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影第一代本土攝影師林贊庭
見證台語片興衰與彩色片起飛 　　名電影攝影師林贊庭出生於日治時期，在中影初期，先從

何基明、李泉溪的台語片中嶄露頭角，直到李行介紹白景瑞才

真正知遇伯樂，成為白景瑞專屬攝影。白景瑞、林贊庭兩人在

1968年電影《寂寞的十七歲》奪下多項金馬獎，奠定影壇地
位。林贊庭因受過九年日本教育，曾赴日學習彩色片技術，

對於日後國片技術與台日製片交流影響深遠。歷經中影攝影

師、技術主任，林贊庭在中影三十六年生涯，承先啟後，為

中影培養出許多傑出攝影師。退休後也與台灣第二代名導合

作，一生共拍攝130多部電影，親身見證台語片興衰與國語彩
色片的起飛。林贊庭曾獲得金馬最佳攝影獎四座、亞洲影展最

佳攝影獎一座。其子林良忠在耳濡目染下，也成為電影攝影

師，一門雙傑，成為台灣影壇佳話。

電影業經典人物

林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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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時期遇太平洋戰爭 
 學生兵守台中港

我是生在日治時代。我的童年，我家裡的環境非常好，所

謂的地主，我的祖父很有錢，他擁有三十幾甲地，一甲地三千

坪，後來我父親也分到有六、七甲的地。我讀日本國民學校，

讀日本話，到了小學畢業之後就讀中學，讀台中一中。讀到台

中一中三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正是激烈1，日本開始打敗

戰，美國人想要來佔領台灣跟日本本土。那個時候，台灣本地

兵力很少，就開始徵中學的學生去當學生兵，我讀台中一中，

我記得是1945年1月，過年之後我也被徵去當兵，駐在台中的清

水，守台中港。那個時候叫梧棲港，以及梧棲港到大甲溪這帶

的海邊守衛，由台中一中學生兵負責，但是年紀很小，武器也

很少，他發給我們甲午戰爭時跟清朝打仗的步槍，學校軍事訓

練用的武器，子彈根本就只能打一發，就要再裝子彈，打五發

後，槍口就發燙，沒辦法摸。

後來就把我們改成叫特攻隊。訓練我們在海邊沙灘挖一個

洞，在洞裡面躲著，等敵人、坦克車進來，拿一個竹竿，差不

多有6尺長的竹竿，竹竿的前面綁這15公分大的炸彈，等到美

國坦克車開進來的時候，從沙洞裡頭跑起來，把它戳到那個坦

克車的履帶，就是說犧牲一個人對一部坦克車，這樣給我們訓

練。等到1945年6月的時候，美國軍隊要登陸的消息情報都已

1　  太平洋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日本為首的軸心國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於
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的戰爭，範圍遍及太平洋、印度洋、東亞
及東南亞地區。

經進來了。有一天晚上，我們海邊的部隊，發現很多美國的兵

艦，向台灣海峽的北方一直開，開往北上的方向，台灣軍司令

部2，就是日本人在台灣最高的司令部，發命令說，美國人要登

陸了，台灣進入第一戰備，你們趕快撤退到海邊陣地去，守海

邊。後來美國艦隊不在台灣海峽停留，一直往北上開，過基隆

之後，才知道美國的艦隊不在台灣登陸了，往北方琉球開，結

果第二天，果然就是在琉球開始艦砲射擊了3，就這樣，我們這

些學生就逃過一命。

 受六年日本國校教育 
 懂日文影響深遠

到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台灣變成中國的領土，歸

還中國。那受很多日本教育的我們多感覺得很怪呀！一夜之間

從日本人改為中國人，那個時候學校老師說，你們三年已經初

中畢業了，因為中國的中學制度，要讀六年，初中及高中各三

年，日本人的制度是讀五年，所以你們等於已經初中畢業了。

假如你們還要讀書的話，那就還要考高中。結果考同個學校

嘛，當然沒什麼問題，就考上高中，一直讀到1949年高中畢

業。民國38年的時候那一段時間，我雖然是讀了十二年的書，

2　  1895年5月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敗戰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50年。日治時代的
「台灣軍司令部」設立於1912年，隸屬台灣總督府，負責指揮在台的日本駐軍。

