧牲，人類因為利

益而矇蔽自己雙眼，黑白不分。 

導演利用最先進的科技，將攝影機及收音麥克風隱藏在假岩石裡，在深夜摸

黑拍攝，我們因此能看見太地町漁民圍捕海豚。他們把一根長柱子插到水中，

用錘子猛敲柱子，製造聲牆嚇唬海豚。逃命的海豚被漁民包圍，不斷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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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養員選取了年輕海豚後，餘下的則進行大屠殺。海水瞬間變成觸目的紅

色，海豚哀叫。影片分別利用了近鏡和特寫，強調、放大海豚垂死掙扎動作

和被弄傷的部位，令畫面有一種壓迫感，令觀眾能夠感受海豚強烈的悲傷。

漁民看見海豚的屍體在水中浮游，依然談笑如故，那種排他性的無情，回想

起令人毛骨悚然。我只能沉默，淚水奔湧而出。被殺的海豚運送至市場，冒

充大型鯨魚貴價魚肉。此外，學校還把海豚肉列為學生主要的午膳，不少水

族館亦提供海豚肉試食。當進食海豚肉變得日益普及時，大家都遺忘了 1956

年那年，大批日本人確診患有水俣病，人們身體出現缺陷，生出孩子都是畸

形，這些都來自海豚的水銀毒素。現在，日本人不但沒有吸取教訓，甚至持

續捕殺海豚，無視嚴重後果。導演跟日本政府談論豚肉市場上流動，對方卻

說：「我只負責食品防禦安全，不是食品安全。」這些都是不負責行為，利

益者掩耳盜鈴，政府則粉飾太平，成為最大幫兇。 

影片不時播出一羣海豚自由自在在水中游泳，這暗示了海豚不應受到約束，

亦不是人類的玩具，望人類與動物可以互相尊重和珍惜生命。現時，有些國

家依然有奴隸制度，在 2007 年山西黑磚窯案中，中國的山西省被揭發有磚

窯，他們失去自由，失去言論，不能反抗。他們被強迫從事極高強度體力勞

動，動輒暴力毆打，令他們致殘，致死，就像海豚一樣，他們没有自由，沒

有報酬，沒有選擇。為了工作為了帶給利益換來死亡與疼痛，只能把所有苦

隱藏在內心。 

人往往因為「想要」得到某東西，而罔顧他人或其他生物的權利，損害他們

生命，這些源源不絕的自私，充滿著世界每一個角落。偽善的嘴臉下，總是

隱藏著猙獰駭人的真面目。在經修飾與渲染的訊息裡，又掩蓋了多少見不得

的勾當？生命與權利被無視，為了權力，為了欲望，我們習慣了踐踏別人，

貶低生命，人到底有多醜陋？答案遠遠超出你的想像。不要帶孩子去海洋公

園看海豚表演，震天的歡呼聲掩蓋了海豚的吶喊，這是對孩子的教育嗎？請

諸位用不同角度，去看待相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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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公開組別 

 

 

1. 中華基金中學（中四） 

范欐鈞作品《看不見的美麗與傷痕》 

 

從高空鳥瞰，才能讓人相信台灣這一島嶼竟有如此的壯闊之美；唯有將鏡頭

對焦在這片土地之上，方才能讓人感受到罪惡與悔恨。 

（評語：文章開首引人入勝） 

 

本片以俯視的視角闡述了台灣這片土地上那些確確實實存在，卻為上千萬的

島民所無視的美麗與生機。空中航拍的拍攝方式與平日人們的視角最大的區

別莫過於：前者能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而後者卻使人始終活在以自己為中

心的世界當中。從高空鳥瞰的視角無疑給了觀眾們一種「縱一葦之所如，淩

萬頃之茫然」的視覺衝擊。之後方有「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之感。

在平日中躋身於喧囂的都市的人們，唯能在此意識到自身如塵埃一般渺小，

並由此而感歎造物主的傑作的偉大。水漾森林與墾丁南灣，生長在水中的密

林筆直得沖天而上，當一陣陣的風襲來時，水上揚起陣陣漣漪，樹枝搖曳，

格外動人；由三色海水自然衝擊而成的礁石巍然儼立—使人無法停止對這一

切的歌讚。造物主對我們的饋贈實在甚多，而人們卻常對這些饋贈視而不見，

這想必是由於人們常常誤解「人定勝天」之真正含義而喪失了對自然的敬畏。

無畏懼，也就難以對這些饋贈抱有感恩之情，甚至難以察覺。  

 

