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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郭靜寧、黃夏柏

香港電影資料館開館接近二十年，單以電影公司為主題的專題項目，先有國語片

為主的電懋／國泰、邵氏、長城和鳳凰，當然忘不了粵語片的光藝、中聯、新聯，跨過

六十年代，嘉禾天下始自七十年代，踏入八十年代初新藝城冒起，接下來，商業片掛帥

的影壇，在 1984年出現了創意先行、「兩條腿走路」的德寶 1—我們是次的電影公司

專題研究項目。大抵許多八十年代看嘉禾、新藝城 2、德寶賀歲片時滿載歡樂的觀眾，當

時未及留意德寶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小品。今次籌劃德寶專題，相隔三十多年回望，更

能清晰地看到，德寶在兼顧商業和創意上的策略，有甚麼得與失。

一

八十年代港產片來臨，香港電影完全褪下粵語片、國語片的大衣，曾經大行其道的

片廠制古裝片退場，時裝片成為主流，越趨實景實感。新世代影人加入，同時前一輩的

影人亦致力突破舊框架，難得的是，新舊兩個群組漸漸匯流合作。3 八十年代中崛起的德

寶，可說見證甚至帶領了一代潮流。德寶的班底年輕，成立時，主腦潘廸生、岑建勳、

洪金寶，才只三十前後，洪金寶可是自小已在影圈浸淫的大哥大，卻跟岑建勳投緣，刷

出火花，一起大展拳腳。

德寶的「兩條腿」路向，一方面，較重商業考量的類型片，製作加添國際色彩，會

赴外國取景、引進外地演員、強化特視效果（包括動作）。以《皇家戰士》（1986 ）為

例，結合楊紫瓊、王敏德及日本紅星真田廣之，製作上糅合動作、爆破等設計，營造國

際片格局，在海外銷售市場取得好成績。《中華戰士》（1987 ）從搭建大型場景、塑造

懷舊調子（對照其時的熱門西片《奪寶奇兵》〔R aiders of the Lost Ark, 1981〕、《魔域奇兵》

〔Indiana Jones and the Temple of Doom, 1984〕的懷舊背景），展現大製作氣勢。

德寶中期推出的《通天大盜》（1987 ）赴歐洲多國取景，以「出埠」拍攝包裝製作

規模，女主角楊紫瓊馳騁雪嶺、滑翔飛行、策馬入林，職員名單詳列各項目的專業教練，

突顯動作團隊的專業架勢。其後《黑貓》（1991）及《黑貓 II刺殺葉利欽》（1992）除

走遍美加，更進入俄羅斯，又大玩科技橋段，後者更把同時代的國際政治人物再現銀幕，

可見一幕幕國際化製作的實驗。此期間德寶製作的都市輕喜劇，則大多選用同步收音， 

1 
此段中各電影公司的全名為：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及其後改組而成的國泰機構（香港）

有限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鳳凰影業公司、光藝製片公司、中聯電影

企業有限公司、新聯影業公司、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和德寶電影公司。 
2 
值得留意的是，1984年德寶成立是年，曾經是新藝城「七巨頭」中的徐克和施南生，自立門戶，成立電影工

作室，專志製作。 
3 
當時行業中不同崗位新的和舊的電影工作者，如何合作不合作，陳學人、張家振等在訪問中，都以過來人道

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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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了聲、畫融合的實感。凡此種種，揭示製作團隊朝時代化影像、專業化技術方向放

膽跨步。

德寶既要在嘉禾、新藝城雄據影壇之際，打開一條別開生面的路，另一條腿與一群

「另類」作者導演正好不謀而合。這些不一樣的作品，往往突顯香港本位，聚焦當下社

會，帶出本土意識。作為公司最早的品牌製作《等待黎明》（ 1984）（創業作《雙龍出

海》〔 1984〕多少屬另一電影的續篇），重塑香港的歷程，亦呼應當時香港面向歷史轉

折時刻的處境。

其他時裝片，亦個別嘗試探討不同的城市議題，如弱勢社群（《聽不到的說

話》〔1 9 8 6〕、《癲佬正傳》〔1 9 8 6〕）、新時代都會人的心靈狀態（《地下情》

〔1 9 8 6〕）。進入後期，這方面的作品無疑減少了，但仍有觸及女性暴力的《血衣天

使》（1988）、毒品問題的《黑雪》（1991），惜探索性不足，成績並不突出，卻總算

是拉闊了取材領域。

德寶同時攝製影片及營運院線，製作量不是很多4，院線主要依賴發行其他公司的影

片。雖則發行的多屬商業片，但不乏多元之選，像文藝作品，教人難忘的例如有：許鞍

華的《今夜星光燦爛》（1988），舒琪的《老娘夠騷》（1986），羅卓瑤電影首作《我

愛太空人》（1988），張艾嘉、金國釗、王小棣導演的《黃色故事》（1988），以至何

藩的《心鎖》（1 9 8 6）。也有展現跳脫活潑、奇情妙趣的商業片，像是《漫畫奇俠》

（1990）、《一本漫畫闖天涯》（1990）、《中環英雄》（1991），是那些年港產片影

迷的心頭愛。

今天，坊間團體（如「鮮浪潮」）致力推動後浪；回看八十年代，商業市場蓬勃發

展，電影公司多自行發掘、培養人才。就德寶而言，由岑建勳到冼杞然，前後兩段時期

都培育創作人才。及至公司最後期的作品《三人做世界》（ 1992），編劇團隊仍續有新

人，包括李敏才、吳偉碩及黎妙雪。導演方面，兩個時期的管理層，皆給新導演機會，

前期爾冬陞、甘國亮的成績最突出，後一階段李志毅、鄭兆強、黃岳泰、陳望華都交出

執導首作，其後仍相當活躍。

幕前方面，早期《生死綫》（1985）一口氣帶出六位新人，當中邵傳勇、黃斌及謝

貞元曾演出《貓頭鷹與小飛象》（ 1984）。院線成立後，最突出的新星自然是楊紫瓊，

至於從歌唱比賽晉身娛樂圈的張學友，早期形象木訥，在德寶演出首作《霹靂大喇叭》

（1986），展露其喜劇潛質。另外，資深藝人也有驚喜變奏，《富貴逼人》（1987）促

成董驃和沈殿霞兩位以主持見長（雖早已演戲）的藝人首度組合，演活吵嚷卻溫馨的屋

邨夫妻，迸出喜劇火花。 

4
德寶高峰期 1986年製片達 16部，之後已難以達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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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後期，續積極起用新人，包括楊麗菁（即楊麗青）、梁琤先後在兩個動作系

列耀眼登場，男演員的矚目度稍遜，但不少都是德寶自行發掘並給予首次演出機會，像

獲力捧的杜少津，曾演出《拳王》（ 1991）等作品，同片還有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的呂

頌賢，而《洗黑錢》（1 9 9 0）則介紹了動作新星周景揚。當然還有演出《望夫成龍》

（1990）的周星馳，過去曾在數片演出配角，此片他以主角身份展現憨直諧星的個人風

格，往後開啟了演藝新里程。

二

誠如陳學人在接受訪問時言道：當時香港影業的蓬勃狀況，是良性競爭，德寶有

些導演就曾於新藝城和嘉禾工作，他認為是大家一起為香港電影事業努力和作出貢獻。

其實，嘉禾和新藝城有著鮮明的形象，前者的功夫片和後者的喜劇，可說把招牌刷得閃

亮。然而，一本通書不能看到老，更輝煌都有出現疲態的一天，新藝城的喜劇八十年

代中後期就難以為繼，再憑「英雄」片、「風雲」系列翻開新的一頁。吸各家所長，與

潮流接軌，不斷重生的表表者，可說是屹立三十年多的嘉禾。李焯桃從洪金寶（嘉禾系

猛將）的屢屢功成，指出 1985年，他正正是吸收了新藝城之長為己用，穩奪影壇領導地

位。5至於1988年嘉禾出品由成龍監製的《胭脂扣》，如果關錦鵬不是在1986年拍了德寶

出品、珠城攝製的《地下情》，深受影評人推許，恐怕未必獲青睞拍製《胭脂扣》這類

文藝片。當時的香港影壇已有些「不一樣」了。

這個與商業不完全掛勾的「不一樣」，當其時給視為「另類」（即岑建勳所說的  

C片）。當然這不是由德寶開始，至德寶而終。舒琪就說到，因為宣傳《投奔怒海》

（1982）的合作淵源，岑建勳便找他加入德寶。各個方方面面點點滴滴匯流，製作上、

創作上、院線與觀眾上，可說在德寶出現的數年間，適時拓闊了局面！五、六十年代的

《中國學生周報》，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映室，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國際電影節……，

都是豐沃的土壤，陳冠中那一代知識青年，就因看《中國學生周報》成為文青。以一段

灣仔藝術戲院佳話為例，1988年開業的影藝戲院、1988年間開設每天放映專題電影的香

港藝術中心，連同自八十年代中不時排映較具藝術性電影的新華戲院，儼然成為一代人

的cinema paradiso—影痴天堂。香港藝術中心的電影專題，由自法國學成歸來的黃愛玲

策劃，其時每月每天排映的電影節目，正是獲廸生創建贊助舉行。

話說回德寶，製作上有多元空間（雖然質素難免參差，但勝在有機會嘗試），院線

增設 B線，這在商業片娛樂至上的年頭，無疑是一股清泉。可惜九十年代後香港電影市 

5
李焯桃：〈成龍 史泰龍 洪金寶＝新藝城（回顧八五）〉，《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下冊）》，香港：

創建出版公司，1990，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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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江河日下，在此不一一細表，但叫人欣慰的是電影工作者代有人出，有危有機，通俗

粗俗已不再是票房靈丹妙藥時，反而有更多言志細膩的作品出現。大抵漸漸地，尤其數

碼電影世代來臨，已不需多說另類不另類；近年串流平台火紅出現，在這個本質是商業

的平台，缺少創意，還是站不住腳的。德寶在此前，曾經能最大程度地將商業領域和創

意空間兩極的擺盪，不至於一面倒，確是叫人珍惜和回味。

三

是次德寶專題同時舉行展覽節目和出版專書，在籌備過程中，我們盡可能邀約曾任

不同崗位的德寶人做訪問，得到他們的鼎力支持，由他們以第一身道出親身經歷，讓德

寶的故事清晰和立體起來。

本書分為〈第一章：製作．院線〉、〈第二章：創作〉和〈第三章：德寶．八十年

代前後〉。〈第一章〉中，可見八、九十年代港人的物質生活及文化水平越見提升，德

寶的另類作品多少反映此轉變。核心製作人岑建勳、冼杞然、谷薇麗和陳學人分享了其

觀察與實踐；期間發展內（本地院線）外（影片賣埠）市場成為要務，梁鼐銘娓娓細道

當時如何穩固自家院線，張家振則暢談拓闊海外市場的經驗。他們這批過來人的經歷與

蒲鋒、黃夏柏、曾肇弘和舒琪的論說，互為表裡，理出德寶作品在香港電影史的脈絡。

〈第二章：創作〉，聚焦電影作品本身，登徒、喬奕思、游靜和黃淑嫻，各篇專

文以不同類別的電影為題，觸及德寶的製作特色、創作精神、作品的意象，以至影片內

涵與社會氛圍的關係等，鑽挖出更深層的意義來。電影人張婉婷、甘國亮、陳嘉上、黃

仁逵、楊紫瓊、陳冠中、陳翹英、葉廣儉的訪談中，可見他們在創作上如何屢屢突破

框架。然而，面對實際專精的運作，創作和製作這兩方面的人才，可說作風往往南轅北

轍，兩者卻又密不可分，相依相成。

〈第三章：德寶．八十年代前後〉中，羅展鳳以「娛樂與創意」透過電影歌曲兼看

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音樂發展。至於置身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的德寶，何思穎點出

八十年代文化人辦電影的「膠卷味」和五十年代文人辦電影的「書卷氣」，兩者氣質上

的迥異；吳國坤跨越歷史長河，遠從回溯三十年代的國防電影至回歸前歷史性時刻出現

的《等待黎明》，將德寶從一個時代，聯結到電影發展中的跨世代，叫人深思。

今次得到星空華文傳媒電影有限公司全力支持，提供及授權運用相關電影及相片等

物料，德寶回顧專題始能成事。僅特此向星空華文、各位受訪影人與文章作者，及提供

協助的機構和人士，致以衷心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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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由製片到院線
的發展歷程

蒲鋒 

香港由「邵氏」、「嘉樂」、「金公主」

構成三條港產片院線的模式在 1979年成形。嘉

樂院線由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經營，金

公主的製作由其出資的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出

品為首，形成一般人所知的邵氏兄弟（香港）

有限公司、嘉禾、新藝城三家製片公司鼎立的

局面。 1 這個局面到  1985年起了變化：一度雄

霸影壇的邵氏，在八十年代製片業務每況愈下，

連帶院線業務也受到拖累，終於在 1985年把院

線解散，將公司擁有的四家戲院出租；因製作

已停止一段長時間，片場也租了給電視台。當

時取代邵氏、兼顧電影製作與院線業務的公司

便是德寶電影公司。本文會嘗試追蹤德寶的成

立及發展過程，也談談其出品的成就。

1984：德寶的成立

德寶開始時是一家製作公司，於 1 9 8 4年 1

月 3 0日開記者招待會宣佈成立，成立時與嘉禾

的關係密切。 2 主要出資人潘廸生原與電影業無

涉，另外兩位股東洪金寶和岑建勳當時均隸屬嘉

禾。洪金寶的寶禾影業有限公司是嘉禾的分公

司，而岑建勳是他的策劃。自《奇謀妙計五福星》

（1 9 8 3）極之賣座後，洪金寶更成了嘉禾的製

作主力。岑建勳在八十年代初曾與陳欣健合組尊

信電影製作公司，由嘉禾出資拍了《兩小無知》

（1981）和《撞板神探電子龜》（ 1981）。後來，

岑建勳在電台節目上創作了一個說廣東話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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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話腔調的角色「雷勁」，這個角色首先在陳

欣健主演的《退休探長》（  1 9 8 3）中登場，配

合其鬈毛頭構成了岑建勳最初的喜劇形象，洪金

寶也找他演出《奇謀妙計五福星》的其中一名福

星。他跟著成了洪金寶的策劃，幫助他構思不同

的拍片計劃。其中一部成功之作，就是由岑和另

一「福星」吳耀漢合演的嘉禾出品《神勇雙响炮》

（1984），賣座 2,000多萬元，成績十分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神勇雙响炮》在 2月 2 2日全線

上映前，德寶已在 1月 3 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

佈了開拍《雙龍出海》（ 1 9 8 4年 6月上映），

這部片是《神勇雙响炮》的續集，在正集尚未上

畫，未知成績如何之下，德寶已為影片拍續集，

可見其信心，也形成德寶的創業作《雙龍出海》

是別家公司出品的續集這個奇特現象。《雙龍出

海》正是排在嘉樂與邵氏聯線上映，德寶雖在成

立時宣稱不是嘉禾的衛星公司，但成立初期與嘉

樂院線有固定的合作關係，跟著的出品《等待

黎明》（1984年 11月）、《貓頭鷹與小飛象》

（1984年 12月）及《智勇三寶》（ 1985年 3月）

都排在嘉樂線上映。

可是，德寶與嘉禾起初的合作關係，來

到1 9 8 5年起了變化。邵氏在這一年醞釀不再經

營院線，打算把自己的戲院出租給其他院線。  

1985年7月24日，德寶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租

下邵氏的文華、黃金、寶聲、翡翠四家戲院，

與邵氏洽談的過程長達七個月，即1 9 8 5年初已

1
有關三條院線格局形成的歷史，可參考蒲鋒：〈七十年代的院線變遷與金公主新藝城的崛起〉，載吳君玉、黃夏柏編：《娛

樂本色—新藝城奮鬥歲月》，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6，頁 28-45。 
2
〈岑建勳吳耀漢組兄弟班 潘廸生投資影業 計劃年拍三新片〉，《明報》，1984年 1月 31日。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寶創業與寶禾關係密切，出現創業作《雙

龍出海》（1984）是別家公司出品的續集這

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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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商標來自潘廸生英文名字「Dickson」的 D字 

開始商討。 3 德寶自行經營院線的計劃，令其

與嘉禾由過去的合作關係，變成面臨的競爭關

係。於是，過去固定排片在嘉樂線的情況開始

出現變化。在德寶線尚未經營前，與德寶關係

甚深的陳欣健自組天恆電影有限公司，自編自

導自演的《平安夜》（1 9 8 5），由德寶發行。

過去德寶和嘉禾關係良好時，自然應排在嘉樂

線。陳欣健曾憶述：「〔《平安夜》〕在嘉禾院線

上畫不過一星期，到星期一還能拿到約二十一

萬的票房。怎料上映了一個星期，即使我們的

票房很好，為了要讓路給他們自己投資的大電

影，便活生生把這部片拉了下來。後來雖然得

到金公主院線幫忙安排在麗聲院線重新上映，

但轉了院線，整個氣勢就散掉了。這部電影得

不到它應有的成績，我們當然失望。」4 然而，

翻查當時報紙，影片雖原定於嘉樂線上映，但

由於安排在5月並不適合，結果陳欣健決定改排

在金公主線，在4月公映。5 查看《平安夜》的

放映紀錄，它於1985年4月17日排在金公主院線

公映，放映八天後下畫，再轉到新都、寶石等

四院續映至5月3日。倒是到了德寶自己經營院

線後，《平安夜》曾在1 9 8 6年1月6日在德寶線

重映。 6 陳欣健容或記錯了影片上畫的情況，

但其與嘉樂院線當年因排片種下的不快一直留

下，則至為真實。德寶於1 9 8 5年7月宣佈自組

院線後，在1 1月開線前，已拍好的《生死綫》

（1 9 8 5）要上映，也就不再安排在嘉樂線上

映，而是於10月11日在金公主線上映。

德寶院線在 1985年 11月 30日開始經營。

第一部公映的作品是自家出品、為楊紫瓊建立

其「打女」地位的《皇家師姐》（1985）。由

製片公司到經營院線，對德寶製片路線影響最

大的是洪金寶逐步淡出。德寶初起時拍片供嘉

禾上映，從嘉禾角度看，那是增強嘉樂院線的

實力，洪金寶參與其事並無問題。可是德寶自

己經營院線，成了競爭對手，洪金寶的身份便

顯得尷尬。偏偏德寶早期的出品，很得力於洪

金寶的形象：創業作《雙龍出海》正是洪金寶

監製的《神勇雙响炮》續集；跟著的《貓頭鷹

與小飛象》是由洪金寶自導自演；第三部《智

勇三寶》雖多加了一位明星許冠文，是《神勇

雙响炮》的第三集。此外，《皇家師姐》的導

演是洪金寶的師弟元奎，武術指導雖然不用洪

家班之名，但動作場面上陣的都是洪家班班底。

洪金寶曾說：「全都是朋友關係，岑建勳提出

成立德寶。我有興趣，又能夠幫忙，就是這樣。

當時嘉禾也沒阻止我做。德寶開始時有《貓頭

鷹與小飛象》，由我當導演，還有〔監製〕之

3 
〈合約簽妥方作公布 將與德寶組新院線 租邵氏影院始末 潘廸生細說從頭〉，《明報》，1985年 7月 24日。

4 
見王麗明、吳君玉訪問，曾肇弘整理：〈陳欣健：一心想拍跟以前不同的警匪片〉，載吳君玉編：《風起潮湧—七十

年代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8，頁 212-213。電子書：https:/ /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HKFA/

documents/2005525/7439981/ebook_chi_01.pdf。
5 
〈平安夜上映在即 胡茵夢將來港助宣傳〉，《華僑日報》，1985年 4月 5日。

6 
感謝本書研究員黃夏柏兄提供了關鍵的《平安夜》排片資料。



後的《皇家師姐》。」 7 《皇家師姐》之後，洪

金寶名義上還監製了一些影片，但可以見到他

參與的只有  1986年 3月 20日公映的《霹靂大

喇叭》。《霹》片由洪金寶主演，而主創班底

像編劇黃炳耀、剪接張耀宗以及其中一位導演

劉觀偉均與他在嘉禾長期合作。《霹》片本由

陳欣健導演，並已開鏡，但因陳赴美執導另一

部電影，遂由劉觀偉接手，但繼而洪金寶要趕

拍《富貴列車》（ 1986），《霹》片只好停工。 8

結果《富貴列車》於  1986年 1月 30日公映，

而《霹》片則要待洪金寶回來完成後，於  3月

公映。由此可見，洪金寶在嘉禾、德寶的雙重

身份，已構成了難以兼得的兩難，洪在《霹》

片之後便不再參與德寶製作。洪擅長拍在市場

上最具實力的動作片，他的離去對德寶確有不

利，德寶之後雖然也曾攝製大型的動作片，卻

無法拍出洪的燦爛奪目動作，大製作《中華戰

士》（1987）票房失利便與此不無關係。

正如上文洪金寶所言，成立德寶是岑建勳

提議的。岑對拍電影有他自己的視野及理念，

他在寶禾為洪金寶任策劃時，便曾撮合洪任監

製與麥當雄合作拍出了犯罪片的經典《省港旗

兵》（ 1984）。《省港旗兵》擬真的拍攝手法、

強烈的戲劇性，和洪金寶那種動作搭配喜劇的

混合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路線和風格。岑建勳憶

述洪與麥合作的《省港旗兵》是由他牽線的：

「寶禾有部《省港旗兵》，我當策劃的，監製

是洪金寶和麥當雄，故事是由我構思的，麥當

雄也是我找來的。三毛（即洪金寶）本身要打

理寶禾，又要做導演，身邊有些策劃，或者叫

做文膽吧，有時字幕都不出名字，我是一個，

午馬也是其中一個。」 9 這番話完全可以在麥當

雄的回憶中得到印證：「我記得又是在康城，

我和岑建勳在沙灘，不記得還有誰，談論出這

樣一個題材，當時還很快決定片名是『打劫旅

行團』。……當時跟我一起構思出來的，還有

岑建勳，岑建勳那時在寶禾是當時得令的，這

一點很重要啊！就這樣我便毋須去向寶禾推銷，

很自然就水到渠成。」10

在德寶仍是純製作公司時期，走的雖然主

要是洪金寶路線，但是岑建勳也監製了一部陳

冠中編劇、梁普智導演的特色之作《等待黎明》

（1984）。影片的故事發生於淪陷前後的香港，

講述戲子（周潤發飾演的葉劍飛）、苦力（萬

梓良飾演的黃克強）和米行千金（葉童飾演的

夏育男）的小團體，共同經歷了日本人統治下

的離亂。劇情一方面有點像濃縮了的長篇電視

劇，有著三角戀愛、奸人欺壓、冒險殺漢奸、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寶院線第一部公映的作品《皇家師姐》（1985 ），為楊紫

瓊建立其「打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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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黎明》（ 1984）在舊式米舖實景拍攝，充滿質感。 

7
見王志輝、謝偉烈、陳志華訪問，朱小豐整理：〈洪金寶：我拍電影是為了娛樂觀眾〉，載王志輝、陳志華編：《焦點影

人 洪金寶》，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19，頁 31。 
8 

001：〈現場快訊：《霹靂大喇叭》〉，《電影雙周刊》，第 183期，1986年 3月 13日。 
9
見周荔嬈等訪問，曾肇弘整理：〈岑建勳〉，本書頁 45-52。 

10
見卓伯棠、張志成訪問，吳君玉整理：〈麥當雄：我要拍過之後，無人能再拍得到〉，載蒲鋒編：《江湖路冷 —香港黑

幫電影研究》，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4，頁 149。



德寶從製作轉而同時自行經營院線，開設院線

後製片大增。

《霹靂大喇叭》（1986）
《智勇三寶》（1985）

《皇家師姐》（1985）

《最後勝利》（ 1987）

©
 2010 Fortune Star M

edia Lim
ited  A

ll R
ights R

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

edia Lim
ited  A

ll R
ights R

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

edia Lim
ited  A

ll R
ights R

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

edia Lim
ited  A

ll R
ights R

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

edia Lim
ited  A

ll R
ights R

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

edia Lim
ited  A

ll R
ights R

eserved 

〈
第
一
章
〉
製
作
．
院
線

《情義心》（1988）

《雙肥臨門》（198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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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戰日本軍官等各式各樣的情節，卻暗中貫穿

了一種香港大難臨頭下，無論怎樣逃避都註定

受難的宿命氣氛。影片製作認真，對舊香港事

物有一定講究，舊式米舖的實景拍攝固然充滿

質感，對白中便曾出現當時罕有人知的「琵琶

仔」一詞。票房雖然不算突出，但重視戲劇性，

有別於當時流行的混搭喜劇和動作掛帥的主流

商業片，甚有特色。透過《等待黎明》，可見

到岑對香港影業有他並不從俗的視野。

1985：開設院線後製片大增

德寶院線開線後，為了持續提供影片放映，

德寶需增加製作量。1 9 8 4年德寶尚只是製作公

司時，拍了三部片；1 9 8 5年生產了四部，是年

年底開線；1 9 8 6年德寶線便公映了1 6部自家製

作；1987年則公映了11部。那兩年生產量增加，

岑建勳一人自不能兼顧。德寶遂從新藝城找來谷

薇麗，由她監製三名從新藝城招來的導演于仁

泰、高志森、馮世雄的影片。于、高、馮三人

經常合作，一人任導演的時候，其他二人或任

編劇，或任策劃，與谷薇麗成為一個接近獨立

的系統。他們拍的是以喜劇為主的主流商業片，

較著重年輕人口味。其中馮世雄導演的《八喜

臨門》（1 9 8 6）、高志森導演的《富貴逼人》

（1 9 8 7），不以大製作、大明星作號召，以較

生活化的趣味為主，放在賀歲檔期，有不俗的收

入。《富貴逼人》更是以 2,700萬勝過新藝城同一

檔期的大製作《衛斯理傳奇》（1987）。

這時，岑建勳仍是德寶的製作主力，他也

會沿襲早期的賣座影片路線，拍一些主流的類型

片，例如由楊紫瓊主演的《皇家戰士》（1986）

和《中華戰士》，又或是冼杞然導演的《兄弟》

（1 9 8 6）。然而，反映他個人視野的是德寶另

外一批電影。那些電影是不容易歸類為當時港片

某一特定的類型，而是每部片依其素材有屬於它

的一套處理手法，即是岑建勳所說的「有質素的

電影」（qua l i t y f i lm）。11當中包括姜大衞導演

的《聽不到的說話》（1 9 8 6）和《不是冤家不

聚頭》（1 9 8 7）、爾冬陞導演的《癲佬正傳》

（1 9 8 6）、張艾嘉導演的《最愛》（1 9 8 6）、

潘源良導演的《戀愛季節》（1 9 8 6）、譚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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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的《最後勝利》（1 9 8 7）、黃華麒導演的

《異鄉故事》（1 9 8 7）、張婉婷導演的《秋天

的童話》（1 9 8 7）、甘國亮導演的《神奇兩女

俠》（1987）等。這些影片的票房不一定很好，

只有《秋天的童話》創造出票房奇蹟，甚至有

些藝術水平也不算成功，例如《戀愛季節》，

但是都依著導演自己的興趣來拍攝，帶有很勇

銳的個人創作精神。即使由德寶出資、珠城製

片有限公司攝製的兩部影片—區丁平導演的

《夢中人》（1986）和關錦鵬導演的《地下情》

（1986）—亦一樣體現出岑建勳尊重導演個人

創作的精神。

從票房角度，德寶在開線後的 1986和 1987

年都不算成功。它有兩部突破二千萬的影片《富

貴逼人》和《秋天的童話》，但很多中型製作

的票房都只在五百至八百萬之間，而大製作《中

華戰士》也未能過千萬。德寶的製作固然整體

票房未見突出，院線同樣也缺乏意外的賣座之

作。德寶自家出品之外，院線票房過千萬的僅

有《魔翡翠》（ 1986，1,138多萬）、《美男子》

（1987，1,015多萬）、《猛鬼差館》（1987，1,174

多萬）、《用愛捉伊人》（ 1987，1,040多萬）。

其中《魔翡翠》和《猛鬼差館》是和嘉樂院線

聯線上映的結果。從收入來看，德寶是三條院

線中最弱的一條。

1987：內部大變動

到 1987年 8月，德寶內部出現了一連串互

為關係的大改變，同年  9月潘廸生宣佈退出董

事局，改由梁衛民出任董事局主席。冼杞然在  

10月加入德寶董事局任執行董事。跟著谷薇麗

在 12月初宣佈已卸下德寶所有職務，並退出董

事局；岑建勳亦差不多同時公佈已辭去德寶的

職務。其後新藝城來的于仁泰、高志森和馮世

雄也與德寶解約。簡單而言，德寶的製片業務

已由岑建勳、谷薇麗轉到冼杞然身上。與此同

時，外部環境也出現了重大變化。  1987年中已

傳出將有新院線組成，在  12月 21日，戲院商

陳榮美及馮秉仲、雷覺坤宣佈以金聲、快樂等

戲院組成第四條港產片院線「新寶」。  121 9 8 8

年 1月 1日在新寶院線上映的第一部影片是《奸

11
同註 9。

12
〈馮秉仲雷覺坤等宣佈組成新院線〉，《華僑日報》，1987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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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世界》（ 1988）：細膩幽默，建立出獨有的中產喜劇

風格。（左：鄭裕玲；右：林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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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勝利》（ 1987）：「細佬」（右：曾志偉）與「義嫂」

（左：李麗珍）的愛情故事。

人本色》，而該院線宣佈成立前，1987年 12月 

3日在尚未成立的新寶院線已有相同戲院公映由

爾冬陞導演的《人民英雄》，報紙廣告也寫著

「新院線今日公映」，這是新寶院線「有實無名」

的階段。《人民英雄》的製作公司是岑建勳成

立的編導製作社（與龍祥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岑建勳也是《人民英雄》的監製。由此

可見，雖然岑建勳在德寶影片中以監製名義出

現，一直延續到 1988年 1月上映的《情義心》，

但他當時已和德寶脫離了關係。

冼杞然上任後，德寶院線和製片業務繼

續維持，但表現卻缺乏雄心及視野。這個階段

也曾有過袁和平這樣有份量的導演加盟，但袁

所導演的《特警屠龍》（1 9 8 8）、《皇家師

姐 I V直擊証人》（1 9 8 9）、《冷面狙擊手》

（1 9 9 1）等均是無法建立出新風格的個人低潮

期作品。只有冼杞然導演、陳嘉上任執行導演

的《三人世界》（1 9 8 8）憑其細膩的幽默感，

建立出一種獨有的中產喜劇風格。陳嘉上離去

後，冼杞然拍的續集或類似影片就再沒有那種

味道。德寶此時期的其他影片也是乏善足陳，

最終德寶院線於1991年11月底結束，由羅傑承

的永高電影有限公司續辦。德寶製作一度仍繼

續，最後一部出品是1992年10月1日公映的《黑

貓II刺殺葉利欽》。

回看德寶佳作

從市場角度看，無論製片及院線業務，

德寶都不能說得上成功。它一直是三條院線中

最弱的一條。到新寶院線出現，德寶也跟著墮

後到第四。以三家製片公司而言，它也不如嘉

禾及新藝城曾有過雄霸一時的業績。然而，從

創作角度及影片的質素回看，在岑建勳主持的

四年，特別是院線組成之後的1986和1987年，

德寶的確出品了相當多票房容或不高，卻經得

起時間考驗的優秀作品。其中一部是譚家明導

演、王家衛編劇的《最後勝利》，1987年3月公

映時票房收579多萬，同一檔期新藝城的《七年

之癢》收1,118多萬，嘉禾的《肝膽相照》則收 

848多萬，票房都較高。然而，今天回看，《最

後勝利》水準明顯較諸兩片優秀。

《最後勝利》講述黑幫「細佬」（「大佬」

頭目的手下）（曾志偉飾）與「義嫂」（李麗

珍飾）的愛情故事，是部黑幫背景的愛情喜劇。

影片由曾志偉的無智、無能、無膽識的喜劇場

面開始，但他赴日救李麗珍時，這個小人物在

危急關頭顯出有情有義、勇於承擔的浪漫感情。

譚家明的導演處理技術精湛，像曾志偉用刀架

著李殿朗逼她駕車衝過面前的貨櫃車救出李麗

珍，車子衝過貨櫃車時的剪接刺激緊湊，但衝

過之後，轉為慢鏡看著曾志偉抱起李麗珍入車，

再補上一個李麗珍緊緊摟著曾的鏡頭，用仰望

的眼神看著他，這個小人物忽然變成像 Mark哥

一樣的英雄。譚家明在指導演員演出上也很成

功，《最後勝利》是第一次讓人認識到曾志偉

原來可以是個認真的演員。更特別的是李麗珍，

譚家明不時為她設計的大特寫，令她有種迷人

的美態之外，李的演出亦值得讚賞。其中一場，

李麗珍一直被曾志偉拒愛，卻終於在酒廊見到

他，曾表白般唱出〈深愛著你〉時，李為之感

動不已，她那種哽咽的表情，演來很是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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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衞執導的《不是冤家不聚頭》（1987 ）讓蕭芳芳在香港

電影金像獎封后。（左：蕭芳芳；右：關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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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佬正傳》（ 1 9 8 6）：寫精神病人情況，具社會哄動性。

（左：秦沛；右：黎萱） 

《最後勝利》的劇本、攝影、剪接、選角、演

出俱精彩，相比八十年代的經典電影毫不遜色。

又如關錦鵬的《地下情》， 1986年公映只

有 500多萬，但是邱剛健和黎傑的劇本感覺敏

銳，加上關錦鵬細膩的處理，令影片帶著自成

一格的魅力，到今天依然觸動人心。甘國亮的

《神奇兩女俠》有點像他 1980年的電視劇名作

《山水有相逢》，講述兩個女性朋友給一個男

人搞到關係幾乎破裂。特別的是，他把兩個女

主角鄭裕玲、葉童放在選美的環境，充滿八十

年代的時尚感；並一反當時男性為主的喜劇潮

流，以兩位女星富性格的演出，製造出既賞心

又悅目的效果。這幾部影片，連同《秋天的童

話》，都可說是香港八十年代影壇輝煌成績的

一部分。

岑建勳主持德寶的另一貢獻，是發掘了不

少新導演。爾冬陞原是邵氏後期的男明星，轉

型做導演第一部作品是德寶的《癲佬正傳》。

影片以社會寫實的角度去看香港的精神病人情

況，具社會哄動性，票房不俗，有  900多萬。

爾亦在本片建立出他的導演風格，作品中的演

員演出認真、有機會發揮。岑建勳的特別之處

是不單讓新導演首次執導，還給導演有執導第

二部電影的機會。例如張艾嘉，她在《最愛》

之前，因為替猝逝的屠忠訓完成其遺作，曾執

導過《舊夢不須記》（  1981，台灣原名《某年

某月的某一天》）。《舊夢不須記》毫不起

眼，無聲無息的放映了。至岑建勳找張艾嘉執

導《最愛》，她才有正式完整的編導機會，拍

出細膩婉約的風格，證明了其導演能力，此後

不斷有機會執導，並成為華語電影中十分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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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女導演。又如姜大衞，在跟隨張徹的明星

時期，已曾執導筒；後來也拍過諧謔的武俠片

《貓頭鷹》（ 1981）；直到他為德寶執導了《聽

不到的說話》，才被人視為一位認真的導演。

後來姜大衞的《不是冤家不聚頭》，更讓蕭芳

芳首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在岑

建勳主政下，德寶給導演第二個機會的最成功

例子，是支持張婉婷開拍《秋天的童話》。張

婉婷在邵氏支持下執導了她的畢業作《非法移

民》（ 1985），評價和票房都不錯，但接著想

開拍第二部電影，卻遇到很多阻滯，直至找到

岑建勳，才獲支持開拍《秋天的童話》，並讓

已成為叫座紅星的周潤發主演，結果票房 2,500

多萬，叫好叫座。在發掘有創意的新導演方面，

岑建勳可說既有膽識又有眼光。 

1988年 4月 14日，第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頒獎典禮上，《秋天的童話》獲得最佳電影、

最佳編劇和最佳攝影三個獎項。岑建勳以影片

監製的身份，多番獲得台前幕後得獎者的致謝。

儘管當時岑已離開了德寶，這些謝意卻像是為

他創造的一段德寶光輝歲月，致以其應該得到

的掌聲。

後記：特此向本書研究員黃夏柏兄致謝，本文中不少

的內容，由他傳給我的資料啟發所得。

蒲鋒，資深影評人及電影研究者，曾任香港電影資料

館研究主任，著有《電光影裡斬春風：剖析武俠片的

肌理脈絡》（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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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足迴光：
潘廸生組德寶線的起承轉合

黃夏柏

跨進八十年代，港產片三大院線嘉樂、金

公主及邵氏呈對壘之局，鼎足而立。《現代漢

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00）內

「鼎足」一條的釋義：「鼎的腿，比喻三方面

對立的局勢。」其時，嘉樂和金公主活力充沛，

邵氏卻不復當年勇，及至 1985年 11月 30日，

潘廸生經營的德寶電影公司租用邵氏麾下戲院

組成院線，以其初生之犢的幹勁迎向敵手，迸

發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耀眼光芒。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及嘉禾電影

（香港）有限公司的主腦，前者屬於影業世

家，後者出身大型片廠，潘廸生則來自鐘錶世

家，誠為影業界「素人」。他大手投資拍片，

瞬間擦亮德寶品牌，被雜誌形容為「神話」，

更組織自家院線，成為集製作、發行的大製片

公司。運作德寶八年多，體現其創建時尚娛樂

企業的雄心，一度帶來驚喜新貌。院線維持六

年，經歷港產片院線由三分至四立的局面，

回看六十年代，粵語片院線也走過「三」轉

「四」的軌跡，八十年代這一次，與前人足跡

異中有同，皆見證工業滑落前的餘暉。零售業

商人進出影圈，縱然步履匆匆，卻是八十年代

香港電影發展的特別個案。1 

潘廸生年少創業

父執輩皆鐘錶業翹楚

潘廸生祖籍潮州，父親潘錦溪，三十年代

在香港連卡佛公司的鐘錶首飾部擔任鐘錶修理

師傅，期間認識在同一部門工作的陳鵬飛（藝

人陳百強父親）。約於 1941年，他倆於中環

德輔道中創辦小型錶店「黃湛記」，店名取自

潘錦溪的師傅之名。重光後，二人擴展錶行業

務，與比鄰的藝林攝影店合併，易名藝林錶行

（Artland Watch Company）。2潘氏亦於 1943年

兼營金輪鐘錶行（Roue d'or Watch Co.）。3 

1961年 4月，藝林經裝修擴建後重開，代

理國際名牌鐘錶，走高檔路線，又於同年 9月

開辦九龍分行。1965年 9月，港島店所在的建

築物被列為危樓，遂遷至新顯利大廈。潘妻孫

1 
金公主院線的主事者雷覺坤亦非影圈出身，但營運院線頭十年，只資助其他公司拍片，沒有直接參與製作，至八十年代末

才成立金公主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2 
吳翠寶主持、Kanxing及 Isaac撰文：〈當時的滋味（嘉賓：陳鵬飛）〉，《明報周刊》，第 2231期，2011年 8月 13日。另

見 1961年 4月 4日《大公報》載〈藝林表行 今日開幕〉報道表行裝修後重開，指「該行開業已有廿年歷史」，推算開業

於 1941年。
3 

1948年 10月 6日《工商日報》載〈金輪鐘表行開幕誌盛〉報道該店由潘錦溪、倫天樂創辦，經擴充重開並慶祝開業五周年，

故推算開業於 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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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龍在江湖》（1986）活動：（左起）李國豪、潘廸生、

于仁泰、王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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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大喇叭》（1986）拍攝現場：（左起）黃錦燊、谷薇麗、

潘廸生、元奎。

絲娜的兄長孫秉樞亦為鐘錶業界名人，早年為

太平洋行鐘錶部經理，後出任副主席，為香港

鐘錶業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孫氏的另一妹夫廖

桂昌，則為弼臣錶行東主。

有論者形容潘錦溪是「十分重友情的老派

商人」，除經營鐘錶業務，亦發展地產事業，

與胡漢輝乃莫逆之交，應胡氏邀請出任利興置

業有限公司、順福企業有限公司的董事 4，也是

錦新置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潘氏鮮少觸及娛

樂業務，惟獨 1972年開幕、坐落銅鑼灣的珠城

酒樓夜總會，以及 1979年開業、坐落尖沙咀的

海城大酒樓夜總會，他均是董事之一。該兩大

型夜總會提供餐飲及廣邀名歌星登台，為當時

著名的娛樂場所。

涉足影業

潘廸生是潘錦溪的獨子，1 9 5 6 年 6月 19

日出生，曾於聖約瑟書院肆業，後赴笈英國，入

讀著名的阿賓漢姆學校（Uppingham School），

繼而在美國洛杉磯的西方文理大學（Occidental 

College）進修哲學及經濟學。他曾於瑞士日內瓦

蕭邦錶廠研習鐘錶製作 18個月 5，也曾在法國巴

黎接受鐘錶與珠寶的訓練課程。6 

父親雖為鐘錶業界名人，潘廸生卻選擇創

業，獲父親五百萬港元資助下 7，於 1980年 2月

27日在中環開設首間零售店「廸生鐘錶珠寶有

限公司」，多個歐洲鐘錶品牌的負責人來港剪

綵，並在報章刊出賀詞，誇讚該店「作風獨特，

採用高雅的設計，和富有高度藝術的裝飾，別

具風格……是為香港目前最具國際水準和高級

氣派的珠寶首飾店。」8潘廸生時年 23，深具視

野，除引入豪華的商品，亦覷準逐步成形的年

輕、追求生活質素的中產階層市場，往後持續

強化商品類型，包括中高檔次的手錶配飾，以

至年輕便服，擴展業務，1986年成立廸生創建。

與此同時，他亦把目光移向娛樂事業。

1983 年 11 月 22 日，「Dickson Fi lms 

Company Limited」註冊成立，潘廸生透過友儕

網絡，積極進軍影圈，夥拍岑建勳，更邀得洪

金寶協助，於 1 9 8 4 年 2月 10日註冊成立「德

寶電影有限公司」（D & B Films Co., Ltd.）。

重錘出資自組院線

歷來有無數電影製作公司成立，營運院

線卻屬龐大工程。德寶成立一年後，已籌組院

線，由潘廸生親自與邵氏洽商租用其戲院組

線。至於組線原委，有報道指德寶與嘉禾原合

作緊密，惟排映《智勇三寶》（1 9 8 5）及經德

寶發行的《平安夜》（1 9 8 5）時，雙方曾爭持

假日檔期，《平安夜》終轉金公主院線放映，

4 
高君保：〈好父親、好朋友：潘錦溪〉，《華僑日報》，1989年 1月 16日。

5 
Susan Berfield and Alexandra A., Seno, ‘How Dickson Poon Made Fashion Pay - Bringing business savvy to an industry known for excess’, 

Asiaweek.com. (edition.cnn.com/ASIANOW/asiaweek/97/0321/cs1.html)。
6 

1980年 2月 27日《華僑日報》廸生鐘錶珠寶有限公司開業廣告載孫秉樞的賀詞。
7 

1990年 3月 28日《華僑日報》。
8 

1980年 2月 27日《華僑日報》刊該店開幕廣告載歐洲鐘錶品牌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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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德寶院線位於銅鑼灣的龍頭戲院（攝於 1986 年） 黃金—德寶院線位於深水埗的龍頭戲院（攝於 1989 年）

後來德寶出品的《生死綫》（1 9 8 5）亦轉排金

公主線，遂揣測其因而萌生組線之念。9

起：租邵氏戲院組新線 

1985年夏，德寶租用邵氏擁有的翡翠、文

華、黃金及寶聲戲院，而同屬邵氏的其他戲院

如與南豐發展有限公司合作興建的聯華 10、本身

獨資經營的葵芳 11，還有蘭宮、順利，均以加盟

院形式合作，至於位處中環的娛樂則遇大片時

才加入，以此為基礎組成德寶院線。上述四間

「龍頭」屬舊式大型戲院，每院約有 1,400座位，

位處旺區，向來賣座鼎盛：

翡翠： 1969年 12月 24日啟幕，坐落銅鑼灣百

德新街。當時邵氏以二千多萬元購入珠城大廈

內的兩家戲院（明珠於 1971年啟業），翡翠為

其首間自置的戲院，裝修費達三百餘萬港元。 12

全院座位 1,480個，自此成為邵氏院線港島區龍

頭戲院。

文華：1969年 2月 15日啟幕，坐落旺角奶路臣

街遠東銀行大廈地下，由邱德根經營的遠東機

構有限公司投資興建。全院座位  1,352個，開

業時放映西片， 1971年嘉禾成立，被納入為院

線成員。 1975年，邵氏以 2,400萬港元購入該

院 13，安排與麾下的明珠組聯線放映西片，也放

映邵氏片的午夜場。  1980年 11月加入邵氏院

線，首映《飛狐外傳》。

黃金： 1962年 11月 30日啟幕，坐落深水埗欽

州街與福榮街交界，座位 1,399個，由娛樂商人

李寶林策劃興建，號稱投資六百萬港元。14自啟

業便放映邵氏的國語片， 1977年曾轉往嘉禾院

線，是年年底嘉樂院線成立，該院於同年 12月 

31日重返邵氏院線。

寶聲：1 9 6 5年1 2月1 7日啟業，坐落觀塘裕民

坊，全院座位1 , 4 0 2個。院主陳樹渠，啟業時

由關志堅、關志誠昆仲主理的立信娛樂有限公

司經營，放映國、粵語片為主。及至 1975年12

月，由原嘉禾線轉到邵氏院線，公映《金毛獅

王》。

翡翠、文華位於市內核心消費區，黃金、

寶聲則處人口密集的住宅區，四院業績不俗。

據 1982年上半年全港戲院票房收入統計，四院

均躋身 20強，翡翠、文華分列第五及十，黃金、

9
冷小青、紀二、木木：〈德寶：電影神話另一章〉專題，《電影雙周刊》，第 176期，1985年 11月 28日。 

10
〈聯華戲院開幕典禮〉，《南國電影》，第 308期，1983年 11月；1990年 2月 10日《大公報》報道，邵氏向南豐購入該

院另外五成股權，全資擁有該院。 
11
《明報》，1985年 7月 12日。 

12
綜合《華僑日報》、《工商晚報》報道，1969年 12月 25日。 

13
柳聞鶴：〈港九戲院將有什麼變動〉，《明報》，1975年 2月 8日。 

14
《工商日報》，1962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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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聲則屬第 16及 18。15德寶租用該四院，傳聞

每年租金達四千萬港元。 

1985年 11月 30日德寶院線開鑼，全線 12

院，再聯合新都、快樂西片線，共 18院公映《皇

家師姐》。院線的龍頭戲院具實力，其餘為地

區戲院，包括位於新界區的三院，整體而言規

模遜於嘉樂、金公主線。

德寶以巨資租用四院，評論稱為「物有所

值」。院線第二檔《聖誕奇遇結良緣》（ 1985）

開畫首天總收近 43萬港元，該四院收入共約 30

萬港元，佔整條院線七成。 16點算 1986年首季度

全港戲院收入，上述四院續躋身賣座最佳的  30

間戲院，翡翠、文華較前提升，分列第二及七，

寶聲、黃金則列第 22及 23。17開線後推出的影

片賣座佳，  1986年 1至 4月該線的票房收入逾  

5,600萬元，與前一年邵氏經營院線的同一時段

比較，躍升逾五成。18

德寶多元化的出品，顯示敢試敢拼的活力，

加上其主事者的文化背景及影片的質感，均予

人時尚、知性的印象，理想的票房收入，說明

觀眾相當受落。通過所排映的電影，院線確立

健康正面的形象。

邵氏院線早見積弱，片源不繼，轉手前公

映的《替槍老豆》（  1985），五天便下片，重

映了三天《緣份》（  1984）。院線易手是一夜

間的事，形象轉換卻要鋪排，早作準備：「售

票小姐及帶位員、領班等先接受遣散，再由新

公司僱用，另度身做新制服，不再有 SB字樣，

改為 D字樣」。 19戲院亦作粉飾，像龍頭翡翠，

外圍添上醒目的「 D」字，懸起橫幅「德寶院線

隆重開幕 睇好戲，睇德寶」；印製全新戲票，

告別邵氏徽號，新戲票設計簡潔，留白頗多，  

Dickson的「D」字商標格外搶眼。

當年戲院的氛圍與今截然不同，在大堂

先以海報、劇照敲響前奏。海報既貼滿街巷造

勢，圖像更被放大繪於戲院外牆的大型廣告板，

面向通衢大道，可見海報是院線形象的組成部

分。八十年代中以前，喜劇獨領風騷，漫畫化

海報是潮流。德寶也出品喜劇，像《雙龍出海》

（1984）、《智勇三寶》均推出漫畫化海報，

惟效果遜色，及至《雙龍吐珠》（  1986）便選

用照片作海報圖像，由朱祖兒設計。

德寶成立時，朱祖兒已入職美術部，除《雙

龍吐珠》外，還設計了《等待黎明》（1984）、

《聽不到的說話》（1986）、《最愛》（1986）

及《兄弟》（1986）的海報。對於選用繪畫或劇

照，他指要視乎戲種，喜劇用插畫模式，可收誇

張惹笑之效，但「嚴肅寫實的片種，以劇照或拍

攝手法來製海報就較適合，因這才有壓迫感。」

奈何「大明星是很難度期影相的，所以衹得多用

劇照。」20 

告別邵氏徽號，德寶院線新戲票設計簡潔，留白頗多，Dickson 的「D」字商標格外搶眼。

15
韋一峯：〈千呼萬喚始出來 香港的迷你戲院終於誕生〉，《電影雙周刊》，第 91期，1982年 7月 15日。 

16
秋子：「咖啡或茶」專欄，《明報》，1985年 12月 22日。 

17
韋一峯：〈談三十間最賣座戲院〉，《電影雙周刊》，第 192期，1986年 7月 17日。文中列表第 22位，疑把「寶聲」誤植「寶

華」。寶華位於大埔，僅 471座位，收入不可能較擁 1,323座位的銅鑼灣明珠更高；內文指表中有兩院位於觀塘（即銀都及

寶聲），並未指有入圍戲院位於大埔。 
18
韋一峯：〈沒理由不樂觀─德寶院綫〉，《電影雙周刊》，第 190期，1986年 6月 19日。 

19
刑幫主：「曝光捉影」專欄，《電影雙周刊》，第 176期，1985年 11月 28日。 

20
何慧嫻：〈海報設計出英雄：朱祖兒〉，《影藝》，第 9期，1990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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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戲種，以劇照或拍攝手法來設計海報，講

究格調，配合院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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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 1986）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皇家師姐 IV 直擊証人》（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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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戰士》（ 1987）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痴心的我》（ 1986）

©
 2010 Fortune Star M

edia Lim
ited  A

ll R
ights R

eserved 

《富貴吉祥》（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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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首兩年，德寶非主打喜劇，海報設計

亦多採用照片，像《聽不到的說話》、《最愛》

均邀請演員拍攝照片製成海報，後者雖有明星，

卻別出蹊徑地營造朦朧意象，構成風化格的海

報。三位主角的位置、面向、身體碰觸均悉心

安排，透露片中的三角關係，粗微粒攝影配以

低沉色調，滲透前塵往夢的情調，呼應影片的

敍事模式；片名、演職員資料皆低調展示，鮮

見於港片海報。《夢中人》（  1986）其中一款

海報亦不以明星招徠，反以片中的住宅為背景，

一雙男女席地纏綿，背後人形隱約，藉曝光拍

攝的圖像晃動朦朧，魅影迷離，不經意地與影

片的情調脗合。這些別出心裁的海報，突破硬

銷紅星的套路，升華至具格調的作品，所彰顯

的品味，與院線形象裡應外合，相得益彰。

承：組「B 線」拓展分眾市場 

1986年是德寶院線完整運作的首年，該年

公司出品了 16部影片，包括多部相對邊緣的作

品，如《地下情》、《最愛》、《夢中人》及《癲

佬正傳》，縱然零散，依然為港片製作透出新

氣象。

這年  7月，金文發展有限公司租下位於油

麻地的大華及相連的新大華戲院，於  8月 1日

交接。該公司與德寶簽訂合約，新大華被納入

德寶線，大華則交由通用影藝有限公司排映其

發行的外語片。 21同年 8月 4日，新大華正式加

盟聯映《最愛》，成為德寶院線在油尖區的龍

頭戲院。  1987年 1月 1日，德寶以新大華夥拍

港島區的京都  1院組成德寶  B線，開線放映台

灣片《沙喲娜拉 ‧再見》（1985）。

新大華： 1978年 10月 28日開幕，位於油麻地

西貢街，號稱為「新型歐洲式」戲院，由大華

置地有限公司興建。22全院座位 1,188個，僅設

堂座，映廳空間寬敞，觀影環境舒適，教人印

象深刻是經常接映碧麗宮的電影，又於 1984年

單院公映《城南舊事》（ 1982）取得上佳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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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1院：原京都戲院於 1969年 2月 15日開業，

座位 1,289個。該院是全港首家進行迷你化的舊

式戲院，把堂座及樓座改建為兩映廳，各有 801

及 460個座位。改建期間， 1院持續營業， 2院

於 1987年 1月 1日開幕，同日 1院與新大華聯

映《沙喲娜拉 ‧再見》，2院單院映《樂韻柔情》

（Flash Melody / Paroles et musique, 1984）。

港產片院線開拓 B線並非新鮮事。 1985年 

12月 28日，新大華夥拍海城、嘉華、環球聯線

重映《胡越的故事》（  1981），取得逾二百萬

票房。翌年一月，以上述四院為骨幹所組成的

「嘉禾西片線」（又稱「嘉樂  B線」）成立。

雖謂西片線，但嘉樂線推出大片時，便會靈活

入線聯映，其他檔期則放映較小眾的影片，如

日本片《細雪》 （ 1983）、台灣片《竹籬笆外

的春天》（  1986），更曾於該年二月下旬公映

港產文藝片《玫瑰的故事》（1986）。

嘉禾一度與德寶爭奪新大華，隨該院被德

寶租下，嘉禾鑑於與新大華的管理公司曾協議

經營該院至 1987年底，卻出現此變動，遂入稟

法院要求該管理公司賠償。  23德寶所發展的  B

線，運作模式與上述「嘉樂  B線」類同，新大

華與京都  1院經常聯映德寶主線的電影，中間

亦劃出檔期選映西片或相對小眾的華語電影。

港產片主流院線致力拓展  B線，實回應社

會的發展進程。八十年代中，受經濟起飛帶動，

香港的都市化越趨成熟，新興的知識階層講求

生活質素，電影欣賞亦求突破消遣範疇，冀探

進文化層面，渴求主流以外的選擇。羅卡分析

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市場時指出，七十年代末本

地開始出現「分層觀眾」，經小型電影會、市

政局等歷年推廣，「逐漸培養出一批固定觀眾，

可以說是藝術片或非主流影片的特定分眾。  83

年起，小型影院興起，到現在已成為新建戲院

的趨勢……小型影院的大量出現，打破了幾條

大院線壟斷整個市場的局面，使一些較冷門的

影片（如台灣片、大陸片、歐洲片）有更多上

21
《華僑日報》，1986年 7月 17日。

22
《華僑日報》，1978年 10月 28日；報道把公司名誤植「大華置業」。 

23
刑幫主：「曝光捉影」專欄，《電影雙周刊》，第 193期，1986年 7月 31日。



 

 

 
 

 

 

 

  

映機會，而一些次主流甚至非主流影片亦有較

多的生存空間……」24

大型院線商人拓展  B線或小型副線，正源

於觀察到這市場的形成。嘉禾電影當時的董事副

總經理蔡永昌曾指出：「戰後新生代文化水平廣

泛地提高，對一部電影的鑑賞已增多了一份批

判能力。兼具內涵的高質電影明顯地已不再是

小圈子一種自賞活動，SELECTED AUDIENCE

〔精選觀眾〕似乎已不再是形容這類電影觀眾

層面的恰當字眼。」有見及此，他認為「與其

選擇觀眾，不如多提供不同類型電影的公映機

會，讓觀眾來選擇我們。」於是發展以新大華、

海城為首的聯線（即「嘉樂 B線」）。25 

1985至 88年，香港的觀影文化出現多元化

的變動。位於灣仔的新華及影藝戲院，分別於  

1985年 9月及 1988年 7月開幕，是香港最早定

位為放映小眾影片的戲院。  1988年 6月，香港

藝術中心開始每天均放映電影，單是該月便放

映了 26部。作為文化活動新地標的香港文化中

心，亦於 1986年 9月動工興建， 1989年 11月

開幕。可見八十年代中以還，香港的文化氛圍出

現良性轉變，朝容納更多非主流作品的方向走。

回看德寶B線首數月的運作，看到其意圖推

介較小眾影片。開線放映《沙喲娜拉‧再見》

後，同年4月把新大華、京都1院提供為香港國

際電影節的放映場地，5月1日更排映侯孝賢導

演的《冬冬的假期》（1984），同日京都2院放

映同由德寶發行、楊德昌執導的《青梅竹馬》

（1 9 8 5）。惟期間排映的少量西片質素欠佳，

院線沒有建立鮮明的形象。

相反，1986至 87年間德寶主線放映部分非

純商業作品，票房不俗：《地下情》逾 500萬、

《最愛》逾 870萬、《癲佬正傳》逾 930萬，《秋

天的童話》（1987）更逾 2,550萬。除影片本身

可觀及到位的宣傳，德寶院線予人的知性形象，

以至外圍觀影文化的轉變，皆有推動力，令這

些相對偏鋒的作品能在主流院線取得佳績。另

德寶院線的大型廣告看板懸於佐敦道（攝於 1989 年）

外，德寶亦善用上述  B線延長這類影片的放映

期：《異鄉故事》（  1987）在主線下片後，便

轉新大華、京都  1院續映；  1987年 4月，曾以

京都 1院夥拍另外四院重映《地下情》，五天錄

得逾 26萬票房。1987年 8月初，《秋天的童話》

放映了三周仍熱賣，但院線已簽約聯映西片《老

鼠也移民》（An American Tail, 1986），於是從

主線拆出翡翠，配搭新大華，加上數家西片戲院

續映《秋》片。此靈活機制不失可以為較另類影

片提供更長的映期，惟此時卻出現了變動。

轉：面向第四線，中產喜劇豐收

冼杞然於  1987年 10月正式成為德寶的董

事 26，繼岑建勳後主理公司業務。人事變動後，

製作量下滑： 1988年出片 10部，89年減至七部， 

1990年僅六部， 91年則有八部。製作量減少，

院線主要放映其他公司的影片。期間發行公映

的電影尚算多元，除喜劇外，亦不乏火爆動作

片，雖然德寶堅持不攝製色情片，院線放映的

數部三級艷情片倒賣座不俗。

從整體觀察，院線失卻早年試行偏鋒的特

色，和其他院線無異，論星級陣容和賣座哄動，

卻遜於他線。新寶院線於 1988年 1月啟動，同

年 3月挾《最佳損友》（  1988）大收旺場，公

告正式成立，及至 1990年 1月取得原嘉禾戲院

的業權，易名新寶戲院，組成共 20院的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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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羅卡：〈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市場狀況與潮流走勢〉，《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修訂本）（第十五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回顧特刊），

香港：香港臨時市政局，1999，頁 32。（初版於 1991年出版） 
25
蔡永昌：〈從一個共通意念出發─談新大華、海城院線成立〉，《社會變遷中的亞洲電影》特刊（隨第 187期《電影雙周刊》

附送），嘉樂影片發行有限公司出版，1986。 
26
石漢傑、黃安琪訪問，黃安琪整理：〈仍走多元化路線 訪德寶電影公司行政董事冼杞然〉，《電影雙周刊》，第 268期， 

1989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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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逐鹿，德寶表現遜色，1988及 89年皆處四

線票房收入榜尾，而 1991年首八個月的收入也

處四線之末，德寶線卒經營至 11月底而止。27

期間德寶最賣座的作品，分別是《三人世

界》（ 1988）及續篇《三人新世界》（ 1990），

前者票房接近 2,500萬，後者則逾 2,300萬，雙

雙躋身該兩個年度十大賣座影片之列。往後陸

續推出數部帶中產色彩的輕喜劇，成為該期間

德寶出品的一大特色。這類都市處境喜劇，固

然得力於精警的對白，更需要演員投入演繹，

為求形神兼具，該批影片均採用現場同步收音，

在當時的港產片可說罕見。

八十年代初，雖有個別影片如《再生人》

（1981）也用同步收音，終究未成主流，德寶

自 1988年起推出多部現場收音的電影，包括「三

人世界」系列的三部作品，還有《花心三劍俠》

（1989）、《相見好》（1989）、《一咬 OK》

（1990）、《BB30》（1990）、《富貴吉祥》

（1991）、《黑貓》（1991）及《拳王》（1991）。

當中《一咬 OK》更引入杜比音響系統，廣

告強調「第一部數碼錄音環迴立體聲音響效果

設計香港電影」。西片早已採用該系統，冼杞

然曾表示非為搏取「第一」，引進這技術「只

是希望能改善電影音響方面的質素。」並指出

影片在海外市場銷售，外國買家都要求具備杜

比錄音效果。要系統奏效，戲院須裝置對應設

施，他續說：「目前香港有很多戲院尤其是新

落成的迷你戲院都有這種設施，我們亦視察過

倫敦戲院，準備在那兒舉行首映禮。」28

作為先行者，《一咬 OK》須「專誠往英國

搞杜比音響」，因為香港第一家杜比電影錄音

室遲至  1990年 8月 14日才啟用，《衛斯理之

霸王卸甲》（  1991）是首部在香港錄音室製作

杜比音響的電影，當時全港  130間戲院中，僅  

70多間配備該種音響播放設備。29德寶最後推出

的電影《黑貓  II刺殺葉利欽》（  1992），亦採

用杜比音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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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自 1988 年起推出多部現場收音的電影，圖為《相見好》

（ 1989）拍攝現場。 

細看當時德寶院線麾下戲院，作為龍頭的

文華，原放映西片，於 1979年 6月已裝設了杜

比立體聲系統。至於後期加入德寶線的新戲院，

一般都配置新式的音響系統，除上文提到的倫

敦，即使較偏遠、位於屯門的巴黎倫敦紐約，

開業時亦標榜是「新界區唯一具備 THX『魯卡

斯』音響」的戲院。

合：龍頭院重建，戲院趨迷你 

1991年 9月，德寶對外公佈將停止運作院

線業務，公司董事局主席梁衛民指邵氏「會於

十二月一日收回銅鑼灣的翡翠戲院，這裡會連

同明珠戲院一道拆卸改建商場……另一座落深

水埗的黃金戲院也會在明年二月底拆卸，四間

龍頭戲院驟然失去兩間，德寶覺得已沒有經營

一條院線的必要，乃決定結束。」 30

自德寶院線啟動，四間龍頭戲院已是票房

收入的關鍵，至 1991年首八個月的統計，四院

仍佔全線收入近五成。院線另一龍頭新大華，

自加盟後，於  1987及 88年均晉身十大賣座戲

院，分列第六及第八 31，及至 1988年 12月底停

業，富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聯同廣興置業有

27
秋子：「咖啡或茶」專欄，《明報》，1991年 9月 6日。

28
韋軒訪問，May整理：〈訪冼杞然談《一咬 OK》聲效新嘗試〉，《電影雙周刊》，第 297期，1990年 8月 16日。 

29
寧寧：〈技術水準高 音響仍較弱 本港電影製作加強音響效果 首家「杜比」錄音室啟用〉，《文匯報》， 1990年 8月 15日。 

30
《大公報》，1991年 9月 6日。 

31
秋子：「咖啡或茶」專欄，《明報》，1989年 1月 10日、1991年 9月 9日。



 

 

 

 

 

 

限公司將之拆卸及發展為酒店及商業中心。32不

難想像德寶對大戲院流失的考慮。不過，戲院

由大變小，一院包含多張銀幕的迷你格局乃發

展大趨勢。粗略估算  1988至 91年香港戲院及

銀幕數目見下表： 

1988 至 91 年戲院及銀幕數量估算 33 

年份 戲院（間） 銀幕（張） 

1988 102 129 

1989 112 152 

1990 117 165 

1991 106 157

按：不同院名但處於同一建築並共用設施，如環球／宇宙、

杏花／蘭花、百麗殿／寶麗宮等，皆作一院計算。

德寶院線亦陸續加入了迷你戲院，如 1986

年開幕的國泰 ABC、1987年開幕的康城，亦有

由大院改建而成的兩映廳戲院如國都。以《黑

貓》為例，首映日全線  18院聯映，較  1985年

開線時的  12院，規模更大。  18院中有  12間屬

多映廳迷你戲院。這些小型戲院不少坐落新建

住宅區，如位於荃灣海傍屋苑的海濱，又或新

興消費點，如尖東華懋，其票房數字雖不及旺

區的戲院，卻拉闊了院線的覆蓋面，令院線的

接觸點分佈更平均。德寶放棄繼續營運，該院

線實具吸引力，緊接便成為永高院線。

「D」字頭下 貫徹時尚品味

除經營電影製作及院線，潘廸生亦同時投

資其他娛樂業務：

．1984年 7月，廸生娛樂影業有限公司成立，

曾替林子祥、陳百強舉辦演唱會。

．1985年 11月，潘廸生與張國忠等人合組藝能

投資有限公司，從事演唱會製作，至 1986年

初退股。

．1986年 8月，潘廸生與  EMI唱片公司合組  

Dickson Music Industries Ltd（DMI），他佔百

分之六十股份，於翌月推出陳百強的大碟《凝

望》。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一咬 OK》（ 1990）是首部具備數碼錄音環迴立體聲音響效

果設計的香港電影。 

．1990 年 12 月， 德 寶、 嘉 禾、 和 記 通 訊

及一家美國廣播集團合組高藝廣播公司

（Metropolitan Broadcasting），申請第二個商

業廣播牌照，並於翌年夏季廣播，即新城電

台。34

上述各項投資，聯同電影及院線業務，於

九十年代初停止運作，後來也沒有繼續參與電

台的業務。潘廸生投資拍片的真正原因，旁觀

者實難探究，而德寶電影與其零售業務最顯眼

的聯繫，就是其代理的手錶品牌在每部片均以

贊助形式出現，德寶具代表性的演員楊紫瓊、

林子祥，以至周潤發，皆為該手錶品牌拍攝平

面及電視廣告。

籌組德寶時，潘廸生希望公司的商標採用

來自其英文名的「D」字3 5。最後，由德寶影業

公司到其營辦的娛樂影業公司、唱片公司，以

及鐘錶珠寶公司，均採用相同的大楷「D」字商

標。這個商標貫串他的零售及娛樂業務，背後

透視其年輕商業才俊的公眾形象，以及其銷售

的產品所彰顯的時尚品味。

廸生鐘錶珠寶公司啟業時，潘廸生曾被

外國鐘錶商誇讚具備市場觸覺：「這同類中唯

一的精品店亦將吸引年青的一代，這些正如歐

洲人所謂『黃金的青年』，他們事業成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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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1988年 3月 24日。
33
數字依據《香港電影》（香港影業協會出版）、《明報》「港九影院聯合廣告」的資料，資料或有缺漏，屬粗略估算。 

34 
1990年 12月 5日《華僑日報》及《大公報》。 

35
見周荔嬈等訪問，曾肇弘整理：〈岑建勳〉，本書頁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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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佩華、秦沛、梁普智、岑建勳、潘廸生、

葉童、萬梓良、于倩、韓義生、谷峰於《等待黎明》

（ 1984）拍攝現埸 

以漫遊世界各地，正是具有極強購買力的顧

客，經常尋求名符其實的產品。」  36後來一則

文化評論把潘氏界定為「  THE NEW YOUNG 

ENTREPRENEUR」：「八十年代新年輕企業家， 

DICKSON總結了所有 YUPPIES的夢想」，續

指香港雖有不少子承父業的「公子」，但他做

的就是與別不同，並附註：「DICKSON在媒介

出現所穿的衣服也許已成為不同場合 YUPPIES

的 DEPENDABLE DRESSING CODE（可信的

穿著規範）。」他的曝光媒體就是「所有『 D』

字出現的地方」。37洪金寶則認為潘氏「有一股

衝勁，胸前背後都掛着個『衝』字，一往無前，

有時甚至不顧後果。」38

三線鼎立折射迴光

以零售業商人身份投資影業，取得不俗的

業績外，影片亦贏得口碑，組織院線之舉更震

動影壇，《中外影畫》的「八五年影壇之最」

便選了潘廸生為「八五年風雲人物」。39

德寶院線參與譜寫港產片院線三足鼎立的

終章，雖沿著主流風向走，卻在有限的間隙敢

於嘗試，為非單純著眼市場的影片締造可能，

部分果然摘下佳績，帶來新氣象。期間更曾開

闢 B線，試探分層觀眾市場。發展至中期，經

營方針轉變，作品失卻早期的冒進，院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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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淡退，但仍帶動都市輕喜劇潮流，其後在音

效技術跨步，提升觀影質素。

有別於名錶首飾的瑰麗高貴，主流電影作

為大眾娛樂，必須類型繁多、隨俗、親民，但

從德寶出品的影片，看到潘廸生銳意提升層次，

在主流市場上站於略高一線的位置，打造清新

一點的精品，與他發展零售業務有著類同的步

調，追求時尚品味，營造格調。不過，外圍環

境歷經變動，第四條港產片院線進入市場，戲

院數目漸增，且走一院多映廳的迷你格局，及

後更演進至五線混戰。戲院數目、電影製作量

均急增，看似熱鬧興旺，但業界中人於八十年

代末已留意到影圈生態異變，像濫拍成風、成

本失衡、黑勢力入侵，以至盜版猖獗等，預感

影業界將面臨嚴峻考驗。

回看 1960年粵語片院線首現第四線，後輾

轉變化， 1964年底再現新四線，往後院線逐步

縮減，五年後均告瓦解。八十年代，德寶翻開

港產片三線鼎立的終章，頁面翻動，光芒折射，

但回望發展歷程，原是一束迴光。

黃夏柏，資深記者、編輯及自由作家，並為香港電影

資料館「油麻地戲院」等項目特約研究員。著有《憶

記戲院記憶》（2007）、《香港戲院搜記》（2015）等。

36 
1980年 2月 27日《華僑日報》刊該店開幕廣告載歐洲鐘錶品牌賀詞。 

37
周肅磐：〈HONG KONG NEW MAN-ISMS〉，《號外》，第 115期，1986年 3月。 

38
羅卡：〈訪問洪金寶〉，《Playboy中文版》，1986年 12月號。 

39
「八五年影壇之最」，《中外影畫》半月刊，第 74期，1986年 1月 1日。



 

  

 
 

不一樣的電影人 
—岑建勳

曾肇弘 

蓬鬆的獅子頭、圓框眼鏡、帶有潮州口音

的廣東話……小時候看港產片，對岑建勳的印

象特別深刻，跟很多觀眾一樣，以為他真的是

滿口鄉音的「架己冷」（潮州話「自己人」之

意）。直到長大後，才知道他不是潮州人（而

是廣東恩平人），也不止是一位性格演員，而

是「百足咁多爪」（身兼多職）的電影人。

回望八十年代崛起的德寶電影公司，岑

建勳是不得不提的靈魂人物。由1 9 8 4年成立德

寶，直至1 9 8 7年底離任，岑建勳在短短數年

間，把一家由零開始的新公司，打理得有聲有

色，更足以跟雄霸影壇的嘉禾電影（香港）有

限公司、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爭輝，殊不簡

單。本文就嘗試探討他對德寶的貢獻，也會談

及他在德寶的幕前演出。

相比起同期「紅褲子」出身或「學院派」

的電影人，岑建勳的背景與別不同。生於  1952

年的他，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在香港土

生土長，年輕時深受西方思潮與流行文化的衝

擊，是熱血的左翼「托派」份子，曾經積極投

入反越戰、「保釣」等社會運動。之後他遠赴

英國，在當地任職新聞記者與電視台資料搜集

員。1 9 7 8年，他跟隨當時尚未成名的美國導演

米高曼（Michael Mann）為一部毒品紀錄片做資

料搜集，回到香港，因而結識剛拍過《跳灰》

（1 9 7 6）的梁普智、陳欣健等影人。此後，岑

建勳在香港留了下來，但他沒有馬上投身電影

圈，而是加入《號外》出任總編輯。

文化人闖影圈

《號外》於1 9 7 6年由陳冠中、丘世文、

鄧小宇和胡君毅創辦，以年輕知識份子、中產

階級為目標讀者，探討本地流行文化和潮流品

味，在當時的本地報刊中，可謂開風氣之先。

然而，到了1 9 8 0年岑建勳正式加入時，《號

外》正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岑建勳於是力挽

狂瀾，展露長袖善舞的本色。據鄧小宇憶述，

岑建勳「拍膊頭」（友情義助）邀請好友捐

錢，又找來「保釣戰友」侯思傑、黃仁逵以低

薪擔任編輯及美術。更重要的改變是，岑建勳

拉攏了廣告界名人施養德，將雜誌的尺寸改為

特大開度，版面設計亦煥然一新，使《號外》

「從早前的best kept secret〔隱世寶典〕變成很 

slick〔高檔〕、刻意扮作非主流的主流雜誌」，

因而爭取了不少廣告商的支持，安然度過難

關。1後來岑建勳創辦德寶，幕後班底就起用了

不少《號外》時期的友好，包括策劃及編劇陳

冠中、宣傳部經理舒琪、美術指導黃仁逵等。

八十年代香港步入「黃金時代」，中產階級急

速膨脹，《號外》與德寶兩者不約而同有份建

構及塑造香港人的中產品味，當中岑建勳都扮

演了重要角色。

在岑建勳回港的時候，適逢其會，徐克、

譚家明、許鞍華、方育平、嚴浩等一班新浪潮

導演及編劇，紛紛從電視圈轉戰電影界，為沉

悶的香港電影帶來新氣象。岑建勳自言機緣巧

合認識了徐克後，令他對從事電影產生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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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鄧小宇：〈號外與岑建勳〉，「鄧小宇的站借問」網頁 http://www.dengxiaoyu.net/News/View.asp?ID=1153 （原載於《號外》，

第 435期，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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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鬆的獅子頭、圓

框眼鏡，岑建勳形

象鮮明，更是「百

足咁多爪」的電影

人。

興趣，不過岑建勳並沒有「導演癮」，反而喜

歡成就他人的導演夢。1 9 8 1年，岑建勳也趕著

這股浪潮，與陳欣健創辦尊信電影製作公司，

出品了舒琪的《兩小無知》（1 9 8 1）和黃志的

《撞板神探電子龜》（1 9 8 1），兩位都是由編

劇初試啼聲轉當導演，岑建勳擔任策劃。尊信

的資金來自羅維導演的前妻劉亮華，她在七十

年代初曾任嘉禾製片，蟄伏數年後重操故業，

兩片也是交予嘉禾發行，不過成績不太理想。

接下來尊信打算籌備開拍徐克的古裝巨製《新

蜀山劍俠》（1 9 8 3），正開始構思劇本之際，

劉亮華突然宣佈撤資，將該片的合約收歸嘉

禾，尊信只好黯然結業。2

尊信一役未有打擊岑建勳的從影意志，反

而使他更全情投入電影工作，等待另一次創業

機會。八十年代「大哥大」洪金寶炙手可熱，

一方面他自導自演的《鬼打鬼》（1 9 8 0）、

《敗家仔》（1 9 8 1）等多部功夫片皆大受歡

迎，另一方面他亦有意進一步擴大製片工作。

然而以武師組成的「洪家班」，正缺乏文膽一〈
第
一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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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人才。1 9 8 2年，岑建勳開始替洪金寶等監

製、午馬導演的《人嚇人》做宣傳。翌年 1月，

岑建勳更加入寶禾影業有限公司擔任策劃，正

式當上全職電影人，也由此開展了他與洪金寶

的工作夥伴關係。

岑建勳當初打算為寶禾開拓功夫片、靈

異片等主流類型以外的新路線，但最後未竟

全功。 3他在寶禾的最大功勞是穿針引線，拉

攏洪金寶與麥當雄兩大強人在《省港旗兵》

（1 9 8 4）攜手合作。當時內地「烏鼠」肆虐本

港，岑建勳想到把這個題材拍成電影，於是

交給警界出身的陳欣健撰寫劇本，再找來麥當

雄執導演筒，及跟洪金寶共同監製。 4麥當雄

也曾強調岑建勳居中的關鍵作用：「岑建勳那

時在寶禾是當時得令的，這一點很重要啊！就

這樣我便毋須去向寶禾推銷，很自然就水到渠

成。」5麥當雄此前未曾當過電影導演，《省港

旗兵》延續他早年在麗的電視的寫實、緊湊風

格，暴力火爆程度猶有過之。電影最後取得超

過1,000萬元票房收入，麥當雄更勇奪金馬獎最

佳導演，成績驕人。

岑建勳在寶禾只當了一年多的策劃，此

時又遇上另一位貴人，讓他攀上電影事業的高

峰。事緣在《奇謀妙計五福星》（1 9 8 3）的首

映禮上，岑建勳碰見鐘錶商人潘廸生，對方打

算開辦電影公司，欲邀請他參與，而岑建勳已

對寶禾與母公司嘉禾之間複雜的「內部政治」

感到厭倦。 6在另一篇訪問裡，岑建勳則提到

自己加入寶禾時，已有自立門戶的宏願，並堅

持要有洪金寶的參與：「八三年被洪金寶看中

加盟寶禾，他要求：『一年內我要成立一間公

司！』大哥大同意，他再說：『我的新公司，

你要加入！』」7洪金寶在回憶中亦提到是岑建

勳主動邀請他加入德寶：「全都是朋友關係，

2
見王麗明、吳君玉訪問，曾肇弘整理：〈陳欣健：一心想拍跟以前不同的警匪片〉，吳君玉編：《風起潮湧—七十年代香港電

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8，頁211。電子書：https://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HKFA/documents/2005525/7439981/ 

ebook_chi_01.pdf。 
3
岑建勳在 1983年的訪問中，曾提到寶禾暫時打消開拍鬼片的念頭，而他鼓勵洪金寶拍攝「浪漫倫理文藝片」，又打算招攬

許鞍華、梁普智等拍片。見過客：〈 La Belle et la Bete 鍾楚紅、岑建勳〉，《電影雙周刊》，第 118期，1983年 8月 18日。 
4
見周荔嬈等訪問，曾肇弘整理：〈岑建勳〉，本書頁 45-52。 

5
見卓伯棠、張志成訪問，吳君玉整理：〈麥當雄：我要拍過之後，無人能再拍得到〉，蒲鋒編：《江湖路冷 —香港黑幫

電影研究》，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4，頁 149。 
6
同註 4。 

7
翟浩然：《光與影的集體回憶》，香港：明報周刊，2011，頁 46。



 

 

 

 

 

 

 

 

 

岑建勳提出成立德寶。我有興趣，又能夠幫

忙，就是這樣。」  8 從現實角度看，潘廸生是

電影界的門外漢，岑建勳當時亦僅在影壇打滾

了數年，找來洪金寶助陣，自然是要借助「大

哥大」為新公司建立名聲與地位，以及「洪家

班」在台前幕後的支持。

創辦德寶 

1 9 8 4年2月德寶正式成立，股份分配上，

潘廸生是大股東，佔6 0 %，洪金寶佔2 5 %，餘

下1 5 %股份才屬岑建勳持有。9雖然如此，擔任

出品人的潘廸生只是投資者，早期不大插手公

司運作。洪金寶則仍專注為寶禾與嘉禾拍片，

據岑建勳說，洪金寶在德寶往往只是掛名監

製，每年收取一筆監製費，導演亦僅得《貓頭

鷹與小飛象》（1984）。10所以德寶的話事權和

行政工作，主要便落在岑建勳身上，三年多一

共監製了1 7部電影、兩部任策劃、一部當分組

導演，還有十部演出，幕前幕後皆忙得不可開

交。有的電影即使岑建勳沒掛名，他其實也會

參與其中。陳冠中提到那時很多人在尖沙咀德

寶的寫字樓，等候進入岑建勳的房間見面，陳

打趣形容好像「輪街症」般熱鬧。11

在此之前，岑建勳只曾創辦過尊信這間小

公司，製片經驗不算特別資深，但這反而使他

敢於突破傳統成規去經營德寶。加上潘廸生的

信任下，岑建勳在德寶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幾

乎他說拍就拍。  1 2八十年代港產片的競爭趨於

白熱化，商業計算更是變本加厲。各家公司競

相開拍當時流行的喜劇與動作片類型，起用大

「卡士」（叫座的演員）吸引觀眾，新藝城更

自詡以「方程式」去「度」（構思）劇本。岑

建勳的作風則明顯不太相同，他以「兩條腿走

路」的方式為製片方針，既會拍攝迎合商業市

場的賣座電影，同時也會開拍一些未必具叫座

力而題材較另類的「優質電影」：「我希望公

司可以多元化，除了好清楚的商業元素，我想

有些另類出品，最喜歡的是劇情片。」13

德寶成立之初，已能看出岑建勳這樣的

製作路向。岑建勳與吳耀漢在寶禾主演的喜劇

《神勇雙响炮》（1984）大收2,000多萬元，德

寶於是挾其餘威，創業作穩打穩紮，在《神》

公映後四個月，即推出續集《雙龍出海》

（1 9 8 4），導演由張同祖換上陳欣健，票房依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984 年，德寶挾四個月前上映的《神勇雙响炮》餘威，以《雙