3　  太平洋戰場中規模最大的兩棲登陸行動，就是在琉球群島進行的沖繩島戰役。
從1945年4月上旬開始持續到6月中旬。該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中
傷亡人數最多的戰役。沖繩的戰鬥結束數星期後，美軍使用原子彈轟炸廣島和

長崎，迫使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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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日本書，三年中國書，這三年的中國書，根本就沒讀到什

麼。第一年台灣光復亂七八糟的，每天遊行，歡迎祖國來台灣

接收，第二年遇到二二八事變，二二八事變之後還有白色恐

怖，無法心安的讀書，真正讀書是高中三年級。那時候讀的高

中三年所發的書是大陸拿來的教科書，根本看都看不懂，三年

時間一到，要我們畢業，也可以說是這一輩子都沒讀到什麼中

國書，好在日本書那讀九年讀得還算有基礎，日本書對我的人

生有很大的幫助。

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教育制度和日本人有差別，日本人讀

的學校叫「小學校」，台灣人讀的叫「公學校」，教科書也不

同。台灣人讀的公學校有「漢文」、「修身」，小學校就沒有

這兩門課，據說沒有這兩門課，台灣人不來讀。到中日戰爭之

前兩年，一律改為「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六年，教科書也一

律一樣，不分日本人讀的或是台灣人讀的學校4，我讀六年國民

學校，都是日本的老師。也可以說，我從一年級開始就開始戰

爭啊，一年級時候就開始跟中國打仗，叫做「支那事變」5，差

不多就講戰爭的事情。

那個時候對事業，要想做什麼都沒有什麼理想，讀教科

書，每天混日子。高中也糊里糊塗的，時間一到，到1949年，

我高中就畢業了，也沒讀到什麼書，大家都要開始考大學了。

4　  日治時期的小學，學生入學年齡為8到14歲，學制為6年，日籍兒童讀的叫「小
學校」，台籍兒童就讀的叫「公學校」，後者課程有修身、國語、作文、漢

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體操等。1941年後，小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
為「國民學校」。

5　  1937年7月起的八年中國對日抗戰，日本內閣將這場「侵華戰爭」的官方稱呼
定為「支那事變」

那一年正好我父親擁有的田地，為配合耕者有其田政策，都被

政府要徵收，正好那年很不幸，我父親也過世了，家裡也很

亂，田也被徵收。我就跟母親講，我留下來，耕者有其田，自

己留一甲地自己種田。我媽他心裡也很難過，因為我哥哥他們

都去日本讀書，她心裡很難過，我說沒關係，我大學不考了。

那個時候我對讀書也沒什麼興趣，反而留在鄉下來種田，保留

祖先留下的田地才有意義，我對農業有興趣，就把一甲地留下

來。我學校畢業的時候，我校長叫做金樹榮，是大陸來的校

長，他也許跟黨國元老陳果夫先生有關係6，他寫了封信給我，

他說「贊庭同學，我替你找到工作了，你有興趣的話，你來找

我」。這封信我根本就沒把它當作什麼，就把它收在口袋。我

姊姊知道了，她就那天晚上跟我媽媽講，說學校寫了封信，不

曉得贊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我跟我媽媽說，學校替我找

到了工作。我媽媽聽到有工作總比種田好，那你趕緊去。

 進農教學習電影製片技術 
 電影《惡夢初醒》任王士珍攝助

後來因為有校長介紹的機會，到了「農業教育電影公

司」。當時農教電影公司的廠長叫做胡福源，是紐約大學科系

畢業的，戰前在好萊塢，米高梅公司當任電影技術顧問的華

6　  陳果夫（1892年－1951年），浙江吳興東林澤河里人，民國時期政治人物。受
蔣介石倚重，負責國民黨內組織及黨務。日本投降後，陳果夫膺任中國農民銀

行董事長，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國防最高會議委員等要職，任

內由農民銀行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出資成立農業教育電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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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戰後農教公司董事長陳果夫就高薪請回南京設廠兼廠長。

