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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黃蜂降臨E-Max 陪你過聖誕
巨型大黃蜂主題聖誕樹 首度面世
(2018年12月23日 香港 訊 ) 今個聖誕，肩負保護地球及人類這重大任務的大黃蜂將降臨
E-Max，作為保護地球的首站。現場除了有一個2米高的大黃蜂座鎮外，更特設巨型大黃蜂主
題聖誕樹，勢必成為今個聖誕的打卡熱點﹗場內還有多個型格影相位：大黃蜂霓虹燈背景牆、
變形金剛LOGO佈景舞台等，都是粉絲們朝聖首選﹗
E-Max 更舉辦大黃蜂主題展，特別展出多款展品，讓香港粉絲可一同迎接大黃蜂的降臨！

E-Max 大黃蜂主題展
日期﹕2018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 月 6 日
時間﹕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地點﹕地下中央廣場
如欲查詢或索取更多資料，請聯絡E-Max 宣傳部：
梁碧琪 (Chloe Leung)

龍展濤 (Matt Lung)

電話：(852) 2620-2895

電話：(852) 2620 2898

電郵：chloeleung@hhlmail.com

電郵：mattlung@hhlmail.com

附件﹕有關電影《大黃蜂》

為經典系列注入全新動力
本年度壓軸動作鉅獻
《變形金剛》(TRANSFORMERS)系列已製作了五集，是時候在拯救地球及狂、博激戰的戲軌
之外，開拓另一些別開生面的故事，為遍及全球的粉絲及影迷送上一份全新震撼。這個重要
任務，交由比柯柏文更愛親近人類的大黃蜂來擔任，相信一定不會有人異議！
一手「湊大」
《變形金剛》系列的監製羅倫素指出，系列已拍了五集，狂、博激戰多年，故事
發展空間逐漸收窄，成績亦開始停滯不前。科幻特技電影耗資龐大，若按照舊模式再拍續集，
在商言商實在並不划算；是時候重新出發，為觀眾帶來新意之餘，亦為延續系列尋找全新方
向。因此，他邀請《捉妖敢死隊》(KUBO AND THE TWO STRINGS)導演查費斯奈捷(Travis
Knight)加盟，以跳脫及活潑的風格，以大黃蜂為中心人物，重啟經典第一章：《大黃蜂》
(BUMBLEBEE)。
幕後轉換舵手，幕前亦是一批充滿活力、近年蓄勢待發的演員，包括：
《離奇復仇事件》(TRUE
GRIT)金像提名女星希莉辛菲(Hailee Steinfeld)、《左兩爸 右兩爸》(DADDY’S HOME 2)約翰
辛納(John Cena)、《蜘蛛俠：強勢回歸》(SPIDER-MAN: HOMECOMING)佐茲蘭迪堡(Jorge
Lendeborg Jr.)等，成為大黃蜂初到地球的戰友，帶來一個變形金剛如何與人類建立起深厚感
情的故事。

回到初始 原汁原味重啟系列
在《變形金剛》系列電影版中，大黃蜂一直化身為黃色的 Chevrolet Camaro 跑車。然而，今
次大黃蜂會變回在動畫原著中的黃色福士甲蟲車，而柯柏文亦會回復最初的原形，並邀請原
裝動畫的配音員 Peter Cullen 再度聲演。此外亦會交待為何大黃蜂的語言系統受損，以致他
無法用語言與人類溝通；也會把他學習透過車上音響播出的歌曲或電台節目，向人類傳
達訊息的過程披露。《大黃蜂》把一切回到系列的初始，相信會為《變形金剛》的忠實粉絲
帶來無限驚喜。

傳媒一致激讚 真正的《變形金剛》電影
「這就是動畫系列粉絲一直想要的電影。」
Variety
「經典《變形金剛》的粉絲會為本片的許多細節感到興奮。」
indieWire
「《大黃蜂》有足夠的情節、點子及魅力去獨立成篇。」

Los Angeles Times
「向那些年的玩具及美好時光熱烈致敬，
這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變形金剛》電影。」
Empire Magazine
「成功的復刻版，而且有著監製史提芬史匹堡經典青春電影的影子。」
Hollywood Reporter
「米高比爾《變形金剛》所欠缺的魅力及親切，成為了《大黃蜂》的秘方。
這是一部可愛的前傳，充滿 80 年代的懷舊味道。」
Screen International
「就算不是《變形金剛》的粉絲，也會覺得《大黃蜂》賞心悅目。
相信真正的忠粉，會為電影終於捕捉到他們心目中的機械人而感到激動。」
The Weekend Warrior

三變戰士 首度亮相大銀幕
除了神還原動畫版的造型，
《大黃蜂》亦是首部有三變戰士(Triple Changers)亮相的《變形金剛》
電影。三變戰士，指的是變形金剛中，擁有三種形態的戰士。他們擁有機械人形態外，還可
變成兩種形態。一般來說，一個形態用於空中戰鬥，多數是飛機；另一個用於地面戰，多數
是車輛。變形速度加快，是三變戰士的主要特性之一，令他們的制勝能力更強大。在《大黃
蜂》出現的三變戰士有兩位，粉碎(Shatter)及反彈球(Dropkick)。他們都是狂派的成員，負責
到地球追殺大黃蜂。