龍出海》打響頭炮：（左起）主角吳耀漢、岑建勳與導演陳

欣健。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原有「票房毒藥」之稱的周潤發（左）憑《等待黎明》（ 1984）

獲金馬、亞太雙料影帝；該片攝影師黎萃明（右）則嬴取香港

電影金像獎。 

29 

8
見王志輝、謝偉烈、陳志華訪問，朱小豐整理：〈洪金寶：我拍電影是為了娛樂觀眾〉，王志輝、陳志華編：《焦點影人：

洪金寶》，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19，頁 31。 
9
冷小青、紀二、木木：〈德寶：電影神話另一章〉，《電影雙周刊》，第 176期，1985年 11月 28日。 

10
同註 4。 

11
見何思穎等訪問，黃夏柏整理：〈陳冠中〉，本書頁 155-161。 

12
同註 4。 

13
翟浩然：《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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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弱，收1 , 8 0 0多萬元。14到了德寶第二部電

影，與寶禾共同投資，岑建勳卻沒有繼續拍攝

喜劇或動作片，而是小試牛刀，推出梁普智導

演的劇情片《等待黎明》（1 9 8 4）。 1 5該片刻

劃1 9 4 1年香港淪陷下，日軍殘害百姓、漢奸發

國難財等亂象，題材十分沉重，還起用當時的

「票房毒藥」周潤發主演，故公映前一直不被

投資者看好。 1 6然而上映之際，正值《中英聯

合聲明》簽署在即，影片重新反思香港歷史，

也夾雜對九七「大限」的憂慮。 1 7結果出乎意

料，《等待黎明》午夜場的反應不錯，票房成

績亦亮麗，收7 0 0多萬元。投資者上映前向岑

建勳表明：「我們對這套戲沒有信心，只不過

讓你開心而已。」到電影賺錢後，岑建勳反問

投資者：「現在是你開心，還是我開心？」對

方只好回應：「大家都開心。」 1 8影評對德寶

的用心亦擊節讚賞：「孟嘗客一路看一路十分

感動，因為這絕對是一部誠意之作—雖然德

寶的創業作是拍《神勇雙响炮》的續集（《雙

龍出海》），擺明是必賺之作，這一部《等待

黎明》卻是一部重本投資的『文藝片』（雖然

動作實在也不少），以今日的票房傾向衡量，

在本地絕難收回成本（試想《傾城之戀》也只

收八百萬），這樣的投資不是誠意是甚麼？在

目前一窩蜂搶拍綽頭喜劇的潮流下，《等待黎

明》的出現令人欣喜，孟嘗客認為影片不論成

敗，都值得大家捧場。」19周潤發憑此片奪得金

馬獎與亞太影展雙料影帝，而黎萃明亦榮獲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等待黎明》在商業

與藝術上皆有收穫，可說為德寶的另類路線打

下了強心針。

德寶早期未有旗下院線，電影只能排在嘉

禾所屬的嘉樂院線，卻往往因為排期問題，跟

嘉禾產生矛盾。20適逢邵氏逐步減產，1985年11

月，德寶決定租下邵氏多間龍頭戲院及十多間

戲院，正式組成德寶院線，首要目標是擴大片

源，製片產量自然要大幅提升。 2 1但是岑建勳

表明不會濫拍 2 2，反而有了固定院線，可以更

好地發揮多元化的製片策略，小眾電影更因此

受惠。德寶院線成立後，1 9 8 6年正是德寶產量

的最高峰，全年共有1 6部出品，其中一半以上

可以歸類為另類電影，不是題材冷門、欠缺商

業元素，就是沒有大「卡士」，或由新晉導演

執導，製作規模及成本較低。譬如姜大衞執導

的《聽不到的說話》（1 9 8 6），就另闢蹊徑描

寫一群當扒手的聾啞人士，起用性格演員馬斯

晨與在電視台走紅不久的劉青雲當主角，是頗

大膽的嘗試。另外，邵氏小生出身的爾冬陞，

初次執導電影《癲佬正傳》（1 9 8 6），亦以乏

人關注的精神病患者為題材。岑建勳僅否決爾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癲 佬 正 傳 》

（1986） 中 的

「癲佬」之一

14
寶禾 1986年再找張同祖拍攝《神勇雙响炮續集》，但兩個男主角改為元彪與盧冠廷飾演，劇情也跟之前無關。 

15
《等待黎明》原是陳冠中為尊信寫的劇本，講述抗日時期中國空軍的故事，但因為製作成本太高而擱置。後來這個沒被用

上的片名，才被套用在梁普智的電影裡。同註 11。 
16
同註 11。 

17
《等待黎明》其中一款報紙廣告的宣傳語，就頗有弦外之音：「我們帶給大家的訊息……香港 ‧1941—香港 ‧1984 不要懷

念過去的昨天，不要依戀即逝的今天，挽手齊來創造黎明！」 
18
翟浩然：《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同註 7，頁 47。 

19
孟嘗客：「試片室巡邏」，第 139章，《電影雙周刊》，第 148期，1984年 10月 25日。 

20
冷小青、紀二、木木：〈德寶：電影神話另一章〉，同註 9。 

21
德寶成立初期，1984年與 1985年分別製作了三部和四部電影，但到德寶院線成立後，1986年製作的電影已急升至 16部， 

1987年亦有 11部出品。 
22
〈德寶為適合潮流拍青春片 岑建勳誓言不濫拍〉，《華僑日報》，1985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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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陞起用新人的要求，主動找來周潤發、梁朝

偉等以「友情價」客串，連他自己也演出精神

病人一角。  2 3爾冬陞亦強調拍攝過程中，德寶

沒有干預和施壓：「完全沒有，我覺得這對新

導演來說很幸運。他們又給我充份時間，沒有

迫我，也盡可能提供我的要求，我絕對是好運

的。」24

岑建勳對新導演的提攜，也可見於1987年

張婉婷執導、羅啟銳編劇的《秋天的童話》。

在此之前，張婉婷只拍過一部《非法移民》

（1 9 8 5），到了第二部作品，她打算寫香港留

學生與美國華僑「爛鬼」（混蛋）的愛情故

事，卻不獲電影公司青睞。而張婉婷又堅持男

主角船頭尺要由周潤發飾演，認為他兼具草根

與浪漫的特質，不肯換人。25後來張婉婷與羅啟

銳經大學師兄陳冠中的介紹，將劇本交給岑建

勳，結果岑未看完劇本已十分喜歡，馬上答應

投資，讓劇組遠赴美國拍攝外景。26另一方面，

岑建勳也滿足張婉婷的要求，把周潤發由《中

華戰士》（1987）調去《秋天的童話》劇組。27

對於新導演而言，岑建勳的決定，起著最實質

的支持和鼓勵。《秋天的童話》最後亦不負所

望，成為傳誦至今的港產愛情經典作品，證明

了岑建勳獨到的眼光。28

雖然岑建勳積極開拍另類題材，但不代

表他不重視商業片，投資巨大的製作都是由他

落手跟進。八十年代嘉禾有成龍、洪金寶等蜚

聲國際的武打巨星，德寶也積極發掘自家的打

星，於是看中了馬來西亞選美出身的楊紫瓊和

李小龍的兒子李國豪，其中以前者特別成功。

楊紫瓊加入德寶之初，首部電影《貓頭鷹與小

飛象》飾演文靜的教師，但岑建勳覺得不大

適合她的戲路，於是找來元奎、林正英教她

功夫。  2 9她有芭蕾舞根底，武術學得很快，在

《皇家師姐》（1 9 8 5）她與美國動作演員羅芙

洛合演，搖身一變成為新晉打女。翌年的《皇

家戰士》撮合她與日本影星真田廣之合作，銳

意打進國際市場。到了鍾志文執導的《中華戰

士》，更是耗資二千萬元的大製作。故事以

三十年代的不丹為背景，德寶在台灣花蓮搭景

拍攝，岑建勳不惜親自出馬前往當地督師，並

找來杜琪峯、爾冬陞幫手，自己也當上其中一

組導演。影片在復活節檔期公映，奈何票房失

利，僅收800多萬元。

隨著德寶日益壯大，公司分為多個創作

小組。除了從新藝城加盟的于仁泰、高志森和

馮世雄三人小組，交給同為新藝城出身的總監

谷薇麗負責溝通之外，其他創作小組的電影，

大都由岑建勳主理。有別於新藝城，每部電

影皆要經七人小組在「奮鬥房」集體創作、

討論  3 0，岑建勳在德寶卻盡量放手讓各小組創

作，他說：「每組都有獨立的製作方式，我不

會干涉，除非好有問題，我就會跟導演一齊  

w o rk（去做），我覺得自己都算是一個強勢監

製。」31是故他跟不同小組大致合作愉快。以俞

琤創作小組的兩部出品《戀愛季節》（1 9 8 6）

與《神奇兩女俠》（1 9 8 7）為例，前者是填詞

人潘源良初次執導的青春愛情片，岑建勳起初

覺得不理想，一度打算重剪、補拍，但負責策

劃的俞琤勸他給予新導演機會，認為該片製作

成本不高，不會虧蝕太多。最後岑建勳接納建

議，電影沒有多大改動便公映，票房僅得1 8 0  

31 
23
翟浩然：《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同註 7，頁 47。 

24
吳勝芳：〈好似考升中試咁……—訪爾冬陞談拍戲感受〉，《電影雙周刊》，第 189期，1986年 6月 5日。 

25
羅啟銳、張婉婷著，鄺保威、老蕙兒訪問及文字整理：《雌雄大導》，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頁 51。 

26
同上註，頁 50。 

27
同註 4。 

28
多年後，羅啟銳改編個人童年經歷的《歲月神偷》（ 2010），起初又是不獲片商青睞，只有岑建勳鼓勵他拍攝，他有份經

營的北京大地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更答應投資，最後該片獲得柏林影展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並在香港取得 2,300多

萬元票房。 
29
同註4。 

30
新藝城七人小組包括：麥嘉、石天、黃百鳴、徐克、泰迪羅賓、曾志偉與施南生。至於「奮鬥房」是麥嘉位於美孚新邨的

住所，他們創業初期每晚都在那裡「度橋」（構思橋段）。 
31
翟浩然：《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同註7，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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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萬元。32至於《神奇兩女俠》是甘國亮離開電

視台後的首部電影，岑建勳交予監製俞琤全權

處理。電影刻劃梁好逑（鄭裕玲飾）與連子蓉

（葉童飾）兩個選美落敗佳麗的情誼，破格的

題材，跳脫的風格，還有甘國亮只此一家的精

警啜核對白，都有異於主流電影，反映了德寶

高度的創作自由，有膽量去嘗試不同的類型。

在創作人的眼中，岑建勳很懂得為他們著

想，了解他們的需要，而非僅僅當是經營一盤

生意。曾於德寶宣傳部任職的知名娛樂記者林

冰，1 9 8 7年與爾冬陞的一番對話，就頗能道出

岑建勳的優點：

（爾冬陞）「我天昏地黑的在寫劇本，總算

寫起來了。」

（林冰）「如何？替誰開戲？」

「岑建勳昨天從康城回來了，我今天去見

他，想幫岑建勳開，但不知他跟德寶關係如

何，外間很多傳聞。」

「如果不能為岑建勳開呢？」

「電影工作室可以，好朋友可以，鴻泰也可

以，甚至威禾也可以，資金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喜歡岑建勳做監製。」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張婉婷也是這樣說，

他〔她〕說岑很肯幫導演向公司『揮』〔爭

取〕預算。」

「我喜歡岑建勳是，我一把故事說出，他就

明白我想拍甚麼，說起話來不那麼費力，對

別的監製恐怕沒有這麼容易。」

小寶〔爾冬陞的暱稱〕說：「張艾嘉說如果

岑真的離〔開〕德寶，以後就少了一瓣了，

有些題材不再也無法子拍了。」33

德寶成立院線後，除了放映自家出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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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尋求更多片源。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岑

建勳會不計較票房，發行一些他認為出色但題

材冷門的藝術電影。好像唐書璇在文革尚未

結束時，拍攝知青偷渡經歷的《再見中國》

（1 9 7 4），電檢處曾一度以「可能損害鄰近地

區友好關係及妨礙治安」為理由禁映，直至

八十年代才解禁，但文革早已過去，德寶亦

不嫌過時，於1 9 8 7年5月安排正式公映。 3 4同

年，德寶也曾發行翁維銓與英國導演艾頓格華

（Adrian Cowell）聯合執導的《金三角鴉片軍閥

揭秘》，這部紀錄片拍攝了金三角地區毒梟之

間的鬥爭，岑建勳更親自擔任旁述。

幕前演出形象鮮明

幕後以外，當然不能漏掉岑建勳幕前的

貢獻。雖然他自言沒有興趣演戲，然而無心插

柳，卻成了八十年代炙手可熱的喜劇演員。

他首次亮相大銀幕，是在好友徐克的《第一類

型危險》（1 9 8 0）裡客串飾演政治部成員。3 5

之後在《鬼馬智多星》（1 9 8 1）、《文仔的肥

皂泡》（1981）、《俏皮女學生》（1982）等

片，他亦只是友情演出，談不上有多大發揮。36

同期，岑建勳在商業電台與陳欣健、劉天

蘭等主持節目《時空穿梭三小時》，他從小時

候接觸的潮州長輩中獲得靈感，創作出滿口鄉

音的「潮州怒漢」雷勁，深得聽眾受落。 3 7之

後岑建勳將雷勁形象帶進電影，但第一部倒不

是喜劇，而是羅文執導的警匪片《退休探長》

（1 9 8 3）。片中飾演探員的他，對上司陳欣健

十分忠心，最後更為陳報仇，開槍射死殺害其

子的兇徒，戲份頗吃重。那時港產片不少演員

皆由配音員事後配音，可是岑建勳卻要親力親

為配上帶潮州腔的半鹹半淡廣東話才傳神。同

32
同註4。 

33
林冰：〈與德寶關係待揭盅 岑建勳動向受關注〉，《華僑日報》，1987年5月25日。專欄中爾冬陞提及欲開拍的電影，應

是他的第二部作品《人民英雄》（1987），最後由岑建勳的編導製作社而非德寶出品。 
34
舒琪：〈今夕何處覓芳蹤：唐書璇傳奇〉，同註2，頁72。 

35
《第一類型危險》原名《第一類危險》，因片中涉及主角製造和在戲院放炸彈的情節，首天上畫後便遭禁映落畫。製作人

員於是在短時間修改劇本、補戲及重剪，把劇情改為主角無牌駕駛撞死人惹禍，加入政治部開會一幕，並將片名改為《第

一類型危險》才獲准公映。 
36
參見過客：〈La Belle et la Bete 鍾楚紅、岑建勳〉，同註 3。 

37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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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勳（左）罕有的談情戲 —與惠英紅（右）於《雙龍出海》

（ 1984）演對手戲。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岑建勳（左）與吳耀漢（右）組合，四度拍擋合演《雙龍吐珠》

（ 1986）。 

年洪金寶的喜劇《奇謀妙計五福星》，也是找

岑建勳以「潮州佬」形象主演「五福星」之一

的鬈毛積。這個角色跟岑本身的社運背景十分

相似，開場寫他發動工人示威爭取權益，卻被

誣陷入獄，在獄中認識了囚友洪金寶、吳耀

漢、馮淬帆與秦祥林。出獄後，岑建勳請眾男

住進他家，一起生活、工作，他們卻覬覦岑的

親妹鍾楚紅，因而引發連串笑彈。

「五福星」這種「同撈同煲」（甘苦與

共）的難兄難弟，是從粵語片「兩傻」新馬師

曾與鄧寄塵、謝賢與胡楓，到七十年代許氏兄

弟繼承而來，依然深受歡迎。《奇謀妙計五福

星》開展了岑建勳的喜劇路線，他的卡通化外

型，扮演戇直的小人物充滿喜感，之後他仍以

「潮州佬」的形象演出其他喜劇。1 9 8 4年，岑

建勳與吳耀漢從「五福星」分拆出來，於《神

勇雙响炮》飾演一對反黑組好拍檔，票房竟不

遜於《奇》片。於是岑建勳創辦德寶後，他與

吳耀漢這對「雙响炮」（孖寶拍檔），再一同

演出了《雙龍出海》、《智勇三寶》（1 9 8 5）

與《雙龍吐珠》（1 9 8 6），成為德寶賣座的喜

劇系列。吳耀漢演的阿秋蠱惑、愛耍小聰明，

而岑建勳演的貝多芬則魯鈍、孩子氣，故經

常闖禍和被戲弄。在《雙龍出海》與《雙龍

吐珠》，岑建勳都有不少發揮，前者罕有為

他安排了談情戲，講他追求在片場當替身演

員的惠英紅，當知道對方與其父有份將贓款掉

包，便陷入公義與感情的兩難。《雙龍吐珠》

則寫到岑建勳誤以為吳耀漢患上癌症，不惜一

切滿足對方遺願，盡顯手足之情。有幕岑建勳

找人為吳耀漢訂棺材墳地，雙方的對白卻說成

像買樓般，十分惹笑。反而午馬導演的《智勇

三寶》，焦點倒落在首次脫離嘉禾拍片的許冠

文，「雙響炮」只屬配角，該片的英文片名

《Mr. Boo Meets Pom Pom》，也是將許冠文聞名

海外的Mr. Boo先排。

除了吳耀漢外，岑建勳在德寶也曾跟別的

演員拍檔。《皇家師姐》裡，岑建勳與孟海飾

演小偷，徐克則專門偽造證件，他們是「同撈

同煲」的好兄弟，關懷住在安老院的師父洪金

寶。三人中以岑建勳較忠直，後來黑幫逼他們

交出微縮菲林，岑堅持應交給警方，但孟海、

徐克暗中與黑幫交易，因而釀成巨禍。另外，

在《聖誕奇遇結良緣》（1 9 8 5），岑建勳演當

差不成的的士司機，跟林子祥、張曼玉一同無

意中捲入沙示炸彈的陰謀。岑建勳在片中經常

喋喋不休，自作聰明，有幾次差點被殺手殺

掉，幸而有驚無險。他們三人的關係亦十分微

妙，岑建勳、林子祥都對張曼玉有好感，但張

只當他們是大哥哥般，並沒有跟其中一人發展

成情侶。

岑建勳在德寶主演的大部分都是主流的商

業片，最偏鋒破格的一次是梁普智執導的《生

死綫》（1 9 8 5），由他一人擔正。他主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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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到東平洲取景 3 8，並為此剪短頭髮，改變喜

劇戲路，宣傳也強調他「脫胎換骨新型象」。

他在當年的訪問裡，曾提到改變形象的目的，

正是要配合製片的多元化：「但是在今天港產

片的整個趨勢，和過去兩三年間的以喜劇為最

吃香的趨勢截然不同，今天港產片的趨勢是多

樣化。如果一個演員不能和生產的趨勢要求結

合，等如自己打自己咀巴，打了咀巴也沒有人

再笑。因此，我該趁這種時機改變形象，回復

一個能夠演多方面角色的演員，改變觀眾對我

的形象。觀眾不再看我靠椰菜頭惹笑，也不再

見了我便叫雷勁。」39片中飾演中學地理教師的

他，帶領六個學生到荒島露營，欲藉機回味年

輕時在島上旅行的時光，卻沒有戒心提防島上

神經失常的三兄弟，結果學生慘遭瘋狂殺戮，

他亦只有以暴易暴。《生死綫》模仿荷里活  B

級驚慄片的格局，梁普智拍得緊湊，岑建勳的

正劇演出亦恰到好處，是德寶另類路線下的遺

珠。

告別德寶

岑建勳在德寶的行政工作雖然已非常忙

碌，但早期仍不時抽空為公司參與演出，直至

1 9 8 6年主演完《雙龍吐珠》後，才逐漸集中於

幕後工作。1 9 8 7年初，岑建勳與潘廸生不咬弦

的消息已經甚囂塵上 4 0，到了年尾，冼杞然當

上執行董事，岑建勳亦宣告離開德寶。岑建勳

指出離職的主因，是過去一直沒有參與公司實

務的潘廸生，開始干預製作。而導火線是冼杞

然執導的《通天大盜》（1 9 8 7），岑建勳不贊

同開拍此片，改變楊紫瓊的打女形象，故不肯

擔任監製，要由潘廸生兼任。隨著兩人的意見

分歧漸大，岑建勳決定抽身而退。 4 1至於冼杞

然則提到，岑建勳的揮霍作風，令德寶面對虧

蝕危機，潘廸生更曾一度心灰意冷，打算與邵

氏院線合約到期後，便把德寶結束：「岑建勳

是藝術家，什麼題材都想拍，而且好鍾意用大

卡士，不計成本去招攬回來，跟潘先生的理念

方針很不同，他是生意人，要看看預算辦事，

應花則花；他覺得，《兄弟》（1 9 8 6）拍得便

宜又有效果，整個團隊亦管理得好好，我的管

理能力應該不錯。」冼杞然說是潘廸生主動邀

請他接替岑建勳，令當初由岑羅致的他不好意

思，問了岑的意見後才答應上任。42

德寶改朝換代後，岑建勳「兩條腿走路」

的製片方向也被拋棄，像其他電影公司般，德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聖誕奇遇結良緣》（1985 ）：岑建勳飾演的的士司機，往

往自作聰明，幸而有驚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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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勳（前排白衣者）於驚慄片《生死綫》（ 1985）破格演出，

改變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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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註 4。 

39
林擒：〈岑建勳為何改形象〉，《香港商報》，1985年 7月 12日。 

40
林冰：〈一睇見富貴逼人走 岑建勳立即生疑心〉，《華僑日報》，1987年4月1日。〈岑建勳康城歸澄清謠傳 否認離開德寶 與谷

薇麗無不和亦未聞其辭職〉，《華僑日報》，1987年5月25日。 
41
同註 4。 

42
翟浩然：《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同註 7，頁 53。



 

 

寶逐漸集中拍攝主流的商業片，失去了過去能

容納另類的多元化特色，終在  1 9 9 2年後停產。

另一邊廂，脫離德寶的岑建勳，把全副精神放

在自己創辦的編導製作社。沒有院線的沉重負

擔，編導製作社不用以量生產，可以隨心所欲

製作電影，出品的《殺手蝴蝶夢》（  1 9 8 9）和

《八両金》（  1 9 8 9），都有著德寶的影子。然

而「六四事件」以後，香港社會人心惶惶，電

影界縱使有台灣大量熱錢投入，卻令投機之風

大盛，加上黑社會暴力入侵影圈，像岑建勳這

類實幹的製作人自然無法適應，只好悄悄退

場。43但他經營德寶的年代，卻永遠是影迷心目

中美好的童話。

本文寫作期間，得到黃夏柏、袁永康與張寶晶君幫

忙，謹此致謝！

曾肇弘，電影與文化研究者，電影文化中心（香港）

副主席、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員及香港演藝學院客席

講師。文章見於《星島日報》、網媒《虛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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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值得一提，在「八九民運」中，岑建勳是最積極參與的演藝界人士，有份籌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

稱「支聯會」），並曾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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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寶的日子

舒琪

我是在  1984年應岑建勳的邀請加入德寶

電影公司的。在這之前，我在香港國際電影節

工作了三年，第一、二年負責策劃「香港電影

回顧展」，最後一年則負責「國際電影」部

分，邀請了馬田史高西斯（ Martin Scorsese）來擔

任開幕電影《喜劇之王》（The King of Comedy, 

1982）的嘉賓，並策劃了「柏索里尼回顧展」

的項目。期間，我又邀請了金炳興先生為後者

的特刊撰寫一篇專文。文中，「金爺」（金炳

興）用了一個詞：「糟質」。電影節的經理 1（也

即是我的上司）說這個詞是「粗口」（髒話），

指示我把它刪掉。我為了這事跑進她的辦公室

指罵她「不懂中文」。之後我心裡明白，應該

不會再獲批續約。John（岑建勳）的電話是及時

雨，我遂欣然答允（更何況他很慷慨，給我的

條件十分優厚）。他想我負責的是宣傳部門。

一

我想 John找我主理宣傳部是因為《投奔怒

海》（ 1982）的關係。 1981年，許鞍華遠赴海

南島，秘密完成了這部借用「解放」後的越南

做背景來投射（我 prefer〔寧可〕用這個詞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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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開始在香港人心理上產生了陰影的

回歸意識的「預言」式作品。2Ann（許鞍華）找

我、John和劉天蘭 3看了試片，我們都驚異於影

片的「大膽」（香港過去鮮有正面觸及政治、

更何況是批評共產政權的電影；前此應該只有

唐書璇在 1974年完成、並一直被禁映的《再見

中國》4）。香港電影（港產片）自七十年代末

期開始便被三種類型片（喜劇、功夫片、警匪

片）和它們的混合體佔據了超過八、九成的產

量，嚴肅（正統？）的劇情片（drama）有如鳳毛

麟角，《投》片的票房很自然地不容樂觀。我

們都義不容辭替它出出點子、搖旗吶喊。大概

是在 Ann的建議下，影片的製片人夏夢小姐 5決

定讓天蘭和我負責整個宣傳計劃。我在大學二

年級時在唐書璇出資出版的《大特寫》雜誌、

加上後來給它接力的《電影雙周刊》，當過約

一年半的編輯（前者幾乎是「一腳踢」〔一手

包辦〕），與影評人和娛樂記者普遍稔熟，對

宣傳也有點概念與看法；天蘭則有美術設計和

《號外》的經驗。我們一拍即合，一股腦兒橫

衝直撞「乜都敢死」（甚麼都幹得出），結果《投

奔怒海》爆了個大冷門，賣座超過 1,500萬，高

1
當年電影節仍屬市政局（ Urban Council，即現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前身）轄下的一個節目，經理都由政府派遣的官員擔任。 

2005年脫離政府，正式獨立運作。 
2
香港回歸中國的決議，由 1982年 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訪華起，陸續展開談判，最後在 1984

年 12月 19日簽署協議，是為《中英聯合聲明》。 
3
岑、劉二人在 1984年結婚。 

4
再往前推，還有一部龍剛編導的《昨天今天明天》（1970），借一場虛構的疫症（靈感來自阿爾拔卡繆〔Albert Camus〕原

著的《瘟疫》〔The Plague〕），影射發生在 1967年的反英暴動，被電影檢查處下令大幅度刪剪，始獲公映。 
5
夏夢，香港「左派」電影公司 ─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的當家花旦，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演出作品有《新寡》（1956）、

《王老虎搶親》（ 1960）、《三看御妹劉金定》（ 1962）等。息影後於 1979年創立青鳥電影製片有限公司，除《投奔怒海》

外，還拍攝了《自古英雄出少年》（1983，牟敦芾導演）及《似水流年》（1984，嚴浩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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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琪（前排正面者）在《生死綫》（ 1985）開鏡儀式 

踞全年最賣座港產片第六位 6，幾乎是個奇蹟！

香港很小，電影圈更小。小的好處是你很快便

可以掌握到某個範疇的脈絡和運作，以至它的

人際關係。一次生，兩次熟；加上（尚算）年

輕（28歲），所以雖沒很多經驗，但也沒怎麼

考慮，我便立刻接納了 John的 offer，走馬上任

當了德寶的宣傳經理。

但德寶並不是我第一次與 John的合作。早

在他從英國回港後不久（約 1978年），我們便

在《號外》相識。他與陳冠中（創辦人）是好

朋友。我是電影版的客席作者。不久他便當了

雜誌的總編輯，我也開始每期都給它供稿（有

時甚至會多達數篇，並且用上不同的化名），

偶爾還會策劃一些小專輯。  John是一個爽朗、

熱情、坐言起行、不愛打誑語的人，投契的話，

很容易便可交上朋友。很快的，他的活動層面

便從出版擴大到不同的流行媒體領域：電影、

廣播、音樂，幕前幕後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1980年，徐克完成了他的第三部作品《第

一類型危險》，雖然遭到了電影檢查處的諸多

阻撓，在大幅刪剪和補拍後推出，卻仍技驚四

座。他隨即加入了剛崛起的新藝城影業有限公

司，開拍了《鬼馬智多星》（  1981）。嘉禾電

影（香港）有限公司的鄒文懷透過 John秘密拉

攏他。徐克想拍大型特技武俠片《蜀山》，許

是規模複雜、籌備需時，而 John又想乘著當時

「（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勢頭開拓更多新路線，

遂跟嘉禾達成了一個協議：先與陳欣健成立了

一家叫尊信的衛星公司，一邊拍攝低成本的新

導演作品，一邊與徐克進行《蜀山》的劇本。  7

一直希望當導演的我在  1 9 8 0 年替嚴浩編寫了

《夜車》（1980）後，知道了 John的計劃，便

膽粗粗把一個我受一本平裝版的美國小說啟發

得來的意念告訴了他。那是個有關一對患有輕

度智障的年輕男女的愛情故事。  John毫不猶豫

地便讓我實現了我的導演夢。那就是《兩小無

知》（ 1981）。影片賣得很差，我第二部作品

的計劃泡了湯，才去了電影節工作。

二

德寶（D & B）的「德」（D）指的是鐘

錶商人潘廸生（Dickson Poon）；「寶」則是洪

金寶的寶禾影業有限公司（B o Ho 8），是前者

透過Jo h n拉攏後者組成的，由Jo h n負責執行所

有電影的製作。八十年代是港產片承接了七十

年代的蓬勃、在產量和票房上均達至高峰的

時期，吸引了很多非電影、非娛樂企業或集團

（以至後來的黑社會）的投資，例如新藝城

（和它的發行公司金公主娛樂有限公司）的幕

後就是九龍巴士公司。曾在六十年代末期開始

即逐漸壟斷整個香港電影工業的邵氏兄弟（香

港）有限公司，因著其故步自封的片廠風格、

保守的文化基因（集中重塑及提供一種「去國

式」的中國歷史面貌與想像）和僵化的行政作

風，到了八十年代已經無法跟得上時代的步伐

而趨向沒落，德寶乘著這個形勢躋身其中，目

標就是取代邵氏的地位，企圖與從邵氏變節出

來的嘉禾和新崛起的新藝城鼎足而三。洪金寶

本是嘉禾最炙手可熱的三張王牌之一（其餘二

人是成龍和元彪）。但對著來勢洶洶的新藝

城，嘉禾卻其實也隱隱面臨它從前給邵氏製造

出來的相同危機：變節。才踏進八十年代，它

便首先失去了當時最賣座的導演吳宇森：為了

加入讓他有更大創作自由的新藝城，吳寧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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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82年香港電影票房的前五位是 1.《最佳拍檔》$26,043,773；2.《A計劃》$19,323,824；3.《龍少爺》$17,936,344；4.《難兄難弟》 

$16,724,578；5.《少林寺》$16,157,801。 
7
影片先後找過倪匡及邱剛健編劇。最後由司徒卓漢執筆，片名也改為《新蜀山劍俠》（1983）。 

8
「寶禾」的「禾」其實是來自嘉禾，英文「Ho」則是在嘉禾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何冠昌（Leonard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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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吳尚飛 9拍成《滑稽時代》（1 9 8 0）後，

即遠遁台灣，靜候他與嘉禾的合約屆滿；繼而

是另一賣座保證的許冠傑，也被新藝城挖角，

拍了《最佳拍檔》（1 9 8 2年春節上映，狂收  

2,600多萬），教原本氣勢如虹的許冠文變得有

點獨力難支。  1 0洪金寶與成龍雖是師兄弟（同

出身自「七小福」  1 1），但戲路接近（都是功

夫喜劇），畢竟一山難藏二虎，雖已組寶禾，

但仍很難綁得住他。我的事後分析，是表面上

鄒文懷好像是在網開一面，在仍保留洪金寶與

嘉禾底關係的條件下，默許他與潘廸生另組德

寶，甚至加持（德寶開業頭幾部電影，從《雙

龍出海》〔1984〕、《智勇三寶》〔1985〕到

《貓頭鷹與小飛象》〔1 9 8 4〕、《等待黎明》

〔1 9 8 4〕等，都排在嘉樂院線上映，且均屬黃

金檔期），其實是借後者之力來取締邵氏。他

又看準了潘廸生的雄心勃勃，乃進一步鼓勵他

成立自己的院線，正式租下邵氏名下的戲院，

好控制所有檔期的自主性。也許你會問：嘉禾

這樣做不啻是給自己培植了一名對手嗎？是，

也不是，因為宏觀來看，如果德寶能站得住腳

的話，它未嘗不可以是幫助嘉禾去打擊和削弱

另一更強死敵（新藝城）的一隻棋子。但另一

方面，經驗老到的鄒文懷更清楚的，是經營一

條院線，其實才是電影這門生意的最大考驗。

因為要供應院線的需求，製作公司必須要大量

生產—一年起碼要有2 5至3 0部影片的產量，

這背後牽涉的將是巨大的流動資金。我覺得鄒

應是估計潘未必承擔得起這樣沉重的投資，要

是一旦出現了這個狀況，他便可以把德寶吞而

併之了。

三

我很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即使到了今天，

仍覺得評論出身的我，擔起宣傳這份工作，是

一種自相矛盾，原因是宣傳涉及的盡是商業市

場，與衡量藝術成就的評論，是兩相對立的，

更何況在我筆下，好像向來沒有幾部港產片是

我會推許的。12其實我沒有想得這麼多。我一直

覺得我很幸運，因為在我年紀很輕的時候（六

歲左右），電影便選上了我，自此即填滿了我

大部分的生命，只要與電影有關的工作，不論

大小多寡，我都可以在這裡面找到樂趣。無疑

的，在往後無數有我負責宣傳的電影裡，我真

正喜歡的並不多，但我對宣傳的理念，從來不

是去評價那部電影，而是確認它的特色  —不

一定是優點，而是它與其他電影不一樣的地

方—然後替它尋找屬於它的觀眾，可能的話，

甚至擴闊這個範圍，以增加它的認受性。當然，

這中間一定會有我覺得無能為力的影片。這時

候，我便只能按照慣常的流程，完成必要的工

序。這情形會比較痛苦，但這世上沒有一份工

作，是會完全沒有痛苦的。

談八十年代的電影宣傳，得先了解當時

香港的社會狀況和媒體生態。於前者，承接著

七十年代末期的經濟起飛現象，給香港人帶來

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只要肯付出勞力（腦力）

的，都不乏可觀的金錢回報，結果是除正職外，

差不多全民（包括學生）都同時擁有好幾份兼

職在身（即所謂「秘撈」）。  13但今天回望，

令人費解的，卻是長時間的工作壓力不但沒有

令人們身心俱疲，反而使他們處於一種亢奮狀

態，驅使他們把僅餘的休息時間，都用作追尋

9
這個名字暗喻了吳宇森嚮往自由、想飛出樊籠的意思，但諷刺的卻是「吳」在粵語裡與「唔」（作「不」解））發音相近，

結果「吳尚飛」變成了「唔想飛」，彷彿預示了他往後數年的厄運。 
10 

1981年與成龍一起外輸荷里活拍攝了《砲彈飛車》（Cannonball Run），鎩羽而歸（票房只有 500多萬，還不及前此許氏兄

弟合作的《摩登保鏢》〔 1981〕的三分之一）。 1983年只任監製和編劇，拍了于仁泰的《追鬼七雄》，成績更差，僅收 470萬。 
11
「七小福」是六十年代京劇名武生于占元（著名粵語片女星于素秋的父親）在香港開辦京劇戲班「中國戲劇學院」時錄取

的小童學生的總稱。廣義上指的是所有曾在該戲班受訓的學生；狹義則是指當中表現最出色並經常一起演出的七人：元龍（洪

金寶）、元樓（成龍）、元彪、元奎、元華、元武和元泰（七人第一次同台演出的劇目就叫《七小福》）。 1988年，羅啟

銳把「七小福」的事跡改編成同名電影，由洪金寶扮演于占元。 
12
不僅在當年，即使今天回看，我還是認為八十年代（甚至延伸到九十年代）的港產片，大部分都是粗糙和 problematic（有問

題的）的，也很少數可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13
我也自不例外。除德寶的工作外，我依然維持著文字工作者的身份，影評（有長有短）、雜文、專欄、甚至連載小說，都

一直散見於不同的日、晚、週報、官方和獨立的電視刊物和不同性質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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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形式的資訊媒體／娛樂消遣，來自我

「減壓」，從免費的電台、電視，到廉價的報

紙、期刊（漫畫、情色雜誌），再到大眾化的

電影 14和逐漸邁向高消費的的士高、夜總會和音

樂會，其中尤以電影最能訴諸一種集體式的感

官享受  15，從而造就了一般人口中的香港電影

「黃金時期」。 16正是在這樣的一份「相互協議」

（mutual protocol）下，使得這段時期的港產片

義無反顧（decidedly）地、徹底地商業化（以滿

足觀眾需求為優先）。17

明乎此，為一般主流片制訂它的行銷策

略時，如何鎖定它的目標對象，其實不是一件

特別困難的事情（最重要是如何涵蓋最大的觀

眾公分母）；至於「非主流」片，說實話，一

年下來，真的沒有幾部—即使就最願意劍走

偏鋒的德寶而言。在面對著這些先天上已設下

一系列不能違背的遊戲規則的製作（或產品）

時，性格上仍多少帶著某些反叛基因的我可能

做的，就只有在整體包裝上試圖使它們多貼近

時代的脈搏，避免過分媚俗、公式或一體化，

偶或增添多一點品味。舉個例子：當幾乎所有

功夫（ /）喜劇的海報都毫不例外地找阮大勇

先生用  Q版漫畫的風格來繪製時，我想到的是

更年輕、沒半點世故、不很成熟但對漫畫、美

術和設計都充滿著好奇、不畏冒險、肯作出探

索的一個叫朱祖兒的小伙子。我已忘記了第

一次在哪裡看見他的作品，但記得很清楚他

的畫作給我的那份細緻、跳脫和帶點頑皮的  

excitement（興奮）。在這之後的兩年裡，時年

僅二十出頭的祖兒，即繪畫了《雙龍出海》、

《智勇三寶》、《貓頭鷹與小飛象》、《生死

綫》（1 9 8 5）、《等待黎明》和《癲佬正傳》

（1 9 8 6）等電影的海報，並開展了他日後作為

一名出色的插畫師與平面設計師的生涯。不能

否認的，是開始時（《雙》、《智》），他的

表現還略見生澀（人物的構圖比例都失諸平

衡），但很快地，到了《貓》片時已漸顯個性

（透著童趣的惡作劇色彩躍然紙上）；《等待

黎明》和《生死綫》嘗試在疲憊的類型以外找

到突破，改以寫實風格出之，前者以水彩、塑

膠彩為主，後者再多加了粉彩，具體而鮮明地

呈現出兩部電影的不同氛圍（磅礡的時代氣息vs

恐怖驚悚）。到了《癲佬正傳》就更大膽了，

不但把色彩壓到接近單色（monochrome）的邊

緣，線條更細密。但最突出的還是它的構圖意

念：一隻像魔掌般的手把片中的八個人物牢牢

抓住，予人窒息的感覺，兼備了現實和抽象的

涵意，視覺效果十分強烈。

在那個錄影帶（ VHS）和鐳射碟（ LD）還

未真正流行 18 —也就是說，活動映像並非在城

市的每個角落，或從人們捧在掌心裡的手機可

以隨意收看得到—的年代裡，海報（和劇照）

發揮了一個  l a rge ly（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

因為觀眾對電影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透過它提

供的畫面及信息建立起來的。當年的戲院大部

分都設在地面，有很寬敞的大堂，外牆和門口

兩側都掛了根據海報設計變化出來的手繪大型

看板（billboard），大堂裡則放置了很多燈箱，

展示了起碼三至四個檔期（即日、下期和不日

上映）的電影海報與劇照。海報傳統的 s ize（尺

寸）是 20英吋 x 30英吋，也是一般印刷機所能

印製的尺寸，但未幾已經可以擴大到  30英吋  x 

40英吋，重點製作大都改以這個大小為主，以

示本身「大片」的格局。除了在大堂裡展示外，

海報又會張貼在全港的大街小巷（今天，城市

管理規劃化了，越來越多的公共空間都被商業

14
以下是一些可供參考的數字：八十年代一份報紙的平均售價，1981年是 $0.8，1989年升到 $2.0（升幅達 150%）；戲院的平

均票價（以後座為例），則由 1981年的 $8加到 1989年的 $24.5（升幅約 206%）。 
15
當年的戲院一般都很大，最小的都可以容納五、六百人，最大的高達二千。 

16
我會把這個名稱局限在經濟或商業，而非文化或創作（更遑論藝術成就）的範疇內。於後者，我會堅持五、六十年代才是

香港電影的真正「黃金時期」。 
17
這種徹底（去到盡）做法的後果，便是後來大衛博維爾（ David Bordwell）在他的著作《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 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何慧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頁 11）中用以形容香港電影的著名

說法：「盡皆過火，盡是癲狂」。 
18
還記得「金獅影視超特店」（KPS Video Express）這名字嗎？這家超市形式的錄影帶及影碟租賃店在香港開設第一間門市部

是在 1987年，地點是香港太古城中心 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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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與小飛象》（1984）：透著童趣的惡作劇色彩躍然紙上。

《等待黎明》（1984）：有著磅礡的時代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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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意，視覺效果十分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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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私有化及壟斷，街道兩旁的石屎牆或臨時

搭建的地盤木板上被貼滿不同商品海報的景象

已不復見）。海報的另一個重要展點是那些在

大廈外牆劃建出來的巨型戶外看板。德寶創業，

自然不能吝嗇。我們看中的是位於九龍佐敦道

與彌敦道交界的金峰大廈的外牆廣告牌，那個

長方形的比例使它看起來像塊闊銀幕。那是油

尖區最繁忙的一個十字路口，除了一邊是地鐵

出口外，四面都有紅綠燈，不論行人、駕駛者

抑或乘客都可以看到看板，每天的人口瀏覽量

極高。我們一口氣便簽下了它的一年租約，事

後也證明確實物有所值。

至於劇照，則以八至十張為一套，用來展

示影片的「卡士」、製作價值和精彩場面。當

年的電腦技術還未可以去到從影片的 35毫米拷

貝上撮取某個畫面來做 frame enlargement（畫面

放大）的地步。劇照都由劇照師在現場拍攝，

但因為職位和薪酬都不高，很難可以僱用到技

術很好的攝影師來負責這項其實十分富關鍵性

的工作。因為除了印製劇照外，如果海報放棄

或不適合採用插畫的方式來製作的話，劇照師

拍攝回來的畫面還需要提供給海報設計用。為

了這個原因，我在大部分情況下都選擇安排影

片的主要演員另行在 studio（影樓）按照我和平

面設計師討論出來的意念進行拍攝，最後通過

電腦合成技術來完成整張海報。這個做法無疑

要昂貴得多，但八十年代港產片行銷多個海外

市場，除差不多整個東南亞外，還有歐、美的

唐人街（幾乎每個主要城市都有），甚至遠至

非洲、南美等拉丁國家（主要是功夫片  —也

有專門為這些第三世界市場拍攝而不會在香港

上映的所謂「埠片」），光是供應給這些地區

作宣材的需求量，便十分可觀，攤分起來其實

是划算的。

此外，預告片是前互聯網時代一部電影上

映前的第二重要宣傳工具，因為它是觀眾第一

次看見電影的實體（雖然很有限，且只能在戲

院裡隨著正片看到），並藉之作出應否購票入

場的判斷。七十年代末期之前香港電影的預告

片一般都很長（超過三分鐘的很常見），為的

是想盡量利用「精彩」的畫面來吸引觀眾。但

隨著市場蓬勃，為了想在一天裡（管他是週日

抑或週末）安排最多的場次（八至九場）以增

加收入（這大概也算另一種的「過火」吧？ —

見註  17），院商們開始限制預告片的數量（每

場只映一個）和長度（最好在 90秒內，上限兩

分鐘）。正片的長度自然也受到一樣看待：  90

分鐘或以下最受歡迎，93分鐘已屬上限。後來，

為了進一步嚴控放映時間（每場之間也需進行

最起碼的清潔），竟把原本一秒 24格的放映均

速，調快至  1秒 26格。19這個做法雖省減了每

場的時間，但也加快了電影的節奏，演員（多

為配音員）的聲音更變得尖和刺耳，但當逐漸

成為常規後，觀眾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也就

照單全收了，甚至反過來影響了電影創作者對

節奏的感知和判斷力（  sense）：「快」成了一

種潛移默化的習慣，甚至是剪接的一項標準。 20

西方評論很多都視這份「如過山車般的節奏」

為港產片的最大特色之一，卻鮮有意識到竟原

來是場美麗的誤會。

話題打岔了，說回預告片。為了要針對媒

體的多元化發展，今天的電影宣傳在分工上已

變得十分精細。好像預告片，便遠在影片的前

期已交由專門公司仔細籌劃，甚至另行拍攝及

製作。但在德寶的日子裡，很多事情都由我一

腳踢（我的部門最初只有三個人，到離開時也

19
有小部分戲院甚至把速度調到 1秒 28格！以一部 90分鐘的電影算，1秒 26格的速度可以節省約七分鐘的放映時間。 

20
造成港產片節奏異乎尋常地快的另一原因，是它們採取了事後配音（對白與聲效  /  dia logue & fo ley），而非同步錄音

（synchronisation）的做法。也就是說，影片在剪接時是無聲的，所有聲音只是依靠場記單上的記錄、演員唸對白時的嘴形，

和剪接師的意識想像出來及掌握的（場記或副導演一般會在旁邊提示，因為他們都在拍攝現場）。其實聲音是把畫面逐個

連結起來時，作為戲劇節奏（dramatic rhythm）的主要導軌（舉例如對白中的停頓、沉默，演員的呼吸、聲線、語調，場景

內部的環境聲音等，都會影響到影片的節奏和戲劇的內外張弛力量）。沒有了聲音，再專業和經驗老到的剪接師，也不容

易準確地掌握整部電影的節奏；再加上港產片一般預留給後期製作的時間都很短促（能有一個月已屬萬幸；最極端的情況

可以是不足兩個星期！）還未說院商對影片長度的嚴格規定 —啊，差點忘了！港產動作片在處理動作時，還會把膠片的

轉動格數從一秒 24格調至 22格，使動作出來的效果敏捷一點，這做法便又加快了影片的節奏感 —於是，在這種種因素

的影響下，終於導致大部分影片在節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衡，美其名曰「明快」、「俐落」、「跳躍」、「no nonsense」

（直截了當），卻其實只是獨沽一味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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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六個人），預告片自不例外。我得承認，

在宣傳範疇內的各項工序裡，預告片是最耗時

也是最困難的，但卻是我最樂意做的，原因是

我從中學習到的東西最多也最難得。剪一段預

告片，得先反覆細看整部原片，掌握了影片的

整體風格與主體重心後，再慢慢篩選亮點（畫

面、對白、笑點、動作、場面、劇情），然後

重新編排、結構、修輯（也不排除尋回已被刪

掉或捨棄的片段／鏡頭之必要 21），方向／形式

可敍事、可抒情、可奇觀、可感性。也有兩次
是在發行其他公司的電影時，受命要把完成了

的影片作大幅度的重新剪接（包括刪剪與補拍

額外場面）  —當然都是預先獲得導演和影片

公司同意的。22這些工作，不但讓我有機會跟行

內很多名各擅其長的優秀剪接師合作，也是我

在剪接技巧上一趟很重要的訓練、試驗與學習

過程（前此我有過的剪接經驗，主要是在電視

台時透過跟隨及旁觀譚家明與嚴浩拍攝他們的

單元劇集吸收的，之後就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裡算是「學以致用」）。

四

公關是宣傳的另外一大板塊。很多人會

視之為一種恭迎奉承、投其所好的圓滑手段。

我倒覺得不必。正如前面說的，香港很小，跟

電影圈打交道的媒體，不外是娛樂版的編輯和

記者們，還有就是撰寫評論的影評人（有固定

專欄的、也有業餘獨立的）。他們都是我必須

要經常接觸的「族群」，但其實都各自有不同

的個性，前者裡更有不少是資深的報人、作

者，甚至是早在粵語片時期便已經在不同崗位

上活躍的人物（例如曾在五十年代中期協力與

秦劍成立光藝製片公司、也參與過幕後創作的

林擒先生）。我喜歡交朋友，更喜歡聽別人說

故事，所以在更大程度上會把他們看作朋友。

當年的娛樂記者們的生態比較單純。因為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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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巧慧黠的林冰（左），筆下專訪深入傳神，應邀加入德寶。

右為張堅庭。 

林立，需要的人手數量其實遠超業內的人才，

所以很多記者都會在不同刊物兼任副職或供

稿，忙得不可開交，電影圈雖然蓬勃，但真正

能稱得上獨家的採訪或特寫卻不好跑，所以慢

慢就演變出一種「新聞共享」的制度，也就

是不論集體採訪抑或單人匹馬「挖料」（查找

材料），每天下午接近五、六點鐘的時候，便

都會聚集在彌敦道彌敦酒店頂樓的嵩雲廳（那

裡也是一般電影公司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慣常地

點），互相交換報道的素材23，很「民主」，也

很「公平」，出來的版面大小與分量輕重，就

看編輯的取捨與決定。也因為這種方式，對報

道的內容與取態都有一份不失分寸的默契，鮮

有爭相出位、語出驚人、加鹽加醋、無中生有

的情況出現，與明星的關係遂可以一直維持著

基本的信任，甚至不乏與個別明星建立起友誼

來。

在眾多娛樂記者中，不得不提的是人稱「冰

姐」的林冰（1941-2004）。從早期（1964年）

加入《娛樂新聞報》當影視記者開始，冰姐一

直筆耕超過  40年。她的個性率直樂觀（這一

刻她爽朗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響起）、喜助人

（《虎度門》〔  1996〕如果沒有她仗義替我跟

高志森—影片後來的監製—說項，便沒有

21
八十年代的電影，尤其是動作片，耗片量特大，影片長而被迫刪剪的可用片段及畫面比比皆是（可以高達半小時或以上）。

很可惜的是這些 deleted scenes（已刪除的畫面）幾乎全部都沒有保留下來。 
22
兩部都是台灣製作，分別是《孽子》與《心鎖》（都是 1986年）。 

23
想知道那年頭的嵩雲廳是甚麼樣子，可以找楚原的傑作《冬戀》（ 1968）看看。片中謝賢飾演的作家詹其（好像是根據依

達的原著為藍本），老愛在一家咖啡廳裡寫小說，邂逅神秘女子咪咪（蕭芳芳飾），便是在嵩雲廳實景拍攝的。



 
  

 

機會開拍了）、忠誠重諾（我邀請她加入德寶，

她二話不說便應允，此後再也沒替其他電影公

司工作過）、好客（教我如何忘記她獨步天下

的蒸魚功夫與辣度妙到毫巔恰到好處的胡椒湯

麵呢？）、觀察入微、靈巧慧黠（我一直覺得

她是黃蓉再世），還有驚人的記憶力（與藝人

導演們做的訪問，三、四小時下來無需錄音，

卻能一字不漏地寫出一篇一萬字的專訪，深入、

生動、傳神，juicy〔生動有趣〕之餘卻又樂而不

淫，讀其文彷如見其被訪者），所以出道很快

便已獲邀在不同的報刊上開設自己的專欄（林

冰之名據說是因為她少女時代喜歡吃冰棒；她

的另一個筆名是「阿吉」，多用於篇幅較短的

點滴或速寫文章），已儼然是名作家多過記者

了。我與她十分投契（我比她刻薄，她常私下

提點我，叫我免犯很多過錯），又因為差不多

是毗鄰而居（我住駱克大廈，她住伊利莎白大

廈），所以共事的兩年多，幾乎天天見面。我

離開德寶後，依然關係密切（她一度把家裡的

一套後備鑰匙交給我保管，以備不時之需）。

我在工作方面的每個重要決定，都會先徵詢她

的意見。但很不幸地， 2004年 11月 23日，她

在家裡被發現猝逝，終年 63歲（疑在浴室滑倒，

腦部撞到地上致死 24）。

冰姐是在 1月 1日出生的（所以原名叫「美

年」），很易記。從此以後，每年伊始，對我

來說，都增添了另一重意義。

我是在約  1987年下旬離開德寶的。在那

一千多日的大部分時光裡，我是愉快的。我們

整個部門都很年輕，在公司裡一整天都是嘻嘻

哈哈的。據我所知，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都保

持著聯絡，大家的孩子都成家立室了，仍不定

期地在當年我們經常與紙媒編輯及影評人在試

片後晚宴、位於彌敦道／佐敦之間的北京酒樓

聚會（惜已拆卸）。我與岑建勳的關係，則完

全建立在一份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所以一直感

到很自由。這份信任也是我在德寶初期在他與

潘廸生之間都能感受到的，直到後來有不同作

風的人陸續加入為止（也就是 John開綠燈的大

部分非主流製作都不很賣座的時候）。我不喜

歡、也多少有點看不起部分新加盟的製作人，

很自然也就產生了離開的念頭。《秋天的童話》

（1987）是我在德寶負責宣傳的最後一部電影

（也是最愜意的其中一部）。影片在一片不被

看好（ John和我例外）的情況下突圍而出，賣

座 $25,546,552，是全年的第 5位，也算是在現

實中締造了一個童話。

舒琪，香港電影導演及影評人，曾任香港演藝學院電

影電視學院院長，並為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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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見〈發哥：佢經常提攜後輩 專欄作家藝人知己 林冰猝逝〉，《蘋果日報》，2004年 11月 24日。https://hk.entertainment. 

appledaily.com/entertainment/daily/article/20041124/4461684?itm_campaign=hkad_internal_link&itm_medium=internal&itm_source=hkad_ 

web&itm_content=internal_link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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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勳
強勢監製定位創作多元化 

訪問︰周荔嬈、陳彩玉、郭靜寧 

（ 2019 年 12 月 8 日）

整理：曾肇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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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德寶電影公司在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新藝城影業有限公

司等強敵環伺下崛起，身為德寶前期的領軍人物，岑建勳可謂功不可沒。

有別於科班或學院出身的電影人，岑建勳年輕時在香港搞社運，到英國當

記者、拍紀錄片，之後回港因緣際會，由玩票性質慢慢全情投入電影界的

工作，從幕後策劃、監製，到幕前演出，處處皆有他的身影。德寶成立

之初，岑建勳已經有很清晰的創作方針，除了會拍攝主流的商業電影，

也願意給予機會創作人，開拍一些題材另類的電影，當中《癲佬正傳》

（ 1986）、《秋天的童話》（19 87）等更是票房與口碑俱佳的作品。縱使

岑建勳自謙沒有甚麼成就，但他絕對是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其中一位重要人

物。這次訪談由他現身說法，縷述德寶成立的架構、創作路向，以及訓練

演員、拍片的軼事，足證其創新的魄力與獨到的眼光。



我是 1952年在香港出生，有六兄弟姊妹，我排最小。小時候有一班潮州的世叔伯，

全都說不純正的廣府話，我們從小聽到大，後來我在商台（商業電台）做《時空穿梭三

小時》，有個環節我創作了一個叫猛男雷勁的人物，說（廣東）話不鹹不淡，帶潮州

腔，覺得頗好玩。之後便糟了，拍《奇謀妙計五福星》（ 1983）時，洪金寶說你一定要

這樣說話，結果一發不可收拾，以後凡是演出都要說這種「假潮州話」，被人誤會是潮

州人，其實我是廣東恩平縣人。

我的家境不是特別好，自小就喜歡電影，那時不大懂得看，但會盡量去欣賞。我還

記得跟好友看完《春光乍洩》（ Blow-Up,  1966）後，坐在旺角麥花臣球場討論人生，打

網球原來可以這樣沒有球地「打著打著」，覺得很玄。

跟那一代所有土生土長的  baby  boomers（嬰兒潮一代）一樣，我年輕時會看英文雜

誌，很留意外國新聞，受美國反越戰和歐洲的學生運動影響。1968 年開始，我的社會意

識比較強，於是找殷海光、羅素（ Bertrand  Russell）那些書惡補，可以說是半文青，但並

不沉醉於文藝世界，而是走向關懷、改革社會那方面。我也喜歡音樂，曾做了四年職業

樂師。那時我在灣仔的酒吧工作，覺得越戰是不對的，於是跟那些水兵說︰「 It’s not your 

war.」（這不是你們的戰事），差點被人揍。然後我參與保衛釣魚台絕食，沒有上班，於

是被「炒魷魚」（解僱），離開音樂圈。

加入影圈

七十年代我在英國電視台做fr eelance researcher（自由身研究員），拍調查報道。機緣

巧合，美國導演M ichael  Mann（米高曼）通過一些關係找到我。那時他還未開始拍第一

部片，現在名氣很大了。他想寫一個關於金三角毒品的故事，於是1978 年底我和M ichael

一起飛回香港搜集資料。我不認識香港的電影人，便問同行，他們說︰「有個名叫梁普

智，過去在 BBC（英國廣播公司）做剪接的，剛剛拍了一部《跳灰》（ 1976）。」於是

我回來就找Po -chih（梁普智）與陳欣健，當時還沒想過把電影當作職業。直到後來我進

了《號外》做總編輯，那時徐克剛剛拍完《蝶變》（ 1979），偶然跟他聊天，覺得很有

趣，於是跟他一起為《第一類型危險》（ 1980）「度度橋」（構思橋段），繼而認識了

很多電影人。

那兩、三年我在影圈由玩票性質慢慢變為副業，1982 年開始，我跟洪金寶談得較密，

一起策劃《奇謀妙計五福星》。1983 年 1月，我正式進了寶禾影業有限公司當策劃，真

正全職做電影工作。譬如當時電視很流行電影廣告雜誌，內容大部分都是我「度」（構思）

出來的。我跟新浪潮導演們很 friend（投契），於是《奇謀妙計五福星》找了許鞍華、嚴

浩兩位客串演出，否則紅褲子出身的洪金寶哪會認識他們？有一次，我在康城遇到麥當

雄，他說︰「鬈毛，怎麼我們不合作？」我說：「怎麼合作？你我也是監製，除非你做

導演。」於是，寶禾有部《省港旗兵》（ 1984），我當策劃的，監製是洪金寶和麥當雄，

故事是由我構思的，麥當雄也是我找來的。三毛（即洪金寶）本身要打理寶禾，又要做

導演，身邊有些策劃，或者叫做文膽吧，有時字幕都不出名字，我是一個，午馬也是其

中一個。

德寶的成立

寶禾是嘉禾的衛星公司，有時發行上有頗多內部政治，這些我沒有興趣去處理。  

1983年潘廸生找我，說想辦電影公司，他不是貪玩，而是真的作為一門生意來做。我跟 

Dickson（潘廸生）是朋友，很容易談妥，但我說要找洪金寶加入。三毛跟嘉禾的關係很

奇特，雖然沒有實質合約，但他是不會離開嘉禾的。我對他說：「不是要你離開嘉禾，

你們寶禾照樣拍片。雖然是文的那邊，但我也算是洪家班，可由你的班底來幫德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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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潘廸生、岑建勳（前排左、右）出席創業作《雙龍出海》

（ 1984）開鏡拜神儀式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岑建勳（左）與洪金寶（右）惺惺相惜，岑既是洪家班

中人，德寶創業，亦非有此「寶」不可。 

「德寶」兩個字是洪金寶取名的，他想要個「寶」字， Dickson跟我說要有個「D 」字，

三毛說不如就叫「德寶」吧。在股權分配上，三毛跟我兩個佔四成，D ickson佔六成。每

年我照樣付監製費給三毛，以示我們一起工作，實際上他是掛名的，有些連片都沒有看

過，也沒有參與行政決定，基本上我說拍便拍了。

德寶商標那個「D 」字，D ickson想跟他的鐘錶店有個  continuity（連貫性）。五條

線一個 D字，聽說好像是翁家齊設計的；我則找來陳永良做片頭商標出現時那段音樂。

我當音樂人時曾跟陳永良合作，後來德寶有些片的音樂是他做的。他了不起的地方是  

orchestration（管弦樂編曲），有些很大型整隊 symphony（交響樂）的譜，他也能寫出來，

這並不是那麼多音樂人懂的。

德寶正式成立應該是 1983年 10、 11月間，最早期在尖沙咀漆咸圍租了一間很小的

辦公室，不久便搬去金馬倫道萬勤商業大廈，還設了放映間。

創作方向多元化

八十年代很蓬勃，嘉禾有幾間衛星公司，很多元化，有成龍的威禾、有洪金寶的

寶禾，另外又有許冠文的一系等。新藝城人強馬壯，當然以喜劇先行。成立德寶時，

已以多元化定位，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必須照顧商業元素，要賣埠便一定要

有「卡士」（叫座的演員）加類型的電影，如《雙龍出海》（  1 9 8 4）、《皇家師姐》

（ 1985）、《聖誕奇遇結良緣》（ 1985）等。另一方面，我也要拍一些創作人想做的題

材，並非純粹以票房為考慮的電影，英文叫做 quality  film（有質素的電影）。當時很多

人會覺得，咦，怎麼拍這些東西？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怎樣去定型它，例如《等待黎明》

（ 1984），請問你怎樣界定這部電影？它不是文藝片，沒有談情說愛，不是那種。德寶

的一批另類戲，一定是《等待黎明》先行，接下去有很多。除了《秋天的童話》是撞

進來，不是我想出來的，其他很多都由大家一齊「度」出來。那時還未有《胭脂扣》

（ 1988）〔關錦鵬導演、嘉禾出品的《胭脂扣》，掀起熱潮。〕，關錦鵬的《地下情》（1 986）和

區丁平的《夢中人》（1986 ），這些片較另類，不是因為要符合市場需要而產生的。

沒進場看《秋天的童話》的話，會不知道是甚麼來的。宣傳部經理舒琪「度」了些

甚麼「飛車狂鍊老墨」、「女人真係茶煲」，我說不是那麼俗氣吧？他說愛看文藝片的

人都來齊了，現在害怕嚇壞午夜場的「咬蔗幫」（市井之徒），弄些較市井的東西可推

廣那方面的市場。

記得台灣發行商王應祥把《癲佬正傳》的片名，改作《天天星期七》。我問大哥你

搞甚麼鬼？他說︰「你不懂的，哪有星期七？就是傻的嘛。」《皇家師姐》台灣改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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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米對大鯨魚》，他 sel l（作賣點）的不是楊紫瓊，那時她還沒紅，而是 sel l我和徐克這

些小人物。《秋天的童話》更慘，改作《流氓大亨》！那時剛好是《英雄本色》（ 1986）

熱潮之後，他說：「在唐人街也不拿槍，怎麼行？」這些片名簡直誤導觀眾。不過，不

要跟他爭拗，他是發行商，他才知道那個市場的狀況。

德寶並非企業化管理，而是有不同組別的創作人。于仁泰、高志森和馮世雄三人談

得來，由谷薇麗負責跟他們溝通。俞琤和甘國亮比較談得來，會自行一起搞拍片。德寶

沒有真正的衛星公司，梁李少霞負責那兩部《夢中人》和《地下情》，由珠城製片有限

公司具名攝製，其實班底是我們的人。二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曾經跟我談過合作，後來

他們跟嘉禾拍片，這沒所謂，他們可以有戲拍就行了。一些票房或者投資比較大的片，

如《霹靂大喇叭》（ 1986）、《貓頭鷹與小飛象》（ 1984）或楊紫瓊主演的那些片，是

我親自監製的，另外如《癲佬正傳》、《最愛》（ 1986）是我想拍的戲，也由我親自監

製。那時我很勤奮，看完劇本，還要看毛片。他們拍完第一場戲，我便已經在看了，  

on the right track（妥當）就不打電話給他們，如果覺得不是這樣，就會問他們在搞甚麼。

幾經艱辛爭得院線

當初頗為艱辛才簽得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院線回來，主要不是由我去洽談，

是 Dickson他們。當時只有嘉禾想跟我們爭，他們試過跟我們商談：「好不好大家不要

爭了，一人一半，52 個星期，26 個星期你的，26 個星期我的。」我們最初害怕自己不

夠片源，但後來「死就死吧」（硬著頭皮去做）。1985 年開始，德寶院線四間龍頭戲院，

後來再加一間新大華，新大華是跟傅老榕家族談的。新大華適合德寶戲路，但租新大華

要連同大華一起租，我們便分了大華出去給別人。

有了院線，等於要拍很多戲，否則上映甚麼呢？難道上去跳脫衣舞嗎？如果依靠人

家獨立公司拍的戲，若他們的質素不夠，戲院收入會受影響。邵氏本來答應每年提供一

些，結果沒有，有也給了嘉禾，這種事口講無憑的。我們一定要增產，有間片廠便可以

日以繼夜拍攝。那時已經沒有甚麼片場，只剩下鑽石山的堅成片場，於是叫製作部葉榮

祖去接洽，談妥後租下來，由他做廠長。那時真的會幾日幾夜不停地拍，工作人員換班，

主角或主創人員不能換班。我要照顧很多方面，忙到只能到片場找我。我曾經試過七天

沒回家，就在片場或車上睡。

增加產量其實非常適合我的思考方式。我們一定要有些投資大或高票房的檔期戲推

出，叫做A  ca tegor  y（類別）。A 片至少上映三個星期，票房預計起碼要有兩、三千萬，

很厲害的了，那時的票價才 30元。然後戲院要有起碼足以放映兩個星期的片，就是七百

至九百萬票房的B 片。另外，還有些可能票房只得三百至四百萬，公映一個星期的C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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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岑建勳、徐克、孟海為《皇家師姐》（ 1985）

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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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奇遇結良緣》（ 1985）臨危受命，趕於聖誕檔期

上畫，由（左起）林子祥、張曼玉、岑建勳主演。



這類拍攝預算大約是百餘萬。我找陳冠中專去搞這些成本低的  C類片，當是提攜一些新

人吧，於是就有了《操行零分》（1986 ）、《歡樂5 人組》（1987 ）等幾部戲。

當年香港拍很多戲，我們不用擔心沒有片，但每部戲如果都只上映一個星期，又

如何交租呢？戲院要坐滿人才行呀，邵氏那四間戲院月租330 萬元，新大華好像是75 萬

元，算便宜了。要賺錢惟有自己拍戲，戲院賺多少錢都不用跟別人分帳。《中華戰士》

（ 1987）這部雖然輸了，但我們是以整體計算的。

我們也發行其他公司的影片，院線需要影片，有些片也很有趣。《超級市民》（台： 

1985；港：1 986）、《再見中國》（1 974）都是自己喜歡的戲，翁維銓的紀錄片《金三

角鴉片軍閥揭秘》（1987 ）也不錯。

鮮有否決導演要求

《雙龍出海》在 1984年暑假上映，這部可說是德寶的創業作，但同一時間不是只在

想一部片的了。拍《等待黎明》時，我既未能完全脫離寶禾，又已經是德寶的執行董事，

所以這齣戲由寶禾跟德寶共同製作。我以前〔辦尊信電影製作公司時〕有個陳冠中寫的《等待

黎明》劇本，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來自中國各省各地的空軍，如何跟日軍的飛機對

戰。現在拍這樣的戲很容易，但當時沒有具備製作條件，於是就擱置了。後來我想可以把

這個片名移植過來，反正都是自己創作，於是把《等待黎明》的片名用在梁普智這部戲。

《等待黎明》最後周潤發、萬梓良跟葉童出海，日本巡邏艇來了，於是周潤發就拿

著手榴彈，跟日本仔同歸於盡，讓他們可以走。這個結局一早就有，但那時我跟梁普智

說，你把劇本中結局部分拿走，到時告訴發仔（周潤發）與萬子（萬梓良）就行了。我

要看片，看那個感覺，才決定哪一個死。記得發仔藉機上來跟我說︰「阿 John（岑建勳）

你那麼有創意，一定知道是誰。」意思就是我啦。萬子用他一貫的作風︰「我 — 就是

死那一個，我！」其實我看了電影沒多久，就決定是發仔，因為劇情發展下去是他死，

會順暢些，震撼力也會很大。

《生死綫》（1985 ）在東平洲拍的。因為我小時候去過那裡旅行，覺得很美、很特別。

我想拍一部驚慄片，劇本是舒琪寫的，說現代文明受到不理性暴力的侵略時是多麼無力。

拍這部戲時，我找了很多人來，葉德嫻是我找她來學做幕後的。拍攝延後得太厲害，導

演梁普智早已承諾要回英國拍《乒乓》（ Ping  Pong,  1986），所以《生死綫》他拍了四分

三便走了，後來是鍾志文幫忙完成的。因為 Po-chih不在，這部戲是我監督剪片的。

我們在東平洲住了兩個月以上，幾天回來一次。那時有個無線電話好像擦鞋箱那麼

大，我記得只能放在警署下面某個位置才能打電話。島上甚麼都要自己弄，我們請了個

廚師，又在島上建了三個廁所，那些辛苦是看不到的。拍攝時，我在島上見到有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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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潤發（右）與萬梓良（左）皆想成為在《等待黎明》

（ 1984）中最終犧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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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文（右）與岑建勳（左）合演《智勇三寶》（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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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東平洲拍攝《生死綫》（ 1985），上山下海，艱苦不足為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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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說要是中間有棵樹就好了。我一句話就弄得慘了，道具人員要把湖水吸走，在湖中

種了棵樹後，再把水灌進去。我是一邊拍一邊想的，在路上見到蛇，覺得行呀，演員便

慘了，拍攝時將蛇放在他身後。

《智勇三寶》（1985 ）是許冠文第一部不是為嘉禾拍的片，現在再看其實製作不算

好。有幕我跌進冰湖裡，他救我，給我一條吸管，待我差不多呼吸不了，再給個插嘴，

最後全部拍不出來。太難了，而且沒有製作時間。有時很慘，好像《聖誕奇遇結良緣》

本來打算復活節公映的，但《霹靂大喇叭》趕不及聖誕上畫，所以我們要趕戲，找杜琪

峯趕來幫手拍 second unit（第二組）。

《最愛》是我想的題材，如果兩個最好的朋友，同時愛上一個人會怎樣呢？我找張

艾嘉說︰「你最喜歡愛情，戀愛經歷這樣豐富，不如你來搞吧。」她說好呀，俞琤提議

找亦舒寫劇本，但我一看不是那回事，對張艾嘉說：「 Sylvia，她寫小說很出色，但劇本

不是我想要的東西，不要煩她了，你自己來吧。」

我一直很尊重創作人，很少 ban（推翻）一個導演的要求，但我不許爾冬陞的《癲

佬正傳》全部起用新人。因為《癲佬正傳》說精神有問題的人，如果用新人會有兩個危

險，一來觀眾覺得很沉鬱，二來他們如果演得不好就完了。這部片也不是憑演員的名氣

去吸引觀眾，其實那時發仔、梁朝偉都不會吸引觀眾買票進來看。電影其實是站在精神

病人的角度，叫大家不要 l abe l（標籤）他們。現在說「癲佬」可能是貶義，但當年等於

一個description （描述）而已，一般都很清晰地覺得電影是同情他們的。

《戀愛季節》（ 1986）完全是俞琤的bab y（寶貝）。記得我看完片便跟  Winnie（俞

琤）說︰「喂，不行呀，這部戲會輸的。」我自己坐在剪接房裡，跟曾謹昌說差不多要

補拍四成。後來俞琤說服了我︰「不好啦，給導演一次機會吧，也不會太虧蝕，實際很

便宜。」要是我一mo ve  in（插手），就完全是另外一樣東西。後來決定保存影片的完整

性，由它輸。

找劉青雲演《聽不到的說話》（1 9 8 6 ），是姜大衞的提議。劉青雲當年那麼嫩，

也看得出他的演技會很出色，所以就讓他試。故事是姜大衞的構思，我覺得聾啞人做小

偷，然後還碰上一個這樣的混蛋，頗特別。《不是冤家不聚頭》（ 1987）的劇本也是姜

大衞找我談，記得蕭芳芳是我要用的。吳耀漢是個很好的演員，但很多人不知道他演  

drama（正劇）也很出色，他本身在英國是做舞台劇演員的，他跟芳芳一齊鬥「戲」就好

看了。這些就是two w eeks film（放映兩星期的電影），成本不太大，但會很好看。

《中華戰士》有太多不同場景要拍，導演鍾志文要去美國拍空戰，於是同一時間由

爾冬陞拍一組，我拍一組，杜琪峯就在香港拍吳耀漢出場那一組。《皇家戰士》（ 1986）

因為趕期也有這種情況，陳欣健拍柯受良飛車那組，杜琪峯拍真田廣之這組。曾經試過



全部人坐在那裡，不知道拍甚麼，等我到來，我見這場還沒有劇本，說：「好呀，打個

大 wide  shot（遠景鏡頭）吧。」那個年代，大 wide  shot打光至少要一個小時，這時候陳

翹英和我就緊張地想，阿昌（曾謹昌）就寫劇本。《中華戰士》說一個很小的國家，我

們心目中當作是不丹，去花蓮（台灣）搭了整個城出來。最後我想不出結局怎樣，但想

到一來預算已花得差不多，二來片長也夠，就把那座城燒掉吧。

開拍《秋天的童話》，是由於陳冠中打電話給我，說張婉婷和羅啟銳有個故事想給

我看看。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之前一直找不到公司肯投資這部戲，覺得不是類型片，周

潤發那時也不是「卡士」，陳冠中說不如把劇本拿給岑建勳看看吧。剛好那晚我拍夜戲，

我在現場看，還有十頁沒看完，就已經很開心，打電話給他們︰「明天上來寫字樓吧。」

他們要的預算是不夠的，我加多一點，並叫俞琤跟進。本來《中華戰士》爾冬陞的角色

是由周潤發演的，我想了很久，覺得《秋天的童話》一定要發仔演，《中華戰士》不是

他也可以，當時發仔與德寶只剩下一部片約。

那時我要去花蓮拍《中華戰士》，那部片的投資等於四、五部《秋天的童話》，我

自己拍也拍了將近廿天，我說我不可能來紐約看你們拍。其實為免影響導演，我不大去

拍戲現場的。他們拍的時候，有些人不看好，我說我在那麼遠的地方沒辦法看片，這樣

吧，你拍了全部外景後，家裡的東西全部回香港拍，所以《秋天的童話》全部室內戲是

回到香港才拍的。原來在美國的攝影師不會跟著來，於是我找鍾志文做攝影師。

我看完片，已知道《秋天的童話》會贏，但是否贏到這樣我真的不敢說。記得上畫

那天票房只有七十多萬，D ickson找我，說原來他在沒有讓我知曉的情況下簽了美國卡通

片《老鼠也移民》（A n  American Tail,  1986），但兩個星期後，《秋天的童話》的票房較

首天上畫更好，落不了畫的。於是我跑去找馮秉仲，把德寶院線擘開，用新大華作龍頭，

再從旁找 11間戲院接手。十五、六間主線給了《老鼠也移民》，否則人家會告你的。這

樣再放映兩個星期，落畫那天也收四、五十萬，沒有人想到「越映越旺」（越來越賣座）。

如果不是這樣的排片策略，它隨時會破紀錄。

甘國亮是個奇才，他對 twins（雙生兒）特別有情意結。《神奇兩女俠》（1987 ）這

些 two  weeks  film我是不大管的，他跟俞琤合作，肯定不會差到哪裡，我願意給很多空間

這些創作人。《異鄉故事》（1987 ）也是 two weeks film，我喜歡這個故事，而且戲也不貴，

歌又好聽，我還特意跑去北海道看他們拍攝。那時德寶已經給人感覺有機會拍這種戲了，

所以黃華麒才找我。這些戲是沒有虧本的，因為我們是從整體去看的。

想拍古裝片的人真的不會找我，我猜要是有部《倩女幽魂》（1987 ）拿來給我，可

能我也會拍，但真的沒有人給我，我又不會主動去想。

物色新演員

我跟林子祥是老朋友，他又好戲，我們喜歡找他主演。這些不必有約的，有約也不

管用。他和我加上張曼玉合演《聖誕奇遇結良緣》，那時張曼玉還不懂演戲。她曾經惱

過我，最近她才說︰「你那時太兇了，罵我罵得太厲害。」我說你那時太頑皮了，在片

場只顧玩。

張學友是其中一個合約演員，他參加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我是其中一位評判，比

賽結束後就簽了他。黃斌和邵傳勇都是《貓頭鷹與小飛象》新招募的演員，今天黃斌〔知

名監製〕也會說到，是岑先生帶他入行。

我和D ickson跟李小龍太太Linda 談，找到李小龍的兒子李國豪主演《龍在江湖》

（ 1986），動作片在外埠有一定保證。B randon（李國豪）很抗拒成為他爸爸的影子，甚

至不想做太多動作，導演於是找我，我便跟B randon談︰「你要放下。坦白說，我看了你

這部片，你會是個很好的演員，從市場的角度，人家會要求你做動作，it ’s  nothing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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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勳（左）監製重頭製作《皇家師姐》（ 1985），由

楊紫瓊（中）、羅芙洛（右）主演。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最後勝利》（ 1987）在堅成片場拍攝：（左起）李殿

朗、李麗珍、俞琤、岑建勳、曾志偉、譚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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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沒有不對）！別因為你爸爸是李小龍，你就抗拒動作，否則你為甚麼要把自己  

train（鍛鍊）成這樣？」我說如果我是你，我會很驕傲做 Bruce（李小龍）的兒子。我不

會要你「喔喔」（李小龍的招牌叫聲）那樣，如果有我也會剪掉，但不要抗拒那個角色

需要的東西。我慢慢花時間說服他，他也頗聽我的話。

楊紫瓊最初簽回來拍的第一部電影是《貓頭鷹與小飛象》，她演一位老師，很少戲

份，沒有甚麼表現。我覺得她不大適合這條路，她平時的性格也不是那回事。我和三毛

研究，三毛說叫她打吧。她跳芭蕾舞，腿很好，我問 Choo  Kheng（楊紫瓊）是否介意，

她這個人很爽朗，甚麼都有膽量去做。我叫正英（林正英）和元奎訓練了她三個月，她

就剪短頭髮上陣了。楊紫瓊是很敬業樂業的演員，記得我們拍《皇家戰士》ending （結局）

那場戲，她已經打到很傷，一個鏡頭一掃腳，「 」一聲摔倒。我一喊「cut 」（停），

她的手已不能動，於是立即送她去醫院。可是，還有一天便「收工」（殺青），若再不

拍完就趕不及了，我便跟武術指導孟海和副指導錢嘉樂說，如果 Choo  Kheng的手斷了，

都要打下去，現在大家「度」用腳怎樣打吧。後來崔寶珠從醫院打電話回來，說她脫了

臼而已，我說立即給我回來。她是甚麼都說可以的，她希望自己做，不想找替身。

德寶的位置

冼杞然找我說有個想拍的故事，我聽完說不錯，那就拍吧。《兄弟》（ 1986）是屬於 

two  weeks film，他拍得好，但他之後拍《通天大盜》（ 1987），我不大同意。這部根本就

是《龍鳳鬥智》（The  Thomas Crown Affair, 1968）來的。我說這麼辛苦讓楊紫瓊做打女，現

在又要她做一個有錢靚女幹甚麼？我跟D ickson說監製不要掛我的名字，大家開始對某些事

情有分歧，我覺得大家做好朋友就好了，不用勉強，1987 年底我便離開了德寶。辦編導製作

社時，我仍有跟譚家明、小寶（爾冬陞）、婉婷（張婉婷），繼續合作拍戲。

相比嘉禾和金公主，德寶當然是最小的弟弟，他們有很多衛星公司，我們沒有，甚

麼都要自己來。可是我們有一股拼勁，而且好朋友多，大家都很團結。所以我跟杜琪峯

說，到今天仍很感激你，當年一招手就過來幫忙。

說真的，我一直都不認為自己做過甚麼，我只是提供一個方針，創意是他們的。我

有一個宗旨，有我名字的戲，我都可以給女兒看。我想到幾十年後，女兒長大了，問爸

爸怎麼會拍部這樣的戲？難道我說是謀生而已？說不出口呀。

我現在沒有做任何製作，最後一部我 initiate（倡導）的片是《歲月神偷》（ 2010，

岑建勳為出品人之一），因為那是我喜歡的東西。我覺得我現在的年紀只適合提意見，

我已經不能接觸到一般人喜歡的東西，所以出品《八両金》（1989 ）後我完全離開了電

影圈。那時新寶院線剛成立，台灣市場仍然很旺，但我看到濫拍的現象。有些連副導演都

沒資格做的人，開始做監製，抓住兩個演員就賣片。那時我跟許冠文說︰「我不知道你怎

樣頂住，但我覺得自己年紀大了，有點脫節，不再是創作力的全盛期，所以我不做了。」



冼杞然
切合公司形象推動中產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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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黃夏柏、吳君玉、郭靜寧 

（ 2019 年 12 月 9 日）

整理：黃夏柏

1 9 7 9年，冼杞然執導首作《冤家》，其後推出描繪都會女性的《薄荷咖

啡》（198 2），兩片皆滲透中產情懷。改變戲路的《兄弟》（1986 ），風

格陽剛，口碑票房皆報捷，成為他事業的轉捩點，獲邀加盟德寶電影公

司出任執行董事，管理創作及製作。他直言鍾愛中產口味，將之設定為

製作方向，既配合公司形象，亦呼應當時的生活風尚，甚至帶領潮流，

先後導演了《三人世界》（  1 9 8 8）、《相見好》（  1 9 8 9）等，亦監製

了多部都市喜劇。作為管理人，他強調要小心把關，保持質素，開拓類

型，照顧海外市場，更不能忽略成本管控，避免本末倒置，超支失衡。

中途加入領軍，他慨言早期遇到各種難關，只能苦撐。過後回望，縱非

拍攝千軍萬馬的巨製，但悉心經營的溫馨小品，內容正面，別具意思，

獲得觀眾認同，還是挺愜意的。



從電視到電影 

1957年我從澳門移居香港，中學畢業後在浸會學院讀了一年書，1971 年考進香港中

文大學崇基學院修讀社會學，1975 年大學畢業。我在學時已在 T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工作，畢業後做助理編導，沒多久便當上導演。