在南京廠設一半，共產黨來了就放棄，把所有的器材以及配備

運到台灣的台中市忠孝路13號，該地為日治時代台中新聞報報

社的社長官邸，重新設立新的製片廠。副廠長王士珍為大陸時

代知名攝影師，抗戰時期在大陸就很多有名的電影攝影作品，

抗戰中期政府派他至好萊塢，跟在好萊塢有名的華僑攝影師黃

宗霑學彩色攝影，及彩色片之沖印技術，抗戰勝利後回國，陳

果夫請他負責技術部門兼副廠長。

我第一個進農教電影公司之後廠長給我說：我們要在台灣

設立一座現代化的電影製作片廠，而且在南灣訓練一批新的技

術人員，你可不可以回學校找一些同學來參加！於是我再回學

校，請學校召集願意參加電影技術班的同學來參加。訓練班共

辦了兩期，後來這些技術人員都成為台灣電影技術界的名人。

如賴成英、洪慶雲、林丁貴、陳洪民、林文錦、林鴻鐘、廖繼

耀、林焜圻等等，每年金馬獎都是這些人在得。

廠長很好，他堅持現代化。他說大陸時代的電影技術都靠

經驗、感覺，沒有一個數字。他主張樣樣要機械化、科學化，

所以從膠片洗印開始，用機器沖洗，在大陸時底片都用手工

沖，到底沖到什麼程度要看個人感覺。用機器沖洗的話，把藥

水溫度控制好，沖洗幾分由機器好，出來的效果都一致的。所

以他由美國買回來的器材都是現代化的自動沖片機，自動印片

機，自動剪接機等等，全部由數字來管理。攝影的王士珍先生

主張由機械來管理開始，打光照明的亮度要用測光表來決定，

不要像大陸時代靠經驗來做決定。他培訓人，把差不多十幾個

人找來，每天早晨九點開始上課，他就教攝影、燈光、剪接、

錄音、沖洗全部教，製作電影的製作技術他都教。我們受訓幾

乎花了兩年，每天上午讀書，下午開始把這些從南京農業電影

教育公司運來的機器，都是用裝箱的，下午把裝箱器材拿出來，

大家現場架起來，訓練攝影、錄音、沖洗。那個時候的沖洗，

就開始用沖片機沖洗了。那兩年的訓練，對我們幫助非常非常

大。

後來農教電影公司自己拍了一部戲叫做《惡夢初醒》7，

我第一次參加了攝影工作，我當什麼呢？我當王士珍的攝影助

理。他很有名，去過好萊塢，為了學彩色電影。那時美國已經

有彩色電影，台灣中國都還沒有彩色電影的製作，1949年上

海、南京也都沒有彩色電影的製作，那時幸好王士珍從美國回

來，被陳果夫看上了，到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當副廠長兼攝影

師。他就拍第一部片子，他用了一些中國電影公司製片廠的技

術人員和農教公司的技術人員，合拍一部《惡夢初醒》。那時

後我是當王士珍的第二助理，第一助理華慧英是要跟焦啦，第

二助理我是裝片和扛機器。就是跟他做助理之後，看他當攝影

師，我覺得這個電影攝製的過程，不說有興趣，但就好玩。攝影

他管了很多，所以我才慢慢對攝影工作有興趣，走攝影這條路。

我當助理當了差不多有三、四年之後，才開始有台語片出來。

7　  1950年農業教育電影公司在台拍攝的第一部反共黑白片電影《惡夢初醒》，鐵
吾原著小說《女匪幹》所改編。導演宗由，攝影王世珍，演員盧碧雲、王玨、

藍天虹、常楓等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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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愛情十字路》首次掌鏡 
 攜中影攝影機協助何基明拍片  

