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個人心目中有一百個哈姆萊
特」，電影評價和評分更是「先入為
主」的產物。上HKMovie 和 IMDb
（Internet Movie Database），是不少
人決定是否看一部電影的選擇，再加
上近年後來居上的爛番茄（Rotten
Tomato），觀眾能參考的內容很多。
不過，我們應該分清每個平台的評分
標準和機制，綜合比較不同的評論和
影評，才能獲取最實用又不完全影響
評判的信息。
IMDb更像一個電影界的數據資料

庫，影片演員、工作人員、內容概要
一應俱全；IMDb還會提供一些拍攝
時的電影器材、菲林、混音格式等更
專業的數據，電影發燒友們可以留
意。這是一個人人可評論和打分的網
站，收集的分數魚龍混雜，參考評分

時需格外留神。
相比而言，爛番茄的評論可能顯得更

有說服力和更專業──專業影評人的評
論決定了影片的新鮮指數，大眾觀影人
的打分決定了影片的爆米花指數。讀者
若想看看某部電影是否精彩，或是否值
得走入戲院觀看，可以結合兩個分數作
權衡。爛番茄的新鮮指數會收集各個報
刊、雜誌影評人觀影後的評價，總結喜
歡和討厭的比率，新鮮指數越高，就表
明獲得更多影評人的喜愛。這些專業人
士的評論中，還不乏犀利的貶低和妙語
連珠的誇獎，也算是在查詢電影信息期
間收穫的樂事了。
不過無論如何，電影是一件非常私

人的藝術品，好與壞的評判太過膚
淺。評分只能作為參考，個人內心的
感受和評分才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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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術和環境升級，現在睇戲
買飛也變得方便快捷。本港目前的
九間主要戲院中，百老匯（AMC
共用）、UA、MCL、英皇、嘉
禾、Cinema City、 The Metro-
plex Cinema都設有自營Apps，註
冊用戶或成為會員後，可使用電子
錢包、信用卡等方式在平台上付款
買飛，觀影前到現場的機器或櫃枱
取飛即可。
此外，HKMovie上可查詢本港

全部院線的場次、票價、座位
等，是查看戲院信息和播放電影
最綜合、全面的手機應用程序。
需要留意的是，在網上買飛還

需支付手續費，主要院線百老
匯、UA、MCL等，每張飛的手
續費為10元，新寶戲院、元朗戲
院等較小規模的戲院則收費較便
宜，約6元至8元不等。

■HKMovie可查詢院線場次、
票價及座位等。 手機截圖

雖然位置偏遠，但擁有「中國巨幕」（CGS，
China Film Giant Screen）的戲院，香港只此一家。
包含全新巨幕、雙4K鐳射光源投影系統及Dolby
Atmos物件導向環繞聲系統等元素於一身。據了解，
全新升級的 1號院換上了 19.1 米×8.7 米的「巨
幕」，3D畫面亮度可達7fL。中國巨幕的版本與普通
放映不同，要先從片商處收集原片，經專利影像處理
以至4K影像演算後，再轉換成中國巨幕的專用版
本。正在上演的電影《玩轉極樂園》，就提供了中國
巨幕專屬版本，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親身體驗一下。
IMAX方面，元朗的My Cinema Yoho Mall新開
幕，為新界西的市民首次帶來IMAX戲院。機場的
UA戲院十分方便時間充裕的旅客及出差一族，有經
驗的影迷發現機場的IMAX在規格算是最勻稱的一間
IMAX戲院，屏幕總面積達到約287平方米，觀影效
果非常震撼。只是記得在看IMAX之前，盡量自備眼
鏡，或在現場另行購買。

香港獨有香港獨有「「中國巨幕中國巨幕」」
數碼港百老匯數碼港百老匯

■■數碼港百老匯是全港暫時唯一一間擁有數碼港百老匯是全港暫時唯一一間擁有
「「中國巨幕中國巨幕」」的戲院的戲院。。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對於戲院，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回憶。法國著名
戲院Le Méliès門口，有日本導演黑澤明的一段
話，詮釋了「戲院」於每一個人，獨一無二的含
義：戲院是一個人們觀賞電影的地方，是一群身
份不明的人與電影藝術發生重要聯繫的場所。當
觀眾笑而我也笑的時候，我們融為了一體；而當
其他人在笑我卻沒有笑的時候，孤獨感卻侵入
了。一間放映廳讓我們捫心自問：「我是一個怎
樣的人？」只要成千上萬的人對自己有這樣的疑
問，就永遠會有電影院這回事。