那時候 TVB剛由菲林時代轉入電子時代，我偶然有機會學習到這門技術，成為首個

用電子攝影機拍攝劇集的人，製作了《人海奇譚》。當時要處理眾多技術問題，工作很

辛苦，還病倒入院。可能那時公司很亂，我躺在醫院也沒人理會，突然葉潔馨來探我，

她說是 Selina（周梁淑怡）叫她來的。她說：「冼仔，我們整隊人在佳視，不如過來吧！」

我很感動，就去了佳藝電視。

大家都知道佳視很短命，不久便結束了。我心高氣傲，既然走了出來，為甚麼不去

做電影？和前輩好友傅奇叔聊天，他說：「你也有興趣做電影吧，我們需要人才，不過

我們是左派，你怎麼想？」我喜歡電影，只要拍出來是導人向善，我覺得沒有問題。於

是我將身邊的故事、人物、感情等等放在一個主題之下，拍了第一部電影《冤家》，編

劇莫桑是我的筆名。背後支持我的是長城電影公司，所以傅奇、石慧親自演出這部他們

退休前最後一部電影。當時可能我處理的方式頗特別，所以被列為新浪潮導演之一。

出任德寶董事

進德寶其實是很偶然的。有天在街上碰到岑建勳，他說：「拍不拍戲？」我說：「好

啊！」就這樣拍了《兄弟》。德寶才剛上了一部《警賊兄弟》（ 1986），接著上《兄弟》，

豈非死定了？猶幸《兄弟》票房很好，為我的事業帶來重大轉變。

《兄弟》上午夜場，散場時 Dickson（潘廸生）拉著我問：「你就是導演？去吃宵

夜。」那晚去了他家，和另一個朋友，三個人聊至天亮。翌日是星期天，我們聽說票房

過了一百萬。午夜場後一夜之間過了一百萬？我很愕然。星期一接到電話，說  Dickson

想約我談談；老闆約你，當然要去！當時另一位董事 Raymond Leung（梁衛民）說：「公

司找你做執行董事啊！」我當然很感謝，不過我說要先問岑建勳。

我約了岑建勳，說：「 Dickson想找我做董事，你還在呀！是你介紹我去（德寶）拍

戲的，一定要先問你意見，你說 OK我才做，否則是過橋抽板。」岑建勳說他跟 Dickson

意見分歧，將會離開，「你做，起碼公司不會那麼快結束。」就是說，很多人可以保住

工作。既然老闆有這決定，他又不反對，我便做了。我是在他同意下接手德寶的。

我進德寶是全面管理公司的創作和製作，當時還有一位董事Lind a Kuk（谷薇麗），

負責高志森、馮世雄和于仁泰的「三人組」，他們的事情我不會管。雖說不管，但我和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兄弟》（1986 ）備受讚賞：（左起）林偉、導演冼

杞然、萬梓良、李修賢、谷峰。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左起）《皇家師姐 IV 直擊証人》導演袁和平、冼杞然、

接任潘廸生為董事會主席的梁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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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森之間還是發生了衝突。事緣他在加拿大拍攝《富貴再逼人》（ 1988）時，發生工

潮，要停拍談條件。我的處理方法是電影必須拍下去，必要時只有換導演。幸好我們去

了找肥姐（沈殿霞）和驃叔（董驃），他們都勸高志森要起碼先把戲拍完，後來「好好

醜醜」（將將就就）就拍完了。

《通天大盜》二三事

德寶的架構很簡單，老闆潘廸生、公司主席梁衛民和我，管理層就我們三個。早期

谷薇麗也是執行董事，我入職後不久她便離開。發行部由梁鼐銘主管，公司還設宣傳部、

創作部等。

潘先生願意放手讓我工作，幾乎我拍甚麼戲都沒有干預，唯一一部我幫他拍的是《通

天大盜》（ 1987）。當時他躍躍欲試做導演，記得有一場戲在淺水灣拍，他說要親自執導，

怎知來到現場，最終交回給我。過了一段時間，他說想做導演只是說笑，最後他的崗位

是監製。

當時楊紫瓊因為拍片，傷患嚴重，走路是一拐一拐的，但她是武打女星、「皇家師

姐」，不可以不打。我接手這個任務時，真的很頭痛，怎麼辦？一定要避。片中她有很

多動作場面，例如玩滑翔傘、騎馬等，沒有打，但也挺辛苦的。那時候沒有綠佈景，沒

有 CG（電腦特效），飛天遁地都要拍，鏡頭或其他各方面都要遷就。

在巴黎拍攝飛車場面時，亦發生很多事。我們找了一位當地很有名的特技導演，是

潘先生直接找的。這個人曾拍「占士邦」片的特技場面，索價當然很高，經討價還價後，

大家同意了一個價錢。我們時間緊迫，分頭拍攝，到最後我會將演員的戲接進去。說得

粗俗點是「大鑊」（大事不妙），那些動作場面，我覺得很馬虎，當然拒絕收貨。一部

《通天大盜》在巴黎拍完要去瑞士拍雪景，我們拍完才回來，怎找得回那些車呀、馬呀？

於是我用自己的方法去拍，對方就翻臉了。凡是電影界都跟黑白二道有來往，他竟扣留

我們很多物資，甚至恐嚇、禁錮我們，這件事報紙也有報道。

專拍中產小品 

Dickson喜歡電影、有熱誠，亦尊重創作人及導演，是一個很好的老闆。我們有幾個

原則：一定不拍三級片，一定不拍古裝，一定不拍「黃賭毒」，雖然動作片會觸及這方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左圖左起）冼杞然、楊紫瓊、谷峰赴歐洲拍攝《通天大盜》（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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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內容，但主題必須是對付壞人，不能夠渲染或以黃賭毒作包裝。這是很明顯、很清

晰的德寶風格，剛好跟我的興趣和生活相近，給人很中產的感覺。當時他們喜歡這種風

格，也適合公司品牌，就是也有做服裝、鐘錶，公司整體方向是推動中產文化，由知識

份子開始去改變。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就是中產文化崛起的時期，所以德寶是潮流製造者之一，

也是潮流中的成員，享受到潮流的成果。德寶在當時的香港電影界是特別的，其他公司

會拍神怪甚至玄學之類的影片，我們是完全不拍的。這一點老闆沒有要求，但我主管公

司的時候有這套思維和做法，老闆是認同的，那我便繼續做。

我們的年代是院線制度，一年 52週，一條院線最少要二十多部電影的供應量，德寶

自行製作十部左右，餘下的會找人來支持。有些人如果有好的意念，當然希望你給錢他

們拍；有些拍了沒院線上的，亦會前來叩門。我很喜歡找人做導演，因為我有很多意念，

拍不了那麼多，但其實找人很難的。當時岑建勳剛剛離開，跟著他的一大班人，很多覺

得是冼杞然令岑建勳離開的，頗不友善，那我能去哪兒找人呢？再說，德寶早期已經花

了很多錢，演員也好，題材也好，去台灣、住酒店、拍攝，一箱箱鈔票抬過去似的，很

誇張。我接手時，Raymond 跟我談到錢，說：「我們沒有限制你，但你要『識做』（有

分寸）啊！」所以我拍的每一部戲都走小品、中產路線。但是你知道老闆愛面子，我們

也要拍規模大一些、投資多一點的戲。不過「投資多」只是錯覺，只要控制得好，像《通

天大盜》跑遍世界，又飛天遁地，實際上製作費不高。

我跟德寶沒有合約，我是公司的執行董事，就這麼簡單，甚至薪金也很隨意，老闆

說多少便多少，所以我對同事也很寬容。我覺得我在德寶做過最重要的事，就是成立創

作組，由大學學弟葉廣儉負責。我幾乎是這樣：葉廣儉你找誰來做編劇我都不理，總之

你要交出劇本，你要多少錢都行。你是月薪的，即一個劇本出來，你給它訂價，我再以

市價衡量是否合理；只要你做到公司需要的劇本，你在外面寫任何東西，我都不干預。

德寶是一間很包容、開明的公司，我知道老闆不是為賺錢，這間公司只要不令他虧

本，不會丟他面子，而又令人覺得它是這個行業裡一間不錯的公司便成。這幾點我都做

到。後來很多人問我，岑建勳主事時期拿很多獎，很多人說德寶怎樣「掂」（了不起），

為甚麼你會把德寶做死了？我很坦然，公司不是我的，若果要花很多資源、金錢去造就

一、兩部電影，而出來的著眼點是明星，這不是我的作風和處事原則。我希望德寶的電

影是特別的，譬如我會拍《拳王》（1991 ），選擇不那麼「潮」（流行）的戲種；我特

別喜歡發掘新人，像《望夫成龍》（ 1990）的周星馳，總之持續製作有正面價值觀的作品。

當然我們也會拍類型片，沒辦法，因為有賣埠壓力。

新班底創作《三人世界》

製作《三人世界》（1988 ）純粹因為林子祥，海報上我寫了「百分百林子祥」，因

為真的是百分百林子祥。那時跟他的合約剛剛談好，但他不想拍太誇張的戲，大家便左

思右想。當時我忙得很，要兼管戲院、發行、演員、財務，還有外埠市場。我說我需要

人才，葉廣儉便介紹了陳嘉上來，之後又引介了陳慶嘉，那時他們為阿旦（鄭丹瑞）的

電台節目《小男人周記》編劇。我於是跟他們談，他們說了很多故事和橋段。

我很享受聆聽別人講故事，然後看他怎樣拍出來，如果好聽的話，我的包容性很大。

《三人世界》這部戲我是監製、導演，編劇沒有我的名字，但是，凡是我導演的戲，我

一定要參與編劇，我不會拍別人的劇本。編劇有那麼多名字，因為第一次做編劇的人都

要用這個名去發展事業，我覺得要給予別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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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杞然監製兼導演的「三人世界」系列，是中產電影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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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戲成功後，出現很多爭論，包括誰才是導演。任何人獲得賞識，都是好事，不

用爭論，唯一我會爭論的是這部戲是不是我導演的呢？如果不是，我豈非偷了人家的東

西？這是誠信和道德的問題。所以，無論何時何人問《三人世界》是不是冼杞然導演的？

我說是。有沒有人幫忙？很多人幫忙。劇本是由很多人幫忙的，毋須深究。陳嘉上一定

有份，他是執行導演，當時我真的很忙，通常談好劇本後，有些戲會由執行導演處理。

《三人世界》從劇本構思、對白到處理手法，作為一個導演，我認為每場戲、每個

想法，未必完全由我個人設計和決定，演員可以有發揮之處，即使燈光師、美術指導都

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那個 judgment（判斷），最終用哪個 take（拍攝鏡次），決定者

就是導演。當時美國地震，阿 Lam（林子祥）的家在那邊，他在跟 Dodo（鄭裕玲）上床

的那場戲突然講出一句「地震」〔片中對白為「避震丸」〕，很好笑，大家一起笑。我很生氣，

當時拍 sync sound（同步收音），但最後我用了這個 take，因為效果很好。

我在佳視認識 Dodo。阿 Lam說要找個很 mean（尖酸刻薄）的人，說話「夭心夭肺」

（專門刺人要害），但又 mean得有點可愛，我說不如找個電視演員，德寶完全沒有票房

壓力，但論名氣及片酬，D odo比較符合我們的預算；我們亦因此選用周慧敏，這是她第

一部戲。三個演員的配搭很特別，林子祥最有名氣，可以撐得住。

《三人世界》是我在德寶的第一個難關。這部戲沒有上午夜場，星期四開畫時票房

很差，我說要賣廣告加強宣傳。那時候公司內有些人事派系鬥爭，某高層說：「不用賣

廣告了，會下畫的。好運的上映到星期三，否則星期一或二預備另一部填塞檔期，甚至

星期六或日馬上換畫。」我很憤怒，決定請宣傳部經理預留所有廣告版位，大概黃昏六

點，我致電潘先生，他說：「我收到消息，說好不給你壓力，就下畫吧，看看有甚麼戲

可以換上去。」我立刻跑去敲他的門，對他說：「D ickson，給我一個機會。我是你在岑

建勳離開後找來坐這個位的，如果我輸了這場仗，不是我輸，而是你輸。」

我要求他讓我翌日及星期六賣報章全版廣告，彩色。那時候很少賣彩色廣告，他很

愕然。我說：「你絕對花得起這筆錢。」他說：「花得起！只看我花不花。」當時他還

未看過那部戲，最終亦同意了，讓我去做。星期五的票房仍未見起色，但星期六就厲害

了，印象中一天就過了一百萬，星期六、日，那些  O L（女性上班族）和中產都湧出來

看。

紅粉打星輩出

那時候，外國人眼中的華語或亞洲電影，最大特色是武打。從來將女性柔弱的形象

變成能打，都有一定吸引力，「皇家師姐」是德寶的招牌，楊紫瓊成功了，還有羅芙洛。



楊紫瓊是位好演員，很拼命，事事親力親為，奈何經常受傷，到了無法再拍時，她

也成為了潘太，我們就捧楊麗菁（即楊麗青）。楊麗菁是台灣演員王戎的朋友介紹給我

的，我和黃岳泰去台灣見她。她是花蓮人，在夜總會表演。我看到她，行啊！打空翻甚

麼都行，樣貌也可以，就簽了回來。第一部戲（《皇家師姐之 I I I雌雄大盜》〔 1988〕）

就成功了，接上了班，第二、三部後便有人挖角。其實，電影圈的合約是沒有意思的，

那時候有很多黑白道人士，到來吵吵鬧鬧，很多問題。我們是很正規的公司，  Dickson

說：「不要煩了，放她走吧。」

楊麗菁離開後，我們再找題材，拍了《黑貓》（1 9 9 1 ）。籌備時，我見過幾位亞

洲小姐〔 1990年亞姐冠軍的獎品包括德寶演員合約〕，最後找了落選的梁琤主演。《黑貓》成功

了，開拍第二部，拍攝途中又有人挖角，被人恐嚇。

《黑貓》在外國賣得很好，康城影展時洛比桑（L uc  Besson）找我聊聊，捉著我來罵

〔《黑貓》故事參照洛比桑的《墮落花》（La F emme Nikita, 1990）〕。這不是秘密，我不會迴避。

支持劉國昌拍《拳王》

《拳王》由 Larr  y（劉國昌）導演，之前他的《童黨》（1 9 8 8 ）由我監製，也佔小

部分投資。拍《童黨》發生了很多事，影響到我開拍《拳王》。當年沒人看好《童黨》，

演員全是新人，我把劉國昌推薦給銀都的傅奇，所以這部戲的監製是傅奇，執行監製沈

紀元，其實就是我。事前我知會了德寶，協議不用真名。

拍《童黨》很辛苦，導演完全沒有製作預算的概念，一直拍一直拍，用了很多菲林，

到沒有錢再拍，我便拿錢出來完成它。影片完成後長達三小時，導演不想刪剪，認為不

可以剪。湊巧有一部戲找他去巴黎談，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未經導演同意下自行剪片。

因為鄒長根不敢剪，我找銀都的剪接師李毓槐來剪，剪成兩小時的版本。導演回來後很

不開心，編劇陳文強不單不開心，簡直覺得我不尊重導演。其實在業界，監製有權決定

最後修剪版本。後來劉國昌要求重剪，可以，但一定要在兩小時內。事後我跟 Larry說：

「真的很對不起！我欠你一個人情，你下次再拍戲時，我一刀不剪，任由你拍，但要在

兩小時內，預算我不管你。」

後來拍了德寶這部《拳王》，故事原很商業，講打拳，但以藝術片風格拍攝。這部

戲我一刀不剪，當然票房不好，我也承擔了責任。

引進幕後人才

德寶有兩個制度我覺得很好，行內評價亦頗正面。其一是人才培訓，特別是後期

製作的剪接人才，香港頗多有名的剪接師，某程度上自德寶出身，像陳祺合、鄺志良、

黃永明，有些更當上導演，如蔣國權。其二是葉廣儉負責的創作組，很多公司都有創作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劉國昌獲冼杞然全力支持開拍《拳王》（1991 ），講打

拳，卻以藝術片風格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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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但屬班底形式，像洪家班、徐克或新藝城的「奮鬥房」班底，德寶卻設立專門的創

作組去開發題材，甚至物色導演。

我主事期間用了不少新導演，很多我原先都不認識，經葉廣儉推薦的，還包括很有

名的導演袁和平。當時袁和平在台灣不大開心，想回香港拍電影，但潘先生不喜歡拍古

裝片，也不喜歡拍「爛衫戲」，功夫片多是民初背景，民初的服裝通常比較不華麗好看，

於是跟袁和平商量，建議拍攝時裝動作片。他拍了《特警屠龍》（1988 ），是一部嚴肅、

硬朗的警匪片，沒有搞笑成分，成績頗突出，在外埠賣得很好。

喜歡搞電影科技

我是香港第一個做 stereo（立體聲）和電腦剪接的人。《一咬 OK》（1990 ）的聲軌

要飛往英國倫敦做，我和曾景祥合作緊密。當時我的剪片和工作方式受整個行業反對，

香港電台有一個剪接師還抓著我破口大罵，說我趕絕他們，「你明知我們不懂英文，你

用電腦剪片全部英文。」那時候的 Avid（剪片系統）要輸入很多指示才能剪片，要看很

多東西，全都是英文。我跟他說：「如果你們不走電腦化，很快就會式微。」因為我從

美國回來，看到很多地方剪片時已電腦化，所以我個人投資買了兩部 Avid，免費讓剪接

師實習使用，後來他們全都懂得電腦剪接了。

《一咬OK 》上映時曾推出特別場，放激光、閃光、煙霧，讓觀眾去體驗那震撼感。

在四間龍頭戲院和倫敦戲院做，其他加盟戲院不肯做，因為很貴，而且需要工作人員現

場操作，一天放映那麼多場，每場都要有人坐在那裡，看到柏林仔（童星鄭柏林）變殭

屍，就按下按鈕放激光、放煙和閃電。放映那麼多天，不能夠今天有，明天沒有，會被

觀眾罵的。我要求持續做，但做得很開心。

國際化迎合海外市場

影片收益要靠賣埠，每個海外市場都是重點。德寶很穩定，台灣簽了王應祥；星馬

轉過一、兩間公司，一間是榮華，有時是星馬邵氏；歐洲市場很好，我差不多每年都去

康城、米蘭等影展；至於美加，我們有過自己的公司，曾和當地人合作成立院線。日本

方面，除嘉禾外，德寶是做得最好的，因為《皇家師姐》（1985 ）「賣到開巷」（銷情

熱烈），我們跟 Gaga、東寶、東映、松竹等都經常接觸。他們比較喜歡動作片，亦接受

文藝片，可惜這個市場後來沒落了。我在德寶主事期間，外埠很尊重香港電影，海外市

場發展得很蓬勃。可惜大家當時卻不注意產業發展，只顧搶戲、搶明星。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皇家師姐之中間人》（ 1990）開鏡：（左起）吳大維、

江欣燕、監製冼杞然、德寶第二代「皇家師姐」楊麗菁

（即楊麗青）及導演查傳誼。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梁琤脫胎換骨主演《黑貓》（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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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黑貓 II刺殺葉利欽》（1992 ）時到俄羅斯拍外景，又加入外國演員，外埠賣得

很好，他們不會覺得你裝作是西片，而是覺得那是亞洲或香港特色。他們會笑你：「哪

會這樣？」不過他們接受了這個方法；國際化的包裝，是市場需要而已。但香港電影人

大多很短視，有市場就做，沒有計劃，不會為了開闢市場而去部署，因為香港沒有企業

化的公司，不像以前的邵氏把電影作為企業去經營。現在的老闆有那麼多其他生意，電

影只是副業。

德寶院線的結束

整個德寶院線壓力很大，我接手後，公司製作量不高，因為我不會刻意為產量而拍

我不想拍的戲，部分影片未達最低要求，也不會貿然開拍。我寧可通過發行部資助別人

製作，為他們排片。德寶沒有衛星公司，《契媽唔易做》（1991 ）則是我私人支持，我

支持梁鴻華，是他介紹的，出品人掛了我的名字。我們院線需要影片，又要供應相當的

片量給海外發行商，所以要穩定片源。

邵氏四間戲院的續租事宜是一籃子地去談的。方小姐（方逸華）很「辣」（厲害），

今天跟你談完合約，明天可以重新再談，簽約時又加些條件。當然這麼煩人的事，公司

有不同部門去處理。雖然德寶並不隸屬潘廸生的上市公司，而是他的私人投資，卻仍是

一間有系統、有完整法律、財務、制度的公司，非常完善。當時公司很穩定，我們其實

想續約，期間卻出現了人事問題，令潘廸生意興闌珊，最後沒有再簽約，院線就給了永

高。德寶結束，是電影界的損失。

院線結束後，我執導的《三人做世界》（1992 ）及《黑貓 II刺殺葉利欽》仍在拍攝，

之後排在永高院線上映，無論映期和宣傳，我們都很遺憾，票房成績亦不好。《黑貓》無

論在口碑、票房及外埠市場上，反應都很好，潘廸生曾跟我說籌備《黑貓 I I I》，但院線結

束了，他已不太積極拍片，加上《黑貓》班底亦出現種種問題，於是正式停產。

心願之作

我喜歡歷史題材，很想拍古裝片，約在  1 9 9 2年籌拍《西楚霸王》（  1 9 9 4）。當

時張藝謀拍了《大紅燈籠高高掛》（  1 9 9 1），被內地封殺，偶然和銀都機構的馬逢國

談起，不如幫他構思一部戲，正面一點看中國問題，於是支持他拍攝《秋菊打官司》

（ 1992），某程度上幫他翻了身。《西楚霸王》中的呂后，是個很厲害卻又很人性化的

大反派，當然要找鞏俐演，香港哪有女演員可以又美又tough （強）？誰可以找到鞏俐？

就是張藝謀。《西楚霸王》從劇本、演員到處理手法，張藝謀都幫了很大忙。 

1994年，我參與製作《少年犯》〔擔任監製〕，由王璐德導演，他原是香港電台導演，

影片完成後卻沒有公映。之後我投資製作《與查理斯午餐》（2001 ），可謂血本無歸。

幾年前我拍的《終極勝利》（ 2016），講述奧運金牌跑手李愛銳（ Eric Liddell）在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回到出生地中國天津傳教，被日軍關進濰縣集中營的事跡；同時亦拍

攝了紀錄片《被遺忘的濰縣集中營》（2015 ）及出版同名書籍。開拍前，我聘請M ichael  

Parker（米高柏加）任聯合導演，合約訂明他並非導演，只可以和我一起出名字，並且排

在我的名字之後。但在外國，竟然只出他的名字。雖然他有參與，但這部戲由我投資、

寫劇本到導演，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堅持修改，之後大家沒有再聯絡。雖然損害了

友誼，但我仍堅守原則，我是導演，作品對導演是最重要的。 

2017年我決定退休，但最近又技癢了。我認識了一位醫生，被他的經歷感動，現在

想拍無國界醫生。我喜歡這故事，會自己寫劇本，若能夠放下香港的事務，跑到非洲兩、

三個月，就可以拍攝這部電影了。電影始終是我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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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薇麗
行政監製剛柔並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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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周荔嬈、陳彩玉、郭靜寧、蔡漫虹 

（ 2020 年 2 月 10 日）

整理：陳秀英

谷薇麗 1976年於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後，一頭栽進多姿多彩的光影世界。

同年加入麗的電視從助理編導做起，八十年代初加盟新藝城影業有限公

司， 1985年受賞識延攬入德寶電影公司，當上行政總監。她笑言自己是德

寶的「管家婆」，每個部門都要管、每件事情都要過問、每個銅板怎麼

花，都拿捏得緊緊的；也見證著一間自由開放、有格調、有品味的電影公

司，怎樣由初創發展至全盛時期。 1987年離開德寶後，與眾多才情橫溢的

人物並肩作戰經年，建立的人脈更為她帶來助力。 1991年，她與吳宇森、

張家振成立新里程電影有限公司，監製作品如《縱橫四海》（1991 ）、

《辣手神探》（1992 ），長期高踞港人至愛影片之列。



投考麗的當助導

我自小比較喜歡文科，尤其是語文，所以在香港大學主修英文和翻譯。小時候並沒

有甚麼志願，或者希望做哪種工作。記得唸中學時參觀電視台，見到控制室裡 on pane l

（操控控制台）的女編導好像很了不起，指揮若定，我覺得挺有趣，留下了印象。我於 

1976年畢業，同學畢業後大多當教師，或者做政府工，但我不大喜歡，覺得很悶。怠懶

了幾個月後，看報紙見到麗的電視聘請助理編導，便去應徵。面試時見我的是人事部經

理丘世文。助導的月薪只有900 元，做政府工的話，會有2,700 多元，我媽媽說：「你是

不是傻了呀？」

進入麗的後，參與的第一個節目是《星期六晚會》〔 1 9 7 6年 1 2月首播〕，由蔡和平主

理，是類似《歡樂今宵》的綜合性節目，有唱歌、訪問之類。蔡和平的太太任平平是他

的助手，而我就是蔡太的助手，從事前期的籌備工作，例如落單、預約演員等，要接觸

很多人。現場錄影時，蔡太會讓我在旁邊看她on panel 。

做了幾個月，就被調派做長篇電視劇《鱷魚淚》的編導，除了我，還有梅小青、黎

大煒等，監製是麥當雄。大概 1978年，我還參與了《故鄉新貌》的製作〔報載於 1979年 3

月底赴內地拍攝，屬資訊節目〕。當時內地剛剛改革開放，我負責薛家燕參演的部分，她媽媽

是潮州人。當時內地頗落後，工作人員只有我跟黎大煒和攝影師，不過公司給予足夠資

源讓我們把節目做好。接著我負責《貓頭鷹時間》，曾跟攝製隊去德國法蘭克福、漢堡

和英國倫敦拍外景，同行的有黎小田、盧遠等。另外，我還曾拍攝《細說當年》，介紹

中國歷史，我們找來很多資料影片、歷史片段，由狄娜主持。她很出色，口才很好，做

節目時不是照讀稿，消化內容後，會跟我們一起討論，提出不少寶貴意見，豐富節目內

容。

在麗的工作了兩、三年，當時的老闆黃錫照給我的印象是處事決斷，用人唯才，讓

麗的匯聚很多人才，像麥當雄、蕭若元、丘世文、林旭華；還有施南生，她曾擔任製作

部副總監，負責製作及行政，後來她轉職新藝城，不久便找我加入，處理行政和人事職

務。

轉投新藝城

負責電影公司的行政工作，事事都要處理，甚至要把電影的中文字幕翻譯為英文，

我跟 Nansun（施南生）都做過很多。這工作不容易，英文字幕原則上是給外國人看的，

句子很短但要譯出神髓，令他們明白笑點所在，很多廣東俗語要譯成意思相近的英文俗

語，頗考功夫。

當年新藝城那群導演，例如高志森、曾志偉等，有事就喜歡來我的辦公室訴苦，

說是「睇症」（看醫生），所以我的房間經常擠滿人。後來我開始參與製作，曾同行到

西班牙拍攝《專撬牆腳》（ 1983）。《英倫琵琶》（ 1984）由於整部戲大部分在倫敦拍

攝，會在那邊招聘製作團隊，要找個英文水準比較好的人同行，監製T eddy（泰迪羅賓）

知道我在麗的做過製作，他們便問N ansun借了我去，當《英倫琵琶》的製片。

在新藝城這幾年，對我的人脈關係幫助很大，與同事相處不錯，他們都很信任我，

而且也熟悉了電影製作。施南生的工作能力很強，為人爽快，與她共事，令我從中獲益

良多。我的性格比較害羞，而她無論去到哪兒，那兒便變了她的主場，我很佩服她。我

在工作上與人接觸，大多是單對單，如果要我在大場合演講，或者面對很多陌生人，我

會怯場。不過，工作所需，即使要面對品流複雜的人和事，我都會硬著頭皮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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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薇麗（右）得林子祥（中）引介加盟德寶，該年楊紫

瓊（左）主演的《皇家師姐》（ 1985）隆重推出。

《聖誕奇遇結良緣》（ 1985）開鏡：（前排左起）高雄、

鍾志文、張曼玉、岑建勳、谷薇麗；（後排左起）崔寶

珠、徐錦江、李明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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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祥引介入德寶

拍完《英倫琵琶》，我跟阿Lam （林子祥）變得熟絡。後來D ickson Poon（潘廸生）

成立了德寶，他們想找一個類似「管家婆」的人，我猜阿Lam 與 Dickson頗相熟的，他將

我介紹給D ickson。 Dickson親自面見我，他很有風度，處事亦爽快。 

1985年我加盟德寶，就是當「管家婆」〔谷薇麗的職位為行政總監〕，管著劇組人員，

不許他們亂花錢，以及負責所有行政及人事部的事。德寶的架構很簡單，公司裡的氣氛

很開放，大家很齊心，各部門都合作愉快，相處融洽，不會勾心鬥角，尤其我跟主管創

作的執行董事大哥 John（岑建勳）關係很好，至今仍然像兄妹般。

創作方面， Dickson給予極大自由，可以拍各種不同類型的戲，有些小品，有些愛情，

有些動作，有些大製作，每年大概出品兩、三部A 級製作在大檔期公映，挺百花齊放的。

我覺得要歸功於岑建勳，因為創作由他主理，他給許多機會予不同的導演，劇本交上

去，只要他說OK ，就可以拍了。在大路線、大製作上，錢花得多的那幾部戲， Dickson都

會關注，而投資較少的片，只要不虧本就可以，給予我們很大的自由度和創作空間。他

最注重的是賣埠，自然喜歡多拍打戲（動作片）；至於《生死綫》（ 1985）、《癲佬正

傳》（1986 ）這些非主流的戲種，哪個老闆會喜歡？但他也讓我們拍。

我在德寶第一部參與的電影是《皇家師姐》（1985 ），擔任統籌。楊紫瓊本身跳芭

蕾舞，人很斯文、很隨和，我們都喜歡她。當時流行的警匪片都以男演員為主，公司想

拍些特別的、有新鮮感的，於是找了 Michelle（楊紫瓊），還有羅芙洛演出，由元奎導演。

楊紫瓊很搏命、很勤力，工作態度一流，好幾次即使受傷不輕，仍然親自上陣。結果  

madam（女警）形象很成功，很受歡迎，成為了經典的「打女」。

《皇家師姐》賣座，公司順勢開拍《皇家戰士》（ 1986），跟日本的千葉製作社合

作，演員有真田廣之。那時候日本是大市場，還有韓國、台灣，現在都式微了。歐美市

場是要動作片才行，但也不及這幾個市場大。通常合拍片都會找當地的著名演員一起演

出，希望能賣到日本市場和國際市場。像這種大片，我們會拿到film   market（電影市場）

去賣。

管理「三人組」製作

那時德寶想拍賀歲片，我便邀請新藝城的「三人組」加入，他們都各有所長：高

志森擅於喜劇，主責編劇；馮世雄多負責策劃，性格比較  coo l（酷）；于仁泰就會拍動



「三人組」作品《猛鬼佛跳牆》（1988 ）開鏡儀式： 

（左起）董驃、狄波拉、李麗珍、何啟南、于仁泰、馮

世雄、谷薇麗、高志森、文雋。

（左起）谷薇麗、高志森、 Helen Chan、張家振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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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戲、大製作。他們三個經常聚在一起「度橋」（構思橋段）、創作，互相「踢橋」 

（推翻橋段），互補不足。他們第一套為德寶製作的是《八喜臨門》（ 1986），由吳耀

漢配馮寶寶。

「三人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龍在江湖》（1986 ），于仁泰導演。當時想拍一部

動作片，要能賣得到「片花」的，男主角要年輕，又要有點知名度，仔細思量後，決定

找李小龍的兒子李國豪。我跟他並不熟絡，聽說他頗反叛和情緒化，我想也許名人的後

代不希望常常聽到「你是誰的兒子」，而是想別人認同他就是他本人。李國豪會對角色

有意見，不是叫他做甚麼他就做，例如會表示「這樣不是太好，很像我爸爸」。他沒有

甚麼功夫底子，因為動作戲多，要找師傅指導他，有時候要用替身。後來，1993 年他在

美國拍攝《烏鴉》（The C row, 1994）時意外身亡；英年早逝，我感到很惋惜。

翌年「三人組」製作了《富貴逼人》（1987 ），高志森之前已想拍這個題材，來到

德寶終有機會去拍。因為德寶的創作自由度很大，總之劇本我們覺得可以，他的預算可

以，還有預計到票房會收多少，那就可以去拍。片中的屋邨廠景是在德寶租用的堅成片

場拍攝。

《富貴再逼人》（1988 ）在加拿大拍攝，製作成本雖稍高，但劇本算是齊全，而高

志森是講求效率的導演，因此能夠得出較可靠的製作預算。觀眾喜歡看嘻嘻哈哈的開心

電影，這系列又給排在新年檔期，票房成績相當驕人。

行政監製之道

公司沒有院線前，D ickson覺得每次排片都要求別人給你檔期，總是很受氣，便很想

自己組織一條院線。可是我和岑建勳都覺得，要填滿整條院線的檔期，每年的製作量至

少要有二、三十部，會很吃力。但D ickson非常堅持，當時他跟邵氏（邵氏兄弟（香港）

有限公司）商談租用戲院，我和岑建勳也有參與。有一次岑建勳正在東平洲拍《生死

綫》，我們要乘直升機去找他商量院線事宜。後來德寶組成了院線，除了自己開戲，也

投資外面的獨立製作。例如俞琤成立了某一間製作有限公司，她全權負責製作，由德寶

投資和出品，上映之後他們可以分紅。

我在德寶出品的電影裡，掛過「監製」、「統籌」、「策劃」三個職銜，實際上我

主責行政監製，創作方面我沒有太多參與，那是岑建勳的範疇。我主要管理預算、做行

政工作，監督整個製作。「策劃」是監製其中一部分工作，「統籌」就是 coordination，

兩者只是名銜不同，負責的事務差不多。每一部戲都有監製，但通常只有大片才有策劃、



1986 年第廿三屆金馬獎頒獎禮：（前

排左二起）舒琪、林冰、谷薇麗、俞

琤、羅美薇、馮克安；（後排左起）

姜大衞、爾冬陞、秦沛、梁李少霞、

岑建勳、王應祥、潘廸生、楊紫瓊、

王應祥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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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多幾個人幫忙分擔工作。當公司決定拍某部戲，就會開始審閱劇本、跟合作的人

或單位傾談和落實要找哪些演員，擬好預算後，創作我就不用參與，主要負責行政工作。

拍電影最重要有完整的劇本，否則容易超支，現實卻是經常邊拍邊改劇本，又趕急，

最後弄到不開拍不行，趕著要上某個檔期，便開拍了。控制成本的方法是劇組每天必須

匯報當天用了多少錢，我們有整個大 budget（預算）的資料，例如本來這場戲預算花三萬

元的，用了五萬，那就要跟他們了解原因，督促他們在下一組戲省一點補回來。我要不停

地更新資料，才可以保持不超支，不然到最後才說超支了幾百萬元，已經太遲。因此，我

要追得很緊，無論我去不去現場，我都要知道今天順不順利，有沒有問題出現。如果發現

問題可盡早處理，不然等到累積了一堆問題，錢花光了卻還沒拍到一半，那便糟了。

《秋天的童話》（1987 ）是德寶的經典之作，亦是一個特別的例子，在拍攝中途增

加了預算。當時張婉婷是新導演，岑建勳和我們都很喜歡這劇本，但《秋》片最初的預

算成本很低，因此劇組在紐約拍完實景部分後，就要回港，他們一度擔心沒機會拍下去。

其實羅啟銳的劇本非常完整，寫得很好，而且張婉婷與羅啟銳都在紐約修讀電影，很熟

悉這城市，能夠拍出秋天在紐約的味道，因此我們都有信心，加上看過拍回來的毛片，

覺得很不錯，便決定「加碼」（增加預算），讓他們再拍好一點。

由於監製要經常管著製作團隊，與創作人難免有矛盾，因為創作人永遠比較不羈和

追求完美，所以需要我們這些人去箍著他們。一個好的監製，首先要管緊預算，而且人

際關係要很好，電影這一行，要跟那麼多不同的人相處，有時要靠別人賣人情給你，對

方肯不肯給你面子，就看人際關係，也要當機立斷。一部電影通常會分開監製和行政監

製，監製就是管創作的，行政監製就管其他。我的人際關係挺好的，大家都很信任我，

給我面子，亦因為我為人比較直率，不會騙人，通常我答應了的事，都會做到，我覺得

這些都很重要。

雖然德寶前後只經營了八年，卻培養了很多人才，招攬過很多精英，有不少好作品。

我們這群人比較學院派，大哥 John是讀書人，T erence（張家振）本來是唸建築的，後來

喜歡電影。前期也有很多文化人參與，例如陳冠中；還有宣傳部的舒琪、負責美術設計

的朱祖兒等。他們大多偏向創作，對他們來說，去管理財政很吃力。文化人和知識份子

都有點堅持，我會跟他們慢慢談，講道理。電影就是這樣有趣，各人有不同的位置，導

演會臨場創作，演員會講 mood（情緒），發行著重市場口味，監製管錢管得緊，互相合

作之下，產生化學作用便會撞出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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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薇麗與吳宇森、張家振成立的新里

程電影有限公司，攝製了《辣手神探》

（ 1992）等傑作。 

1 9 8 7年我結婚了，不太適宜經常不分晝夜地忙碌工作，就離開了德寶。不過

我也並非完全閒著，曾和錢小蕙、黃炳耀成立高朋影業公司，拍攝了《金裝大酒

店》（  1 9 8 8），後來又和吳宇森、張家振成立新里程電影有限公司，拍了《縱橫四

海》（  1 9 9 1）、《我愛扭紋柴》（  1 9 9 2）、《辣手神探》（  1 9 9 2）和《浪漫風暴》

（ 1996）。我還是做監製，管行政的老本行，憑著以前的人脈，找投資者、發行商，做

對外聯絡。吳宇森往美國發展後，我和張家振另組東興電影有限公司，拍過《花旗少

林》（ 1994）。後來因為兒女需要我多一點照顧，就回歸家庭了。近年我主要投入慈善

工作，於 2001年與梁憲孫教授成立香港血癌基金，幫助血癌患者和支持有關血癌的研究

工作；又為思覺失調人士及其家屬做一點宣傳，希望喚起公眾關注，消除偏見。



陳學人
製作總監運籌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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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周荔嬈、陳彩玉、劉澤深、蔡漫虹 

（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整理：周荔嬈

陳學人自培正中學畢業後到美國升學，在南加州大學修讀電影，同期校友

包括新浪潮導演方育平、卓伯棠、劉國昌、劉成漢等。 1976年畢業返港，

隨即加入當時競爭激烈的電視圈，在佳藝電視重遇劉成漢，被游說擔任

《慾火焚琴》（ 1980）的製片。憑著過人的策劃能力和強勁的人際關係，

籌組出「平靚正」（成本低效率高）班底，是少有的新浪潮製片，加上懂

得創作，受歡迎程度倍增。曾先後效力邵氏、新藝城、德寶這三家運作和

經營模式大不相同的電影公司，總結出「良性競爭是香港電影業蓬勃的最

主要原因」。他於岑建勳主事時加入德寶，於院線結束前離開，經歷三分

之二個德寶時代，見證著它的起落。陳學人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擔任創意電

影製作高級文憑課程主任，培育電影新血，在另一個範疇繼續貢獻業界。



短暫而充實的佳視歲月

其實當時三家電視台（無綫、麗的、佳藝電視）都聘請我。我在美國時已經通過卓

伯棠認識一些 T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高層，如譚家明和他的太太Kitty  （葉潔馨）、

汪岐、鄧偉雄等。卓伯棠沒有汽車，我有，所以他們來加州，一定由我來接待，他們說

我畢業後一定要去TVB 找他們。TVB 人山人海，作為新人，我當然選擇一間較簡單的機

構。結果加入佳視（佳藝電視）是正確的，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因為公司很小，全是

年輕人，大家互相幫助，人人性格不同，但目標一致，都想辦好電視台。

我當上助導，半年後升為編導，工作很忙，日拍夜拍。總經理是孫郁標，製作經理

是馮淬帆，他很好人，對拍攝很有熱誠。在佳視遇上劉成漢，是緣份，他是我的同學，

我們在美國時已十分要好。在佳視做了一年，劉成漢提議出去拍電影。他當導演又要籌

資金，非常吃力，希望我給他做製片，於是我二話不說便辭職，離開時還被孫郁標罵：

「年輕人吃不了苦，要走！」我說我做一部戲便回來。回來？後來佳視也倒閉了！從此

我成為了新浪潮導演的製片，走上一條不歸路。

炙手可熱的新浪潮製片

我小時候除了喜歡電影，也喜歡足球，還組織過足球隊。不管高我多少班，踢得好

的便請他加入，所以我在培正出了名，所有人都知道踢足球要找陳學人。南加州華人足

球隊也是我辦的，我做康樂、聯絡和找贊助，這些都得靠臉皮厚、口才、人緣和勤勞。

組織足球隊和拍攝團隊的原理一樣，我用這個原理，幫劉成漢找「志同道合」的工作人

員，那時是 1977年。

當時劉成漢要拍九十多分鐘的影片，只籌到十餘萬元現金。我四處找人，總之目標

是接受較低薪金的年輕人。我找來的攝影師是「ha ndheld （手搖） 王」古國華，即麥當

雄御用攝影師，進九龍城寨拍《省港旗兵》（ 1984） 那位，他是廣告攝影助手出身；美

術由劉成漢找到陳子慧，後來他成了許冠文電影的策劃；副導演是周輝，後來他在廉政

公署做導演；燈光師是鄒林，邵氏（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主力，那時邵氏已

沒甚麼製作了；梁日新做場記，後來一直幫我做製片。當年粵語片的工作人員還在，他

們年紀漸大，跟在電視台出身或像我們從外國回流的人格格不入，完全活於兩個世界，

但你不能不找這幫人，他們有的是經驗，又因是半退休狀態，肯低價做，但工作不久，

兩幫人竟然合作愉快。

這樣的班底慢慢成形，於是開始拍《慾火焚琴》。此後有人說陳學人做製片好，

「平靚正」，他們就開始找我。

加入新藝城

我加入新藝城（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的原因是  Nansun（施南生） 和黎永強不斷

催逼我，主要是黎永強。他是製作經理，以前在 TVB，工作出色，口才非常了得，比我

出色一百倍。那時候我自封「金牌製片」，已經不愁沒工作，傳呼機不斷響，都是找我

的導演，我甚至挑劇本來做。全部新浪潮導演，竟沒有新浪潮製片，我是唯一一個，而

且「買一送二」，因為我還懂得創作，可以協助導演構思劇本，很划算。黎永強經常約

我吃飯，因為太多製作，他處理不來，於是我拍畢《忌廉溝鮮奶》（ 1981）後就加入新

藝城。 

Nansun說有個導演一定適合我，同樣美國回流，問我有沒有興趣見面。翌日到了

新藝城，正在討論拍攝于仁泰導演的《靈氣迫人》（ 1984）。那次其實不是和我討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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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而是于仁泰提問題c heck（查核）我，例如最喜愛甚麼電影和運動。大家談汽車、足

球，喜好相近，很開心。他問我何時可以開工，我說我還未答應N ansun呢。當時我已經

有固定班底，包括助理製片、副導演、劇務、攝影，甚麼人都有，導演就位便可拍攝。

我的班底想說服我不要加入新藝城，說很麻煩，甚麼都要申請，都要填表，我說會比邵

氏更困難嗎？他們沒話說，只好跟著我進新藝城。於是我致電N ansun，說要盡快開戲，

不然我沒有檔期，也沒有議價的餘地，鐵價不二。

我當製片月薪約一萬五千元，算高薪了，那是八十年代初，新導演拍一部電影的片

酬也只是幾萬元，很厲害的導演才有幾十萬元。通常拍一部戲，「部頭月薪」的簽三個

月或四個月，也有「部頭日薪」的劇組人員。

跳槽德寶皆因「三人組」

有一天，L inda（谷薇麗）打電話給我，那時她已經在德寶〔主管行政〕，她說：「我

向 Dickson推薦你。」我說：「誰是D ickson？」我們通常稱呼他潘廸生，很少叫英文名。

她說是德寶的老闆，他找我當製片經理。我說已經有你，哪用我加入呢？她說「三人

組」（高志森、馮世雄、于仁泰） 需要我，因為我在新藝城跟他們很要好，他們比我早

一年多加入德寶。當時我感到不好意思離開石老闆（石天），是他升我做策劃的。我在

盤算，我在新藝城做策劃，進德寶可以當製片經理，但那裡還有一大群人，有岑建勳先

生等很多人才，我何德何能連升兩級呢？

我 1986年轉去德寶時谷薇麗還在〔谷薇麗於1987 年底離開德寶〕，我當時的工作很簡單，

只是照顧三位導演。那時崔寶珠也是製片經理，雙頭馬車，我負責「三人組」，崔寶珠

負責岑建勳監製的電影。和「三人組」合作的第一部電影是《富貴逼人》（ 1987）。這

部電影真是不得了，因為真的很困難，困難在於驃叔（董驃） 和肥姐（沈殿霞）不容易

應付。不是說他們人不好，而是因為他們經驗豐富，所以會挑剔你的劇本和對白，況且

那些對白的確有瑕疵。高志森當時還很年輕，他跟編劇馬偉豪、周旭明都不到三十歲，

怎能寫出五十幾歲人說的對白？到了片場，驃叔很多時未讀劇本，只看對白就開始大

罵：「對白是誰寫的？」他們都不敢認。結果由驃叔和肥姐訓話，他們就抄下來，所以

很多對白都是他們兩個自行構思的。

沒想過《富貴逼人》反應那麼好，我向高志森提議立刻籌備續集，如果都過千萬，

便拍第三集；如果仍然過千萬，便拍第四集。高志森說他應付不了驃叔和肥姐，我說你

負責創作劇本好了，兩老交給我，因為我在新藝城拍《四眼仔》（ 1985）時已經很熟悉

驃叔。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陳學人（右）與董驃（中）及沈殿霞（左）於「富貴逼人」

系列合作無間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雙肥臨門》（1988）開鏡：（左起）陳國新、沈殿霞、

張曼玉、董驃、姜大衞、陳學人、陳錫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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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小而架構完備

德寶以前在尖沙咀有兩個辦公室，一個在金馬倫道萬勤商業大廈〔另一個在金巴利道  

OPL KSP Holdings Centre （奇盛集團中心）〕； Dickson的總部則在東海商業中心。後來德寶遷往九

龍塘根德道的辦公室是由我租的，一個月五萬元，一間大宅兩層樓，包括花園、魚池和

房間，都是我負責裝修的。

製作／行政 我加入時，製作部有我和崔寶珠兩個製片經理〔陳學人於 1988年初出任行政及

製作總監〕、部頭製片、劇務。德寶於 1985年已有院線，責任很大。一間有規模的公司一

定要有大片佔據黃金檔期，其他檔期是賺不了錢的。暑假、新年、聖誕甚至中秋都要佔

據，製作計劃包括你有多少導演，你的導演有沒有故事適合這些節日。例如賀歲電影多

數是一家親，這不是容易的，要手上有演員和導演才能實行，發行部亦會催促你交片。

我以前在新藝城，發行和預算都不用碰，現在責任和挑戰都大了，不過仍照樣做。

德寶用電腦控制預算，是由我引入的。我找美國的同學編寫電腦程式。當年（民

用）電腦才剛開始發展，每部電影拍了三、四組戲後，我要他們交帳目和出電腦 rundown 

（日程表），找來製片和助理製片開會，我要預計電影的預算走勢，分析每個項目，包

括道具、服裝、演員、臨時演員、伙食和佈景，研究會不會超支。進德寶前，我已做了

差不多十年製片，熟悉所有製作，尤其製作預算。以文藝片為例，拍了三分之一，我已

看得出會否超支，所以我需要電腦，盡快輸入數據資料。我想潘先生很滿意這一套，

我可以直接告訴他每個月花了多少錢、會否超支，如果超支，是多少個百分比，又準又

快，其他電影公司不是這樣。其實我是借鑑美國，他們每一個部門也很科學化，著重數

據，以數據建立系統，系統盡量簡易。雖然德寶有很多部門，但我們規模小，效率高。

創作 陳翹英是創作部的主力，他負責幫岑先生創作。岑先生找來很多新導演，給他

們機會，走嘉禾、新藝城沒有的中產溫馨愛情路線。嘉禾大多是動作片、鬼片、功夫片

或武俠片；新藝城則是時裝和占士邦式的喜劇。當時由岑生開始走這條路線，《最愛》

（ 19  86）、《秋天的童話》（19   87）和《神奇兩女俠》（19   87）都是這類中產、成熟

的電影，其實即是西片路線，給中產、成熟的觀眾和知識份子看的。我覺得我們是走

對了，不然要跟嘉禾和新藝城競爭，我們缺乏動作巨星，是爭不過來的。我第一次做導

演就是在德寶，拍攝走中產路線的《單身貴族》（ 1989），這部片是為鄭裕玲度身訂造

的。

最好的是成立了編劇班底，發掘了很多人才，例如陳慶嘉、馬偉豪、周旭明。陳

嘉上是半途殺出的，冼杞然還讓他當《三人世界》（ 1988）的執行導演。我和阿冼（冼

杞然）會找來所有編劇，構思年度計劃，是攻是守，還得看看其他外圍公司有甚麼製

作。我們雖然偏向拍中產電影，但也會拍動作片，因為我們最初有洪金寶監製的《皇家

師姐》（ 1985）、袁和平導演的《特警屠龍》（ 1988），海外很多埠都喜歡我們的動作

片。

片廠 德寶的片廠現址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粵語片年代稱為堅成片場，我們租用後

改稱德寶片場，那是在木屋區內，單程路進出，遇上逆線車就很麻煩。裡面有一個片廠

經理，本身是攝影師也是演員，叫「也叔」葉榮祖。他是北方人，在邵氏當攝影師，也

做過電影監製和導演，跟洪金寶很要好。有趣的是他人總不在片廠，因為太多電影要拍 

（當演員）。直至 1992年拍完《黑貓II 刺殺葉利欽》，德寶便沒有再租用片廠。

我們的沖片廠在邵氏裡，廠長姓楊，本來在邵氏就是沖片廠經理，我們連人帶廠直

接向方小姐（方逸華）買回來，所以我們沖片、剪片都要到邵氏片場。剪接部由蔣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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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貴族》（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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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學人、張學友、鄭裕玲、鄭孟霞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陳學人首執導筒，拍攝都市童話式情緣。 

負責，清哥（蔣國權又名蔣國清）和也叔由岑先生聘請回來，我則在新藝城請了一班年

輕人過來，其中一人現在是大中華第一剪接師鄺志良，還有陳祺合和黃永明。

宣傳 宣傳部本來由舒琪負責，我進去時他已離職，由文雋接手；文雋做了一段短時

間又走了，我找他的副手 Je s s i c a（溫小姐）來做，直至結業。其實宣傳部的功勞很大，

那些年輕人不是拍電影出身，是做廣告的，思維較闊。我以前接觸過不少電影宣傳人

員，都很守舊，因為他們習慣了某種模式，德寶則較大膽。  Jessica的助手Ji m（廖永康， 

Jimson  Liu）以前做助理製片，德寶結束製作後，那麼多影片〔還有照片和文字資料〕要人管

理，就由他負責，他的外號是「高佬Ji m」。

演員 德寶也有藝員部，不過沒有藝員部經理，算是由宣傳部管理的。最早期岑建勳

的年代，我記得有演員訓練班之類，當時有林保怡、潘宏彬等。楊紫瓊是第一代「皇家

師姐」，演這角色獲得空前成功，她演了兩部後退出，我們便找來台灣新人楊麗菁（即

楊麗青）接替。人選其實很難物色，要懂演戲又肯打。楊麗菁跳中國舞，有底子，所以

找她來演。

我進德寶後，把一些新藝城的演員聘請過來。我們認識 Russell（羅素），他在新藝

城拍石老闆的歌舞片《歌舞昇平》（1985 ），R ussell介紹弟弟王敏德拍新藝城的《飛虎

奇兵》（ 1985），德寶就簽了王敏德，成為旗下藝人。羅美薇、李麗珍也是從新藝城聘

請過來的。其他演員有林子祥、楊紫瓊、吳耀漢、張學友、張國強、湯鎮業等。

後來，R onny（于仁泰）想到找李小龍的兒子演戲，有個工作人員說嘉禾已經找他

了，別浪費時間。R onny跟我們說，一天沒見報，一天都有機會。憑著R onny在加州的人

脈，我們找到李國豪的經理人。然而，在美國是不能自己直接找經理人商議的，最好找

律師代表，因為全都是關於法律的東西，不熟悉荷里活法律的話是無法談的。我們便委

託律師作代表，跟李國豪的律師洽談。當中有很多細節，談了很久，接近一年。最初他

提出只簽一部，我們認為太沒保障，不可能只簽一部，我們簽周星馳都是兩部的〔最後周

星馳只拍了《望夫成龍》（1990 ） 一部〕。

我們又發現民初功夫片已經沒落，想起八爺（袁和平），趕緊找他回來簽約，要

他轉型拍時裝動作片。但我們一個功夫明星也沒有，怎樣拍？八爺說他在紐約認識一個

「好打得」的人（甄子丹），我們未曾見面，只看照片，就和他簽了片約。一來我們缺

人，二來相信八爺的判斷，甄子丹便從紐約飛過來。我們找其他明星襯托他，包括張學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望夫成龍》（1 990）台前幕後：（左起）

陳學人（行政及製作總監）、關佩琳、胡楓、

關秀媚、梁家樹（導演）、劉鎮偉（監製）、

吳君如、周星馳。 

友、王敏德和鄭裕玲。第一部是《特警屠龍》，他還帶上一個黑人，  M M A（自由搏擊

賽）冠軍〔美國動作演員史提芬百威（S tephan Berwick）〕，非常健碩，二百多磅的，跟他對打。

當時 Willie（陳自強）擁有全港最紅的女明星、張學友、成龍等，你要這些演員便一

定要跟 Wil l i e打好關係。我一到任就跟他打好關係，每年跟他協商，像 Dodo（鄭裕玲）

簽三部、張曼玉三部、鍾楚紅及張學友各兩部等等，多簽幾部才會便宜，就算不拍也能

賣給別人，賣給衛星公司。我的班底和製片是最好的，助理製片就有四個，四個都有經

驗，要開多少戲都不擔心，但沒有演員就甚麼都不用談。做電影沒有當紅演員，賣不到

埠，甚麼都是枉然，有導演都沒用。

發行 發行網是最重要和最賺錢的，猶如你做了一個麵包，沒有門市，怎賣出去？有

時為了迎合外埠喜好，電影公司會拍某類型的電影。我們的情況不算嚴重，其他大公司

卻因為賣埠數量比我們多，銀碼比我們大，如果不遷就，回報就會變少。相反，我們的

製作不多，賣埠價錢亦比他們低，沒有理由這樣遷就，所以德寶電影的題材和類型多元

化，例如有《癲佬正傳》（1986 ）、《富貴逼人》、《秋天的童話》等。

如果我從頭開始做電影，一定不會只做製作，還要做買賣。做製作的人不懂得做買

賣，但做mar keting（市場推廣）可認識全世界的片商和院線老闆。如果入行即做 marketing、

發行，便可以管理做製作的人，要拍攝甚麼由你決定。

談老闆潘廸生

潘先生從不干預別人做事，很信任我們。他是個專業、會管理資金、具市場觸覺的

老闆，有時會提議我們拍哪類型的電影，計劃定下來後，便由我們全盤執行。他非常信

任我，只是若計劃突然有所改動，我都會交他過目，包括故事大綱、演員，其他細節他

都不理，但會看試片。他是我入行三十幾年來，合作得最開心、最舒服的老闆之一。德

寶每年花費高達一億，但於他仍是個小數目，不須花那麼多時間管理。  

Dickson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加入後不久，他買了S.T .Dupont打火機，整間法國公司

買下來，英國百貨公司H arvey  Nichols他也買了。其實潘先生的目標九成是用電影和明

星來宣傳他的名牌產品如手錶等，因此在片頭和片尾一定會出現G uy  Laroche的廣告，當年

只有德寶會這樣做。  

Dickson很少出席電影相關的活動，起初他會親身出席記者會，1987 年退出董事局

後，都交了給梁衛民。D ickson退出後，就由梁衛民主事，他雖然是大律師，但很快已了

解電影運作，是位眼光獨到的上司。我很感謝潘先生與梁先生當年對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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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在香港電影界的位置

在那個時期，不知怎的聚集了一群電影人，加入了德寶公司，大家都很努力去拍

好電影給觀眾欣賞。那時候電影公司很多，各有各的方針和班底，有時甚至會跨公司合

作，德寶有些導演就曾於新藝城和嘉禾工作，所以我認為是大家一起為香港電影事業努

力和貢獻。

我不會說德寶有甚麼特別貢獻，沒有嘉禾、新藝城和銀都，就沒有良性競爭，好像

現在的香港，缺少良性競爭。以前我們的良性競爭對香港電影有很大貢獻，並非只是德

寶有貢獻，我認為這樣形容比較公平。

我離開的時候，德寶最大的問題是向邵氏租用的院線到期，而同時香港電影業也正

在走下坡。潘先生說不想繼續，我便自己開公司，因為我已經認識海外發行商，就是當

年我有參與建立的發行網。

倡議成立製片人協會

八十年代電影界的工作人員漲價，平均每兩年一次，包括燈光、機工、電工、服

裝、化妝、場務、道具和日薪工作人員，因為市道旺、人手缺，他們開出條件，說加多

少就多少。我覺得這做法不好，我們沒有決定權，而且製片和助製都沒有加薪。他們有

協會，我們沒有；他們常常加薪，越加越高，遠超通脹，老闆常常罵我們，我們便成了

磨心。還有，如果電影已經開拍，不能加薪，準備開拍的才可以加，例如我預算了日薪

是 150元，有人突然要求加薪，我如何向老闆交代？

當時有很多這樣的情況。有一天，我碰見崔寶珠，她也在煩惱同樣的事，我們一拍

即合，共同倡議成立協會，找來邵氏的溫柏南和金牌製片張權一起商討。製片會只處理

各工種加價的問題，不是很正式的（工會）。我們代表老闆去洽商，務求統一價錢，防

止爭拗，製片人協會就是這樣成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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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振
將港產片推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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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陳樹貞（ 2003 年 12 月 2 日）； 

黃夏柏、郭靜寧、張寶晶、周荔嬈、劉澤深 

（ 2020 年 2 月 12 日）

整理：張寶晶、趙步詩

張家振自小沉迷電影世界，在紐約大學攻讀電影製作後回港，先後加入嘉

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麗的電視、麥當雄製作有限公司等機構。1986 

至 87年間出任德寶電影公司海外發行部經理，為德寶開拓海外新市場，使

李國豪和楊紫瓊揚名中外影壇。他與吳宇森相知相惜，協助吳導進軍荷里

活，蜚聲國際；二人屢次攜手成立製作公司，又一起北上內地發展，聯合

製作《赤壁》（200 8）和《赤壁：決戰天下》（2 009）。打從入行開始，

張家振當過製片、剪接、編劇、美術以至導演，漸漸走上成為監製和出品

人的路，深諳成就電影夢之道。



自小已是影迷

我於 1949年在香港出生，有一弟一妹，父母都是浙江人，戰後在上海工作、邂逅、

結婚，然後移居香港。小時候，我家位處港島，父母經常帶我們到中環的皇后、娛樂，

以及西營盤的太平、金陵和真光（戲院）看電影，看的多是西片和國語片。我第一部看

的國語片是《情場如戰場》（ 1957），當時看不明白，只覺得戲中那間別墅很大、很漂

亮，而第一部看的西片則是《雪山盟》（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1952）。另外，傭人也

會帶我看很多粵語片，我就坐在她膝上看。

我在聖保羅書院唸到中五後，便轉到銅鑼灣的新法書院唸中六。那時常常逃課，跑去

皇都、東方、東城看十二點半放映的早場。我還有本diar y（日誌），自己寫影評呢。

毅然轉修電影 

1968年 9月，我離港到美國俄勒岡大學修讀建築，住在小城 Eugene（尤金）。雖然

我修讀的是建築，但也會接觸到很多跟電影相關的知識，譬如如何運用空間、燈光等，

而我當時最喜歡的導演 Fritz  Lang（費立茲朗）和N icholas  Ray（尼古拉斯雷）都是建築師

出身的。俄勒岡大學那時沒有電影系，但有位英文系老師很喜歡電影，開了一門「F ilm  

as  Literature」（電影作為文學）的課，每學季選映幾名導演的作品，又會邀請影人在課

堂分享，我從前在香港都沒有機會接觸這些電影和知識。有一次，尚盧高達（J ean-Luc 

Godard）來演講，還帶了《T out  va  bien》（《一切安好》，1 972）來放映。他的演講很

動聽，深深吸引著我，更使我萌生去讀電影的念頭。其實，我在那裡唸建築，總覺得綁

手綁腳，譬如你設計的建築物若高於三層，便會被批評為不切實際，因此我一直很不開

心，常常盼望到NYU （紐約大學）修讀電影，離開那裡。然而，我家是很保守的，父母

認為只有不正當的人才會投身電影業，所以對我來說，修讀電影是遙不可及的事。 

1972年，我父母和妹妹於旭龢大廈倒塌意外中不幸過身。我感悟到應該想做甚麼便

去做，不要做自己不喜歡的事。 1974年，我便立下決心，到NYU 修讀filmmaking （電影製

作）。

第一堂課，老師便給我們一部非常簡陋的攝影機，要求每位同學在半學年內拍攝五

部片。當時，我對電影一竅不通，還不懂電影語言是甚麼，拍回來，剪接好，老師和同

學就會一起批評，令我獲益良多。因為只有做錯後，方知怎樣做才對。

七十年代中的紐約很富裕，匯聚全世界最好的表演藝術，讓我可盡情吸收。那時，

學生看電影和表演都有優惠，因此我在編排上課時間表時，會故意空出星期五來看電

影、話劇、歌劇、芭蕾舞、展覽等。初初只覺得有趣，後來卻發現這些體驗很有用，尤

其我日後當上監製後，要接觸及參與各部門的工作，有時跟美術同事溝通，談起要參考

哪位畫家的作品、燈光如何佈置、用哪種色調等等，我也能提出意見。

我拿的是學生簽證，畢業後最多只可逗留一年，但在紐約很難入行，於是每天只管看

電影和表演，虛度了一整年。但這也不是辦法，始終要腳踏實地工作，便準備回港見工。

初踏影圈

我到嘉禾見工時，起初見的是負責西片的 Andre  Morgan（麥安禮），但我想做的是

中文片，於是轉去見薛志雄。我在早上八時多到達薛志雄的辦公室，一直坐至下午五時，

他仍不見我。我問他何時有空見我，他叫我明天再來。明知他在耍我，但第二天我仍等

至他下班，最終他還是給了我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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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9月，我正式開始在嘉禾上班，一個月的薪金 1,200元，僅夠我在尖沙咀租房

和搭車，直至1979 年我離開時，也只加到1 ,500 元。初來甫到，人生路不熟，那裡的人

都是從基本崗位做起，不懂英語，只懂上海話，而我不懂上海話又「讀番書」（海外留

學）出身，自然跟他們合不來。那時，卻有一個人對我很好，就是何冠昌〔嘉禾創辦人之

一，主管製片業務〕，他經常找我聊天。有一次，他找我重剪《黃面老虎》（  1  9  7  4），將  

Chuck  Norris（查克羅禮士）變成主角，王道和張艾嘉變成配角，並找人重寫對白及配上

英語，改片名為《S laughter  in  San  Francisco》，再拿出去賣。當時羅禮士很紅，結果賣得

很好。

後來，我擔任《神偷妙探手多多》（ 1979）的助理製片，跟梁普智、吳耀漢和繆騫

人都很談得來。我拼了命去幹，開鏡後連續 28日沒停過，甚至投入到沒回家睡覺。

另一個對我很好的人就是  Jo h n（吳宇森），他經常帶我去遊玩，吃日本料理和上

夜總會。完成《神》片後，我本來跟他做一部類似「烏龍占士邦」的戲，但因在選角上

與嘉禾談不攏，J ohn不幹了，那部戲也開不成。後來，因我認識繆騫人，林秀峰想開戲

給她，於是請我當製片。當時我問薛志雄可否停薪留職，讓我做這項工作，他起初答應

的，之後卻反口，一怒之下，我便辭職了，而那部戲最終也沒開成。

那時，我認識了黃森，他正在替長城（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拍攝一部紀錄片，

有關各省武術運動員參加文革後首辦的全國運動會，找了我去幫忙，但結果又做不成。

之後，大約 1979年，麥當雄找黃森做麗的（麗的電視）副總監，我也跟著去做副總監助

理，負責管理所有製作行政。麗的是弱台，做出來的節目水準再高，收視仍不理想，令

我做得很不開心，脾氣也很暴躁。阿麥（麥當雄）跟我很投契，大家有相同想法，而他

一直很想投身電影界。 1981年，我們更結伴到康城，一邊拼命看電影，一邊觀摩影展，

吸收新知識。

我和阿麥在康城看了不少電影，其中一部是 ninja（忍者）戲，很垃圾。阿麥覺得若

由我們來拍，一定好得多，於是回港後，我們便離開麗的。阿麥更隨即找來梁李少霞、

張耀榮、黎大煒、韓義生、馬再文等，於 1981年組成J ohnny  Mak  Production  Limited（麥

當雄製作有限公司），第一部拍的電影就是《靚妹仔》（ 1 9 8 2），而我是該片的策劃。

同年完成《神探光頭妹》（ 1982）後，我和麥當雄再到康城影展，自己擺攤位，大膽到

只賣一部電影，就是《神》片。雖然我們連開價也不懂，但也賣到美國、歐洲、南美等

地。可能因為當時流行忍者題材，而且阿麥搞綽頭也相當高明吧。 1984年，各合夥人開

始出現糾紛，公司便逐漸解體了。 

1 9 8 5年，黃森找我加入邵氏（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簽約做導演，但

沒做出甚麼成績，我便離開了。後來，黃森的朋友投資一百萬元給他開戲，找我做導

演，拍了《逃出珊瑚海》（1986 ）。當時很慘，沒有劇本，沒有道具，沒有c rew（工作

人員），沒有演員，甚麼都沒有，結果我要兼任《逃》片的編劇和美術，演員和c   r e  w

更要自己四出找回來，是一次相當痛苦的經驗。我也有給蔡繼光執導的《青春怒潮》

（ 1986）寫劇本，《逃》片的女主角陳奕詩就是他介紹給我的。

加入德寶開拓海外發行市場 

1986年 10月，麗的舊同事 Linda（谷薇麗）邀請我加入德寶。她知道我曾跟麥當雄

到康城賣片，而德寶原先的海外發行部經理陳國新離職，便找我接替。當時，德寶剛把

《皇家戰士》（1986 ）交了給德國公司 Atlas（ Atlas International Film GmbH）代理，所以

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跟 Linda到 MIFED（米蘭電影市場展），看看 Atlas賣得怎樣。我後

來翻查資料，發現 Atlas把新藝城（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的《英雄本色》（1986 ）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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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片一起賣，賣得相當差。至於《皇》片的發行成績我不太記得，但我認為那是楊紫

瓊在德寶拍的電影中，打得最燦爛的一部。

在德寶期間，由我發行海外的電影主要是《皇家師姐》（1985 ）、《龍在江湖》

（ 1986）、《中華戰士》（ 1987）、《通天大盜》（ 1987）以及《秋天的童話》（ 1987）。

當時，德寶已發展了一些海外傳統市場，例如星馬、台灣、美加及澳洲。星馬交了給國

泰機構，台灣由龍祥（龍祥影業有限公司）負責，美加則是馮秉仲的萬象（萬象娛樂有

限公司）打理，簽下長期合約。期滿時，我會跟這些公司續簽一至兩年，條件都已固定，

而大家的關係也很好。

我也會到各地的戲院巡視，看看宣傳做得如何。星馬及台灣的戲院各有十多間，相

距不遠，每間我都會去；美加的戲院多集中在紐約、三藩市、洛杉磯、溫哥華、多倫多

及卡加利的唐人街，大概七至八間，我也會逐一去；但澳洲那五間戲院相距甚遠，我只

去過悉尼那間。巡視時，我會拍照及記錄各戲院的情況，然後整理成報告，交給潘生（潘

廸生）和其他老闆看。

另外，德寶早期曾與日本的東映合作，真田廣之是《皇家戰士》的主角之一，他那

時在日本知名度很高，影片便由東映發行。可是，因上映時用了 double  feature（一票看

兩片）的形式，跟著另一套日本片一起上，結果票房不太好。反而我將《秋天的童話》

（ 1987）以較低的 MG（ minimum guarantee，即最低門檻金額）試賣給 Pony Canyon Inc.（株

式會社波麗佳音）時，成績卻不俗。可能因為《英雄本色》令周潤發在日韓薄具名氣吧，

所以《秋》片雖不是動作片，但在日本也非常受歡迎。張婉婷和羅啟銳更獲 Pony  Canyon

賞識，後來投資他們拍片呢〔指《宋家皇朝》（1997 ）〕。

在我加入德寶時，潘廸生剛簽了李小龍的兒子李國豪，雖然他拍的是中文片，但多

少也有點知名度，而潘生的女友楊紫瓊則是武打女星，也相當具潛力，因此他希望我能

藉著推銷二人所主演的電影，打開其他非傳統海外市場。

潘生在很多事情上都親力親為，會問我有沒有把握賣片、要不要找代理公司幫忙

等。我都說不用，然後便大著膽子去做。可是，當中有不少難題要解決，例如李國豪有

很多 baggage（包袱），不喜歡人家說他是李小龍的兒子，也不喜歡動作功夫片。他的合

約寫明，宣傳時不可用他爸爸的相或名字作賣點。於是，在製作《龍在江湖》的海外宣

傳品時，我只好找人畫個李小龍的樣子，放在李國豪背後，這樣我不用明言他是李小龍

的兒子，別人也一看便知。結果，出來的成效不錯，很多買家都對這部戲感興趣。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戰士》（1 987）的年代及背景對外國買家來說

不太吸引，宣傳時便以動作為主，加強氣勢。

張家振（左）為楊紫瓊（右）在荷里活發展穿針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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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豪主演的《龍在江湖》

（1986）海外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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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楊紫瓊則不太為海外觀眾熟悉，她主演的《中華戰士》的年代及背景對買家來

說也不太吸引，但所謂推銷，其實最重要是  believe  in（相信）自己賣的那個pr oduct（產

品）。譬如那部戲未必十全十美，但只要找出一些你喜歡的angles （角度），再推銷給

別人就可以了。因此，在剪輯《中》片的海外預告時，我便以動作為主，配上強勁的音

樂，加強氣勢，令觀眾覺得她打得很厲害。

由於海外觀眾與本地觀眾的口味差異頗大，語言又以英文為主，因此德寶的海外宣

傳品，例如海報、預告片等，都會重新設計，以符合市場需要，並主要由我提供概念，

再另外找人製作，不用經公司的宣傳部，但事前要給潘廸生過目。

很多時，賣埠的電影都會稍作刪剪，以迎合當地觀眾的口味，例如不少動作片都會

加插一些搞笑情節，海外買家未必明白，只覺得很古怪，風格不統一，因此有時會要求

刪剪，這由他們自行處理。當時歐洲亦流行為外語電影配音，例如電影在法國上映便要

配上法文，這些都由買家自行安排。惟獨是英文版，若那是公司比較重視的電影，會由

我們親自處理，譬如我和于仁泰曾特地前往倫敦，安排《龍在江湖》的英文版配音。

我們亦會根據與買家簽訂的合約，安排演員到當地出席宣傳活動，與觀眾見面，其

中武打片在傳統市場很受歡迎，是必定會這樣做的。台灣由 Linda負責，我就負責星馬，

曾帶李國豪、楊紫瓊、王敏德等過去宣傳。

此外，錄影帶也開始流行，我便曾開拓這方面的海外市場。錄影帶市場不像電視般

會受到不同國家的自我保護政策監管，因此那些不能在外國戲院上畫或較暴力的電影，

也得以在海外流通；而能夠在海外戲院放映的電影，也會在上映後推出錄影帶。這個市

場相當大，幾乎遍及全世界，遠至中東、南非，而出價最高的買家主要是法國、德國和

英國。以動作片來說，南美洲的銷情也不錯。

正式到影展賣片

1987年 5月，我與助理經理陳麗芳一起到康城影展賣片，成績不俗。同年 10月，我

獨自到米蘭 MIFED設攤位，又要做contract （合約），又要談生意，又要推銷，忙碌得要



請路過的香港人幫忙看顧一下，才有空上廁所呢。回港後，潘廸生問我賣得如何，我回

答：「也有差不多八十萬。」他問：「港幣？」我說：「不，是美金。」聽後，他很滿

意地說：「那就好，你以後不用跟我報告了。」

其實，康城影展與MIFED 是截然不同的場合。前者星光熠熠，衣香鬢影，還要行紅

地毯，辦派對，要花錢做很多門面功夫，好glamour ous（華麗）；後者則純粹是交易市

場，會場有點像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設有放映間，讓你看片、談生意，比較efficient （有

效率）得多。做生意來說，我比較喜歡MIFED 。

雖然我在德寶不足兩年，但工作得挺開心的，不但做了點成績，而且同事之間相處

很融洽。在拓展電影海外發行市場方面，嘉禾無疑是當時較 established（上軌道）的香港

公司，本身已邀請不少海外明星拍攝西片，並有較完善的發行網。德寶在這方面雖是後

起之秀，但也相當具前瞻性。後來，公司出現人事變動，此時徐克和施南生找我加入電

影工作室，我便離開了德寶。 

1987年底，我上任電影工作室的總經理，除了負責製作外，還兼做宣傳、發行等，

基本上就是營運整間公司。當時，我已在麥當雄和德寶累積了相當經驗，也建立了很多

屬於自己的人際網絡，懂得怎樣才會做得好。

以前為德寶在海外賣片，有些買家認為一定要有功夫元素，最好還要有白皮膚及

外國血統的演員，例如羅芙洛、李國豪等，否則興趣不大，出價也沒那麼高。當時我很

不服氣，認為香港片不只這樣。因此，來到工作室做海外發行，我不再找這些買家。在

各地影展賣片時，我邀請影評人來看試映，影評刊登出來後，我便馬上影印給買家看：

「你們不買就吃虧了。」這方法相當奏效，《喋血雙雄》（ 1989）就這樣賣出好成績。

由於電影工作室集合了不少香港的好導演，例如徐克、吳宇森、胡金銓等，我便嘗試在

海外市場「推導演」，為導演打響名堂，令他們的戲有種自然的吸引力。至於日韓市場

都不是在影展找回來的，要另外洽談，來到電影工作室後，我也開始較著重這個市場，

甚至曾到東京「拜碼頭」，逐間公司拜訪呢。

與吳宇森勇闖荷里活

我跟  Jo h n在嘉禾時已很熟稔。在我加入電影工作室時，他的《英雄本色  I I》

（ 1987）剛好上畫，成績不及前一部那麼好，加上他有很多東西不肯剪掉，又因要趕著

排期上畫，不能慢慢地逐格修改，徐克等人對他有點意見，雙方弄得不太開心，而我夾

在中間，亦感左右為難。

之後， John便自立門戶，成立製作公司，攝製《喋血街頭》（ 1990）。他希望找金

公主（金公主電影製作有限公司）投資，但因演員陣容不夠強勁而遭拒絕。我認識金公

主的老闆雷覺坤、伍兆燦和馮秉仲，便義務替J ohn在三個地方賣片花，再幫他說服金公

主，令他成功開戲。

那時，L i n d a找我一起成立公司，我便順勢與J o h n及 L i n d a合組新里程電影有限公

司。新里程一共製作過四部電影，分別是《縱橫四海》（  1 9 9 1）、《我愛扭紋柴》

（ 1992）、《辣手神探》（19 92）及《浪漫風暴》（19 96）。在法國拍攝《縱》片期

間，我收到Fo x（二十世紀霍士公司）的邀請，他們看過《英雄本色》後，非常欣賞  

John，希望透過我找他拍片。於是，我慫恿J ohn從法國回港前先到L.A. （洛杉磯）兩天，

跟對方會面。怎料J ohn在會面時，竟一口拒絕邀請。原來對方的英語說得太快，他聽不

懂，因此我特地在香港找了個老師替他補習英文。

半年後，我們再到美國，經中介見了多間電影公司的代表，其中一間是U niversal 

Studios（環球影業），對方表示如有合適的企劃，會考慮用J ohn，我們不以為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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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紫瓊（左三）於 2013 年榮獲第七屆亞洲電

影大獎「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羅啟銳與張

婉婷（左一、二）及（右起）張家振、禤嘉珍、

谷薇麗、岑建勳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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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後繼續拍攝《辣手神探》。 John知道美國市場對他感興趣，因此希望《辣》片的手法

能夠比較西化，所以劇本改為臥底故事。胡大為給《辣》片剪了一段很精彩的預告片，

在米蘭MIFED 放映時，引來一時哄動，亦令更多美國片商留意 J ohn。最後，U niversal  

Studios的 Jim  Jacks（占傑克斯）邀請J ohn拍攝《終極鏢靶》（H ard Target,  1993），成為他

第一部進軍荷里活的電影。自此，我也留在美國定居，與J ohn合作發展。 

1994年，我與J ohn及美國的中介合夥人，合組荷里活製作公司W CG  Entertainment，

製作了Fo x的《斷箭行動》（Bro ken Arrow,  1996）、P aramount（派拉蒙影業）的《奪面雙

雄》（F ace/Off,  1997）等。不少人認為《奪》片是J ohn拍得最好的美國片，當時所有影評

都極力稱讚，P aramount更將一些主要的影評收集起來，訂裝成一冊書送給我們呢。

後來，由於與美國的中介合夥人談不來，  John決定另行成立新公司，改名為  Lion  

Rock  Productions  Limited（獅子山製作有限公司），因為Lion （獅子）威猛，R ock（岩

石）夠穩陣，又有獅子山的意思，正好提醒我們自己是從哪裡來。公司主要製作荷里活

電影，例如MGM （美高梅公司）的《烈血追風》（W indtalkers,  2002）和《刀槍不入一僧

侶》（ Bulletproof Monk, 2003）、派拉蒙的《致命報酬》（ Paycheck, 2003）等。其中《刀》

片的故事是我看了漫畫版後發展出來的，希望以此為發仔（周潤發）度身寫一部戲。期

間，我也曾以朋友身份為發仔及M ichelle（楊紫瓊）當經理人，助他倆在荷里活發展，例

如 Michelle在《新鐵金剛之明日帝國》（T omorrow  Never  Dies,  1997）演出就是我為她穿針

引線的，而戲裡角色更是特別為她而寫的。

直至2004 年，J ohn在美國最後拍的兩部戲，票房不是很好，他希望嘗試到內地拍

片。起初的確無從入手，幸得我在美國認識的一位北京朋友幫忙引路，才拍成《赤壁》

及《赤壁：決戰天下》，成績非常好，使 John決定繼續留在內地發展，而我也跟隨他留下

來工作。可是，目前在內地上映及攝製的影片都歸中宣部（中共中央宣傳部）規管，要

經過重重審批，令華語片市場越來越難做。

近年，我也會為一些新導演擔任監製，幫助他們尋找演員、資金等，給予製作上的

支援。電影行業的各種崗位，我幾乎通通做遍，但我認為自己還是最適合做監製。也許

因為我入行時遇過很多阻滯，尤其是當導演的時候，常常要靠自己去摸索，因此我更希

望當一名好監製，協助更多導演，成就他們的電影夢。



梁鼐銘
運作院線靈活變通

 

訪問：黃夏柏、周荔嬈、張寶晶、郭靜寧 

（ 2020 年 2 月 12 日）

整理：張寶晶、黃夏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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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鼐銘自小隨管理利舞臺的父親進出戲院，大學畢業後投身娛樂事業。

1985 年，德寶組成院線大展拳腳。時年 29、從未營運戲院的梁鼐銘挑起

大樑，主責德寶電影發行公司事務，管理院線及投資獨立製片公司拍片，

充實片源。新手上路，勝在幹練敢試，一方面革新院線管理，又樂與前輩

並肩，令院線順利走上軌道。過程中崎嶇起伏，須採取靈活的策略，穩定

院線成員，為影片安排適切檔期，並謹慎投資外間拍片，免虧蝕收場。與

德寶院線同行六載，新手變老手，他深諳營運院線及海內外影片發行知

識，爾後更將寶貴經驗投入電視頻道工作。無論是溫馨的、男女大不同的

《最愛》（ 1986）觀眾反應，還是與三山五嶽人士過招的風雨欲來，實幹

而又懂得變通，才能圓滿事成。



早與戲院結緣

我在香港出生和成長，父親梁善勳在利舞臺先後出任司理和經理，母親經營院內的

「糖果舖」，我自小便在戲院跑出跑入，很熟悉那裡的環境，亦跟戲院的人員很熟絡。

這背景對我日後從事與娛樂相關的事業，影響甚深。 

1 9 7 8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畢業後，在佳藝電視的市場部兼

職，幾個月後，電視台便倒閉了。剛巧 T 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姊妹機構華星娛樂

有限公司為 TVB租用了大專會堂（現稱浸會大學會堂），我獲聘為Booking   Coordinator

（租務統籌），處理租賃會堂事務，最成功的一次是邀得雛鳳鳴劇團在那裡演出。之

後，我調回華星本部，安排利舞臺的表演節目，也曾參與籌辦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甄