那時候一年很難得才拍一部片子，那時農業教育電影公司

有兩個攝影師，一年一個人拍一部，也沒有很多電影可以拍，

所以工作很少，所以我一直當助理。那時候想要當攝影師很難

很難，不是難，是機會沒有。我差不多當了四年，之後何基明

才拍台語片。何基明導演的廠就在隔壁，車程差不多三十分

鐘，我們時常去幫忙他拍台語片8。後來有個機會人家請我當攝

影師，我的第一部戲是我豐原很多親戚，他們都很有錢，他們

看到台語片起來，很好的機會，想要投資，他們籌錢開始拍台

語片。

當時拍台語片的攝影師要跑片，拍一兩天就要休息了，休

息一禮拜，回到台北拍另一部台語片，就這樣跑片，我的親戚

覺得這樣何時才拍得完？就跑來找我，就說林贊庭你來幫我拍

好嗎？我說可以呀！我向公司請假，去幫我親戚拍台語片，叫

《愛情十字路》，是我第一部攝影的台語片9。規模比較小，差

不多二十幾天，還不到一個月我就把它拍完了，這是我當攝影

8　  何基明（1916年－1994年），畢業於東京藝術學院，是第一位到日本東京研究
電影技術的台灣人，學成之後返台，成為台灣早期知名的台語片導演，其在台

中創立的「華興製片廠」，是台灣第一個民營製片廠。1955年開拍第一部35釐
米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是由麥寮拱樂社女子歌仔戲團（團主陳澄三）

演出的歌仔戲片，轟動一時，從此掀起台語片拍製風潮。其後導演《青山碧

血》、《血戰噍吧哖》等多部台語片，是台灣電影的先驅。

9　  臺聯電影企業社出品之台語文藝愛情片《愛情十字路》為林贊庭第一部正式掌
鏡影片，在台中豐原拍攝，於1957年上映。導演為呂訴上，主要演員有陳秀
香、林惠珊、林麗絲等。

師的第一部。從事電影工作，好像到第四年，才輪到我有機會

拍，但這不是國語片，那時國語片和台語片分得很清楚，等級

不一樣，台語片被認為只是歌仔戲改編成小電影而已。

 幫李泉溪拍台語片 
 參與台日彩色片技術交流

拍了這部戲之後，我的作品出來了，很賣座，大家也肯定

我，很多拍電影的人，開始拼命拍。那時候李泉溪，是何基明

導演的助理，就是副導演，他也開始當導演。李泉溪自己搞一

個片場，他邀請我去當攝影師，我就在李泉溪片場裡拍了好幾

部片10，那個時候，是1956年，拍了兩年，大概1958年，我就去

當兵了。正好那個時候，所謂的第一期的台語片，開始沒落，

因為大家粗製濫造，觀眾也覺得台語片不好看。那個時候，很

多日本的走私的片子進來，大家都看去日本走私片，台語片就

停拍。正好這時我去當了兩年的兵，那個時候我二十九歲當

兵，那時我已經結婚了，孩子也很大了，我跟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一起當兵，部隊裡面的人都叫我歐吉桑，禮拜天我老婆帶著我女

兒來看我，他們就說歐巴桑來了，歐巴桑還帶了一個小孩來了。

10　  李泉溪導演（1926年－2001年），1953年至農教片廠實習，1955年跟隨何基
明導演拍攝《薛平貴與王寶釧》，1957年拍攝導演生涯的處女作《赤崁樓之
戀》，1959年起在霧峰租下文化戲院，展開大量歌仔戲戲曲片的拍攝。李泉
溪在電影圈二十年內，總共導了近一百三十部電影，是台語片導演中產量最

多的，見證了台語片的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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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九歲當兵，三十一歲才退伍回來。那時候農教公司