港九新界不少舊戲院「回爐重造」，以新
設備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

掃掃QR CodeQR Code入場入場
太古城太古城MOViE MOViE CityplazaMOViE MOViE Cityplaza

■■太古城太古城MOViE MOViE CityplazaMOViE MOViE Cityplaza引入了最新的引入了最新的AuAu--
roMaxroMax 33DD音箱系統音箱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剛剛開業的MOViE MOViE Cityplaza是目前港
島區內，規模最大的一間影院，引入了最新的
AuroMax 3D音箱系統，令觀影的聲效體驗更加逼
真。最新的體驗便是入場時無需工作人員撕飛，改
為掃描戲飛上的QR Code，即可入場。
與油麻地電影中心相似，MOViE MOViE City-
plaza也有一間庫布里克書店，但店舖更加寬敞，設
計和環境的藝術感和層次感也有提升，提供與電影、
藝術、文化相關的書籍、海
報和光碟等。店內還提供各
類手工咖啡和新鮮麵包，在
體驗電影的同時還能享受美
食帶來的愉悅。
大導演諾蘭在《敦克爾
克大行動》上映期間曾攜
妻子，秘密現身油麻地的
庫布里克書店內，待他下
一部戲上映再親身來港
時，說不定就會偷偷跑去
太古的新戲院打卡了吧？

家庭影院組合、VR觀影、藍光碟等，令人們足不出戶都可在家觀賞電影，當中不少新戲院使用新

技術，如巨幕、全景聲效、4D都牽着我們一次次跑回戲院享受「感官盛宴」。去年至今，全港陸續

有新戲院開放，不少舊戲院亦「回爐重造」，技術、服務、環境各有千秋。香港文匯報記者專門挑

選了幾間頗有特色的戲院，讓大家可以先去體驗一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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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觀影體驗皇家觀影體驗
中環英皇戲院中環英皇戲院

戲院戲院
■中環娛樂行英皇戲院設有4個獨立影院和1
間VIP貴賓影院「The Coronet」。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英皇戲院內所有座位都
是真皮座椅，還預留了小
桌板和USB充電插口。

▲

Roomsbar可提供墨西
哥脆片、啤酒及手工雞尾
酒等特色小食。

▲

去年10月新開的英皇戲院前身為一間唱片店
舖，戲院內設有4個獨立影院和1間VIP貴賓影
院「The Coronet」，可提供38至65個座位不
等，幾乎每個位置都是「皇帝位」。戲院內的所
有座位都為寬敞的真皮座椅，座位旁還預留了小
桌板和USB充電插口。
餐飲方面也是體現與眾不同之處。戲院的

Roomsbar，除提供爆谷、乳酪雪糕外，更會有大
量不同味道的墨西哥脆片、熱狗及漢堡包選擇；各
式各樣的啤酒、烈酒都有供應，更有一系列由調酒
師精心調配的手工雞尾酒，令觀影體驗大大提升。
星影匯、太古廣場AMC、圓方The Grand
Cinema等戲院都有提供VIP服務，這些影院內
一般都只有十幾個座位，座位寬敞，與英皇戲院
的觀影感受類似，每張戲票的價格也在二百元以
上。此外，許多戲院都提供包場服務，一班好友
或幾個家庭一齊包場，只需提前預定，花費數千
元不僅有小食提供，影片也能自由選擇。

硬件升級硬件升級 觀影觀影

■■不少新戲院使用巨幕不少新戲院使用巨幕、、全景聲效全景聲效、、44DD等新技等新技
術術，，吸引觀眾回到戲院享受吸引觀眾回到戲院享受「「感官盛宴感官盛宴」。」。

