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筧橋英烈傳》金馬攝影林鴻鐘
 四十年中影生涯不減電影熱愛 　　名電影攝影師林鴻鐘，早年在台語片導演何基明、李泉

溪的片廠中習得16厘米與35厘米電影攝製技術。1958年在
林贊庭、華慧英等攝影前輩引薦下，順利進入中影公司，一

待就是40年。林鴻鐘在中影從最基層做起，歷任攝影助理、
攝影師、技術組組長、副廠長、廠長等職務退休，生涯共拍

攝90餘部電影。其掌鏡的電影《梅花》、《筧橋英烈傳》、
《苦戀》曾榮獲金馬獎最佳攝影獎肯定，合作過的名導不計其

數。林鴻鐘回憶早年的機械式攝影機，必須克服許多技術障

礙，甚至是身心勞苦，才能達成視覺效果。而一個好的電影攝

影師，必須具備專業技能與藝術修養。熱愛電影工作的他，

雖已年過八十，至今仍維持到戲院看國片的習慣。回首來時

路，林鴻鐘除了感念提攜他的貴人，也期勉年青後進，只要認

真學習，就有成功之路。

電影業經典人物

林鴻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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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治時代母親早逝  二戰背景成長求學

我是出生在日治時代，日本的昭和九年，民國23年7月28日

在彰化縣和美鎮中寮庄，大部份都姓林。我們這一戶是個大家

族，祖籍福建漳州祖父輩兄弟二人生下六男一女，大祖父經商

從台灣和廈門往來靠船運一些海產貨物，二祖父在中寮庄有數

甲農田耕作，家父原姓陳，小時過繼到林家，因此父親輩就有

七人。大伯父隨祖父做生意，二伯父這一戶比較書香的一家，

大兒子林金丸留學日本讀工業專科學校，老二林椿柏讀台中農

學院，四叔在當地派出所當差，五叔和姑姑住在南投水里做木

材生意。

我們全家住在台中縣太平鄉一處仔坑的半山腰，房屋附

近有一個燒相思樹的木炭窯。全家六口，我有兩個姊姊，一個

弟弟，記得我們常在山上野遊時會看到松鼠或果子狸，小狗就

在樹下狂吠。那時生活雖苦，但日子過得很快樂。不幸在我六

歲那年母親生第二個弟弟時，在坐月中一病不起，當時在醫藥

匱乏下失去生命。母親過世後，父親放棄了山上的工作，舉家

遷回彰化中寮庄，我們暫住在叔叔伯伯家，那時么弟太小無法

照顧，就過繼給鄰村一姓吳的遠親家領養。父親就在二伯父的

「水千記」營造廠服務做工地管理監工事務。

讀小學一年級時，父親在台中市找到房子，是政府蓋的類

似現的國宅，廉價租給百姓，有三十戶每戶二十坪，這是父親

在台中工作時用心申請到的。三十戶中有三戶日本人，都沒小

孩。從彰化搬到台中後繼續在太平國小讀一年級，那時代交通

不便上學要走一個小時以上很辛苦。我們住的地方是是台中市

東區樂成里，有個很有名的「樂成宮」（旱溪媽祖廟），附近

有一條河叫旱溪。每天上學要經過「干成町」1，旁邊有一軍營

叫第八部隊，營地廣大有兩個營門站有衛兵，我們經過時要向

衛兵敬禮。到小學三年級時，社會算是安定的，日本侵略東南

亞各國打了勝仗，學校每天會廣播戰況，報喜不報憂。播放雄

壯的日本軍歌在那種氛圍下讓我們這些無知的學生也被感染到

光榮。

1943年小學四年級，日本戰敗前夕，美國飛機經常來空

襲，上課中一聽到警報聲，大家就往防空洞躲。1945年抗戰勝

利，台灣光復後，一時無國語課本可讀，暫時讀《漢文》課本

台語發音，也讀《三字經》。不久有了《國語》課本，從注音

符號ㄅㄆㄇ讀起。談一下我經歷，看到民國36年二二八事件發

生後，我們六年級生在學校補習中，老師突然宣佈停課放我們

提早回家。途中經過台中火車站時，地上有受傷流血的人，看

到公車站那邊有一個穿風衣戴著帽子，手提公事包，正要上車

時，被一群人拉下車後就地被拳打腳踢，有人搶下手提包搶東

西。我在回家途中經過第八部隊軍營時，看到營門口有流血受

傷的兵，到大營門口有一隊穿著日本軍服戴日本帽子的兵，排

隊整齊在唱軍歌，整個軍營也被佔領了，這是我們童年生活的

回憶。

1　  日治時期設台中州時，現今台中市東區文化里、干城里、成功里、練武里等里
為「干城町」。日本政府將土地規劃為軍事用地，成為日本陸軍的營區。



廣播|電視|電影2016

6

林
鴻
鐘

電影業經典人物

7

 國小老師何錂明引領入行  學習16厘米攝影技術

1947年小學畢業後，經導師的指示下考取省立台中一中，

那時學校的風氣尚留著日治時代的氛圍，有些學長們平時講話

中還會參雜著日語時代習慣，一時尚沒改掉。光復後國民政府

尚未穩定時期，共產黨的活動厲害滲透到台灣各學校機關。我

們在學校課桌抽屜裡，經常發現匪諜宣傳單，看到很害怕趕緊

交給教務處。初中畢業後，家父主張我讀工科，他的觀念認為

學有一技之長將來找工作容易。暑假間因緣際會，一日在台中

市街上偶然碰見了日治時代三年級的級任老師樺山先生，他就

是何基明導演的弟弟何錂明。我告訴他剛畢業想念工業學校，

何老師問我要不要到他那裡學電影？但我還不知工作內容，想

到求學與就業在徬徨，跟父親商量結果選擇就業。就在這樣的

機緣，何錂明老師引導下進入電影行業2。

在何基明導演經營的電影製作中心3，華興電影製片廠前

身，跟隨何錂明老師學習以16厘米影片的攝影、沖印、剪接、

2　  何錂明（1924年－1991年），胞兄為知名台語片導演何基明，何錂明早年隨何
基明赴日讀書，返國後擔任小學教員，林鴻鐘是他在成功國民學校任教時的學

生。1955年何錂明擔任何基明執導的第一部35釐米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
攝影師。該片是「麥寮拱樂社」團長陳澄三投資的歌仔戲電影，推出後轟動一