已改名為中影公司11，正好中影公司台中廠被火燒，火燒之後，

開始停拍，不拍片了。我退伍回來也沒什麼工作，正好第二期

的台語片開始了，所以又去拍第二期的台語片，就跟李泉溪一

起拍很多台語片12。但是那個時候，我沒有被認定是攝影師，只

是台語片的攝影師，低一級，因為真正的攝影師要拍國語片才

是攝影師，拍台語片的攝影師就是等於低一階的人物，我就這

樣慢慢的走這電影攝影工作。

大概1959、1960、1961年之後，時代進步了，台灣開始拍

彩色片，我當兩年的兵回來，跟我同期的賴成英、洪慶雲、林

文錦大家都升攝影師了。我因去當兩年兵，回來還是當他們助

理，一直沒有機會拍國語片，因為那個時候，華慧英跟李嘉一

起、賴成英跟李行一起、林文錦跟李嘉一起。所以我都是當他

們的助理，一直沒有機會。但是那個時候，開始外國人到了台

灣，跟台灣人合作拍電影。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工資便宜，

先進來的是美國人，其次是日本外景隊來台灣拍外景。因為我

會講日本話，所以日本很多外景隊到台灣拍外景時都會找我們

幾個人。

11　  農業教育電影公司與當時負責經營電影院並代理發行影片的「臺灣電影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於1954年9月1日，合併改組為「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中影」。

12　  自《薛平貴與王寶釧》賣座後，許多人一窩蜂投入台語片拍攝，影片品質卻
粗製濫造，導致市場混亂。1959年7月，中影台中製片廠遭大火吞噬，翌年遷
廠於士林外雙溪創設中影文化城，台語片也在同期遭逢第一次低潮，華興製

片廠因此停業。直至1962年，台語片製作經驗與拍攝場景逐漸轉移至北投，
一度使得台語片進入第二期製片潮。然而在第一家無線電視台視開播後，

1963年後台語片風光不久，數量又呈現迅速下滑。

那個時候中影公司會講日本話的就我、賴成英、洪慶雲這

幾個人，那就找我們去當翻譯。這樣我就跟日本的關係很好，

公司就會派我跟日本的外景隊一起去日本做部分的工作。為什

麼呢？在台灣和台灣演員拍的鏡頭和日本的內景有連戲時，需

要台灣演員一起到日本去拍內景，因為那個時候的彩色片，外

景在外面拍，內景一定搭景拍，沒有說拍實景，都用佈景。所

以台灣演員，有人內景戲一定要在日本拍，所以我就會跟著演

員到日本拍，做翻譯。所以有這樣的機會，那個時候就常常跑

日本去，跟日本人認識之後，對我的事業幫助很大13。

 首部彩色片1965《菟絲花》 
 國聯李翰祥三倍薪挖角險跳槽

我兩年退伍之後，沒有跟我合作的對象的導演。因為像賴

成英，雖然比我晚一年進公司，但是他跟著李行，洪慶雲跟潘

壘，都有導演。我沒有導演，回來還是做人家助理。那個時候

我的廠長叫做楊樵，楊樵就是台灣電影製片廠的秘書，後來到

了中影製片廠當廠長。他當廠長很同情我，他說林贊庭看你樣

子還不錯，你拍的台語片都很有名，你怎麼沒有機會呢？正好

那個時候，國聯公司來台灣設立公司，國聯就是李翰祥跟邵逸

夫沒有搞好，他就脫離邵氏到台灣開了一個公司14。國聯公司

13　  1963年林贊庭因中、日合作影片《秦始皇》、《海灣風雲》赴日本大映與日
活二公司學習彩色影片攝影技術。

14　  李翰祥（1926年－1996年）原為香港邵氏電影導演，因執導《江山美人》、
《梁山伯與祝英台》古裝片成名。1963年李翰祥在國際電影懋業支持下，來
台設立「國聯影業」電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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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了一個攝影師，但是他同時拍了好多部戲，他需要找其他