大黃蜂負起承先啟後使命
監製羅倫素(Lorenzo di Bonaventura)聲稱，選擇姬絲汀娜荷辛(Christina Hodson)的劇本，是因
為她的故事溫情細膩，適合一家大小一起入戲院觀賞。此外她的故事亦交待了變形金剛棲身
地球的來龍去脈，角色有發展空間之餘，故事亦非常動人。羅倫素說，
《大黃蜂》是改變整個
系列的試金石，以動人情節取代令觀眾眼睛疲勞的爆炸場面。若《大黃蜂》成功取得佳績，
意味著柯柏文等主要人物，皆可獨立成篇。這個關鍵的變化，將會令《變形金剛》系列脫胎
換骨。系列的幕後製作團隊，希望每個角色可憑著自己的個性特質，擁有各自的電影系列，
最終達到令《變形金剛》這個品牌日益壯大的目標。

加入女性為重心角色 帶來不一樣的變形金剛

《大黃蜂》的故事主軸，圍繞希莉辛菲飾演的卓莉，與初到地球的大黃蜂。兩者由互不認識，
甚至害怕對方，到變成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當中的動人之處，在於一種更親切、更和諧的
關係，是過往多集《變形金剛》系列電影所沒有的。羅倫素說：
「我們想觀眾看到前所未有的
《變形金剛》故事」。
《變形金剛》系列電影，由沙拉保夫飾演的韋森，以至麥克華堡飾演的伊奇德，走的故事路
線一向比較陽剛。監製羅倫素想藉《大黃蜂》打破《變形金剛》這個硬橋硬馬的框框，甚至
以女性為重心，發展較為感性的劇情。編劇姬絲汀娜荷辛說：
「因此我要塑造一個與傳統不同
的女性角色。卓莉是複雜的，她有點宅，但同時亦是爽朗及運動型的女孩。她與大黃蜂會經
歷一些令人腎上腺素急升的緊張時刻，然而亦有令人窩心的純真友誼。」

為非凡傳奇 揭開動人序幕
時空回到 1987 年，大黃蜂正藏身於一個加州小鎮的廢車收集站內，碰巧被不知天高地厚的少
女卓莉華生(希莉辛菲 飾)發現。她把滿佈傷痕而且損壞了的大黃蜂帶回家並悉心修理好
後，隨即便明白到，它並不是一輛普通的黃色甲蟲車，而是把她帶進驚險世界的關鍵…

人物介紹：
大黃蜂 BUMBLEBEE
第一個逃離斯比頓星，抵達地球的博派成員。身負保護地球及人類安全的重任，不斷被狂派
追殺，幸好有地球朋友的幫助，得以絕處逢生。
卓莉華生 CHARLIE WATSON (希莉辛菲 Hailee Steinfeld 飾演)
大黃蜂來到地球的第一個朋友。因懷念逝世的父親而喜歡修理汽車。在她的協助下，大黃蜂
學懂了如何再以聲音跟人類溝通。
米莫 MEMO (佐茲蘭迪堡 Jorge Lendeborg Jr.飾演)
在遊樂場售賣小食的青年，因為追求卓莉而在她家中發現了大黃蜂；之後便與卓莉一起被捲
入連串驚心動魄的歷險。
積賓斯 JACK BURNS (約翰辛納 John Cena 飾演)
政府秘密特務機構「第 7 分部」的高級軍官，專門負責與外星溝通的科技及應對外星人帶來
的威脅，誓死為國家及世界的利益而戰。
柯柏文 OPTIMUS PRIME
博派首領，是正義、勇氣和力量的化身，深信自由是所有生命應有的權利。斯比頓星失
守後，派遣大黃蜂往地球，再度重建博派基地。

跳崖者 CLIFFJUMPER
博派中尉，斯比頓星一役中的少數生還者。雖然最後落入狂派手中，但冒死拒絕供出柯
柏文及大黃蜂的藏身之處。
破裂 FRACTURE
狂派將領，是麥加登的忠僕。負責追蹤柯柏文及大黃蜂。擁有強大火力，兇狠嗜殺，不達目
的誓不罷休。
粉碎 SHATTER
負責追殺大黃蜂的狂派成員，戰鬥力極強的三變戰士。原本是垂直起落噴射機，但為方便在
地球行動，化身成為紅色轎跑車。
反彈球 DROPKICK
麥加登的左右手，三變戰士。自視甚高，根本不願意前往地球這個低等星球執行任務。生性
兇殘的他，令不少地球人無辜受害。