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經濟數據佳 內險股受捧莫輕視「小病小痛」殺傷力

內地
經濟數
據表現
不俗，

內地資金面回穩，企業盈利改善等
均支持股市表現。中資金融股成為
近期兩地升市火車頭，內險股普遍
上升。其中，平保（2318）及中國
太平（0966）股價均創出最少52周
新高。內銀股受惠資金面寬鬆，中
資券商能受惠股市趨旺，帶動業績
表現。近期利好內險股的因素比較
多，包括A股及債息上升、保費收入
平穩增長、部分股份甚至有分拆概
念。

去年壽險保費收入增
內險股披露 2017 年保費收入資

料，其中國壽（2628）、平保、太
保（2601）以及新華（1336）全年

累計壽險保費收入1.18萬億元人民
幣，同比上升22%；合計實現產險
保費收入3,210.84億元人民幣，同
比上升16.8%。保險業歷經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保監會發佈人身險
[2017]283號整治重點落實在銷售亂
象、管道亂象、產品亂象和非法經
營方面，受到人身險[2017]134號文
新規落地和長短端利率上行的影
響，年金產品銷售難度上升。可以
預見，監管套利、銷售誤導和產品
糾紛均會比以往年度增加，保監會
此刻出台相關規定，主要針對2018
年「開門紅」期間的亂象。龍頭內
險股優中選優，具有較高人均產
能、高舉績率以及高留存率的壽險
公司有望在行業面臨挑戰時仍能獨
善其身。
平保本月18日在港交所（0388）
發表公告，指集團一直積極發展創

新科技支持主營業務的發展，同時
結合集團科技戰略轉移的需要，包
括並不限於在未來合適的時機，將
部分科技業務對外進行各種方式的
融資，以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平保分拆續成催化劑
從平保公告內容看，不排除未來

有機會分拆旗下相關科技業務。平
保旗下四家子公司，包括陸金所、
平安好醫生、金融壹賬通以及平安
醫療健康管理等，初步預計總估值
高達6,341億港元。
目前平保股價主要反映保險及銀

行業務，一旦其金融科技業務分拆
單獨上市，將對上市公司估值帶來
極大提振，可見分拆是平保股價未
來走勢的催化劑。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新體驗新體驗

隨着時代的轉變，加上不良的生活飲食習慣及
環境污染，近年2型糖尿病、哮喘及貧血已成為
日益普遍的都市病。
然而，正因這些看似「小病小痛」的都市病十
分常見，對患者的健康或未構成即時威脅，令很
多人低估其殺傷力，同時亦忽略了相關醫療保障
的重要性。

病情嚴重者可致命
根據統計數據，香港每10個人便有1人患上糖
尿病（資料來源：醫管局2015年數據），其主要
成因與遺傳、不良飲食習慣、肥胖及缺乏運動有
關。雖然糖尿病患者多屬於中年人士，但年輕患
者的數目在近年亦有上升趨勢，嚴重糖尿病更可
導致多種急性或慢性併發症出現，甚至有機會危
及性命。
此外，本港空氣污染日益嚴重，哮喘亦是本港
常見的慢性疾病之一。現時香港約有逾33萬名患
者，每年平均有70人至90人死於哮喘病發，其中
20至30人年齡介乎15至44歲（資料來源：香港

哮喘會2016年數據）。另一種都市病就是貧血，
不論肥瘦亦有機會患上。不過，要了解自己貧血
程度及原因，需要經抽血詳細化驗，有13%捐血
人士到捐血中心時，才被告知因血紅素不足而需
要暫緩捐血（資料來源：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
中心2016年數據），由此可見很多貧血患者並不
自知。

新核保指引填補缺口
上述這些都市病除可引發嚴重後果，威脅市民

的健康外，大多數患者更會被拒絕醫療保障的申
請，或病症會被列入不保事項，造成龐大保障缺
口。
幸好的是，隨着市場需求的轉變，有保險公

司積極回應此需求，透過優化核保指引以填補
保障缺口，協助有需要的市民獲得全面的醫療
保障。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
保事項限制。）

■AXA安盛首席壽險產品總監 左偉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