時，並掀起台語片歌仔戲跟拍風。

3　 何基明（1916年－1994年），台灣早期知名台語片導演，1950年於台中創立台
灣第一個民營製片廠「華興製片廠」。草創時期由其弟何錂明擔任副廠長，負

責技術部份，以拍攝連鎖劇、紀錄片、工商簡介為主，器材均為16厘米。1955
年開拍《薛平貴與王寶釧》，奠定華興製片廠基礎。

放映及器材維修等技術4。工作內容有學校活動記錄片，政府各

機關社教片，廠商產品簡介，各種短片，後來推廣到製作新劇

團的外景影片，即所謂的「連鎖劇」5。就是演員在舞台上表演

中加進一段影片，串連舞台上演出，當年帶給觀眾一種新鮮的

視覺，轟動一時，這就是台語片的緣起吧。就業後二堂哥林椿

柏慫恿鼓勵我去讀台中高工夜校，那時他剛考進台中農學院，

大堂哥林金丸日本留學回國後，正在台中高工執教，我就在他

的協助下同等學歷就讀。在電影中心學習四年多得到16厘米短

片製作的十八武藝，直到服兵役令來到才離開。

 退伍短暫任職台中里幹事   
 進金山片廠學習35厘米電影

1956年退伍後到台中市東區區公所林益章區長的幫助下

進區公所任里幹事之職，被派在東南、練武兩個里的幹事，工

作很辛苦，經常騎著腳踏車在里鄰間穿梭。每個月有里民活動

日，里幹事要佈置場地掛國旗，國父遺像，要準備這個月重要

時事及政令宣導，都是里幹事親自在會中向里民宣讀。另外兵

4　  電影底片的規格，即底片的寬度，是以厘米（millimeter，簡寫mm）為單位。
最小的電影底片寬度是8 厘米。而16 厘米底片於1923年問市後，成為半職業性
電影工作者所廣泛使用的一種影片寬度規格，多用於獨立短片、紀錄片及教育

性用途影片。至於專業電影攝影使用的影片規格為35 厘米底片，又稱標準規格
影片。

5　  連鎖劇是一種「劇中串連電影」的表演形式，即在歌仔戲舞臺演出過程中，穿
插電影片段，這些片段常是舞台上無法表現的情境，增加觀眾視覺上的刺激，

有如觀電影一般之趣味。何錂明早年為「光興社歌劇團」、「南台電影劇團」

拍攝連鎖劇，擔任攝影、沖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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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課的工作比較複雜，練武里鄰近台中公園東邊，原日治時代