成片的漁場與稻浪翻滾的農田，在多數人看來或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實

質上卻是批判與反思的象徵。「武力」介入與無止境的索取，這片土地早已不

堪重負。這一片片稻田何嘗不是披著「羊皮」的傷疤？隨著直升機不斷上升，

大地的傷痕，海洋的病痛，水庫的龜裂，河流的死亡全都一覽無餘—這個同

樣是平日中我們看不到的台灣，同樣是如此的真切。「我們需要的不多，想要

的卻太多」，人們曾在這片土地上與不同的物種一起生活，如今我們越來越孤

獨；人們曾擁有對這片土地的記憶與情感，如今取而代之的卻是鋼筋水泥的

陪伴；古人曾在這塊寶地之上選擇他們入土為安的位置，如今卻為汪洋大海

所吞噬。這何嘗不是對我們的貪婪與狂妄的懲戒與制裁？  

 

「不僅養活自己，而在心裡承諾為下一代打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我們的

希望與我們的實際行動大相徑庭。我們在這世上只會作一個短暫的停留，而

我們的所作所為毀掉的或許不僅僅是子孫後代的生活，或許我們那對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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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對於毀滅的視而不見也同樣會成為後代們的行事準則。 

睜開上天賜予我們的雙眼，看見他賜予我們的贈禮，看見我們的罪惡，看見

那一絲治癒的可能…… 

（文筆優美，成功運用各類詩篇作為典故，表達自己的觀點，反思及分析到

位精闢，惟建議可多以視覺元素分析，於影評而言可更為切題。） 

 

 

 

2. 英華女學校（中六） 

Ho Cheuk Ting 作品《我們看到什麼》    

在《看見台灣》中，導演特別用了高空拍攝的方式帶領觀眾在台灣的上空飛

行，以鳥瞰的角度向觀眾訴說大自然的美麗，以及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 

 

在電影初段，觀眾所看到的是未受破壞，極盡瑰麗的景象。壯闊的陸地，陡

峭卻壯麗的山巒，碧藍的大海……我不禁懷疑：「這真的是台灣嗎？」畫一樣

的景象伴着時而柔和時而激昂的音樂，更讓觀眾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生氣。

大自然給予人類太多資源，人類就會變得習以為常，從大自然身上拿走更多

的東西。 

 

當看過美麗的景象，導演就用強烈的對比—被破壞的大自然環境來衝擊觀眾

的視覺，就像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樣，全都被無情的刺破，只剩下點點水花。

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向大自然索取；然而，大自然資源不是無盡的，

總會有用完的一天。大自然已經不能再承受人類的開採挖取，而我們在用的

是未來的資源，我們的子孫以後還能看到美麗海洋，山巒，甚至是我們踏着

的土地嗎？這套電影所帶出的不僅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光是人禍已令她

千瘡百孔，還有天災。在電影裡提到而最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我們除了看到

天災帶給我們經濟和心靈損失，還看到什麼。 

 

電影中有一句是不斷重複提到的，「我們看不見，不是看不到，只是不去看。」

我們為什麼不去看？電影並沒有明講，但帶出一個了「答案」，就是我們是否

真的忍心這樣對待大自然。我們常常怨天災帶來慘重的損失，但令天災頻密

發生的正是我們自己，這不是很諷刺麼？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掏空，

開採大自然，最後受害的只是自己和後代，還有整個生態環境，值得嗎？在

電影中提到多個環境問題，如陸地下陷，水位升高，堆填區飽和，山林被過

度開發，各種污染等等。這令我產生一個疑惑：究竟我們對大自然是抱著什

麼心態？我們會覺得大自然很美好，卻又不斷破壞她，再後知後覺做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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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是珍惜地球餘下僅有的資源，而不是不斷地浪費？ 

 

「你看見嗎？我看不見。天與地，無聲無息，曾有的，一切不在。難道就這

樣，路已到盡頭，拿得那麼多，還得那麼少。如果還有明天，能不能讓傷口

癒合，能不能還大地光芒……能不能讓大地重生。」電影最後一首歌的歌詞

正好向我們這些破壞者訴說了大自然的無奈，也令我反思科技的進步是真的

帶領我們前進，還是倒退，破壞我們自己生命的根源。 

 

這部電影成功讓觀眾反思人對於大自然的種種破壞和不珍惜，幾乎無間斷的

歌曲牽動着觀眾的情緒，片段間的過渡很自然，如從未被破壞到破壞後的環

境，能令人感到心痛之餘，也為還有愛地球的人在而感到點點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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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華女學校（中六） 
Tang Suet Man 作品《看見不看見》 

 
（評語：懂得電影語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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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華女學校（中六） 

To Pui Shan 作品 Beyond and Behind 

 

“Beyond Beauty, Taiwan from Above” is not just an award-winning work, but a 

heart-warming masterpiece. 