6 大賣座監製聯手 幕後陣容更勝《變形金剛》
《大黃蜂》的幕後製作班底強勁，絕對比起《變形金剛》系列有過之而無不及。單以監製陣
容來說，已包羅了《變形金剛》系列的多位賣座精英：羅倫素(Lorenzo di Bonaventura)、史提
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米高比爾(Michael Bay)、馬克華拉迪安(Mark Vahradian)等在內；
此外還有《義勇群英》(G.I.JOE)系列的監製白賴仁高納(Brian Goldner)、
《潛行凶間》(Inception)
監製基斯布萊格姆(Chris Brigham)等加盟，堪稱人材鼎盛。

跟空氣做對手戲 金像提名女星亦感挑戰大
希莉辛菲的戲份，大部份都要跟大黃蜂互動。這名當年以 14 歲之齡就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
角」提名的天才女星說：
「我與機械人的對手戲，比與人更多。機械人是後期製作的數碼影像，
因此我要對著空氣演戲。這對我來說真是很大的挑戰！」為了做好準備，她看遍了整個系列
之前的電影，並特別留意機械人與人類之間的對話。幸好在導演查費斯耐捷的指引下，她也
演得揮灑自如。希莉稱讚導演說：
「他是很有才華的導演，能把腦海中所想像的東西呈現在大
銀幕上。」
至於對手大黃蜂，她更是讚不絕口。
「很難不喜歡他！他有愛心，又是一個強大的戰士，更是
願意為卓莉做任何事情的保護者。在我的想像中，能與這個不存在的機械人建立友誼，真的
很特別。」

演員及幕後精英簡介
希莉辛菲 Hailee Steinfeld
自小已時常客串廣告演出，07 年首次以小配角身份演出電視劇《Back to You》，正式開始演
藝生涯。隨後希莉經常活躍於電視劇集以及電視電影，專門飾演一些小女孩的角色。直至 14
歲被高安兄弟賞識，躍登大銀幕的首部處女作《離奇復仇事件》(True Grit)，使她的才華得以
全面發揮，更令她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可謂名利雙收。其後片約不斷的她，參演了
不少大製作，包括與金像級實力演員夏里遜福(Harrison Ford) 、賓京士利(Ben Kingsley) 合作
的《宇宙生還戰－安達的戰爭遊戲》(Ender’s Game) ；與金像型男奇雲高士拿合作的《3 日限
殺令》(3 Days to Kill)；以及與安娜姬妲妮(Anna Kendrick)合演音樂喜劇《完美巨星幫》(Pitch
Perfect 2)系列等。
約翰辛納 John Cena
世界知名的職業摔角選手，曾是 16 次世界冠軍（13 次 WWE 冠軍及 3 次世界重量級冠軍）。
2000 年首次參與電影拍攝，客串演出《玩命摔角王》(Ready to Rumble)。2001 年，開始參與
電視演出；2003 年更加入歌壇，成為饒舌歌手。一直以摔角為事業重心的他，近年在影壇漸
次活躍；演出的賣座作品有喜劇系列《左一爸右一爸》(Daddy’s Home)、
《危牆殺戮》(The Wall)、
《反啪啪同盟》(Blockers)等。
佐茲蘭迪堡 Jorge Lendeborg Jr.
2014 年才開始演藝事業的年青新星，由於演技出色，入行不久已嶄露頭角，演出機會不斷。
矚目前作有《蜘蛛俠：強勢回歸》(Spider-Man: Homecoming)、
《抱抱我的初戀》(Love, Simon)
等。最新作品，是與一群金像級演員：珍妮花康納莉(Jennifer Connelly)、馬許沙拉艾利
(Mahershala Ali)、基斯杜化華茲(Christoph Waltz )等合演的 2019 科幻動作鉅獻《銃夢：戰鬥
天使》(Alita: Battle Angel)。
導演：查費斯奈捷 Travis Knight
荷里活著名動畫師、監製及導演。他參與製作的動畫電影，
《捉妖敢死隊》(Kubo And The Two
Strings)、
《怪誕小學雞》(ParaNorman)、
《怪誕小箱俠》(The Boxtrolls) 及《怪誕隨意門》(Coraline)
等，不但全球賣座，亦多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英國奧斯卡及金球獎的「最佳動畫電影」提
名。其中《捉妖敢死隊》更贏得英國奧斯卡「最佳動畫電影」獎。查費斯向來熱衷動畫製作，
《大黃蜂》是他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一部真人演出電影。

監製：羅倫素 Lorenzo di Bonaventura
荷里活賣座監製。早年曾在不同電影公司工作，參與過許多賣座大片的製作，如《22 世紀殺
人網絡》
（The Matrix）
、
《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等。
其後在 2003 年成立自己的製作公司，與派拉蒙電影合作炮製出全球票房大賣的《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系列。至今已監製近 30 部長片作品，包括《深海浩劫》
（Deepwater Horizon）
、
《猛火爆》
（Red）系列、
《叛諜狂花》
（Salt）
、
《義勇群英之毒蛇反擊戰》
（G.I. Joe: Retaliation）

系列、《謎離藥謊》（Side Effect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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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電影《大黃蜂》查詢，請與荃美廣告公關部 Cindy Wu 聯絡。
電話：2418 8869 / 9219 7780
傳真：2481 6594 / 2481 6377
Email: cindy.wu@intercontinental.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