第八部隊兵營，光復後新開的里這裡住的都是退伍軍人。戶籍

在此，人都在外面工作，每次要戶口調查時，找不到人而無法

結案，苦到我們里幹事。

當時台語片正興起，引起我想回電影工作的願望，終於機

會來了，正好注意到有個金山電影製片廠成立，我就應徵進入

技術部門6。金山電影製片廠是李泉溪導演、成功影業社老闆周

天生，及佈景師黃良雄三人投資創立，廠址設在台中市南區復

興路一家舊戲院。進了金山製片廠後，才開始接觸到35厘米劇

情片的攝影技術，因此啟發了我往後的電影攝影路程。金山製

片廠要拍片時，攝影師一直都是向中影台中片廠借調林贊庭、

洪慶雲兩位前輩掌鏡攝影，我就做攝影助理工作7。

 回首電影來時路  感恩多位貴人提攜

1958年義大利導演麥路西來台拍《萬里長城》片時8，由

中影公司台中製片廠全部支援，廠方派華慧英擔任攝影師，助

理是林贊庭和洪慶雲。那時正巧林贊庭要去服兵役，少了一個

6　  1959年台語片導演李泉溪、成功影業社長周天生、佈景師黃良雄三人合組「金
山電影攝影社」，在台中市復興路的民生戲院搭景拍片，當時台語片圈稱之為

「金山片廠」。

7　  1957年林鴻鐘到李泉溪執導的黑白台語片《誰的罪惡》中擔任攝影助理，該片
攝影師為林贊庭，開始接觸35厘米電影拍攝。

8　  1957年11月義大利國際影片公司製片兼導演倫祖．麥路西（Renzo Memsi）
來台，與台北永昌影業公司合作拍《萬里長城》，上映時改名為《上海最後列

車》、《黃河的啟示》，是部以中國大陸為背景的反共影片。來台拍片時帶來最

先進的彩色綜藝體壓縮鏡頭及攝影機。租用中影片廠與人員，包括攝影師華慧

英、助理洪慶雲、林贊庭等人，使得許多中影技術人員熟習彩色片的拍攝技術。

助理，他就向廠方建議向金山製片廠借調我來跟《萬里長城》

片的第二攝影助理。這是個機運，從學習拍黑白小銀幕的台語

片，現在進階學習到彩色寬銀幕的攝影技術，我在工作中非常

認真勤快，肯幹的表現態度，讓華慧英攝影師注意到。在《萬

里長城》片結束後，他向公司舉薦引進台中製片廠攝影組任助

理之職，當時製片廠人事編制內無缺額，我以臨時代理人員，

月薪250元簽定9。

想起自踏入電影行業，有幸遇見了三位貴人，深刻影響我

往後的電影發展。第一位是何錂明老師，帶我進入電影行業，

跟隨他學習電影製作技術，感謝在製作中心四年多的調教我成

為電影專業工作者。第二位是林贊庭攝影師，在金山電影製片

廠時跟他學習到35厘米劇情片的攝影技術，他人開放無私用心

教我，又介紹我到台中製片廠參加義大利片《萬里長城》做攝

影助理，之後再遇見了第三位貴人華慧英攝影師，是我電影生

涯中的老師。在《萬里長城》結束後，引進我進入台中製片

廠，在萬片做助理時，華老師注意到我工作認真的態度表現良

好，當時台中製片廠正欠缺技術人員，經華老師推荐到台中製

片廠擔任攝影助理工作，以上三位是我電影生涯中的恩人。

9　  《萬里長城》拍攝結束後，因華慧英引薦，林鴻鐘於1958年7月中旬進入中影
公司台中製片廠工作，從最基層做起，先後曾任職助理員、技術員、攝影技

師、技術組組長、副廠長、廠長，到1997年2月從製片廠廠長任上退休，後受
聘為中影製片廠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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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台中製片廠遭祝融  中影遷廠擔憂前途

1959年7月台中製片廠發生火災，起因於，A攝影棚拍一部

《魔窟殺子報》10。近中午時，因15,000 瓦的碳精燈，使用時間

久產生的高溫，燈頂到隔音用的麻布袋而起火，一下子不可收

拾，火從A棚延著粗電纜線燒到錄音室，到B棚等所有器材，可

惜的燒到一部東南亞唯一一部的美製Mitchell BNC同步錄音35厘

米攝影機損失慘重，火災後中影公司成立整理委員會，決議在

台北士林外雙溪建新製片廠。

遷廠的消息影響到一些人，當時我是無實缺的代理人員，

考慮要不要隨廠去台北，也不知廠方會不會續用我這個臨時雇

員。想到如果去台北，家中留下父親一人，心裡不安更擔心，

到台北後有機會補正缺嗎？徬徨中偶然在街上看到一處看手相

的一次五塊錢，就隨意進去問卦。心中的不安經他解釋，可繼

續這一行業。後來也經李嘉導演11，當時他是台中製片廠劇務

組組長，平時與李泉溪導演私交好，我也因這層關係，對我上

台北的事有照顧。他要我去台北，說新廠成立，人事會擴大編

制，在他的慫恿下來台北，在我電影旅程中，李嘉導演也是我

的貴人之一。

10　  1959年中影借片廠給三元影業社，拍攝反共電影《魔窟殺子報》，導演袁叢
美，攝影賴成英，演員夷光、唐菁、周曼華。7月17日片廠發生火災，損失慘
重。中影翌年乃自台中遷廠於士林外雙溪創設中影文化城。

11　  李嘉（1923年－1994年），1951年進入農教電影公司，先後擔任中影編劇、
編審、製片處製作主任職務，並執導多部國語片。1966年執導作品《我女若
蘭》榮獲第五屆金馬獎最佳導演，1974年《大摩天嶺》獲得第二十屆亞太
影展最佳導演。李嘉也在中華電視公司製作《西螺七劍》、《嘉慶君與王得

祿》、《保鑣》等多齣著名連續劇。

台語片興起於台中，當時台中製片廠因地緣關係，給台

語片製作上幫助很大。片子拍完就交給台中廠包辦，沖印、剪

接、配音、錄音一氣呵成，台中製片廠也賺了錢。當年台語片

的外景地，集中在台中縣霧峰鄉靠山邊的廣大公園，拍片環境

相當好。台中製片廠遷台北後，台語片的後製技術還是交給士

林製片廠，只是外景場地漸漸移來北部新北投公園，增添新北

投觀光景點更熱鬧旅館業。想想台語片和中影製片廠的因緣相

隨永不分離。

 1965《聖保羅砲艇》來台取景 
 見證好萊塢先進技術

1965年美國20世紀福斯公司來台灣拍《聖保羅砲艇》 ，

外景導演勞勃懷斯（Robert Wise），男主角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女主角甘蒂絲柏根（Candice Bergen）。《聖保羅

砲艇》片帶來一批美國片廠用的先進器材，改變了國片製作觀

念。器材清單有兩台米契爾Mitchell BNC（當年台中廠燒掉的

同類型），兩台Mitchell NC攝影機，一台20萬瓦，四台5萬瓦直

流發電機，燈光有12個22,500瓦碳精燈帶電動油壓燈腳，10個

10,000瓦、20個5,000瓦聚光燈，場務器材有鋼管推車軌道和鐵

管組合式高台，四尺一節可隨意加高拆卸方便。

福斯公司找中影公司支援人員器材，我有幸派在攝影組工

作。《聖保羅砲艇》攝影組來一位攝影指導，六十多歲，兩位

攝影師，兩位年青助理，加上我們支援三人共八個人。攝影組

租了一輛巴士，車內設計一個暗房，為換底片用，當時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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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底片和現場拍場記板，所以我的鏡頭比演員還多。主用攝影