 

Walking in the air, the stunning perspective of this movie utterly brings us to the 

remarkable yet bloody scenery of Director Chi’s hometown. The journey is 

emerged in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treasurable island. Using the depression angle, 

the movie captures every gritty detail of the footsteps experienced by the 

courageous ancestor there who built their homeland with sweat and blood, and 

with wisdom-- Wisdom, the proudest gift evergiven to mankind. 

 

Started from impoverished and agricultural-based villages, they had tackled 

obstacles when facing the nature and tended to build a home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 It was supposed to be an appreciative development which we, the 

modern ones, can enjoy the privileges and cozy living environment. Unfortunately, 

this documentary can twist your perception. 

 

Behind the legendary mountains is the violent and bloody land left by the 

developers and greedy humans. Mr. Po-lin Chi has revealed this undeniable fact to 

us who have been making excuses to destroy pieces and pieces of land, ripping 

the roots of life of the trees. The guardians of the land, now have become deserted 

and fragile woods. The aerial shot of the back of the Ali Mountain shocks 

everyone’s mind. Such visual excitement unveils the damage done to the nature 

by modern infrastructures directly by using the high-angle shot. It is miserable. 

Watching the pathetically pale white flesh beneath its originally nourishing soil 

which has already been torn off by cranes is heart-breaking. Though the movie is 

a realistic depiction of our real world, it is “too realistic” for anyone to see.  

 

Similarly, the contrast between natural beauty and catastrophic view shows up too 

when the camera moves over the fish ponds. Millions of white rubber pipes 

mounted over the road. What being sarcastic is that humans are venturing the 

treasurable nature with the future of their children. With our mind flooded with 

commercial values,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drain water from the underground, 

causing the sea levels to rise. And people build cemented walls to “safe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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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selves. It is like the chance of getting close to the nature is regarded as 

“forbidden” nowadays. To be worse, biophobia can surround us and humans will 

become the superior yet self-centred organisms, neg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e. 

 

We seem like having forgotten that the precious land we are over-exploiting is our 

mother of lives. 

 

Vibrant scenery made by the spectacularly static shooting shows the contrasts 

between Tai Pei’s neon lights and the available light shined from the Sun. It makes 

me ponder that if we should omit the ugly “blood-draining” process of the rubber 

pipes from the ground to attain economic achievement. Eking out is essential. 

Embracing the natur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o. Director Chi does not only give 

us a marvelous journey of flying, but provides u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see, to 

see its real face, what behind the face of Taiwan making us reckon the fact that the 

land cannot endure our greediness. There is a limit, and the limit is in our control. 

Whether or not the nature is capable of bearing it depends on our conscience. 

Though not living in Taiwan,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such overwhelming flight 

triggers our thought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ound the world. 

 

This film shows stability of shooting but also stirs up a vigorous feeling in 

everyone’s mind. It is sensational. As what the narrator says, “We are ephemeral, 

just the passers-by in this world”. Why should we, the fleeting ones, treat the land 

as a trivial field to satisfy ourselves?  

 

Sky has no limit, so does the life of land. 