選，亦會帶歌星出埠登台。

華星也發行過外語片到戲院公映，我曾主責這工作。猶記得第一次經我手發行

的，是排映於安樂影片公司院線的日本動畫片《千年女王》（1 9 8 2 ， 1 9 8 3年 8月在港公

映），我亦從此踏足電影業。

那時，邵氏（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因電影產量不足，希望  T  V B也兼拍電

影，於是從華星抽調了部分同事過去翡翠電影製作有限公司。我因此第一次接觸電影製

作，當上《青春差館》（1985 ）的製片。

加入潘廸生的年輕班底 

1985年，德寶成功租得邵氏的四間龍頭戲院（翡翠、文華、黃金、寶聲），自行組

織院線，並物色管理人員。當時我獲華星的舊同事介紹去見潘廸生，那天，我們談了兩

個多小時。潘生跟我說，他很喜歡電影，認為可以多拍一些非「屎尿屁」（粗俗）式的

電影，即是較高層次、針對中產的戲，並涵蓋動作片、愛情片等。

就院線的發展，我提出了一些想法，例如改組戲院的管理架構，將票務、財政等，

與戲院院務分開，由不同的司理專責，以達到分權管理的效果，令公司更清晰地掌握所

有收入，這有別於邵氏以往的做法，只由一名司理全權負責。潘生接納了我的意見，然

後成立德寶電影發行有限公司，管理戲院及發行影片到院線公映。

由於沒有邵氏製作的電影作後盾，一年所需的三十多部片該從何而來？德寶一年

要拍多少部片？有哪些製片商可接洽找片源？我們談了很久，初步以西片、台灣片等入

手，起碼有了方向。

那時候，我只得 29歲，與潘生的年紀相若，大家談得很投契。他在眾多具潛質的人

選中，選了我這個最沒有經驗的，而待遇是我在華星的三倍。或許他覺得我沒有經驗，

不會受太多成見束縛，加上他也想找年輕的班底執行新概念。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左起）梁鼐銘、陳學人、梁衛民、冼杞然

攝於公司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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砵蘭街文華掃出械鬥利器 

1 9 8 5年 1 1月 3 0日，德寶院線正式成立，事前我們只有約一個月時間準備。與邵氏

簽約時，德寶答應接收原先的所有員工，所以把他們遣散後再重新聘用。我們跟員工面

試，了解他們的去留意向，並把新架構介紹予當時的司理及副司理，他們都是戲院業界

的前輩，大家都合得來，過渡也很順利。

從邵氏租回來的龍頭戲院，租金數以千萬計，約是當時華星租利舞臺的六至七倍。

四間戲院我們略為粉飾，替換了一些爛椅子、整理一下大堂、轉用新的戲票和員工制

服，便正式開業了，而發行公司的辦公室就設於寶聲戲院內。

四間戲院雖然租金昂貴，但因位處旺區，地點優越，的確物有所值。當中尤以翡翠

和文華的夜場最旺，看戲的人潮絡繹不絕，生意很好。我們長年開晨早場、工餘場、午

夜場，其他戲院很少會這樣做，不要小覷這些場次，也增添了不少收入的。因此發行公

司一直都賺錢，能夠完成潘生給我們的任務。

四大龍頭戲院中，印象最深的是位處砵蘭街的文華。那兒匯聚了「三山五嶽」人

馬，曾有同事在戲院內掃出一大堆伸縮刀、牛肉刀等。原來有人拿著「架生」（武器）

被警察追捕，於是立即買戲票進來，丟掉「架生」才走。當年部分戲院品流複雜，真佩

服文華的夜班同事。至於潘生則最喜歡到翡翠看戲，那裡的司理會非常熟練地招呼他。

新大華、大華各走不同路線 

1 9 8 6年 8月，德寶再租了新大華及比鄰的大華戲院。其實，我們的目標只是新大

華，但那邊說不行，一定要租兩間。我們的決心很大，於是一併租下，然後四出找電影

界朋友為大華另行排片。當時獲黎幸麟承辦，他的策略是放映一些非主流但有一定賣座

力的戲，在妹妹黎姑娘（黎筱娉）支持下，以包底分帳的方式替我們經營大華［由黎幸麟

的通用影藝有限公司排映日本片〕，做得非常成功。

很多業界前輩起初並不看好我們經營新大華，因為文華在旺角，新大華則位處佐

敦，同映德寶片，就會「自己打自己」，但為了增強院線的實力，我們寧願去「搏」，

多拿一間好戲院。我們很幸運，結果兩間戲院都賺錢。

《最愛》（ 1986）上映時，最好生意的就是新大華。而《最愛》觀眾的反應也令我

印象深刻，例如下午二時半開場，大約三時左右，就會有一堆男人出來大堂吸煙，即是

情侶來看戲，但男的坐不下去，要出來吸煙抖氣。每場都會有同樣情況，而完場後，那

些女的都看到哭著出來。這樣，我便知道這是女人戲來的，只有女人才看得懂。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將《富貴逼人》（1 987）換入賀

歲檔期 — 讓德寶引以自豪的變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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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愛》（1986）的觀眾反應可知這是女人戲 《聖誕奇遇結良緣》（1 985）映至後期，只有龍

頭戲院仍然旺場，便讓「艇仔」戲院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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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艇仔」戲院「脫線」止蝕 

營運院線，除了龍頭戲院外，還要在不同地區物色「艇仔」或「龍尾」戲院（規模

小的戲院）加入院線，通常都是每年簽約和商議條件，當中既有集團經營的，也有獨立

營運的。

德寶院線的龍頭戲院很強，佔整體收入差不多一半，完全不會輸給金公主和嘉樂，

但其他「艇仔」的成績相對較弱，因為好的戲院大多已跟其他院線簽訂合約。我們只好

變陣，例如與西片院線聯映，以及讓「艇仔」戲院靈活「脫線」。

所有戲院加入院線後，就要「跟上跟落」，不可以另找其他電影上映。然而，德

寶決定實行其他院線都不會做的「脫線」，即是當龍頭戲院上映的電影生意仍相當好，

但「艇仔」戲院很慘淡時，就可以選擇脫一星期線，另外找片上映頂替那星期，維持生

意，不用淨蝕。不少「艇仔」戲院喜歡這種靈活性，願意持續與我們簽約。譬如《聖誕

奇遇結良緣》（ 1985）上映至後期時，龍頭戲院生意仍很好，其他則差得遠了，我們不

想就此落畫，便讓其他戲院脫線，主線多做一周。

排片隨機應變

《中華戰士》（ 1987）原屬賀歲片，最後延遲上映，改由《富貴逼人》（ 1987）

替代。那次排片變陣十分成功，我們一直引以自豪。當時，我與宣傳部舒琪等人都覺得

《富》片會賣座，「搏得過」（值得一試），而且成本只是三百多萬元，一推出去穩

賺。潘生起初反對，因《中》片由他當時的未婚妻楊紫瓊當女主角，堅持要上賀歲檔

期。我們不斷游說他，他願意先看另一院線在賀歲檔放映的《海市蜃樓》（ 1987）後再

決定。一看之下，發覺兩部片的故事背景、動作設計、佈景等都有點類似，不值得以高

成本的戲硬碰，潘生最終首肯，讓我們以《富》片打了漂亮的一仗。

又例如《戀愛季節》（ 1986）在午夜場測試水溫時，大致上已猜到票房不行。於是

變陣，重新構思宣傳，延至兩個月後才推出。另外，當對家上映的片太強勁，我們便不

宜硬碰，並曾推出德寶電影巡禮，交替翻映一些德寶以往的製作來避一避；不過，這亦

與長期片源不足有關。總之，德寶比較靈活，甚麼也夠膽做，跟傳統大院線不同。

資助獨立公司拍片

在德寶院線放映的電影，除了自家製作，亦要向外尋找片源。我們曾經與黃玉郎、

曾志偉的好朋友影業有限公司合作，合作的方式是雙方共同出資，各佔百分之五十，一



起營運院線，但並不牽涉股權。對方承諾每年會排映十多部片，與德寶一年的產量相

若。當時，我便主責與兩間公司的監製商議檔期，但要適當調配有限的好檔期是相當煩

惱的事。最終，雙方只合作了一年。

基本上，獨立公司製作而在德寶院線排映的電影，都由我們發行，但過程其實很

艱難。大製作、有賣座影星的片早被其他院線搶去，實在好片難求，只是偶有一些具話

題性的電影，例如《秦俑》（ 1990）。當時監製朱牧知道若把《秦俑》拿到其他院線上

映，可能只會隨便給一星期的檔期，但拿到德寶線，則有較多空間商討如何做得更好。

程小東導演的戲，水準應該有保證，我們便決定將這部片排在好的檔期上映，同時策劃

大量宣傳。

為穩定片源，我們也會透過發行公司分期借錢資助獨立公司拍片，跟浚昇（浚昇

影業公司）、陳氏（陳氏影業公司）、湯臣（湯臣（香港）電影有限公司）等合作較緊

密。我們會先聽聽那間公司的匯報，通常有三頁紙，主要看製作計劃、故事大綱，還有

演員和導演人選，若計劃值得投資，便會批出資金，待拍好片後歸還，並發行公映。每

年大概會以這樣的合作方式批出幾部，《愛人同志》（ 1989）是其中一例。除了有公司

主動找我們，我們也會打聽哪些電影已在籌備，嘗試接洽。

這種做法雖能減輕德寶的製作負擔，但較難控制電影的質素。德寶的財力不成問

題，但外面的公司則有不同的財政考量，或會削減開支，節省成本，難以有質素保證。

這樣的話，不但攝製公司賺不到錢，我們也賺不到錢，只可收回借款。有時甚至會爛

尾，即是拿了錢但拍不成，我們就只能不斷追那間公司還錢。

德寶院線標榜斯文，形象較為高級，對發行的影片，潘生也不會有太大意見，只

要不太過份色情或暴力。然而，這類片大多較為賣座，而且在市場找片時，很多片商手

上不止一部片，有一部你很想要的，但同時又要勉強一併買下另一部不太合口味的。因

此，我們只是盡力去找，但也要妥協。

戲院、院線及海外發行集權一身 

1 9 8 7年，岑建勳離開德寶後，負責海外發行的張家振也接著離開。潘生著我一併

負責海外發行，我說我不懂，但潘生堅持我可以，我便兼做了海外發行的主管。過去，

海外發行部門的歷任經理陳國新和張家振也是直接向岑生匯報的，但當時潘生決定以後

戲院、院線、海外等所有發行一律歸德寶發行公司管理，這是結構上的重大改變。阿冼

（冼杞然）那時剛加入管理層，我與他合作得很緊密。

此後，德寶在發行方面變得更進取，越發著重將電影賣埠：歐洲、中東、南美、東

西非，偏僻如巴基斯坦等，好像很零碎，但「山大斬埋有柴」（積少成多）啊！德寶當

時亦多拍了動作片，例如《黑貓》（ 1991）等，吸引了不少海外片商。在發行部同事的

努力及非傳統海外市場日漸成熟的趨勢下，海外發行更成為每年定期的收益，當中以南

韓賺得最多，動作片尤其好賣，一部已可賣到幾十萬美金。

八爺（袁和平）拍的《特警屠龍》（1 9 8 8 ）動作做得流利，在世界各地的影片市

場都賣得很好。之後，他再為德寶拍的動作片同樣好賣。《特警屠龍》的英文片名是

《 Tiger Cage》，之後幾部即使沒甚麼延續關係的片，仍沿用「T iger Cage」，當作同一系

列，方便賣埠時讓海外片商識別。

德寶各部門主管或代表每一、兩星期便齊集開會，匯報工作，早期由岑生主持，後

來就是阿冼。大家的合作很緊密，這是必須的，尤其發行、排片的統計要每星期計算，

這些數字對未來一星期的部署很重要，例如如何以午夜場的票房數字估算上畫後的成績

呢？製作部必須回應。又例如德寶製作的影片要上映，就要與海外發行部的同事商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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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警屠龍》（1988）在世界各地的影片市場銷情不俗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動作片《黑貓》（1991）吸引海外片商 

灣及星馬泰的檔期可以如何配合。有時候，搜尋片源時發現適合賣埠的影片，但片主未

有足夠網絡，就會交給海外發行部跟進，收佣為片主發行。

我兼管了海外發行後，更會把從海外市場觀察所得與製作部交流，例如哪些戲不好

賣、哪些題材在海外會受歡迎等。發行部和宣傳部合作得最緊密，差不多每天都要通電

話，隔天就要見面，皆因宣傳好與壞關乎電影的生與死，尤其午夜場怎樣宣傳、上畫後

如何跟進等，都非常重要。若是德寶製作的電影，宣傳部要直接向製作部負責；如果是

其他公司的片，片主會特別緊張宣傳，我們必須跟宣傳部仔細溝通，再向片主交代。

我與部分同事的私下關係也不錯，例如跟N orman（陳學人）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他

拍攝《單身貴族》（1989 ）時，順勢拉了我客串，我亦初嘗到幕前演出。

發行部同步「過檔」永高院線

潘生第一次與邵氏談租戲院，我沒有參與，之後就有加入商議。大概在 1990年，翡

翠戲院進行裝修，那期間不計租，之後再租回給我們，全程便由我跟進。當時缺了這間

龍頭戲院，很慘，要經常找西片線戲院幫忙。德寶和邵氏的租約期是三年，即是第一次

租用三年，之後第二個三年續了一次約，前後租了六年。 

1991年末，德寶沒再與邵氏續租戲院，除了價錢上談不攏，也與黑社會涉足影圈有

關。潘生的本業是品牌零售生意，即使他喜歡電影，若電影業務會影響到本業，他便不

會考慮繼續。

在德寶，我真的做得很開心，很感激潘生對我的信任，給我很大的獨立自主權去營

運公司。那時候，即使借四百萬出去（給人拍片），由我決定便可以；找回來的片，我

覺得可以就能夠上映，當然最後票房不好，便要自己負責了。

德寶院線結束後，由黃百鳴及羅傑承合組的永高（永高電影有限公司）接手。由於

德寶發行部很整全，聲譽又不差，加上做生不如做熟，我們整個部門直接「過檔」（過

渡），過程亦十分順利。後來，黃百鳴離開永高，成立了東方院線，我也跟隨加入。

當時香港有多達五條院線，電影業看似發展蓬勃，但我只感到相當難做—  競爭太

激烈了，片量亦實在不夠。片是拍多了，但好片不夠，上映的多是不夠質素的片，變相

損壞港產片在海外市場的聲譽。當外國片商發現簽下的片完全不行，便會慢慢不再買你

的片，我覺得香港電影業遲早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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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發展電視頻道

我在東方院線做了不足一年，大約 1993年，朋友許子皓跟中國內地的電視台成立了

合資公司藝聯（藝聯傳播娛樂有限公司）拍電視劇，於內地的電視台發行。那時我覺得

香港電影的發行很難做，加上許子皓這盤生意的前景似乎不錯，於是便轉去做電視劇發

行。

我大概於1 9 9 8 年離開藝聯，徐小明找我到英皇電影做發行。我接著又跟他轉到陽

光衞視和有線電視工作。我在有線電視主要負責發行公司製作的電視節目，以及到內地

發展自家頻道。那時，有線電視亦有意發展電影業務，成立了驕陽（驕陽電影有限公

司），由徐生做行政總裁，製作了《墨攻》（ 2006）、《跟蹤》（ 2007）等，我則擔任

副總裁，主管發行。

隨著徐生離開有線電視，驕陽的製作也停頓了。 2009年，有線電視亦停止在內地發

展頻道。我轉職至 BBC（英國廣播公司），擔任大中華地區的電視頻道發行總監，一直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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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的新銳開拓與創作路線

登徒 

德寶電影公司由潘廸生、洪金寶和岑建勳

組成，英文的  D象徵從事傳統鐘錶業務的潘廸

生，B則是洪金寶，於 1984年成立，並持續至 

1992年底。八年間，德寶出品了 67部電影，於

八十年代與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和新藝

城影業有限公司鼎足三立。

嘉禾以成龍、洪金寶的動作片作主打；新

藝城則強調集體創作兼類型片的巿場導向，主

帥麥嘉、石天、黃百鳴等性格鮮明，強調創作

主導。德寶在兩大強手中崛起，既各取其優，

又自創特色。

岑建勳作為主事人，先拉攏寶禾影業有限

公司的洪金寶擔大旗。德寶創業作《雙龍出海》

（1984.6.22首映）中吳耀漢和岑建勳這對傻探

組合，便是直接來自寶禾出品的《神勇雙响炮》

（1984.2.22首映），而《神》片的意念也取經

自《奇謀妙計五福星》（  1983）中吳耀漢和岑

建勳的搞笑組合。《雙》片更趕拍於《神》片

公映後四個月上畫，票房收入逾 1,800萬，總算

開業順利。

以喜劇為創業作，這固然因八十年代初以

來，嘉禾的功夫加喜劇取得成功，新藝城則以

類型動作加喜劇為主，新藝城的創業作正是《滑

稽時代》（  1980）。德寶見珠玉在前，以喜劇

開山，實為穩陣至極。

德寶雖往後有再斬三兩的《智勇三寶》

（1985）（1974年許冠文拍攝嘉禾電影後，

首次演出嘉禾以外的作品）及《雙龍吐珠》

（1986），岑建勳於創業後卻慢慢轉為幕後，

從個人幕前的喜劇路線淡出。倒是在新藝城有

「開心鬼」系列的高志森，「過檔」（跳槽）

德寶開創另一城巿搞笑處境喜劇的路線。《富

貴逼人》（  1987）創造了屋邨家庭平易近人的

角色，一對主角驃叔驃嬸走低下層街坊處境喜

劇賀歲片路線，成為德寶八年來最高票房的出

品。

大膽嘗試具實驗色彩題材

可見，德寶創業初期兼收並蓄，吸收寶禾

及新藝城等的成功元素，迅速站穩陣腳。不過，

由岑建勳主導、洪金寶掛帥的德寶，始終並非

新藝城，沒有一個中央創作心戰室，又缺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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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佬正傳》（1986）為爾冬陞（左）

首部導演作品，當時梁朝偉（右）仍

屬新人，演出亦相當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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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雲首部電影《聽不到的說話》（1 986），是香港鮮有聚焦邊

緣弱勢青少年的犯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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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季節》（1986）以新人黃耀明（右）配李麗珍（左），

充滿了詞人的感性，帶來新派的淒美傷感。 

而有力的製作部，靠的倒是具經驗的監製和策

劃，為個別項目出謀獻策。換句話說，德寶並

無一套具體指導的創作方針，在面對商業票房

壓力及滿足剛成立的德寶院線要求下，只靠監

製的經驗判斷，為片源而用人唯才，作出不少

大膽嘗試。

最明顯的例子是創業初期梁普智的《等待

黎明》（1984）。梁普智憑《跳灰》（1976）

步入香港影壇，八十年代已是知名導演。剛在

新藝城完成了類型商業片《夜驚魂》（1 9 8 2）

後，來到德寶拍攝另類項目《等待黎明》，並

由當時的票房毒藥周潤發主演，刻劃香港淪陷

前後的黑暗歲月，以至災難來臨時人性的美與

醜，面對絕望時的掙扎和堅持，實感強烈而人

性刻劃深刻，一新港片耳目，在當時可說是別

出心裁，相當大膽。時間證明該片已成港片經

典，是對戰後成長一代港人身份的印記，也讓

周潤發破天荒榮獲金馬影帝及亞太影帝。

由於德寶在始創期有片源上的客觀需要，

成了資歷未深的導演的搖籃。岑建勳作為把關

者，往往能接受一些具實驗色彩的題材，公司

成立不久，便有演而優則導的姜大衞的《聽不

到的說話》（1 9 8 6），以聾啞人士作題材，起

用影壇新人劉青雲主演，配搭在《投奔怒海》

（1 9 8 2）中光芒四射的馬斯晨，是香港電影史

上鮮有聚焦邊緣弱勢青少年的犯罪電影 。

《聽不到的說話》公映不到三個月，姜大

衞弟弟爾冬陞同樣演而優則導，同樣以社會寫

實題材入戲，憑《癲佬正傳》（  1986）一鳴驚

人。該片改編自社會真實事件，嚴肅兼帶著同

情目光，察看戲中精神病患者的困境、社會歧

視的偏見加害等。其兄長秦沛的演出入木三分，

新人梁朝偉也耀目，在在讓人感受到爾冬陞從

演員轉任導演後的藝術造詣和電影野心，與棲

身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時期那古裝世界

的三少爺截然不同，一位實力電影人從此宣告

誕生。

德寶創業後，給予不少機會「新導演」，

其中好些曾任其他資深幕後崗位，如動作指導

元奎首執導筒的《皇家師姐》（1 9 8 5），將在

《貓頭鷹與小飛象》（1 9 8 4）中的新人楊紫瓊

打造成當紅打女，且奠下德寶其中一個重要電

影系列，元奎更成為最擅長拍攝打女的導演。

重量級攝影師鍾志文也首度轉任導演拍成《聖

誕奇遇結良緣》（1 9 8 5），其後再執導兩部動

作片，分別是《皇家戰士》（1 9 8 6）及《中華

戰士》（1987）。

八十年代俞琤一度從電台轉投電影圈，為

德寶電影當策劃的有《最愛》（1 9 8 6）、《戀

愛季節》（1986）、《最後勝利》（1987）和

《秋天的童話》（1 9 8 7），她並監製了《神奇

兩女俠》（1987）和《繼續跳舞》（1988）。

著名作詞人潘源良首次執導的浪漫愛情文藝

片《戀愛季節》，以新人黃耀明配李麗珍，

充滿了詞人的感性。加上達明一派的〈 Ki s s  Me  

Goodbye〉和〈迷戀〉，與張叔平和黃仁逵的美

術，相互交融，洋溢新一代文藝風，帶來新派

的淒美傷感。後來，甘國亮初執導筒為德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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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兩女俠》時，潘源良為他擔任副導演。

甘國亮以才子之姿，由電視轉戰電影，是一部

充滿幽默、調皮和嘲諷的都巿作品，具見八十

年代女兒們的自重自強。

具資歷的導演在德寶找到一片新天，不

得不提的是譚家明。繼話題作《烈火青春》

（1982）及《雪兒》（1984）後，相隔數年，

譚家明執導的《最後勝利》由德寶出品。該片

講述由曾志偉飾演的小混混「勾義嫂」（跟幫

會兄弟的女人有私情）後忠義兩難的故事，由

新人王家衛任編劇，神采飛揚。

城市觸覺與感傷

德寶或許最不經意的是帶出了一種新的城

市觸覺和感傷。數一數，區丁平的《夢中人》

（1986）、關錦鵬的《地下情》（1986）、張

艾嘉的《最愛》以及德寶最賣座的文藝片《秋

天的童話》，唯美的、女性的、絕望的、夢幻

的，都是藉女性的選擇去回望當下浮華，一個

鏡花水月的城市夢魅。

至此，德寶前階段雖缺乏如新藝城的中央

創作室，但卻形成自我的路線，具經驗的一批

導演走喜劇和動作路線外，大部分新導演則在

此找到拍攝第二作的機會（區丁平、張艾嘉、

關錦鵬、張婉婷），同時更有不少行內專業範

疇的人才轉當導演（鍾志文、元奎、潘源良、

爾冬陞），在在呈現德寶朝氣勃勃、創作和膽

識都兼而有之的局面。

這批新導演帶來個性化作品，也得歸功於

一群或新銳或新晉的編劇如邱剛健、張艾嘉、

羅啟銳，當然還有陳冠中、王家衛、甘國亮和

潘源良。一整代的文青在電影媒體找到創作出

口，大放異彩。關錦鵬甚至謙稱《地下情》屬

邱剛健的作品；張艾嘉首次執筆為《最愛》寫

劇本，從此自導自編。這種個性化的創作色彩，

開發了不同的題材，雖云大部分都不屬於賣座

片路數，但這自然與新藝城的集體創作、嘉禾

的商業類型掛帥截然不同。

中產題材與後德寶時期的
創作路線

簡而言之，在嘉禾和新藝城之後，德寶於

八十年代中，踏出了分眾巿場的一步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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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女性觸覺、文藝性，甚至知性  —這些特

點，均是前者所無法滿足的。在電影是娛樂商

品的普遍共識中，德寶慢慢開展了中產關注的

題材，最明顯是一些具爭議性的社會關懷故事，

諸如《聽不到的說話》、《癲佬正傳》和在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誕生的《秋天

的童話》等等。中產觀眾追求的不僅是大笑一

場的娛樂，而是開始探討和正視社會隱患和弱

勢社群；而在草簽後的社會氛圍下，有藉著歷

史探索當下的《等待黎明》，以及描述移民迷

夢的《秋天的童話》。

從演員形象最容易得窺當中變化，自新

藝城《鬼馬智多星》（1 9 8 1）和《我愛夜來

香》（1 9 8 3）後，林子祥轉而自《貓頭鷹與小

飛象》後與德寶合作無間，不止主唱不少電影

的主題曲，戲路也慢慢轉變。《最愛》完全扭

轉他的喜劇形象，轉為一個中產、面對婚姻感

情承諾和時間桎梏的男人。無論品味與題材，

《最愛》探索現代男女的最愛是誰，都回應了

在這中西合璧社會，追求靈魂出路的基本需

求。

後半階段加入德寶的冼杞然，把握林子

祥這份特質，為其開展了「三人世界」系列

以及完全西為中用的《一咬O K》（1 9 9 0）等

等，在中產專業人士的感情世界中大書特書，

發展成具通俗趣味的城巿浪漫喜劇。《三人世

界》（1 9 8 8）收逾2 , 4 0 0萬及《三人新世界》

（1 9 9 0）收逾2 , 3 0 0萬，是冼杞然主政後最賣

座的德寶出品，證明中產巿場和浪漫愛情喜劇

融合成功。其後鄭裕玲主演的《單身貴族》

（1989）及《BB30》（1990），皆沿此路徑。

「三人世界」系列的中產愛情，遂與「富貴逼

人」系列草根的發達夢，形成了德寶後期的兩

大類型支柱。

德寶創立八年，前期由岑建勳主政，處於

開山劈石階段，片源壓力下勇於作不同嘗試，

出品往往不拘一格，大膽給予機會不少有潛質

的文化人和創作人一展身手，而其豐富的人脈

關係，也讓不少不同圈子的人才成為生力軍。

珠玉在前，至冼杞然主政，陸續將前階段有巿

場保證的片種深化延續，有「皇家師姐」及「黑

貓」的打女系列，以及前述的「三人世界」和「富

貴逼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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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師姐IV直擊証人》（1989）由楊麗菁（右圖）配搭甄子丹（左圖，左） 

 

 

冼杞然在任內既監製亦導演，四年下來，

監製了 28部電影，而自導作品達十部之多。其

實早在岑建勳主政時，冼杞然已有執導，那是

《兄弟》（  1986），由李修賢、萬梓良主演，

早於林嶺東名作《龍虎風雲》（  1987），拍出

警賊間的兄弟情，亦觸及警察棄明投暗當上大

賊的橋段，正邪衝突強烈，突現了忠義兩難全

的矛盾。當時該片票房達  770多萬，在德寶而

言，成績中規中矩。

冼杞然七十年代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加

入電視台工作，輾轉從無綫（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到佳視（佳藝電視），佳視未幾倒閉後轉

投電影圈，作品有《薄荷咖啡》（  1982）等。

在正式加入德寶主政前，冼杞然亦拍出了《通

天大盜》（  1987），此片由老闆潘廸生親自監

製，楊紫瓊夥拍林子祥。楊在此片飾演充滿才

智的女賊，跟林子祥飾演的保險調查員不斷鬥

智卻擦出愛火，楊一反「皇家師姐」的打女本

色，扮相美艷，舉止雍容優雅，且高智聰穎，

將林迷得團團轉。冼導不惜工本，於法國取景，

楊並無賣命動作，只是策馬玩玩滑翔傘，重情

調而畫面悅目，堪稱靚人靚景。冼導也幸不辱

命，票房收近 1,400萬，楊拍畢此片後便下嫁潘

廸生，成一時佳話。值得留意的是，此片起用

了李志毅當第二組導演，編劇名單中，亦有當

年無綫著名編審韋家輝，可說人才濟濟。

冼杞然掌管下，德寶的創作方向走向巿場

化，並與上一階段的個性作者主導大相逕庭，

而是完全回歸類型片，「三人世界」系列和「富

貴逼人」系列，前者是都巿浪漫，後者則是處

境喜劇，目標觀眾是年輕中產和草根。

另一重要類型是動作片。楊紫瓊嫁作人

妻，告別硬橋硬馬動作片，冼杞然便捧出了皇

家師姐接班人楊麗菁（即楊麗青）。從《皇家

師姐之I I I雌雄大盜》（1988）開始，以一年一

部的速度，共拍了四部，直至《皇家師姐之海

狼》（1 9 9 1）才鳴金收兵。有鑑於打女巿場不

俗，冼自監自導了《黑貓》（1 9 9 1），捧出另

一新人梁琤。影片意念與洛比桑（Luc Besson）

的《墮落花》（Nikita ,  1990）極相近，但反應

不俗，他便再下一城拍出《黑貓I I刺殺葉利欽》

（1 9 9 2），奈何反應強差人意，德寶亦於此片

後停止製作。

除了延續賣座類型，在此時期較有趣的

是，冼杞然拉攏了鬼才劉鎮偉，監製了《望夫

成龍》（1 9 9 0），由從電視跳出大銀幕的梁

家樹執導，亦揭櫫了九十年代周星馳產量瘋狂

的一年。新導演有李志毅首作《血衣天使》

（1 9 8 8），還有八爺（袁和平）轉型時裝的重

要作品《特警屠龍》（1988）。

《特警屠龍》是八爺自在新藝城拍出《情

逢敵手》（  1985）後，第二部時裝動作片。他

完全擺脫了從七十年代開始的功夫動作風格，

融入不少動作特技元素；亦從拳腳功夫，進而

處理大型的動作特技，爆炸、槍戰、飛車，以

至超高難度的亡命跳樓和一鏡直落的危險動作

等，預示了雜耍動作的年代過去。追求實感而

結合各式場面設計，注重整體視覺效果，影像

處理比招式比劃更叫觀眾拍案叫絕，在在證明

八爺的綜合動作導演能力全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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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子丹在袁和平導演的《特警屠龍》（1988）憑真功夫嶄露

光芒。

最重要的是，八爺藉警匪片所表現的說故

事能力亦令人驚喜。反毒組內的同室操戈、不

絕的背叛、懸疑佈局、千絲萬縷的人物關係，

還要處理不同類型的演員，任達華、鄭裕玲、

張學友、吳孟達等，都配搭得恰如其分，其一

手提攜的甄子丹亦嶄露真功夫的光芒。

《特警屠龍》收逾1 , 1 0 0萬，後再有《皇

家師姐IV直擊証人》（1989）讓楊麗菁配搭甄

子丹，還有《洗黑錢》（  1 9 9 0）及《冷面狙擊

手》（  1 9 9 1）等。德寶數年下來，是袁和平拍

出最多時裝作品的階段，沒有這前科，相信亦

沒有他在 1999年勇闖荷里活的作品《 22世紀殺

人網絡》（The Matrix），德寶與冼杞然功不可

沒。

隨著新藝城在 1991年停產，德寶的出品亦

止於  1 9 9 2年。巿場的轉變不以人的意志轉移，

但八十年代中，德寶唯才是用、鼓勵創作、尋

找新血、兼收並蓄的路線，在在令人懷念。

登徒，資深影評人，曾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副主席，

文章見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網頁、《信報》、《明報

周刊》及《HKinema》等。

〈
第
二
章
〉
創
作



從皇家到中華 
—「皇家師姐」系列中的楊紫瓊

喬奕思 

楊紫瓊在德寶電影公司演出的電影共五

部。《貓頭鷹與小飛象》（  1984）中她初登銀

幕，與葉德嫻分別飾演林子祥與洪金寶所追的

「女仔」，未算挑大樑。 1985年德寶公司接手

經營邵氏院線，因應當時的動作片潮流，洪金

寶建議開拍以女性為主的動作片。同年 11月 30

日《皇家師姐》作為德寶院線的開線影片上映，

較成龍的《警察故事》（1985.12.14）稍早，一

舉奠定楊紫瓊作為德寶當家女星的地位。形象

靚麗，性格果決，身手了得的皇家 madam吳洛

茜，作為一顆新星橫空出世，也為她之後縱橫

銀壇三十多年的「打女」戲路一錘定音。《皇

家戰士》（  1986）、《中華戰士》（  1987）策

略性地提升她的打星形象，無論是製作規模、

故事格局，成為以楊紫瓊為核心的系列之作。

初出道的三部主演作品可以達如此規模，且成

系統，在當時的女星之中是不多見的。《通天

大盜》（1987）是楊紫瓊 1988年結婚息影前的

最後一部作品。她再次與林子祥飾演情侶，可

富家女大盜的角色定位與她的「師姐」正氣不

算洽和，加上她當時有傷在身，未能盡情展露

風采。

在八十年代一眾打女中，楊紫瓊自有她的

「可為」與「不為」。她拍戲少用替身，很多

鏡頭親身上陣。這與當時影壇推崇的「玩命」

風氣有關，但女打星中以此為定位，向男打星

的標準靠攏，楊紫瓊成功突圍而出，因此曾有

「女版成龍」之稱。雖然她是選美冠軍，卻沒

有以性感為賣點，不單是德寶時期，即便在荷

里活作為 007女郎，又或者是拍《藝伎回憶錄》

（Memoirs of a Geisha, 2005）等預期性感的題材，

她展露身體也有特定尺度。這自然與她的出身、

成長及教育有莫大關係。踏入電影領域之前，

她是馬來西亞名律師家庭的大家閨秀，接受上

等教育，游泳、鋼琴、壁球、中國畫樣樣皆能，

芭蕾舞尤為出眾，15歲考入英國皇家舞蹈學院，

攻讀舞蹈及戲劇學位。來香港與成龍拍手錶廣

告時，已是「馬來西亞小姐」選美冠軍，曾作

為親善大使到不同國家做慈善工作，其後與德

寶東主潘廸生的一段婚姻也為她早年生活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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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作《貓頭鷹與小飛象》（1984）中的角色，文靜秀雅，不

堪委屈得流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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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紫瓊以舞入武，成功鍛鍊為「皇家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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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花。這些經歷既是她可以代言「皇家」的底

氣，也是撐得起「師姐」場面的基礎。很難得

的，她美麗但不張揚，電影中呈現的氣質收斂

而不狂放，克制審慎，貫穿始終。我認為在《臥

虎藏龍》（  2000）中她與章子怡的對比就能讓

這種氣質看得真切：面對玉嬌龍的年少輕狂，

眼神中如亂劍飛刺的野心，俞秀蓮則克己守禮，

眼中是如一泓深潭的大氣沉穩。而這種沉穩其

來有自，早在「皇家師姐」系列就蘊藏在她的

氣質之中了。楊紫瓊能在銀幕上打得出好身手，

氣韻也收得住。她以中產的知性色彩駕馭「小

子式」的打戲，給人忍無可忍才被迫為正義亮

出拳腳的感覺，不覺咄咄逼人，也不至於走入

低俗暴戾野蠻、為打而打，這是她早期銀幕形

象的過人之處。「皇家師姐」系列豐富了香港

電影中的女性特質，賦予打女多重定位，形象

上是現代的、國際的，拳腳卻是草根的、小子

式的，從性別形象的條條框框中跳脫了出來，

既是當時警察故事潮流的一部分，也有其反潮

流的地方。

定位

楊紫瓊在《貓頭鷹與小飛象》中飾演老師  

Miss Yeung，及肩黑髮，文靜秀雅。外形設計著

重突出她大方超塵的美女氣質，以斯文的淺色

裙裝為主。為了增加戲劇性，她教的學生是青

年中心的飛仔飛女，不服從管教的失足青年，

而她作為老師的重要任務，就是讓這些學生們

都能找一份工作，回到社會正軌。Miss Yeung作

為配角，是給主角林子祥的妙賊故事增加愛情

戲份的調劑。首要是漂亮的花瓶，成為「追女

仔」的對象，其次是作為弱者，突出林子祥作

為拯救者的魅力，讓愛情得以成立。儘管楊紫

瓊的戲份不重，但這個角色與她踏入香港電影

圈前的出生成長經歷是有所互文的。

片中 Miss Yeung的角色除了漂亮就找不到

任何鋒芒，在與馬斯晨的對手戲中則傷痕纍纍。 

Miss Yeung想教學生們見工面試的技巧，卻被馬

斯晨飾演的「  𡃁妹仔」一頓搶白，狠狠諷刺。
她道：「Miss，你幸福，你的命生得好。不憂柴

不憂米，讀書不留班。父母帶你去遊埠，要甚

麼有甚麼。你以為擠巴士，踎大排檔，這些就
叫生活體驗麼？雖然命生得好不是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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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世界與你的世界完全是兩回事。」這一番

毫不客氣的批評，無異於是在建立起花瓶形象

之後，又狠狠地刮掉花瓶的紋飾，剩下難堪而

空洞的富家女外殼而已。Miss Yeung面對如此辛

辣的言辭，近乎無力回應，委屈得流下淚來，

這也正好讓林子祥英雄救美，扭轉局面，解決

了所有問題，皆大歡喜。 

Miss Yeung是被動的，是美麗的被拯救者，

也是一開始德寶公司設計給選美冠軍的戲路。

這類角色的眼淚，被侮辱的時刻，往往就是劇

情所需要的。在美貌與眼淚的這條路上，當時

香港影壇已經熙熙攘攘，幸好楊紫瓊徹底拋開

了 Miss Yeung這類角色，選了另一條路，藉舞

蹈功底，以拳腳打入男性的故事中。洪金寶是

《貓》片的主角，也是監製，帶著洪家班設計

了其中的動作場面。楊紫瓊見到動作場面的拍

攝，覺得如同是精心設計的舞蹈，自己也可以

做出這些動作。當時她已經與德寶公司簽了電

影合同。拍第二部電影前，德寶的三位決策者

岑建勳、洪金寶和潘廸生結合楊紫瓊的背景，

決定給她度身訂造。功夫喜劇當時得令，在「笑

片」與「動作片」之間，因為楊紫瓊不太會說

廣東話，於是選擇了台詞少的動作片。

能參與決定自己的銀幕形象，掌握自己在

電影領域的定位，避過了很多在大銀幕上被性

剝削的可能，所展露的身體止於肩膀，這在女

明星中是極少有的。也正因為如此，楊紫瓊才

可以不仰仗美貌與性感的本錢，輕易突破「花

瓶」的設限，一直在「打」與「演」上找突破。

混成氣質

為拍攝《皇家師姐》，楊紫瓊跟隨洪家班

訓練了八個月。她本沒有武術基礎，但以舞入

武，在身體協調、把握節奏上有優勢。她與惠

英紅、楊麗菁（即楊麗青）等一樣，成為打女

前都有舞蹈底子，打出來的功夫招式具表演性。

香港武師對楊紫瓊的悉心指導，可謂她打女生

涯中重要的表演資本。據楊紫瓊回憶，拍《皇

家師姐》之前，「狄威及 Bil ly〔應指程守一〕等人

教我（拍動作片時）最緊要的是那份眼神，要

神氣，他們教我出招、打完以及『收架』（完

成招式的動作）等動作。」〔見本書〈楊紫瓊〉，頁 

150 - 154〕楊紫瓊作為打女的殺手鐧，並不是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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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紫瓊（左）與空手道冠軍羅芙洛（中）在《皇家師姐》（1985）

組成「雙雌」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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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戰士》（1987）：搖身成仿似西部片中的瀟灑遊俠。

手道冠軍羅芙洛等的真功夫，而是對招式的出

色演繹。她關目凌厲，起與收的細節呈現尤為

出色。《皇家師姐》是羅芙洛首次演出的電影。

她與楊紫瓊成「雙雌」陣容，打鬥場面中，羅

芙洛能呈現快速、兇狠的完整動作，楊紫瓊雖

在力度上明顯不及，但架勢、表演性和鏡頭感

是有說服力的。香港電影武師是打星誕生必不

可少的幕後功臣，他們知道如何將功夫與表演

結合。楊紫瓊的皇家師姐形象之所以站得住腳，

離不開武術和特技的加持，如元奎、柯受良等，

以及各路武術演員的烘雲托月，如孟海、羅芙

洛、狄威等。有了這樣的陣容，這些植根於香

港動作電影的技藝訣竅才能夠與楊紫瓊的國際

化形象結合在一起，讓她得以女兒身打入當時

男性警察故事的潮流之中。皇家師姐吳洛茜所

體現的混成氣質非常迷人，浮動於不同位置、

不同形象之間：所向披靡的草根拳腳、眾星托

月的中產地位、恰到好處的女性外在及果敢正

義的警察特質，集於一身，街頭、警局到任何

打鬥場景，都圍繞她來設計，她顯得在在游刃

有餘。

功夫之後是造型。外貌造型即符碼，組織

著故事所要傳達的信息，對於打女尤其如此。

《皇家師姐》將楊紫瓊改頭換面，重新設計了

形象，力求新星出場萬無一失。吳洛茜的膚色

加深了，利落短髮，主要服裝造型以單色、幹

練為主，適合隨時打鬥；劍眉星目，眼神果斷，

更接近功夫小子。這也讓她之後的換裝更具看

頭。第一場戲，在音像店放蛇，抓露體狂，她

帶著黑框眼鏡，有點斯文的樣子。下一場戲，

她旋即摘掉眼鏡，以長槍降服打劫銀行的大賊。

離開警局後，她要去見英國來的好友，則是眼

鏡加上蝴蝶結，一身洋派裙裝。短短不過五分

鐘，她的形象就變了三次，可男可女，而且都

不突兀，呈現女警角色才有的造型靈活度。造

型上，男性的部分屬於職責，女性的部分屬於

生活，箇中空間被「皇家師姐」系列妥當地加

以發揮。第一部《皇家師姐》旨在確立楊紫瓊

打星的地位，所以對工作以外的女性裝扮只是

點到即止。第二部《皇家戰士》承接第一部的

成功，在楊紫瓊作為女警之外的感情線上有更

多著墨，甚至是以她的個人感情來推動情節，

於是出現了許多展示女性特質的造型，變化幅

度更大。最後 Michelle（楊紫瓊）的朋友（王敏

德飾）慘死，她要去報仇，才回到全然的小子

本色，開著戰車獨闖礦場，氣勢派頭都有了，

簡直就像個女版蝙蝠俠。第三部《中華戰士》

則更神乎其神，由「小子」過渡到了遊俠，換

下充滿都市感的洋派裝扮，改為更接近西部片

中瀟灑的英雄，在邊陲小城自由來去任我行，

為正義而戰，成了傳奇式的人物。

反潮流

「皇家師姐」系列的每一部都有其順應潮

流的地方，也有其另闢蹊徑之處，呈現反潮流

的特點。第一部《皇家師姐》率先拿出 counter 

f i lm（反電影）的姿態，一反男性主導的功夫電

影。一方面以雙雌模式反雙雄，另一方面也是

對七十年代李小龍式英雄電影的逆向而行。李

小龍孤身打入外國人的老巢，以一敵百。《皇

家師姐》則是吳洛茜與 Carrie，闖入黑幫巢穴，

一個打二十個。她們是皇家女警，代表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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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和正義。Carrie來自英國，而吳洛茜是華人

面孔但隸屬皇家。她們打的不是「洋鬼子」或

「日本鬼子」，而是本地黑幫，救的是怯懦的、

被傷害的本土男性（使立消、脫苦海、散利痛

等）。「雙雌」聯合展現了女性以拳腳征服男

性的欲望。這種征服既有打敗，也有拯救。拳

腳威力依然是電影的主角和最大賣點，可楊紫

瓊與羅芙洛以女性身體在男性敍事中騰挪跳躍，
以雙性特徵在男與女的刻板印象之間來回游移，

氣質迷惑難解—女性身體與男性故事在她們

的角色上融合。

雙雌結構之下，《皇家師姐》也為男性

視點提供了「被打」和「被救」之外的代入

位。散利痛也不是一事無成，田宅決鬥他拔槍

打死了最難纏的黑幫打手，逆轉了情節。最後

關頭，正義得不到伸張，吳洛茜和C a r r i e居然

被扣上手銬帶回警局，惡人佔了上風。這時散

利痛搶了警察的槍，打死了田先生，維護了最

後的正義。《皇家師姐》的故事就此結束，可

以說，吳洛茜的力量來自男性世界的體系，她

是美麗的拳腳表演者，可並沒有改變遊戲規

則，主要的裁決權利還是在男性手中。這當中

有「試水」心態。當時最受市場歡迎的是「福

星」系列，女性往往作為點綴的花瓶或性喜劇

的對象而存在。比如胡慧中，有1 9 8 8年的《霸

王花》為打女代表作，但其實早在1 9 8 5年《福

星高照》中，她就演出了霸王花一角，然而主

要作用是觸發一系列「不正經」的性笑料。如

此潮流下，德寶推出以「打」為賣點的女警故

事，加上楊紫瓊尚是新人，於是取態謹慎，處

處以「福星」系列的陣容與套路來保駕護航，

不敢打到盡。該片最後取得過千萬票房。

《皇家戰士》配合德寶要打開日本市場的

野心，故事跨國到日本，邀請真田廣之飾演日

本辣手神探山本，與楊紫瓊配合打戲。混血男

演員王敏德，當時初登銀幕不久，則以帥氣外

形去配合楊紫瓊的感情線。正義與邪惡對決，

邪惡這一方也同樣陣容不俗，陳惠敏、白鷹先

後出場，以兄弟情對楊紫瓊一方的親情、友情

和愛情，形成情與情的對決。從單純的打，進

階到起起伏伏的情，為的是在塑造了英雄所向

披靡的形象後，換一個角度去表現其危機與悲

情，令角色更立體。於「師姐」形象而言，第

二部側重感性，以情感激發功夫，可以把楊紫

瓊的形象拉回女性世界，避免過度男性化。「打

女」雖有不斷「換裝」的靈活度，但也因為取

用了太多刻板印象中男性所固有的特質，而存

在不少掣肘。如果打得男性化，又不突出女性

特徵，那就落入「真男人假女人」的印象中去，

這樣的定位並不討好。《皇家戰士》順應了悲

情英雄的類型，可是在性別處理上可謂反轉了

男性中心，比起《皇家師姐》的小心翼翼，更

自信地多走了一步。

《皇家戰士》所有的戲都圍繞著女警官  

Michelle展開。她的角色有情有義，可以做生死

與共的好朋友，可以被男仔追求；時而青春，

時而高貴，時而幹練，幾近完美。值得細究的

是王敏德所飾演的「男朋友」角色米高。在這

部女性中心的電影中，他其實承擔著類型電影

中常見的悲情女主角的戲份。他不能打，需要

被保護。作為最弱的主角，他被匪徒（白鷹飾）

綁架、折磨，以要脅 Michelle。他展示出的主動

性，在於割斷了綁在腳上的繩子，為了愛人的

安危選擇自我犧牲，跌下高樓慘死。他的死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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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戰士》（1986）：Michelle（右：楊紫瓊）跳出權力框架，

拿出警員證來讓上司（左：曾江）「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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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戰士》（1986）：山本（後：真田廣之）在危急關頭也

要靠 Michelle（前：楊紫瓊）來拯救，徹底翻轉男性中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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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戰士》（1987）：飄揚的旗幟，激昂的音樂，軍隊揮別戰士駕駛飛機離開，有意識地表現出中國元素。

激發了女主角迸發出英雄感，讓她從一個完美

女人變成一個為情復仇的戰士。與第一部《皇

家師姐》明顯不同的是，女警官 Michelle這次跳

出了權力的框架，完全自己作主了。在米高的

葬禮上，Michelle不顧上司（曾江飾）的勸阻，

揚言要報仇。回到警局之後，她與上司爭執，

憤而辭職，甚至拿出警員證來讓上司「閉嘴」。

最終的復仇由她親手完成。真田廣之作為她的

幫手，危急關頭也要靠她來拯救。這部電影對

男性中心的徹底翻轉，為下一部《中華戰士》

作了更進一步的鋪排。楊紫瓊的師姐形象，由

隸屬於皇家警察系統，到與皇家警察身份的決

裂，最後則是脫離香港的城市範疇，把領域擴

大至亞洲，上升為民族命運的拯救者了。

《中華戰士》是當其時德寶公司耗資最

鉅之作，全片都在台灣搭景製作。故事以三十

年代的中日戰爭為背景，楊紫瓊飾演女鏢師明

明，與中國特務「天字第一號」（爾冬陞飾）

聯手，經歷重重波折，粉碎日軍的毒氣計劃，

拯救了不丹國的城池卡爾城。說明明的身份是

女鏢師，毋寧說這是一個混雜了東方與西方形

象的角色。她先以飛機師的姿態出場，駕駛小

型飛機，英姿颯爽，然後駕著馬車送鏢。在惡

人圍攻下，她輕鬆地揮長鞭、騎駿馬突出重

圍。她兼具中式功夫與西方形象，打開了一幅

泛亞洲的圖景。儘管這樣的亞洲圖景是拼貼

式的，但依然呈現出類型混雜、各種元素碰

撞的奇觀。在這部電影中，穿著西裝的送鏢

人、不丹的國王和將軍、日本軍官以及中國特

工，輪番上場，穿插著吳耀漢所提供的帶有濃

烈福星色彩的笑料，天馬行空，恍如萬花筒中

的風景。許多符號不成系統地被挪用，比如明

明駕駛飛機回家，山野之中的居所外，居然有

一條規整的飛機跑道。她的爺爺被綁架，一番

精彩設計的功夫打鬥之後，才知道是「國家的

棟樑、民族的英雄」龍大叔對她的試探，希望

她能接下拯救不丹卡爾城城主的特別任務，因

為這件事「關係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翌

日，明明駕駛飛機離開。揮別這場戲中，目送

她離開的軍隊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當時的中國軍

隊，飄揚的旗幟，激昂的音樂，敬禮的中國軍

隊，飛機上的「中華」標誌，都表現出對中國

元素的有意識運用。整部電影雖然全都是商業

運作，以票房作為最重要的考慮，但故事的核

心卻是圍繞著民族危亡來表述的。性別在故事

中已經不重要，作為傳奇式的民族英雄，明明

的角色已經不為小我而打，而是專注於大我的

成敗了。

「皇家師姐」系列從1985到1987，短短三

年間，正因為順應當時香港電影工業的潮流，

所以無形中也折射了時代的轉變，既反映了

八十年代邀請外國演員演出，從流行「鬼佬」

到「日本明星」的普遍現象，也無形中呈現了

《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之後，英雄角色的逐步

調整，以及故事中政治元素的微妙演化。皇家

師姐是起點，其終點卻是民族英雄。楊紫瓊婚

後息影，之後再以《警察故事 I I I超級警察》

（1 9 9 2）回到大銀幕，飾演中國內地的國際刑

警楊建華警官。這一女公安形象與她在《中華戰

士》中的民族正義感遙遙接續，絲毫也不突兀。

「皇家師姐」系列在德寶公司的作品中，

有其開創性。楊紫瓊師姐形象的成功，引發了

其後一系列女警題材的作品出現，也讓當時的

香港影壇積極打造女打星。而「皇家師姐」系

列的獨特之處在於，並非不相關聯的單部作品，

而是精心設計地層層拔高，對楊紫瓊的形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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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細琢，這在之後以「打女」掛帥的動作電影

中再也見不到了。楊紫瓊息影之後，來自台灣

的楊麗菁（即楊麗青）接棒，繼續拍攝「皇家

師姐」系列，其拳腳功夫、女警造型同樣給人

留下深刻印象。可值得留意的是，拳腳無情更

明顯地反映在楊麗菁的動作打鬥之中。無論如

何不會被揮拳到臉上，不會被打得面部有絲毫

損傷的吳洛茜，到了楊麗菁的作品中，則是場

場惡戰，觀眾常常能看到這位「師姐」被打得

流了鼻血，傷痕纍纍。說到底，這也是「皇家

師姐」系列的平淡之處，吳洛茜、Michelle以及

明明，因為一開始的形象完美無瑕，而導致所

有的戲路都是在外，在於如何解決問題。儘管

問題層層升級，先是黑道商人，然後是僱傭軍，

再到日本軍隊，可完美形象抵消了解決問題的

難度，也降低了懸念。角色原本就不是小人物，

所以能夠解決大問題，也就沒那麼出乎意料了。

喬奕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員。曾任香港國際電影

節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香港鮮浪潮、香港獨立短

片及影像媒體比賽i f v a評審。參與策劃的電影節目包

括「女性導演專題—『破‧立之間』」（ 2017）、

「光形— 1 9 7 0年後黑白電影美學」（2 0 1 8）。編

有《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合編，  

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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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代香港的 
「富貴」與「逼人」

游靜 

與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無論如何都要加入

喜劇元素的出品風格不同，德寶電影類型上的

投資可謂相當多元：警匪、驚慄、賀歲、愛情、

藝術、政治諷喻，不一而足。然而在 67部德寶

出品中，票房頭兩名均為喜劇，為《富貴逼人》

（1987）及《富貴再逼人》（  1988），猶勝當

年囊括最佳電影、最佳編劇、最佳攝影三項香

港電影金像獎，並被譽為香港浪漫愛情片經典

作的《秋天的童話》 （ 1987）。1在〈八十年代

香港電影市場狀況與潮流走勢〉一文中，羅卡

根據 1977至 1989年間賣座前二十名港產片收

入分佈的統計數字，指出從七十年代末至整個

八十年代，「喜劇片（以喜劇為主要元素的影

片）一直高據〔踞〕賣座首位」，可見在上世

紀八十年代香港，喜劇是電影消費主流。 2曾幾

何時，香港人為甚麼如此喜歡／需要消費喜劇？

香港喜劇電影一直給人堆砌笑料加濫情橋

段與誇張動作的印象，甚少被認真研究。跟歐

美喜劇電影擅於切入「普世」處境剛相反，香

港喜劇片卻總是非常貼近一時一地的政治經濟

現實。究竟運用笑料加濫情橋段與誇張動作的

方程式，與港產笑片似乎同時達到的某一種寫

實，兩者之間是否矛盾？兩者關連又在哪？本

文企圖以德寶的賣座片、影響深遠的「富貴逼

人」系列為案例，重新反思香港喜劇的類型特

色，及其如何貼近現實。

大起大落，香港精神

「富貴逼人」系列為甚麼如此受歡迎？評

論多謂其「永不褪色」、「笑中帶淚」，寫出

「典型的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氣息3，雖沒有

大卡士但「以情節制勝」。4「香港電影八九十

年代出過許多系列電影，諸如『最佳拍檔』、

『五福星』、『開心鬼』、『黃飛鴻』、『倩

女幽魂』、『殭屍先生』、『警察故事』、

『富貴逼人』等等，有的是大製作，有的題材

新穎，要說最接地氣，和生活中離最近的莫過

於『富貴逼人』系列，驃叔驃嬸一家人的喜怒

哀樂代表著香港大部分家庭。」5《富貴逼人》

究竟怎樣「接地氣」，離生活最近？香港大部

分家庭不會中六合彩、不會遇上存款的銀行突

然倒閉、到銀行提款又剛好遇上銀行被劫、家

人突然宣佈生癌又突然發現被誤診、女兒被綁

架又自己逃出生天，等等。1 9 9 0年羅卡與石琪

訪問陳冠中，提到「八十年代的港片確是有自

己的一套敍事方式，如很多插敍，不講求首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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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部電影的票房分別為《富貴逼人》$27,141,624；《富貴再逼人》$25,814,268；《秋天的童話》$25,546,552。 

2
羅卡：〈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市場狀況與潮流走勢〉，《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修訂本）（第十五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回顧特刊），

香港：香港臨時市政局，1999，頁 30-38。（初版於 1991年出版） 
3
二年級的小辣椒：〈沈殿霞與富貴逼人系列電影：永不褪色的經典喜劇，笑中帶淚〉，《每日頭條》， 2016年 12月 19日， 

http://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qeao9g8.html，瀏覽日期：2019年 12月 22日。 
4
定遠那些事：〈回憶香港電影之富貴逼人系列〉，《每日頭條》， 2017年 8月 29日，http://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8b9moaq. 

html，瀏覽日期：2019年 12月 22日。 
5
北青網：〈《富貴逼人》一家五口，驃叔驃嬸已不在，最漂亮的李麗珍 51歲了〉，《每日頭條》， 2018年 2月 9日。http: / /  

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kmn8jv8.html，瀏覽日期：2019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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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逼人》（1987）：驃叔（董驃）一家常

常在「亢奮」與「挫敗」之間擺盪。

（前排左起：李麗珍、陳奕詩、關佩琳、沈殿

霞、董驃；後：姜大衞 ）

呼應與劇情的緊扣完整，敍事多線而跳躍，節
奏急促等。有時外國觀眾未必看得明白。這種

敍事方式卻能為華人觀眾以及東南亞市場所接
受。這種特色，可能是傳統發展下來的。中國

的章回小說和說唱文學正是這樣的。」他認為

這些特色跟歐美傾向寫實主義的文藝觀，要求

結構完整、敍事統一與演員融合角色等迥異。6

重新歸納香港類型片邏輯及文化特色，不

以歐美文藝觀為普世標準，確實是研究香港電

影非常迫切的思考進路。但中國章回小說和說

唱文學之長於插敍及多線敍事，似乎還是與港
產喜劇高度壓縮的節奏與人物傾向卡通化，避

免深度的塑造，有相當大的差別。為甚麼港產

喜劇的觀眾面對誇張失實、大起大落的情節依

然會投射大量的文化認同情感，這種文化消費

特色究竟是建基於甚麼？陳海文曾把八、九十

年代香港主流文化論述定位為三個方向：「豐

裕」（affluence）、「求生」（survival）、「釋

放」（deliverance），並稱這三種文化特質的並置

與互補為「香港精神」（Hong Kong ethos）。7

「豐裕」，是指自七十年代中期始，物質豐盛

的經驗在香港逐漸變得普遍，城市似乎是能夠

提供無盡資源、可能性及期待／希望的大賣

場。但同時社會中又有大量庶民在尋求改善個

人生活、追求自我實現的過程中不斷掙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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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社會更在面對重大歷史難關下集體求生。活

於尋求「滿足」與「存活」的矛盾氛圍下，流

行文化—尤其是喜劇—擔當了舒緩緊張、

釋放情緒的關鍵使命，讓現代都市看似黃金處

處但要活在其中何其艱難，你我時刻在享受與

挫敗之間擺盪的心理獲得平衡。

「富貴逼人」系列中的人物心理塑造正正

是在「亢奮」與「挫敗」之間擺盪；電影中不

斷重複擺盪的循環，猶如向觀眾提供一次又一

次的心理強化訓練。驃叔（董驃飾）一家中六

合彩後銀行倒閉，但片末政府注資銀行，於是

富貴夢實現後落空又再（被）實現。《富貴再

逼人》中驃叔被報館派往加拿大當總編輯，不

單體驗語言及文化隔膜，上任後更發現原來海

外華人報館除老闆外，只有他自己這丁員工，

萬事一腳踢，不禁慨歎仿如十多年前初搬進公

屋時，有一切重新開始之感。至慢慢適應當地

生活後，老闆又勒令驃叔一家回港，以至來弟

（李麗珍飾）是否能繼續在加國完成學業也成

為難題。驃叔與驃嬸（沈殿霞飾）只好帶著剛

出生的兒子，一家人回到香港住板間房。但在

最艱難時刻，驃嬸赫然發現中了加國的彩票頭

獎，向昔日鄰居借錢回去領獎卻又經歷被劫。

吃完飯沒錢結帳，一家人只好在餐廳一起做清

潔工，最後發現擺烏龍仍然可以領獎。《富貴

6
羅卡、石琪：〈訪問陳冠中〉，《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修訂本），同註 2，頁 93-94。 

7 
Chan Hoi-man, ‘Popular Culture and Democratic Culture: Outline of a Perspective on the 1991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Elections in Hong Kong, Lau Siu-kai and Louie Kin-sheun (eds),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再三逼人》（  1989）中，驃叔驃嬸領完獎回港

後在銀行遇劫，於是一家又回到一貧如洗的狀

態。最後來弟在澳門吃角子老虎機拉出三百多

萬獎金，保險公司也賠償給銀行，於是一家人

又富起來了。

矛盾現代，淨化寫實

驃嬸中了六合彩後回家展示一頭染至七彩

的髮型，驃叔立即奚落她為「北獅」，並加以

訓斥：「現在你變了衣服的奴隸、化妝品的囚

徒！」電影一方面呈現香港作為一個追求物質

享受是人之常情、普世價值，人的價值受擁有

的物質價值所決定的社會，另方面不斷提醒觀

眾，這些享受的暫時，渴求的虛妄。驃叔驃嬸

的塑造，一方面滿足了大眾在資本主義社會，

想賺快錢、不勞而獲、盡快逃離工人階級受無

盡剝削的渴望，另方面又不斷兜售儒家剩餘價

值：「老公，看開一點，錢財身外物，財去人

安樂。錢雖然是沒有了，但是我們現在也過得

不錯，比上不足，比下足足有餘，對不對？」

（《富貴再逼人》）；「老婆，記著：我們做

人就算有錢也不要聲張，不要炫耀，這次失而

復得，真是大吉大利！」；「以後我們要一家

和睦，那就富貴逼人啦！」（《富貴再三逼人》）

修身低調、反物質的價值觀雖然不是電影中大

部分篇幅呈現的「現實」，但卻適當地為賀歲

喜劇提出了莊諧並重、足以包容及緩解片中各

種富挑戰性的意識形態矛盾及焦慮情緒的圓滿

結局。

八十年代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

濟前景大好，但貧富懸殊嚴重，中產階級的生

活水平及價值觀念，是不少庶民的夢想，但不

是庶民的普遍現實。《富貴逼人》片首伴隨字

幕出現的紀錄片畫面把資源的極度不平均分配

提綱挈領地暴露出來：有人坐賓士房車、有人

迫地鐵；有人打高爾夫球、有老人挖垃圾桶、

婆婆扛著肩上沉沉的紙皮；碼頭停泊的郵輪似

乎不食人間煙火，街市卻人頭湧湧五味紛陳；

木屋區的鳥瞰鏡頭，緊接維京皮草 25,000元的

標價特寫。編導高志森的字幕疊在一連串的公

屋鏡頭上。公共房屋，或稱廉租屋，自七十年

代以降是大多數香港市民成長的現實，電影在

此展開，作為協助觀眾投射認同的一個落腳點。

在炫耀珠光寶氣的婚宴上，驃嬸把自己沒有戴

首飾的手從椅背上慌忙移下；這一家人因為他

們的入息而在喜宴上無法抬起頭來的挫敗感，

也為大量庶民觀眾提供了投射階級挫敗情感的

機會。

在現代社會，要逃離挫敗感，首先要學做

現代人。但電影又不吝提醒我們，到頭來，我

們越現代，越挫敗。驃嬸在地鐵車廂內用手袋

霸位然後向著來弟大叫：「這裡有位呀！」，

使來弟在眾人的凝視下抬不起頭來，拒絕回應

媽媽愛心的呼喚。驃嬸作為難民第二代（對白

時而夾雜上海話）、中年草根婦女，即所謂香

港「師奶」，她那沒被馴化、不懂自我規管的

龐大身軀，在公共空間佔據過多面積，也不按

現代公民的本子操控自己的聲浪與行為。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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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逼人》（1987）：驃嬸（前排中：沈殿霞）是典型中年

草根婦女，不懂自我規管。她的未／不現代，成為渴望現代的

一家人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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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再逼人》（1988）充斥大量對外國社會文化刻板印象的

呈現。（右起：董驃、陳奕詩、李麗珍）



 

 

 

未／不現代，成為渴望現代的一家人的包袱。

驃叔在喜宴上面對親戚互道移民情報，突然揑

緊領帶一輪機關槍的大道理起來：「我們不打

算移民！我們雖然是香港人，體內流著的是中

國人的血液，應該投向祖國的懷抱；移民，是

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應該以不屈不撓的香港

精神……為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盡一分力，所

以我在此呼籲大家，留在香港，不要當人家的

三等公民！」眾人立即低頭提匙喫湯，動作高

度統一。驃叔經常挪用中國左派愛國主旋律來

抗衡香港的資本功利主義主旋律，但兩極化言

行充滿自我矛盾，光是他這個角色塑造就濃縮

了香港過去至少四十年的意識形態矛盾及精神

分裂。沒錢時呼籲大家不要移民，中彩票後卻

是家中第一個主張舉家移民，因為「君子不立

危牆之下」。  Mia（陳奕詩飾）、來弟、招弟

（關珮琳飾）作為香港八十年代成長，充分被

歐美洋化、殖民現代性洗腦的新一代，自然最

瞧不起這兩位前／半現代父母。驃叔驃嬸這一

家，體現了香港複雜的文化構成；在極度壓縮

的歷史時空中，把各種矛盾訴諸於光鮮地氈下，

佯作華麗轉身，成為亞洲現代化最前沿的，經

歷的艱苦掙扎，與付出的龐大代價。快，正是

一種漠視矛盾與掙扎，盡量避免積累的求存自

保策略。這些逼使觀眾隨著大起大落、節奏緊

湊，如坐過山車一樣的感官體驗，雖然劇情誇

張失實，卻提供一種我會稱為「淨化寫實主義」

（cathartic realism）的獨特觀影享受，幾近一種

集體宗教情感。前面提到歐美觀眾未必能接受

的、乍看接近鬧劇的港式喜劇節奏，如果放在

壓力鍋一樣的港式生活節奏下檢視，未嘗不可

以看成是，相當接近大眾心理現實的，另一種  
104 寫實形式。

《富貴再逼人》中描寫一家人一開始對加

國生活充滿憧憬，享受舒適廣闊的空間及物質

的充裕（超市之大、雪糕品種之多），不久卻

體會到北美城郊生活的去中心化帶來生活上的

諸種不便（看一場電影要轉駁四趟公車），跟

香港高度壓縮化的便捷空間大相逕庭。片中充

斥大量對外國社會文化刻板印象的呈現，如加

國白人青年用熨斗整龐克髮型；來弟在大學宿

舍給宿友捉弄穿著比堅尼泳衣被反鎖在宿舍外

的冰天雪地中，其他宿友同學目睹來弟被耍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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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不止。這些聚焦展現外國文化「奇特」與「排

外」的場面，一方面抒發了港人面對移民抉擇

的恐懼不安，另方面也對不能移民的港人自卑

心理作出安撫。香港本土文化，或香港性，有

多少是建基於一種慣於自保與自貶的被殖族群

中心主義（colonial ethnocentricism）？

富貴夢魘，電影寓言

移民是夢，富貴亦然。《富貴逼人》中驃

嬸買完六合彩後晚上夢見一家發了達：一家人

身穿全白西裝禮服，在豪宅中舉行盛大派對，

一切合乎香港庶民想像中的「西方現代」標準。

驃叔泡在偌大的按摩浴池，驃嬸叱喝著一批非

人化的僕役（「阿三」、「阿四」） ，可見電

影對於逃離「逼人」現實的想像，是建基於向

上攀升並壓迫其他人。但招弟的「大浪灣核電

廠」模型作為宴會的表演項目卻突然失控並爆

炸，全家被困，在生死存亡的最危急關頭，全

家也同時在打雷聲中驚醒。富貴夢即噩夢，夢

想即夢魘，在這段寓言式的「插敍」中非常直
白地揭示出來。緊接這段夢魘的下一個鏡頭，

是金鐘站月台上的人擠人場面；這樣的場景剪

接一方面暗示夢想／夢魘的普遍性，作為香港

社會打工仔的集體經驗，另方面也提醒觀眾，

電影之作為夢工場，喜／鬧劇作為暫時宣泄的

虛妄本質。夢醒時分，電影完了，你我不還是

要回到追隨上班大隊擠入地鐵車廂內把臉都逼

歪了的現實。香港的壓縮現代性，具體見於驃

叔在地鐵玻璃上被擠歪了的臉。電影帶著觀眾

走上一趟奇幻的「富貴」之旅，但卻無法逃離

「逼人」的現實。不論貧窮或富貴，在電影（或

現實）中，都是充滿壓迫的。

更「接地氣」者，是從夢想到夢魘的轉捩

點，來自一副由小女孩招弟搭建的「大浪灣核

電廠」模型，影射在 1987年動工、位於深圳大

鵬半島、離香港尖沙咀僅  51公里的大亞灣核

電廠。那是鄧小平送給香港一樣最重要的「禮

物」，所生產的電力七至八成供港使用，在籌備

期間，有超過一百萬港人聯署反對興建。香港，

作為中國五十年代反右、六至七十年代文革的

最親密旁觀者，又親身經歷了「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中文運動、反貪等的清洗與創

傷，倖存者心態一直為港式文化的主導元素，



 

 

  

 

 

 
                  

 

至八十年代持續穩定的政治及經濟發展，加上

中國改革開放，才使民心逐漸「落地」。

《富貴再三逼人》中驃叔一家人從來沒見

過三千萬所以特地去銀行提出來賞玩一番，後

來驃嬸又引領各師奶好友再次為了賞玩紙幣而

提款。今天看來，這個橋段直叫人想起 2017年

國內紅劇《人民的名義》第一集中，小幹部由

於出身農民，從沒見過很多錢，當官後把所有

貪來的人民幣儲存在豪宅中，填滿壁櫃、床上、

冰箱等，一毛不花。這兩段情節，把「錢」，

在資本主義社會被眾人膜拜、被高度戀物化及

景觀化的特質，荒謬得近乎悲哀地暴露出來。

班雅明（ Benjamin）的「城市夢遊者」（ flâneur）

常被挪用來描述香港人在五光十色的都市景觀

中游走，對街道既著迷又疏離的關係。然而，

班雅明筆下  1935年的巴黎購物步行街，構築

了一個猶如活在夢魘下的迷宮，承載著歐洲人

自以為先進的集體烏托邦夢想。班雅明認為，

這種有著催眠作用的資本主義文明現代性，正

正促進了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勃起。 8韓國社會學

家 Hong- Jung Kim挪用了班雅明視現代性為夢

想／魘的「考古式」論述與卡斯提爾（ Manuel  

Castells）的「倖存政治」（Politics of Survival）

糅合，來闡述南韓自冷戰以降所創造的「經濟

奇蹟」，同時孕育著一種「倖存／求存者現代

性」（survivalist modernity）。9 Kim認為，在朴

正熙的反共軍法統治下，社會隨時進入緊急狀

態的危機感從沒在國民生活中消失；以自我保

存、自我強化為中心價值的一種集體夢想／魘

不斷被強化，成為普遍的文化及感情結構，也

深深主導了大眾的道德價值觀。

香港在七十年代中以後，同樣被打造成一

個「經濟奇蹟」，但跟後冷戰南韓所經歷的專

制統治不太一樣，港英政府策略地給予香港前

所未有的言論及出版自由，讓香港自詡為華人

社會中最自由的地方。但 1982年戴卓爾夫人趴

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1984年簽署《中

英聯合聲明》決定了香港「大限」，成為自我

感覺良好的港人頭上揮之不去的陰霾。中國元

素，在電影中成為不斷滋養危機意識的符碼。

片中以「大浪灣核電廠」模型爆炸一幕作為相

當「重手」（heavy-handed）的劇情轉折，不單

是對核爆輻射的具體生態威脅，更是對如孩童

兒戲般的政治戲碼，表達龐大恐懼與焦慮。吳

昊曾認為「危機意識」是使香港電影在六四之

後變得有趣的元素，因為港人的心理騷動，影

響了後六四時期港產片的主題、人物及影像構

造。10但如果以「富貴逼人」系列作為案例，則

可見香港作為「危城」的意象，早在八十年代

中期已如泰山壓頂，故成就了「有錢有辦法，

冇錢基本法」的名句。

《富貴再逼人》中驃叔驃嬸又搭地鐵

（地鐵作為香港現代性符號，在系列中反覆出

現），分別遇上台灣、菲律賓、越南人，電影

一方面藉著刻板形象呈現他們來加強笑料及召

喚前文提到的族群中心主義，另方面引出驃叔

「幾時還我河山？」之嘆。接下來是一段重點

描寫中港差異的插敍：大陸男誤認球形把手為
跟司機對話的咪（話筒），嚷：「同志，下站

下車！」，然後大陸女對同伴一臉嫌棄地說：

「空氣真污濁，香港地下鐵真要不得……香港

有甚麼好？人又多又醜陋，個個都瞎忙活！」

驃叔向驃嬸在旁低語：「她瞧不起我們香港

人，將來這些人統治我們，沒有一口好飯吃。

難怪這麼多人移民。」嫌棄女的西裝男同伴卻

反駁：「香港是高度繁榮，人忙是勤快的表現，

我們應該客觀一點，香港有香港的進步，祖國有

祖國的優點。」驃嬸立馬對他另眼相看：「後面

這位先生多英明，將來由他統治，實冇衰（不會

差到哪裡去）！」嫌棄女的氣焰從鼻子裡吐出

來，繼續反港：「香港的東西那麼貴，是受資本

主義的毒害，人又腐化、崇洋、貪錢，一定要重

新整頓。」英明先生又矯正她：「香港是真正國

際化的大都市，祖國的門戶靠香港人打開。現在

我們是一國兩制，香港五十年不變，現狀一定

要保持。」驃嬸正在誇他，男女下車，臨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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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tran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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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Jung Kim, ‘Survivalist Modernity and the Logic of Its Governmen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No.27, Jap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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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昊：〈「六．四」後香港電影的危機意識〉，《亂世電影研究》，1999，香港：次文化堂，頁 127-144。

105



 

106

男的一口痰就吐到驃嬸的腳上。最後當然是驃

叔要蹲下來幫驃嬸刷鞋。

這段相當直白的警世場面，不但尖刻地寫

出中國對港政策鷹鴿兩派的對峙鬥爭，寫出中國

八十年代內部的意識形態矛盾，更厲害地表達

了港人面對回歸的憂慮不只是害怕無法維持資

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與對被前現代化（如在地

鐵吐痰）的抗拒，更大的恐懼來自被「瞧不起」

及「整頓」，如驃叔恐嚇嗜賭的驃嬸要抓她去

「勞改」。不過整個段落的結構是以「英明男」

矯正「反港女」，驃嬸反駁驃叔作結；對中國

的開明與包容，仍是滿懷希冀；這些都是來自

在中國崛起前就有的香港庶民感情。八十年代

作為（後來）被追認的香港黃金時代，她的最

開放部分，正是當時對中港關係的多元探討，

如今看來，不論是放在香港流行文化鮮有直面

政治論述底脈絡下，還是（後來）把香港簡化

成反共基地等無視歷史的表述背景下審視，都

彌足珍貴。而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中各種就中國

對港政策的預警，包括既瞧不起但又要這對外

窗口，不管其如何受資本主義毒害又腐化，但

一定要保持這只國際化金雞不變因為她打開祖

國的門戶，這些都成為香港後來三十年的夢魘。

圍困陽剛，無力港人

鍾雪萍曾把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中男性主

體性的呈現描述為「被圍困的陽剛性」，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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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性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面對長年積弱

的國家，面對東西方權力的不平等，加上面對

中國國家建制對自身文化的打壓，以致長期處

於一種恐懼、欠缺及渴望（獲得更多或修補過

去）的處境中，淫浸於一種邊緣男性情意結，

導致中國 1949年後的文學作品瀰漫一片「陰盛

陽衰」風氣。  11鍾更指出，解放後中共的婦女

政策看似跟傳統歪離，但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文

化傳統中性別角色的繼承。中國男性傳統上既

陰且陽，霸佔大部分性別光譜空間，讓女性在

敍事中只能以非性別化—例外—的位置來

呈現其主體性，如弒子或垂簾聽政的女皇帝或

皇母、女扮男裝的武士或才女等，都是一些需

要暫且喬裝成男子才能被看見及發聲的主體。  

1949年後國家提倡的婦女扛起半邊天，也可看

成是鼓勵女性成為男性、變得更陽剛化，才能

分享權力。

雖然「富貴逼人」系列以「富貴」為主

題，但在銀幕時間上佔最多篇幅的，不是「富

貴」，而是性與性別關係。「富貴」與「性／

別」在電影中有甚麼關係？香港的現代工程如

何重構我們的性／別？驃叔作為片中的第一主

角，他與劇情的兩大主線：發達與愛情，都是

處於一種對立關係。驃叔反對驃嬸嗜賭，但他

自己堅守的工作倫理、自己的工作能力並不能

提升家人的生活質素，三部電影中讓他一家一

次又一次嘗到「富貴」的滋味，都是靠（女人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富貴逼人》（1987）：M i a（上：陳奕詩）救起遇溺的笑口

棗（下：曾志偉），表現出香港男女性別角色顛倒，但男性為

了面子仍要活在掌控權力的既有劇本中。

《富貴逼人》（1987）：新聞主播驃叔（右：董驃）險遭呂

摩投（左：梁珊）解僱的情節，正好將男性打工仔那種朝不保

夕的恐慌，移置為面對職場「女強人」挑戰的壓力。

11 
Xueping Zhong, 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賺來）的橫財。驃叔給炒魷，不為別的，是因

為他無法忍受他的女上司監製「呂摩投」，硬

要跟她抬槓，一起報道新聞時不惜在她身旁不

斷扮鬼臉。《富貴逼人》中驃叔在衛星電視台

上班的第一場，不小心撞破了呂摩投與經理的

辦公室戀情。自此，驃叔在整個系列中所代表

（電影想像）的中國「傳統」價值，除了節

儉、勤勞、啞忍、維護家庭統一外，還有不斷

重複的反對各種性關係：《富貴逼人》中除對

兩位上司偷情看不順眼外，更反對大女兒M i a

與笑口棗（曾志偉飾）拍拖；在《富貴再逼

人》中是反對Mia在加拿大結交非華裔男子；在

《富貴再三逼人》則是反對來弟與阿水（陳山

河飾）同住。他的反對當然也造就了M i a及笑

口棗、來弟及阿水這兩對戀人的關係，成為劇

情發展的重點。驃叔的反對絲毫沒有改變她們

的愛情，反而使她們和情人更親密，佔去電影

中大量篇幅。驃叔跟這兩條劇情主線的對立關

係，把他長期置於一個劇情的阻礙物、失敗者

的角色。他長期無法原諒弟弟「Uncle Six」（姜

大衞飾）在他興高采烈慶祝生日的當下把忌廉

蛋糕扔在他臉上，以至跟弟弟絕交，早已鋪排

他的小器及無法適應／追不上香港現代性快與

狠的缺陷。雖然口口聲聲說重視家庭價值，但

作為丈夫、父親、哥哥，他無法理解更莫論滿

足妻子、三位女兒及弟弟的需要。

一家人白天爭執著怎樣花獎金，晚上驃叔

做夢看見自己家門前幻化成花園，園中有「願

望井」一口，丟一個錢幣進去便出現一年輕性

感美女在眼前，正想親近但美女也向井丟幣，

讓年輕肌肉男出現，美女正欲親近他但肌肉男

亦丟幣把美女變走，反而趨前要抱著驃叔。最

後驃叔連忙丟幣把驃嬸變回來。夢醒，驃叔擁

著床上的驃嬸說：「老婆，都是妳最好！」這

段本來跟主線看來關係不大的插敍，再一次體
現了富貴夢即噩夢，夢想即夢魘的必然魔咒，

把殺妻、仇女、恐同情意結共冶一爐，強調了

驃叔自我實現的不能，惟有透過不斷幻想驃嬸

為無知婦孺的典型、可以隨時唾棄的前現代遺

留物，來掩飾他自己作為前現代遺留物的心理

鬱結。當然，觀眾也非省油的燈，自會看到每

次能讓劇情急轉彎，真正救全家於水深火熱的，

是花費龐大心力物力，不論處身何地，仍然咬

緊牙關，終日鑽研如何一搏的驃嬸。香港的殖

民資本主義貶抑陽剛的男性身體，視肌肉男為

類近同性戀的一種「變態」，鼓勵唯命是從、

斯文啞忍的中介男。這種陰柔男同樣是傳統中

國男既陰且陽的一種變奏（儒家「士」文化也

是一種中介男），但現代港男必須要透過陰柔、

否定陽剛，同時也否定性（包括夢見美女的性

幻想），才能攫取有限而安全的權力。

電影中所有男性，從驃叔、笑口棗、毛毛

（盧冠廷飾）以至阿水，雖然各有特色，但作

為「失敗者」，卻相當貫徹。笑口棗以為M i a

在海灘浮台上被欺負，游去救她的途中自己遇

溺，反而要被Mia抱起救上岸，並替他「人工呼

吸」。笑口棗醒來後向M i a說：「我終於救了

妳了！」弱男分明是被救卻自述成英雄救美，

這句對白除了頗有喜劇效果外，更體現了香港

男女性別角色顛倒，但男性為了面子仍然需要

活在掌控權力的既有劇本中。不過，不管男性

（角色）多失敗，他們仍是被電影預設為香港

（普通）人。這些貼近港式生活的弱男位置，

成為觀眾投射認同情感的關鍵。《富貴再三逼

人》中，大部分篇幅集中描述來弟及阿水的愛

情發展。來弟原以為依靠男友阿水可以繼續在

加拿大完成學業，但阿水在凍肉店搬運死豬，

氣力不夠反被豬屍壓倒（自叫人想到許氏兄弟

酷愛把玩動物屍體及意象的港式喜劇傳統），

改為在路旁賣臭豆腐以致被控「非法居留」遞

解出境。回港後，阿水當臨時演員不斷吊威也

被虐打被炸傷以至包紮成樣子像木乃伊的傷殘

人士，被驃嬸誤會並打他至滾下樓梯等場面，

無疑是周星馳笑料的前科。男性不斷自告奮

勇，要操演儒家性別角色中扛起一家之主、養

家活兒的責任，但不論是在加國或香港，卻一

次又一次地，顯示他的無能。電影正是透過不

斷展現無能男的弱勢，勾引片中女性（及男女

觀眾）的認同、同情心甚至憐惜。透過呈現對

既有意識形態堅守信念，與在現實中無法實踐

的龐大落差，觀眾深深認同男性人物的挫敗為

香港人尋常面對的無力與挫敗。八十年代中後

期至接下來快要橫空出世的港式無厘頭喜劇，

都將會是不斷追加、不斷需要自我重複以召喚

認同與愛撫的怨男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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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逼人》（1987）：驃叔夢中，驃嬸（沈殿霞）搖身一變