機Mitchell BNC很重，加上油壓腳更笨重。每天到了現場助理

就把攝影機假好在油壓腳架上待命，當攝影指導定好位置，助

理先卸下攝影機把腳架搬到定位，再架上機器按部就班很花時

間。試戲攝影指導先看一遍後，正式拍才交給攝影師掌鏡，這

就是美式的攝影指導制度。

勞勃懷斯拍戲很輕鬆，坐在導演椅上靜靜的看東看西，看

人都面帶笑容是個慈祥老人樣，試戲交給副導演，父子二人碰

到大場面，除了父子兩人外，台灣也有幾位助導幫忙操練。到

要正式拍時，導演才到攝影機旁。一切就序，我把拍板擺放鏡

頭前，聽到錄音這邊叫「Rolling」 時，攝影機同時轉動，我抽

掉拍板等導演不急的叫「Action」，這中間底片已跑了10多呎。

有時導演慢喊「Action」時20幾呎底片跑掉了，看了真心痛。他

們不節省底片1,000呎片盒拍到剩100 多呎，助理就叫我換掉，

戲結束後零頭片都送給我們。有一個鏡頭拍艇長的特寫，站在

甲板上看下面五個水手，一個個扛著行李，走進砲艇的臉上表

情拍了一百多呎，將來選用的也只能選精彩的數秒鐘，大導演

這種手法另人驚奇。美國20世紀福斯公司《聖保羅砲艇》給國

內電影業者、電影工作者見證了西方先進國家的電影製作條件

環境和方式。

 攝影師30載共拍90餘部電影 
 難忘《筧橋英烈傳》身心勞苦

電影是自己喜歡的，工作努力的肯定就是檢討工作心得，

每次拍完片子後，會檢討今天拍的鏡頭運作或畫面的處理得

失，來做為鼓勵和工作努力的肯定。其實滿意的作品很難講，

每部戲看來都有缺點，沒有十全十美的。攝影生涯近30年共拍

了約90餘部電影，想想比較喜歡的已經記不得了。文藝片大概

是《夢之湖》、《晴時多雲偶陣雨》、《奔向彩虹》、古裝片

《李娃》；另外有《梅花》、《筧橋英烈傳》、《苦戀》、

《超級市民》、《學生之愛》、《魔輪》、《看海的日子》、

《霧裡的笛聲》、《Ｚ字特攻隊》、《那一年我們去看雪》等

是比較喜歡12。

《苦戀》是一部傷痕文學電影13，故事背景是中國大陸文

革時代，當年尚未開放，無法去大陸實地取景。後來戲中雪景

在日本北海道，韓國拍大陸河山景，義大利代替美國背景，台

灣拍內景。四個地區的背景串連完成的影片，在攝影的運作要

控制好，整部電影的基調是要費心的。我想如果是現在拍更能

呈現大陸河山那雄偉的映像效果。在日本北海道樺山滑雪場拍

《苦戀》時，天氣零下10度，攝影機罷工，馬達無力帶動影片

格數慢下來，我知道問題出在那裡，趕快進屋裡解剖攝影機，

清除機內所有齒輪之間的機油而解決了。在北海道拍完的底

片，要專人送回東京現像所沖印，在當地無法看到毛片，有演

12　  林鴻鐘作品所獲得之榮譽，包括1976年《梅花》（與林贊庭合攝）獲第十三
屆金馬獎最佳彩色影片攝影獎；1977年《筧橋英烈傳》獲第十四屆電影金馬
獎最佳彩色影片攝影獎；1982年《苦戀》獲第十九屆電影金馬獎最佳攝影
獎。

13　  《苦戀》是大陸劇作家白樺的傷痕小說文學劇本，由中國長春電影製成電影
《太陽和人》後，次年就因政治問題遭禁映。中影於1982年重新將它搬上銀
幕，由王童執導，林鴻鐘攝影，慕思成、胡冠珍、王玨等人主演，並獲得第

十九屆金馬獎最佳攝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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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從台灣趕來拍一天戲後，又匆匆趕回台北。攝影結果如何，