 

 

5. 英華女學校（中六） 

楊錦薇作品《看見了家園的美麗與哀愁》 

 

從未曾看過一部比《看見台灣》更震撼人心的紀錄片，即便不是台灣人，影

片中所記錄的點點滴滴卻是難以置信地似曾相識。在經濟急速發展的這個時

代，又有誰的棲身之所不正面臨同樣的威脅？又有誰曾正視過這些難以痊愈

的環境傷害？又有誰站出來阻止這些正逐步吞滅自然生態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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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空拍攝影師齊柏林執導的金馬獎得主《看見台灣》以浮雲飛鳥的姿態

讓觀眾化身茫茫滄海中的飛絮，鳥瞰自然這個巨匠的煌煌巨著，從高山到森

林，從河海到湖泊，展現原始美麗的台灣，推廣環境保育。正所謂「登東山

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個高空拍攝的全新視角讓我看見了在電視上、

雜誌報章上、網絡上，甚至親身慕名拜訪也不會看到的瑰麗台灣。這讓我想

起了香港，和這個所謂可悲的「石屎森林」裏營營役役的香港人。我從不認

為我土生土長的地方是個只有人為建築的城市，因為我看過南生圍寧靜珍貴 

的河塘濕地，走過下白泥染著日落餘光的泥灘，接觸過龍尾灘潮退後零落岸

邊的海洋生物。即使是香港人，誰又真正欣賞過這個城市裡每一片未被污染

的淨土、走過這裡每一寸充滿自然氣息的世外桃源呢？ 

 

《看見台灣》引起我許多對自然保育、城市發展、污染問題，甚至對生命的

反思。這部紀錄片不僅是單純地把美麗自然的台灣展現人前，更揭露了開發

和過度發展下土地的疤痕和海洋的污染，警醒觀眾要為這些壯麗可貴的自然

景觀盡一分綿力。當影片提到台灣發展商汲汲於佔據自然、與海爭地，我又

想到了香港這個物慾掛帥的社會中某些只爲自身利益的財閥如何貪婪地埋頭

填海，肆意開發土地，把海景豪宅商廈的快樂建築於被無理剝削的海港身上，

犧牲了自然以換取滿身銅臭。記得幾年前有發展商擬在南生圍申建酒店，不

久後政府又計劃把龍尾灘造成人工泳灘，近年更計劃發展郊野公園，如此的

大興土木，企圖毀滅原本已寥寥可數的珍貴淨土，豈不是違背了自然法則，

貽害後代？ 

 

說到貽害後代，《看見台灣》中捕捉了多片河流慘遭污染成紫紅、啡黃的景象，

影片中的一句「或許你每天用的水，就是從這裡來的」更是當頭棒喝。近年

來，珠江三角洲的水質污染絕對是一大隱憂。香港人每天飲用著東江水，依

賴著東江水的供應，可是珠三角的工廠卻不住排放未經處理的有毒污水，不

僅對供港食水的水質安全有影響，更關係到鄰近地區的農作物和魚類等食物

素質有機會危害市民健康。水在我們的生活中擔當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若果我們不正視水污染的問題，那後代又該如何繼續健康地成長？ 

 

沒有虛矯的情節，沒有多餘的粉飾。《看見台灣》赤裸裸地展示了台灣的自然

與城市、天災與人禍、美麗與醜陋。影片的收結更有如晨鐘暮鼓，醍醐灌頂。

人生世上，不過是一趟偶爾的飛鴻踏雪，在這宛如懸絲蜉蝣般稍瞬即逝的生

命旅途中，人類又憑什麼破壞自然，刻下一個又一個永不磨滅的傷痕呢？站

高了，看見了家園的美麗與哀愁，我們又能否作出改變，保留所擁有的美好

環境呢？這些問題，實在值得考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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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中五） 

盧芷君作品《看見台灣，看見世界》 

「你看不到這些，因為你站得不夠高。」沉醉在小提琴與鋼琴互相協奏，慨

歎著眼前屏幕的美景，忽然的一句話如烙印般深深記在我的腦海中，也同時

讓我驚訝：原來眼前的美景不是在新西蘭，不是在北歐，不是在加拿大，而

是在近在咫尺的台灣。 

 

電影在台灣史上首次採用高空拍攝的方式，以上帝俯視的角度重新詮釋台

灣：延綿不斷的山澗流水，高聳入雲的峻嶺還有深邃寧靜的大海。一切一切

就如一幀無限延展的畫卷，收納在一個小小的鏡頭裡，再以電影形式在觀眾

面前展開。這種拍攝手法使我們對台灣景色和地貌有更深的了解和關注，這

是一般用狹窄角度拍攝的電影所不能給予觀眾的。 

 