攝影師跟他們導演合作，所以楊樵就介紹我去和李翰祥認識之

後。李翰祥說：「好，你到我公司，有一部文藝彩色片《菟絲

花》15，你就拍這部戲好啦」。

就這樣我就在國聯幫他拍《菟絲花》，拍了之後李翰祥很

喜歡我，他說林贊庭拍的片都很漂亮，角度也都很好。他說，

「你要不要到我公司來？」他出給我很高的價錢，出了我在中

影三個月的薪水，當做在國聯一個月的薪水。就「說我給你三

倍的價錢，你到我公司來」。就這個事情，我幾乎要跳槽過去

了。李行導演知道了，那時候有一位叫白景瑞到中影公司來上

班16。白景瑞過去是個記者，他也喜歡電影，就到義大利修電

影，他到義大利修了三年電影之後回來，龔弘就請他當製片部

經理，後來就升導演請他導戲。白景瑞跟他說，「我沒有攝影

師，你們都有攝影師」。李行說，「我給你介紹一個林贊庭，

他想要跳槽到國聯，原本是中影的人，快要跳槽過去了，趕快

把他吸收過來」。我就跟白景瑞搭檔，拍了第一部戲，叫做

《寂寞的十七歲》。白景瑞所學的東西，有點新潮，很現代化

的拍法，都是很寫實的，用那種寫實主義的作法。

15　  國聯影業有限公司於1965年出品由瓊瑤同名小說所改編的電影《菟絲花》，
由李翰祥執導，林贊庭攝影，汪玲、楊群、朱牧、李湄等主演。

16　  白景瑞（1931年－1997年）為兩岸少見留歐之電影導演，大學時與同為話劇
社的李行導演結成好友。退伍後，擔任自立晚報影劇記者，受義大利新寫實

主義電影影響，決心赴義學習電影。1964年學成歸國，進入中影公司，1968
年以《寂寞的十七歲》獲得第六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為健康寫實路線代表人

物。代表作為陳映真作品改編的《再見阿郎》及白先勇小說改編的《金大班

的最後一夜》。

 知遇白景瑞成為專屬攝影 
 1968《寂寞的十七歲》奪攝影大獎

當時李行介紹我給白景瑞，我那時還瞧不起白景瑞，他人

小小的，後來一談之後，我覺得他這個人肚子裡有東西，有點

像我在日本電影公司「日活」17，所學的方法相似。他的想法都

跟日活那些年輕導演的想法有差不多一樣的想法。當時日本有

五大電影公司，有日活、大映、松竹、東寶、東映，當時日活

的全力都落在年輕人的導演或攝影師，其他的四家攝影師年紀

都很大，拍的片子很穩很扎實，但是很老套。日活的那些年輕

人拍法不一樣，我就看白景瑞跟他們差不多一樣，講話跟手法

都差不多一樣，那我就開始幫他拍，第一部戲我就把在日本所

看到的，所學的東西，都盡量拿出來。

譬如說，當時大家對彩色片的感光技術很怕，彩色片如果

沒有達到一定的色溫，他們就不敢拍，譬如說白天拍日景，就

一定要在十點鐘以後，等到太陽光到5400度色溫才敢拍。那不

到5400度，很多香港攝影師都不拍。日本人則不是這樣的，不到

那個色溫他照樣會拍，只要感光夠就拍，拍了之後感光不夠怎麼

辦？到後期再來調色溫，調顏色。我就把這一套拿回來用，在

白景瑞的《寂寞的十七歲》電影裡面應用上。我發早上六點鐘

的通告拍晨景，那下午六點鐘我拍黃昏景，都用實景。過去的

黃昏景都不敢於黃昏時刻拍，都在攝影棚裡搭景，用搭景和燈

光效果拍出黃昏的氣氛。我都用實景，大部分戲的一半我都會用

17　  日活株式會社，簡稱日活，是日本最早的大製片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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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景拍，跟白景瑞的想法一樣。所以兩個人有這個默契之後，第