其壓力之大是可想像的。在國外拍片最怕臨場出狀況，拍完場

景未看到毛片時，提心吊膽壓力相當大，現在的數位攝影機則

有監視器幫助攝影師。

《李娃》是一部古裝片14，這部戲配合導演，美術研討定調

採取象徵主義，唯美攝影，簡單結構的佈景，殿堂的大紅柱，

畫面中演員的背景配合劇情，用紅、藍、黃三種顏色的背景天

片或紗幔來襯托畫面中的主體。我的攝影構思整部戲鏡頭上加

紗，拍出一種朦朧之美。記得美國一部《屋頂上的提琴手》的

攝影師也是加紗得到攝影獎，但我是早他幾年先用了。《奔向

彩虹》是一部彩色寬銀幕片15，導演要求拍成朦朧唯美的映像呈

現，我的攝影構思再嚐試另一種方式，準備一些各種顏色玻璃

碎片，凡士林，紗等道具在拍攝時，我從攝影機視窗看出在適

當的位置，用那些道具做效果產生朦朧映像。

《筧橋英烈傳》是我攝影生涯中最值得回憶的，其經歷工

作過程中的身心勞苦留下深刻的印象16。在當年國片製作環境，

尚無完善的器材輔助，在各錄種場景拍攝中都以克難方式進

14　  中影於1970年出品的古裝電影《李娃》，由廖祥雄執導，林鴻鐘攝影，江
明、紫茵、魏蘇、傅碧輝主演。敘述唐代江南才子鄭元和與京師風塵奇女子

李娃之間曲折感人的遭遇。

15　  香港巨星影業公司1977年出品文藝愛情片《奔向彩虹》，由高山嵐執導，林
鴻鐘攝影，林青霞、秦祥林主演。同名電影主題曲由鳳飛飛主唱。

16　  中影1977年出品《筧橋英烈傳》，是以烈士高志航故事為主軸的抗日戰爭電
影。由張曾澤執導，林鴻鐘攝影，主要演員有李菁、馮海、梁修身、秦漢、

胡茵夢、黃家達等。全片從籌備至殺青費時三十個月，耗資三千餘萬台幣，

陸海空三軍全力支援，並聘有日本特技攝影小組協助拍攝空戰場景。本片獲

第十四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彩色影片攝影獎、最佳編劇獎、最佳剪輯

獎、最佳錄音獎、最佳劇情片獎等六項大獎。

行。《筧橋英烈傳》在當年創下多項記錄，（一）製作時間最

長、（二）製作預算最高、（三）耗用柯達底片最多、（四）

動員陸、海、空軍人員設備支援、（五）演出人員最多，片中

十數位一線男演員破國片記錄。《筧橋英烈傳》是我攝影工作

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電影，《筧橋英烈傳》這樣製作環境可以

說是空前絕後的國片吧。

 克服空間與技術障礙  高難度運鏡完成視覺效果

我們那年代的攝影工作者很辛苦，器材缺乏，拍攝中碰到

困難的技術問題，就要自己想辦法，想些克難的方式達成劇中

需要的映像。譬如在《看海的日子》片裡17，拍北宜線行進中火

車內一個鏡頭，是演員坐在車廂前排站起來走到中間排靠窗位

子坐下，畫面帶到海後鏡頭往窗外推出人物，只看到海，天空

的風景，車廂內移動有困難，想到用一條單車內胎綁掛在坐位

上的貨架，把攝影機吊掛內胎上，我手握機器馬達很使力拉到

前排，也就是利用內胎可伸縮的彈性，鏡頭可自由推拉轉向海

這邊的畫面。拍這個鏡頭很辛苦，全身運動以半蹲姿勢隨演員

的移動控制畫面而完成。又一次拍《上行列車》在國光號車廂

內拍戲18，就想到設計一套小型推車軌道鋪在坐位中間，隨演員

移動，可推拉達到需要的畫面。

17　  1983年蒙太奇公司出品電影《看海的日子》導演王童，攝影林鴻鐘，演出陸
小芬、蘇明明、馬如風。本片源自於台灣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同名小說，陸

小芬因本片榮獲第20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
18　  1981年暑期上映的《上行列車》由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出品，是為慶祝中國鐵

路建立一百年所拍攝的政績宣導電影。導演宋項如，攝影林鴻鐘，主演楊惠

珊、孫越、胡冠珍、王冠雄、貝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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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八仙渡海掃妖魔》片19，八仙在空中行走鏡頭時，想到

利用外景在石門水庫一排屋頂上鋪一長軌道，演員站在推車上

演戲，推車慢慢移動，背景是真實的天空雲彩，呈現畫面是像

在空中行走，這都是工作努力的肯定。另一個是拍攝《真假千

金》時，女主角翁倩玉一人演兩個不同角色20，我嚐試用在攝影

機大遮光罩前做效果，辦法是用一張黑卡紙，從中間剪成左右

兩片，先拍左邊時蓋住右邊，同時配合錄音機，攝影機歸零，

拍完後看攝影機格數錶底片倒回到零格，等演員換裝拍另一

邊，就這樣完成同一人扮演兩個不同角色的畫面，不需要拍兩

條底片在暗房做合成畫面。經驗的創作是努力工作的肯定，就

是最佳鼓勵。

 國外拍戲增廣見聞  跨國合作最怕臨場狀況

比較難忘是出國拍戲，我有多次出國拍外景機會，美國、

義大利、日本、韓國、印尼、泰國、東南亞的國家都去過。

出國拍戲雖然辛苦，但在工作中可見識到當地文化背景，電影

狀態等，是一件難忘的事。1974年劉藝導演帶了林青霞、陳莎

莉、秦祥林、江彬他們到美國舊金山、洛杉磯拍攝《長情萬

縷》片，故事內容敘述留學生在當地生活的事，外景拍舊金山

柏克萊大學和洛杉磯南加州大學校園內景色，學生的生活情

形，開了眼界增加知識是出國拍戲的一大收穫。

19　  中影1971年出品神怪片《八仙渡海掃妖魔》，導演陳洪民，攝影林鴻鐘，主
演江明、陳莎莉、葛香亭、崔福生。

20　  中影1971年出品《真假千金》，導演廖祥雄，攝影林鴻鐘，演員翁倩玉、勾
峰、文逸民、魏蘇、丁愛。時年22歲的翁倩玉一人分飾兩角，將不同的個性
的女孩表現的淋漓盡致，最後以本片拿下金馬獎影后。

1969年第一次到日本，當年攝影的《八仙渡海掃妖魔》片

中有一些特效鏡頭，公司派我到東京現像所處理，那時國內拍

的彩色片都送到這裡 。在義大利拍《苦戀》外景時，有機會參

觀他們沖印廠見識到它的器材設備和工作狀態，使用履帶輸送

影片各工作室，不用人搬送免除搬送中失誤，這也是創意。

在印尼拍 《緊迫盯人》外景21，印尼電影從業人員都到鄰

近的澳洲學習回國，印尼有電影工會，對外面來拍片管制嚴

格。《緊迫盯人》片是中影公司和印尼兄弟公司合作片，中影

負責製作，印尼工會要比照中影人數，也要派一組人參加，兄

弟公司老闆關金順跟工會交涉，結果付了一部份錢給工會，僅

雇用燈光場務人員，其餘付他薪水但不用跟戲，免增加製作費

用。印尼工作人員看到我們的攝影器材很舊，曾向老闆反應。

我就對關金順老闆誇口說器材新舊與影片無關，重要的是技

術。問題來了，在第一次看毛片時，呈現銀幕的畫面全部模

糊，當時我差點暈倒，怎麼會這樣，給他們說對了，是機器太

舊嗎？後來發現問題出在放映機和銀幕之距離不對，太近了。

因寬銀幕片放映機和銀幕必須相隔20尺以上，經調整後一切OK

且畫面很美，這也是攝影師應有的常識。

 攝影師應具備條件：專業技術與藝術修養

攝影師是要把文字轉換成映像的製造者，首要熟讀劇本，

了解故事內容和導演研討後定調影片類型。電影有文藝、武

21　  中影與印尼於1979年合拍片《緊迫盯人》（上映時改名《蜜月驚魂》），導
演廖祥雄，攝影林鴻鐘，主演宗華、龍君兒、曹健、周仲廉、王孫、吳燕。

本片描寫印尼華僑工程師婚後，返印尼共渡蜜月，中途被國際毒販利用，而

演出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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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悲、喜、神怪等片，在攝影的光影處理上是有所不同的呈