然而，柔和的旋律忽然變調，畫面常現的藍色綠色忽然改變。石屎森林獨有

的灰色，黑色伴隨著緊湊的音樂撲面而來。聽覺的刺激感再次喚醒我們的注

意。引領讀者—這便是這部電影音樂的精彩所在。幾乎沒有一幕的背景是寂

靜的。柔和舒暢到刺激緊張再緩落回柔和舒暢，整部電影的音樂就像是另一

位旁白，描述著電影的節奏的高低起伏。有時還會有讓人耳目一新的台語歌

曲，為電影注入不少台灣本地的色彩。 

 

電影的後半部分描述的盡是發展經濟後大自然的慘景，最令我觸目驚心的是

一條條引水道密密麻麻地扎到水裡，以支持背後一個個淡水養殖場的情景。

場景之震撼讓人不禁疑問，到底要攫取多少才滿意？淡水養殖場，高山野菜，

水泥……種種的經濟活動的確能為人們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金錢，

卻犧牲了環境，破壞了祖先默默耕耘所保存的美麗環境。 

 

這部電影以對比的方式，首先拍攝台灣壯麗的風光，再呈現台灣現在經濟為

環境帶來的危害，為現在正受惠於經濟發展下的人們帶來思想衝擊：環境，

還是經濟？持續現在攫取無度的生活方式的確是大家所望，但不久的未來，

災難會更早地等著我們，資源短缺會等著我們，滅亡會等著我們。就算是現

在，馬爾代夫和威尼斯的淹沒已經是迫在眉睫，全球暖化和海平面上升的現

實已引起全球極度關注。如果還這樣下去，到了下一代，地球會將如何？看

見台灣，看見的不僅是台灣，還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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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港大同學會書院（中三） 

梁詠然作品《血色海灣》：微笑的背後 

 
「海豚的微笑是自然界最大的騙局，這造成他們永遠快樂的假像。」 

一說起海豚，就立即聯想到他們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又尖又彎的嘴巴，

常給人一種笑意盈盈的感覺。昨晚剛看完一部由麥特戴蒙執導的紀錄片—《血

色海灣》，一部講述日本人如何殘忍的殺戮海豚的電影。日本和歌山縣的太地

町，是一個被政府包裝得十分愛護海豚似的小市鎮，佈滿可愛的海豚雕塑和

裝飾，但背後的卻是政府跟當地漁民聯手捕殺海豚，再販賣去各地的殘忍事

實。 

 

電影把大屠殺發生的經過毫無隱藏地展示出來—隨著海豚極高音頻的淒慘叫

聲，漁民們手持魚叉，面不改容地手起刀落，狠狠地叉死一隻又一隻的海豚。

有的還在海裏瘋狂掙扎，但同伴們大都已經奄奄一息地躺在漁船上了。牠們

的哀鳴在海灣一直迴蕩……不消一會，牠們將無一倖免；再藍的海也瞬間變

成血紅色，就像是海豚們無聲的抗訴。雖隔著屏幕，但我也仿佛嗅到那股濃

烈、噁心的血腥味。導演就是利用這強烈的視覺畫面去喚醒人們的良知，希

望各地的海生館可以取消海豚的表演節目—不只是因為海豚是屬於海洋的，

同時，若沒有買賣便不會有市場；沒有市場便不會有殺戮的發生。 

（評語：良好的視覺分析） 

 

電影講述世界知名海豚訓練師李察·歐貝瑞得知每隔一年的二月在太地町舉

行的海豚收購活動，把海豚以高價賣到世界各地的海生館作為賺錢工具；剩

下的海豚則被封鎖在一個峽灣的漁網中，等候著被殘忍地宰殺。每年被宰殺

的海豚多達 28000 隻，漁民會把牠們的肉偽裝成鯨魚肉出售。儘管途中遇上

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撓，但為了阻止這一切的發生，察親自邀請了幾位專業人

士組成小隊，更找來荷里活的特技團隊作支援，在太地町開展一連串的秘密

偷拍行動，務求把日本人殘忍的行為公諸於世。 

 

 

恰好，香港正有一個海洋公園。它的宗旨是「協助保育野生動物生態及增進

大眾對這方面的了解」，但實際上它是一個這樣為動物著想的樂園嗎？不是。

它只是一個拿動物來作招徠，唯利是圖的樂園，更可能是海洋生物的「煉獄」。

根據電影的介紹，海豚是聽覺極度敏感的動物，聽覺頻率為 1-150kHz，日本

漁民就是利用他們的這個特性，以鐵管互相敲擊，從而把海豚迫進峽灣裏。

海生館裏的海豚們經常因為過度緊張及受到聽覺壓力而胃潰瘍，需要服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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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抗酸劑和胃泰美以維持生命。海洋公園裏有十多條海豚，他們都長期受到