神奇女俠大發雌威，反映男不如女的不夠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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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逼人》（1987）：

M i a（陳奕詩）對身體

的自在，加上其強大的

文 化 適 應 力， 使 她 在

性別權力拉扯中穩佔上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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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再三逼人》（1989）：來弟（李麗珍）體現了八十年代

港女敢愛敢恨但保守矜持的特質。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富貴再逼人》（1988）：招弟（關佩琳）年紀輕輕卻思想

成熟，揭示八十年代中後期的香港，即使對未來心存憂慮，但

仍心存希冀。

男不如女，不夠格感

把男性這性別普遍化，確實是製造了遮蔽

固有男女性別權力不平等架構的效果，但更重

要的是，片中所見，男不如女，而男女，都未

是夠格的人；電影要兜售的，正是大家共同分

享的，不夠格感。以男人作為普通人的位置，

並不足以強化這個（本來就相當弱勢的）權力

位置，更多是作為勾引觀眾認同並圍爐取暖的

策略。反而，片中呈現的不同女性，從驃嬸、  

Mia至來弟、招弟，都是在香港殖民現代性的光

譜上不斷進步的（有待成功）典型，作為向上

爬升的可能與希望。驃嬸中六合彩後，驃叔晚

上造夢，讓驃嬸穿上如箭靶的衣服並向她開槍，

怎料驃嬸不但存活還搖身一變換上神奇女俠的

裝束，拎起手槍向他猛力反攻，連環掃射。驃

叔驚醒後連忙向身旁的老婆認錯。Mia的泳術比

笑口棗好太多，卻不斷作為笑口棗性化的對象。

值得留意的是，是笑口棗需要性化她；片中正

是弱雞小男人喬裝大男人的心理需求及展現，

而不是被性化的 Mia，作為大部分笑料的來源。

反而，Mia對於這些追求處之泰然，多多益善。

她對自己身體的自在，包括她的泳術、她的英

語能力（一家移民後是負責翻譯者）、她在加

國閃電式融入多民族交往文化的適應能力等，

都使她在性別權力拉扯的呈現中，穩佔上風。  

Mia透過她能參與殖民現代性的能力，超越了片

中的男性對手。在香港電影中可見，殖民資本

作為權力架構的決定性元素，遠大於性別。

參與現代職場的女性，一如所有男性，都

會遇上更苛刻的身體規訓。驃叔作為電視台新

聞主播，工作 18年仍被陽剛化的女監製發大信

封、面臨被炒魷魚的噩耗。片中這位女監製被



 

 

再現成不近人情，只懂跟上司打得火熱的「女

魔頭」。她的性別讓她被置於性的位置，成為

片中的歹角，喜劇的出氣袋，讓（男性）觀眾

作為打工仔朝不保夕、不斷追趕「進步」大潮

的恐慌得以宣泄，並協助把這種恐慌移置為面

對職場「女強人」挑戰的壓力。同樣被泡製成

有道德意涵的笑料，來舒緩觀眾對現代性排斥

的身體展演與性關係的緊張與焦慮，笑口棗被

懷疑在花園草地上「表演」小便，就被斥為「下

流」。《富貴逼人》片末，曾經多次向驃叔借

錢的老馮竟然上門還債，笑著宣佈：「我老婆

跟一個男人回來了，他們一起回來住啊！」驃

嬸不懂：「你老婆有男人你還這麼高興？」老

馮答：「當然高興了，那個男人很有錢的！」

笑口棗朝他臉上扔蛋糕，罵他「賤格，你還是

男人嗎？！」一個弱男罵另一個來建立優越感，

向觀眾示範了如何認同又享受這部電影的最佳

位置。再一次，以恐同話語置換並釋放對自身

性（別）無能  —快將如驃叔一樣成為現代廢

料—的焦慮。

來弟似乎是既聰明又發奮的新一代，體現

了八十年代港女敢愛敢恨但保守矜持的特質。

但她在片中從沒質疑男人為養活她全家而拼死

幹活，好像視為理所當然。家中年紀最輕的招

弟最牙尖嘴利精靈活潑舉一反三，最後自救成

功，成為片中非常搶戲／吸睛的角色，揭示了

香港現代性打造的快將成功樣板。她是真正能

夠「招弟」的那個；她既女且男，她的優勢，

重點不在於性別，而在於年輕（於是自然地非

性化），思想的成熟遠遠超於身體。從招弟的

角色塑造及在片中的位置，可見八十年代中後

期的香港，即使對九七心存憂慮，整體社會氛

圍仍是對未來心存希冀，對香港人克服難關的

能力不無信心。夢魘非絕境，富貴但如煙，移

民不見得是出路，反而憑藉自強聰明努力，抱

緊彼此，相信可以安然度過。那時候的香港，

即使面對危機處處，仍然是樂觀的。

小結

本文透過重讀三部八十年代相當賣座、影

響深遠的喜劇賀歲片，從而瞥見所謂「黃金」

時代的香港電影如何建立另一種寫實，來構築、

呈現與消費香港性，及其中隱含的階級、種族、

性／別意涵，並進一步探索在香港身份出現前

所未有危機的年代，流行文化如何回應，及香

港人如何消化重大社會歷史變遷。同時，我們

更不得不詰問，借古鑑今，當下浮於社會表層

的矛盾，在三十多年前的電影中，曾否隱現端

倪。辨識來時路，釐清歷史構築的矛盾，是認

真思考未來無法繞過的功課。

游靜，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席教授。詳見  

www.yauc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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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的中產故事：
德寶的創意與保守

黃淑嫻  

前言：回看 1980 年代

在 2020年重看  1980 年代的香港電影，

需要一點勇氣。在連串社會事件及致命病毒的

影響下，社會價值觀變了，生活的大方向從繁

到簡，與以前不一樣了。我們如何再面對黃金

八十年代？如何欣賞明星的濃妝艷抹和大厚墊

肩膀衣服呢？還有電影誇張的劇情？動不動便

是飛車爆破，好像一個血氣方剛的男子。現在

回看八十年代，真的分不清是燦爛？還是過盛？

讓我舉個例子，八十年代其中一齣最賣座、掀

起英雄片熱潮的電影《英雄本色》（ 1986）1，

現在回看不少場面都非常誇張。有趣的是，在

現時的社會氣氛下，攝於六十年代、龍剛導演

的《英雄本色》（  1967），那種對社會現實沉

鬱的控訴，反而更讓我們產生共鳴。八十年代

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這是毋庸置疑的。類

型電影成為主流，加上粵語流行曲大盛，幾乎

每齣電影都是由大明星主演，香港電影的影響

遠及世界。在製作資源豐盛的年代，八十年代

留給我們不少讓人記憶猶新的作品。然而，喧

嘩的世代過去了，我們不妨帶著對香港的情感，

冷靜地回看一切。

我們口中所說的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其實

是甚麼時候開始？我想應該是 1984年吧。1979

年香港電影新浪潮電影爆發火花，但電影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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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逐漸被商業氣候所吞噬，新浪潮只維持到  

1983 年。2在 1984 年，新浪潮主將徐克在新藝

城影業有限公司拍攝《最佳拍檔女皇密令》，

走入主流，而富創意的新浪潮電影亦宣告隨之

而消失。我們一般所說黃金時期的八十年代電

影，應該從 1984年算起，商業主流電影的抬頭，

而德寶電影公司就在這一年成立。電影歷史以

外，從社會政治層面看，德寶經歷了香港重要

的轉變年代，從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開

始，直至到 1989年六四事件後逐步減產而退場，

再於 1992年公映最後一齣電影，德寶見證了香

港電影的黃金時期，也見證了香港的黃金時期。

然而，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是建基於不穩

的政治局勢上，但電影是以極度娛樂、嬉皮笑

臉的外貌來面對。1 9 8 2年，中英就香港回歸事

宜進行會談，大限將至，當時大部分香港人對

中國心存懷疑，所以移民潮便開始了。電影界

亦紛紛娛樂至上「搵快錢」，資深影評人羅卡

是這樣形容新藝城  ─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

電影公司：「新藝城的新款娛樂片正好迎合了

香港人被九七問題困擾，而急於『逃避』的心

理，繼續利用新導演們對社會變遷敏感、技巧

新穎的優點，製造出大量供市民逃避洩憤的高

能量娛樂品，儼然成為獲利最多、發展最快的

影片公司。」 3與新藝城比較 4，德寶予人的印

象不同，抽象地說是多點品味。他們有拍攝貼

1
收 $34,651,324。資料來自香港電影資料館網站。 

2
羅卡：〈香港新浪潮：在對抗性文化中進行革新〉，羅卡編：《香港電影新浪潮二十年後的回顧》（第廿三屆香港國際電

影節回顧特刊），香港：香港臨時市政局，1999，頁 42。 
3
同上註。 

4
劉嶔這樣寫道新藝城的中產電影：「中產愛情喜劇沒有在新藝城立足發展，即使有貌似的影片，並沒有認真參考中產階級

的文化、特質來創作故事和幽默。」見〈城裡的浪花〉，吳君玉、黃夏柏編：《娛樂本色 ─新藝城奮鬥歲月》，香港：

香港電影資料館，2016，頁 88。



 

 

 

 

 

 

 

 

《夢中人》（1986）：中產故事大多寄居於文藝片

的類型，以探索人物心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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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市井心態的《富貴逼人》（1 9 8 7），但又有

賞心悅目的愛情片《秋天的童話》（1 9 8 7）、

《戀愛季節》（1 9 8 6）等，更有非主流類型的

電影如《等待黎明》（1 9 8 4）、《地下情》

（1986）、《最後勝利》（1987）、《繼續跳

舞》 （1 9 8 8）等。還有成了票房毒藥的文藝

片如《最愛》（1986）、《夢中人》（1986）

等。本文將會特地討論德寶這兩部「有品味」

電影，它們都是拍攝當時新興中產階層的故

事，而且是屬於文藝片的類型，從而在八十年

代市井大眾娛樂的天下，帶出德寶的特點。

香港社會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

飛，中產階層開始形成。德寶的創作團隊有岑

建勳、陳冠中等，他們同是來自代表中產價值

的《號外》雜誌。 5德寶所拍攝的中產故事究

竟如何呈現當時的新興階層？在影像上有何特

色？如何回應政治不明朗的社會？

香港中產電影從何而來？

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出現了一些令人印

象深刻的中產故事，包括《愛殺》（1 9 8 1）、

《烈火青春》（1982）、《花城》（1983）、

《最愛》、《玫瑰的故事》（1 9 8 6）、《今

夜星光燦爛》（1 9 8 8）、《人在紐約》（台： 

1989；港：1990）等，這些中產故事大多寄居於

文藝片的類型，以探索人物心理為主，而另一

個不幸的特點是，這些電影一般都不賣座。

張志成在〈八十年代中產電影的剎那光輝〉

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中期中產電影抬頭，他

認為是到了《三人世界》（1 9 8 8）才獲得好成

績。 6《三人世界》是德寶第四位最賣座的電

影7，張志成認為此片「正值香港整體經濟處於

高峰期，大家豐衣足食之餘，開始講究一點品

味」。8現在回看，我認為這電影成功（在票房

上）的地方，其實是反過來減少了中產階層的

元素，把中產背景的人物拉回社會大眾接受的

層面。故事講述中產人士Alex（林子祥飾），一

天美麗的同居女朋友Peggy（關之琳飾）突然與

他分手，他失戀後遇上單親母親朱麗娥（鄭裕

玲飾）和其女兒（周慧敏飾），之後Alex與娥產

生愛情。電影描寫中產打工仔的生活，比較貼

地。在電影類型方面，《三人世界》不是文藝

片，而是更貼地氣的都市喜劇風格，例如Alex

和Peggy分手那場，兩人在門口爭廁所板，其實

是製造笑料。這電影把中產形象描寫得「市井

化」，這大概是電影賣座的原因之一。

5
《號外》雜誌於 1976年創辦。 

6
張志成：〈八十年代中產電影的剎那光輝〉，羅卡編：《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第十五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回顧特刊），香港：

香港市政局，1991，頁 28-29。 
7
德寶票房過二千萬的電影有六部：第一位是《富貴逼人》（1987），收$27,141,624；第二位是《富貴再逼人》（1988），收 

$25,814,268；第三位是《秋天的童話》（1987），收$25,546,552；第四位是《三人世界》（1988），收$ 24,676,380；第五位

是《三人新世界》（1990），收 $23,275,483；第六位是《貓頭鷹與小飛象》（1984），收$21,313,636。資料來自香港電影資

料館網站。 
8
張志成：〈八十年代中產電影的剎那光輝〉，同註 6，頁 28。

〈
第
二
章
〉
創
作

111



 

 

112

在現實社會中，香港經歷了六七暴動、

七十年代初的股災及石油危機之後，麥理浩時

期的香港在經濟和社會體制上都建立起來。社

會學家呂大樂這樣形容香港中產：

當中產階層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漸見規

模，快速地形成的時候，他們所身處的是一

個十分友善的社會環境。當時的資產階級、

殖民政府都樂於見到中產階級的出現，協助

社會、經濟發展。而在其他階級眼中，則中

產階級是攀上社會階梯的成功例子，他們亦

想自己的子女能有這樣的一日。9

中產階層是發展中的香港成功的一群，

精英份子，告別獅子山下的一代。他們有學

識，有專業技能，但為了保持不變的現況，把

優勢傳給下一代，他們會是保守，甚或自私。

有趣的是，這群社會成功例子從來不是香港電

影的寵兒。德寶的另一部賣座電影《秋天的童

話》，當中的女主角十三妹（鍾楚紅飾）在船

頭尺（周潤發飾）和Vincent（陳百強飾）兩個

男性之間，選擇了船頭尺。前者是市井人物的

代表，粗魯、英文差但可靠和心地善良；後者

絕對是中產人物的典型，有品味、英文好，但

對人冷漠。這種對比在香港電影不知出現了多

少呢。

那麼對中產故事有正面描寫是甚麼時候開

始的呢？當香港社會還未形成中產階層的時候，

香港電影已經出現了中產故事的雛型。最明顯

的是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

的國語電影，例如《香車美人》（  1959），兩

夫婦在中環工作，白領階層，男的更在建築公

司上班，故事是圍繞他們是否要買車的矛盾心

理。《六月新娘》（  1960）講述從日本回來的

年青女性對於婚姻的疑慮，愛情是否長久？婚

姻是否只是一場儀式？然而，五十年代電懋優

雅的中產故事並沒有對八十年代產生很大的影

響，只見於王家衛的電影，例如《花樣年華》

（2000）。另一方面，五十年代的粵語電影以

描寫基層為主，但到了六十年代開始出現一些

以中產為背景的故事，例如新藝製片公司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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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1986）：張艾嘉（前）集編、導、演於一身。

音王子》（  1966），電影很受歡迎，但對於謝

賢飾演的男主播的中產生活是過份美化吧。

如果中產電影不只是一種人物的背景，而

是探討複雜的心理，甚至發展出自己的美感來，

我想是到了新浪潮電視時期才出現，尤其是譚

家明導演的實驗。10譚家明導演、陳韻文編劇的

電視單元劇《群星譜：王釧如》講述年輕美麗

的少婦在情慾上、道德上的掙扎。《七女性》

中的〈苗金鳳〉、〈汪明荃〉等都是以中產女

性生活為背景，探討她們內心的壓抑和欲望。

當她們沒有現實生活的壓力後，反而更凸顯她

們內心所面對的問題。到了《愛殺》和《烈火

青春》，新浪潮的美術也為中產階層建立了風

格：顏色的控制、簡潔的設計，配合現代的電

影語言，離開了通俗劇的煽情，建立了新的中

產美學。

含蓄就是保守？：《最愛》

德寶的中產故事承接以上香港電影的發

展，以下討論的兩齣德寶電影，人物和故事同

時以中產階層為背景，而且屬於文藝片的類型，

在視覺上亦有嘗試，值得我們在 34年後重看。

《最愛》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暴力和色

情的七十年代之後，在張揚和喧鬧的八十年代

中，重提一種好像是被遺忘的特質  ─含蓄。

9
呂大樂：《中產心事：危機之後》，香港：上書局，2011，頁 13-14。 

10
有關電視時期作品的討論，可參考羅卡編：《熒幕新潮─譚家明的電視影片》，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8。



 
 

 
     

 
 

 

 

《最愛》（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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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左：張艾嘉）與俊彥（右：林子祥）情難自禁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明玉（繆騫人）一直知道他們的關係，甚至暗中破壞。

張艾嘉編導的《最愛》在香港電影金像獎和台

灣金馬獎拿到一些重要的獎項，加上主題曲

動聽，電影雖然不是非常賣座，但引來不少迴

響。11我第一次看《最愛》的時候，留意到英文

片名是《Pa s s i on》，我當時想：激情在哪？這

電影有一種含蓄性是當時的香港電影普遍沒有

的，而編導張艾嘉很自覺這一點。她在一次訪

問中說道：「這部片不要看午夜場的成績。那

班觀眾要求午夜場是要看笑片的，而不給自己

一個機會去接觸其它類型的電影。這種人很可

悲，他們只會看一種電影。」  12她確實拍攝了一

齣不胡鬧、不搞笑的電影，與眾不同，在這層

面上，我認為現在回看也很有意思。

這部與時代主流不一致的電影，靈感來

自哪？當時不少評論都把《最愛》與楊德昌的

《海灘的一天》（1983）比較13， 影評人大多肯

定《最愛》的嘗試，但藝術上與楊德昌電影距

離甚遠。岑建勳在近年的訪問中說道，最初是

他想到的題材：兩個好友同喜歡一人，然後他

找張艾嘉商量，俞琤提議找亦舒寫劇本，但岑

建勳看了劇本後不太滿意，最後請張艾嘉親自

執筆。14電影公映後，張艾嘉在訪問中提到一些

影響她的元素：「我一直想把片子拍成粵語殘

片般。我喜歡看粵語殘片、舊片。它們內裏很

有中國人味道……」。15 我覺得這點很有意思，

尤其是能把不同的電影連起來。如果《最愛》

中含蓄的情感是來自五、六十年代粵語電影的

影響，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兩者的分別。

《最愛》的故事橫跨六十至八十年代

觀眾可以從人物的造型猜到。故事講述吳明玉

（繆騫人飾）與俊彥（林子祥飾）是未婚夫

妻，明玉的好友白芸（張艾嘉飾）回來參加他

們的訂婚典禮，但芸芸與俊彥漸生情愫，二人

不想令明玉難過，一直隱藏秘密，甚至連自己

也不敢承認。但在明玉和俊彥的婚禮前夕，芸

芸與俊彥終於發生了關係，其後芸芸與年紀較

長的醫生（鍾景輝飾）結婚。很多年以後，兩

人的丈夫都過世了，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

明玉和芸芸分別帶著自己的女兒來到鄉村俱樂

部相見，兩人談到過往的種種，最後終於忍不

住打開這個秘密，原來明玉一直知道他們的關

係，甚至暗中破壞他們的約會，但他們最後還

是有見面，芸芸因此和俊彥育有一女。兩個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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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電影獲第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張艾嘉）及最佳電影歌曲 （〈最愛是誰〉，盧冠廷作曲、潘源良作詞、林子祥

主唱）；第廿三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張艾嘉）、最佳女配角（繆騫人）及最佳美術設計（張叔平）。電影票房是 $ 8,757,828。

（香港電影資料館網站） 
12
菁華、逆萊訪問；菁華整理：〈最愛是誰？─張艾嘉談生活、感情、電影〉，《電影雙周刊》，第 193 期，1986 年 7 月 

31 日。 
13
見舒琪：〈廻應〉（一）、〈直綫〉（二）、〈凌厲〉（三）、〈心跳〉（四），「披甲集」，《明報》， 1986 年 8 月 24-27日。 

14
見周荔嬈等訪問，曾肇弘整理：〈岑建勳〉，本書頁 45-52。 

15
菁華、逆萊訪問；菁華整理：〈最愛是誰？─張艾嘉談生活、感情、電影〉，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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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馬的女性，在黃昏的餘暉下感受到人生的

錯愕與無奈，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是一齣關於中產人物的故事，俊彥是

律師，出生於富有家庭；明玉和芸芸是小康之

家，芸芸從事廣告設計。他們生活優雅，有教

養，而俊彥和芸芸都喜歡畫畫。張叔平的美術

簡潔優雅，雖然加上了八十年代的品味，但也

盡量不失六十年代樸素的感覺（尤其是芸芸

家）。含蓄大概是電影裡中產階層的特徵，不

過含蓄與保守可以是一線之差，電影把中產階

層描寫為含蓄的一群，帶有正面意義，但另一

方面也是香港中產保守一群的開始。

導演提到她喜歡的舊粵語電影，這些電影

大多是關於基層打工仔，但重要的是，含蓄的

性格並沒有因為他們是基層而消失，例如《天

長地久》（ 1955） 的紅線女，她雖然與有婦之

夫遠走高飛，但她還是以含蓄的態度表達她果

敢的性格，粵語電影的女性示範了含蓄不一定

是保守，更不代表懦弱。然而，《最愛》的含

蓄讓人覺得人物是懦弱，而且是為了保持一種

生活的穩定性而選擇放棄愛情。有一場戲是很

深刻的，明玉高興地推開新居的大門，看到他

們二人在黑暗的大廳靜靜地坐著，雖然他們沒

有任何親密的行為，但整個氣氛讓明玉馬上明

白了，她不敢直接看他們，只是繼續扮演甚麼

都沒有發生，而俊彥最後也沒有向她說明真相，

這場戲表達了三人含蓄的關係。明玉本是俊彥

的秘書，因工作關係產生感情，可以說明玉是

通過結婚而得以階層上升的人。她本人不喜歡

讀書，電影中又刻意寫她愛打麻雀（而芸芸喜

歡繪畫），如果她失去了俊彥，她便失去了一

段美好的生活。她的沉默，讓人感到不自在，

她的含蓄帶著自私與保守。

電影亦不敢觸碰俊彥的複雜性，他一方面

是典型的好男人、好學生、好丈夫，工作投入，

是一個社會的好公民，但電影寫他與芸芸浪漫

愛情的一段，如何與他木訥寡言的性格產生關

係？電影似乎沒有細心探索。俊彥對待芸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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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玉好像是兩個人，俊彥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男

人？電影拍攝俊彥和芸芸晚上看海和開車的場

面都是好看的，有意把侷促的中產空間開放出

來，可惜沒有發展下去。

《最愛》包含了不少我們現在對中產階層

的看法與批評。電影在鄉村俱樂部開始，在那

裡結束，三人的糾纏都是很「安全的」，因為

事情已經過去，就算十幾年後真相大白，他們

要爭奪的男人已經死了，一切已成往事，所以

把真相坦露出來，只會有點點震撼，大家還可

以繼續安穩生活，繼續在鄉村俱樂部喝白酒。

《最愛》以優雅和含蓄的故事呈現了當時香港

社會的一面，有可取的地方，但也呈現了中產

階層的保守與封閉。16

中產愛情與歷史：《夢中人》

《夢中人》是德寶另一齣與眾不同的電影，

也是拍攝中產階層的故事。區丁平導演在 1983

年拍攝了《花城》，講述香港人移民巴黎的生

活，也講到香港人失落的心情。電影並沒有美

化花都的生活，可以見到海外生活的無奈。此

電影的美術充滿中產情調，主角鄭裕玲、夏文

汐和周潤發的服飾與美術是簡約風格，但整體

看來比較不自然。《夢中人》是區丁平第二齣

執導的電影，德寶出品，評論一般認為他進步

了。17《夢中人》的故事非常特別，由邱剛健創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夢中人》（1986）台前幕後：（左起）區丁平、張叔平、

林青霞、周潤發、關錦鵬。

16
當時也有台灣影評人批評電影的世界封閉，見黃建業：〈張艾嘉「最愛」（ Passion）背後的恨意〉，徐立功、羅樹南編：《中

華民國電影年鑑》，台北：中華民國電影年鑑編輯委員會，1987，頁 18-19。 
17
見石琪：〈《夢中人》（下）─情調纏綿 故事牽強〉，《明報晚報》，1986年 4月 26日。



 

 

 

《夢中人》（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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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秦朝的夫（周潤發）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秦朝的妻（林青霞）生死相隨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宋羽（左：周潤發）、悅香（右：林青霞），

一別二千多年。

作，文雋及邱剛健合編，票房與《等待黎明》

相若。18

用現在的語言來說，電影的題材屬於穿越。

電影講述宋羽（周潤發飾）是海外回來的音樂

指揮家，他與同居八年的女友華麗（楊雪儀飾）

在香港居住，但宋羽開始見到一個秦朝裝扮的

女人，又看見自己是兵馬俑，疑幻疑真，直至

他在香港舉辦的兵馬俑展覽巧遇悅香（林青霞

飾），前世因緣才展露出來。原來宋羽和悅香

在二千多年前是夫婦，宋羽得罪了秦始皇被殺，

悅香跟隨他赴黃泉，之後二人在六十年代的中

國內地投胎轉世，輾轉來到香港重遇。當他們

知道自己的歷史後，宋羽決定與悅香一起，華

麗在悲憤下自殺，她認為八年的愛情不比二千

年淺。華麗死後，二人最後也黯然分開。

這確是一個很特別的故事，古代世界和現

代世界同在一部電影，很明顯是邱剛健的風格。

評論人馬馳認為電影是 1997的隱喻，他這樣寫

道：「片中『二千一百九十七年』這個年期，

就跟眼前『一九九七』熱門話題有個微妙的巧

合。」19德寶在 1984年拍攝了對香港回歸帶有

隱喻的《等待黎明》，幾年後的《夢中人》是

另一種對社會政治現況的回應。《夢中人》大

概就是說當你活得快快樂樂、成為中產階層的

時候，突然之間你不堪的過去來找你，就好像

香港當時要面對回歸的情況。那麼，我想進一

步問：《夢中人》中的歷史是建設的？還是破

壞的？

《夢中人》有三方面的歷史，或者是三個

盛載歷史的空間。第一個是秦朝歷史，這當然

是最戲劇性的、最優美的。第二，電影很強調

宋羽和悅香是內地出生的背景，他們的上一代

在文革時來香港，因緣際會在香港發達了，尤

其是悅香父親作為從事考古的過去。第三是香

港本土的歷史，華麗的歷史是在長洲，她盲眼

的外婆能看到鬼神，電影也拍攝了一場宋羽遊

覽長洲，看到送神儀式的經過。宋羽、悅香和

華麗都是生活在香港的中產階層。宋羽和華麗

的新房子居高臨下，望向海港。悅香的家勢更

是中產之上。有趣的是，這三段歷史都對他們

現有的生活產生破壞。秦朝歷史的回歸讓華麗

自殺，一段本來好好的關係破壞了，而宋羽和

悅香也沒有好結局。文革歷史的創傷尤其體現

在悅香父親身上，當他遇到舊朋友，一段不堪

回首的過去又歷歷在目。宋羽和悅香的歷史，

是宋羽第一次到長洲才揭開，長洲彷彿是盛載

歷史的地方，但同時對人物又散發恐懼。歷史

的重來沒有讓任何一個人物帶來好的結果，歷

史是一種對當下中產生活的威脅。然而，《夢

中人》告訴你，當時候到了，你別無選擇，歷

史總是會回來的。

電影對歷史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面《夢

中人》的古代世界很淒美，古代的人物很漂亮，

但一切是危機重重，秦朝的宋羽得罪了秦始皇，

便馬上喪命。宋羽和悅香本想在現代的世界重

拾未了緣，但歷史真的可以重複嗎？電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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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等待黎明》收 $7,223,400，《夢中人》收 $ 7,289,958。資料來自香港電影資料館網站。 

19
馬馳：〈夢幻夢囈悲觀朦朧─《夢中人》〉，《中外影畫》，第 81期，198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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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欣賞過去的美麗，但又對過去步步為營。我

自己反而覺得華麗的角色來得直接簡單，她沒

有中產階層要維持現況的考慮，敢愛敢恨。我

想如果宋羽和悅香真的相愛，真的相信歷史給

他們的緣份，他們應該繼續下去，但結局告訴

我們，人物不想再延續這段歷史，但歷史還是

在他們這一生留下印記。《夢中人》表達了當

時中產階層對快將回來的歷史既認同又恐懼。

小結

《最愛》和《夢中人》作為德寶中產電影

的代表，雖然仍有不少可以改進的地方，但它

們都嘗試在類型電影的喧嘩世界中，表達另一

種聲音。香港電影的中產階層，在七十年代到

八十年代初還帶有一股怒氣，例如《烈火青春》

的暴力與解放，但發展下去，中產總給人有一

種離地的感覺，或者只是抽離社會的文藝片。

雖然香港社會在七、八十年代中產階層快速形

成，但從香港電影的發展角度看，大眾還是喜

歡市井人物，可愛而生鬼。如果中產階層是現

在我們所說的和理非，我想，現在是時候，為

這群人重新寫下他們的故事。

黃淑嫻，作家、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現任嶺南大

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散文集《理性的游藝：從卡夫

卡談起》（2015）及《亂世破讀》（2017）；短篇小說

集《中環人》（2 0 1 3）；論文集《女性書寫：電影、

文學與生活》（2 0 1 4）及《香港影像書寫：作家、文

學與電影》（2013）。主編書籍包括《香港．1960 年

代》（2020）、「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

六冊 （ 2013）及《香港文學與電影》（合編，2 0 1 2）

等。為紀錄片《 1 9 1 8：劉以鬯》（ 2015）及《東西：

也斯》（2015）的文學顧問及聯合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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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婉婷
談執導《秋天的童話》

整理自「《秋天的童話》映後談」（ 2013年 2月 17日）

主持：傅慧儀；及 
張婉婷訪談（ 2020 年 1 月 17 日）

訪問：周荔嬈、陳彩玉、蔡漫虹、郭靜寧 
整理：趙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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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童話》 

1 9 8 7 彩色  粵語   9 8分鐘  出品：德寶  出品人：潘廸生  監製：岑建勳  導演：張婉婷  編劇：羅啟

銳 策劃：俞琤 攝影： James Hayman、鍾志文 剪接：蔣國權、李炎海、陳祺合、朱晨杰、鄺志良 美術指
導：Christy A ddis、黃仁逵 原作音樂：盧冠廷 演員：周潤發、鍾楚紅、陳百強、黃淑儀、吳福星

戲中靈魂人物原型

這部電影的對白真的很精彩，導演可否談談創作這個劇本的過程？你跟羅啟銳先生是

如何構思想法跟對白的呢？

所有對白都是我們很慎密地寫出來的，我重看依然覺得船頭尺這個角色很吸引，而且很適

合周潤發飾演。這個角色是根據我在唐人街認識的一個朋友寫的。那時候我在紐約大學讀

書，唐人街就在附近，我是時常去的，在那兒認識了一個人叫「皺皮檸」，即是皺皮的檸

檬。船頭尺在電影中經常說的對白，例如「你真是茶煲」，t r oub l e，或是「茶煲嬸」，即

是tr oublesome，就是他經常掛在口邊的。他是那種江湖兒女，很喜歡幫人，但是假如你傷害

了他，他就會說：「我做人甚麼都沒有，只剩下自尊。」基本上他就是船頭尺這個角色的原

型。

至於十三妹這角色的遭遇，你放進了很多自己的生活經驗，那麼十三妹其實是你自己

的故事抑或是你朋友的故事呢？

不是百分之一百我的故事，當時沒有一個船頭尺追求我，然而十三妹在學校的經歷，正

正是我在紐約大學的經歷，或者是我在那裡認識的人，即像我這樣身無分文的留學生普

遍的經歷。身無分文的留學生要生存是要想好多方法的，我便想到去唐人街打工。每天

放學後往唐人街，久而久之，跟經常待在那兒的非法移民混熟了，有時他們見到我經過，

會問我「吃了飯沒有？」我當然說沒有，他們便會叫我一起去吃飯，就這樣跟他們混熟

了。 

你發覺他們背後有很多故事的嗎？

他們當中很多是文革時期從內地偷渡出來的，輾轉去到美國做了非法移民，一待就是十

多年。他們的英文不靈光，例如下雨會說「ou tside  water,  di-li-da-la」，也由於不懂英文，

他們是不會離開唐人街的，整天就待在那兒，吃飯、跟朋友聊天。

電影尾聲出現的 Sampan 餐廳是你打算送給你的朋友皺皮檸的？

是的！這部電影的監製岑建勳本來提議十三妹將手錶送給船頭尺後，船頭尺惆悵地望著

手錶，電影就這樣完結；我說不可以，因為皺皮檸是我的朋友，他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定

不能擁有一間餐廳的，而我是導演，可以在電影的空間內送他一間餐廳。現實中雖不能

成真，但在電影的世界內也可送他一個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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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童話》（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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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似「爛鬼」，又有浪漫感覺，周潤發是飾演船頭尺的不二之

選。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鍾楚紅個性帶點倔強，正是導演眼中的十三妹。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導演要周潤發每天黃昏去跑步，抓緊適合的太陽光拍攝。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周潤發細膩的演技被導演形容為 magic moment。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船頭尺受到傷害時，就會說：「我做人甚麼都沒有，只剩下自

尊。」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able fo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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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投資處處碰壁

在拍攝時你是否都忠於劇本去拍？有沒有在現場構思的情況呢？

差不多都是忠於劇本去拍。劇本寫好後，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唯一演得來這個既似「爛

鬼」（混蛋），又有浪漫感覺的船頭尺，就只有一個周潤發。雖說他當時是「票房毒

藥」，但我堅持船頭尺一定要由他來演。我邀請他演出，他也答應了。

得到他答應，我便四出找公司投資，有些電影公司很喜歡這劇本，奈何當得悉我打算找

周潤發主演，便說這個票房毒藥不行。有一間甚至提供了很多巨星讓我選擇，例如洪金

寶、成龍，還有許冠文，八十年代在影壇領風騷的要數這幾位影星，但我竟然拒絕了，

仍然堅持飾演船頭尺的人非周潤發莫屬。

後來我的香港大學校友陳冠中提議我接觸岑建勳，我便戰戰兢兢地去找他，將劇本放在

他跟前便離開。過了不太久，他便致電給我，要我明天上公司簽約。原來他很喜歡這劇

本，生怕給其他電影公司搶先一步，便立刻致電給我，不知道其實我們已經山窮水盡，

而他已是我們最後可以接觸投資開拍的人。

當時他贊成由周潤發主演？

對！我堅持一定要找他來演，我真的覺得除了他以外，再沒有人適合去演船頭尺。可

是，就在我籌備前往紐約拍攝的事宜時，《英雄本色》（ 1986）在香港上映，周潤發憑

這部電影有如平地一聲雷般一夜之間爆紅，立刻引來無數人邀請他拍戲。我也著急起

來，打電話問他會否如期前來紐約為我拍戲，他答道：「我答應了你就一定來，你先去

吧！」得到他答應，我便如期進行籌備工作，但由於他實在是片約纏身，最終也只能給

我個半月時間拍攝。

那麼鍾楚紅呢？是不是很早已打算找她演十三妹？

找紅姑演十三妹，總裁是有一點意見的，我是稱呼岑建勳為總裁的。我認為紅姑十分適合

演這角色，她本身其實也有少許倔強。電影中有一幕是她在車站重遇陳百強，我們事先已

借了這個車站拍戲，一直到六點鐘。當大鐘踏正六點，車站管理員就立刻要求我們收工，

但當時我們還欠一個紅姑的大特寫鏡頭未拍，我們便懇求管理員讓我們拍下去。想不到紅

姑突然一個箭步衝前理論，那個管理員是黑人來的，好高大，但紅姑毫無懼色。雖然最終

徒勞無功，我們還是要收工，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紅姑的倔強個性。她就是這樣的人，正

正就是我想要的女主角。至於那個大特寫鏡頭，我們是回來香港後補拍的。

嚴重超支回港拍內景

你曾說本片的內景是回來香港後才拍的，你們怎樣將分別在紐約和香港拍的部分縫合

在一起而令觀眾毫不感覺突兀？假如你不說，我們完全不知道原來電影是分別在兩個

地方拍攝的。

本來我並不想回香港拍的，我是打算全部在紐約實景拍攝，豈料拍到中途便已超支，全

片預算是三百多萬，當時卻已用了接近四百萬。那時有人上報「中央」，說我超支，又

好像不知道自己想拍甚麼 — 因為每天黃昏我便要周潤發去跑步。這個時間的太陽光度

最適合拍攝，那時候還未發展到可以用數碼技術在電腦調光，所以一定要抓緊適合的太

陽光拍攝，於是每天黃昏我便要他去跑。周潤發其實也不明白為何天天要在這時間跑

步，當時我還是新導演，不懂得向演員解釋，每天就是要他跑，於是便有人將這情況向

「中央」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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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勳得知後便跟我說「先不要拍了，剩下室內那些不要拍了，讓我們先看片，你先剪

給我看看。」我還記得在機場跟我的工作人員，亦即我在紐約大學的同學道別時，大家

幾乎是淚灑機場。那時我想可能永遠要跟電影圈說再見了，假如他們看過後不滿意的話，

可能就此完了。

幸好回港後，我剪好片讓總裁過目，他看過後，第一個反應是「不錯！沒有問題，繼續

拍下去吧！」他還給我找來最好的工作人員 — 鍾志文是全港一流的攝影師，黃仁逵是

一流的美術指導，盧冠廷又是一流的音樂家。

回港前，我拍了很多照片，都拿給黃仁逵看，所以在香港拍攝時，室內都佈置得頗像紐

約。當時紐約唐人街的人都很喜歡將浴缸放在大廳中央，覺得擁有浴缸是很「威」（了

不起）的，格局就是這樣。唐人街的景物我也拍了照片給黃仁逵看。

此外，有些道具我知道在香港會找不到，例如那個電話，我就問我唐人街的「爛鬼」朋

友，可否找個這樣的電話給我帶回香港，他們就真的用自己的方式，找來一個給我。總

之有甚麼可以帶的我都帶回來了。

奇妙時刻成拍攝電影動力

你們又沒有預算請臨時演員，那麼在百老匯歌劇院外排隊的人，是不是紐約市民來

的？

當然是。拍這場戲我們沒有事先申請，在紐約可以這樣做，但在香港就未必可以了。我

先跟 Mr Fat（張婉婷對周潤發的稱謂）說要怎樣做，擺好機位後，我們就舉起一個寫上

「 We are making a film, please don’t look at the camera.」（我們正在拍電影，請不要望鏡頭。）

的牌。當紐約人看到這個牌，真的不會望鏡頭，做回自己，我想他們可能已習慣了。接

著 Mr  Fat跳欄嘗試插隊時，正在排隊的人又真的會喝止他，要他排隊；他們知道他是演

員，但已完全投入在臨時演員的角色中。

電影內的紐約，就是我居住時的紐約，現在的紐約可能已不一樣了。我在紐約時是八十

年代，我就記下了這一個時代的紐約。

這部片的畫面及鏡頭角度都拿捏得很好，鏡頭的擺放角度預先如何計劃？

紐約的攝影師是我在紐約大學的同學，我與他一起構思如何拍攝。我們不厭其煩地等光，

雖然周潤發只給了我們個半月，我們也膽敢花時間等光。例如有一幕要拍海鷗在海邊飛

過，我們拍了十多二十個鏡頭，就是要等光及海鷗飛過；你在銀幕上看到有那麼多海鷗

飛過，就是我們花上時間等來的。我是一個很堅持的人，堅持到一個地步，可能令人覺

得不耐煩，但有時就是要這樣，導演對某些事是要很執著的，否則你沒等上那個時刻，

就會後悔一生。

周潤發跟鍾楚紅說再見後，看著紅姑在陳百強的座駕上轉彎而去。他由不在意到感覺

到自己喜歡上她。那幕會否是你最滿意的一幕呢？

是最滿意之一。那天其實是周潤發最後一天在紐約拍攝了，第二天他就要回港拍其他戲。

回想那天幾乎整條唐人街的人都來看拍戲，又有警察維持秩序，現場人聲鼎沸、嘈吵不

堪。我正擔心這樣的環境能否如期把戲拍完，只好「頂硬上」（硬著頭皮去做）。我叫

周潤發回想一下以前失戀的事情，然後開機。這時四周仍然很嘈雜，一開機他就開始演，

初時很瀟灑地笑，後來表情一直在轉變，變為難過，然後眼泛淚光，再決定要追十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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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全場變得鴉雀無聲，我也全情投入地看，覺得很傷心，到他出了鏡，我才懂得叫 cut

（停），跟著全場拍掌，大家都很感動。電影就是有這種魔力，當你質疑自己正在做甚

麼時，就是這 magic moment（奇妙的一刻）令你覺得所有事情、所有等待都是值得的。

鍾楚紅向周潤發送上錶芯，這幕很感人，靈感又是從何而來呢？

這幕的靈感來自一本書，書名是《The   Gift  of  the  Magi》（《聖誕禮物》）。我是讀英國

文學出身的，平時也會多看書，看書真的很有用。這本書講述一個女子擁有一把長長的

秀髮，她的丈夫想買一把梳或頭飾給她，襯托她美麗的秀髮；誰知當他正要將禮物送出

時，妻子卻已把秀髮剪短，用來換錢買禮物給他。雖然大家內心都掛念對方，想將最好

的東西給對方，但時間上卻錯過了。正如船頭尺和十三妹，十三妹視船頭尺為很好的朋

友，而船頭尺更是愛上了她，二人都想給對方最好的東西，但卻剛好錯過了。在愛情方

面，時機是很重要的。

還有哪個情景是令你覺得很難忘的？

我不會這樣想。拍電影時，每個元素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進去的，所以我不會說突然

記得哪一幕，然而，我會記得演員的樣子，其他所有事情你未必會記得，你未必會記得

他們曾穿過甚麼衣服，但他們的樣子會深深印在腦海中。對我來說，演員跟導演的關係

好特別，大家一起經歷了數個月，即使事後未必會再相約吃飯，他們的確已成為了我生

命中的一部分，周潤發、鍾楚紅、陳百強、舒淇、黎明、劉青雲、姜文……他們的樣子

都令我印象深刻。當你很投入時，會以為自己真的在某個時刻，經歷了這段生活。

現在你回看這部電影，有沒有甚麼想增加或減少的呢？

我已很久沒有看這部片了，現在回想覺得似乎很長氣，有些對白其實沒有必要說。不只

這一部，重看所有我拍的電影，都覺得全部有瑕疵，全部有遺憾。我每天拍完戲回家就

已覺得很遺憾，我會質疑自己為何要這樣拍，不那樣拍呢？我每天都這樣想。我覺得做

導演就是要這樣，要不斷挑戰自己，不斷希望做好一點，但有些事情是不能回頭的，有

些情懷叫你現在去寫，你也寫不出來。所以很多東西盡量不會改，就像周潤發所說，不

要再回頭望了，已經出來的東西，就不要再回頭看了。

戲裡戲外

很多觀眾喜愛這部電影，那麼演員呢？他們看完這部戲後，有沒有給你甚麼回應？

他們當然也很喜愛。記得十多年後我重遇陳百強，他說既然電影已成為經典，提議我開

拍續集，但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開拍時，我單純想將這部片送給我的朋友 — 一位幫

了我很多的朋友，他是我認識的人之中最有趣的一個。此外，也想將我讀書時認識的紐

約市、認識的唐人街、認識的「爛鬼」朋友，一一記錄下來，這些對我來說是成長的一

部分。動機就是如此簡單。動機一旦變得複雜，要我拍一部大家都喜歡的經典之作，那

我就做不到了。

這部電影有五位剪接師，為何會有這麼多？

是這樣的，德寶有剪接部，主管是蔣國權，無論他有沒有參與該部片的剪接，都一定會

出他的名字，其實誰有空便由誰幫忙剪，參與最多的是鄺志良。我在紐約大學的學生製

作，包括《非法移民》（ 1985），都由自己剪接，當沒有人有空時，我就會乘機自己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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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重視剪接，因為這會影響整部電影的節奏，而剪下的每格菲林，我都會好好保留，

以便當我一旦改變主意時，可以隨時補回。

談談音樂，盧冠廷為電影配樂，那麼導演在音樂方面的參與有多大？

我首先給盧冠廷聽類似我心目中想要的感覺的音樂，當然不是叫他抄襲，他便會作幾首

讓我選擇，我選了現在這首（即〈別了秋天〉），我第一次聽已經好喜歡。片中最後一

幕，即周潤發一直跑上橋而沿途的車輛不斷向他「響按」（響號），這幕的音樂編排是

最重要的，我們也下過一番心思。最初周潤發走過，即我們用一個長鏡頭拍他跑到另外

一邊，這時配樂較簡單，只有結他；之後他繼續跑，我們就加了笛聲進去；然後他上

橋，見到鍾楚紅過橋時，鋼琴又開始彈奏；繼而全部樂器一起加入，真的是慢慢上，一

種一種樂器加上去的。

是不是一開始已打算找呂方唱主題曲？

不是，我們是後來才找他的，他唱得很好，我很喜歡他。陳百強曾經作過一首歌，想我

們用來作主題曲，但他在電影中有一個角色，假如由他來唱主題曲，觀眾應該怎樣將他

定位呢？即使唱，都應該由片中的主角，即周潤發來唱。再者，我們覺得主題曲應該是

電影的其中一部分，應該由統領整個電影音樂的音樂家來作。音樂對整部電影來說是很

重要的，甚麼時候應該用上甚麼樂器？例如用甚麼樂器來表達城市的氣氛，這些都是創

作，所以我們決定由盧冠廷負責作曲。

談談 Danny 陳百強，相信很多「強迷」都想知道更多關於他的一點一滴。

陳百強是很紐約的，他真的完全融入了這城市，而他本身的個性其實就是電影中角色的

性格。他的戲份不太多，但仍會時常來現場打氣。記得我們拍攝時，紐約百老匯正好

上演最紅的音樂劇《Cat s 》（《貓》），我們都想去看。有一次他看完後就來到現場唱

《 Cats》的主題曲〈M emory〉（〈回憶〉）給我們聽，聽得在場的工作人員如痴如醉，

印象最深刻就是這一次。

片名《秋天的童話》的靈感從何而來呢？

是一早已想好的。我覺得這個片名不錯，但其實我原先並不是想拍一個童話，我是想拍

一個寫實的愛情故事 — 其實也不是愛情，只是兩個人在紐約的一段關係。我覺得《秋

天的童話》不錯，跟總裁提議這個片名，他也沒有所謂，但是在台灣上映時，當地發行

商覺得不好，改作《流氓大亨》。這也沒有辦法，他們是發行商，是有權改的。

假如不做導演，你會做甚麼？

我會做音樂家，學習樂器。小時候，我想學彈鋼琴，但由於負擔不起，沒有去學，所以

見到盧冠廷以及所有給我做音樂的人，我都很高興。每次拍戲，最開心就是配樂的時候，

因為已經剪好片，所有前期工作已經完成，最後才來到配樂的工作。大家坐在大銀幕前，

看到本來沒有音樂的影像，在加上配樂後，會突然給你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我很享受

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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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國亮
談編導《神奇兩女俠》及 

《繼續跳舞》

整理自「《神奇兩女俠》映後談」（ 2011 年 11 月 26 日）與 
「《繼續跳舞》映後談」（ 2011 年 12 月 17 日）， 
均由何思穎主持；及

甘國亮訪談（ 2020年 3月 16日） 
訪問：郭靜寧、周荔嬈 
整理：趙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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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兩女俠》

1987 彩色 粵語 93分鐘 出品：德寶 攝製：某

一間 出品人：潘廸生 監製：俞琤 導演：甘國
亮 編劇：甘國亮 攝影：潘恆生 剪接：蔣國權、
李炎海 美術指導：方盈  音樂：鍾定一 配樂：鄧
少林 演員：鄭裕玲、葉童、王敏德、鄭丹瑞

《繼續跳舞》

1988 彩色 粵語  90分鐘 出品：德寶 出品人：

潘廸生 監製：甘國亮、俞琤 導演：梁普智、甘
國亮 編劇：甘國亮、俞琤 攝影：黃寶文 剪接：
蔣國權、陳祺合、李炎海 美術指導：陸叔遠、張
叔平  配樂：胡大為 演員：繆騫人、吳耀漢、曾
志偉、孟海、黃霑、新馬師曾

《神奇兩女俠》

梁好逑鬥連子蓉

《神奇兩女俠》是由某一間製作有限公司攝製的，可不可以談談這間電影公司成立的

經過？

那時候我剛剛離開T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本來我有另外一些發展，但剛好德寶邀

請我的好朋友俞琤成立一家公司。俞琤認為她比較擅長籌措方面的事宜，而我則樂於參

與創作方面的工作，憑著我們二人之力，一起經營這家公司也綽綽有餘，這便是某一間

成立的緣起。

德寶其實也沒有參與太多某一間的製作，因為很多參與電影製作的人本身已在行業中有

相當經驗，又或是來自電視或電台廣播行業，亦已經做出成績。即是已熟知大家的能

力，合作時便很容易產生默契。

這部電影對當時很多的女性觀眾來說，都特別有共鳴，你是怎樣想到這樣的題材及塑

造兩個這麼特別的角色呢？

選擇選美活動為題材並沒有太大原因，我在電視台工作了這麼久，最好就是就地取材。

當年選美活動的參賽者，都是以智慧與美貌並重為原則，也真的出了很多非常有理念的

時代女性。當然，背後的確有很多故事，所以很多人以為我是在諷刺當年的選美活動，

其實絕對不是，我是在探討香港人當時的價值觀。

很多家庭都認為自己家中的女兒都很「叻」（聰明）、很有本事，女孩子都會認為自己

好「靚」（美麗）。誰不知有一晚參加了選美活動，才赫然發覺在全香港數百萬人眼

中，自己原來是這麼不堪。參與這場由世人定下來的遊戲，而在當中被批判，甚至落敗

的時候，就是人生裡自己製造出來很大的屈辱，還會影響你將來怎樣面對這個社會。其

實當初她們參選，也只是視這個為進階的機會。

有說梁好逑這角色是特別為鄭裕玲而寫的，是不是呢？

我為所有主角寫的劇本、與他們拍的戲，都是全心全意為他們做的，沒有例外。大家重

看的話，當時汪明荃、李司棋、林子祥他們主演的戲，我全都是為他們而寫的，他們參

與我的製作時，我是全心全意去愛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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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兩女俠》（1987）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梁好逑（右：鄭裕玲）與連子蓉（左：葉童）：

選美落選，故事才開始呢！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連子蓉覺得自己是高人一線的，卻又墮落至選美，不過也沒有

辦法，否則就沒有機會了 — 到底意難平！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梁好逑說話時帶點「黐脷筋」，象徵著性感。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王敏德（左）一秒鐘就令到兩女迷迷懵懵

另一點是梁好逑的說話方式，她有少許「黐脷筋」，說話方式很特別。你當時怎樣

想到利用這種語言障礙來界定她的角色呢？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新意。你看西方電影，通常那些金色頭髮的肉彈，她們的說話方式真

的是這樣，就算是瑪麗蓮夢露（M arilyn  Monroe）她本人其實並不是這樣說話的，但是她

會用這種說話方式顯得自己性感一點，其實這是一種手段來的。至於梁好逑，她本身當

然是有這種缺憾，但她從不覺得這是個問題，這一點其實是她的性感象徵。

你也用上dumb blonde （愚蠢的金髮女郎）這詞語，你覺得她是不是個dumb br unette

（愚蠢的黑髮女郎）呢？

你看她其實不是。當年有些觀眾質疑為甚麼有些地方好像不連貫，梁好逑忽然變回一個

有心術及年紀大的人，其實這是鄭裕玲自己設計的。當梁好逑要發惡，望著葉童，即連

子蓉時，她覺得要說真話罵她，就變回真實年紀、比較正常的她，其他時候她差不多都

在扮演另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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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子蓉的角色好像沒有梁好逑般突出，但這個角色其實也很好看。你是怎樣定下這

兩個女性的配搭？ 

是就地取材的。她們二人比較一般，一般的意思是自己要參加，但又意難平。一方面覺

得自己是高一線的，覺得自己投身這個社會，為何要這麼墮落，參加這些遊戲，不過是

沒有辦法，要「盡地一煲」（孤注一擲），否則就沒有機會了。另一個可能是從小到大

都覺得這機會一定是屬於我了，誰不知參加後才驚覺自己的渺小。

相信自從有選美活動開始，參加者十居其九都為自己寫了個「劇本」，一心以為踏上選

美舞台後，就可以順利開展由自己一手撰寫的完美劇本。誰不知上天就是喜歡跟她們開

玩笑，不讓她們開展自己鋪排的人生，有許多人的人生甚至因為參與這些活動而摧毀

了，你要她們「回帶」（時光倒流）做回不曾參選的自己，她們也真的會答應。

王敏德演的角色也非常特別，這角色是否也有他真人的影子呢？

王敏德的角色，我在當中調節了很多與他有關的地方，假如由本地的廣東仔做，就沒有

了王敏德做那麼有趣。他本身絕對可以騙倒你，真的會以為他是從外地回來，他又如此

英俊，女孩當然一見傾心，所有這些都可說是為他而寫的，假如角色不是由他演，可能

也要調整。

他做到令兩個女主角一秒鐘就迷迷懵懵。因為失敗的緣故，二人都覺得非要得到王敏德

不可，就好像忽然間有個天使進入了她們的生命中，因而要牢牢將他抓住。當然後來知

道原來他不是，他只是街上的一個人，趁她們二人懵了的時候，就跟她們玩上數天，之

後他便返回自己的世界，大家也就相安無事，就像是放完一個假期似的。

與投緣朋友合作

電影找來方盈做美術指導，你與她討論時會不會給予她一些方向或指導呢？

其實是沒有的，我跟方盈是好朋友，她是演員出身，在那個年代她已經很前衛，會跑去

看歐陸電影。那時這類電影是比較難看到的，電視台也甚少播映，但她有著這樣的本

質，而這本質亦很容易感染別人。我跟她十分投緣，大家有共同話題，而且同樣欣賞電

影工業裡所發生的事情，所以也毋須特別給予她甚麼指導。

其實找方盈做美指也有另一個原因，因為這部戲有關媒體，而本身是演員的方盈也曾在

佳視（佳藝電視）做過主持及演過電視劇，經歷過電視的冒起，是適合的人選去塑造電

影內兩位主人翁在數天內的形態。其實心態比美術上的呈現重要，心態上的呈現也是美

術的一種。

話說回來，其實當時一起合作的都是十分投緣的朋友，例如俞琤，我跟她從來都無分彼

此，不會介意誰做得多誰做得少，總之大家合力搞好一部電影。另一位投緣的朋友是為

《繼續跳舞》做美指的張叔平，他與俞琤的友誼較與我的來得更為深厚，大家合拍的程

度是不用三分鐘便能做好一件事，合作得十分有默契，也是這種默契，令我們一起製作

的電影，即使過了數十年後仍然可以成為別人談論的對象。

另外，說到電影的主題曲〈敢愛敢做〉，原曲是由S tarship主唱的〈N 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選這首曲是俞琤的意思，俞琤在電台內有很多具創意的項目，而藉著她的關

係，整件事就變得有聲也有形，形狀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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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會找來鄭裕玲及繆騫人合作呢？

在 T VB時我跟許鞍華也曾合作過，我為她寫了很多劇本，而我跟她同樣很喜歡當時兩個

在城中出現的人物，分別就是鄭裕玲及繆騫人。在那個還不是有太多不同媒體出現的年

代，你突然看到有一個人冒起，之後人人都在談論她，你自然會有興趣想對這個人有更

多認識，並希望能夠跟她合作。

《繼續跳舞》

每一個人都是個體

你早年的電視作品例如《孖生姊妹》以至《無雙譜》，都有一人分飾兩角，或者是

兩個女孩子的戲，為甚麼你好像對孖女這題材特別感興趣呢？

其實我從來都覺得，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個體，無論是我們的面容，以至發生在我們

身上的事，都是個別及單一的，不會有雙重，而每個人都有其各自的價值觀，都是個體

來，電影想強調的就是這一點。

請你談談繆騫人這位演員。

我跟她已很久沒有合作，也很久沒有見面，只能夠從相處的日子說起。她也是選美活動

的一份子。我在網上重溫當年選美活動的問答環節，發覺她當年原來已經是一個有見地

的年輕人。她比較獨特，一出道時，便立刻有好些導演想找她拍電影，許鞍華便找了她

拍《投奔怒海》（ 1982）。我跟她是電視台的同事，我是初入行的導演，而她是初入行

的演員。過了若干年後真正成為朋友，大家也經歷過拍電影其實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而過程中，有很多事情是超越你所能控制的範圍。

我們心目中的繆騫人是比較文靜而有智慧的，一種好老生常談的說法就是有氣質，

但是你看到她演喜劇的潛質，你如何運用她這種特質呢？

可能有人未必同意，但我覺得華人社會一般都比較欠缺幽默感。沒有的話也不是大問

題，但就會少了一份大家溝通的能力。幽默感有時在年輕一輩身上往往流露出他們的生

《繼續跳舞》（1988）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繆騫人發放喜劇細胞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人皆尋夢，誰是真痴假傻。（左：繆騫人；右：吳耀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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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態度，令人覺得有一份喜感，但並不是那種「把口唔收」（口沒遮攔），又或是說話

有「骨」（諷刺），那並不是幽默感。我覺得當時的繆騫人，又或是鄭裕玲，以她們本

身的心態來說，往往帶來一種令人覺得無論在學習或工作上都是可喜的感覺。她們兩位

給我的感覺是無論說話、做事以至待人接物方面，都很明快，一便是一、二便是二。那

時候的人往往曲解這種個性，說她們具備男兒氣概！我覺得這類字眼都不正確，其實放

眼全世界，比較行前一步願意接觸新事物的女性都是這樣的。

一體兩面

你以瘋人院作背景的動機是甚麼呢？

作者其實從來沒有認真說世界上有這樣的環境，除非好像《飛越瘋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這類電影，製作人真心要說出院內的狀況。《繼續跳舞》不是這

情況，你真的相信世界上在某個角落存在著這群人嗎？我們坦蕩蕩的訴說了這個故事，

但並不等於告訴大家，電影內的世界是存在的，在某條街道幾多號的樓上，你就可以找

到這群人，不是這樣的。其實這部電影在某程度上只是一個反諷。

有一點很有趣，這部電影說的一對孖生姊妹，其實就是一體兩面，即分裂，而之後

陰差陽錯地在創作過程中這部片亦出現了兩位導演，即在創作上又出現了一體兩

面，分裂的情況。

電影在拍攝中途其實發生了一段小插曲，當時《神奇兩女俠》已經開拍了，假如再兼拍

《繼續跳舞》，我擔心會顧此失彼，於是便好理性地提議將這部戲交給一位我們都熟悉

的朋友來拍，他就是梁普智先生。當時梁普智在香港廣告界享負盛名，他有一些十分出

色的廣告傑作；他的電影作品不多，我們對他拍電影的手法並不太清楚。

不幸地，電影拍到一半，梁普智與俞琤不太咬弦。他們對於劇本的執行持不同意見，俞

琤始終是監製，她認為「我覺得甘國亮的劇本不是這意思」，而梁普智又覺得他並非揣

摩不到意思，我身處兩人之間，都不知如何是好。我又不見得由我自己拍就會很好，我

拍《神奇兩女俠》已經拍得一額汗，但是梁普智導演不拍了，我還可以怎樣呢？我們是

要向德寶負責的，那麼惟有「頂硬上」（硬著頭皮去做），自己兼顧去拍。如果你們今

日看這部電影，不覺得有很多不堪的地方，我要多謝你們，在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有很

多地方我也不能饒恕自己，在執行上不算做得很好。

其實事隔數十年，現在回想我依然認為，我寫的劇本除非是自己執導，否則劇本交到導

演手上，而投資者願意相信那個導演的話，是絕對應該讓他自由發揮的。因為將劇本交

予導演，他才是真正執行的人，是應該有演繹劇本的絕對權力。

電影是一種藝術，本來藝術是模仿生命，現在則變成了生命模仿藝術。

很多製作人都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反對大家覺得電影等於人生。我們時常強調，沒有

等於的，怎會是等於？無論怎樣都是反映而不是等於。一旦覺得等於就會將兩者混淆在

一起，其實應該將它們理性地分開。我們拍出來的，並不等於我們的生活裡應該有，只

是反映有可能沒有的東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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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跳舞」這一詞語有多重意義。對你來說，用《繼續跳舞》這個片

名，又有何意思呢？

其實是很膚淺的，當時八十年代的香港人都是恐懼和迷茫的，我其實並不是要說甚麼大

道理。《神奇兩女俠》內有一句對白是片中沒有了的，那句對白的意思是說「香港人從

來都只是愛繁榮，甚麼時候香港人有愛過安定？」我就從來沒有見過，那時候香港人好

喜歡說的「我們需要又繁榮又安定」，其實這是違心說話，繁榮就好喜愛，但甚麼時候

有愛過安定呢？《繼續跳舞》就是這意思，事實上，香港人當時也不清楚到底自己驚恐

甚麼，香港人覺得只要繼續跳舞，希望今天這個時刻我們繼續做回這些事就最好了，不

要再想明天，明天是怎樣的光景大家也不知道。這個論點，今天我們回看都有反諷的意

味。

這麼多年後，你重看自己的作品有甚麼感覺呢？

我從來對已過去的事是沒有感情的，覺得過去了就過去了，做每一件事，當中的過程才

最有意思。尤其是一部電影或電視劇往往被迫在最後關頭就要「出街」（推出），最終

出來的成品，往往未必是你最喜愛的。在我來說，我最喜愛的是做這件事的過程，而過

程中的故事是很私有化的，只有我自己知道，你是不知道的，我喜愛回想的是做這件事

期間發生的所有事，而不是回想我最終的製成品。因此，我難以跟大家說我重看這部電

影有甚麼感覺，基本上我並沒有再看。我的性格就是這樣，不是因為不喜愛重看自己的

作品，也不是覺得當中有甚麼問題，我只是覺得做每一件事，當中的過程更加有意思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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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上
談編導《三人世界》

整理自陳嘉上訪談（ 2020 年 1 月 4 日）

訪問：周荔嬈、陳彩玉、蔡漫虹、郭靜寧

整理：趙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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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世界》 

1988 彩色 粵語  93分鐘 出品：德寶 出品人：潘廸生 監製：冼杞然 導演：冼杞然  執行導演：陳嘉

上 編劇：聶宏風、邵國華、陳嘉上、葉廣儉、蘇鳳儀 攝影：黃永恆 剪接：蔣國權、陳祺合、李炎海、鄺
志良、郭廷鴻 美術指導：方盈 原作音樂：鍾定一 配樂：鄧少林 現場錄音：戴力 演員：林子祥、鄭裕
玲、關之琳、周慧敏、金燕玲

執行導演《三人世界》

為甚麼會加入德寶工作呢？

我加入德寶是因為葉廣儉的提議，當時我剛剛離開電影工作室，本來想以自由身形式工

作，也的確有很多工作機會。佩華姐（陳佩華）想我到嘉禾（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

司），不過我不太喜歡嘉禾的創作氣氛。那時候的嘉禾可說巨星雲集，編劇所能做的就

是迎合一眾巨星的喜好，我覺得這並不是開心的創作方式，所以當阿儉（葉廣儉）提議

去德寶時，我便答應了。

請談談執導《三人世界》的原因及過程。

當時我們要籌備一部給林子祥主演的電影，一共構思了七個不同種類的題材，有一個是

類似神偷的故事，當中更包括了武俠片，都是商業片的題材，但阿Lam （林子祥）看完

後，只問了一句：「還有沒有？」就是因為他這一句，才促成《三人世界》的出現。

《三人世界》其實是那七個構思以外的故事，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故事缺乏商業元素，便

擱置一旁，但既然之前的題材都一一被他否決，便提議《三人世界》這故事，誰知阿  

Lam一看就很喜歡。

怎樣開始構思這題材呢？是親身經歷嗎？

絕對不是。我其實可說是一個「爛片王」，因為我看電影的方法跟別人不同，我到錄影

帶店租帶看是不會選擇電影的，只會順序按號碼租，看完後還了，再按接著的號碼租。

當時我看了由Richar d  Dreyfuss（李察杜里弗斯）主演的一部電影〔美國片《The  Buddy  System》

（ 1984）〕，演員演得很好，但並不賣座，口碑很差。內容講述一位失敗的作家與一個女

人的關係，這位作家本身是校工，後來那位女士跟他說：「其實你不應該再做失敗的

事，應該去做一些開心的事。」於是他便轉行。這部電影令我很感動，因為是與創作

有關的。我覺得將故事略作修改就可以了，沒有人會羨慕校工的。其實我有很多構思都

來自失敗的作品，我也是這樣教學生，如果你真的想學創作，就看爛片吧！甚麼類型的

電影都要看，看看別人為甚麼會失敗，如果你可以將它修改，那就是屬於你的了。所以

《三人世界》的意念，其實是來自一部失敗的電影。

故事意念有了，但是應怎樣寫呢？重心是甚麼？要令一部電影感人，讓觀眾追著那個角

色是最難的，當時寫來寫去都覺得沒有力。記得我與阿儉及陳慶嘉甚至去了澳門構思，

苦思應如何寫，我突然靈光一閃，想起《秋天的童話》（1987 ）內紅姑（鍾楚紅）與周

潤發的感情線為何這麼好看，就是因為周潤發自卑，所以鄭裕玲的角色其實就是周潤

發。想到這一點，整件事就說得通了，我要的就是動人，我要一個人物可以為整件事帶

來一些感覺，而阿Lam 最能帶給你甚麼感覺呢？就是自卑！作為男人會羨慕，而女人就

會害怕綁不住他。想到這點，我便豁然開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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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世界》（1988）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鄭裕玲（左）和周慧敏（右）非常合拍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師奶（上：鄭裕玲）與優皮（下：林子祥）的

故事怎樣能動人？就是自卑！林子祥令男人會

羨慕，而女人就會害怕綁不住他。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周慧敏（左）傻呼呼的，不知道狀況的樣子，叫人喜歡。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金燕玲（左）飾演鄭裕玲（右）的心靈姐妹

寫好了劇本，卻沒有人敢拍，沒有導演看好講述師奶與一個廣告人的劇本，加上又不是

喜劇。當時流行「五福星」之類的電影，女人的作用只是花瓶，所以沒有人願意執起導

演筒。於是阿Lam 提議由我拍，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你們瘋了吧！」，質疑自己能否擔

此重任。之後我徵詢了袁和平導演的意見，他鼓勵我放膽一試，並說：「如果你做得不

好，就回來繼續做我們的編劇吧！」我便答應了，阿冼（冼杞然）讓我做執行導演，我

說若我做得不好便將我換掉吧！我一直保持這個心態拍攝，只想做好這件事，沒有甚麼

心理壓力。

第一次做導演，記得第一場拍攝的是哪一幕嗎？

第一天是拍攝陳山河在街頭遇到周慧敏，那天阿冼都在現場，完成一天的拍攝後，阿L a m 

就跟阿冼說：「你來的話，G   o r  d o n（陳嘉上）就不能發揮。」後來阿冼很放手讓我拍。

我很感謝阿L a m ，在某些事情上他是很支持我的。最初大家都不同意由周慧敏來演，覺得

她不像鄭裕玲的女兒，是我堅持由她演的，我覺得她可以。阿L a m 便說：「如果你堅持，

我就跟你堅持吧。」其實我當時只是 nobody（無名小卒），他為甚麼要「撐」（支持）我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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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跟阿冼說我想用s ync  sound（同步收音），他也很支持我。這在當時是很「戇

居」（愚笨）的一件事，因為現場同步收音很麻煩，但阿冼說如果你不怕辛苦就做吧！

我甚至因為要學現場收音，偷偷去TVB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看別人拍戲。

我拍這部電影，的確是一場歷險，我仍不大懂得做導演。記得有一晚凌晨兩、三點我還

在分鏡，但茫無頭緒，怎麼辦呢？我有一個習慣，晚上寫作時會開著電視，而這個時候

一定是播放粵語長片。當時我正在苦思應怎樣做，漫不經意地望一望電視，看到波叔

（梁醒波），忽然想通了。其實鏡頭哪需動呢？粵語長片也是長放著一個鏡頭便拍，只

要戲好笑便可。

事實上，假如你有留心看，會發覺《三人世界》很多幕都是一個鏡頭過的。我運用了對

舞台劇的認知去拍電影，用最少的鏡頭來追求表現，差不多每場戲都是一個鏡頭過。到

第一次睇片，大家的反應都不錯，D odo（鄭裕玲）說：「我覺得這部戲可以。」我說既

然你覺得可以，我就更放鬆地繼續拍下去。

整部戲可說是無風無浪拍完，但到剪片時卻遇到一個大問題，sync   sound是很麻煩的，沒

有人願意做，最後找來陳祺合。我們二人躲在剪片房內一起剪，剪得很慢。其他剪片師

都不看好這部戲，大部分都只得一個鏡頭，怎會這樣拍戲的？票房有三百萬都「執到」

（很幸運）！剪好片後，我交給阿冼，便離開香港，之後的事也沒有理會。後來阿冼補

拍了關之琳自殺的結局，我說好吧，你補拍吧！之後電影會否上映，我也沒在意。

這部電影的導演費是六萬元，我便拿了這筆錢到歐洲流浪。記得我是在荷蘭看到《明報

周刊》的影評，冰姐（林冰）說電影很好看，又問道：「誰是陳嘉上？」後來我去了倫

敦，在當地看到《明報》上香港的電影票房，知道電影很賣座，我當然很開心，就這

樣，我胡胡混混地當了導演。後來德寶籌備《三人世界》第二集時，陳慶嘉正在籌備

《小男人周記》（1989 ，高禾出品，嘉禾發行），向（監製）蔡Sa n（蔡瀾）提議由我做

導演。我之前在邵氏跟隨過蔡 San，他記得我，想我跟他工作，於是我便拍了《小男人周

記》，沒有參與拍攝《三人世界》第二集。《小男人周記》之後我繼續在嘉禾拍片，我

在德寶的時間不是太長，但於我來說是很開心的。

你剛才提到《三人世界》內關之琳自殺的那場戲，原先劇本是沒有的嗎？

最初沒有這場戲，是後加的，他們覺得需要一個高潮。我很不喜歡自殺的橋段，其實她

不用自殺，男朋友也可以回來，毋須這樣做。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我不喜歡把角色寫成

一個很壞的人，假如你有留意，我的電影中沒有大奸大惡的人。對我來說，每個角色都

是朋友，每個角色都是人。我跟阿儉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我們相信人。我很想將人的優

點或缺點寫出來，而不是著眼於他是壞人。這樣一來，我有一個弱點，就是我寫壞人寫

得不好。當時麥當雄取笑我，說我不相信有壞人，我說我當然知道有壞人，只是我不喜

歡寫。後來，我發覺港產片就是藉著壞人將故事推向高潮，荷里活電影也是這樣，商業

電影的確有這需要。但是，我不希望觀眾帶著仇恨離開戲院，所以我很少這樣寫。

剛才你提到自己堅持用周慧敏，是因為你看到她哪種特質呢？

我說不出來，我只是覺得她可以。當時陳慶嘉在香港電台工作，我有事找阿嘉時就會去

港台，在港台的餐廳見過周慧敏。當時覺得她是一名傻妹，傻呼呼的，我就是喜歡她那

種不知道狀況的模樣，是一個很真誠的人，我很喜歡那種感覺。我寫劇本很重視人，當

我見到那個人，我就會想怎樣可以寫得好，全部角色都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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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寫劇本的時候是想著某個演員來寫的嗎？

我的創作方法是這樣的：我寫的第一稿通常是用來做「底」（藍本），當選好演員後，

我一定會重寫。我以前做編劇都是這樣，我會不停追問導演這個角色是由哪位演員演

出，因為我要知道是誰演才會寫得好，這是我的習慣。我不是文學人，不會用成語，也

不會引經據典，只會用最簡單的文字；而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劇本要越寫越短，還有

越寫越準確，準確的意思是每一句代表一個鏡頭，這是我多年跟場學回來的，因為即使

你只寫一句，他們也會拍得很辛苦。徐克曾經跟我說不要寫那麼多廢話，因為是拍不到

的，後來我寫的劇本，每一句都有用，所以寫劇本的過程中，我必須知道是由誰演，否

則我會感到很不實在。

金燕玲的角色是D odo姐的心靈姐妹。

金燕玲是阿冼提議的，阿冼說你相信我吧，她是個很好的演員。這類角色在 s i t com（處

境喜劇）中時常出現，而我跟陳慶嘉都很喜歡 s i t com。金燕玲這角色其實是必須的，因

為她投射出人物內心的恐懼，不能讓角色自己說出來，於是就製造一個朋友，但這個

朋友必須歪一點，因為不歪就不好看，要好離譜你才會覺得好看，於是金燕玲這角色

就出現了。我還記得萬能插蘇那橋段，大家笑到半死，拍的那天是一個鏡頭過，副導還

問我真的不用拍第二個？我說不用了，這已經足夠，就是這樣。那時候我還不懂拿捏節

奏，因為沒有信心，所以時常都一鏡過，但很幸運，這部片的攝影師是拍《英雄本色》

（ 1986）的黃永恆，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來幫我拍。

你是從荷蘭回來後才感受到《三人世界》的成功嗎？

是的。因為最初不知道會這麼成功，怎會知道呢？我之前只是個小編劇，然後電影忽然

成為城中話題，之後又有一大批中產電影湧現，這時你才知道原來製造了一股潮流出

來。我覺得《三人世界》的成功，跟我和阿儉及阿嘉這個鐵三角有很大關係。阿嘉是一

個 trendsetter（潮流引領者）；阿儉則是冷靜的分析家，他能夠在劇本裡挑出毛病，指出

還欠甚麼；而我會經常思考還有甚麼可以做。我們三個人加在一起，便會產生有趣的化

學作用。

當然阿冼也很重要，他很喜歡si tcom，也是一名舞台劇愛好者，而且他願意放手讓我們拍

攝。如果阿冼有多一點野心，我們就慘了，他會反對我們的提議，但阿冼不會這樣，他

讓我們自由發揮，這一點也很重要。

剛才你提到拍攝《三人世界》的時候很順利，但拍攝過程中會不會有阻礙？或是對

哪場戲有特別深刻的印象？

好像真的沒有，在拍攝時我會不停改劇本，他們都已習慣，知道又有新改動。我就是這

樣，雖然有劇本放在那裡，但我不會跟著劇本拍攝，每天都會不斷改，今天才準備明天

的劇本，到了現場再決定怎樣拍，鏡頭怎樣擺，副導梁柏堅和攝影師黃永恆就會幫我，

然後就開始拍攝。整部電影可說是無風無浪拍完。

我拍第一部戲可以無風無浪，主要是因為每場戲都用一個鏡頭拍攝，而我只須處理排

戲，現場戲好看，就不會差到哪裡。幸好我有舞台劇經驗，那些節奏以及在現場演出等

等，可以「照辦煮碗」（照樣去做）。後來我拍攝其他電影時，有一場戲令我耿耿於

懷，那場戲其實我是抄人的，卻拍不出別人十分之一的水準，我發覺是自己捉錯重點

了。電影就是這樣，有時你拍攝的時候，理所當然地以為是這樣，其實不是，因為精髓

不在那裡。很多人以為只要跟著別人怎樣放鏡頭就可以了，但事實不是如此，別人的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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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怎樣擺，為甚麼會這樣剪，都有其實際作用，不等於照著做就會收到同樣效果，這是

我其中一種體會。

可不可以談談 Do姐，因為她給我們的感覺很厲害，要她飾演師奶，你怎樣說服她拍

的呢？ 

Dodo姐起初對我抱有很大的懷疑態度，質疑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我記得拍攝的頭兩

天，我最害怕聽到的說話就是 Do姐問我：「你決定了嗎？你是這樣想了嗎？如果是，我

便這樣演了。」我會故作鎮定地說：「是的！ Do姐！」我那時寫的東西是反斗的，那個

年代不會有人這樣寫角色，但是開拍了一個星期後，那種歡樂氣氛已給了她很大信心，

大家都拍得很開心，每場戲都很好笑。其實拍喜劇也不一定要用上屎尿屁及色情笑話，

這正正是我當時很想做的事。

《雙肥臨門》成功給予信心

不如談談拍《三人世界》前你參與編劇的《雙肥臨門》（ 1988），你曾說導演姜大衞

叫你再寫過劇本，其實之前的劇本跟之後有甚麼不同呢？

主要是人物性格方面。以前電影行業有個壞習慣，就是喜歡抄戲，我看之前的分場，都

寫滿了哪場戲是哪部電影跟哪部電影的分場。當時很多電影公司都會這樣做，我覺得可

否改變一下？我不介意抄戲，但可否不完全一樣？不要以為沒有觀眾看得出。很多行內

人會去外國影展看片，然後「照辦煮碗」地抄，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外國電影的橋段，在

港產片出現。我曾經跟徐克深入討論這問題，我說如果一直這樣，我們永遠沒有前途，

只能跟著荷里活做，所以我希望能打破抄其他電影的做法。

其實《雙肥臨門》之前的版本，基本上就是這樣，沒有一場不是借回來的，我要重新構

思整個結構。阿 John（姜大衞）是個很有趣的導演，他主張「 less   is   more」（少一點就最

好），他很怕你給他太多東西，會說「嘉上，不用的，這已經很足夠」，但以阿徐（徐

克）的標準來說，這樣並不足夠。阿J ohn卻截然不同，他認為觀眾不喜歡密度，要求也不

多，只要他們喜歡那個角色，看得投入就可以了。我在阿 J  o h n身上也學到了放鬆，不用再

《雙肥臨門》（1988）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姜大衞（前排左二）的「 less is more」導演心法，

叫陳嘉上學到放鬆，增添信心。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沈殿霞（左）與張曼玉（右）大演交換身體與靈魂，反差效果

令人叫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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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上（中）在《雙肥臨門》（ 1988）客串演出 

有太多構思，這是我離開工作室後學懂的，因為在工作室講求的就是密度。其實假如沒有

《雙肥臨門》，我想不會有《三人世界》，因為我寫《雙肥臨門》時，還有少許質疑是否

可行，結果票房不錯，所以拍《三人世界》時，我才有信心放膽去做。

戲中張曼玉上肥姐身，一入屋就見到董驃，她就說坐下，董驃拿著衣服沖涼，她就

說「跟我上來」，因為她之前是他的老婆來的，這場戲很好笑。

因為掌握到性格的反差，就會覺得由她來飾演會很好笑。我本來還構思了很多，但是阿 

John覺得夠了，這樣就可以，不用再加太多，因為這是一部family   film（家庭電影），他

很強調這一點。香港導演願意拍family   film的不多，但是阿J ohn一直有拍family   film，所以

複雜一點他都不會接受，這點我是很欣賞他的。

其實張曼玉在戲中也有突破。

因為她有機會演平時不會演的角色，她這種靚女最慘，永遠都只能夠做靚女的角色，所

以她在這部片演得很開心。

這些回憶都很美好。

很開心，因為《雙肥臨門》是一個驚喜。我寫劇本的速度其實很快，這個劇本我不用三

天就寫好了，然後執幾場戲。有一天，我去了高街探班，那天的景跟劇本所寫的有點不

同，於是就處理了那些位置，例如演員如何走位，很簡單。對我來說，最初別人不看好

我做的事，但結果往往令人驚喜，一如《雙肥臨門》和《三人世界》。成名後，大家都

好像「老奉」（想當然）覺得我必定能做到某種成績，但其實我之前所做的事，大家都

不看好，但是我做到了，它們給予我信心，這對我很重要。

創作必須忠於自己

其實你很幸運，因為你看了章國明導演的戲，促使你自薦入邵氏工作，然後離開邵

氏後又得到很多工作機會。

是的。其實我只有一條「橋」（計謀），就是不問收穫，從來不會問人有多少錢。我的

宗旨就是，你讓我做我就做，先不要想，最重要是你覺得我值得。我也經常這樣對年輕

人說：「你不要想你未來想做甚麼，先做好眼前的事，自然就會有未來。」正如《三人

世界》，我怎會想到我會成為導演呢？我沒有想過成功與否，只知道自己好開心、好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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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的，所以你要忠於自己，但在忠於自己的過程中，要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我經常