現映像，攝影師先要有技術的專業，再要有藝術的修養，平時

多涉獵如繪畫、建築、音樂、舞蹈等領域，在生活中用心觀察

周遭的景物，換成映像溶入腦海中，隨時切割在攝影機畫框

裡，成為我們工作的素材。

我的攝影入門是從16厘米黑白反轉片開始學習到35厘米黑

白片後到彩色片，台語片都是黑白的，標準螢幕片型比例「1：

1.33」四方小塊，後一下子改寬銀幕CinemaScope片型比例「1：

2.35」彩色片，後改新藝綜合体VistaVision比例「1：1.85」片

型，一直在演變。片型的變換當中，當一個攝影師就要去掌握

片型改變的畫面安排，譬如小方塊拍特寫和寬銀幕特寫就不一

樣的構圖，攝影師就要思考的。

黑白片和彩色片在光影處理上是不同的，黑白片主要是控

制片子的基調。黑白分明，暗部要純黑呈現在銀幕上不要有灰

黑中間調，控制不當變成片子基調平而無立體感。反觀彩色片

本身有各種顏色，反應出層次分明，只要在營造氣氛上加工。

黑白片打光比較複雜，除了主光、側光、補助光、頂光等等多

用心處理，拍外景選擇適當的紅、黃濾色鏡可拍出天空美麗的

雲朵，工作經驗是我們最好的見證。

 從日本攝影學刊吸收養分   
 數位時代比觀念與創意

我們那年代使用的德製Arriflex攝影機的構造是機械式齒輪

運轉帶動底片，攝影師要徹底了解機器內部的功能構造後，碰

到機器出問題就可以拆開機身，分解修換零件。有一次在橫貫

公路拍外景時出狀況，攝影機馬達空轉，不能帶動底片。機器

壞了，外景隊全體人馬在山上不能拍戲，這是多大的災難！身

為攝影師的壓力責任重大，趕快找出問題。拆下攝影機馬達發

現裡面有四支控制防險膠條，斷了一根。知道它的功能找來一

根牙籤，剪斷適合長度代用，就繼續拍了。

所以攝影師要對機器透徹了解，到數位時代攝影機一直

在更新進展，攝影機的功能都設計完整，使用者容易操作。攝

影師要想拍出好的作品，就靠自己的修養和創意了。當一個攝

影師不僅要懂技術，平時也要多涉獵藝術領域的知識，在我們

攝影工作中有所幫助。我們那個年代不像目前，在學校學習理

論基礎外，電影書籍也多可供參考。過去的環境就不一樣了，

很缺乏電影方面的書籍。當年有幸在日本映畫攝影監督協會，

常在出刊的攝影監督報告裡尋到寶，是一些攝影師們寫出採用

器材、底片、特殊環境怎樣處理的工作經驗報告。好在我懂日

文，在那個年代對一個電影工作者，如獲至寶奉為師，盡量吸

取養份。

有次拍公司一部《珊瑚》片在礁溪拍外景22，有一場夜景

戲，我就想到攝影監督裡有篇「疑似夜景」的拍法，正好用

到。再細讀其工作報告而得到拍日光夜景的經驗。現在的環境

可以說人人都可當攝影師，有設計完善的手機隨時可記錄，更

進一步拍微電影，但我們專業攝影師，學有專精的攝影技術和

充實的藝術修養，是一般人不同的。今日電影技術進展到數位

時代，想在映像呈現什麼都沒問題的，只剩觀念和創意了。

22　  中影1968年出品《珊瑚》，導演張曾澤，攝影林鴻鐘，主演武家麒、張琦
玉、馮海、歐威、葛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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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座B型樂觀進取 
 《那一年我們去看雪》最後一次掌鏡