濾水器噪音的折磨，再加上公園一直都在進行修復工程，那些電鑽、機器的

噪音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承受不了，何況是一條聽覺那麼敏感的海豚呢？其

次，海洋公園的海豚們十分辛勞。除了有每天五至六場的「海洋劇場」演出

以外，還有跟遊客互動、拍照的特備節目「豚聚一刻」和「親親海豚」等等。

那麼多的壓力，海豚們抵受得住嗎？人類有權選擇自己的命運，也可以罷工，

但海豚呢？牠們的命運從來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如果每個人都知道，歡

呼聲對於海豚敏銳的聽覺來說是一場折磨、知道海豚微笑背後的絕望，海洋

世界將不再是夢幻樂園的代名詞。」  

 

自電影《血色海灣》發佈後，多國已逐漸立法禁止海豚表演，比如是美國跟

印度，連日本的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也改用標本和模型展示。那麼，海洋公

園作為香港最著名的觀光景點，究竟什麼時候才會覺悟呢？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不要吃海豚肉、也不要再觀賞海豚的演出、及把這部電

影推薦給更多的人看，讓海洋保育的問題得以重視，防止屠殺的暴行再延續

下去。我們要為海豚發聲。（評語：很誠懇的反思。） 

 

8. 德雅中學（中六） 

鄭紫珊作品《海豚灣》 

 

看過《海豚灣》這套電影後，我有一些啟發，也打算作出具體行動。 

首先，我本以為這是一套十分沉悶的電影，誰不知我的想法錯了。電影中講

述日本不為人知的秘密—殘殺海豚。平日天真可愛的海豚，受盡萬千寵愛，

為甚麼日本人要殘殺牠們？正因為我們為了「以人為先」，總以為世界圍繞人

而轉。我們喜歡看海豚表演，人們認為這是一門生意，便獵殺大量的海豚。

人們自以為自己是萬物之靈，就利用海豚的弱點—聽力好，放出高分貝的

噪音逼海豚們聚集一起，然後捕捉牠們，我們永遠也不知道牠們的痛

苦。就如同世界上有許多未知的事物，例如比我們還高智慧的外星人，

那代表他們就可以宰了我們，吃了我們嗎？試想一下，你就可以想像到海豚

以及其他動物的痛苦了。 

 

在社會效益方面，海豚肉含有大量的水銀，對人類的傷害是十分大的。人類

抓了牠們，目的只是捕捉可以表演的海豚，從中獲利；那為甚麼不放走剩下

不能表演的海豚而一定要「趕盡殺絕」呢？其實，這是不道德的。因為在十

誡中，有一條是「不可殺人」。「人」的意思不只是人類，而是指「地上萬物」，

人類殺了大量海豚便違反了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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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效益方面，海豚是十分討人喜愛的動物。這套電影揭發了殘酷的真

相。人們以為在海豚表演時，最重要是得到快樂，根本不會理會牠們的

死活。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牠們本來在自由自在的大海裡生活，怎麼牠

們會甘願困在一個地方而失去自由呢？換一個角度，我們不會願意永遠

困死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當一個人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力，便會出現

各種毛病。連自稱擁有高智慧的人類也會如此，更何況是海豚呢？海豚

擁有和我們相近的智慧，充滿人性的牠們，人類怎會如此忍心的殘殺牠

們？事實上，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日本發生如此的事，就連東京的人也不

知道。海豚是人類的朋友，電影令越來越多人因此而傷心。這違反了「目

的論」的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大快樂的原則。我們傷害了海豚；根據「不

傷害原則」，而這是不道德的。 

 

再者，我們應該「以生態為中心」，因為大自然供給我們一切所需，但我們卻

傷害了大自然。我們是由天主所創造的，天主賜地球給我們，是要我們作管

家，但我們總是妄想自己是主人，擅自使用地球上的資源。目光短視的我們，

只看見當下的利益，長遠來說，我們只是輸家，因為地球資源會有用盡的一

天。 

 

活在當下，我們應該不去看海豚表演，「海豚」生意便會沒落了，這便可杜絕

「海豚」的悲劇發生。人類啊！醒覺吧！不要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海豚的痛

苦身上，還海豚一個自由自在的安樂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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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工作坊組別  