說，忠於自己並不表示你想怎樣就怎樣，不是那回事，而是你經過分析後，覺得應怎樣

做，有誰不想舒服地賺最多錢呢？但不是這樣，而是你要知道在整個過程中你最享受的

是甚麼，然後你便去做。在這個年代，大家都以賺最多錢作為自己的下一步，所以我

要不斷提醒大家，做好自己的創作就是下一步，不要讓賺多少錢窒礙你，假如你跟著錢

走，就會失去創作。我很反對那些說從事創作就會沒飯吃的人，我也賺得不多，但仍可

生存。

過程中，你會很辛苦，你看到別人好像可以賺快錢，但是這一行是沒有快錢的，通常快

錢只代表那件事有問題。例如你寫了一個你根本不想寫的劇本，這樣你就會後悔一生，

這一次的打擊是多少錢也彌補不到的，還有就是觀眾對你的信任。

創作從來都是建立的，一層一層地建立，這些是做創作的人才會懂，雖然有時候電影會

不賣座，但是編劇寫出來的東西會傳世，就如《精武英雄》（ 1994）當年並不賣座，但

現在你們卻說是經典；當年因為這部電影我被人罵得好厲害，但現在電影在美國卻成為

了最受歡迎的功夫片錄影帶。拍了《戀戰沖繩》（ 2000），我同樣被人罵得好厲害，我

甚至在一次分享會上不開心得哭起來。自己全力以赴地拍了一部電影，但在別人眼中卻

覺得你是在「呃飯食」（騙錢），這樣便拍完一部電影？還有一些現在在國內被視為經

典的電影，當時有人說是我的「收山」（洗手不幹）之作，叫我「收山」。可是，做創

作就是如此，你必須要「食得鹹魚抵得渴」（心甘情願），要創作，就要不斷向前行，

也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被人這樣評價。

創作也代表了你不是做別人正在做的事。有一天你的創作成果會有人看到，但若看不到

也罷，因為你已做了，與別人無關，這是你自己的事。我跟阿儉及阿嘉就是如此，我們

很享受正在做的事，覺得很充實、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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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逵
談《癲佬正傳》等片的美術設計

整理自黃仁逵訪談（ 2019 年 12 月 16 日）

訪問：黃夏柏、郭靜寧、周荔嬈

整理：黃夏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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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佬正傳》 

1986 彩色 粵語  96分鐘 出品：德寶 出品人：

潘廸生  監製：岑建勳  導演、編劇：爾冬陞  策
劃：陳冠中 攝影：陳沛佳 剪接：蔣國權 美術指
導：黃仁逵  音樂：陳斐烈  演員：馮淬帆、周潤
發、梁朝偉、秦沛、葉德嫻、馬斯晨

《戀愛季節》 

1986 彩色 粵語  92分鐘 出品：德寶 出品人：

潘廸生 監製：岑建勳 導演：潘源良 編劇：潘源
良、陳冠中 策劃：俞琤 攝影：林國華 剪接：蔣
國權 美術指導：張叔平、黃仁逵 原作音樂：劉以
達 演員：李麗珍、黃耀明、林保怡、莫倩茹、鄭韻
綸、黃志

《秋天的童話》 

1987 彩色 粵語  98分鐘 出品：德寶 出品

人：潘廸生 監製：岑建勳 導演：張婉婷 編劇：
羅啟銳 策劃：俞琤 攝影：J ames   Hayman、鍾志
文 剪接：蔣國權、李炎海、陳祺合、朱晨杰、鄺
志良 美術指導：Christy A ddis、黃仁逵 原作音樂：
盧冠廷 演員：周潤發、鍾楚紅、陳百強、黃淑儀、
吳福星

《拳王》 

1 9 9 1 彩色  粵語   1 0 0分鐘  出品：德寶  出品

人：潘廸生  監製：冼杞然  導演：劉國昌  編
劇：陳文強、冼錦青  攝影：陳樂儀、黃寶民  剪
接：蔣國權、黃永明  美術指導：黃仁逵  演員：
呂頌賢、杜少津、林敬剛、劉玉翠 

德寶選用了很多新導演，大家合作的方式如何？

無論跟新晉或資深的導演合作，每次都要先討論他的概念。通常你看了劇本，有些導演

可能另有想法，所以要先和導演溝通，能不能夠發展、會不會好玩，全都要討論後才知

道。

美術指導要跟場參與整部電影的攝製嗎？

要跟場拍攝的，要不然還有甚麼好玩？親眼目睹你想像的東西出現，而且可行，或者比

可行更好，這樣才好玩。我覺得這是美術指導基本要做的事，若果不知道現場環境，設

計又怎樣做呢？

《癲佬正傳》

色調接近黑白

影片講述精神病患者，之前做了多少資料蒐集？有否接觸精神病患者？

編劇做了很多資料蒐集，我們亦到過青山醫院探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了解他們。

之前提到拍攝前會與導演討論影片，譬如色調方面，製作上導演有甚麼要求？

我要求影片的色調接近黑白，這點與導演是有默契的，我們都希望影片具說服力和像真

實。但當中有一個關鍵問題：希望顯得真實還是好像真實？這是兩個不同的方向。先入

為主也是一種真實，譬如一般觀眾覺得有美術的電影應該比較悅目，這是先入為主的真

實，雖然這想法不正確，但這班觀眾實際上是存在的。當你做一件事時，便要考慮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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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佬正傳》（1986）： 整部片的基調是黑白

灰，唯一突顯出來的是梁朝偉的裝扮，不論街

市有多凌亂，都能看到他。

會覺得這件事是真的還是假的？會否覺得他們的想法很重要？這兩個問題要問自己。一

個瘋癲的人走在街上，你想觀眾一看便知道他是瘋癲的，抑或他在表現任何行為前，沒

有人會察覺他是瘋癲的？這個層次由誰決定？是編劇、導演、美術，抑或演員決定的？

所以有些角色你一看便知道他是瘋癲的，這是劇情需要；有些角色表面上正常，說話時

才察覺他是瘋癲的，這也是劇情需要，不是美術上的需要。若果美術搞亂了這個次序，

就是做了不正確的事。美術未做正確的事前，首先要避免做不正確的事，故事不是這樣

敍述的。

這部片的色調接近黑白，但不是黑白片。就像以前的彩色電視，有個按鈕令畫面由彩色

變成黑白，過程中有個位置的畫面看似是黑白，其實又有少許彩色，就是那個位置。我

和導演討論時，都用電視作例子，我想要的是接近黑白的彩色那種感覺。整套戲除了黑

白灰和鐵鏽的棕啡色外，唯一跳出來的顏色是青色，就是偉仔（梁朝偉）所穿那件風褸

的顏色。不論街市有多少人，有多凌亂，他站在哪裡，都能看到他。整個景都沒有這種

青色，這個青色是格格不入的。

影片是否在冬季拍攝？看來沒有甚麼場面是陽光普照的？

大概在冬季前後拍攝，有段時間並非冬天。有場戲周潤發穿了很多衣服，他覺得很熱，

很辛苦。全片沒有一場戲依靠陽光拍攝，都是打燈拍攝的。室內的燈光，我沒有要求特

別暗黑，但在這種環境打出來的燈也不會太光。

片中有些場景似乎是造出來的。周潤發居住的木屋，是原有的還是造出來的呢？

有些場景是原有的，亦有些是造出來的。周潤發居住的那間屋是我們搭建的，但所在的

災場，是真的災場。我從報紙看到有兩個地方的木屋區發生火災，可以想像火災後的模

樣，所有曾經存在的東西都被燒過，背景是炭灰色的。我們從兩個災場選了戲中的這

個，在廢墟中建屋搭成這個景。建屋的所有材料都取自災場，所以房屋的顏色和災場十

分統一。拍攝時，有拾荒者來災場撿東西，政府也已派人來執拾，幸好在拍攝完成後他

們才大規模搬運東西。

據知爾冬陞的劇本寫得很仔細，劇本內周潤發的家是怎樣的？也是由屋頂進入房子

嗎？

劇本的原意是周潤發住在木屋區中的一間屋，找到這個景後，房屋既然是我們建的，怎

樣搭建都不成問題，安排角色怎樣進入都是合理的，尤其是災後。讓他從屋頂進入房

子，會比較立體，何況他是瘋癲的，怎樣做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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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的處理亦很特別，從木板間的罅隙透進來，是否一早已有這構思？

這樣處理是必然的，所有攝影師都不能抗拒「板罅」（板塊間的縫隙）光，不用提醒

他，也一定會這樣做。

三姑姐（馬淑珍）住宿的橫巷，掛滿了不同顏色的鐵罐，那場景是怎樣構思出來

的？

這個角色是撿拾鐵罐的，可以想像她的家會是怎樣，就是放滿鐵罐。但鐵罐要多到甚麼

程度，觀眾才會譁然？就是現在戲中那場景的模樣，將她所做的放大。我需要的東西，

道具都做到了，載滿了數車的鐵罐，然後將它們串起，整個景都是鐵罐。鐵罐是靈活地

懸掛的，個別鏡頭運動時，可以隨時拿下，讓鏡頭穿插其中。佈景這樣設計並非新鮮的

手法，將單一的東西重複又重複，重複到某一個大份量時，量變而成質變，就會產生驚

嚇的效果。

這個景的設計令整場戲變得很豐富，追逐過程中會推撞到鐵罐，並且發出聲響。

動作場面都是這樣處理。這些鐵罐都已經鏽蝕了，不管場景中放多少，顏色都是單一及

統一的，這是整體設計的原意。

錯置顯現瘋癲

影片後半部集中在秦沛的戲，他的居所或那個屋邨環境，有哪些地方經過特別處理？

秦沛的角色居於屋邨，要把一般的屋邨景佈置成令人信服是他居住的，用色上，既要配

合屋邨的顏色，亦要配合整套戲的顏色，結合他的身份和狀態。再配以屋邨邨民的地道

衣著，像上身穿恤衫，下身穿睡褲，這是很普遍的，一般人都會這樣穿，你不會覺得他

是瘋癲的。但當他變得瘋癲時，這種配搭會令人覺得他有問題，給人感覺更瘋癲，以一

個很平靜的方法敍述不平靜的事。錯置是很好用的方法，將正確的事放在錯誤的位置上
出現。

那所幼稚園是真實的屋邨幼稚園嗎？該場戲內的小朋友看來很鎮定，怎樣處理？

製片組做了很多準備功夫，才找到願意借出拍攝的幼稚園，這是十分艱難的。我們沒有

告訴那些小朋友發生甚麼事，所以他們很鎮定。要是讓他們知道了，就會不鎮定，所以

演員不論大小，不用知道整部戲的內容，你引導他做好應做的事就可以了。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三姑姐的家，整個景都是鐵罐，將單一的東西重

複到一個境地，量變而成質變，就會產生驚嚇的

效果。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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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潤發的家就在火災後的木屋區就地取材搭建，

背景是炭灰色的。



片中沒有砍殺的場面，亦沒有噴血的畫面，反而結尾馮淬帆演的社工倒臥地上，身

上滲血的靜止動作最為震撼。拍攝前有沒有討論如何處理這類場面？會達到怎樣的

暴力程度？

片中砍殺、溢血的場面，我沒有和導演談論過怎樣處理，但我覺得導演是有鋪排的，真

要見血的時候才會見血。如果之前已經出現很多血，末段馮淬帆被砍，大量溢血，便不

震撼了，這是一種對比。道具要準備很多東西來製造滲血的效果，背後要接駁一條管泵

血。

知道你對《癲佬正傳》的印象深刻，亦很喜歡，對你來說，這部戲有何特別之處？

視覺上我覺得這部片已達標，做到戲的需要，不是特別好。所有美術都應該做達標的

事，而非做很多令人覺得「靚」（美麗）的事。除非那部戲真的標榜「靚」，那便不同

了，但很少戲是標榜「靚」的。配合戲的要求是起碼要做到的事。

《戀愛季節》

沒有角位的房子反映主角性格

《戀愛季節》中，黃耀明的家有道迴旋樓梯，那兒是否位於淺水灣？如何找到的

呢？

那地方位於淺水灣的麗都商場，現已清拆。那是個很奇怪的建築，並非住宅，屬於某個

建築的一個角落。這是我第一次與潘源良合作，影片有兩個美術指導，我和張叔平。張

叔平做了一半我才接手，當時仍未找到那間屋。

我和導演一起去視察製片提議的景，然後討論哪個合適。劇本並沒有指出住處的特徵，

所有景都可以有不同的發展方向，但每個景都有共同功能  — 讓觀眾知多些角色的性

格，即住處的環境可以反映黃耀明那角色是個怎樣的人。我們都喜歡那間屋，導演喜歡

是因為屋內沒有「角位」。有個說法，當人憂鬱時，會蹲在角落沉思或痛哭。這間屋卻

沒有「角位」，不能蹲在角落，這是我額外的想法，觀眾未必有同一想法。但所有設計

都源於一些人的額外想法，如果所有人都有同一想法，那就不是設計了。

那地方看來像一座燈塔，主角看著一望無際的大海，期盼未來似的。

我相信導演也有這個意象，雖然他沒有說，但我相信他有。

劇組借用場地拍攝，之後都會回復原狀，才交還提供場地的人吧？

要求把場地還原才交回，是合理的，但這工作並非由美術負責。製片提供的拍攝地方，

通常很快會被清拆，因為要考慮到節省開支，拍攝過後不用做太多後續工作，像重新髹

漆、填補弄破的地方或清除黏貼的膠紙。對場地的改動，當然不可以改變結構，改顏色

是十分普遍的。一個景若要大幅改動才能夠用，基本上是個不合用的景，選擇錯了。一

個好的景只須作少許改動，便能發揮很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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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季節》（ 1986）：沒有「角

位」的建築反映主角個性。

（左：李麗珍；右：黃耀明） 

髹黑崖壁模擬隧道

哪些場景或拍攝過程，是你印象比較深刻的呢？

片中的賽車場面，賽事的出發點在石礦場。石礦場只有石的顏色，顏色統一、簡潔，但

線條及質地則很「岩巉」（參差不齊），可能導演覺得適合表達那種艱辛的意象。我和

導演坐在石礦場的山坡上討論，如果汽車越野賽在這裡開始，之後他們會駛往哪兒？當

時還沒有找到出發之後的景。我提議石礦場有座筆直的懸崖，在我們坐的位置對面，很

遠的，假如這座懸崖有條隧道，他們出發後便可以駛過這條隧道，起點可以在那兒。導

演認同這構思，但如何製造這條隧道呢？我想只要塗黑一個山洞，便成了隧道。於是立

刻叫道具買黑色油漆，在崖壁髹出一個大洞，那輛車駛向黑色的山洞；當然不能駛進

去，那並非真實的山洞，駛到山洞前方就要 cut（停），然後接隧道裡面的畫面。美術上

可以這樣加工，令到場景更合用。我亦相信隧道這意象，對導演是合用的，就是追求一

個出口、一點光之類的演繹。

我們坐的位置，與那座崖壁距離約幾百至一千呎，走路是頗遠的，若駕駛汽車，一開車

便到達，所以不能以真實的距離來拍攝。在起步點，會在地面插上小旗指引汽車駛向山

洞，於是用小旗做了假透視。通常每隔十呎插一支，越遠那邊，插的距離便越短，開始

時相距十呎，接著每隔七呎插一支，之後隔五呎，小旗越來越小。站在這邊看時，山洞

距離很遠，其實並不太遠。粵語片時代已採用這種假透視的技術。

拍攝時要以鏡位遷就嗎？怕不怕「穿崩」（穿幫）？

當然怕「穿崩」，重點是如何解決。汽車駛向山洞時，鏡頭是放在車內拍攝的，向黑色

的洞駛去。在車內不會看得清楚山洞的質感，只是一片黑色。所有人都會用這樣的鏡位

拍攝，不是美術負責的，是導演和攝影師討論後的構思。

你提及知道礦場那兒有座懸崖，平日是否喜歡四處遊逛？會經常去觀察和了解香港

周圍的環境嗎？

我不算特別好奇去遊山玩水，不會特別去很遠的地方視察，但我無論坐在哪兒，都會產

生好奇心，不會浪費我的角度，既然在場，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不用特意去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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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童話》

建港版紐約地下室

《秋天的童話》的室內場景，是否在堅成片場拍攝的？

不是，那是在九龍塘一間別墅拍攝的內景，那是私人住宅，我們把它改裝成紐約的模

樣。由於地方很細小，要把場景「分割」開來拍攝，譬如紐約那間屋的走廊，約長五、

六十呎，這別墅只有它一半大，於是要做兩條走廊，鏡頭放在走廊中間，拍這邊是一

條，拍另一邊就是另一條。

是否有一個真實的地下室，供香港拍攝時作藍本？

戲中那住處是個地下室，但我們的景並沒有地下室。說服力是最重要的，你要相信正在

看的，於是我將場景安排在最底一層，從上拍攝，它就變成了地下室，再將所有窗口放

在近天花的位置。

影片先在紐約拍攝外景，再回香港拍攝內景，他們有給你看紐約拍攝的片段作參考

嗎？

當然要，不然我怎樣重塑那個場景出來！我必須了解外面的環境，才做到裡面的設計，

別人才會相信。我不明白為何不同時在美國拍攝內景，無疑，我可以做到令人相信，要

是在當地拍攝，它就是真實的，不用做到令人相信。

據知劇組從美國運來當地的電話，放到場景中，此外，還有甚麼要加進去？

整個景都在香港，並非在紐約，室內所有東西都是我添加的。走廊樓梯的轉角位，他們

要求攝影機隨人旋轉下樓，做到一鏡到底的效果，但那兒沒有足夠空間讓機器通過，所

以我把樓梯的欄杆位拆開，令攝影機可以順利下來，下來時，再把欄杆組合起來。當有

需要時，就要做這類設計。

和導演、編劇討論時，他們對場景的設計有特別要求嗎？

我只記得羅啟銳跟我說，那個舉行派對的花園，若在紐約，不會用彩色燈膽裝飾，會用

全白色的。他的意思是想模仿紐約的場景，不用彩色燈膽。我很認真地思考過，還是喜

歡用彩色的，於是找來很便宜的、用來裝飾聖誕樹的彩色燈膽。他沒有問我原因，若果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船頭尺寄居的地方，如果全部物件都是他喜愛才掛

起的話，就不是這個角色的性格了。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花園派對，美指選用便宜的彩色燈膽，切合場

景氣氛。（左：陳百強；右：鍾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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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會解釋，因為這樣顯得cheap （俗氣）一點，我想cheap 一點，別人用白色燈膽，現

在中環也用，因為覺得el egant（優雅）一點，但這個場景的原意並不是要el egant，而是要 

cheap一點，因為在唐人街。像我剛才提及，你要漂亮？還是要真實？還是要心目中的真

實？你要取捨。別人的漂亮是優雅地漂亮，但很cheap 的漂亮也是漂亮。為甚麼有人穿釘

珠片的衣服外出，而有些人又會穿純黑的衣服外出呢？他們都自覺漂亮，但你要哪種漂

亮？你要選擇。

片中周潤發的房間用上珠簾，這個佈置會不會跟他的性格有衝突呢？

我的考慮點是發仔所飾演的這個人，不會所有東西都是他自己挑選和購買的，所以全部

物件都不應該符合他的性格，因為他只是寄居在那裡，像一個過客，如果全部物件都是

他喜愛才掛起的話，他就是一個很「黐家」的男人，就不是這個角色的性格了。所以全

部都像是現成的、別人的，他覺得適用就拿來用。

《拳王》

天台拳館實中有虛

《拳王》並非很激烈的電影，而是關於年輕人的成長。片中位於天台的拳館，是否

真實的場景？

部分是真實的，有部分是我們加工的，體育館確實位於天台。

擂台設在露天的位置，背後可看到四周的大廈，是否它原本的位置？

擂台是我加上去的，真實的擂台不會轉動，我們那個可以。把擂台移到露天的位置，實

際上是選擇它的背景，可以看到背後的大廈，要不然，有何挑選的意義呢？選擇前景及

背景，這是設計的考慮，要看到甚麼，或是看不到甚麼。

拳賽的場景，是廠景抑或實景？ 

兩樣都有。

呂頌賢等候出賽那場面，設計得很有心思，當刻他的心情很複雜，背景出現一些剪

影，透視外面正進行比賽。這些設計是你安排的嗎？

我有提議，因為所有設計都要人設計才可製造出來。實際拍攝時要反映到角色當時的心

情，但不需要太多觀眾在場，所以就採用一些不需要太多人，也描述到他心情的方法。

安排他一個人坐在那邊，背後有塊膠片，現出賽場上觀眾的剪影，你覺得那場戲有很多

人，那只是剪影，拍攝的時候不需要很多人在場。

德寶作風

你認為德寶的電影有沒有屬於自己的風格？

沒有。不過，德寶有市場觸覺，會拍攝很多市場喜歡的電影，亦同時主動拍一些較邊緣

的電影，即是我認為我懂得做的電影。兩者之間的分別，就是他們認為是主流的電影， 

 

147 

第
二
章

〉〉
影
人
談
戲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拳王》（1991）：天台擂台，

以四周林立的大廈為背景。

我就認為自己不懂得做，所以我盡量避免參與一些他們認為能夠作為大片公映的電影；

反而他們認為只是附屬般、較正經的電影，我就喜歡參與。當然也要看與導演的溝通，

只是我想參與這類的電影多一點。

當時是否較少公司會拍攝這種較邊緣的電影？

對的，所有人都會一窩蜂去拍攝受歡迎、能賺錢的電影，而不會花時間拍攝一些不一定

賺錢、但挺過癮或值得做的電影，沒甚麼人會這樣做，起碼當時嘉禾、邵氏都不會這樣

做，我覺得德寶有這樣的心。當然，你說這些戲值得拍，亦不可以要求人家就算蝕本都

要拍，而是一部戲，即使不是主要用來賣埠，德寶仍願意嘗試拍攝，現在卻沒甚麼公司

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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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紫瓊
武打巨星拼出璀璨人生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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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朱順慈（ 1999 年 1 月 16 日）

整理：周荔嬈

生於怡保的楊紫瓊自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生性好動而靈敏的小妮子文武

全才─ 游泳、鋼琴、壁球、中國畫樣樣皆能。1 5 歲考入英國皇家舞蹈學

院，畢業回國後參選「馬來西亞小姐」，憑脫俗氣質艷壓群芳；後與成龍

合演廣告並加入德寶電影公司拍電影，從此改寫了命運的軌跡。她的外形

秀氣，舉止優雅，卻氣場強大，能以空拳擊倒魁梧壯漢；她的笑容親切，

多行善舉，觀眾迷醉於她的美貌，亦被她的善心打動；她的事業成績表異

常亮麗：是首位不賣性感和鐵金剛並肩殺敵的邦女郎，又憑《臥虎藏龍》

（ 2000）和《昂山素姬》（The Lady , 2011）揚威國際影壇，也曾自組電影

神話有限公司（Mythical  Films）拍電影；她更是首名獲封「拿督」的華裔

女藝人。以楊紫瓊頑強堅韌、凡事力求完美的性格，把她放諸哪個行業，

也能打出一片天，伊人選擇在電影圈拼搏，實在是萬千觀眾的福份。



楊紫瓊（左）為潘廸生（右）拍了手錶

廣告後加入影圈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處女作《貓頭鷹與小飛象》（ 1984）演乖乖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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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廣告入行

我在英國畢業回馬來西亞後便參選「馬來西亞小姐」，選美後代表馬來西亞做親善

大使，去其他國家做慈善、 development（發展）的工作。任期快結束時，來了香港拍廣

告，可說是一入行便做這一行。

入行的經過很奇妙。那時潘廸生想找一位女主角與成龍合演一個手錶廣告，我有一

位朋友認識他（潘廸生），告訴他有一位馬來西亞小姐（適合演出），潘廸生就邀請我

試鏡。我最記得他們對我說要與成龍拍廣告，我想：「誰是成龍？」因為我一直在英國

唸書，中文不太好，如果他們說是J ackie Chan，我便能第一時間知道是哪一位。

第一天拍廣告，成龍來到的時候，我覺得這人的臉很熟，我認得他的鼻子（笑）！

拍完那廣告後，他們找我簽電影合約。我有  degree  of  dance  and  drama（舞蹈及戲劇學

位），擅長舞蹈方面，這份合約令我覺得有機會嘗試新事物，為甚麼不呢？於是我便把

握這個機會，來了香港，入了這一行。

電影處女作

我拍的第一部電影《貓頭鷹與小飛象》（ 1984）是齣動作片，洪金寶與林子祥飾演

大賊，我演林子祥的女朋友，而葉德嫻則演洪金寶的女朋友。我的角色很斯文、很乖，

是被人「蝦」（欺負）的那一種。我在拍攝時見到他們如何處理動作場面，一方面覺得

很好奇，另一方面覺得自己可以做到這些動作，因為那是一種好 elaborate（精心設計）的

舞蹈，每個動作都是「度」（構思）出來的。

到我拍第二部電影的時候，岑建勳、洪金寶及D ickson（潘廸生）覺得既然有楊紫瓊

這個非本地人，而她的背景又那麼特別，為何要她演這樣平凡的角色？他們問我：「你

想拍笑片還是動作片？」當時我的中文比現在還要差，我覺得拍笑片需要good   timing

（很好的節奏）及流利的廣東話，動作片不用說太多話，於是便選了動作片，開始拍我

的第一部動作電影《皇家師姐》（1985 ）。

那時真的頗辛苦，但我的個性強，嘗試一樣新事物時會很努力。那時得到很多武師

的指導，第一個要多謝的是林正英，還有阿旦（元奎）—  他是《皇家師姐》的導演。



武師們每天在 gym（健身房）裡練習，而我每早八時許或九時便會到那兒看他們練

習。他們最初覺得我這個「小朋友」、女孩子想「郁手郁腳」（動動身手），很有趣，

但後來他們發現我學得很快，因為我的手腳像在學跳舞般 coordinated（良好協調）。他們

教我如何做動作時，我可以很快掌握timing （節奏），但還不大知道如何用力。我最記得

有一日我在一塊鏡前，狄威及B illy〔應指程守一〕等人教我（拍動作片時）最緊要是那份眼

神，要神氣，他們教我出招、打完以及「收架」（完成招式的動作）等動作。

香港武師全球首屈一指

我認為最難的是過自己那一關。某些動作會很危險，你不可以太ambitious （有野

心），要知道自己的l imit （極限）可以去到哪裡。所以要經常練習，練習時便會知道自

己的體力及能力去到哪一個程度。香港有一群全球堪稱數一數二的武師，他們的水平是

一流的，現在我拍過外國片，我可以說，他們是internationally （全球）最出色的。他們很

搏殺，經常為效果而努力，但有時卻忘了演員也是人，應該要以安全為重。

武師最著重的當然是要招式好看啦，以滿足觀眾的要求。現在觀眾的要求又越來越

高，不見演員親身「撻落去」（縱身而下），或沒有親身捱打，便會覺得「那麼容易，

我也可以做得到！」我拍《皇家師姐》，到後來拍《皇家戰士》（ 1986）時，所做的動

作水準都要比上一部電影更高、更好，每一次都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不過，你必定會去

到某一個點是不能再提高的，無可能真真正正去做（那些高難度動作），所以要看導演

及攝影師的指導，用其他的方法輔助。

開拍「鐵金剛」（即《新鐵金剛之明日帝國》〔 Tomorrow Never Dies〕， 1997）時，

知道要演很多動作場面，我們第一時間便要求要有香港的武指、武師參與，加上當時我

們要到泰國拍片，有香港武指是很適合的。其實他們用我，也是想讓我表現長處，而真

正能讓我做得好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讓我帶著自己的工作人員去拍。那時我找了郭

追，幸好郭追師傅時間上可以，他同時帶了一班武師到拍攝現場。

開鏡時，整個攝製隊無論是木工師傅也好、編劇也好，管理層方面的會計師、監製

等等也好，都走過來看我們怎樣打。因為他們未正式見過這種動作的拍法和打法，他們

很 impressed  with（佩服）郭追及我們的武師。荷里活片的動作很少到肉的，也不會做到

像我們武師所給的反應，不會將動作構思得那麼刁鑽，他們的動作都很實際，一拳就一

拳，兩拳就兩拳，跌下便不能再起來。我們的做法則不同，在高處跌下來還可以彈起來

的，大家要從中取得balance （平衡）。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楊紫瓊（前排左）在元奎（前排右）執導的《皇家師姐》

（ 1985）脫胎換骨。

《皇家師姐》（ 1985）：楊紫瓊憑著舞蹈底子迅速掌握

動作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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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武師首屈一指：楊紫瓊擔綱演出動作連場的《中華戰士》（ 1987），武師做足準備功夫。 

武師們最初只為我拍的場面構思，後來導演R oger  Spottiswoode（羅渣史博狄士活）

見到他們所構思的動作、反應和衝勁，結果要求他們為影片多逗留兩個星期。後來郭追

和武師們全部回港後，導演又再一次要求他們返片廠幫忙。

我喜歡盡量由自己去做，經常抱著一個心態：「其他人可以做到的，為何我不能做

呢？」那時阿旦、唐季禮，還有董瑋，常常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們要學十幾二十年

才能做到這些動作，你不要以為學了兩、三年便能做到，把機會留給我們吧！」我自己

很想去做，除非某些場面如翻車，我沒可能去試，因為這些一定要受過訓練，有那方面

經驗才能做到，所以到拍那些場面時我會說：「嗯，你慢慢來，我在旁邊看。」但如果

是拳腳動作，我會自己嘗試。

從《皇家師姐》到《阿金》

我想拍電影便是這樣。如果你有某類型電影賣座，片商和發行商一定會要求你再

拍這類戲，有時候會限制你的發揮空間。幸運的是，現在大家都認同最重要是電影本身

（的內容），而不只是那些動作，所以我之後都有拍《阿金》（ 1996）、《宋家皇朝》

（ 1997）這些文戲較多的電影。

我拍每一部電影都放了很多心血，每部電影都有難忘的事情。特別是我拍動作片的

時候，都要好辛苦、好努力才能做出來。由我第一部戲開始，那時我是一個新人，入到

片場甚麼也不懂，真的「盲舂舂」（糊裡糊塗），靠很多武師帶著我行，自己都要「撞

板」（碰釘）才知道發生甚麼事，但幸好touch wood （幸運地）經常有人保護我，令我可

以平安渡過。

我受傷最重的那部電影是《阿金》，那次很失策，我從大約十八呎的高空跌下，頭

部先著地，那時我想自己可能會弄斷腰骨，以後都不知怎算好！拍動作片是有risk   factor

（風險）的，我們要盡量減少 risk（危機），可是事成後那份滿足感，會帶動你再去追求

做同樣的事。

我想在電影圈裡女性角色是有很多differ ent  faces（不同的面貌）─ 武打、文戲、

悲慘、笑片……其實男女都一樣，不是只有女性才那麼多樣化。現在大家一聽到電影中

有楊紫瓊演出，會立刻認為那是一齣動作片，我希望日後會有所不同，有不同的面貌帶

給觀眾，但是現時我很pr oud of（驕傲）自己能做到這件事（有突出的動作形象），因為

我花了很大努力才達到這目標，我很珍惜自己這地位，不會看輕這件事。但是，作為演

員，你會想嘗試用不同的方式演戲，追尋拍攝不同類型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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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紫瓊（左）於 2013 年榮獲第七

屆亞洲電影大獎「卓越亞洲電影人

大獎」，谷薇麗（中）、張家振

（右）致賀。 

歷經不同的里程碑

我想每一位曾與我合作的導演，如唐季禮、元奎、袁和平、程小東、杜琪峯、許鞍

華、張婉婷，他們對電影都是很有熱誠的，很 passionate（熱愛）的，都想拍好的電影。

其實做演員也好，幕前幕後也好，都放很多心機去拍電影，當然希望電影成功及有紀念

價值。我與每位導演的合作都很好，通常不是只得一次，而是合作後經常會再次合作。

未開拍前會先了解導演，因為我覺得導演才是soul  of the film（電影的靈魂），是導演帶

動全套片。不管有多好的演員，若導演表達不到、幫不到演員，那便不行，始終要由導

演將影片的整體呈現給觀眾看。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去爭取。正如我拍廣告是一個milestone （里程碑），結婚是

一個，復出之後拍《警察故事 I I I超級警察》（ 1992）也是一個，（拍《阿金》時）受傷

也是另一個，到我拍荷里活的《 Tomorrow Never Dies》又是一個。因此，我覺得人就好像

一本書，一集又一集，你每天都要去揭開，希望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都會繼續

好。



陳冠中
策劃創作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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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何思穎、周荔嬈、郭靜寧、黃夏柏 

（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整理：黃夏柏

陳冠中於美國學成歸來後， 1976年創辦《號外》雜誌，別出心裁地探索城

市文化，在出版及文化界闖出名堂。本身酷愛電影，既欣賞，亦評論，

八十年代初，更以新人之姿涉足影圈，走過顛簸的劇本創作路。德寶電影

公司成立後，他應邀寫下以香港淪陷為背景、廣獲好評的《等待黎明》

（ 1984）劇本，並開展他與德寶的緊密合作。他參與的多部小型製作成本

雖低，卻有寬廣的創作自由；又樂與導演創新方向，並任策劃、監製，投

入製作。九十年代初淡出影圈，及後潛心寫作，探討中國及華人議題，

為享譽華文世界的作家。此間回溯《聽不到的說話》（ 1986）、《癲佬正

傳》（198 6）及《操行零分》（1 986）等片，內容觸及小眾議題、剖白青

春心語，得以推動新血啟步，的確是一段令人難忘又感欣慰的光影經歷。



文青之路始自電影

我父母是寧波人，去了上海做事，我是1952 年在上海淮海中路即法租界出生。1956 

年來香港時，我才四歲，自小學會說廣東話，基本上沒有人把我當作外地人。來港後過

了幾年，家裡有個番禺女傭，我跟著她到街市買東西，看到香港嶺南文化的其他方面，

所以我覺得嶺南文化很親切，她還帶我去看粵語片。國語片是跟家長去看的，只看電懋

（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的片，但說到底看得最多的還是西片。後來便自己去看戲，

印象最深的是《龍門客棧》（ 1967），看後很興奮，接著去打籃球，大家都在談論《龍

門客棧》，連「波牛」（足球小子）都講電影。

我在尖沙咀柯士甸道德信學校上小學，然後 1964年考進九龍華仁書院。 1971年預

科畢業，竟然能考進香港大學，那時是頗難考到的，我唸的是社會學。進了港大，接觸

到完全不同的事物。首先是宿舍生活，宿舍就是一個部落，要求投入忠誠。另外為學

生會做過幾樣事情，其一是辦電影會，在港大第一次放映《波特金號戰艦》（B attleship  

Potemkin,  1925）。當時有一位老師收藏了一些拷貝，借出來放映，有很多內地舊電影，

例如《松花江上》（1 947）、《我這一輩子》（1 950）等。1 974年港大畢業，我決定不

了該做甚麼，便去了美國波士頓大學讀了一年三個月的新聞學課程。波士頓隔河就是劍

橋，通往哈佛大學那條路，途中會經過一家戲院，我逢星期六會去看戲，對電影的興趣

依然很大。

我誤入文青之路，是從《中國學生周報》開始，因為它的電影版，我才對電影有興

趣。那時同學鄧小宇問我有沒有興趣看法國片，於是我們常常一起去法國文化協會觀賞

電影。我的文青路並不是從文學開始，而是從電影開始的。 

1975年回到香港，第一份工作是在《星報》（The   Star）負責寫各類型新聞，這是

一份英文的tabloid （小報）。做了大概九個月，我跟鄧小宇說我想辦雜誌，他說：「好

呀！」因為他說好，我便著手去做，要是他說不好，我便可能打消這念頭了。我想做甚

麼呢？我們中學時看《中國學生周報》、《香港青年周報》，1970 年又有《70 年代》雙

周刊，都是給年輕人看的刊物，但到了1974 、 75年，全部都停刊了。我們正想出版這類

刊物，那時是1976 年，我之前在美國也接觸到一些undergr ound  paper（地下報刊），專做 

counter-culture（反主流文化）的內容，特色是給年輕人閱讀，涉及不同範疇，政治、社

會問題到文學、電影，以至飲食都有。

我的（大學）同學 30歲便在大企業做了副總裁，或在廣告公司當上第二把手，因為

西人走了，就由他接上，很快，那個 generation（一代）是很幸運的。我覺得自己將來一

定有工作可做，不會擔心這方面。

編劇路起步顛簸

雖然我對電影很有興趣，但不知道怎樣入行。創辦《號外》後，認識了一些年輕

導演。那時候是電視圈爭霸時期， T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還沒全勝，要法寶盡出， 

RTV（麗的電視）則具備視野，出了些奇才，像麥當雄、蕭若元等，即使香港電台也開

始拍些新鮮有趣的節目。梁普智執導的《跳灰》（ 1976）上映到新浪潮出現，我們寫評

論，經常會表示一下態度，追捧譚家明這類新導演，他們開拍電影，便找我編劇。

可惜我的編劇命途慘淡。從 1976年開始辦雜誌，到 1981年第一個孩子出生，我都

沒甚麼收入，想趕快做編劇賺錢，但寫來寫去，戲都拍不成。導演說要拍武俠片，叫編

劇來，付了訂金，寫著寫著說武俠片不流行便拉倒。我最初的十個劇本，大概只有三個

拍得成。我也為洪金寶寫過一部古裝武俠片，可是 1981年鬧喜劇潮流一來，甚麼戲都要

加點喜感，根本沒可能再拍傳統武俠片。 

 

156 

第
二
章

〉〉
影
人
影
事



談到我參與的電影，首先要說的是世紀影業公司，那是由余允抗和劉鎮偉主理的。

那時公司已有相當大的資本，余允抗到處找導演，找來拍廣告片的 Tony Hope（何東尼）

拍《愛人女神》（1982 ）。T ony Hope不懂說中文，余允抗便找我去協助他，擔任策劃。

當時我真的不懂電影，T ony Hope的拍攝很出色，但這部不是香港人會看的戲，不是港產

片，那部戲結果頗災難性。

譚家明找我寫劇本時，他說︰「這次我要拍尼采的遊牧思想。」他以為我懂尼采，

因為我曾經寫過本書，談後結構主義，這是第一個指導原則；第二，他說要實驗紅白藍

三種顏色，像高達（J ean-Luc  Godard）的《P ierrot  le  Fou》（《狂人彼埃洛》，1965 ）。

我天天陪著他，從早到晚滿街逛，想到甚麼便寫下來，大部分是他的構想，我替他寫下

來，給些許回應，寫了個劇本，就是《烈火青春》（1982 ）。譚家明和我去選新人，最

後夏文汐、葉童、關之琳三個選兩個，結果淘汰了關之琳，你說多可惜。沒辦法，她太

漂亮了！

電影原先的構思是四個年輕人像城市裡的流浪遊民，即 nomad，無根的。他們走在

一起，最後坐上一艘船，到非洲繼續流浪。譚家明拍到故事一半左右，錢花光了，公司

立即找幾個強勁的編劇修改劇本，弄來日本赤軍殺手把主角殺掉，那場戲改由唐基明拍

攝，因為譚家明太會花錢了。所以，雖然編劇出了我的名字，但在我前面有邱剛健、陳

韻文、金炳興等〔另有方令正、譚家明〕，我還是個新人。

接著是楊凡找我，我給他寫了《上海之夜》的劇本，是個浪漫輕喜劇。誰知他找

不到資金，徐克表示想拍，楊凡便把劇本送給他。徐克找來杜國威和司徒卓漢，把對白

全部改寫，由輕喜劇變成鬧喜劇。徐克的《上海之夜》（ 1984）拍得非常好，我自己不

會想到這麼好。這部片的故事及人物背景架構是我的，那些錯摸的場面，全是他們的構

思。結果編劇出來是三個名字，他們都很有名，我就仍是新人。

等待黎明終現曙光

一直到  1984年，終於有兩部電影的編劇是單獨掛我的名字了。第一部是《等待黎

明》。岑建勳和陳欣健曾合組尊信電影製作公司，由嘉禾出資， 1982、 83年間找我寫過

一個劇本，叫《等待黎明》，跟後來那部不同，是中國空軍的抗日故事。那時候聽說馬

尼拉遺留了幾架舊飛機，一心想去拍攝，但當時條件所限，哪有可能拍成本那麼高的戲？

曾給台灣的張永祥修改劇本，最終也沒拍成，只留下一個片名。

因為岑建勳和尊信的關係，德寶電影公司成立，找我先寫一部《等待黎明》。導演

是梁普智，我自動請纓：「梁普智不懂看中文，你們找我做策劃吧。」當時香港電影業

突然膨脹得很厲害，我不懂拍電影，竟然可以擔任策劃。監製洪金寶不會來現場，我便

是製作部職權最大的人。梁普智很熟悉電影製作，我學到很多，像剪片等。編劇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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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冠 中 在 首 部 獨 挑 大 樑 編 劇 作 品《 等 待 黎 明 》

（1984）兼任策劃，從中透過梁普智導演學習製作。

（前排左起：萬梓良、梁普智、谷峰）



拍攝之前的工作，但這次我是策劃，真正成為電影製作人員，在片場有人認識我，我終

於入行了。

同年，陳安琪找我寫《花街時代》（ 1985），原名《霧鎖香江》，拍蘇絲黃那個時

代，是陳安琪第一部戲。其實邵氏（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當時已無心戀戰，所

以拍一些這類成本很低的戲。現在重看那部戲，最重要的是灣仔舊貌，現在已完全消失

了。

那幾年我特別喜歡寫懷舊故事，因為香港回歸，對上海、太平洋戰爭和五、六十年

代美軍來港這些歷史很有興趣，所以寫了《等待黎明》、《上海之夜》、《花街時代》，

還為香港話劇團改編了《傾城之戀》。

那幾年流行喜劇，非喜劇難以入眼，劇情片更難被老闆接受。《等待黎明》拍攝

時，劇本一直改，梁普智是很有電影感的人，開場幾組 montage（蒙太奇），女主角在山

上走下來時重重疊疊的畫面，本來是後面的戲，他抽調到前面，弄了一組新的montage 。

潘廸生、鄒文懷、蔡永昌及嘉禾發行部的人看試片，說看不明白，怎麼辦？我們酌量修

改，加了幾個日出畫面，補些旁白，當作是葉童年老時，回憶過去，把故事串連起來，

幫助他們理解。

片中很多場面在澳門拍攝，村內那些戲全部在澳門拍，因為香港的舊景、農村景物

全部沒有了；也有在香港西環碼頭的貨倉拍攝。其實主角乘船逃亡之前，還有一場日軍

進村抓村民槍斃、他們引開日軍的動作場面，節奏上要拖一拖才結尾。當年片長很重要，

限你 90分鐘，影片過長便要解釋。為了保留劇情，捨不得刪掉前面的戲，便犧牲最昂貴

的一場動作戲。這就是岑建勳的本事了，誰能做正確的決定，誰就能幫那部戲。

到了要上映，我們打算反應好就放映兩星期，不好就一星期落畫，這類戲本來就是

「攝期片」（填塞檔期的影片）。上完午夜場之後，反應不錯。上畫前老闆都不大喜歡

這部戲，午夜場後態度才有所改變。

岑建勳力挺無懼票房壓力

後來我還擔任監製，做些預算最少的戲。老闆潘廸生找岑建勳一起取得院線後，公

司每年最少要提供十多部戲，不可能全是賀歲片的拍法，又或全部由當時得令的演員去

演喜劇，所以會有些低成本的戲。這些製作預算百多萬的戲，沒甚麼人想搞，正好讓我

來。這類戲構思故事而已，全部由導演牽頭，導演想拍甚麼就甚麼，像劉青雲演的第一

部電影《聽不到的說話》，是導演（姜大衞）想拍的題材，故事是他提出的。劉青雲是

試鏡找來的；馬斯晨因為《投奔怒海》（1982 ）的演出，是片中最知名的演員；樊少皇

那時還是個孩子。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陳冠中策劃的《聽不到的說話》（ 1 9 8 6）細膩動人。

（前排左起：劉青雲、馬斯晨、蘇祖兒；後排左一：樊

少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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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右）與《異鄉故事》（  1 9 8 7）導演黃華麒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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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佬 正 傳 》（1986 ）： 找 來 周 潤 發

（左）、葉德嫻（右）星級助陣演出。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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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副導演葉輝煌一嘗心願執導由新人演出的《操行零分》（ 1986）

《癲佬正傳》也是這樣。爾冬陞一坐下來，就從第一個鏡頭開始，一直說了兩、三

個小時。我以為他只是個從前邵氏的「小鮮肉」（俊俏年輕）演員，原來他很認真，整

部戲都構思好了，岑建勳說：「行了，一定要讓他試。」爾冬陞當時堅持起用新人飾演

所有「癲佬」（精神病患者），你想想午夜場會怎樣？全部新人，觀眾怎受得了？這樣

票房不行，最後爾冬陞也同意找有知名度的演員。周潤發因為《等待黎明》拿下亞太影

帝和金馬影帝兩個大獎，我們關係比較好，開口請他客串一角他也願意。就這樣周潤發

演「癲佬」，梁朝偉演「癲佬」，葉德嫻演記者，全是星級陣容，並由黃仁逵任美術指導，

這部片拍得很好。

開拍《操行零分》，事緣葉輝煌是資深副導演，他說，讓我拍部戲吧，公司就讓他

拍，只是錢很少。我知道他喜歡單車，就拍單車吧！全部由新人來演，但票房實在太低

〔約 116萬元〕。我做很多這類戲，自由度高，沒人管你，最重要是預算控制得好，公司又

同意拍這個題材。我記得午夜場沒有喝倒采聲，從頭到尾都沒有，不知道甚麼原因，可

能是太悶吧！

為蕭芳芳執筆

因為之前經驗不好，1 9 8 4 年做了策劃，我就不肯再寫劇本了，除了《不是冤家不

聚頭》（1 9 8 7 ）。當時德寶簽了姜大衞做導演，找了蕭芳芳主演，本來要拍一部偵探片

〔原計劃拍攝的片名為《大律師》〕，開拍前一星期左右，公司突然說偵探片不行，要改拍喜

劇。當時蕭芳芳移民澳洲，合約為期三個月請她回港，時間鎖死了，怎麼辦？誰能寫？

「給陳冠中吧，他很快可以做妥。」

我花了三天寫好劇本，然後跟岑建勳去澳門談了兩天，再和導演一起潤飾兩天，

就開拍了。蕭芳芳最初很生氣，說是偵探片，怎麼變成喜劇？但一看劇本她就沒事了，

因為全是她的戲。當時哪有時間細想？我認識蕭芳芳，就把她能演的全部放進去，最後

成功了，她更拿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就是這麼玄，很花心思去寫的可能拍不

成，急急忙忙做出來的，因蕭芳芳演得好，反而就拿了金像獎。有時命運這回事真的不

好說。

年輕人主導電影新時代

岑建勳 31歲便當上德寶的主管，現在哪會讓一個 31歲的人去管理年產十多廿部電

影的院線？我覺得岑建勳是很有膽識的人，相信直覺，夠膽讓人嘗試。他之前只拍了幾

部電影，也是個新人，毋須顧及成規，而那時很需要人，亦突然迷信年輕人。1981 年我



踏進拍攝現場，從道具到攝影，全是年輕人，老人家全在片廠，在邵氏，在清水灣，我

們就開始拍街景，不肯用片廠。就在 1981年，從片廠出來的成龍、洪金寶和從外國回流

的徐克、許鞍華等，突然合流起來，感覺一下子不一樣了。

德寶的製作並非硬趕潮流，而是會拍些很獨特的戲，因為面對的是新藝城（新藝城

影業有限公司）、邵氏和嘉禾（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要闖出名堂，便要有些

不同的東西。不是說不拍大型喜劇、賀歲片，但除此之外，還拍甚麼呢？大家都記得新

浪潮，但新浪潮導演沒幾個擅長拍喜劇，他們最適合拍緊凑的、有剪接、有鏡頭的戲，

如警匪片或恐怖片。

當時德寶有很多創作小組，譬如有梁李少霞小組〔與珠城合作〕，曾製作關錦鵬的《地

下情》（1986 ）、區丁平的《夢中人》（ 1986），亦有俞琤小組，拍了潘源良的《戀愛

季節》（1986 ）、張艾嘉的《最愛》（ 1986）等。另外還有例如鍾志文，他是攝影師，

後來轉做導演。岑建勳的做事方法，就是凡事最後都要他過目，各組好像「輪街症」（等

候看醫生）般，全部在等岑建勳，他有空就到他房間去談。

我通常不在辦公室，在外面做負責的項目。其實我沒有真正進過德寶，並非德寶員

工，而是一部一部片做。潘廸生也有找我做別的工作，替他設計商品廣告，其中一個由

林子祥演出，廣告片中「你 OK我 OK， C.J.， Charles  Jourdan」那口號，就是我替他想出

來的。

製作美國電影

我從第一天開始就拍商業片，沒想過拍藝術片，因為我不是導演。如果我是導演，

可能會想拍自己喜歡的影片；我是製作人，拍藝術片會很痛苦。我本來不懂電影，也不

懂編劇，慢慢摸到門路，就轉做策劃，曾經想過做導演，但回頭一想，我好像不是天生

做導演的那種人。況且，那時候做導演是一人拍一部，不能同時做另一部戲，做製作就

可以兼顧幾部戲，適合我這種很雜食的口味。我又喜歡做第二把手，給導演提意見，他

覺得有意思，我便很有滿足感，能協助導演我覺得很「過癮」。

為甚麼 1988、 89年我會想到製作美國片呢？就是因為香港片越來越難做了。我們

從前做製作人，很講求控制預算，但到了那時，香港片太成功，很多外埠訂金湧入，通

常都要求找某位明星。誰最有本事找明星？一定是黑社會了。他們一找上你，你就得演，

他們就可以收錢。黑社會全面進場後，破壞了規矩。從前有個「first   call」的制度，誰先

開戲誰先用人，但黑社會要他們優先，甚至霸佔演員，製作人無法做預算，戲也亂七八

糟。

《不是冤家不聚頭》（1987 ）：陳冠中為蕭芳芳度

身訂造劇本。

（左起：陳國新、蕭芳芳、姜大衞、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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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 1988年，美國導演王穎要拍《一碗茶》（E at a Bowl of Tea, 1989），是美國哥

倫比亞公司投資的小製作，拍五十年代美國的唐人街。由於紐約唐人街街景不大合適，

就來港拍攝，找我出任監製。接著，我又替王穎在香港集資，拍了《命賤紙貴》（ Life  is   

Cheap… But Toilet Paper is Expensive, 1989）。

另外，我與江志強合資拍了部美國片《The   Force》，到洛杉磯物色美國導演，寫了

劇本。這是低成本製作的警匪鬼片，只供應錄影帶市場，不會在戲院放映。我們想測試

一下那個市場，發覺這些小本製作，美國人全部自己會拍，你還有甚麼貢獻？之後王穎

聯繫上哥普拉（F rancis  Ford  Coppola），他很喜歡亞洲電影，找了王穎和我製作亞洲題材

的影片，構思了兩部，其中一部王穎自己做導演，找來英國影評人T ony  Rayns寫劇本，

但 David  Hwang（黃哲倫）寫的舞台劇《M.   Butterfly》突然出來了，「撞橋」（橋段相

同），我們的計劃只好作罷。又有一部拍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訪問了些僧人和史學家，

沒多久哥普拉破產，這些戲全部叫停。我從此轉行，沒有再做電影。

定居京城書寫中國 

1992年，于品海成立智才管理顧問公司，我在內地拓展業務，工作了兩年多，然後

去了台北；發現那裡的有線頻道滲透率高達百分之七十，於是回港籌了五百萬元，找岑

建勳、張國忠一起赴台，找來台灣夥伴開辦有線電視。1995 年 10月開台，做出一點成績，

玩了一陣子就賣給 Sony（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又在台灣多待了兩年，沒做過甚

麼。後來覺得還是要做點事情，想想還是寫作吧。我想寫中國內地，於是搬到北京。

搞電影很累人，因為工作量太大，要知道搞電影晚上是要去玩的。人人喝酒，很遲

才睡，早上不起床。後來我發覺「玩」這部分很不實在，現在從事寫作，白天很早起床，

晚上很早睡覺，有空和朋友談論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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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翹英
電影編劇之旅不圓滿卻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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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黃夏柏、周荔嬈、陳彩玉 

（ 2020 年 1 月 22 日）

整理：黃夏柏、趙步詩

陳翹英的創作路始自電視，憑《上海灘》（ 1980）聲名大噪。年輕時已懷

抱電影夢，遂應岑建勳之邀，轉投德寶電影公司，主管創作部，為多部招

牌巨製護航，包括《皇家師姐》（1 985）、《皇家戰士》（1 986）及《中

華戰士》（ 1987）等，為公司奠下商業片基礎。雖然八十年代港產片盛行

集體創作模式，但他愛把觀影所得融入劇本，更樂於「拗橋」（爭辯橋段

設計），維護一己創意，只因相信作者論，不認同拼湊眾人意念於一片的

「碟仙創作法」。在影視圈遊走多年，坦言電影旅程殊不圓滿，從影甚至

是錯誤之舉。不過，若時光倒流，他仍會踏上電影征途，笑言是命中註定

的。



巴黎逐夢到投身視圈

我生於上世紀中葉，年輕時已是個影痴，曾在珠海學院修讀新聞系，後來退學，

因為我是跳躍式的人，即是學懂了 ABC後，便立即想看英文小說，傳統的教育並不適合

我。二十歲時便隻身闖蕩巴黎，學習電影。

在巴黎混了一年多，看了很多電影，包括法國電影新浪潮導演高達（ J ean-Luc 

Godard）、杜魯福（F rançois  Truffaut）等作品，學習當中的精髓，心中滿載豐盛。回港

後，在《銀色世界》電影雜誌工作，基本上甚麼都要做，編輯、寫稿，甚至寫「讀者來

信」。

 我等待的機會終於來了，TV 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招收編劇，我報考並獲取錄，

是恩師劉天賜聘請我的，那是大約 1977年。我入職後給派去做《歡樂今宵》，當時心裡

很不服氣，自覺是學莎士比亞作品的，為甚麼要我寫趣劇呢？太委屈我了！後來我才知

道他想我「開腦」（開竅），當你懂得構思笑話，就懂得構思其他劇種了，進《歡樂今

宵》就像在少林寺磨練。大概過了兩年，我被調到戲劇組，第一次擔大旗做的是長篇劇

《奮鬥》〔該劇陳翹英為劇本編訂，王晶為劇本審閱〕。 

1 9 8 0年，T V B發展中篇劇，我作為劇審（劇本審閱），創作了《上海灘》，故事

意念來自作家無名氏筆下的小說人物印蒂，他在學時很激進，經常參與學生運動，但運

動結束後他變得頹廢，後來去了上海，從事黑幫活動，是一個籠罩著自傷自憐氛圍的故

事。寫的時候我感同身受，不禁代入其中，創作了許文強這人物，由周潤發飾演。劇集

其他部分取材自法國電影《江湖龍虎鬥》（Borsalino ,  1970）。我做夢也想不到，這部電

視劇會空前成功，影響了我的一生。《上海灘》不僅在香港受歡迎，更遠至神州大地，

逾十億人收看，我簡直感到如痴如醉。

帶領創作組雕琢A級製作

約 1984年，岑建勳邀請我加入德寶〔當時報載陳翹英於 1985年 4月加盟〕。我跟他可說是

識於微時，七十年代參與社會運動時，曾一起編輯《 70年代》雙周刊，後來又一同在巴

黎流浪。當時大家都很窮，口袋裡經常就只得一、兩個法郎，有一次不慎把一個法郎掉

進污水渠，我們不約而同伸手撿拾，友誼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決定離開 TVB，我有過掙

扎，當時已是創作部主管，加上兒子剛出生，這樣外闖會否太冒險？經過反覆思量，假

如我從沒有參與電影製作，是不會心息的。於是加入德寶，出任創作部經理。

我參與較多的，是公司要賺錢的戲，像《皇家師姐》、《皇家戰士》、《中華戰

士》，還有《奪寶計上計》（ 1986）等。岑生（岑建勳）要拍這些迎合市場的電影，賺

錢供養他拍攝比較小眾的電影。

作為創作部主管，我帶領的小組，主力有兩、三名年輕編劇，包括我從  T V B帶出

來的新晉編劇曾謹昌，我也曾找韋家輝客串，《霹靂大喇叭》（ 1986）的初稿就是他寫

的。其他有邵國華、陳慧，馬偉豪則是高志森找來的，這些是固定的編劇，還有按不同

項目引進的自由身編劇。

並非所有德寶的戲我都有參與。當時我要處理的劇本有兩種：我主要做A 級大製

作，一年約有五、六部，大多屬於or der（指令），即是岑生說想開拍一部這樣的電影，

我就跟創作小組發展出故事，再跟他傾談；另一種是導演投來劇本，岑生給我過目，大

家商量一下是否可行，屬於諮詢性質，並非由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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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戰士》（1987 ）帶西部電影風格。（前排左起：

盧冠廷、劉芊蒂、吳耀漢、爾冬陞、楊紫瓊）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情義心》（1988 ）寫江湖中的男性情誼。（左：王

敏德；右：李子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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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戰士》在台拍攝半載

我帶領這個基礎班底，東南西北四處跑，最辛苦是拍攝《中華戰士》。那部片差不

多全部在台灣拍攝，在那兒搭建了整座城，相信是德寶投資最大的戲。因為沒有劇本，

我來回多次，歷時六個月，很慘痛的經驗。

當時白天我跟曾謹昌在酒店構思翌日的劇本，現場則有四、五個知名的導演在拍

攝，岑生是總導演。他拍完戲回來，便與我討論明天要拍的內容，討論完已是凌晨二時

了，早上六時他又再拍攝，真是鐵人來的。就這樣不停地構思明天的內容，到現場還要

繼續構思，但不能寫好劇本給他，他覺得 mood（情緒）不適合，總要一起構思。

拍攝《中華戰士》，是岑生的決定，以便楊紫瓊由《皇家師姐》轉型。該片帶點西

部電影風格，即是中式西部片。楊紫瓊來自馬來西亞，不懂看中文，但能夠說，有位助

理和她一起讀劇本，加上她很聰明，很快便掌握到，說起廣東話只有一點口音。

動作隨劇情發展設計

當時楊紫瓊是十分出名的「打女」，她的電影除了在香港賣座，還能外銷到歐洲。

她其實不懂真功夫，但看上去很打得，這才厲害，跟她的舞蹈根底有關，擺出來的姿勢

有種氣勢，很厲害，令你相信她能打。這就是電影，電影是不用你真的能打，令觀眾信

她能打就可以了。真打得的一位，是洪家班的羅芙洛。

德寶請來跟楊紫瓊主演《皇家戰士》的真田廣之是紅星，又懂中國功夫。他有整

個團隊過來，包括導演，但不是來拍攝，而是了解我們的需求，再轉告真田。我亦給真

田講解劇本，因為我曾在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學習日文，讀至高級班，在現場能跟真田傾

談。那段時間大家相處得不錯，很開心。

動作場面真田都親自做，當然，很高難度的則沒有，不是他做不到，而是安全問

題，如果他受傷，就會影響拍攝進度。片中的動作場面我會和動作指導一起構思。因為

動作指導首先要知道劇情發展，才能設計，不能拋開劇情憑空構思，動作場面是跟隨劇

情而產生，不是為動作而產生，所以編劇要提供意見。

鐵人岑建勳吸氧氣硬撐

岑生很喜歡即興，即使把劇本給了他也沒有用，到拍攝現場也要重新構思。替岑

生編劇時，我帶著創作組到場後，工作人員便立即打燈。打燈並非為拍攝，而是為了騰



出時間構思劇本。例如六時開始打燈，預計八時拍攝，有兩小時構思這場戲如何處理。

可以由零開始，兩小時內在現場創作，構思對白。當時劇本主要由曾謹昌寫，我就是  

supervisor（劇審），他寫好稿我就修改，然後交岑生再修改，到演員拍攝時也會修改，

這根本是一個組合，從中產生化學作用。尤其找來明星客串，劇本原來沒有的角色，要

臨場構思，又不能影響主要劇情。當然總其成的是岑生，他是總舵主。

戲開拍前會有大致的故事、人物，臨場再創作。記憶中最厲害的一部就是《聖誕

奇遇結良緣》（ 1985），打破我生平最長的不睡覺紀錄，三、四天沒有睡覺，為了趕檔

期，日以繼夜地拍攝。岑生更厲害，六、七天沒睡覺，因為缺氧，在拍攝現場要揹上氧

氣筒，在鏡頭背後幫助呼吸〔岑建勳同時為該片主角〕。

《情義心》（1 9 8 8 ）的構思來自岑生。當時流行黑社會片，鄧光榮便拍了一系列

賣座的黑幫電影，觸及黑幫內幕。岑生覺得江湖中人亦有情義，不是純粹入會、斬殺那

些，他的野心很大，想拍一部關於江湖情的文藝電影。這部片找了王龍威導演，其實主

要由張權主導，他是當時的金牌監製，亦熟悉那個江湖世界。岑生想通過他們拍攝江湖

世界中的感情戲，寫男性情誼，就是這部戲的特點。

《奪寶計上計》取材自比利懷德（ Billy Wilder）的《扭計師爺蠱惑仔》（The F ront  Page, 

1 9 7 4），講述兩個騙子行騙。我看很多盜竊片，經常想寫一部講詐騙的戲，但不是現代背

景，而是民初時期，於是跟公司談這題材，他們有興趣。我也是比利懷德的影迷，喜歡他的

設計及角度。選擇背景在泰國，不是我的主意，但不要緊。

「碟仙」創作製片人劇本

岑生是我的老闆，故事過了我那關後，要再過他那關，過程中會有爭拗。我喜歡爭

拗，直到他不想再「拗」（爭辯）時，就會說我只懂得「拗」，事情便放下，但爭論點

其實沒有解決，只是避開了。當然，我會叫編劇按他的意思寫。其實是我自己想爭拗，

因為集體創作不是我的風格，我相信作者論 ─我寫的劇本，可以決定一切，沒有對與

錯，沒有誰比誰好，這是作者的心路歷程。

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特色，就是「炒雜碎」（混雜）。那時候的電影人信奉集體創

作，沒有劇本，不會預先寫好對白，全屬即興，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拼湊出來，我稱為「碟

仙創作法」，即是一群氣質接近的人向著某一點推進，沒有理論基礎。效果決定一切，

只要好笑便可以。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只求佳句，不著重佳章，毋須苦心經營，卻能大

放異彩，以至西方電影人對港產片亦另眼相看。

岑生是個很強的製作人，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讓我學會很多東西。問題是我未算做

到自己滿意的作品，始終我不太適應過於集體創作的模式，那不是我的風格。其實我有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奪寶計上計》（1986）：群英奪寶，於泰國取景。（右圖左起：姜大衞、龐秋雁、吳耀漢、潘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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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1993 年：（第一排左起）陳嘉上、成龍、梁朝偉、曾志偉；（第二排左起）邱淑貞、

朱茵、袁詠儀、張曼玉、黃秋生、毛舜筠；（第三排左起）張之亮、唐季禮、程小東、陳柏生、

關錦鵬、陳翹英 

劇本，只是你不滿意，何謂滿意的劇本？莫衷一是。岑生信仰製片人的劇本，而不是導

演的劇本，他是強勢的監製，好處是成敗集於一身，只要用人合適，作品便會變得很好，

但那不是導演的作品。

編劇班理論與實習兼備

我們曾開辦編劇訓練班，學員每天上課，即是上班，會有薪金。由我、曾謹昌講

授，也找來編劇例如陳淑賢客串講課，介紹如何構思故事、做分場、寫對白，有系統地

講授。大約上了半年理論課後，便會實習，但那時是岑建勳主政的尾聲，後來我也離職

了，學員其實沒有太多實習經驗便要離開。不過，成績不錯，有幾位畢業後當上編劇，

主要任職電視台。

直至這刻，我在電影界學會了很多東西，卻不是滿載而歸。相反，我在電視台會有

自己的作品，因為電視台能體現作者論，何況我擅長紙上談兵，在電視台可以這樣處理

劇本，別要我跟你詳細交代想法，而且參與電影時要編劇留在拍攝現場，拍十小時就留

十小時，對我來說是致命的。要我像岑生那樣拍足六天不睡覺，我真的做不到。

迄今唯一滿意作品《點指兵兵》

這一次我勇闖電影界，加入德寶，坦白說是不成功的。在電影圈，我所能交出的作

品就只有《點指兵兵》（珠城、藝高出品，1979 ），可說是我在電影圈真正滿意的作品。

這是加入德寶前的事，我是這部片的其中一位輔助編劇，電影的成績的確驕人，當年的

票房達三百多萬，而且劇本亦符合我心中所希望做到的，就是作者論。這部電影完全是

導演章國明的心路歷程，一一呈現出他的世界觀及善惡觀。此外，他亦打破了很多傳統，

例如警察的角色，傳統上警察是捉賊的，是英雄，他卻將兩者對調，變成賊追警察，在

當年是很突破的。我覺得《點指兵兵》是一個里程碑，還標誌著香港電影正式走向本地

化，開始孕育出令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本土電影的雛型，確是一部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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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在電影圈我再沒有滿意的作品了。當初離開電視台，我雄心壯志想在電影界

闖一番事業，數年下來，失敗告終，然而，我對電影的心仍然熾熱。2001 年我再次進軍

電影界，跟陳木勝合組 Monster  Pictures  Entertainment  Co.  Ltd.，創業作是由陳冠希主演的

《願望樹》（2001 ），可惜票房慘敗，第一部片便慘遭滑鐵盧，公司亦結業了。

陳木勝的前作《天若有情》（1990 ），票房和口碑都很好，他念念不忘想製作一部

類似的電影，更找來麥兆輝、莊文強跟我一起編劇。我們當時想拍一個黑社會的愛情故

事，陳木勝加麥兆輝、莊文強是很強的組合，而陳冠希當年亦深受少女歡迎。可惜就是

水土不合，無論我們的創作意圖有多高，觀眾就是接受不來，只能嘆一句生不逢時。我

第二次的電影之旅，同樣失敗收場。

再三走上電影之旅

之後我去了北京，展開另一個十年，投入製作電視劇。北京之旅完結後，近幾年在

香港，最大收穫是參與了恩師劉天賜所辦的「編劇大師班」，擔任導師。該計劃獲香港

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三年舉辦了兩屆，每次招收一百人，通過考試再選出十位精英，現

在也有幾個跟隨我工作。他們是我最年輕的學生，讓我有機會接觸這一代的年輕人，他

們也有夢想，很有創意，比我們那一代厲害。早前我重返電視台創作劇集，繼續跟新編

劇合作，另外，這陣子也在構思電影題材，並非構思製作港產片，而是計劃回內地製作。

兩次電影之旅都不順遂，但我還未夠一百歲，現在而言，只是剛到中年，我想會有

第三次電影之旅，可以再走一回，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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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廣儉
劇本的望聞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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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黃夏柏、陳彩玉、周荔嬈 

（ 2020 年 1 月 6 日）

整理：黃夏柏

作為八、九十年代的重要創作人，葉廣儉首個電影劇本是德寶電影公司出

品的《兄弟》（ 1986），其後應邀出任該公司的創作主任，為各部影片提

供意念、完善故事，把好劇本的關口，一度早午晚三班與不同劇組討論各

類型影片。他在訪談中強調公司沒有限制影片的類型，也沒有刻意製造標

示公司風格的作品，而是依據劇情、人物來塑造風格。當時面對密集的工

作，無疑勞累，卻是很好的思考訓練，更難得召集友好陳嘉上、陳慶嘉組

成創作「鐵三角」，往後合力製作更多元化的作品。臨近千禧年，他化身

「劇本醫生」，為攝製中的影片施治，能夠臨危不亂，冷靜應對，只因對

戲劇始終抱持熱忱。



一支筆走遍影視播音界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歷史，當時常搞舞台劇，更當過劇社主席。期間寫過六個舞

台劇劇本，全屬原創，都由我導演，有時也參與演出。讀書時已決定畢業後從事和戲劇

相關的工作，大學三年級時已為商業電台寫廣播劇，純粹寫笑話，半小時內包含五、六

個，憑空創作，比劇集難寫。在商台寫了兩年廣播劇，以《四眼仔日記》較受歡迎，後

來任職亞洲藝術節，接觸了不少跟舞台相關的節目；又曾在 T 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的宣傳部做了兩年撰稿員。

我的大學同學方鯉鯤是袁和平的副導演，有天他來到  T  V B宣傳部，提議我去拍電

影，我便跟隨袁家班做副導演，正式開始了電影事業，第一部參與的是《鬼馬天師》

（ 1984），在台灣拍攝了約九個月。跟袁家班工作兩年，並沒有參與「度」（構思）劇

本，而是做實際的執行工作，處理製作事宜，由開戲到製作，以至後期工作如配音、配

樂，還有宣傳、市場推廣等，從實習中體驗，對電影製作流程加深了認識。

冼杞然是我中大的「大大大師兄」，有天在廣播道碰到他，叫我為他編劇，我便寫

了《兄弟》。雖然是第一次寫電影劇本，但我覺得跟寫舞台劇、廣播劇劇本沒有甚麼分

別，只是電影長一個半小時。創作劇本不外人物、情節，由開頭、中間到結尾，會有人

物衝突、喜怒哀樂、男女關係，都離不開這些。

向警員搜集資料以求真實感

《兄弟》的故事概念來自冼杞然，就是關於兩「兄弟」，一個是警察，一個後來

做了賊，我和兩、三位編劇一起談細節。個別場面寫警察部署捉拿匪徒，有不少細節，

事前詢問過便衣探員，設計了一些場面，又去問他們會不會這樣做，有時候他們會反建

議，指出他們會怎樣做，我們就放進劇本。若他們說不會這樣做，我們不會為戲劇效果

而強行寫入劇本，但一些「七三」比的情況，譬如他們說這樣做並非沒有可能，但機會

比較少，我們便放進劇本。片中的細節很有質感，因為是真實的。

當時幾位編劇一起討論情節，落筆寫時，我仍有印象其中一位是馮瑞熊，他每天都

到我西貢的寓所一起寫劇本，一人寫一場。寫好後再交對方過目，提出意見。用這種方

式寫，工作進度比較快，譬如一部電影約三十場戲，兩個人分開來寫，大概十多二十天

便可以寫好整個劇本。

影片早選定由李修賢、萬梓良演出，劇本便依據他們的性格、氣質、說話方式來

寫。有了既定的演員，比較容易寫，因為可以把人物視覺化，能夠想像到表情，譬如在

某個位置轉身一笑，你相信那位演員可以做到這種效果，才寫這個表情給他做。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兄弟》（1 986）為葉廣儉加入電影編劇行列首

作，未幾獲邀出任德寶創作主任。

（左：李修賢；右：萬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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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主任早午晚「度」故事

創作《兄弟》時，德寶並沒有創作部門，都是由岑建勳管理的，後來他離職，就由

冼杞然代替，變成了每齣戲是否開拍，都由他決定，更設立創作部門，由專人跟進每齣

戲的創作步伐，以至參與每個劇組的創作，給多些意見，令影片的進度快一點。當時我

的職位是「創作主任」，對我來說是新鮮的任務，之前沒有做過，要跟很多組人員，分

別談不同的戲種，是不錯的思考訓練。

通常我會跟每個劇組的導演、編劇等傾談，商討劇情如何發展，就是將來會出現在

電影的情節。印象中，最高峰時公司同時籌備九部戲，我要跟九部戲的小組談劇本，時

間分配是早、午、晚各一部，每天三部。那段日子我的工作編排得很密，至於討論得多

深入，視乎劇組有別，難一概而論，一般不會談到故事結尾，但一定要談出細節，未必

有很完整的分場，但重要的章節我必須知道。臨近開拍，我會參與修改劇本，之後劇組

仍會修改，那一稿就是供拍攝的。

每部戲的製作費，定好了金額，譬如三百萬，第一期支付一百萬，第二期再付一百

萬，第三期付餘下的一百萬。劇本的一般安排是，A 寫第一稿，B 寫第二稿，C 寫第三

稿，第三稿就用來拍攝，劇本費也跟初稿、二稿到三稿分三期發放。劇本費由公司決

定，譬如十六萬一個劇本，若只有一位編劇，表現理想的，當然可以全取稿酬。但很多

時會有兩、三位，甚至四位編劇，大家便瓜分劇本費，幾個人寫了幾個月，分那十六

萬，可取得多少？所以真的要很有興趣才做到這工作。

德寶的創作組是頗自由的，故事若我說可以，阿冼（冼杞然）也接受，就能夠開

拍，毋須經過老闆。那時候業界比較興旺，自然有人帶同故事前來敲門，自薦給我們拍

片。創作組曾嘗試培育新人，花了很多時間，但成果不如想像，我亦實在太忙，沒有時

間指導新人。冼錦青算是德寶培訓出來的編劇，他來自香港演藝學院，經介紹進來學

習，他曾為劉國昌寫過《拳王》（1991 ）〔另一位編劇是陳文強〕。可能當時劉國昌的創作

班底沒有時間，惟有外借，我們借出冼錦青，後來他們亦加了些內容，劉國昌是位好導

演，為劇本加了分。

潘廸生下令拍《通天大盜》

老闆潘廸生不會過問創作，只有一次例外。當時我們正在開會，他突然打開門說：

「我們今次要拍香港版的《 The Thomas Crown Affair》（《龍鳳鬥智》，1968 ），我很喜

歡這部戲，一定要由楊紫瓊做女主角。」最後便拍攝了《通天大盜》（1987 ）。開始商

談故事時，其他演員仍未落實，談到某個階段才討論「卡士」（叫座的演員），之後找

來林子祥、鄭則士。我們覺得這個配搭很不錯，起到「孖寶」組合的喜劇效果。影片在

歐洲多國取景，編劇沒得去，事前卻要按著場景準備好劇本，譬如倫敦塔前有場戲。整

個拍攝都很順利，冼杞然也是編劇，有問題他可以解決，不用再找編劇幫忙。

由於這部戲較為突發，我們沒有基本編劇班底，所以向 T VB的編劇招手。當時彭濟

材已是組長，韋家輝在寫劇本方面亦比較突出，我們合作得很愉快。做完這部戲後，他

們又回去做電視了。我們並非經常向外招手，因為來敲門的劇組，很多時都有編劇，否

則亦「度」不到那些故事。

袁和平轉風格拍警匪動作片

對我來說，袁和平亦師亦友，他是經我邀請來德寶拍戲的，他拍的戲有一定水準，

很幸運能邀請到他加盟。他導演的《特警屠龍》（ 1988）在香港的票房不俗，據說當年 

 

170 

第
二
章

〉〉
影
人
影
事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通天大盜》（1987）營造「孖寶」組合喜劇效果。

（左：鄭則士；右：林子祥）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葉廣儉引介袁和平導演（攝影機前）為德寶拍片，由《特

警屠龍》（1988）開始，一系列時裝警匪片叫好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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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城也是德寶賣得最好的電影，為公司賺了很多錢。他認為德寶的創作自由度比較

大，成本預算也不會控制得很緊，能有所發揮，做到想做的，所以繼續為德寶拍了幾部

戲。

《特警屠龍》的意念由阿冼提出，他要影片包含親情、友情、父母情、男女情和

親戚朋友之情。可以呀，就跟袁和平談如何處理。影片屬時裝警匪類型，我們沒有要求

袁和平因應德寶的風格而轉拍時裝片〔袁和平之前擅長拍民初功夫片〕，是他自行順應潮流，

他亦很快便適應了。德寶有很大的自由度，導演想拍的，只要劇本可行，製作預算可接

受，就能夠開拍。德寶甚麼戲都有，百花齊放，沒有甚麼  signature（招牌）電影，後來 

UFO（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就有，他們堅持拍攝某類型影片的意志很強。

《特警屠龍》劇組找了很多人來「度」劇本，每個人都收了一些劇本費，把劇本寫

完，對他們來說工作已完成，袁和平卻未能接受。那時已沒有劇本費，哪裡找人繼續寫

呢？惟有我來填補，差不多由頭到尾重寫一遍，甚至要「飛紙仔」，今晚拍攝的內容，

黃昏時還在寫。因為待會兒要拍了，不可以寫多餘的內容，一定要很準確，然後交給袁

和平，他會看劇本，亦會修改，那就能拍攝了。整個拍攝過程都是如此。

片中有很多動作場面，小部分是和武術指導一起構思。對於動作場面，很多時會在

劇本寫下「武指度」，即交由他們自行構思，包括片中在漏煤氣室內爭奪氧氣筒求生的

一場，很有趣味，也是「武指度」的。

鐵三角創作《三人世界》

《三人世界》（ 1988）我有份寫劇本，陳嘉上也是我帶入德寶的。加入影圈前，他

熱衷搞舞台劇，我大學畢業後仍業餘參與舞台劇，在某些場合認識他，我們一班喜歡舞

台劇的朋友經常來往，漸漸熟絡。他比我先入影圈，曾在電影工作室做副導演。既然是

熟朋友，我知道他的喜好，於是請他幫手。我在商台認識陳慶嘉，他寫過廣播劇，於是

我又把他找來。我們起到「鐵三角」的效果，一起構思劇本。

創作這部電影的經驗很開心，我們三個經常聚首談劇本，一起寫稿，大家都有份

寫。我們沒有考慮外圍的市場環境，完全沒想過這劇種究竟賣不賣座，只想專心做好這

部戲。我們三個一聚頭就有很多想法，所以我形容為「鐵三角」。雖然大家的創作方向

很不同，卻又夾得來，有很多 variety（不同的想法）出來，有些是口講的笑料，有些是身

體語言的笑料，都可以綜合起來，總之我們坐在一起就可以投入地談。有時候我碰到一

些編劇，呆坐著一言不發，又有些編劇，在你對面翻報紙，一邊說：「你講吧，我聽到

的。」真拿他們沒辦法。我們三人很合得來，之後又創作了《小男人周記》（1989 ）。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鐵三角」（陳嘉上、葉廣儉、陳慶嘉）寫《三

人世界》（1988），片中三位主角（左起：周

慧敏、鄭裕玲、林子祥），同樣發揮奇妙化學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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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世界》的概念是陳嘉上的，關於一對母女和一個中產階層男人的愛情故事。他的

靈感來自西片〔參見本書〈陳嘉上〉（頁 132-139），靈感來自美國片《 The  Buddy  System》（ 1984）〕，但只

選取了單親媽媽結識中產人士這元素，片中其他情節跟該片無關，之後我們慢慢想出情節，

在哪裡安排惹笑的內容。

選用鄭裕玲和周慧敏，是討論劇本期間決定的。就女主角人選，大家拋出很多女

演員的名字，突然有人說鄭裕玲，咦，行啊！年紀相若，又有演技，這點很重要。於是

選用她，沒有針對性，純粹覺得她適合。我們認為鄭裕玲幾乎是百變的，你給她甚麼角

色，她都行，雖然要演周慧敏媽媽，但她沒有異議，很年輕便誕下女兒，不可以嗎？找

到她演出，我們就很安心，她倆合作得很好，互相呼應，真的很像兩母女。周慧敏第一

次演戲，很緊張自己的表現，每拍完一個鏡頭都來問：「剛才演得可以嗎」、「哭得夠

不夠」，頗為投入，她亦出乎意料的演得很自然。或許因為她是新演員，老派演員會去

「演」戲，但新的演員是活在角色中，如同那角色般做出來，所以很自然。

總之演員的化學力量很好，包括她們和林子祥的化學作用，大家交流得很好，很多

因素加起來成就到這部頗出色的戲。做到這部電影，我們都很開心，起初估計最多會有

八、九百萬票房，這類型電影，沒有武打，沒有狂笑的元素，頂多是會心微笑，想不到

會有二千多萬票房，絕對驚喜。

抗拒劃分為「中產電影」

我們堅持《三人世界》採用現場收音拍攝，效果會真實點。配音的傳統，源自從前

很多電影選用外省演員，與廣東籍的演員一同演戲，特別是武俠片盛行的時期，現場你

說國語我說廣東話，於是要配音，以至後來大部分電影，甚至粵語片都要配音。某程度

上我們覺得，表達感情方面，不管表情或說對白，配音都是隔了一重，絕對沒有現場那

種即時、親切的感覺，所以我們堅持要現場收音。由於現場收音，劇本要寫得準確，拍

出來的戲和劇本是一樣的。

之後冼杞然執導《相見好》（1 9 8 9 ）等，我有參與談故事，但不像之前談得那樣

深入，純粹提出一些意念、想法，然後交回他們處理。當時流行《三人世界》、《相

見好》這類型電影，我覺得沒有甚麼原因，只因起初有幾部這類型的戲，如《表錯7 日

情》（1983 ），票房成績很好，我們就根據這個所謂傳統，拍出這類型的戲。我並不喜

歡「中產電影」這個字眼，這些電影是拍給老中青男女小孩看的，界定了是「中產電

影」，好像限定只吸引中產階層觀看，我甚少承認自己是中產階層，我亦可能寫一部乞

兒片，不可以這樣放自己在某個階層。稱為「都市式處境喜劇」較好，準確得多。其

實，當時大家剛進電影圈，都沒有錢，甚麼中產，低產就差不多。



每一類型的戲我都喜歡寫，唯一我處理不到的是恐怖片，沒有那種想像力，自己

亦很少看這類電影。當然，即使要做靈異片，我也可以應付，照一般的做法，就是情節

推進是否流暢，能否嚇到人，都是按這些準則去評估，無論甚麼類型的戲，都是這樣處

理。

製作背後插曲

我加入德寶前，公司已有《血衣天使》（1 9 8 8 ）的故事。最初是由鍾敏強導演，

原已談到分場，甚至已有分鏡，但阿冼要求比較高，我很記得那情景：鍾敏強講解  

storyboard（分鏡圖），第一場的第一個鏡頭，講述關之琳和另一個女護士扶著老太太；

阿冼說不行，鏡頭一定要美，要扶著年輕人。單這一點已「拗」（爭辯）了很久。鍾敏

強意識到和監製合作不來，壓力很大，所以退出了。李志毅原是該片的美術指導，有一

起談故事，便由他接手導演。

我對《花心三劍俠》（ 1989）的印象也很深刻。這部片有七個導演、幾個編劇。大

家去北海道，一星期內拍完整部戲。因為當時要趕放映檔期〔於3 月 1 8日公映，跨過復活節假

期〕，公司沒有片可上，阿冼提出這建議，召集參與的編劇和導演投票，我是唯一不贊成

的，但也跟大隊前往，看著劇本的進度。五個編劇不停地寫，一星期拍攝，連後期約兩

個星期完成，趕及檔期上映。那麼倉卒，情節尚算連貫，票房就不太好。公司有自己的

院線，對影片的需求很大，所以要爭奪重要的檔期，否則要讓給其他片，因此強行在兩

星期內拍好一部片，填補那個期，盡力保持佔有率。

還可補充的是，我也曾兼做後期工作，公司沒有額外付費給我。像後期混音，如

處理配樂、細碎的背景音效等，比方走路的聲效，會有輕重之別，當角色慌張地走進房

間，腳步聲越來越近，音效要逐漸加強；還有音樂強弱的安排，如兩個人停止對話，就

加入音樂營造氣氛，再說話時，音樂就要放輕了。音樂由其他人提供，我決定放哪個位

置。我做了幾部後期，每次都做通宵，頗吃力的。

德寶有幾部戲採用現場收音，後期工作便較簡單，省卻配音程序。香港實在太嘈

吵，惟有選一些較靜的地方拍攝，或者在清晨拍攝，舉個例子，於清晨六時到中環拍

攝，周圍都沒有人，安排一些臨時演員行來行去，但不能發出聲響，環境才夠靜，讓演

員在中環演戲。負責現場收音的，有一位梁力之，還有一位阿達（梁志達），他主要做

王家衛的戲。當時業內有幾位現場收音師，不算很多，但已足夠，始終現場收音並非當

時的風氣。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血衣天使》（1988）：李志毅接手執導，成為首作。