回想自1958年進中影台中製片廠，隔年不幸片廠發生火

災，製片廠要遷台北時，差點斷送了我的電影夢。當時以臨

時雇員進廠，在無法保證將來下，又冒然隨廠北上，努力認真

期許等待有機會，能補正編制內員工，這種盼望等待心中的憂

慮，時刻陪伴著我。終於等五年後，1964年慢長的五年歲月

中，我仍抱持著信心認真工作下，獲得補進正職攝影助理技術

員，後更加努力，兩年後升技術員，又兩年升副技師，到1975

年才是明正言順的中影公司製片廠正牌攝影師，這就是我的電

影攝影旅程坎坷之路。

我是個樂觀開放的個性，血型B，獅子座做人正直正義，重

視榮譽，凡事認真工作追求完美。自認不是很聰明的那種人，

但遇事有困難會想辦法克服。從事攝影工作合作過的導演約有

四十多位，資深的新銳的都合作愉快，我覺得人與人之間要誠

懇相待，最重要的要謙虛才會讓人喜歡。

我在1986年5月升任製片廠技術組組長職務，從技術轉行政

管理工作後，著重在器材的添購，買了新型攝影機和輕便燈光

器材。另奉派導演一部《東南亞之旅》紀綠片23，帶了五位大人

物，作家司馬中原、馬國光（亮軒）、演員劉明、新聞主播童

中白、警廣主持人凌晨等前往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

賓、香港等地攝製。又攝影一部李祐寧導演的《那一年我們去

23　  1986年《東南亞之旅》為林鴻鐘首次執導的紀錄片作品。

看雪》24，外景到美國紐約拍攝，有幸遇見了李安導演，他還幫

忙客串演片中男主角替身，此後我就被迫放棄了四十年電影攝

影生涯路程。

 從基層一步一腳印  升任中影副廠長、廠長  

在1988年11月升任製片廠副廠長職務後，工作範圍擴大，

除了襄助廠長的事務外，其他人事、會計、技術、影視、劇

務、行政、服務等七個組的事務都要參與，製片廠的任務，除

了製作影片外，經營電影文化城是重點25。副廠長期間規劃一個

電影器材展覽館，收集製片廠一批舊器材，攝影機、剪接機、

燈光、錄影機、背景放映機、昇降機等，將其產地型號，功能

等資料沿革詳細說明標示，讓參觀者認知一點電影製作常識。

文化城展覽館內有些設備來自日本、美國、大陸等地，因此我

有機會到產品公司考察接洽事宜，因著業務的關係要加強知識

養份的吸取，而進修選讀日文，行政管理等課程。回憶四年副

廠長任內，是我電影生涯裡工作最忙碌奮進的時期。

從沒想過進入電影行業後，就是學攝影，當初只有計畫能

做到一個成功的專業電影攝影師，就是最大的心願，擔任廠長

24　  1987電影《那一年我們去看雪》，導演李祐寧，攝影林鴻鐘，李志希、楊潔
玫主演。李安導演曾在電影中客串男主角李志希的背影替身。林鴻鐘在拍完

本片後，因升任製片廠行政職務，不再擔任攝影工作。

25　  中影文化城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在70到80年代堪稱是全亞洲最大影視製片
廠。1975年2月10日，中影文化城正式開放遊客參觀，早期不少電視劇及電影
都在中影文化城取景拍攝，城內有民俗館、蠟像館、電影技巧館，仿古街衛

城門、店舖及客棧，成為國內知名的觀光景點。2006年配合黨政軍退出媒體
政策下民營化，轉手郭台強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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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位置則太遙遠了。當副廠長期間努力學習讀書充實養份，

夜間補修日文空中大學選修行政管理學等多項課程，又奉派到

革命實踐研究院為期兩次的受訓，有關事業管理和事業控制，

研討課程，期間派任編導一部中國國民黨第十三屆二中全會紀

錄片。廠長這個職位，以前都是從上面派下來，到我這個年代

因社會環境的改變，無論官場或公司機構，由下而上的風氣，

專業受重視。製片廠屬於技術專業領域，又是因緣際會我碰上

了時機，任命扛起這重大責任，自認沒高學歷但要自強。

擔任廠長後責任工作壓力增大，每日思考要如何管理製片

廠兼文化城之營運是一大考驗。好在有前四年副廠長的歷練經

驗，可依循經營的路線進行，再和屬下七個組組長配合，共同

協力下完成使命。我站在崗位上做好廠長任務。領導方面，我

採中庸之道，賞罰分明和睦待人的處事原則。自認從最基層一

步一腳印走上來的我，當上廠長後與同事之間沒有階級之分，

工作要求信任，放手去做我只聽結果。同事們都知我平時為人

態度樂觀，開放謙虛無自私。廠長任內上班時間在辦公室批閱

公文，接待外賓外大部份的時間會到各組室和同事們情感溝

通，也要到文化城內各展覽館巡視。放下信任給各組，這樣處

理事情會更順利。

製片廠業務較為單純，只要配合公司製片任務，而文化城的

營運較複雜多了，各展覽館內平時能正常運作，外搭景古街道

出租拍戲。另有兩檔動態的表演節目是重點，就是每年春節和

暑假節日要提早準備。從國內外尋找熱門的表演團體來電影文

化城演出，這兩檔假期的門票收入，是很重要的。在春節期間

招商接洽進駐文化城，街道內各館展出或銷售貨品，來熱鬧古

街道，吸引更多遊客，這都是營運重點。

 長年為家人攝製生活影片  感謝太太賢慧持家

我今年82歲，全家共有十五人，三個孩子（二男一女），

七個孫子（六男一女）。長男53年次，文化大學影劇系畢業，

經營廣告製作公司。次男54年次，國立藝專廣電科畢業，專業

廣告電影攝影師。長女文化大學外文系畢業，做翻譯工作，先

生是華航機師。七個孫子最大的80年次，大學畢業服兵役中。

今年一個讀研究所，兩個進大學，一個高中，兩個還在念國中

二、三年級，孩子們各住在台北市區，我和太太住北投老家，

約定每月兩次舉辦家庭聚會，三個孩子輪流會辦，家庭聚會日

如果在北投家聚會，我常放映他們童年或旅遊的紀錄片給大家

看，三代同堂歡樂無窮。

我從他們一出生就用8厘米拍，持續到孫子們改用V8拍，

到目前每逢聚會換數位相機紀錄後，會存在電腦裡，隨時可欣

賞，這是我的職業病養成的罷。我太太是位慈祥賢慧的婦女，

有主見喜歡閱讀。太太的抱怨是難免的，我又是一個工作狂，

幹電影攝影師期間，經常不在家，尤其是到國外拍戲有時長達

一兩月，到做行政管理時幾乎全年無休，連假日都守在製片

廠，因文化城營運的關係。所以太太說，我是以廠為家，想起

來實在虧欠她太多。漫長的日子，孩子的生活管教，她撐住我

們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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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成立國家級電影專修學院   
 培育電影創作人才