 

1. 保良局世德小學（小六） 

蘇卓盈作品《黛子小姐》 

 

長生不老是人類夢冧以求的境界，亦是人類永不能達到的境界。但人類製造

了一樣東西能夠做到，那就是膠袋了。 

 

電影中的女主角—黛子小姐是一個膠袋，這個故事用了倒敍的寫作手法。利

用黛子小姐自殺的過程引出黛子和紙杯的愛情故事。這個故事主要是說黛子

從一間工廠裹誕生了，被人用作裝菜、功課，甚至金魚，深受大眾歡迎。有

一天，黛子在酒樓遇上了紙杯，他們倆一見鍾情。但過了一會兒，紙杯不見

了。經過多次的使用，黛子破了一個洞，於是主人便把她拋棄了她。在她人

生最黑暗的時刻，紙杯卻出現了。之後，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快樂的

日子總是很快便過去，紙杯被大自然分解了。黛子感到很傷心於是她便自殺。

結果一千年過去了，她還未被大自然分解。 

 

這個故事用的電影語言有：高角度描寫、低角度描寫、半身、全景等。電影

開始（黛子從高處望下）的時候，利用了高角度描寫，用來顯示大廈有多高。

在黛子傷心的時候，背景用的顏色很灰暗。而在黛子遇上紙杯，背景立刻變

成暖色。 

 

看完這個故事後，我深深感到慚愧，我不斷浪費膠袋，卻沒有想過膠袋是不

能分解的。不過，現在政府已推行多種政策，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相信有

一天，被人稱為「人類最糟糕的發明」—膠袋將會完全退出舞台，亦相信這

一天很快便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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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小六） 

李承煜作品《生物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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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公會基顯小學（小五） 

柯雅雯作品《人類才是地球上最大的危機》 
 

這齣短片講述的是五十萬年以來，人類來到了原本美麗可愛的地球，並對地

球做了許多傷害。人類殺害動物，不論是弱小的動物，還是兇惡的猛獸，甚

至龐大的大象和海洋生物，人類享用它們的肉，並以它們的皮毛作為衣服、

皮鞋之用，使用各種各樣的化學劑餵養家禽……種種惡行從陸地延伸到海洋

和世界各處。掠奪了資源，卻把垃圾永留在這世界上。成千上萬的豬、牛、

羊也葬身在現代化的食品加工設備下。森林裡的樹木變成紙張，海洋也受到

污染，城市不斷地現代化，高樓到處聳立，人口不斷膨脹，汽車無處不在，

被污染的空氣瀰漫整個世界，垃圾不斷堆積成山。人類還洋洋得意，結果被

外星人踐踏成垃圾，真的嗚呼哀哉！ 

 

短片除了背景音樂外，便沒有加插任何旁白和對白，真的無聲勝有聲，令觀

眾更能專注欣賞動畫背後傳遞的訊息。此外，短片基本上只運用了黑白灰三

色，這說明人類的內心是冷漠的，只顧念自身的經濟發展，對自然界所遭受

的傷害，漠不關心，還自以為是。 

 

看完以上的片段，你能接受上述的結局嗎？如果大家不珍惜地球的資源，不

改變我們種種的惡行，人類便會成為地球最大的危機。地球遭受如此的破壞，

你還能處之泰然嗎？地球已經向我們大聲疾呼，發出連串的警號，如臭氧層

遭到破壞，出現溫室效應，經常出現酸雨、沙塵暴、颱風、海嘯等現象。這

些鐵証說明了我們正在承受破壞地球所帶來的苦果。我們絕不可以坐以待

斃，我們一定要為新一代，為將來作出重大的改變。 

 

地球不單屬於人類，而是屬於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藍天白雲、綠樹成蔭、新

鮮空氣、乾淨食水，誰不想要？我們必須坐言起行，從現在做起，從身邊的

點點滴滴做起，人類不可再過分捕殺生物、砍伐樹木，應緊記要節約用水、

節省能源、不浪費紙張，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資源。地球是你、我、他的家園，

破壞了它，人類只會自食其果，自招滅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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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公會基顯小學（小五） 

鄭詠彤作品《血色海灣》 

 

《血色海灣》(The Cove），片長約 1 小時 30 分鐘，由前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