（左：關之琳；右：夏文汐）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花心三劍俠》（1989）：速拍速成，誓保黃金檔期。

（左起：樓南光、恬妞、吳耀漢、文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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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人組班拍《小男人周記》

在德寶日以繼夜工作，持續了兩年，開始覺得重複，有點疲態，那就慘了，編劇

一有疲態就很難繼續。期間G ordon（陳嘉上）、阿嘉（陳慶嘉）和阿旦（鄭丹瑞）成

立仝人製作社拍攝《小男人周記》，叫我參與，我就過去幫手「度」戲。我們談好故事

意念，便拿去賣，最終成為嘉禾（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的電影。第一集的票房

不錯，第二集《小男人周記 I I錯在新宿》（ 1990）差點，但我比較喜歡第二集，真實好

多，入心好多，導演梁柏堅更形容是「恐怖片」。看完第一集，哈哈哈笑完，可能沒有

其他了，但看第二集，印象很深刻。故事是創作的，它的硬淨並非我們刻意做出來的效

果，而是劇情去到那個位，角色要受到衝擊，阿旦要、鄭裕玲要、關之琳也要受這個衝

擊，才發揮到戲劇效果。

《小男人周記》原是獨白式的廣播劇，因為受歡迎，所以改編成電影。過程並不困

難，各個人物都形象鮮明，高矮肥瘦，會做甚麼，完全可以想像到所有內容。創作時沒

有想過拍成「中產」電影，沒有任何特別的取向，都是隨著我們的習慣和喜好去拍攝。

對一部戲來說，人物是最重要的，創作時必然以人物先行，否則很難「度」下去。譬如

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因一件事與人衝突，就會用很「陰濕」（陰險）的方法應付；相

反，心胸廣闊得可以撐船的人，會很寬容的應付，所以絕對影響接下來的戲劇發展。這

個大好人來到某個點，遇到真的很對不起他的人時，會很憤怒，就是性格的突破口，好

好先生突然生氣了，變成另一個人，這些轉折位觀眾會記得。所以，一定要按照人物的

性格構思，會好寫得多。

我們一起成立仝人，目標一致，就是拍好戲，沒想過要拍攝特定的類型，否則不會

有《神探馬如龍》（ 1991）。那是轉換一種形式，看看搞笑的警察故事是否可行；沒有

依據廣播劇或小說，憑空創作，雖然票房成績不太好，但總算試過，沒有蝕錢，所以再

試，開拍阿旦導演的《姊妹情深》（ 1994），描述梁家輝是男同性戀，配搭袁詠儀，我

任監製。《吳三桂與陳圓圓》（ 1992）也是我監製的，拍攝《三人世界》時跟鄭裕玲熟

絡了，後來她在溫哥華坐「移民監」（入籍申請限定留境），與阿旦聊起來，提議我們

到當地拍戲，於是就開部戲給她，既不用「度期」（商討時間），又可以出埠，多好。

一部喜劇，不會期望大收，但是大家工作得很開心。《黃蜂尾後針》（ 1993）也是想試

的新類型，開辦新公司，就是有這個野心。

「劇本醫生」望聞問切

出任 script  doctor（劇本醫生），大概從《紫雨風暴》（ 1999）開始。當時戲停拍了，

導演陳德森覺得我可以解決他的問題，再「度」劇本，可說對我有信心吧！我對劇本「望聞

問切」，分析整個戲，前面後面，為甚麼會「甩掉」（無法推進）諸如此類，像醫生替病人

診症，但最重要是提議應該怎樣做，意思是我寫到導演認同的內容。通常劇組拍攝至要停

拍，我才參與，未試過開拍前便參與，劇本醫生是救火員。

像 Gordon導演的《飛龍再生》（2 003），洪金寶是動作導演，在泰國搭了一個景，

拍到某一天，突然想不到明天那場戲怎樣處理，雙方不大同意對方的講法，各有意見，

戲便停了下來。在當地停一天，那堂景的場租要約七十萬，停兩、三天便幾百萬，所以

不能停，於是找我由香港飛過去解決問題。當時我額角有一滴汗流下來，幸好那晚醫得

好，第二天可以繼續拍攝了。之前我要做功課，看前段所拍的片和劇本，了解故事，我

原以為會有很大壓力，可能太投入，忘了緊張。一緊張就做不到，創作就是這樣。該片

是英皇（英皇電影企業有限公司）出品的，我於2001 年任該公司的創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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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源於生活

我較多讀知識性的書，小說也有看，但比例上少些。我覺得創作是從生活開始，

並非從別人的作品開始。我經常觀察周圍的人，像坐在咖啡店看窗外的人，看他們的衣

著、言行舉止，估計他們背後的故事。有個人面黃肌瘦、衣履不整的走過來，你知他是

吸毒的，為甚麼他會變成這樣？自己的錯？還是身不由己，遭遇很大的打擊？又有一位

衣著光鮮的，可能是高官，或是大公司的領袖，我便想他有哪方面的專業才能，可以攀

上這個高位？是很有智慧還是很有知識？或者懂得擦老闆鞋，靠幸運扶搖直上？

有時候見到一位母親帶著患唐氏綜合症的孩子，很疼惜，有些母親在產前已知道

孩子有這個病，自己以後都要為他而活，卻仍把他生下來，為甚麼？這是令人落淚的事

情。她懷孕時的心情是怎樣的？她怎樣和丈夫商討，要不要孩子，夫婦有分歧嗎？會否

導致離婚，變了單親媽媽？這些都是很真實的事情，憑空想不到的。所以，小說沒錯要

看，但不一定側重看人家的橋段。

我喜歡創作，也愛演戲，在大學搞舞台劇時已做演員。以前所編寫的戲，主要是按

照別人的意思，我自己有兩、三個故事想拍成電影，現在開始寫，都是自己的東西。我

想過導演電影，希望下部或者再下一部戲是由自己拍攝的，把想拍的東西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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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B成就A級，因為有C片 
—德寶早期創作狀態

何思穎

永恆的改變，為人世定律。過百年香港電

影，見證、紀錄、演繹了香港及華人世界的人

民生活、社會過渡，以至時代變遷。電影的影

像，有寫實、有投射、也有折射，記錄了創作

者對不同年代的人民、社會及時代的表達，凝

聚了香港與世界互動過程中的喜怒哀樂。

德寶電影公司，是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黃金

期1 的重要製作基地，其作品，尤其是開業頭幾

年，都頗具特色，與當時其他大公司如嘉禾電

影（香港）有限公司及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非

常不同。主要原因，是德寶有一個特別的製作

環境，一個天、地、人良性交匯的環境。人，

很多，也很好，最重要者為領軍的兩個：老闆

潘廸生，財雄勢大，卻放手予岑建勳以極大的

創作自由空間；岑本人，多重身份，既為運籌

決策的話事人，也是街知巷聞的電影明星，亦

是有修養、具胸襟、敢行動的文化人。兩個人

對碰，撞出火花。地，是香港，人才匯聚，經

濟起飛，民生安定，教育普及，中西南北新舊

交替，創作與言論自由，電影工業發達。天，

是時勢。八十年代，冷戰對峙即將完結，全球

化全速展開，歷史假完結將臨，華人真翻身開

始，世界電影進入新世代。

世事永處過渡狀態，過去二、三百年的現

代世界，則急劇過渡。二十世紀，尤其是大戰

後，華語世界的過渡，又比西方的過渡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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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烈，不但反映在電影中，也反映在電影工業

上。戰後五十年代是香港電影大公司的黃金時

期，國、粵語片各有四大公司，粵語片方面為

新聯影業公司、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華僑

電影企業公司、光藝製片公司；國語片方面，

為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

邵氏父子有限公司、長城影業公司／長城電影

製片有限公司和鳳凰影業公司，左右派各有兩

家。六十年代中後期，邵氏（指邵氏兄弟（香

港）有限公司）獨大。七十年代，嘉禾先分秋

色，繼而後來居上。八十年代初，新藝城奮鬥

挑戰，起初有聲有色，幾年後疲態畢現，德寶

應運而起。

各有各中產

德寶作品以中產品味見稱 2。誠然，香港

電影一向有濃烈的草根傳統，《危樓春曉》

（1 9 5 3）等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不用說，其他

如伊秋水、新馬師曾等的小市民喜劇，或「長

鳳新」（即長城、鳳凰、新聯）以「導人向

善」出發、灌輸軟性意識形態的勞動階層故

事，都折射了「前經濟起飛」香港人的心態及

生活。就算已進入小康狀態的七十年代，中期

的許冠文喜劇與後期的成龍功夫喜劇，前者的

小市民心境，後者的「爛衫戲」影像，都反映

1
「黃金期」是一個後設觀念，不同人可以不同原因或角度達到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為香港電影黃金期，為筆者個人看法。 

2
傳媒，包括影評及報道，都經常提到德寶的中產特性，例如1989年的《電影雙周刊》訪問冼杞然時，特別提到「有人認為

德寶電影十分『中產階級』」，冼不認同這看法，認為「給人一個『中產階級』的印象，或許與我們選用的導演，比例

上較多來自中產階級的緣故吧！」（石漢傑、黃安琪訪問，黃安琪整理：〈仍走多元化路線 訪德寶電影公司行政董事

冼杞然〉，《電影雙周刊》，第268期，1989年6月29日）。另一個例子，為《文匯報》報道德寶院線轉為永高院線，提到

「德寶院線確多了一些文化界，一些中產階級的觀眾。」（亞男：〈德寶院線轉弱有原因 且看永高院線如何〉，《文匯

報》，1991年9月30日）。這方面的資料，蒙香港電影資料館項目研究員周荔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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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與小飛象》（1984）是洪金寶在德寶唯一執導的作品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貓頭鷹（左：林子祥）與小飛象（右：洪金寶）

帶出兩種社會階層的碰撞 

了香港人從貧窮到安定到繁榮的過渡中，心態

仍然保留那份既謙樸又刻薄、既知足亦不安的

「前中產」性。至於新藝城，其精裝、豪華、

大堆頭的「靚衫戲」招牌，刻意販賣中產品

味，反而更見深層的草根意識，而這也是該公

司作品一個重要的動人之處。反觀德寶，作品

中的中產意識，卻是一種較自然的流露。

德寶製作其實很多元。早期的《雙龍出海》

（1 9 8 4）及《貓頭鷹與小飛象》（1 9 8 4），為

典型的八十年代主流娛樂片，動作、喜鬧、愛情

大雜錦，承接了新藝城草根氣息的「靚衫戲」傳

統。「皇家師姐」系列則為動作警匪片女性版。

然而，德寶作為大公司，最突出及最為人樂道

的，卻是一批非主流商業的另類作品，尤其是

在岑建勳主政的頭幾年，例如關於香港淪陷的

《等待黎明》（1984），以社會邊緣人物為題材

的《聽不到的說話》（1 9 8 6）與《癲佬正傳》

（1986），和以既浪漫亦犬儒筆觸刻劃現代愛情

的《最愛》（1 9 8 6）、《地下情》（1 9 8 6）、

《戀愛季節》（1986）等。此外，還有一批難以

歸類或可以多種方式歸類的電影，如《夢中人》

（1986）、《秋天的童話》（1987）、《神奇兩

女俠》（1987）、《繼續跳舞》（1988）等。

這些作品，可謂各有各中產。《最愛》等

現代愛情故事充滿中產細節不消說，《貓頭鷹

與小飛象》等主流娛樂片，秉承了新藝城的販

賣中產策略，更有一種「暴中戶」神采。二戰

一代及戰後初生代香港人，在艱苦貧困中捱到

七、八十年代的豐裕，他們喜愛的娛樂作品，

有一種很可愛的「暴中戶」氣燄，一種雖然突

然中產、雖然嚮往奢華生活、雖然喜歡炫耀仍

未到發達的財富、但根深柢固的草根意識仍然

充沛的特別狀態。至於為了捧紅楊紫瓊的女警

電影，如成龍的「警察故事」系列一樣，努力

營造執法人員的職業操守及精神，折射了冒升

於香港的中產價值。男警好女警好，他們都迸

發出一種香港人以拼搏精神，從底層打進中層

的驕傲與能量。

然而最中產的，卻可能是一批缺乏中產

生活方式或精神的作品，例如以邊緣人為主角

的《聽不到的說話》及《癲佬正傳》，已從

上世紀五十年代社會寫實主義的憤慨與自憐，

轉化為以幸運者角度探討不幸者際遇的關心。

雖然兩部片殘疾人士或精神病患者的處理都有

偏頗、偏見或甚至譁眾之處，當年也引起某種

程度的社會批評，但今日回看，卻可見一份變

奏自「發財立品」的「繁榮立品」精神。這種

「立品」，並非個人致富後提升自己地位或心

境的動作，而是社會性的集體覺醒、行為，體

現出香港社會在經濟先起飛後穩定的情況下，

向邊緣人士投以同情眼光的中產心態。

當中最中產的，是一部反中產的電影—

《地下情》。

C片萬歲！

德寶的多元化，對香港電影有特殊貢獻。

電影高度商業化的八十年代，德寶拍出很多非

主流作品，起用不見經傳的幕後人才，或缺乏

票房保證的演員，豐富了香港電影的創作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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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高度商業化的八十年代，德寶拍出很多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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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情》（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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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人》（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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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故事》（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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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跳舞》（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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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季節》（1986）



 

 

 

 

這個發展，要從岑建勳談起。如上所述，

岑建勳身兼話事人、名人、文人、音樂人、

電台節目主持人多重身份。德寶在他的領導

下，一開始已有「點只搵錢咁簡單」的視野。

「八十年代很蓬勃，嘉禾有幾間衛星公司，很

多元化，有成龍的威禾、有洪金寶的寶禾，另

外又有許冠文的一系等。新藝城人強馬壯，當

然以喜劇先行。」他有理想也有實際，在香港

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中憶述：「成立德寶

時，已以多元化定位，要『兩條腿走路』，一

方面必須照顧商業元素，要賣埠便一定要有

『卡士』（叫座的演員）加類型的電影……另

一方面，我也要拍一些創作人想做的題材，並

非純粹以票房為考慮的電影，英文叫做qua l i t y  

film（有質素的電影）。」 3

從公司的第二部作品《等待黎明》開始，

德寶三年內推出多部另類作品。除以上提到

的《聽不到的說話》及《癲佬正傳》外，還

有《夢中人》、《操行零分》（1 9 8 6）、《最

愛》、《地下情》、《戀愛季節》、《異鄉

故事》（1 9 8 7）、《秋天的童話》、《神奇

兩女俠》等。「除了《秋天的童話》是撞進

來，不是我想出來的，其他很多都由大家一齊

『度』（構思）出來。那時還未有《胭脂扣》

（1 9 8 8），關錦鵬的《地下情》和區丁平的

《夢中人》，這些片較另類，不是因為要符合

市場需要而產生的。」

他既實際，又有策略，把公司產品分為

三類，稱之為A片、B片、C片。「一定要有些

投資大或高票房的檔期戲推出，叫做A category

（類別）。A片至少上映三個星期，票房預計

起碼兩、三千萬……然後戲院要有起碼足以放

映兩個星期的片，就是七百至九百萬票房的B

片。」今日回看，德寶的C片最有意義。「可能

票房只得三百至四百萬，公映一個星期的C片，

這類拍攝預算大約是百餘萬。」理想、實際、

策略，營造出多元的製作環境，另類的創作嘗

試，達至特殊的藝術成就。

除了岑建勳，還有其他人。放手讓岑建

勳發展的潘老闆以外，還有德寶中的寶，洪金

寶。多才、多藝、多發展的洪金寶，儘管因

為事務繁重而實際參與的德寶製作較少，然而

他除了為公司打響開業招牌外，還在創作上有

決定性貢獻。洪大哥的藝術氣質比較草根，作

品出色之處，是精彩地演繹了當年香港人走出

窮困，進入中產的過渡性，及現代化都市人與

傳統中國觀念磨合的狀態。但在德寶製作中，

洪金寶這種特質，又與岑建勳的文人氣質有特

殊互動。創業作《雙龍出海》為寶禾作品的延

續，德寶特色並不顯著，但到了《貓頭鷹與小

飛象》，已明顯有兩種社會階層意識的碰撞。

兩名主角，分別由林子祥及洪金寶主演，前

者富品味，走在時代尖端地默化了上流生活

的樣式，後者則雖然大部分時間皆「身光頸

靚」（衣著光鮮），習慣與喜好卻完全被祖傳

的「蜑家」  D N A（遺傳因子）支配。兩人被

迫走下梁山，攜手充當社工，為辭職警官擔起

社會工作的任務，是另一種「繁榮立品」精神

的展現。兩名主角的動物外號，又有一種 cu t i e

（淘氣）氣息，比洪金寶以前的「肥龍」形象

較為可愛、較為中產。德寶下一部出品《智勇

三寶》（1 9 8 5），在吳耀漢、岑建勳兩名寶禾

角色上，加上許冠文扮演的中產小男人，更為

這種發展的延續。洪金寶與岑建勳兩種意識的

良性互動，是德寶早期確立創作路向的重要因

素。

新一代文人

另一個特別的人是陳冠中，一個比岑建

勳更加文人的文人。他創辦《號外》雜誌，並

擔任主編多年，締造了一個融匯現代都市文明

及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理想主義的新一代文化典

範。同時具備人文精神及犬儒態度，陳冠中代

表的，可謂「後釣魚台」式的香港理想主義，

中國情意結較弱，普世情懷較濃，既不完全擁

抱資本主義，也不抗拒消費文化，更在意一種

思想上及生活上的品味。

陳冠中的貢獻，又與岑建勳的慧眼有關。

陳冠中在德寶的實際參與可能比洪金寶多不了

很多，在公司初創期卻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寶

繼《雙龍出海》後推出的第二部作品，為陳

氏策劃及編劇的《等待黎明》。陳冠中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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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岑建勳的憶述摘自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間，見周荔嬈等訪問、曾肇弘整理：〈岑建勳〉，本書頁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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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已在當時百花盛放的文化環境下，從

出版事業闖入電影界。最初擔任余允抗、劉鎮

偉監製的《愛人女神》（1 9 8 2）的策劃，其後

更參與兩部八十年代重要作品《烈火青春》

（1 9 8 2）及《上海之夜》（1 9 8 4）的編劇工

作，又為岑建勳與陳欣健的尊信電影製作公司

寫了一個關於中國空軍的劇本，叫《等待黎

明》，但因空軍故事資源要求過高，計劃結果

擱置。其後陳冠中為德寶寫了新的劇本，岑建

勳因為喜歡片名，決定把舊劇本的名字「派給

這部戲」。在這個過程中，可看到德寶的創作

環境，有一種隨意的精彩。岑建勳與陳冠中在

《號外》共事，其後合作拍電影，兩人有某種

默契。《等待黎明》頗為特別，有國家觀念，

亦有地方意識，有男性情誼，更有三角戀愛。

岑建勳自豪地憶述：「請問你怎樣界定這部電

影？」而當時「很多人會覺得，咦，怎麼拍這

些東西？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怎樣去定型它。」

德寶以「照顧商業」的《雙龍出海》打頭炮，

第二部片已著力於「兩條腿」的另一條。岑氏

作為話事人，有膽識地製作另類作品，又讓陳

冠中一個人完成劇本，再將另一個故事的名字

移植過來，造就了一部出色的電影，也開展了

德寶多元創作的路線。

這部介乎岑建勳所說的  A片與  B片間的製

作，映期只有兩星期（11月1至15日），但收入

逾720萬，當年票房排全年港片第26位，電影除

了一方面回望香港歷史，另一方面探討國家認

同，在角色塑造上也頗出色。三名主角，糾纏

於三角愛情的兩男一女，性格各異，也分別來

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又各自有一本難唸的家庭

經。陳冠中的劇本觸及個人、社會、國家多個

層面，複雜的關係帶出了練達的人文思維。德

寶的第二部作品，已經有豐富的文人氣質。

德寶開業第一年，完成了三部作品，除

《雙龍出海》及《等待黎明》外，還有聖誕檔

期推出的《貓頭鷹與小飛象》—典型的岑氏A

片。跟著的1 9 8 5年，完成的四部片，監製全部

掛洪金寶之名，導演則每部不同。其中《智勇

三寶》、《皇家師姐》及《聖誕奇遇結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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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 A片，唯一例外的是《生死綫》，為岑建勳

所指的C片，映期只有八天。德寶在1 9 8 5年的

發展，特別之處是與嘉禾的關係開始改變。因

為當年七月，公司與邵氏達成協議後，成功組

織了德寶院線，與嘉禾從合作變為競爭關係。

跟著的1 9 8 6年初，洪金寶被列為三部電影《奪

寶計上計》、《聽不到的說話》及《霹靂大喇

叭》的監製，此後他的名字再沒有在其他作品

出現。4 而這一年，也是陳冠中在德寶最活躍的

一年，共參與了五部影片，分別為《聽不到的

說話》及《癲佬正傳》的策劃、《操行零分》

的監製、《戀愛季節》的編劇及《警賊兄弟》

的監製及故事提供。

陳冠中在1984、86兩年，參與共六部的德

寶電影，均為非主流商業片。《等待黎明》雖

為高成本製作，但目光與胸懷明顯比一般主流

片更遠更闊更深。《警賊兄弟》應該是C片，

警匪故事以幽默潤飾，沒有大明星，格局也

小，但陳冠中的故事、羅啟銳的劇本，在類型

框框內藉小趣味營造出一個別樹一幟的類型世

界，有股令人欣喜的小規模創意。電影更借一

名「向東」一名「向西」的兩兄弟，一警一賊

的際遇，帶出當代華人因歷史因素產生的「同

人不同命」處境，當中還牽涉「先天與後天」  

Nature vs Nurture的哲學性課題。其他四部，

更明顯為非常另類的C片。上文提到的《聽不

到的說話》及《癲佬正傳》，除了向邊緣人士

投以同情眼光的「繁榮立品」中產精神外，亦

分別為導演姜大衞和爾冬陞的「個人投入項

目」，英文所謂的passion projects。陳冠中在香

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中提及，《聽不到

的說話》「是導演（姜大衞）想拍的題材，故

事是他提出的。」而《癲佬正傳》，當初爾冬

陞向德寶提出建議，更「一坐下來，就從第一

個鏡頭開始，一直說了兩、三個小時。我以為

他只是個從前邵氏的『小鮮肉』（俊俏年輕）

演員，原來他很認真，整部戲都構思好了。岑

建勳說：『行了，一定要讓他試。』」  5 一個

「試」字，可圈可點。

4
德寶 1985年發展的資料，筆者與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組項目研究員周荔嬈討論中得到啟示，特此致謝。 

5
本文中陳冠中的憶述摘自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見何思穎等訪問、黃夏柏整理：〈陳冠中〉，本書頁 15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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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賊兄弟》（1986）：兄弟倆一警一賊，帶出「同人不同命」

的處境。（左：何啟南；右：張國強）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操行零分》（1986）：以問題青少年為主角，有著社會關懷。

至於《操行零分》和《戀愛季節》，都同

為題材冷門的低成本出品。前者中、英文片名

都有向法國經典《Zero for Conduct》（1933）

致敬之意。陳冠中說，他「誤入文青之路，是

從《中國學生周報》開始，因為它的電影版，

我才對電影有興趣。那時同學鄧小宇問我有沒

有興趣看法國片，於是我們常常一起去法國

文化協會觀賞電影。」但影片雖然同樣以問題

青少年為主角，故事卻一方面秉承《貓頭鷹與

小飛象》的社會福利服務精神，以及《聽不到

的說話》與《癲佬正傳》的社會關懷，另一方

面，其單車競賽題材，則有強烈的荷里活電影

《突破》（Breaking Away , 1979）的影子。這

方面，陳冠中憶述：「事緣葉輝煌是資深副導

演，他說，讓我拍部戲吧，公司就讓他拍，

只是錢很少，我知道他喜歡單車，就拍單車

吧！」德寶C片，因為成本低，給予了多年當副

導演的人「坐正」（升任）的機會，還鼓勵他

拍自己喜歡的題材，拍的時候，又會同時向法

國「藝術片」及美國商業片表態（或借橋），

非常有趣。至於《戀愛季節》，以演藝工業的

背景，說一個有關理想主義青年的愛情故事。

陳氏也承認當年愛情電影已經很少，而主角李

麗珍及黃耀明都並非大牌，註定票房有限，但

公司仍然首肯。影片雖然票房與評論都普通，

但兩名追求藝術的年輕人，既有理想與野心，

亦有孤芳自賞、自憐自戀的吊兒郎當，表達了

當年青春文化鮮有被觸及的一面。

書卷氣、膠卷味

陳冠中參與的德寶電影，藝術成就並非

很高，但都有一種既不完全商業、但仍有商業

考慮，既不完全曲高和寡、但仍然挑戰主流

娛樂的態度。陳氏為少數在八十年代投入電影

的文化人，有一種特別的態度及氣質。文人拍

電影，香港電影史上雖不普遍，戰後卻寫下了

輝煌的一頁。上世紀六十年代，張徹與胡金銓

的武俠片，把世界電影引領到一個全新領域。

張、胡兩人均為文人。胡來自書香門弟，雖因

戰亂沒唸大學，學養與胸懷均具文人素質。張

徹出身軍宦家庭，在大學唸政治系，畢業後也

從政，從內地往台灣後來港，活躍香港報壇，

以不同筆名撰文，包括影評及電影劇本。兩人

雖以武俠片傳世，但文人修養及氣息濃厚，連

張徹的血腥暴力都滲透著中國詩詞的浪漫情

緒。另一個重要的文人導演為易文，更以接受

了西方文明洗禮、但仍保持傳統書生習性的意

識拍電影，其時裝片尤其多采多姿，從喜劇到

文藝片到歌舞片，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及

文明，作出了精彩獨到的素描。

但是，七、八十年代，文人幾乎在香港

電影界絕跡。胡、張、易（他其實姓楊）等戰

後創作者，當年加入電影界，很大程度為勢

所迫。幾位南來文人，皆因特別的個人及歷史

因素，很難以傳統文人方式在文化或政治界求

生活，只得進入普及文化領域的電影工業，也

因此名留影史，可謂機緣巧合。七十年代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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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及許冠文都曾受大學教育，但文人氣息薄

弱，氣質與錯過了大學之門的胡金銓，有天壤

之別。這當然與教育形式在歷史過渡中經歷劇

變有關。到了八十年代，改寫了香港電影的一

群新浪潮導演，多為大學畢業生，但他們是電

影人，熱情、理想、衝勁散發的，是膠卷味，

並非書卷氣。

反而商人潘廸生創立的德寶，卻有岑建

勳與陳冠中兩位貨真價實的文人。岑氏外型奇

特，文人氣息不泄不漏，文人胸懷卻配合了

才華及才能，營造了德寶別具特色的電影氣

象。陳冠中呢？他可說是從裡到外，又從外回

到內的文人，也毫不掩飾地自號「文青」。他

拍戲，又是另一種機緣巧合。雖然少年時經電

影之路闖入文青領域，但「從1 9 7 6年開始辦雜

誌，到1 9 8 1年第一個孩子出生，我都沒甚麼收

入，想趕快做編劇賺錢，但寫來寫去，戲都拍

不成。」其中還包括一個為洪金寶寫的古裝武

俠片。直至後來與德寶合作，在自由度頗高的

狀況下，開始當監製。當時德寶剛與邵氏談

妥，取得院線，「公司每年最少要提供十多部

戲，不可能全是賀歲片的拍法，又或全部由當

時得令的演員去演喜劇，所以會有些低成本的

戲。這些製作預算百多萬的戲，沒甚麼人想

搞，正好讓我來。」此外，七、八十年代香港

不但經濟繁盛，還因為時代因素，事業機會很

多。「我的（大學）同學3 0歲便在大企業做了

副總裁，或在廣告公司當上第二把手，因為西

人走了，就由他接上，很快，那generation（一

代）是很幸運的。」

由是，在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陳冠

中碰上德寶的潘廸生及岑建勳兩名老闆獨特的

合作模式，讓這位文青得以參與一批別具特色

的創作，豐富了香港電影的風貌。而岑建勳在

開頭兩三年內，分別讓洪金寶這位草根出身但

才情橫溢的大哥，以及陳冠中這位商人家庭出

身、香港大學畢業放洋美國深造，一方面吊兒

郎當、另一方面頗有魄力的文人，建立了相輔

相成的合作關係，更令德寶很快便確立了別有

建樹的製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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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產、也最中產

拍C片，岑建勳有一個策略：分組。除了

陳冠中在不同崗位參與了幾部冷門作品外，德

寶還有其他創作小組，如梁李少霞領導下拍出

《地下情》及《夢中人》的一個班底，或另一

組由俞琤負責，拍出《最愛》及陳冠中編劇的

《戀愛季節》。此外，還有谷薇麗作召集，于

仁泰、高志森及馮世雄充當不同創作角色的一

隊，但作品較為主流，主要為A片或B片。岑氏

說：「德寶並非企業化管理，而是有不同組別

的創作人。于仁泰、高志森和馮世雄三人談得

來，由谷薇麗負責跟他們溝通。」每組都各有

個性，也各有自由。

這些不太商業，較多導演個人發揮的電

影，都有一種貼近現實的社會性，一種拋離了

五十年代「社會寫實主義」的社會性。八十年

代香港，儘管危樓仍多，春曉卻已來臨。情緒

改變了。香港人勤奮努力的功利、樂天但又急

躁的野心、小眉小眼小奸小壞的可愛，1 9 8 4至 

86年的德寶，以A片禮讚、折射、揶揄。功利、

野心、可愛的另一面，香港人在物質豐盛條件

下逐漸擺脫了戰後那份哀愁與憤怒後，孕育出

的社會關心、歷史反思、文明焦慮，則在C片內

捕捉、探索、表現。B片呢？大概就在中間，做

一點點A、一點點C吧。 

C片那種在市場興旺條件下容許的個人發

揮，沉澱出一幀動人的中產寫照。當中的中產

意識及狀態，並無刻意描繪或表達，更不會藉

生活方式或品味作賣點，而是自然的流露，一

種香港人與香港環境互動，天人合一地凝聚出

來的意識、狀態。這份中產情懷，體現得最動

人的，是《地下情》。

因為《地下情》是一部反中產的電影。  

1 9 8 6年的香港，生存不但已經沒有問題，還到

了可以浪費的地步。那年頭，香港人不是經常

到餐廳大魚大肉，三個人點六道菜，不浪費不

過癮嗎？《地下情》英文片名為《Love Unto 

Wastes》，當年負責德寶宣傳的舒琪，在香港電

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中，自豪地表示由他所

起。被問到原因，他說：「這是一部關於愛的



 

 

《地下情》（1986）

這是一部關於愛的電影，而其角色都在浪費生命。（左：梁朝偉；

右：周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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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舖太子爺 Ton y（梁朝偉）與阮貝兒（溫碧霞）過著反中產

的中產生活。

電影的感性比大部分的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強，也比較性感。

（左：金燕玲；右：梁朝偉）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趙淑玲（蔡琴）演唱時

身穿男裝西服，又結了

領帶，有一股曖昧的性

感。

電影，而其角色，都在浪費生命，因此……」。 6

一群來自不同社會及文化背景的嬰兒潮人，都

各自各中產。查案的探長，當然是專業人士。

年輕貌美的「 模」（少女模特兒）先祖，懶

懶閒地追求事業，一份高度自戀的事業。兩名

台灣女子，來香港追尋演藝夢，出賣色相，一

個買了樓，另一個有可觀的銀行存款。那名有

錢仔米舖太子爺，吊兒郎當，自動降級，與

「 模」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他們都不同程

度地違背著香港人努力向上、拓展機會的志

向，過著反中產的中產生活。八十年代嬰兒潮

香港人，幾經辛苦進入中產領域後，開始感覺

到，原來中產也不外如是。正是英文那一句，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it might come true!（小

心你的願景，可能會實現的！）「食得唔好

嘥」（能吃就不要浪費），既然有生命，還是

浪費掉吧！浪費，始終還是一種消費、一種使

用。

這又是另一種功利、可愛與野心。人類

的思想，通常都難逃功利與野心成分。中國人

歷來經常生活窮困，難得地情況改善後，轉

變了的態度會引發多種不同行為。「飽暖思淫

慾」大概是最低層次了。香港人八十年代開始

到深圳購物、北上尋歡、濫包二奶，正是「後

飽暖」行為。但香港人也講「發財立品」，華

東水災、唐山地震，每當內地有嚴重事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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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舒琪於 2020年 2月 6日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及舒琪於 2020年 2月 7日以英文回應筆者的短訊提問： ‘ It ’s a 

film about love, and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are wasting their lives, h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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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捐助。助人為快樂之本，立了品，食都食

得開心點。更高一級的層次，便是以上提到的

「繁榮立品」，一種類似「衣食足而知榮辱」

的心態。豐衣足食，生活穩定，不必發財，也

可以立品。然而，凡事兩面睇，立品的另一

面，是浪費。浪費財物、情感、資源、環境、

生命。

飽暖思情慾

《地下情》導演關錦鵬，是梁李少霞培

植的新晉導演。他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

訪問中表示，他有機會拍第一部影片，是因為

梁李少霞的提拔。「當時我已連續替她公司做

了好幾部戲的副導演，她覺得我也算賣力，於

是她提出（讓我做導演），並與我簽了導演合

約。」7 關錦鵬也知恩，做了導演後，梁氏與德

寶合作，拍《夢中人》也不介意吃回頭草，當

了區丁平的副導。他的憶述，也把德寶的C片概

念，放到更廣闊的範疇。「我拋了《地下情》

的idea（意念）出來，情況有點像現在中國內

地，只要人家覺得故事不錯，而你又能找到幾

位明星來演……大家就不用考慮這部戲有多主

流、賣不賣錢。」

關錦鵬首部導演作品《女人心》1985年上

映，他算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第二或第三波吧。

在香港浸會學院（今香港浸會大學）唸電影，

未畢業加入無綫電視（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輾轉做了電影助導，再當上導演。他跟其他新

浪潮導演一樣，散發的是膠卷味，但是一種稍

有不同的膠卷味。他在電視時期只是當場記，

不似許鞍華、徐克、譚家明等，有機會在電視

台當編導，磨練技巧，並且揚名立萬，一入電

影界便能登上導演的帆布椅。他從電視到電

影，開始是當副導。有趣的是，這反而有助他

發展為一個「藝術片」導演8，因為他沒有電視

台菲林組拍《C I D》、《北斗星》、《獅子山

下》的經驗，沒有發展出新浪潮導演那種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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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作品更容易與八十年代中期的繁榮或甚

至「後飽暖」的心態接軌。

他的風格與敍事策略，也比較接近歐洲
「藝術電影」，而非新浪潮諸君深受七十年代

「美國新電影」啟發的類型取向。許鞍華第一

部作品《瘋劫》（1 9 7 9），開始時理想為法國

的布烈遜（Robert Bresson），結果發覺更像美

國的《唐人街》（Chinatown, 1974）及《凶靈》

（Carrie, 1976），儘管電影還是非常出色。9 所

以，關錦鵬的膠卷味，帶著歐洲精緻藝術的氣

息。陳冠中少年時受了法國電影洗禮，開始踏

上「文青」路，但拍的電影，也如新浪潮作品

般，沒有太多法國色彩，反而關錦鵬在梁李少

霞及岑建勳的C片策略下，在德寶拍了一部較接

近歐洲藝術片的作品。

《地下情》裡，有中產生活水平、但無中

產價值的一群人，因不同原因，都缺乏八十年代

香港電影典型的奮鬥、勵進精神。反之，他們頗

失落，或缺乏人生目標、或對一向追求的目標質

疑，充滿焦慮。他們享受繁榮，卻不會立品，只

知浪費生命。這種狀態，正適合歐式藝術片的表

達方式，而動用歐式藝術片方式，也相應地令作

品的「存在主義焦慮」（existential angst）更濃

郁。電影的感性亦因此比大部分的八十年代香港

電影強，也比較性感。梁朝偉與溫碧霞兩個角色

對性的隨便不用說，金燕玲飾的台灣演員，悲慟

之下站在露台與米舖少爺做愛。蔡琴的台灣歌女

表演時身穿男裝西服及結了領帶，有一股曖昧、

戀物（fetishistic）的感性，一雙厚厚的嘴唇，

更走在時代尖端，吻合了開始在西方傾倒眾生、

惹人作出口交遐想的性感潮流。有趣的是，眾人

在她死後到台灣，她妹妹還特別指出，她少年時

怕嘴唇被人取笑，拍照時嘴巴不會張得太開。她

的台灣男友，在她死後與新女友做愛，聲音毫不

掩飾地透過牆壁，讓大家以耳朵見證。這是新版

「飽暖思淫慾」，因為當中不牽涉嫖、姦與剝削

（雖然台灣男友與下屬關係可能有剝削成分），

7
關錦鵬於 2014年 2月 28日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 

8
「藝術片」的觀念，不同人會有不同定義。這裡指的，狹義是與主流商業影片相對，不以大眾市場（mass market）為目標，

作品比較不注重娛樂性而比較嚴肅，也比較注重一人創作及發揮與形式表達的作品。廣義是指與主流商業電影不同的創作、

發行、放映制度及體制，例如電影節、藝術院線（art house）等。 
9
可參看拙作〈有點瘋，但絕不劫〉，《香港電影資料館修復珍藏：瘋劫》小冊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2019，頁 15 -

23。



反而是一種迷失下的放縱，或許應稱為「飽暖思

情慾」。

探討情慾也是歐洲藝術片經常處理的課

題，而《地下情》的歐式風格，也呼應了當年

世界藝術電影的發展。非主流的藝術電影，在

戰後意大利「新寫實主義」風潮及法國新浪潮

帶動下，逐漸匯聚出一股挑戰主流商業片的另

類氣勢，更在七十年代開始逐步系統化，甚至

工業化。電影節及專門放映另類作品的影院，

開始在世界多個角落遍地開花，注意力也逐漸

從歐美電影擴展到亞洲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製

作。這方面，香港及華語電影人，起初並不太

熱衷。除了胡金銓外，大都不以藝術片市場為

考慮，專注發展依賴商業電影的事業，連多次

獲邀參展並獲獎的許鞍華也在藝術電影與商業

片之間徘徊。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台灣電影

因侯孝賢、楊德昌的藝術突破，開始在國際藝

術電影領域受到重視。內地的第五代電影也差

不多同時在國際上爆出來。關錦鵬的創作，也

捲進了這股潮流。他的《地下情》除了有兩名

台灣女演員，更被影評人與楊德昌頗具歐洲風

格的《青梅竹馬》（1 9 8 5）作比較。而他在

《地下情》後，更逐步成為藝術電影的中堅份

子、世界各地電影節的常客。由是，德寶的C片

取向，也在香港藝術電影的發展，發揮了作用。

過渡、過渡、過渡

戰後香港電影雖然以草根心態主導，

但並非完全缺乏中產筆觸。當中，最膾炙

人口的應該是電懋的作品。《曼波女郎》

（1957）、《青春兒女》（ 1959）、《玉樓三

鳳》（  1 9 6 0）等電影，投射出一個即將來臨、

在美麗憧憬中不失現實的小康世界。到了六十

年代，粵語片竭力迎合生活急速改善的青年觀

眾，一系列的玉女電影、短裙阿哥哥流行曲、

燦爛的青春文化，烘托出冒現的中產狀態。有

趣地，粵語片的時裝攻略，反而不敵十年前開

始中產的國語片的復古運動，被王羽、狄龍、

姜大衞等古裝武俠小子打倒。唯一可稍作較量

的是光藝，靠在謝賢開始自覺與自戀的肩膀

上，在《追妻記》（1 9 6 1）、《播音王子》

（1 9 6 6，新藝）等都市戲劇中塑造遲了電懋近

十年的理想中產世界。

這些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對中產文化與

文明的態度非常積極，即使故事帶出很多社會

問題，逐漸成形的中產小康，始終是期望、追

求的境界。但在德寶的《地下情》，香港終於

實實在在地享受到豐盛的中產生活，裡面的香

港人，卻被空虛、失落與焦慮籠罩。早前珍惜

的中產價值，如勤奮、積極、樂觀，均付之闕

如。有的，只是生活方式，例如到地庫酒吧買

醉，跟著到廁所扣喉。這大概是現代文明的自

然狀態吧，因為這種狀態，在現代文明比我們

早了幾步的歐洲，電影中已經常出現。

德寶C片，1 9 8 7年又有了轉變。那年，陳

冠中拍了他的最後一部德寶作品《不是冤家不

聚頭》，兼任編劇與策劃。那年開始，梁李少

霞的一組，在《地下情》後，再沒有其他德寶

作品。而C片領域的成就，主要出自俞琤那一

組。俞琤在  1 9 8 6年已策劃了《最愛》及《戀愛

季節》，  1 9 8 7年則更上一層樓，推出了兩部出

色作品—《最後勝利》和《神奇兩女俠》，

前者由譚家明導演、王家衛編劇，後者則甘國

亮既編且導，兩部片均可列於德寶藝術成就最

高的片目上。到了  1 9 8 8年，年初公映的《情義

心》為岑建勳最後一部德寶作品，俞琤組則製

作了甘國亮、梁普智的《繼續跳舞》後，停止

與德寶合作，而公司也進入了與岑建勳主政方

針完全不同的冼杞然時期。

譚家明、甘國亮和王家衛同為香港電影

奇人，作品藝術成就很高，王家衛其後更登上

了世界大師殿堂，成為香港藝術電影的代表人

物。德寶成立後不斷出現或大或小的轉變，從  

1984、86到87年，從洪金寶到陳冠中，從關錦

鵬到王家衛，岑建勳時期的德寶C片，經歷了幾

個過渡期，每次都有特別之處，各有成就和貢

獻。德寶公司本身，又在八十年代初香港電影

從邵氏、嘉禾稱霸到九十年代群雄割據的過渡

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八十年代，又相應

是香港電影百年歷史演變中一個舉足輕重的過

渡期。

過渡，是永恆的改變中的永恆程序。

何思穎，電影研究者，曾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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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與創意 
—從德寶電影歌曲實踐
兼看香港八十年代電影音樂發展

羅展鳳

檢視德寶電影公司的發展進程，足見其

作品風格糅合營銷策略與理想創意，兩條腿走

路。從電影音樂實踐上，也見證著香港電影音

樂如何從純娛樂走進獨特細膩的分水嶺。上承

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的「娛樂至上」作風，下

接U F O（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更聚焦的中產

精英或西方小品喜劇路線，德寶電影的音樂處

理，是累積著前人的道路，亦根據不同創意人

才的組合，在有跡可尋的框架裡，發揮新思維

與化學作用。由財力雄厚的潘廸生（董事局主

席）投資，加上兩位重量級執行董事各具長

處—洪金寶擁有靈活的商業頭腦與豐富電影

經驗，岑建勳在文化藝術界（《號外》前總編

輯）既具江湖地位，亦備西方視野與人文關

懷。德寶有著類型片種如動作／愛情／家庭喜

劇支撐商業市場，亦備高質素社會議題與「作

者電影」擦亮個性招牌。德寶電影的音樂，儘

管不能說是泛標誌性的例子，但不乏有趣例

子，其發展軌跡正好側寫香港電影音樂從八十

年代走進九十年代的身影。

德寶電影歌曲代言人—林子祥

七十年代，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

自許氏兄弟作品開始，港產片加入粵語電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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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曲來勢洶洶，「無歌不成片」與「逢片必

歌」再不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品的

國語電影的專利，說許冠傑是本地電影歌曲的

「第一功臣」絕不為過。整個七十年代，許冠

傑的電影歌曲淋漓盡致地表現在許氏兄弟四部

賣座的電影裡：《鬼馬雙星》（1 9 7 4）、《天

才與白痴》（1975）、《半斤八両》（1976）

及《賣身契》（1 9 7 8），無論就注目度與影響

力，無出其右，開創粵語流行曲與喜劇電影新

風氣。許氏兄弟作品喜以主題曲為電影定調，

滿足觀眾入場期待，影響一眾同期以男性主導

的「光棍喜劇」都有一首主題曲，德寶創業作

《雙龍出海》（1984）亦有沿用。 1 直至1 9 8 0

年新藝城的出現，更掀起第二波的「逢片必主

題曲」。梁普智曾說，新藝城的電影一定要有

主題曲，電影公司要保住名氣，不容市場有

失。 2 他曾參與的《陰陽錯》（1983）與《英倫

琵琶》（1 9 8 4），就曾因為音樂問題，與公司

鬧得不快。3 新藝城從最初只標榜主題曲，漸漸

加入插曲，乃至後來串燒電影歌曲，有著「排

山倒海」之貌4，明顯影響同期其他電影公司的

視聽策略。

呼應著同期火紅的文化工業（電視、電

台、唱片業界），德寶儘管未有像新藝城刻意

1
同期有主題曲的「光棍喜劇」例子：《發錢寒》（ 1977）、《面懵心精》（ 1977）、《提防小手》（ 1982）、《最佳拍檔》

（1982）及《奇謀妙計五福星》（1983）等。 
2
見張九訪問，程程紀錄：〈From Banana to Nuts：訪問梁普智〉，《電影雙周刊》，第 135期，1984年 4月 26日。 

3
林敏怡創作的《陰陽錯》主題曲令當時新藝城老闆大表不滿，被認為當中鋼琴旋律單調，時為導演的梁普智為她據理力爭。

最後，歌曲保留並大受觀眾歡迎，電影卻轉交林嶺東執導。本人訪問林敏怡口述， 2008年 4月。另梁普智曾在訪問中表示，

為新藝城執導總要妥協，《英倫琵琶》一片也是一例。見張九訪問，程程紀錄：〈From Banana to Nuts：訪問梁普智〉，同上註。 
4
串燒電影歌曲以情歌為主，多放於青春愛情電影，新藝城的《為你鍾情》（1985）是最佳示範例子。整體來看，新藝城出

品之電影，無論不同類型、不同導演，電影歌曲都不絕於耳。



 
 

 

「半唐番」的林子祥，可說是德寶最佳電影歌曲代言人。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聽不到的說話》（1986）：馬斯晨以自然率性的表情與肢體

演出〈分分鐘需要你〉，令人動容。

經營電影主題曲，大勢使然，同樣亦受影響仿

效，德寶電影不乏明星（歌星）效應、喜劇與

青春愛情片種總不乏流行歌曲元素，都是岑建

勳口中以類型片加卡士的商業「計數戲」。 5

如果當年挾「最佳拍檔」系列聲勢，被視為

「香港仔」的許冠傑是新藝城最佳電影歌曲代

言人；論德寶，「半唐番」的林子祥當之無

愧。林子祥與潘廸生的關係要好，緊接德寶成

立不足半年開設的廸生娛樂影業有限公司，

主力演唱會製作，打響頭炮就是「林子祥8 5

演唱會」。更重要是，林子祥明顯深得不同類

型導演喜愛，德寶內外都是炙手可熱。徐克早

在新派武俠片《蝶變》（1 9 7 9）找來林子祥大

唱同名主題曲，一鳴驚人，一直至《黃飛鴻》

（1 9 9 1）的〈男兒當自強〉同樣深入民心；對

音樂崇尚簡約的方育平，也禁不住在《美國

心》（1 9 8 6）用上四次〈邁步向前〉（《英倫

琵琶》主題曲），可見林子祥之魔力。

回到德寶歲月，不少觀眾最難忘是林子

祥的《三人世界》（1 9 8 8）與《一咬O K》

（1 9 9 0）（兩片同屬冼杞然的執政時代），主

題曲〈三心一意〉、〈似夢迷離〉甚受歡迎。

究其實，林子祥的歌曲更早出現於德寶的前

期作品，例如光棍喜劇《貓頭鷹與小飛象》

（1 9 8 4）中的〈誰能明白我〉、驚險喜劇《聖

誕奇遇結良緣》（1 9 8 5）中的〈這一個夜〉、

社會問題電影《聽不到的說話》（1 9 8 6）中

的〈分分鐘需要你〉、愛情文藝片《最愛》

（1 9 8 6）中的〈最愛是誰〉及女性電影《神奇

兩女俠》（1 9 8 7）中的〈敢愛敢做〉……同樣

唱到街知巷聞，林子祥給人的印象，無形中是

德寶成立八年來的御用主題曲歌手。

如黃霑所言，林子祥的歐美流行曲唱腔放

在粵語流行曲中，在「咬字、運腔，和感情流

露，都更趨自然。而在用得著的時候……多用

假音，將自然聲音迫高一個八度，為粵語歌加

進一種前所未有的韻味。」 6獨特的唱腔，直

令林子祥的歌聲放在上述不同類型的電影也別

具個性—〈誰能明白我〉中的飊高音，〈這

一個夜〉的藍調鄉謠，〈分分鐘需要你〉的溫

馨小品，〈最愛是誰〉的淡然無奈，〈敢愛敢

做〉的美式pop rock（流行搖滾），歌聲裡溫

柔中不乏深情世故，激情中盡展我行我素，只

此一家，放在上述電影裡，更成了標誌性的聲

音，為電影構築了一個拒絕隨波逐流，既具文

化格調又不乏玩味的西化形象。從唱腔、外型

到個性均「鬼佬」的林子祥，那小鬍子經典形

象，那份骨子裡滲透著的時尚優皮，無形中與

德寶電影的大都會中產形象，相互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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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岑建勳口述，袁永康訪問：〈2020新年快樂 John Sham岑建勳先生專訪（二）〉，「威哥會館」頻道，https:/ /www.youtube. 

com/watch?v=BhIt2tAuqCA，2019年 12月 31日。瀏覽日期：2020年 2月 14日。 
6
黃霑：〈林子祥唱廣東歌〉，「黃霑隨筆」專欄，《明報》，1979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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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情歌過剩的偶像愛情片

曾任多屆演藝人協會會長的曾志偉形容，

長久當紅歌手同為電影明星身份理所當然，根

本不當是一回事。 7資深唱片監製馮添枝認為

那時候的歌手都先在音樂上成功，繼而在電影

方面發展，主要是歌手本身camera ready（具備

上鏡條件），才可以在跨界別發展。 8像林子

祥這種集「歌手／演員」唱電影歌曲的現象，

成就了七十年代往後香港電影歌曲的獨特景

觀，商業角度上，也為電影工業、音樂市場、

歌手演出帶來票房、利潤與名氣，在一片景氣

的八十年代，更是一時無兩的「大贏家」。在

巨大創意活力展現的同時，香港的娛樂事業也

進入前所未見的浪漫與激情，無拘無束，鋪天

蓋地式在電影出現「為歌而歌」。極端的是雜

錦式的享樂主義，流行歌曲在當中是最搶耳

（也悅耳）的包裝，一度為電影注入無處不在

的「聽覺霸權」，是不容缺失的商業元素。從

歌手當演員，到演員當歌手，有說經濟市場就

是王道。有關「為歌而歌」的最佳示範，可見

於德寶老闆潘廸生與黃創山及張國忠於1 9 8 5年

創立的藝能影業有限公司，首作《歌者戀歌》

（1 9 8 6）於德寶院線上映。全片以「音樂錄

像」形式拍攝，由譚詠麟飾演樂壇天皇巨星，

紀實味道濃厚，正中譚詠麟的真實形象與身

份，一個半小時的電影，出現的譚詠麟歌曲達

2 1首之多，影像都給搶耳的情歌喧賓奪主，影

音已進入分裂不協調的失衡境地。這方面，德

寶儘管受著主流市場推動影響，但明顯沒有如

斯失衡之作。

德寶的商業考量，多見於類型片種與卡

士配搭，和新藝城相似，流行歌曲多出現於青

春愛情片種，以年輕偶像演出的《痴心的我》

（1986）、《戀愛季節》（1986）及《鬼馬校

園》（1 9 8 7）都是例子，當中以《鬼馬校園》

的歌曲最多，六首電影歌曲分別由片中演員陳

松齡與陳山河主唱。這都是策略性利用浪漫情

歌，作「感性行銷」策略（emotional marketing 

strategy），配合劇情注滿畫面，建立一種浪

漫激情、我行我素的年輕人生活形態，盡現

其時同類電影中浪漫情歌過剩的問題—劇情

憑藉歌曲過渡，借節奏緊密的「音樂錄像」充

塞，處理上難免有欠精緻。儘管德寶在商業片

種的歌曲策略和其他同期電影公司套路相似，

但在一些另類選材上注入「歌曲」作商業包裝

之餘，同樣有著新鮮嘗試，值得一提。它們同

為1 9 8 6年出品的《操行零分》、《夢中人》及

《聽不到的說話》，這年德寶的產量甚豐，上

映的16部電影各具特色。

同為青春電影的《操行零分》，走的是清

新勵志路線，描寫四名受感化青年如何與警校

生對壘，挑戰單車隊競賽，電影情節中也有愛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鬼馬校園》（1987）利用浪漫情歌過渡，配合劇情注滿畫面，

建立一種浪漫激情的年輕人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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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行零分》（1986）找來凡風樂隊主理全片原創音樂，表現

單車競賽時的爆炸力，主題曲〈風中奔馳〉更是清新勵志。

7
曾志偉口述，24Herbs訪問：《24/7TALK》，第 17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7-H8nbVEfw，2018年 6月 22日。瀏

覽日期：2020年 2月 17日。 
8 

Manfred Wong：〈Ricky Fung分析音樂電影的演變過程〉，《第一線》（Headlines），第 581期，2019年 5月。



 

 

 

 

 

 

 

情線。然而，電影中沒有浪漫情歌，只得一首

奮發志氣的主題曲〈風中奔馳〉，的確有「反

其道而行」之勇氣。對比今天《逆流大叔》

（2018）找來RubberBand為電影創作音樂及電

影歌曲，其實早在3 2年前，《操行零分》已找

來凡風樂隊主理全片原創音樂。八十年代香港

出現樂隊（夾Band）潮，《操行零分》找來的

凡風，正是來自小島樂隊的區新明，夥拍新拍

檔崔炎德合作，是凡風組成後的首項音樂工

作。港片當時甚少這類樂隊組合的原聲創作參

與9，是相當前衛的嘗試，亦是宣傳焦點所在。

全片音樂以輕快為主，集中以電結他、木結

他、低音結他及敲擊樂處理，以結他展示幾位

年輕人純樸率性的本質，又以band sound（樂隊

音樂）表現單車競賽時的爆炸力，令人感覺清

新統一，可見德寶樂於注入新嘗試，就像電影

中起用的多張新面孔。

歌手／演員的雙贏策略 
開拓創意敍事 

1 9 8 6年，區丁平以「穿越」、「輪迴」

為題材的劇情片《夢中人》，多番被其他電影

公司拒諸門外，最終幸得德寶岑建勳拍板開拍

上映（德寶出品，珠城製片有限公司攝製）。

此片由其時被稱為「票房毒藥」的周潤發主

演，夥拍女主角林青霞首度獻唱主題曲〈夢中

情〉，二人均不是歌手出身，但挾著名氣加上

配搭新鮮，隨即掀起娛樂話題。歌曲一出，當

年評論好壞參半，周潤發明顯壓出一把文藝腔

的溫柔聲線，林青霞的廣東話也是帶點勉強，

但林敏怡與林敏驄的曲詞著實優美，這次大膽

嘗試，結合電影的淒美故事，二人的歌聲變成

了一種「缺憾美」，令歌曲挽回不少分數。加

上電台熱播，為電影帶來正面宣傳效果。

打從七十年代始，香港電影除了把歌手

塑造成演員（許冠傑、林子祥、鍾鎮濤等比比

皆是）外，電影工業乘勢冒起另一現象  —把

不諳唱歌的演員也塑造成歌手，藉著「點石成

金」的魔法，製造商機。這種做法，尤其合乎

香港這種小型市場，務求保證有足夠吸引力帶

動市場，從中獲利，達「一石二鳥」之效。有

別其他地方，香港演藝者的成功（或當紅）與

否，多少根據他們是否能夠同時歌影兼顧，做

出驕人成績。站在工業角度，演藝者作為工業

生產線的偶像商品，得令生產線持續運行增

長，才不浪費這「點石成金」的時代。周潤發

唱〈夢中情〉的反應儘管未如理想，但畢竟開

拓了其音樂事業，是一大助力，他陸續為新藝

城的兩部電影《大丈夫日記》（1 9 8 8）及《我

在黑社會的日子》（1 9 8 9）演男主角兼唱主題

曲，兩首歌曲充滿玩味，更貼合其廣受觀眾喜

愛的不修邊幅形象，最終更取得白金唱片成

績10，就是市場成功例證。當年電影公司與唱片

公司時有合作協議，以電影《夢中人》為例，

主題曲〈夢中情〉在電影完結時隨男女主角分

離時響起，片尾段落緊接「主題曲：夢中情；

由W E A唱片有限公司供應；主唱：林青霞．

周潤發；作曲：林敏怡；作詞：林敏驄」的大

字，以宣傳角度，就是讓仍未離座的觀眾，邊

聽歌邊了解歌曲出品，都是有助推銷電影原聲

帶的技法。現今，這種電影歌曲／音樂出處的

出場序都較低調，除了個別例子，排序多僅次

於其他電影幕後工作人員。

流行曲於電影並非僅供「感性行銷」，它

可以只是宣傳手段。1 9 8 6年，強調不拍主流電

影的姜大衞  1 1，取材聾啞青少年的犯罪實況，

電影原名《手語》，上映時改為《聽不到的說

話》，靈感來自呂方1985年廣受歡迎情歌12，姜

大衞自言知悉電影題材冷門，須借助流行曲名

氣令觀眾加深印象，以減省背後票房壓力。可

見在歌、影、視發達的八十年代，善用不同媒

體產物是成就彼此的「交叉推廣工具」（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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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年德寶出品的《戀愛季節》雖有達明一派的劉以達主責電影音樂，黃耀明任男主角，但音樂上不屬組合創作。 

10
於 1988年推出的《周潤發十二分十分吋》迷你專輯，取得白金唱片成績。見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有限公司網頁  

http://www.ifpihk.org/zh/gold-disc-award-presented。瀏覽日期：2020年 2月 17日。 
11
李玉：〈姜大衞：我想用電影去講一些東西！〉，《電影雙周刊》，第 182期，1986年 2月 27日。 

12
向雪懷、簡嘉明：《愛在紙上游—向雪懷歌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頁 166。〈聽不到的說話〉

一曲當年大受歡迎，同名大碟更獲白金唱片成績。見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有限公司網頁 http:/ /www.ifpihk.org/zh/gold-

disc-award-presented。瀏覽日期：2019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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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al tools），這也是為何不少電影主題曲

與電影名字統一，務求互相壯大聲勢。雖說電

影名字以商業考慮，但電影題材與歌曲處理卻

甚有心思，電影《聽不到的說話》中沒有呂方

的歌聲，主題曲是由女主角馬斯晨以手語「唱

出」林子祥的〈分分鐘需要你〉，姜大衞說，

那是他有意為之，經過多番思量：「有人提議

我索性作一些新歌，但我用一些流行曲是有用

心的，〔用為〕人熟識的歌我希望觀眾不需要

去看歌詞，已可明白歌裏面的意思，那樣觀眾

就可全心全意去看演員怎樣用手語演出。」 1 3

〈分分鐘需要你〉在片中的三次出現，配上馬

斯晨自然率性的表情與肢體演出，令人動容，

隨著人物情感變化與情節發展，每次出現更帶

出不同的敍事層次，教人留下深刻印象，亦足
以說明，在具理想與野心的電影裡，商業元素

的流行歌曲可以讀出真摯情感。八十年代的影

評文章也提及：「片〔指《聽不到的說話》〕

中更不止一次由她〔馬斯晨〕用手語『唱』阿  

Lam的〈分分鐘需要你〉……動作嫻熟，相信

是苦練的效果，絕非偶然……」。  1 4可以說，

不少德寶作品選用的流行曲與敍事處理均別具
一格，尤其放在「作者導演」（auteur）的作品

上，份外出色。張艾嘉的《最愛》、關錦鵬的

《地下情》（1 9 8 6）及譚家明的《最後勝利》

（1987），都是可供細味的例證。

「作者導演」的微妙歌曲敍事

打從七十年代，電影歌曲無論就主題、

敍事、風格、類型及電影裡的配置、採用，已
隨著不同的類型片種，銳意走出千篇一律的格

式；踏入八十年代，逐漸累積成形，更趨複雜

微妙（ sophisticated），慢慢更建立獨當一面的

「作者導演」風格。重看德寶三部作者導演作

品，再發現無論像〈最愛是誰〉作為電影度身訂

造的原創主題曲，還是像〈恰似你的溫柔〉、

〈過盡千帆〉或〈深愛著你〉的挪用「既存歌

曲」（pre-existing song），放入電影不同語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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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著痕跡間，其實滿載心思，隱含深層意

義。

張艾嘉的《最愛》從女性角度出發，清晰

展現兩個女性閨密  —吳明玉（繆騫人飾）與

白芸（張艾嘉飾）的複雜情感，多年為著俊彥

（吳明玉丈夫，林子祥飾）的三角關係困局，

當中有過痛苦、猜忌，試過掙扎、退讓，最

終兩個女人在各自丈夫俱已離世，夕陽餘暉

下，吳明玉初以「贏家」身份揚言是自己讓一

切回歸「正軌」，言談間才察覺三人故事尚存

隱瞞與背叛，逝者已矣，年華不復，最終淡淡

然帶點無奈收場。林子祥的〈最愛是誰〉適時

隨拉遠的鏡頭響起，歌曲名字正好帶出觀眾的

疑團，也是戲中一直留白的地方  —俊彥其實

「最愛是誰」？作為電影的片尾曲，〈最愛是

誰〉巧妙地為留白的故事補遺。盧冠廷的曲，

潘源良的詞，正好為這個在電影中不太發聲表

達的俊彥遺留伏筆：

在世間尋覓愛侶  尋獲了但求共聚

然而共處半生都過去  我偏偏又後悔……

為何離別了  卻願再相隨

為何能共對  又平淡似水

問如何下去  為何猜不對

何謂愛  其實最愛只有誰……

任每天如霧過去  沉默裡任寒風吹

誰人是我一生中最愛  答案可是絕對？

隨著淡淡的結他前奏，歌聲訴說出逝者生前優

柔寡斷的個性，落得逃避、矛盾、無奈，歌曲

為何放在片尾，絕對是有其意義所在。

關錦鵬的作品多有一首主題曲15，但論有趣

程度，卻不及他不時為電影角色設計，讓他／

她們開口唱歌。這些歌曲都容易入耳，且不少

早已流行，有著解放角色人物內心世界的功

能，關錦鵬執導的第二部電影《地下情》，就

是一例。來自台灣的歌女趙淑玲（蔡琴飾）離

鄉別井，決心來香港闖出名堂。電影開場沒多

久，趙與台灣友人廖玉屏（金燕玲飾）從互望

到對鏡清唱〈恰似你的溫柔〉，溫柔欠奉，換

13
李玉：〈姜大衞：我想用電影去講一些東西！〉，同註 11。

14
孟嘗客：〈「試片室巡邏」：第 200章〉，《電影雙周刊》，第 182期，1986年 2月 27日。 

15
筆者曾深入分析關錦鵬電影主題曲，見羅展鳳：〈世俗情歌：關錦鵬的映畫主題曲〉，收錄於張美君主編：《既近且遠、

既遠且近：關錦鵬的光影記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頁 17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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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潤發（左）與林青霞（右）首度獻唱，《夢中人》（1986）

主題曲〈夢中情〉隨即掀起娛樂話題。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最後勝利》（1987）：Mimi（左：李麗珍）在小歌廳唱〈深愛著你〉

的情節，屬神來之筆。

來是誇張無聊的放大喉頭，拍子掉了，充滿荒

唐味道。另一場，見趙淑玲以歌女身份，在酒

吧唱著〈過盡千帆〉，眉宇間盡是寂寞失落，

廖玉屏向香港友人說，趙淑玲不高興時總會唱

國語歌（思鄉？）。電影中，有關趙淑玲的具

體背景不多，開場才三十分鐘，她就浴血家

中。〈恰似你的溫柔〉與〈過盡千帆〉同是

八十年代台灣民歌，走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在台

灣崛起的校園文藝路線，背後有著政治宣傳味

道 1 6，原曲帶淡淡哀愁，放在《地下情》中的

八十年代香港資本主義社會語境，變得灑脫不

足，矯揉有餘。借趙淑玲之口，歌曲折射了兩地

文化的差異，碰撞與構建出一個多聲部的文化與

愛慾世界（過去／現在；台灣／香港；文藝／世

俗；保守／消費；純愛／情慾；維持／改變；國

語／粵語），聽著是趙淑玲歌聲中含蓄的思念，

痴情的關愛；看著是她與一眾香港年輕男女無力

的情感，青春的浪費。歌詞裡台式文藝哀愁與電

影裡港式快餐愛情，放在一起，頓成諷刺。高速

發展、熙熙攘攘的城市，背負是1 9 8 4年《中英

聯合聲明》的包袱，台灣女子隻身來港，漂泊不

安，註定是被「雙重邊緣」。

同樣是讓片中角色開口唱歌，譚家明

在《最後勝利》裡挪用了陳百強的〈深愛著

你〉，兩場分別伴隨  Mi m i（李麗珍飾）及雄

（曾志偉飾）在小歌廳歌唱的情節，真摯率

性，屬神來之筆。歌曲先從Mimi的隨身聽開

始（鏡頭一度特寫陳百強〈深愛著你〉卡式盒

帶），成了Mimi口中唸唸有詞的喜愛歌曲，遂

向受入獄男友（徐克飾）所託、照顧自己的雄

推介。二人相處多時，漸生情愫， Mimi率先在

空無一人的小歌廳向雄憑歌寄意，電光火石的

情感發生在廉價低迷的小歌廳，惟情感動人。

雄多番壓抑逃避，最終在同一地點，解開道德

枷鎖，再借〈深愛著你〉向Mimi回應表白，沙

啞的歌聲不太好聽，但勝在背後鼓起了最大勇

氣。譚家明此時把雄的畫內音歌聲與陳百強的

畫外音歌聲同步，最終由陳百強的歌聲掩蓋，  

Mimi眼中的雄，彷彿成了她一直心儀的「白

馬王子」。譚家明借〈深愛著你〉為雙方一先

一後的示愛對白，不用再多明言，也省卻矯

揉造作的氣氛。七年後，相似橋段經過變奏，

出現在本片編劇王家衛執導的《重慶森林》

（1994），換來的是六十年代的The Mamas & 

the Papas 的 〈 California Dreaming〉與CD唱盤。

回過頭看，譚家明對歌曲的敏感與敏銳，一點

也不簡單。

上述德寶三部作品正好體現八十年代香

港電影歌曲已步入世故、複雜的敍事體系，為
留白的地方泛起情感之餘，亦多了一種生命歷

練，甚至進一步建立作者的風格簽署。流行曲

在這裡毫不掩飾其商業化的製作傳統，收電影

宣傳之效，但並沒有被約定俗成的商業邏輯打

倒，相反，提供了其他創意的可能。

〈
第
三
章
〉
德
寶
．
八
十
年
代
前
後

16
葉月瑜指七十年代的電影流行採用校園民歌，當中顯示歌曲與當時政治宣傳相當奏效，有助鞏固主流意識觀和建構國族認

同。見葉月瑜：〈影像外的敍事策略：校園民歌與健康寫實政宣電影〉一文，收錄於葉月瑜：《歌聲魅影：歌曲敍事與中
文電影》，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6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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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勾勒電影歌曲於德寶

的發展，檢視當中的幾個重要發展及現象，進

一步了解香港電影歌曲於同期的創意實踐，觀

察歷來流行曲如何為香港電影作敍事功能，期
望以快拍定鏡，開展一場關乎德寶又旁及香港

視聽文化的「開放式」對話。然而，有關電影

音樂，其實好些議題未及談論，包括曾為德寶

參與原創音樂的作曲家，像林敏怡、羅永暉、

盧冠廷、袁卓繁、鍾定一等等傑出音樂人，他

們各具特色，一旦遇上可供發揮的電影，即

寫下令人難忘的音符。林敏怡為《等待黎明》

（1 9 8 4）注入夢幻感，大膽地為電影打開另一

空間。羅永暉的《夢中人》充滿懸念的異色味

道，劇場感重，原創性強。盧冠廷的《秋天的

童話》（  1 9 8 7）感性細膩，擅長以不同樂器為

畫面添上豐富音色，情感濃淡得宜。袁卓繁的

《富貴逼人》（  1 9 8 7）充滿幽默喜感，又不乏

暖和耐聽旋律。鍾定一在《三人世界》時尚隨

性，充滿優皮風格。上述的電影作曲家，不時

以真實樂器配以電子合成器創作，他們用音樂

告訴大家，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黃金年

代，有過如此獨特的聲音與風格。

本文未能觸及的話題，還有德寶仍然採

用「配樂師」（mus i c ed i to r）制度，即由作曲

家創作音樂後，全權交由專業配樂師剪輯（亦

有少數例外），放入畫面。當年港片產量豐

盛，電影作曲家完成音樂後，便立即投入另

一部電影創作。配置音樂進畫面的工作，只

得交由配樂師負責。為此，間或有作曲家跟

配樂師意見不合，產生衝突。除此以外，德

寶的冼杞然年代，也嘗試在聲效改進，一改

昔日全片配音製作，《三人世界》的現場收

音（筆者尤其記得周慧敏緊張到錄音室錄歌

一場），令電影大收旺場，也讓冼杞然決定

於《一咬O K》採用杜比環迴立體聲系統 1 7，

可見，德寶一直願意在聲效上探究，甚至

大花金錢，務求令電影製作更盡善盡美。然

而，面對戲院不重視音響的客觀條件，再好

的錄音或收音，還是會影響觀眾對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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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乃至聲效在電影的接收。後來九十年代  

U F O的電影大多以現場收音，打開了另一新局

面。這些都是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香港電影

共同面對的聲音問題，惟篇幅所限，這裡只能

就此住筆，還望拋磚引玉。

羅展鳳，現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創意寫作與電影藝

術學系，研究興趣包括文化研究、電影研究、中國

現當代文學，並專研電影音樂。著有《映畫 x音樂》

（2004）、《必要的靜默：世界電影音樂創作談》

（2010）、《畫內音》（ 2014）、《畫外音》（ 2014）

及《無常素描：追憶奇斯洛夫斯基》（2016）等。

17
韋軒訪問，May整理：〈訪冼杞然談《一咬 OK》聲效新嘗試〉，《電影雙周刊》，第 297期，1990年 8月 16日。



「香港1941」 : 
  領我城的電影記憶  
  與地域政治 

1

吳國坤 

電台廣播：

公佈一再強調，英國是不會放棄香港。本港各

界人士對英廷這項保證表示歡迎，認為有助

安定人心。公佈指出，皇家海軍威爾斯王子號

及卻敵號兩艘戰艦已經啟程前來遠東。另一方

面，西洋婦女會等數個外籍婦女團體，今日再

向港府提出抗議，反對政府遣散軍人及公務員

家眷的政策，認為強逼婦孺小孩離開香港，留

下男士在香港是不人道的行為。另一批軍眷將

於明日乘船前往澳洲……

外國記者：隊長，情況是否很不樂觀？

英國隊長：日本皇軍相當強大，但我們亦不

弱，無須要擔心。

外國記者：你會懷念香港些甚麼？

英國隊長家眷：上館子，逛公司，特別是那

些中國人的店子。

英國隊長：中國女孩子。

《等待黎明》（1984）

七十年代末開始的香港電影新浪潮，成

為衝擊電影界的新思潮力量，拓闊了本土電影

人的願景和抱負，繼而開創了八、九十年代香

港電影的盛世與危機。然而，在香港高度商業

競爭的環境下，大部分新銳導演都要融入主流

電影的投資和生產模式，要嘗試在類型電影敍
事模式的框架外尋求突破。八十年代的香港電

影可謂確立了「港產片」的商業電影模式和香

港的「本土意識」，作品展現了新晉導演對社

會民生的關注和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思考。  

1982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首次到訪北京，商討香港主權問題。

中英經歷兩年來不斷的政治協商，直至1 9 8 4

年達成協議，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明確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會在1 9 9 7年7月1日正式

恢復對香港的主權統治。香港人對於社會前景

的憂慮和對「九七」回歸的焦躁不安，無以言

表，只能通過商業電影語言的嘻笑怒罵才得以

宣泄。

一群生於戰後的香港導演，在探討本土、

社會和人文關懷以外，同時有著「探索香港，重

認中國」的懷抱。八、九十年代有一批製作認真

的香港電影，以類型片的模式，嘗試重構淪陷前

後的上海和香港社會，探索香港人的歷史和身份

認同。其中，梁普智的《等待黎明》，以日本佔

領香港前後為故事背景。關錦鵬的《胭脂扣》

（1988）和區丁平的《群鶯亂舞》（1988 ）這

兩部電影，故事地點都設在二、三十年代的石塘

咀—一個業已消失的香港煙花之地。電影界

吹起一股「懷舊」之風 （ nostalgia），當然少不

了以舊上海寓言訴說香港故事，包括有徐克的

《上海之夜》（1984）、許鞍華的《傾城之戀》

（1984） 和《半生緣》（ 1997）、關錦鵬的《阮

玲玉》（1992） 等等。 2 

德國學者安德烈亞斯胡伊森（  Andreas  

Huyssen）早已指出，「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已然成為西方社會頗為關注的文化現

象。自八十年代以來，現代人似乎從對未來的

渴求轉變為對過去的沉迷，這種在時間體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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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筆者感謝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郭靜寧提供有關資料，以及本人研究助理徐雨霽協助資料整理。 

2 
《電影雙周刊》於 1984年（第 141期，1984年 7月 19日）特製了「懷舊風特輯」，探討徐克的《上海之夜》、許鞍華的《傾

城之戀》、梁普智的《等待黎明》等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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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上的轉變有必要在歷史現象中得到解釋。3

亞巴斯（A c k b a r A b b a s）在他的專著《Ho n 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裡提及，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其視覺世界不禁喚

起了人們對其過去的緬懷和對未來的懷疑。

在香港新電影中，「記憶話語」（memor y  

discourse） 越見強化。這背後隱含的政治信息，

主要是由於香港電影對抗著一個在宣佈香港回

歸中國後的、全新的文化政治空間，這使得香

港電影本身變得更耐人尋味。亞巴斯認為，面

對著由中國內地強加的一個陌生外來身份，香

港人感到不安和焦慮，在最後一刻努力地集體

尋找一個更為明確的自我身份。4

胡伊森強調，流行文化中出現的「懷舊」

現象與「記憶政治」，我們須回溯到歷史現象

中進行探討和解釋：到底香港八、九十年代電

影的「懷舊」有甚麼內容？懷舊和記憶在文

化上有何指向（cultural intention）？ 我們要怎

樣去理解電影記憶中透視的當代「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一眾有志於探究香港故事

前世今生的電影工作者，義無反顧地重塑日治

前後香港的前塵往事，或淪陷前後上海的盛世

與亂世，所為何事？

要瞭解香港電影八、九十年來的發展脈

絡，我們要梳理它與香港社會變遷的互動情

況，還要將它放置於宏觀的中國電影文化的脈

絡中審視。換言之，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除了它

的強烈本土關懷外，還有電影人的中國情結，

兩者互為表裡，方始形成一種香港電影世界主

義文化的全盛期，值得研究者細味。在這方

面，我試圖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找尋綜

觀的歷史視野，以「佔領我城的電影記憶與地

域政治」作經緯，追蹤戰爭在表徵香港四十年

代的關鍵時刻中，香港電影如何建構自身文化

政治及其矛盾，來比對八、九十年代在另一個

關鍵時刻中香港電影的「記憶政治」。電影人

對香港「被佔領」的一段歷史，仍然念念不

忘，沒有跟隨歷史的前進而消亡，對戰爭和佔

領的敍事和回憶更延伸至當代。

上海與香港：
抗日戰爭電影與地域政治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大批內地民眾湧進

香港。香港人口從1936年的84萬，激增至1941

年淪陷前夕的170萬。1937到1941年上海淪陷

期間，大批上海知識份子和電影製作者逃難南

方，在殖民地香港尋求庇護。南來文人紛紛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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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花》（1937）大受歡迎，使導演侯曜成為香港國防電

影的先驅之一。（左：黃笑馨；右：吳楚帆）

南來的蔡楚生和司徒慧敏遵從左翼路線，執導的《血濺寶山

城》（1938）強調戰爭殘酷的真實感。（前排左：周志誠） 

3 
Andreas Huyssen, ‘Present Pasts: Media, Politics, Amnesia’, Public Culture, Volume 12, Issue 1, Winter 2000, p21. 原文為：‘Since the 1980s, 

it seems, the focus has shifted from present futures to present pasts, and this shift in the experience and sensibility of time needs to be explained 

historically and phenomenologically.’ 
4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3rd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 4. 原文為： ‘Now 

faced with the uncomfortable possibility of an alien identity about to be imposed on it from China, Hong Kong is experiencing a kind of last-

minute collective search for a more definite identity.’ 