以目前的環境，各大院校都有電影科系，學生在四年的課

程培育中，已學習到理論和技術基礎，在培育人才已有很好的

環境，只缺無專精實際工作經驗。為了加強培育人才，建議政

府投資一所國家級電影專修學院，有電影製片廠的規模有攝影

棚外，製作器材齊備如攝影、燈光、沖印、剪接、錄音等。分

二年一期嚴格招考30∼40名，免學費，招生資格限制各大院校

相關科系畢業生，受課二年制畢業後授與碩士學位。師資聘請

國內外名師及傑出電影工作經驗大師講課，二年畢業前，全體

學生完成製作一部35厘米劇情片，可上院線片。製作預算5,000

萬之內，由國家出資或企業家參與補助 ，上片收入歸還成本。

當然學生在校二年期間可自由找題材拍短片、紀錄片。如有這

樣的環境，定可培育出電影創作傑出人才，期望有這樣的電影

夢，實現是根本之道也。

電影是我這一生熱愛的工作，到現在還是經常看電影，每

天翻開報紙，先看影劇版面，國內外電影活動消息，再看電影

廣告版。有喜愛的電影尤其國片，我都會到戲院欣賞，這習慣

永不改變。鼓勵學生能選擇自己喜愛的行業，投入工作後就要

認真學習，從理論，經驗加上自己的創意，就是成功之路。在

這個年代學習電影的環境相當好，各學校有名師教導，理論基

礎平時多閱讀相關書籍吸取養份，先進的器材已為我們準備好

在那裡。只要投入實際工作時多用心學習，就能得到經驗來發

揮創作，這是我自己走過的心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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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64年拍攝《雷堡風雲》左一：林鴻鐘擔任華慧英的攝影
助理、右一：演員高幸枝。

02   1965年拍攝《聖保羅炮艇》左一：林鴻鐘、右一：攝影指
導。

03   1965年拍攝《聖保羅炮艇》左二：方壯猷攝影師、左一
及左三為攝影組英文翻譯員林聖水。前為攝影指導Joseph 
MacDonald、右一：劇照師Ted Alian、右二：林鴻鐘。

01 02

03

04   1965年拍攝《聖保羅炮艇》右一：林鴻鐘、中：演員史蒂夫．麥魁因
Steve McQueen、左一：趙玉侯。

05   1965年拍攝《聖保羅炮艇》與攝影師合影 。

06   1972年拍攝《情時多雲偶陣雨》右一：白景瑞、左一：林鴻鐘。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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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77年拍攝《大霸尖山》。

12   1976年於泰國拍攝《牡丹淚》右一：施思、右二：導演廖
祥雄 ，左一林鴻鐘。

13   1981年拍攝《Z字特攻隊》，右一：攝大助李屏賓、右
二：林鴻鐘、左一：攝二助呂俊銘。 12 13

11

07   1976年拍攝筧橋英烈傳，為了飛機被擊落墜地前而設計的
攝影機旋轉盤架。

08   1981年拍攝《Z字特攻隊》右一：林鴻鐘、右二：導演
Tim． Barster。

09   1977年拍攝《大霸尖山》。

10   1984年拍攝《超級市民》林鴻鐘在昇降機上拍攝，於林森
北路克難違建區（今林森公園）。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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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77年拍攝《大壩尖山》右一：廖祥雄導演、右二：林鴻
鐘。

15   1981年拍攝《Z字特攻隊》左一：林鴻鐘、右二：柯俊
雄、右一：澳洲演員。

16   1981年拍攝《假如我是真的》右一：導演王童、右二：林
鴻鐘、左一：攝影助理陳順龍。

17   1987年於美國紐約拍攝《那一年我們去看雪》。

14 15

16 17

18   1981年拍攝《Z字特攻隊》左一：林鴻鐘、左二：演員John Phillip Law、
右一：李偉基、右二：印尼兄弟公司電影老闆關金順。

19   1982年在韓國運用自己設計的昇降機拍攝《苦戀》，左一：錄音師杜篤
之、右一：導演王童、右二：攝大助李屏賓、右三：林鴻鐘、右四：攝二

助呂俊銘。

20   1983年在日本拍攝《戰爭前夕》左二：張世軍、右三：曾介圭。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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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81年拍攝《Z字特攻隊》右一：林鴻鐘、右二：導演Tim．Barster。

22  1983年以《苦戀》榮獲第十九屆金馬獎最佳攝影獎。

23   1972年拍攝《一身是膽》外景，右三：楊甦導演。

24   在台中中影製片廠，右一：張小燕、右二：林鴻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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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雷保風雲》在台中清泉崗外景
場拍攝。

26   擔任廠長時接待美國電影界外
賓，在中影文化城留影。

27   於中影片廠拍攝，從美國帶回來
德製晶體式可同步錄音的ARRI Ⅱ
攝影機。

28   剛進台中中影與美製Mitchell BNC
（米契爾）同步錄音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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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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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電影業經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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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幫忙當臨演。

34   攝影協會成立大會，右一：廠長邱順清，右三：中影公司總
經理林登飛。

35   與韓國華僑導演合作，右一：張美君導演，左一：林鴻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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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85年擔任製片拍攝《感恩的歲月》帶隊去日本拍攝，左
一：林鴻鐘、右一：演員午馬、中：日本演員鈴鹿景子。

30   拍攝《夢之湖》。

31   可能為拍攝1977年的《踩在夕陽裡》或《沙灘上的月亮》
與白景瑞導演合作，左一：白景瑞、左二：林鴻鐘、右

一：副導魯繼祖。

32   1997年2月於中影製片廠長榮譽退休，左一：邱順清總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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