路易斯‧賽侯尤斯於 2009 年拍攝的紀錄片，他使用了水下麥克風，並將高像

素攝影機偽裝成石頭進行暗中拍攝。他揭露了日本太極町(Taiji)漁民每年屠殺

約 23000 條海豚的事實，這個數量約是過去日本每年捕殺南極地區鯨魚總數

的三倍，並差不多等於全日本捕殺海豚的總量。每年海豚都會進行季節遷徙，

例必游經太地町，漁民先用雜音將他們驅趕到當地一處隱密的海灣，再用大

漁網困住海豚，最後用長矛和利刃將他們全部殺死，真的慘不忍睹。 

 

全片的拍攝過程非常困難，首先是因為漁民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斷在

阻擾；而政府也為了想與那些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所以不敢得罪漁民，便

盡量去配合，把攝製隊列入黑名單，他們一入境，就會被警察不停地追問，

接到投訴也被盤問，基本上警察或是漁民們是全天候跟蹤他們。他們的行動

好像 007 一樣，仿如一個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賊，沒法正常行動。幸好有

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和志願者幫忙，才使行動得以順利完成，要不然那鮮為

人知的事實怎會曝光呢？根據片中的街頭訪問，五位市民竟沒有一個知悉這

可怕、又血腥的事件！ 

 

那些可憐的海豚，當然是他們販賣的對象。一條活海豚可賣十五萬美金，而

死海豚的經濟價值並不高，因為海豚肉吃多了會中水銀毒，可是他們卻自欺

欺人，竟埋沒良心、無恥地說這是絕對不會中毒的，還一直暗地裏大量出售，

不讓人家知道這是海豚肉。根據影片報導，明明之前曾出現市民吃了中水銀

毒事件，漁民也有牽涉在內，但他們竟敢拍著胸膛，睜著大眼說謊話，可憐

懵然不知的市民竟當是普通魚肉買來吃！即使他們知道是海豚肉，多數也不

知道有毒，依然買來吃，因為日本政府根本沒想過要揭露真相！ 

  

《血色海灣》不是一齣電影，而是一部貨真價實的紀錄片。海灣裡的血不是

辣椒醬，也不是蕃茄醬，而是上百條瀕死的海豚，用盡最後一口氣，想衝出

漁網，逃出「地獄」所吐出的鮮血。這齣影片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站在保

護海豚的立場，使人產生共鳴，它把捕撈鯨豚說得觸目驚心，又把這段偷拍

過程用非常戲劇化的方式呈現給觀眾，執行偷拍任務時，猶如 007 驚險萬分，

會議攻訐爾虞我詐，這群正義之士冒著生命危險，不怕被漁民發現、攻擊、

被警察扣留查問，他們的英勇行為，真值得世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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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海豚的微笑，是世界上最大的騙局。」這句話令我恍然大悟。在海

洋公園表演的海豚，他們看起來很享受，背後卻帶著無數的痛苦。原來野外

的海豚如果順利成長可以活七年之久，可是受訓的海豚卻只有三四年壽命，

因為牠們一定要做好每一個指定的表演動作才可以開餐，這和殺了他們有甚

麼分別？我們眼睜睜看著他們被折磨，埋向滅絕道路，這是何等道理？為什

麼人類有權去殺害那些小動物？小動物卻不能用宣傳海報回應說：還要流多

少血，才能喚醒你們的良知？ 

 

其實這部影片，最希望喚醒人類要保護海豚，別讓此等悲劇年年月月重複地

出現。海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很多很多同類型事件在世界各地發生。

我們應廣泛報導此等殘酷事件，引起社會人士關注，熱烈討論，才能迫使有

關機構為海豚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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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公開組別 

 

本會於學校播放影片後，就《人類是最大的危機》及《Man》這兩

部動畫設置問題讓學生思考，問題如下： 

 

《人類是最大的危機》： 

 
《Man》 

 
現摘錄部分學生回應如下： 

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小六）李芓嬈 

 
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小六）李俊壹 

 

 

 

 

 

 

 

 



錄像藝術評賞資優培育計畫 2014-2015 
 

33 

 

3.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小六） 張潁琪 

 
4.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小六）郭成榮 

 
5.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小六）陳韋灼 

 
6.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小六）陳啟澤 

 
7.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小六）廖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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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小五）曹凱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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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小六）封班侯 

 
 

10.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小六） 

李婉旖作品《地球不是一個被搾乾的檸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