 

  

 

        

  

  

 

 
 

 

 

 

 

至，帶動了香港電影業的「黃金時期」。  1941

年1 2月，香港向日軍投降前，南來的文藝工作

者和本地粵語電影製片者匯合，使香港的電影

娛樂文化得到更蓬勃的發展。

三十年代後期，香港除了有大量的荷里活

電影放映外，還製作了大批「國防電影」。顧

名思義，國防電影目的是為中國抗戰作宣傳。

「國防」一詞來自上海抗日文藝運動的口號，

而國防電影就是通過電影媒介宣揚保家衛國的

信息。香港可以說是抗日電影的重鎮，三十年

代中以後，電影人關文清、趙樹燊和女導演伍

錦霞拍過不少以「抗敵」為題材的電影。根據

趙傑鋒的研究，以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為首的南

來文人，在客居香港期間，曾在國防電影的愛

國主義本質、功能與藝術表現上，引發了與粵

語電影人的激烈討論。 5 有關爭議所揭櫫的是，

國防電影所描述的「愛國」和民族主義觀念，

在粵語電影界激發起對立的聲音、思想和文化

的衝擊。這揭示了知識份子兼顧愛國欲求與娛

樂大眾的困境，以及粵語電影界對抗宏大的愛

國主義敍事背後複雜的地域政治問題。
早在1 9 6 3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

中，編者程季華強調，港英時期國防電影是由

南來精英和知識份子領導的「愛國」電影推

動，而將香港當時製作的粵語片形容為低俗、

色情和「封建」。6這個觀點一直在主流的中國

電影史書寫中佔據「一席之位」，直至九十年

代中期，香港電影史家余慕雲重提粵語片中的

國防電影為「愛國電影」，藉此提升其在歷史

中的地位。7

電影研究者對國防電影與政治、愛國主

義、商業考慮與藝術價值之間的關係考量，一

直都存在爭議。傅葆石在其英語著作《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分析了在抗戰期間，左派電影工作者

包括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等如何在香港推動拍攝

愛國片。傅氏藉此抨擊了南來進步影人的「中

原心態」（Central Plains syndrome），如何一直

將香港的粵語片／商業電影和地方文化「邊緣

化」，更將香港的電影納入到國族論述之中。8

作者舉出幾部由南來電影人催生的國防電影，

包括司徒慧敏導演的《白雲故鄉》（1 9 4 0）和

《正氣歌》（原名《游擊進行曲》，1 9 4 1），

以及蔡楚生導演的《孤島天堂》（1 9 3 9）和

《前程萬里》（1 9 4 1）。傅氏認為這些影片都

反映了民族主義者們的是非觀：敵我分明、忠

奸對立，又諷刺香港是邪惡和玷污之地。

純粹打著抗日和愛國旗幟的國防電影確

實很難在香港吸引到大量觀眾，而港英政府為

了避免激怒日本殖民者，對於有著明顯抗日性

質的電影，一定會嚴厲監控和杜絕。誠如韓燕

麗強調，不少粵語電影是借國防片之名，延

續以往粵語劇情片的套路和情節模式（例如

《桃花將軍》〔1 9 3 8〕）。另外，這些電影

裡，不少皆利用女性的肉體和性徵來吸引觀

眾，如《女間諜》（1 9 3 6）、《國內無戰事》

（1 9 3 7）、《女戰士》（1 9 3 8）、《桃色間

諜》（1938）、《夜光杯》（1939）等等。9

趙傑鋒相信，蔡楚生等上海知識份子抱

著的更多是「大上海」的優越心態。 1 0在他對

廣東籍知識份子侯曜的研究中，趙傑鋒談到抗

戰初期侯曜早已在香港拍了好幾部國防電影如

《沙漠之花》（1 9 3 7）、《太平洋上的風雲》

（1938）和《血肉長城》（1938）。這些電影

大多改編自侯曜所寫的報章連載小說，又融合

了民間故事的元素，電影審美觀偏向傳統，重

5
趙傑鋒：〈苦中作樂：重探香港國防電影及其愛國論述〉，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論文（撰寫中）， 2020年完成。 

6
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中國電影發展史》（第 2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頁 75-77。 

7
余慕雲：〈香港電影的愛國主義傳統〉，《早期香港中國影象》（第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回顧特刊），香港：市政局， 

1995，頁 53-59。 
8 

Poshek Fu,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sp. pp 51-92. 此書中

文譯本見傅葆石：《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9
韓燕麗：〈從國防片的製作看早期粵語電影和中國大陸的關係〉，載於黃愛玲編：《粵港電影因緣》，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2005，頁 60-64。 
10
趙傑鋒認為，原籍廣東的蔡楚生經歷了國內左翼發起的「新啟蒙運動」，他的啟蒙更接近一種「信仰」或「使命」，他南

來香港是為了在上海淪陷後把香港建設成「新文化中心」，所以他的「傲慢」是把自己視為一個「使者」，背負「真理」

去拯救香港群眾。他在上海已名揚電影界，也可想而知他的「大中原」並非真的是「中原」，而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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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劇情架構和煽情效果，容易討好教育程度較

低的粵語市民。1 1其中《沙》片大受歡迎，使侯

曜成為香港國防電影的先驅之一。與之有別的

是，南來的蔡楚生則遵從左翼路線，強調國防

電影應該反映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令人從真實

中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他和司徒慧敏初來港時

執導的《血濺寶山城》（1 9 3 8），片中所呈現

血淋淋的抵抗意識正是一例。蔡楚生強烈批評

一切民間故事或借古諷今的電影。雙方爭持不

下，開了香港國防電影有關愛國形式爭論之先

河。

在三十年代末，國防電影作為國家宣傳

和動員大眾的媒介，積極介入內地政治和抗日

戰爭的議題，在香港引起本土電影工作者和南

來文人之間的爭論。粵語片的娛樂化、通俗文

化和庶民傳統遭受到從上海南來的精英話語挑

戰，國防電影中的「國家」意識形態在「愛

國」與「商業」之間激烈擺盪，在家國政治和

地方娛樂文化之間產生種種衝突和磨合。陳時

鑫以「感傷中華」（Sinicist melancholia）來形容

此時流放的上海影人與香港之間若即若離的情

感與文化聯繫，而戰爭危機為處身於殖民地的

香港電影人提供了歷史契機，提醒著香港與中

國內地的密切文化和人脈聯繫，怠無疑問。12

香港與上海：
冷戰後期的電影記憶 

1 9 4 5年，日本宣佈投降後不久，中國迅

速陷入國共內戰的困境，同時，英國也在香港

重掌了殖民統治。隨後爆發的國共內戰，導致

數百萬難民南下到英殖香港，尋求庇護。在上

海與香港之間，大部分南下的左派影人在中共

建國後都回歸內地，反而上海孤島時期的「附

逆」影人戰後受到排擠，便選擇「流放」香

港，這其中包括製片家張善琨，演員李麗華、

周璇、白光，導演岳楓、卜萬蒼、馬徐維邦、

李萍倩、陶秦、屠光啟等。他們在以粵語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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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的香港拍攝國語片，既製作淡化政治意識

的教化電影，同時亦不忘娛樂大眾的重要。岳

楓和陶秦後來更積極加入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

司（簡稱「電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

公司這些明顯親台灣的「右派」電影公司。滬

港之間的聯繫在戰後香港電影工業的重建中發

揮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六、七十年代香港電影

工業成為全球華語電影中心的基礎，這一時

期，也是香港國語電影的「黃金時代」。 

1949年，中共在內地確立了統治政權，而

戰後的香港成為左、右派鬥爭的文化戰場。前

者以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鳳凰影業公司與

新聯影業公司為代表，親近中國內地政權；後

者以邵氏、電懋和港九自由總會為骨幹，與台

灣國民黨友好。誠然，意識形態的分歧，在在

影響了左右兩派電影對中國抗戰故事的敍述。
例如電懋製作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諜海四壯

士》（  1 9 6 3），電影根據抗戰小說《中日間諜

戰》改編；比較為人熟悉的《星星月亮太陽》

（1 9 6 1），改編自徐速的同名小說。這兩部史

詩式電影都以愛國青年在淪陷區從事抗日工作

為背景，描述大時代中的兒女私情。曾有（非

華裔）論者就此批評《星星月亮太陽》避而不

談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角色，甚至抹去了日

軍侵略者的殘暴面目：「為甚麼？  1 9 6 1年日本

已然成為美國堅定盟友，為的是免得冒犯仍然

未受制裁的戰爭罪犯嗎？」13

事實上，在冷戰氛圍下的香港，以任何形式

呈現抗戰的「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都

必然有其選擇性和局限，記憶甚至可遭當政者

磨滅。對電懋在其戰爭電影中抹去了抗日的成

分，不足為奇。除了戰後日本瞬即加入了親美

抗共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集團的因素外，這跟當

時港英政府對所有電影進行嚴厲的政治審查，

也不無關係。這時期港英禁映的中國戰爭片，

包括描述國共內戰的《南征北戰》（  1 9 5 2）及

《渡江偵察記》（1 9 5 4），而觸及中英關係

的影片如《林則徐》（又名《鴉片戰爭》）

11
有關侯曜的最新研究，見傅慧儀編：《香港早期電影遊蹤（第二冊）電影先驅侯曜》，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4 。 

12 
See-kam Tan,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s in Hong Kong Films: Sinicist Belligerence and Melancholia’, Screen, Volume 42, Issue 1, Spring 

2001, pp 12-17. 
13 

Barry Freed, ‘Chinese Shaggy Dog “Epic”’, see IMDB, https://www.imdb.com/title/tt0211753/reviews?ref_=tt_urv, posted 20 October 2007. 原

文為 : ‘Why? So as not to offend the regime of leftover war criminals that, by 1961, had become a firm U.S. ally?’ 



  

  

 

 

 

 
 

（1 9 5 9），都一律封殺。當中還有一批中共炮

製以抗日為題材並以意識形態掛帥的戰爭片，

例如《平原游擊隊》（1 9 5 5）、《鐵道游擊

隊》（1956）和《地道戰》（1965）等，相信

即使沒有電檢禁令，當時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對

觀看中共的戰爭片或階級鬥爭的故事也興趣不

大。話雖如此，港英以文化管治手段，通過電

檢制度，有意令「香港觀眾長期被剝奪在銀幕

看到歷史的視野」，達致「遏止被殖民者的歷

史覺醒和政治參與」，因而造成五、六十年代

中「香港影業及文化所經歷的去歷史化、非政

治化及商業化」。14

從抗戰時期的國防電影爭論，到冷戰時期的

左、右派之爭，香港本土的粵語電影一直受壓於

「中國中心」（Sinocentric）論的民族主義，加上

殖民政府在政治文化上的打壓，粵語電影成為了

文化政治角力的場所，呈現出複雜的本土身份政

治 （ identity politics）。同時，在上世紀中葉，大

批上海「流亡影人」來到香港，利用殖民地的空

間，重新探討戰爭中的人文關懷，另行創作有

別於中共階級鬥爭史觀的大眾歷史敍事和庶民

倫理故事。直到八、九十年代香港回歸中國前

夕，放眼世界的電影人又如何從香港本位重新

折射香港對上海的想像，重構港滬的文化紐帶

和香港與中國的故事？

直到八十年代，港人在1997回歸之際面臨

「合法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處於另一

個黃金年代的香港電影，此時在政治思想和商

業利益之間不斷協商、抗衡，因而成就了一批

可堪回味的香港新電影，來回應港人集體訴求

和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意願。《上海之夜》是

徐克電影工作室出品的創業作，劇本第一稿和

第二稿分別由陳冠中和杜國威撰寫。1 9 3 7年日

軍進攻上海，夜總會小丑董國民（鍾鎮濤飾）

不堪忍受日寇對上海的肆意轟炸，毅然告別叔

父投軍。出發前，董國民於蘇州河橋下躲避空

襲，邂逅了孤立無助的舒姐（張艾嘉飾），二

人在一片漆黑中「一見鍾情」，互訂終身，他

們約定勝利後在橋下相聚。時間一晃十年，董

國民戰後回到上海，機緣巧合，男女主角寄寓

在同一棟樓的上下層，彼此相逢卻未能相認。

同時間男主角與初到上海的凳仔（葉蒨文飾）

相識，陰差陽錯，誤以為對方就是他十年前約

定終身的女子，而凳仔同時又愛上董國民。片

末，董國民始得知舞女舒姐才是他十年前心儀

的女孩，但舒姐卻決定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途

上，廣播電台響起董國民創作的歌曲（影片主

題曲〈晚風〉），男主角一路狂奔趕到火車上

追回舒姐。

《上海之夜》是充滿港式傳統的亂世傳

奇和愛情喜劇，男女主角在戰火中相遇、分

離、重逢、誤會乃至相愛，徐克顯然並非有意

著墨上海淪陷期間百姓的艱苦生活，或日軍侵

略的殘酷現實（片中完全沒有日軍的角色和侵

略的情節），而和平以後國共內戰的情節，更

付諸闕如。影片略為涉及一些歷史細節，例如

男主角抗戰前是演丑角的龍套，抗戰勝利後依

然貧困潦倒，曾想過賣血來賺錢吃飯。當他重

回蘇州橋下尋找愛人，橋下所見盡是落魄的老

兵露宿，老百姓躲在橋底度日還遭到城管的騷

擾。故事還提及貨幣政策弄得市場大亂，物價

飛漲，民不聊生，無良奸商與外國租界人士勾

結發國難財等，但這些都點到即止。（這方

面，上海崑崙影業公司攝製的《萬家燈火》

〔1 9 4 8〕對戰後上海小資產階級以及底層人民

的生活，有非常深刻的反映。）

顯然易見，徐克在《上海之夜》裡「懷」

的是四十多年前上海那十里洋場的「舊」。對

八十年代的香港觀眾來說，舊上海是具有「異代

情調」（exot ic i sm）的特定時空。石琪指出，

《上海之夜》的編導在取材上有意向三、四十

年代的上海電影致敬，男主角鍾鎮濤扮演的街

頭小樂手吹大喇叭，就像袁牧之《馬路天使》

（1 9 3 7）中趙丹演的角色，他與樓下雙姝的

歡喜冤家關係，則像沈西苓的《十字街頭》

（1 9 3 7）；又令人聯想到像鄭君里的《烏鴉與

麻雀》（1 9 4 9）那樣擠提和搶購黃金。  1 5 鍾鎮

濤還仿效歷史人物聶耳那樣，在上海的霓虹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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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見吳國坤：〈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的政治審查〉，載於黃愛玲、李培德編：《冷戰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2009，頁 64。 
15
石琪：〈《上海之夜》—豐富奇情 有笑有淚〉，《明報晚報》，1984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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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夜》（1984）：導演徐克顯然並非有意著墨上海淪陷期間百姓的艱苦生活，或日軍侵略的殘酷現實，是充滿港式傳統

的亂世傳奇和愛情喜劇。

光映襯下於天台拉起小提琴（讀者可參考關錦

鵬的《阮玲玉》中聶耳的造型）。此外，影片

開首男女在橋下相遇的情節亦酷似荷里活電影

《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 1940）。這齣愛

情悲劇當時在上海上映，瘋魔了萬千影迷 （包

括作家張愛玲）。由羅拔泰萊（Robert Taylor）

與慧雲李（Vivien Leigh）飾演的男、女主角在倫

敦滑鐵盧橋上邂逅傾心，但在兩人決定結婚之

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男的要趕赴戰場，

女的不幸由芭蕾舞員淪落為風塵妓女。比較而

言，《上海之夜》採取時尚摩登、節奏明快的

浪漫喜劇模式，雷同的地方是當董國民投軍抗

日時，舒姐為了生計，已搖身成為舞女。她雖

被許多闊佬和惡少包圍、追逐，但矢志不肯賣

身，經常流連於蘇州河橋下，執著地等待情人

歸來。

八十年代初，隨著國內經濟改革開放的大

潮流，國語片一時間也興起拍攝以三、四十年

代上海為題材的電影，當中包括長城元老胡小

峰的《夜上海》（1 9 8 2）。在台灣，則有白景

瑞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1 9 8 4）。最為矚

目的，要數香港新浪潮導演的「懷舊潮」，因

為此時港產片的上海回憶，著實「包含著對當

時社會政治氣氛  —九七回歸與身份危機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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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應」。 1 6對「懷舊潮」的文化論述，研究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美國學者詹

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七十年代荷里活

的懷舊電影正是以一種拼湊（ pastiche）的手

法，在藝術上混和不同時尚形象，無論是佈景、

道具、服飾還是背景音樂，都把懷舊「玩」得很

風格化，創造出一種新的過去，傳達一種非關

歷史的「過去性」（pastness）。17 但我認為，

八十年代的香港「懷舊」有別於西方的「後現

代」境況，當中涉及更為複雜的中港關係、歷

史情景以至電影記憶，其歷史意識並沒有消

失，反而是潛藏在複雜的美學風格和電影敍事

之中。本文開首提到亞巴斯對「記憶話語」的

解釋，他相信少數具個人風格的「作者導演」

（auteur），能夠超越時下流行的規範，進而轉

向歷史的過去，探索自身的歷史經驗及文化身

份。  1 8李歐梵則相信，徐克的電影是重新想像

「上海—香港」雙城的聯繫與互動，表達這兩

個城市之間的聯繫。19

《上海之夜》的開首鏡頭聚焦在三位曼

妙女性的海報（女戰士、護士和教師），觀眾

看見「支援前綫團結抗戰」的標語，反諷意味

十足，幾分鐘後電影還出現了民國的國旗。

鏡頭往下推移，我們看見該地為法租界，有士

16
林離：〈妥協與自信〉，《電影雙周刊》，第 198期，1986年 10月 9日。 

17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8-52, 279-296. 

18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同註 4，頁 22-25。 

19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頁 309-310。



 

  

  

 

 

 

 

   

 

 

 

兵放哨。一名法國男士帶著中國妓女，來到法

租界不夜天夜總會，認為日本攻打上海，並不

會影響到法租界。洋人與華人買辦高談炒賣糧

食賺大錢，洋人道：「這裡是租界，租回來的

東西不用珍惜的，吃米吃麵包都無所謂，總之

能吃就不要浪費。今朝有酒今朝醉。」眾人在

夜總會裡高談闊論，時近上海淪陷前夕，莫非

有意影射香港在1 9 9 7 回歸是「大限將至」？

那邊廂，舞台上，跳舞女郎唱著跳著：「我跟

你像我跟他心中渴望，要這樂園要這地方變做

家鄉，笑一聲，唱一句，舞一場，這個小小地

方是我天堂」，而「世間上甚麼地方比得上，

這麼傳奇，這麼偉大，這麼漂亮」。徐克利用

一切過時的元素，把懷舊「玩」得相當輕鬆有

趣之餘，電影亦處處瀰漫著紙醉金迷的末世情

調：那個上海租界的不夜天，豈非也是當時中

英談判，香港前途未明，「馬照跑，舞照跳」

但又人心惶惶的隱喻？

徐克在訪問中直言，《上海之夜》並非想

要強調四十年代的上海與八十年代香港之間的

絕對聯繫，他更拒絕將電影中的董國民具體解

讀為香港，愛人舒姐直接隱喻為中國。但徐克

又坦言這又不純粹是愛情故事那般簡單，《上

海之夜》著重想去表現一段愛情  —經歷分

離、重認、又再分手  —「這等如大陸收回香

港，那種久不接觸而又突然重認時所產生的感

覺，大家都突然很矛盾、徬徨、惆悵的心理。

而再回想自己是中國人時，那種感情是很微妙

的。但當我發覺這種意義時，戲已經拍了一大

半，所以在結尾便特別強調這種感覺。」20

影片的結尾，是一場火車高潮戲。美國教

授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 甚至認為，這

場戲把歌曲、聲音及視覺韻律結合，是今天荷

里活沒法再拍得出來的。21 董國民時來運到，所

作的〈上海之夜〉安排在電台播放，但舒姐卻

答應了夜總會經理的婚事，當晚便要乘火車離

開。凳仔縱使不情願，但也把舒姐要離開的消

息告訴國民。他趕往火車站，及時跳上火車，

一曲〈晚風〉此際悠悠響起，火車在歌聲中開

出。徐克稱自己用歌曲歌詞構思這連串鏡頭，

但他並不是在搞低級滑稽笑話，反而想通過連

串的光影和聲音，表達一個有價值的歷史寓

言。《上海之夜》拍攝之際，正值香港需要重

新思考與內地關係之時，影片把本土議論帶往

一個寓言層次。上海被塑造為香港般擁擠與殘

酷的城市，人人欲闖進娛樂圈，這裡有月曆皇

后競選、廣告和消費主義的生活風氣。同時，

片中的流行文化和悅耳樂曲亦成為集體的記憶

與歷史。當火車載著男女主角離開上海，南下

向香港進發  —大家都知道上海這個當時中國

最國際化的城市，在1 9 4 9之後，便會給香港迎

頭趕上。22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電影和英殖香港的粵

語片，紮根於都市文明、電影工業以及繁榮的

消費娛樂文化，一直被視為「他者」，從來都

難以融入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和電影史之

中。如果說董國民（香港） 和舒姐（中國）兩

人經歷了分離然後重認的「結局」反映了當時

創作者對成為「中國人」的樂觀心態，今天重

看此片也許令人百感交雜。此時重聽黃霑創作

的主題曲〈晚風〉更堪回味：「我今夜夢，是

否你未來夢」，男女主角將來結合後，會否變

成「同床異夢」？ 還是共同擁有一個「中國

夢」？ 「癡癡請夜風，借時間讓情意，留下

愛沖淡他朝苦痛」，男女開首在橋下「一見鍾

情」（love at first sight），雙方互存的愛和信任

將來可不可延續？還是結局中的兩人相擁最後

變成「愛的終極凝視」（love at last sight）？

然而，從今天回看，男、女主角在「矛

盾、徬徨、惆悵」過後，一起離開上海，坐火

車到香港過新生活的「結局」，也可以作另一

層次的歷史解讀。當日擠擁在火車上的乘客，

可以想像成大批離開上海的文化人、企業家和

電影人，他們帶來了資本和才能，重建戰後香

港的電影工業，使香港瞬間取代上海成為全球

華語電影的中心。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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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聶耷、尤沖繩訪問，曾玉英整理：〈感性邏輯的第一步：訪問導演徐克〉，《電影雙周刊》，第 147期，1984年 10月 11日。 

21 
David Bordwell, 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9-40. 

2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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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立，之後內地大量居民因為逃避共產黨的

統治而遷居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約170萬急

增至1951年的201萬。然而，英國和中國政府對

中港邊境政策亦越來越嚴峻，港英政府採取收

緊內地人入境香港的政策，實際上是實行「封

關」策略，羅湖邊境從此變成了不能逾越的禁

區。新中國政權亦基於防止間諜和特務滲透內

地，實施了嚴限人流由香港進入內地的政策。

中港兩地人脈自1 9 5 0年開始中斷了自由交往，

但兩地文化血脈仍未曾割裂，由此孕育出香港

人和中國人之間複雜的身份矛盾和情感認同。

回歸前夕的「香港1941」：
淪陷和殖民的亂世困境

從冷戰到回歸前夕，香港電影大抵都缺乏

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情感，在全球化消費

主義的經濟體下，加上「九七」香港面臨易主

的命運關係，大眾傳媒及電影都瀰漫著一股高

漲的懷舊情緒，在「九七」陰霾下進行歷史回

顧。23同時，身處政治邊緣的電影人又運用不同

的敍事和美學風格，嘗試建構一種本土化的歷

史敍事聲音，回應香港人的集體渴望和社會焦
慮，重新呈現殖民地的歷史之餘，更要重寫香

港人的故事。

《等待黎明》是在1984年，由新浪潮先鋒

梁普智導演、陳冠中編劇的電影。葉劍飛（周

潤發飾）自幼父母雙亡，在戲班長大，後加入

苦力行列。在一場米倉暴動中，跟富正義感的

黃克強（萬梓良飾）不打不相識。黃克強本是

官宦世家，但家道中落，與米商夏中生（石堅

飾）的獨生女夏育男（葉童飾）是青梅竹馬的

朋友。勢利的夏父欲將育男許配給富家子弟。

育男為拒父命而計劃逃婚，決定與克強及劍飛

偷渡金山。天意弄人，遇上太平洋戰爭爆發，

三人逃亡的美夢隨著日軍佔據香港而破滅。電

影大部分情節發生在日治香港時期 （ 1941年12

月2 5日至  1 9 4 5年8月1 5日），期間劍飛為了成

全克強與育男之感情而當上漢奸，因而引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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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的誤解。最後，劍飛為幫助二人逃出香

港，捨身將日軍巡邏船炸燬。三人還未看得見

和平時刻，大難不死的只好苟活求存於亂世，

等待著黎明的來臨。 

1 9 4 1年1 2月2 5日，港督楊慕琦 （M a r k 

Aitchison Young）在半島酒店簽署降書，標誌

著英軍戰敗，英國統治香港暫告一段落。三天

後，日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頒佈了〈波集作命

甲第二二五號〉，並於翌日午後成立軍政廳，

取代「軍戰鬥司令所」，香港正式進入日本統

治的艱苦歲月。24日人的佔領在歷史上標示香港

被第二次殖民，而日軍統治香港的時間即「三

年零八個月」亦成為了日據香港的代名詞，期

間香港飽受戰火蹂躪，市民生命朝不保夕，彷

徨無助。事實上，直到日軍逼近侵略，英國人

仍未及積極準備保衛香港。由始至終，倫敦當

局從未重視過香港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英

國海軍在東南亞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中

日戰爭期間，英國政府想做的是試圖保持其作

為中立國的立場。25

電影開頭的廣播旁白便道：「公佈一再強

調，英國是不會放棄香港。本港各界人士對英

廷這項保證表示歡迎，認為有助安定人心。」

對1 9 8 4年的香港觀眾來說，《中英聯合聲明》

公佈以後，在中英兩國對香港於過渡期安排的

談判有待開始之際，無線電廣播似乎向觀眾傳

遞一點政治信息，表示英國即將在1 9 9 7年後放

棄香港的統治權，屆時是否會引起社會動蕩不

安？影片一開始就對英國人作出嘲諷，電台報

道英國人絕不會放棄香港，但鏡頭隨即轉向了

英國人離開香港和乘船撤僑。面對鏡頭採訪，

英國海軍軍官說道：「日本皇軍相當強大，但

我們亦不弱，無須要擔心。」記者進而問軍眷

會懷念香港甚麼，其答道：「上館子，逛公

司，特別是那些中國人的店子。」男軍官則

說：「中國女孩子。」葉劍飛混上船企圖偷渡

離港，卻被一名英國女孩玩弄，要葉劍飛當她

的奴隸，自己則扮演慈禧太后，這更加明顯地

23 
Eric Kit-Wai Ma, ‘Re-Advertising Hong Kong: Nostalgia Industry and Popular History’,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9, Number 

1, Spring 2001, pp 131-159. 
24
周家建：《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頁 v。 

25 
Poshek Fu,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同註 8，頁 67。



 

 

 

 

《等待黎明》（1984）

食米串連起各人物之間的階級、權力和愛情轇轕。 兩男一女的知己情誼令人想起杜魯福的《祖與占》（左起：周

潤發、萬梓良、葉童）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假）漢奸」葉劍飛忍辱負重（左：周潤發；右：翁世傑）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夏育男（後：葉童）擊殺日本軍官（前：翁世傑）。

影射英國殖民主義者高高在上的態度。

在香港進入日治時期後，日軍取代了英

國人成為權力核心，電影的角色亦呈現殖民地

式的權力結構：買辦角色的米商和新界士紳夏

中生、賣命跑腿的太保葉劍飛、與地方勢力勾

結的警官、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主角黃克強，還

有一班運米苦力和其他平民百姓，至於反日游

擊隊的角色則比較模糊。編劇有意重構由鄉里

社會上中下層組成的「協商共謀」式「殖民統

治」（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權力架構，誠如

羅永生分析，英帝國的統治策略是自下而上，

其目的是跟本土華商、地方士紳甚至知識份子

協商共謀，英國人藉此將殖民權力本土化而同

時又將之鞏固化。26有趣的是，電影聚焦在米商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夏中生一開始就囤積居奇，利用跟英國人的關

係，攫取漁人之利。電影以平民視點呈現另一

個鮮為人知的民間故事，鄉里在日治時期的掙

扎求存，而米作為日常食糧，是戰亂中維持生

命的必需品，爭奪米糧盡顯在亂世中求生的可

貴；食米同時又串連起各人物之間的階級、權

力和愛情轇轕，是電影中的一大亮點。

根據歷史專家的研究，日本攻打香港期

間，社會治安秩序大亂，米倉被搶掠的事例

不計其數。糧食落入黑市，造成了米價居高不

下。當日本全面佔領香港，驅趕英兵之後，米

倉遭日軍查封，直至1942年1月食米配給制度實

行，才使香港市民的基本生活開始得到保障。27

當時香港居民約有170萬，市面糧食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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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27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頁 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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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人選擇離開香港，逃難到澳門或是中

國國民黨政府管轄區。可是，市民大眾仍得繼

續「生活」，皆因人為求存活，會想盡辦法解

決眼前的困境。淪陷時期，人既要為生存而

活，也要為生活而活，當中的「活」是生命的

延續。生於亂世，生命更見寶貴，每一天能活

著或者已屬萬幸。28

於此，《等待黎明》以戲劇手段來重現部

分史實。電影描述在日軍壓境之前，地方黑勢

力乘機搶購食米，華警乘亂搶掠的情節；而外

省人花錢買米，遭到了本地流氓的襲擊，則反

映了四十年代外省難民在香港的困境，本地人

和外地人的矛盾並非始自今日。日治時期來臨

後，日軍先操控米糧的供應，牢牢主宰平民百

姓的生存權，要脅他們效忠皇軍。葉劍飛見到

小孩寧拾馬糞也要聽從父輩的訓導，不願領取

派米，令他感到汗顏而不知所措。在日人「中

日親善萬歲」的動員會中，日軍軟硬兼施，一

手拿米，一手拿刀來威脅港人，又用嬰兒來練

習刀法，強逼所有平民歌頌大東亞共榮，改唱

李香蘭的歌，支持日本殖民者。劍飛曾目睹日

軍殘暴殺人，只好先曲意逢迎，再謀打算。他

帶頭高呼「大東亞共榮萬歲」，又和黃克強合

力將不肯領取派米的育男拖至派米處，惟恐日

軍會找他們的麻煩。為使朋友脫險，劍飛高呼

日人口號，同時埋下他後來虛與委蛇做漢奸的

伏筆。電影表現的是老百姓的求生本能和意

志，脫去了中國知識份子「餓死事小，失節事

大」的傲骨和道德枷鎖，似乎更能反映編導

（和香港人）的態度。面臨生死危機，人的求

生欲念是最可貴和實實在在的，要生存，惟有

作表面的妥協。

《等待黎明》中的日軍，拉攏地方富商，

口口聲聲要維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又說要趕

走西方人，這當中有其歷史根據。二戰時日本

人聲稱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以解放亞洲國

家飽受歐洲白種人殖民主義之苦，來掩飾其侵

略者的面目。然而，電影中所深責的更多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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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追求個人利益的中國人，如囤積居奇的米

商、趁火打劫的警察，還有為日本人拉壯丁的

元朗鄉紳，皆是居於社會中上層的人物。當新

的殖民宗主進佔以後，他們很快便調整態度，

與之共謀並勾結，以維持社會的新秩序為名，

中飽私囊為實。

其中一段描述夏中生與日本人談話，就極

盡挖苦土豪劣紳肚滿腸肥之能事。

日本軍官：你們香港人在我眼裡就是這個樣

子（伸出尾指，指著腳板底）。

夏中生：是，我知道，我知道……

日本軍官：你們的思想完全中了西方人的

毒。

夏中生：我知，我知（吐痰）。

日本軍官：加上中國人的壞習慣。

夏中生：我改，我改。

日本軍官：現在是你們的好機會，重新做

人，加入新政府，迎接新時代，為新秩序服

務。

夏中生：我一定歇盡綿力。

日本軍官：我們亞洲人一定要爭一口氣。

夏中生：是，我一定盡力。

日本軍官：證明給全世界的人看，我們趕走

所有的白種人後，香港一樣可以欣欣向榮。

夏中生：我一定盡力。

從歷史回憶回到劇中人物的感情跌宕起

伏，陳冠中曾在訪問中自道：「故事相當傳

統，但不是老老實實逐點交代，而是較跳躍

式，以感情作連繫，而非用事件一場接一場

接得很實那一種，可能也是較歐陸一點。」 2 9

這兩男一女的知己情誼，亦令人想起杜魯福

（François Truffaut）的《祖與占》（Jules et Jim, 

1 9 6 2）。  3 0戲中三位男女主角受到愛慾的折磨

外，還有個人理想的執念，對香港的愛恨一直

表現於去或留的矛盾抉擇之中。劍飛一心想去

新金山、舊金山開拓更廣闊的天地；育男一心

28
周家建：《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同註 24，頁 vi-vii。 

29
李焯桃：〈從議論家到講古佬：訪問《等待黎明》編劇陳冠中〉，《電影雙周刊》，第 141期，1984年 7月 14日。 

30
石琪：〈《等待黎明》：亂世奇緣 悲中有喜〉，《明報晚報》，1984年 11月 1日。



 

 
              

 

 

 

 

 

 

想離開傳統家庭的束縛；克強則想回內地打

拼。第一次三人相約一同離開香港，結果臨行

前太平洋戰爭爆發，大家都走不成。第二次在

逃避日軍炮火之下，劍飛卻選擇在碼頭留下，

跟克強和育男「一起留一起走」，三人表現出

純真和溫柔的情誼，笑著說個人先不可倒下，

否則香港真的快要塌了。都說人要離開一個地

方可以好容易，但留下來的抉擇，有時卻需要

很大的勇氣和承擔。從今天的評論看來，這部

電影訴說了亂世兒女私情，「香港人意識尚未

確立的年代，人是如何尋找自己的歸屬，它對

香港的處理，對角色的所謂香港人意識的處

理，都別有深意，也許今天再看，亦不感到過

時，反而會有新的解讀……而去留之間的思

考，也許從未在香港人心中停止過。」31

《等待黎明》比較具爭議之處，相信是葉

劍飛一度扮演的「（假）漢奸」。在現代中國

的政治話語裡，「漢奸」一詞隱含對「漢族」

乃至「中華民族」身份的背叛和欺騙。晚清激

進人士為了建設以漢族為（單一）中心的現代

中國，而開始使用「漢奸」一詞來指涉對漢族

利益做出背叛行為的異己之徒。32 回到漢奸和中

國人身份焦慮的問題，男性漢奸一直以來都是

戰爭片和國防電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從趙傑峰的觀察所得，由於三、四十年代港英

政府為表中立，禁止電影明言「抗日」或具有

鮮明敵對意識；同時又因中國政府和愛國人士

的壓力，香港國防電影必定要在某程度上有利

宣揚抗戰事功。這導致當時香港的電影人（尤

其是  1 9 3 9年後）夾在一個「抗」與「不能抗」

的尷尬境地，他們只好把抵抗意識投射在「漢

奸」人物身上，即他們變成了日本敵人的化

身。33

事實上，香港在冷戰時期一直提供了一個

寶貴的文化空間，給予上海流亡的南來文人，

以至香港土生的新一代，在香港這個「不中不

西」的殖民地重新看待「漢奸」、「賣國」等

議題，重新講述日佔時期的歷史，重新審視

「中國性」（Chineseness）和「中國人」身份的

問題，並以電影重新審視關於戰爭和殖民佔領

的歷史景觀。至於周潤發在《等待黎明》所

演的漢奸，看來更似港產江湖片中的「臥底」

（undercover），跟新的殖民者共謀以多番幫助

自己人。劇中葉劍飛有著江湖義氣，為了朋

友，他拒絕育男的愛意，但又為了育男而隻身

闖入元朗救出克強。他甘為「假漢奸」（「臥

底」），也是出自走江湖伎倆的本性，最後與

日軍巡艇同歸於盡，為成全克強、育男捨身成

仁，更是肝膽相照的江湖義氣表現。香港左派

影評人列孚說對了，葉劍飛實質並不是典型的

中國知識份子模樣。34 還要補充的一點是，港產

抗日戰爭片中的葉劍飛並沒有被塑造成類似內

地抗戰片中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背負著國

家意識形態的宣傳。他具備的是港式江湖片中

浪漫英雄的氣質，為情為義可以不管生死而上

刀山甚至往地獄去。

明顯地，電影中的男女主角也沒有表現出

「愛國」精神，或任何漢族中心主義的思想，

他們的反日情緒，更多是因為他們見證過日軍

的殘暴。三人曾經目睹日軍在其營內對中國戰

俘砍頭的一幕，而縈繞育男心頭不去的一張日

軍刺穿並高掛嬰兒的照片，差點把她逼瘋，更

迫使她最後擊殺了日本軍官。如果日人砍殺中

國人的幻燈片曾經激發中國作家魯迅要以文學

「救國」的高尚情操 ，那麼《等待黎明》中砍

頭情節所激發男女主角的惻隱之心，除了執意

我們要保持與惡的距離，更多是包含了個人而

非具集體色彩的人道主義。

《等待黎明》嘗試以文藝片形式經營抗

日電影主題，野心不少。港產片素來並不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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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陳子雲：〈【陳冠中專輯】他這一代香港人：陳冠中與《等待黎明》〉，「港人字講」， 101藝術新聞網， 2016年 3月 21日， 

http://www.101arts.net/viewArticle.php?type=hkarticle&id=2212。 
32 

Yuji Xu, ‘Misread Meiji Japan, Overcome Republican China: Rethinking Zheng Xiaoxu’s Political Philosophy’, MPhil Dissertatio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9, pp 8-13. 
33
根據趙傑峰的分析，大部分現存的香港國防電影中，也存在漢奸形象，如司徒慧敏的《游擊進行曲》（ 1941）、蔡楚生的《孤

島天堂》（1939）、侯曜的《太平洋上的風雲》（1938）和《血肉長城》（1938）、湯曉丹的《民族的吼聲》（1941），甚

至一些「鬼怪片」如黃岱的《鍾馗捉鬼》（1939）中也有對漢奸的諷喻。 
34
列孚：〈葉劍飛不是知識分子—再談《等待黎明》〉，《文匯報》，1984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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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史詩式的敍事結構，而電影可能需要長至
三小時的篇幅，才能縷述主角三人的關係和遭

遇，營造出時代變遷的氣氛。電影沒有宏觀的

視野，更像是個人碎片化的戀人絮語或私歷

史，但這不能抹煞影片作為港產文藝片的貢

獻。整條故事主線穿插著育男的女性敍事聲
音，通過她回憶自己與兩個男性之間的情誼，

反映香港淪陷前後的動盪時代。女主角以私人

視角講述香港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卻又是她生

命中見過最特別的黎明。影片以黎明時分作

開場和結尾的呼應，完結前只見女主角站在

晨光之中憶述他們三人的故事，沒有道出劫後

餘生的她身在何處，觀眾只聽見她道出：「香

港快要塌下了，但我的生命才剛剛開始。」黎

明尚未到來，而「香港的未來存在著太多的  

UNCERTAINTIES 〔不確定〕了。」 35 

CODA

同時期許鞍華拍攝的《傾城之戀》，在

改編張愛玲的原著基礎上，加插了一段英國人

向日軍投降、棄守香港的一段故事，這可說是

八十年代中電影人對香港未來的反思。時間一

晃三十多年以後，同是新浪潮健將的許導演對

香港抗日的本土故事念茲在茲，2017年推出

《明月幾時有》，在內地公映時雖然宣傳為香

港回歸二十周年的獻禮，但該片還可以看作是

一部有誠意的香港作品。許鞍華用她最擅長的

文藝手法，以一對母女和家庭作主線，重現英

軍撤出香港之後游擊組織東江縱隊於  1 9 4 2年在

香港的抗日行動，期間協助營救了茅盾、鄒韜

奮、何香凝、柳亞子、梁漱溟、梅蘭芳等幾百

名在港滯留的文化人，將他們安全地送返內  

206 地。影片通過梁家輝所扮演的彬仔—一個老

邁的香港人作主觀憶述—重構過去的歷史事

件，故事不斷徘徊在主觀追憶和「客觀」的現

實之間，讓觀眾審視我城淪陷的電影記憶，重

新思考中港之間變動不居的關係。有如上海學

者石川所言，《明月幾時有》還應放在內地與

香港的複雜關係和香港身份的雙重性的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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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3 6 有云「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佔領我城的電影記憶歷經南來影人和香港本土

導演多番上下求索，通過國語片、粵語片、港

產片而又回歸到說普通話的合拍片去營造，從

南來影人來港拍攝中國內地的故事，到今日香

港導演北上講香港的故事。那種「我城失陷」

的感懷始終揮之不去，大眾的訴求還不過是希

望過著太平和平常的日子吧。

吳國坤，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哲學博士，

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學院副教授，研究

興趣包括華語電影、電影審查、粵語電影史與左翼政

治、文學與電影改編、批判理論及美學等。

35
戚傳輝：〈微妙的三角關係：《等待黎明》〉，《電影雙周刊》，第 149期，1984年 11月 8日。 

36
石川：〈《明月幾時有》：戰時香港的「清明上河圖」〉，《當代電影》，第 8期，北京，2017 ，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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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黎明》（1984）



 

 

 

 

 

附錄

德寶大事記
整理：黃夏柏、周荔嬈

年份 德寶 香港影壇／娛樂圈 

1983 

1983.11.22 Dickson Films Company Limited（廸生影業有限公司）註冊成立。

1984 

1984.1.30 潘廸生（董事局主席）聯同岑建勳（執行董事）、吳耀漢、陳欣健等出

席記者招待會，公佈成立德寶電影公司。 

1984.2.10 德寶電影有限公司（D & B Films Co., Ltd.）註冊成立。 

1984.6.22 創業作《雙龍出海》在嘉樂、邵氏雙線聯映。 

1984.7 廸生娛樂影業有限公司自  Dickson 

Films Company Limited易名成立，主

力製作演唱會。 

1984.12 影片廣告開始採用「德寶電影 觀眾之寶」口號。 

1985 

1985.1.1 《雙龍出海》經台灣七賢影業公司發行公映，票房報捷，後雙方協議，

該年度德寶將供應四片予七賢，於其中國院線放映。 

1985.4.13 《等待黎明》（1984）於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八項提名，最後奪得

最佳攝影（黎萃明）。 

1985.4 邀得陳翹英自無綫轉職加盟，出任創作部經理，另聘邵國華、曾謹昌為

編劇。 

1985.5.1 租用堅成 B廠拍攝電影。 

1985.5.23 洪金寶加入公司董事局，又邀得許冠文加盟。 

1985.6.7 周潤發憑《等待黎明》榮獲第三十屆亞太影展最佳男主角。 

1985.7 成功租賃邵氏的翡翠、文華、黃金及寶聲戲院，並以原邵氏院線為基礎

組織德寶院線。 

1985.8 宣佈與珠城製片有限公司合作攝製《夢中人》（  1986）和《地下情》

（1986），另邀得高志森、馮世雄和于仁泰（「三人組」）自新藝城轉

投德寶。 

1985.11.2 組成逾三十人代表團赴台灣出席第廿二屆金馬獎頒獎典禮，《等待黎

明》獲最佳電影等三項提名，終由周潤發勇奪最佳男主角。 

1985.11 德寶與邵氏合組公司 S & P Film Laboratory Limited，雙方各佔一半股份，

專門進行沖印、剪片等後期工序。

成立德寶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1985.11.21 邵氏院線公映最後一部新片《替槍

老豆》，五天下畫，後重映了四天

《緣份》（ 1984），院線隨即終止。 

1985.11.29 潘廸生、黃創山、張國忠創立藝能

投資有限公司。 

1985.11.30 德寶院線正式成立，聯同西片線共1 8院公映《皇家師姐》，開始採用

「睇好戲 睇德寶」口號。 

1986 

1986.1.1 影片轉交龍祥影業有限公司在台灣發行，於今日院線放映；後德寶、龍

祥合作拍攝《異鄉故事》（1987）。 

1986.1.11 與日本千葉製作社簽約合作拍片，包括邀請真田廣之演出《皇家戰士》。 

1986.2.9 首度推出賀歲片《八喜臨門》，並以該片名義贊助市民於大年初一凌晨

二時至清晨六時免費乘搭地下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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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3 潘廸生出讓藝能六成股份，退出該

公司。 

1986.6.5 《癲佬正傳》首映，同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猛烈抨擊該片意識不良，當

天影片要再送電影檢查覆審委員會覆檢，後獲准繼續公映。 

1986.6.18 潘廸生與金公主院線負責人雷覺坤舉行記者招待會，公佈雙線首度攜

手，聯映《皇家戰士》。 

1986.7.16 由電影從業員組成的香港影業協會

成立。 

1986.7 李小龍兒子李國豪應邀來港拍攝《龍在江湖》。 

1986.8.1 租賃位於油麻地的新大華戲院，成為德寶院線九龍區的重點戲院，同時 Dickson Music Industries Ltd（DMI）

租得比鄰的大華戲院，交由通用影藝有限公司排映外語片。 註冊成立，首推陳百強《凝望》大

碟。 

1986.8.2 《戀愛季節》上映午夜場後被抽起，直至同年 10月 16日才正式公映。 吳宇森執導《英雄本色》公映，票

房紀錄破天荒逾  3,400萬元，掀起

英雄片潮流。 

1986.11 張家振出任海外發行部經理，專責拓展影片的國際市場。 

1986.12 於台灣第廿三屆金馬獎取得五項獎項：《最愛》獲最佳女主角（張艾

嘉）、最佳女配角（繆騫人）及最佳美術設計（張叔平）；《癲佬正傳》

獲最佳男配角（秦沛）；《夢中人》獲最佳服裝設計（張叔平）。 

1987 

1987.1.1 以新大華及京都戲院 1院組成德寶 B線，首部放映電影為台灣片《沙喲

娜拉．再見》。該線以放映非港產電影為主，並與德寶院線靈活組合公

映港產片。 

1987.1.6 俞琤、甘國亮公佈其合組的某一間製作有限公司，替德寶拍攝影片，首

作《神奇兩女俠》於同年 10月 3日公映。 

1987.1.28 賀歲片《富貴逼人》公映，票房逾 2,700萬，創德寶開業以來最高票房

紀錄。 

1987.2 與東映株式會社達成協議，《皇家戰士》在日本 160家戲院公映。 

1987.2.17 宣佈谷薇麗、梁衛民加入公司董事局。 

1987.2.20 《地下情》應邀參與柏林影展「國際青年電影」部分作觀摩放映。 

1987.3 進行內部改組，由岑建勳、谷薇麗各領一組，每組包含不同創作小組。 

1987.3 鑑於當時電影檢查條例存在法律漏

洞，政府邀請香港影業協會、電影

界代表重新制訂條例。 

1987.5.7 首次在康城影展設置銷售攤位，推介《皇家師姐》、《龍在江湖》及《中

華戰士》，以《龍》片最受外國片商歡迎。 

1987.5.29 唐書璇攝於 1974年的《再見中國》經重新送檢獲通過，於德寶院線公

映，該片遂首次得以在香港的商業戲院放映。 

1987.7.22 公佈與好朋友影業公司達成協議，合作營運院線，把一半映期交好朋友

排片，每年排映至少十部。好朋友創業作《用愛捉伊人》於該年 11月 

26日首映。 

1987.7 取消基本演員合約制度，改為部頭合約，藝人可自由接拍其他公司影

片。 

1987.9.15 潘廸生宣佈退出董事局，不再處理德寶的行政及製作事宜，並由梁衛民

出任董事局主席。 

1987.10 冼杞然加入董事局，出任執行董事，並由陳學人擔任行政及製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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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2.1 谷薇麗正式卸下所有職務，退出董事局。

1987.12 岑建勳公佈已辭去德寶的職務。

1988 

1988.1.1 馮秉仲、陳榮美組成新寶院線，放

映《奸人本色》。 

1988.1 高志森、馮世雄、于仁泰與德寶達成協議解除合約。 

1988.2.12 《皇家師姐之 III雌雄大盜》開鏡，該片女主角楊麗菁（即楊麗青）由

台灣演員王戎引薦給冼杞然，成為「皇家師姐」接班人。《特警屠龍》

（袁和平與甄子丹首部德寶電影）及《雙肥臨門》亦於同日開鏡。 

1988.3 委託美亞影帶在香港、澳門發行德寶影片的 VHS錄影帶，首四部為《雙

龍出海》、《皇家師姐》、《最愛》及《富貴逼人》。 

1988.4.10 多部德寶電影於第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合共獲 22項提名，終摘下五獎：

《秋天的童話》獲最佳電影、最佳編劇（羅啟銳）及最佳攝影（ James  

Hayman、鍾志文），《最後勝利》獲最佳剪接（蔣國權），《不是冤

家不聚頭》獲最佳女主角（蕭芳芳）。 

1988.6.25 與台灣學甫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同學會》（又名《嘩鬼學校》）於台

灣公映。該片為支持演員王戎而開拍，由冼杞然與王戎聯合監製，並未

在港放映，之後德寶沒有再與台灣公司合作拍片。 

1988.8.18 好朋友製作的《女子監獄》公映，之後停止與德寶共同經營院線。 

1988.8 與邵氏洽談續租戲院一度出現變數，期間嘉禾亦有意競投，最終德寶成

功續約。 

1988.9.15 首次在紐約舉行的「香港電影節」由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主持開幕

禮，選映了《神奇兩女俠》等八部港片，該片導演甘國亮及演員鄭裕玲

均有出席該活動。 

1988.11.10 港府制定《電影檢查條例》，實施

電影三級制。 

1988.11.26 公司辦公室由尖沙咀遷往九龍塘根德道五號，集合製片部、宣傳部、海

外發行部等，另設放映間、小型剪片間等。 

1988.12 屬於德寶院線的新大華戲院落實拆卸。 

1989 

1989.1 宣佈已在美國成立德寶北美洲電影有限公司，發展當地市場和院線。 

1989.7 林子祥簽約成為基本演員，不得外借拍片。 

1989.8 台灣新船電影企業有限公司在港設公司拍片，並支持獨立公司浚昇、威

震的製作，所攝影片均排映於德寶院線。 

1989.9.15 《秋天的童話》在日本公映。 

1990 

1990.1.18 原嘉禾戲院易名新寶戲院，成為新

寶院線龍頭戲院，院線共有 20間戲

院。 

1990.1.26 《等待黎明》在日本公映。 

1990.4.12 天藝集團出品、中港影人合作的《秦俑》於德寶院線公映，演員鞏俐、

張藝謀來港宣傳，引起哄動。 

1990.6 甄子丹與德寶提前解約。 

1990.8 贊助當屆亞洲小姐選舉，冠軍將簽約德寶成為基本演員。其後該屆參選

者梁玉燕加盟，改藝名梁琤，擔任《黑貓》（1991）女主角。 

1990.8.10 嘉禾與思遠公司聯合出品、周星馳

主演的《賭聖》上映，賣座  4,132

多萬，打破票房紀錄。 

1990.8.24 冼杞然執導的《一咬 OK》公映，為首部採用數碼錄音環迴立體聲音響

效果設計的港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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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2.4 德寶、嘉禾、和記通訊及一家美國廣播集團合組的高藝廣播公司

（Metropolitan Broadcasting）申請第二個商業廣播牌照，於翌年第二季開

播，即後來的新城電台。

1991 

1991.7.22 新城電台新聞台啟播，兩個音樂台

先後於 8月 2及 14日啟播。 

1991.9.5 宣佈於該年 11月停辦德寶院線，並把四家戲院交回邵氏，但仍維持電

影製作。 

1991.10 黃百鳴聯同羅傑承，與邵氏達成協

議，以原德寶院線為骨幹，組成永

高院線。 

1991.11.29 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最後一部出品

《蠻荒的童話》公映。 

1991.11.30 永高院線正式運作，首映《豪門夜

宴》。 

1991 以香港為基地的衛星電視有限公司

投入服務，把節目廣播至亞洲各

地。 

1992 

1992.1.8 《家有囍事》的毛片遭匪徒搶走，

演藝界於同月 15日發起「香港電影

界反黑幫暴力大遊行」。 

1992.3.31 德寶董事局主席梁衛民辭去所有廸生創建集團的職務。 

1992.4.16 富藝國際電影發行公司董事蔡子明

被兇徒槍殺。 

1992.5 黃百鳴退出永高院線，並於翌年  1

月 1日組成東方院線。 

1992.10.1 《黑貓 II刺殺葉利欽》首映，為德寶最後製作的電影。 

1992.12.24 金公主負責人雷覺坤病逝，公司亦

停止運作。 

1992 港產片 1992年全年票房 12億 4,017

萬，達歷史高峰，往後持續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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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出品片目
所有影片均由德寶出品（若有聯合出品及攝製公司見附註）；除特別說明外，出品人均為潘廸生（若有聯合出品

人見附註）。

片名 日期 監製／策劃 導演 編劇 演員 附註 

1 雙龍出海 1984.6.22 洪金寶／ 陳欣健 德寶創作組 吳耀漢、 ‧為寶禾出品的《神勇  
The Return of 岑建勳 岑建勳、 雙响炮》（1984）第 
Pom Pom 葉德嫻、 二集

惠英紅 ‧顧問：午馬

‧票房$18,455,255 

2 等待黎明 1984.11.1 岑建勳／ 梁普智 陳冠中 周潤發、 
Hong Kong 1941 陳冠中 萬梓良、

葉童、

谷峰、

石堅

‧出品：德寶、寶禾

‧出品人：潘廸生、洪

金寶

‧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攝影（黎萃

明）；第廿二屆金馬

獎最佳男主角（周潤

發）；第三十屆亞太

影展最佳男主角（周

潤發）

‧票房$7,223,400 

3 貓頭鷹與小飛象 
The Owl vs Bumbo 

1984.12.12 洪金寶／

午馬、

岑建勳

洪金寶 張麗玲 洪金寶、

林子祥、

葉德嫻、

楊紫瓊

‧票房$21,313,636 

4 智勇三寶
又名：三元及第

台名：大笨賊 

Mr. Boo Meets 
Pom Pom 

1985.3.9 洪金寶／

陳欣健、

黃仁達

午馬 陳偉儀 許冠文、

吳耀漢、

岑建勳、

胡茵夢

‧票房$17,089,402 

5 生死綫
台名：跳動生死線 

The Island 

1985.10.11 洪金寶／

葉德嫻

梁普智 — 岑建勳、

區凱倫、

黃斌、

邵傳勇

‧舒琪參與編劇

‧第五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攝影（潘恆

生）

‧票房$3,819,123 

6 皇家師姐
台名：小蝦米

對大鯨魚 

Yes, Madam 

1985.11.30 洪金寶／

午馬、

史美儀

元奎 黃炳耀 楊紫瓊、

羅芙洛、

岑建勳、

孟海、

徐克

‧德寶院線開線影片

‧第五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男配角（孟

海）

‧票房$10,019,862 

7 聖誕奇遇結良緣
台名：汽水炸彈 

It's a Drink! 
It's a Bomb! 

1985.12.19 洪金寶／

陳翹英

鍾志文 曾謹昌 林子祥、

張曼玉、

岑建勳、

劉江

‧鍾志文首部執導作品

‧票房$10,000,378 

8 奪寶計上計 
From Here to 
Prosperity 

1986.1.9 洪金寶／

黃仁達

陳欣健 陳翹英、

曾謹昌

吳耀漢、

姜大衞、

柯俊雄、

龐秋雁

‧票房$5,528,987 

9 八喜臨門 
My Family 

1986.1.30 谷薇麗 ／

于仁泰、

高志森

馮世雄 高志森；

劇本創作組：

馬偉豪、

陳敢權、

彭健兒、

麥炳昌、

黎國明

吳耀漢、

馮寶寶、

呂方、

羅美薇

‧票房$15,29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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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日期 監製／策劃 導演 編劇 演員 附註

10 聽不到的說話
原名：手語

又名：小圈子 

Silent Love 

1986.3.6 洪金寶／

陳冠中

姜大偉

（即姜

大衞）

邵國華、

岸西

馬斯晨、

劉青雲、

黃斌、

蘇祖兒

‧票房$5,173,730 

11 霹靂大喇叭 
Where's Officer 
Tuba? 

1986.3.20 洪金寶／

黃錦燊

劉觀偉、

陳欣健

黃炳耀 洪金寶、

張學友、

王祖賢、

姜大衞

‧票房$16,822,229 

12 痴心的我
台名：我已成年 

Devoted to You 

1986.4.11 谷薇麗／

于仁泰、

馮世雄

高志森 高志森；

劇本創作組：

馬偉豪、

陳敢權、

張焯雄、

黎國明、

勞文生

張學友、

李麗珍、

羅美薇、

王敏德

‧票房$7,469,783 

13 夢中人 
Dream Lovers 

1986.4.25 梁李少霞 區丁平 文雋、

邱戴安平

（即邱剛健）；

故事：邱剛健

周潤發、

林青霞、

楊雪儀、

黃曼梨

‧攝製：珠城

‧第六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電影配樂（羅

永暉）；第廿三屆金

馬獎最佳服裝設計

（張叔平）

‧票房$7,289,958 

14 癲佬正傳
台名：天天星期七 

The Lunatics 

1986.6.5 岑建勳／

陳冠中

爾冬陞 爾冬陞 馮淬帆、

葉德嫻、

秦沛、

周潤發、

梁朝偉

‧爾冬陞首部執導作品

‧第六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男配角（秦

沛）、最佳美術指導

（黃仁逵）；第廿三

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秦沛）

‧票房$9,350,070 

15 皇家戰士 
Royal Warriors 

1986.6.26 岑建勳／

陳翹英

鍾志文 曾謹昌 楊紫瓊、

真田廣之、

王敏德、

白鷹

‧第二組導演：杜琪

峯；第三組導演：陳

欣健

‧與麗聲院線聯映

‧票房$14,575,873 

16 操行零分 
Conduct Zero 

1986.7.17 岑建勳、

陳冠中

葉輝煌 馮禮慈 何啟南、

劉芊蒂、

鄧展鵬、

林延康

‧葉輝煌首部執導作品

‧票房$1,158,955 

17 最愛 
Passion 

1986.7.24 岑建勳／

俞琤

張艾嘉 張艾嘉 張艾嘉、

繆騫人、

林子祥、

黃曼

‧第六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女主角（張艾

嘉）、最佳電影歌曲

（〈最愛是誰〉）；

第廿三屆金馬獎最佳

女主角（張艾嘉）、

最佳美術設計（張叔

平）、最佳女配角

（繆鶱人）

‧票房$8,757,828 

18 雙龍吐珠 
Pom Pom 
Strikes Back! 

1986.8.14 岑建勳／

黃錦燊

葉榮祖 陳偉儀 岑建勳、

吳耀漢、

葉德嫻、

羅美薇

‧票房$10,533,418 

19 地下情 
Love Unto Wastes 

1986.8.30 梁李少霞 關錦鵬 黎傑、

邱戴安平

（即邱剛健）；

故事：黎傑

梁朝偉、

金燕玲、

溫碧霞、

周潤發、

蔡琴

‧攝製：珠城

‧第六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女配角（金燕

玲）、最佳編劇（黎

傑、邱戴安平）

‧票房$5,08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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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日期 監製／策劃 導演 編劇 演員 附註

20 戀愛季節 
Kiss Me Goodbye 

1986.10.16 岑建勳／

俞琤

潘源良 陳冠中、

潘源良

李麗珍、

黃耀明、

林保怡

‧潘源良首部執導作品 
‧19  86年8月2日公映午
夜場，延至同年1 0月 
16日才正式公映。

‧票房$1,835,047 

21 警賊兄弟
原名：太陽之子 

Caper / Hong Kong 
Cyber Brothers 

1986.11.12 岑建勳、

陳冠中

馮意清 羅啟銳；

故事：陳冠中

張國強、

溫碧霞、

何啟南、

方剛

‧票房$4,059,006 

22 兄弟 
Brotherhood 

1986.11.22 岑建勳 冼杞然 冼杞然、

葉廣儉、

馮瑞熊、

伍偉賢

李修賢、

萬梓良、

林偉、

谷峰

‧票房$7,707,550 

23 龍在江湖
原名：龍的傳人 

Legacy of Rage 

1986.12.20 岑建勳、

谷薇麗／

高志森、

馮世雄

于仁泰 高志森、

馮世雄

李國豪、

王敏德、

簡慧珍、

陳惠敏

‧票房$9,239,759 

24 富貴逼人 
It's a Mad, Mad, 
Mad World 

1987.1.28 谷薇麗／

于仁泰、

馮世雄

高志森 高志森；

劇本創作：

馬偉豪、

周旭明、

黎國明

董驃、

沈殿霞、

曾志偉、

陳奕詩、

李麗珍、

關佩琳

‧票房$27,141,624 

25 歡樂5人組
原名：梁山人馬 

The Godfy Gang 

1987.2.19 岑建勳／

陳翹英

馮淬帆 陳翹英、

區華漢

爾冬陞、

羅美薇、

馮淬帆、

高麗虹

‧票房$5,080,345 

26 最後勝利 
Final Victory 

1987.3.12 岑建勳／

俞琤

譚家明 王家衛 曾志偉、

李麗珍、

李殿朗、

徐克

‧第七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剪接（蔣國

權）

‧票房$5,795,427 

27 異鄉故事
原名：娼館 

Sapporo Story 

1987.3.27 岑建勳、

黃華麒／

陳冠中、

張海興、

胡大為、

張炎江、

黃華麒

黃華麒 張海興、

胡大為、

張炎江、

黃華麒

鄭文雅、

蘇明明、

矢島健一、

三浦香緒

‧出品：德寶、龍祥

‧出品人：潘廸生、王

應祥

‧票房$4,347,693 

28 中華戰士 
Magnificent Warriors 

1987.4.15 岑建勳／

黃仁達

鍾志文 曾謹昌 楊紫瓊、

吳耀漢、

爾冬陞、

盧冠廷、

劉芊蒂

‧第二組導演：杜琪

峯；第三組導演：岑

建勳；第四組導演：

爾冬陞

‧票房$8,324,957 

29 不是冤家不聚頭
台名：一魚兩吃

三人行 

The Wrong Couples 

1987.6.11 岑建勳／

陳冠中、

陳國新

姜大偉

（即姜

大衞）

陳冠中 蕭芳芳、

吳耀漢、

關佩琳、

秦沛

‧第七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女主角（蕭芳

芳）

‧票房$8,969,422 

30 鬼馬校園
台名：校園點將錄 

Porky's Meatballs 

1987.7.4 谷薇麗／

于仁泰、

馮世雄

高志森 馬偉豪、

高志森；

劇本創作：

周旭明

李麗珍、

陳山河、

陳松齡、

谷峰

‧第二組導演：于仁

泰、葉輝煌

‧票房$5,751,420 

31 秋天的童話
台名：流氓大亨 

An Autumn's Tale 

1987.7.16 岑建勳／

俞琤

張婉婷 羅啟銳 周潤發、

鍾楚紅、

陳百強、

黃淑儀、

吳福星 

‧第七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電影、最佳編

劇（羅啟銳）、最佳

攝影（James Hayman、
鍾志文）；第廿三屆金

馬獎最佳男主角（周

潤發）

‧票房$25,54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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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日期 監製／策劃 導演 編劇 演員 附註

32 通天大盜 
Easy Money 

1987.8.22 潘廸生／

陳學人

冼杞然 葉廣儉、

彭濟材、

韋家輝

楊紫瓊、

林子祥、

鄭則仕、

谷峰

‧第二組導演：李志毅

‧票房$13,999,516 

33 你OK，我OK 
You're O.K, I'm O.K! 

1987.9.24 谷薇麗／

于仁泰、

高志森

馮世雄 馬偉豪、

黎國明、

周旭明

張國強、

羅美薇、

湯鎮業、

吳家麗

‧票房$3,358,039 

34 神奇兩女俠
台名：胭脂雙響炮 

Wonder Women 

1987.10.3 俞琤 甘國亮 甘國亮 鄭裕玲、

葉童、

王敏德、

潘震偉

‧攝製：某一間

‧甘國亮首部執導作品

‧票房$7,619,506 

35 情義心 
Fury 

1988.1.16 岑建勳／

陳翹英

王龍威 陳翹英 王敏德、

李子雄、

陳欣健、

吳家麗

‧票房$3,751,247 

36 富貴再逼人
台名：樂樂六合彩 

It's a Mad, Mad, 
Mad World II 

1988.2.13 谷薇麗／

馮世雄、

于仁泰

高志森、

宋豪輝

馬偉豪、

吳蒼洲

（即吳滄洲）、

詹仕紈

（即阮世生）、

高志森；

劇本顧問：

黎永強

董驃、

沈殿霞、

陳奕詩、

李麗珍、

關佩琳、

盧冠廷

‧第二組導演：于仁泰

‧票房$25,814,268 

37 猛鬼佛跳牆 
Bless this House 

1988.3.30 谷薇麗／

高志森、

馮世雄

于仁泰 詹仕紈

（即阮世生）、

吳蒼洲

（即吳滄洲）、

馬偉豪、

高志森；

原著：高志森

董驃、

狄波拉、

李麗珍、

何啟南

‧票房$8,981,182 

38 繼續跳舞 
Carry on Dancing / 
Keep on Dancing 

1988.5.7 甘國亮、

俞琤

梁普智、

甘國亮

甘國亮、

俞琤

繆騫人、

吳耀漢、

曾志偉、

孟海、

新馬師曾

‧票房$4,145,268 

39 雙肥臨門
台名：女鬼當家 

Double Fattiness 

1988.5.19 冼杞然 姜大偉

（即姜

大衞）

彭志銘、

邵國華、

陳嘉上

董驃、

沈殿霞、

張曼玉、

曾志偉

‧票房$12,719,337 

40 同學會
又名: 插班生續集、

嘩鬼學校 

Student Union / 
Classmate Party 

1988.6.25

（台）

冼杞然、

王戎／

沈汝亮

林清介 林煌坤 李麗珍、

葉全真、

谷峰、

張國強、

王富美

‧出品：德寶、學甫

‧出品人：梁衛民、蔡

松林

‧台灣製作影片 

41 特警屠龍
原名：赤膽屠龍 

Tiger Cage / 
Sure Fire 

1988.7.28 冼杞然 袁和平 黃永輝、

葉廣儉

張學友、

鄭裕玲、

任達華、

甄子丹

‧票房$11,534,315 

42 三人世界 
Heart to Hearts 

1988.8.25 冼杞然 冼杞然；

執行導

演：陳

嘉上

聶宏風

（即陳慶嘉）、

邵國華、

陳嘉上、

葉廣儉、

蘇鳳儀

林子祥、

鄭裕玲、

關之琳、

周慧敏

‧第八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編劇（聶宏

風、邵國華、陳嘉

上、葉廣儉）

‧票房$24,676,380 

43 皇家師姐之III
雌雄大盜
又名：皇家師

姐接班人 

In the Line of 
Duty III 

1988.9.23 冼杞然 袁振洋、

黃岳泰

陳翹英、

羅大文

楊麗青

（即楊麗菁）、

藤岡弘、

西脇美智子、

翁世傑

‧黃岳泰首部執導作品

‧第二組導演：查傳誼

‧票房$7,91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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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日期 監製／策劃 導演 編劇 演員 附註

44 血衣天使
原名：白衣天使 

Vengeance is Mine 

1988.10.28 冼杞然 李志毅 李遲

（即李志毅）

關之琳、

夏文汐、

爾冬陞、

湯鎮業

‧李志毅首部執導作品

‧票房$4,518,830 

45 富貴再三逼人 
It's a Mad, Mad, 
Mad World III 

1989.2.2 冼杞然 冼杞然、

高滿楷

陳健忠、

彭濟材

董驃、

沈殿霞、

陳奕詩、

李麗珍、

關佩琳

‧票房$16,686,891 

46 發達先生 
Mr. Fortune 

1989.2.23 冼杞然 查傳誼 葉廣儉、

盧永強、

冼錦青、

羅錦輝

陳友、

邱淑貞、

盧敏儀、

黃韻詩

‧票房$7,806,989 

47 花心三劍俠 
Unfaithfully Yours 

1989.3.18 冼杞然 陳健忠、

陳玉明、

吳惠姍、

林慶隆、

林偉倫

馮瑞熊、

羅大文、

冼錦青

吳耀漢、

恬妞、

邵美琪、

文雋、

樓南光

‧第二組導演：香立行

（即向立行）、鄭兆

強

‧票房$4,274,980 

48 猛鬼撞鬼 
Funny Ghost 

1989.6.1 冼杞然／

劉鎮偉

袁祥仁 劉俊偉 吳君如、

江欣燕、

陳百祥、

樓南光

‧票房$7,032,239 

49 單身貴族 
The Nobles 

1989.7.1 冼杞然 陳學人 陳學人、

馬偉豪

鄭裕玲、

張學友、

王敏德、

馮淬帆

‧陳學人首部執導作品

‧票房$7,547,686 

50 皇家師姐IV
直擊証人 
In the Line of Duty 4 

1989.7.21 冼杞然 袁和平 黃永輝、

張志成

楊麗青

（即楊麗菁）、

甄子丹、

王敏德、

袁日初

‧票房$12,100,193 

51 相見好 
Happy Together 

1989.8.19 冼杞然 冼杞然 冼杞然、

梁鴻華、

鄭兆強、

冼錦青

鍾鎮濤、

鍾楚紅、

周慧敏、

盧冠廷

‧票房$16,241,024 

52 三人新世界 
Heart into Hearts 

1990.1.24 冼杞然 冼杞然 梁鴻華、

陳健忠、

鄭兆強

林子祥、

鄭裕玲、

張曼玉、

周慧敏

‧票房$23,275,483 

53 望夫成龍 
Love is Love 

1990.2.15 劉鎮偉 梁家樹 鄧特希 周星馳、

吳君如、

關秀媚、

成奎安

‧票房$13,703,364 

54 皇家師姐之中間人
又名：皇家師姐V之

中間人

台名：小蝦米對

響尾蛇 

Middle Man / In 
the Line of Duty 
V - Middle Man 

1990.6.15 冼杞然 查傳誼 梁鴻華、

袁若光

楊麗青

（即楊麗菁）、

吳大維、

江欣燕、

李健生

‧票房$6,466,231 

55 洗黑錢 
Tiger Cage 2 

1990.8.11 冼杞然／

方鯉鯤

袁和平 袁若光、

方志豪

甄子丹、

吳大維、

關之琳、

楊麗青

（即楊麗菁）

‧第二組導演：梁家

仁；第三組導演：方

鯉鯤

‧票房$6,395,102 

56 一咬OK
台名：一咬200年 

A Bite of Love 

1990.8.24 冼杞然 冼杞然 梁鴻華、

鄭兆強

林子祥、

關之琳、

徐少強、

鄭柏林

‧票房$10,80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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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日期 監製／策劃 導演 編劇 演員 附註

57 BB30
又名：表哥你好 

BB30 

1990.12.21 冼杞然 冼杞然 梁鴻華、

林偉倫、

鄭兆強

鍾鎮濤、

鄭裕玲、

關秀媚、

陳惠敏

‧票房$8,795,258 

58 富貴吉祥
原名：開心交響曲

又名：龍鳳呈祥 

Perfect Match 

1991.2.13 冼杞然 冼杞然 梁鴻華、

林偉倫、

林丹萍

林子祥、

張曼玉、

張學友、

周慧敏

‧票房$13,490,889 

59 地下兵工廠
又名：皇家師姐之

地下兵工廠 

Forbidden 
Arsenal / In the 
Line of Duty VI: 
Forbidden Arsenal 

1991.5.30 冼杞然／

梁鴻華

袁俊文、

鄭兆強

梁鴻華、

袁若光

李子雄、

楊麗青

（即楊麗菁）、

李麗珍、

杜少津

‧袁俊文、鄭兆強首部

執導作品

‧票房$3,628,526 

60 黑雪 
Will of Iron 

1991.6.14 冼杞然 姜大偉

（即姜

大衞）

羅大文 張曼玉、

張學友、

王敏德、

郭錦恩

‧票房$3,970,755 

61 黑貓 
Black Cat 

1991.8.17 冼杞然／

譚芷珊、

陳日新

冼杞然；

執行導

演：鄭

兆強

林偉倫、

陳寶珣、

林丹萍

梁琤、

任達華、

林祖輝

‧第十一屆香港電影金

像獎最佳新人（梁

琤）

‧票房$11,088,210 

62 老表，你好嘢！ 
His Fatal Ways 

1991.9.14 冼杞然／

梁鴻華

陳望華 黃宏基、

梁鴻華、

陳望華；

編劇組：

陳健忠、

梁自強、

林丹萍

張堅庭、

毛舜筠、

杜少津、

許紹雄

‧陳望華首部執導作品

‧票房$8,353,688 

63 皇家師姐之海狼
又名：海狼 

Sea Wolves 

1991.9.28 冼杞然／

梁鴻華

鄭兆強 梁鴻華 楊麗青

（即楊麗菁）、

任達華、

周景揚、

徐少強

‧票房$2,449,447 

64 拳王 
Dreams of Glory, 
a Boxer's Story 

1991.10.11 冼杞然 劉國昌 陳文強、

冼錦青

呂頌賢、

杜少津、

林敬剛、

劉玉翠

‧泰國外景導演：關柏

煊

‧票房$1,686,048 

65 冷面狙擊手
原名：情殺案中案

又名：致命黑玫瑰 

Tiger Cage 3 

1991.11.14 冼杞然／

黃永輝

袁和平；

執行導

演：黃

永輝

梁柏堅、

黃永輝

張敏、

張國樑、

王敏德、

黃錦江

‧票房$3,410,007 

66 三人做世界
又名：三人賊世界 

Heart Against Hearts 

1992.4.16 冼杞然／

陳國新、

梁鴻華

冼杞然 冼杞然、

李敏才、

吳偉碩、

黎妙雪

林子祥、

鄭裕玲、

周慧敏、

金燕玲 

‧1991年11月30日，原
德寶院線轉由永高院

線經營，德寶出品

的電影亦交由永高發

行。

‧票房$5,472,855 

67 黑貓II刺殺葉利欽
又名：黑貓2

刺客風雲 

Black Cat II: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Yeltsin 

1992.10.1 冼杞然／

譚芷珊

冼杞然 馮瑞熊、

冼錦青、

李慕琼

梁琤、

仇雲波、 
Skorokhod 
Alexander、 
Zoltan Buday

‧第二組導演：馮瑞熊

‧票房$5,46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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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院線片目 
本片目載排映於德寶院線的非德寶製作電影

片名 日期 出品 導演 附註

1 平安夜 1986.1.6 天恆 陳欣健 重映

2 殺夫 1986.1.24 湯臣 曾壯祥 台灣片

3 歌者戀歌 1986.2.22 藝能 柯星沛

4 黃花閨男 1986.2.28 南國 蔡揚名 台灣片，於當地上映名為

《在室男》。

5 青春差館 1986.3.2 翡翠 邱家雄 重映

6 超級市民 1986.5.15 新藝城、龍祥 萬仁 台灣片

7 胡越的故事 1986.5.17 珠城 許鞍華 重映

8 堂口故事 1986.5.22 泛太 陳欣健

9 雪辱 1986.6.14 東映 東陽一 日本片，是日放映午夜埸。

10 開心鬼撞鬼 1986.6.28 新藝城 黃百鳴； 是日放映午夜埸 
執行導演：杜琪峯

11 殭屍再翻生 1986.9.11 金格 趙中興 台灣片

12 魔翡翠 1986.9.18 永盛、龍祥 王晶 與嘉樂線聯映

13 老娘夠騷 1986.9.25 星輝、湯臣、 舒琪

編導製作社

14 傾城之戀 1986.10.2 邵氏 許鞍華 重映

15 唐山過台灣 1986.10.9 台灣電影製片廠 李行 台灣片

16 紅外線 1986.10.24 三禾國際 王振仰（即魯俊谷）

17 師姐撞邪 1986.10.30 大一 魯俊谷

18 9 To 3 靚女登場 1986.11.6 A.S.B 鍾國仁

19 「德寶電影大巡禮」 1986.12.10 － － 院線各院每天重映不同的德

寶舊片，直至12月12日。

20 搭錯車 1986.12.13 新藝城 － 台灣片，重映。

21 心鎖 1987.1.8 湯臣 何藩 台灣片

22 金剛續集 1987.1.22 De Laurentiis 尊基拉曼（John Guillermin） 西片，洲立發行，與西片院

King Kong Lives Entertainment Group 線聯映。

23 命帶桃花 1987.3.6 銀鳳 呂奇

24 飛越巔峯 1987.4.9 The Cannon 曼納咸高倫 西片，佳諾發行，與西片院

Over the Top Group, Inc. （Menahem Golan） 線聯映。

25 孽子 1987.4.25 群龍 虞戡平 台灣片，是日放映午夜埸。

26 娶錯老婆投錯胎 1987.5.7 泰來影視 總導演：江楊； 
導演：楊湯美

27 將冰山劈開 1987.5.15 威運、日活 黃禮強

28 隔世鬼姦情 1987.5.22 美林 楊權

29 再見中國 1987.5.29 電影朝代 唐書璇 攝於1974年，首次在港正式
公映。

30 四大天王 1987.6.4 華聯（香港） 宋金來

31 金三角鴉片軍閥揭秘 1987.6.25 影聯（亞洲） 艾頓格華（Adrian 紀錄片，由岑建勳旁述。

Cowell）、翁維銓

32 老鼠也移民 1987.8.6 Sullivan Bluth Inc., 當布夫（Don Bluth） 西片，聯合國際發行，與西

An American Tail Amblin Entertainment 片院線聯映。同日，翡翠、

新大華等戲院續映《秋天的

童話》。

33 香港小姐寫真 1987.8.13 大榮 蕭嘉榮 德寶與嘉樂B線聯映

34 城市麗人 1987.9.17 士多啤梨製作社 何大偉

35 浮世風情繪 1987.10.15 銀鳳 何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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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日期 出品 導演 附註

36 美男子 1987.10.29 鴻泰（香港） 姜大偉（即姜大衞）

37 魔鬼天使 1987.11.12 中央、龍光 蔡繼光

38 猛鬼差館 1987.11.19 影之傑、嘉禾 劉鎮緯 與嘉樂線聯映

39 用愛捉伊人 1987.11.26 好朋友 曾志偉

40 金燕子 1987.12.16 好朋友 柯星沛

41 應召女郎1988 1988.1.1 好朋友 林德祿

42 艷鬼凶靈 1988.1.28 榮星 何連洲

43 古靈精怪東南亞 1988.2.4 第一、Geiselgasteig- 黃海、Emerson Fox 紀錄片

第二集 Film

44 點指賊賊 1988.3.12 好朋友 章國明

45 手足情 1988.3.25 香港電影 徐蝦

46 我愛太空人 1988.4.16 好朋友 羅卓瑤

47 撞邪先生 1988.6.9 大都會 王晶

48 南北媽打 1988.6.29 大都會 梁家樹

49 求愛敢死隊 1988.7.13 大都會 王晶

50 女子監獄 1988.8.11 好朋友 林德祿

51 警察故事續集 1988.8.13 嘉禾 成龍 是日放映午夜埸

52 再見英雄 1988.10.6 建華 JASS.S、何連洲

53 今夜星光燦爛 1988.10.13 湯臣（香港）、 許鞍華

邵氏

54 黃色故事 1988.11.11 湯臣（香港） 王小棣、金國釗、張艾嘉

55 血Call機 1988.11.17 長河 童路

56 殺出黃國 1988.11.24 夏威夷 宋金來

57 法中情 1988.12.1 邵氏 黃泰來

58 帝女花 1988.12.16 大成 龍圖 重映1959年電影

59 夢過界 1988.12.21 湯臣（香港） 張汶幹

60 我要逃亡 1988.12.31 富藝 李惠民

61 西雅圖大屠殺 1989.1.14 東山、美國C.P.G 袁祥仁、朱米高

62 警察也移民 1989.1.19 自由神 陸志剛

63 黑色迷牆 1989.1.21 劉氏 劉家勇

64 血裸祭 1989.3.9 真誠 李元青

65 省港雙龍 1989.3.31 飛鵬 陳全

66 殺手天使 1989.4.7 嘉氏、威靈 魯俊谷

67 火爆行動 1989.4.14 嘉氏 張轉男（即元秋）

68 猛虎發火 1989.4.20 新船、余冬青 張立勤

69 神勇雙妹嘜 1989.4.27 邵氏 王晶

70 靚仔幹探 1989.5.6 Antonio Yu Production 余冬青 是日放映午夜埸
Co., Gold Apple 
Investment Ltd.

71 再起風雲 1989.5.18 海岸國際 范秀明

72 我未成年 1989.6.15 高志森 林德祿、宋豪輝

73 鐵胆雄風 1989.7.14 東山 袁祥仁

74 獵魔群英 1989.8.10 嘉氏、威靈 王振仰（即魯俊谷）

75 天使行動III魔女末日 1989.9.14 星輝 胡珊

76 上海社會檔案 1989.9.29 永昇 王菊金 台灣片

77 目中無人 1989.10.4 威震 高飛

78 大男人小傳 1989.10.10 陳氏 高錦棠

79 轟天龍虎會 1989.11.4 富藝 于仁泰

80 我在江湖 1989.11.23 龍影 韋自豪

81 福祿雙星 1989.12.2 永熹 梁少華

82 夜激情 1989.12.7 米蘭 何藩

83 愛人同志 1989.12.21 浚昇 黃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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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日期 出品 導演 附註

84 地頭龍 1990.1.11 嘉氏、威靈 王振仰（即魯俊谷）

85 赤色大風暴 1990.3.3 威震 金揚樺（即金揚華）

86 猛鬼霸王花 1990.3.9 陳氏 袁祥仁

87 一本漫畫闖天涯 1990.3.22 浚昇 梁家仁

88 秦俑 1990.4.12 天藝 程小東

89 中日南北和 1990.5.10 電影工作室 胡大為

90 浪漫殺手自由人 1990.5.17 威震、高進 高飛

91 無名家族 1990.5.24 凱田 羅文

92 猛鬼系列之一眉道姑 1990.6.7 東山活力 陳誌華

93 漫畫奇俠 1990.6.28 中央、特藝 文雋

94 靚足100分 1990.7.7 大都會 王晶

95 水玲瓏 1990.7.19 影運 楊權

96 師兄撞鬼 1990.7.28 大都會 劉仕裕

97 千年女妖 1990.9.7 陳氏 鄭永潮

98 黑海霸王花 1990.9.21 金寶 陸金寶（即陸邦）

99 愛的世界 1990.9.28 大都會 杜琪峯

100 初到貴境 1990.10.5 劉氏 劉家勇

101 橫衝直撞火鳳凰 1990.10.12 綜藝 王振仰（即魯俊谷）

102 午夜天使 1990.10.19 新達寶 戚其義

103 東方老虎 1990.10.25 威震、高進 高飛、鹿村（即鹿村泰祥）

104 爛賭財神 1990.11.8 崇藝 鄧榮銾

105 三度誘惑 1990.11.15 三寶 何藩

106 老婆，妳好嘢！ 1990.12.6 梁湯美 蔣家駿

107 天地玄門 1991.1.5 浚昇 葉成康

108 英倫越戰 1991.1.18 威震 鄒鳳、楊兆光

109 大哥讓位 1991.1.25 東億 陳誌華

110 偷情小丈夫 1991.1.31 七米厘 梁本熙

111 烈火危情 1991.2.7 博藝 蕭偉強

112 中環英雄 1991.3.2 永發 邱禮濤

113 新精武門一九九一 1991.3.23 浚昇 左頌昇

114 正紅旗下 1991.4.18 浚昇 何卓榮

115 魔域飛龍 1991.4.25 金門 唐季禮

116 佈局 1991.5.11 百利 余積濂

117 殭屍福星仔 1991.5.16 高進 李柏齡、夏秀軒

118 轟天龍 1991.5.23 威震 莊尼

119 禿鷹檔案 1991.6.7 佳景 李釗

120 聊齋金瓶梅 1991.6.22 東山 李柏翰

121 猛鬼狐狸精 1991.6.29 雅慧 梁佐治

122 捉鬼專門店 1991.7.6 鴻海 黎應就

123 契媽唔易做 1991.7.12 蕭氏、先達 錢永強

124 密宗威龍 1991.7.27 寶雄 孟海

125 賊聖 1991.8.8 匯豐 羅文

126 四度誘惑 1991.8.31 三寶 何藩

127 驚天龍虎豹 1991.10.4 影事威、永銓 何誌強

128 越青 1991.10.16 陳氏 鄭永潮

129 毒豪 1991.10.24 嘉氏、藝亭軒 沈大威

130 烈火情仇 1991.10.31 浚昇 馮克安

131 上海假期 1991.11.7 金鼎 許鞍華

132 奪寶俏佳人 1991.11.23 香港影像 李兆華 銀都發行，德寶院線最後放

映的電影，同年11月30日由
永高院線接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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