一部戲，很多人看了覺得這部片與眾不同，之後我就跟白景瑞一

直合作，拍了三十幾部電影18，也因為這部片第一次得獎。

得獎作品包括《寂寞十七歲》、《愛的天地》、《女朋

友》、《梅花》，還有亞洲影展得的一個獎《雪花片片》19。

《寂寞的十七歲》應該是有兩個獎，一個是「最佳彩色攝影

獎」，另外一個是「最佳攝製技術特別獎」，大部分是跟攝影

工作有關係的，那兩個獎，一個在我家，一個中影公司拿去

了20。我們那個時候對這些得獎，不覺得什麼，看獎金。我記得

那時候得獎有四萬塊的獎金，獎金比那座金馬還值錢。我算拍

第二部戲就得獎，第一部是跟李翰祥拍的，所以我就從台語片

的攝影師升為國語片的彩色攝影師。

18　  白景瑞的作品許多都是由林贊庭所攝影，合作的電影有《還我河山》、《寂
寞的十七歲》、《第六個夢》、 《新娘與我》、《今天不回家》、《喜怒
哀樂》、《家在台北》、《再見阿郎》、《老爺酒店》、《我父、我夫、我

子》、《女朋友》、《秋歌》、《楓葉情》、《異鄉夢》、《人在天涯》、

《皇天后土》、《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大輪迴》等。

19　  林贊庭得獎紀錄，除1968年以《寂寞的十七歲》獲得第六屆金馬獎最佳彩色
攝影獎外，1973年以《愛的天地》獲第十一屆金馬獎最佳彩色影片攝影獎；
1974年以《雪花片片》獲第二十屆亞洲影展最佳彩色攝影獎；1975年以《女
朋友》獲第十二屆金馬獎最佳彩色影片攝影獎；1976年，以與林鴻鐘合攝的
《梅花》獲第十三屆金馬獎最佳彩色影片攝影獎。

20　  中影1967年上映國片《寂寞的十七歲》是第六屆金馬獎的大贏家，包括最佳
導演白景瑞、最佳彩色攝影林贊庭、最佳彩色美術設計李季、最佳剪輯沈業

康、最佳錄音洪瑞庭。男主角柯俊雄更以本片榮獲第14屆亞太影展最佳男主
角，成為亞洲影展第一位台灣影帝。該年金馬獎同時頒發最佳攝製技術特別

獎給出品的中影公司，等於表彰林贊庭在彩色攝影上的整體技術能力。

事實上《梅花》是我跟林鴻鐘兩人拍的21，但是中影公司

去申請報名的時候，可能漏掉沒有寫上去，只寫了林贊庭一個

人，而且頒獎的時候，我人不在台灣，我人在義大利跟白景瑞

拍《人在天涯》，在義大利拍片，公司只報一個名額。後來當

然林鴻鐘就有提出抗議，去跟新聞局改，但新聞局說已經發表

了，沒有辦法再追加。那個時候是公司去領獎，不是本人。早

期的金馬獎都是代表人（演員）去領獎，因為那時覺得本人不

好看呀，主要大家都要看明星呀，所以明星代表領獎。《梅

花》那個獎，後來領了四萬塊，我拿了一萬塊請拍戲的這些工

作人員，剩下的三萬塊我就給了林鴻鐘。我說：「沒關係啦，

以後你還是照樣寫，《梅花》還是有你的份，我都會跟大家

說，這個獎是我和林鴻鐘共同的作品」。

 白景瑞擅長溝通 
 拍攝前先讀劇本規劃分鏡

在我的那個時代裡，也許比較古老一點，當時導演沒有

把拍法決定之前，大家都可互相商量，可以反駁。但最重要

的，所謂溝通很重要，我也時常在想，在拍一部戲之前，腳本

構造，劇情要事先固定好，不要到了現場才整個改掉，不要有

這種事情發生。也許現在不這樣做，以前我的時代，先有讀劇

本會，開拍前幾天，每個人都看完劇本之後，要求大家都來參

21　  中影1976年出品電影《梅花》，導演劉家昌，編劇鄧育昆，攝影林贊庭、林
鴻鐘。演員有柯俊雄、張艾嘉、谷名倫、恬妞、岳陽、胡茵夢等。本片榮獲

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攝影、最佳錄音、最佳音樂五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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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導演、副導演、攝影、燈光、佈景、服裝、道具大家都

集合起來，以導演為中心，他帶大家一場戲一場戲讀下去。到

某一場戲時，導演就說我的構想，譬如說這場要彩色強烈一

點，還是這場要昏暗的感覺，導演先講出自己想法，燈光才提

出是否辦得到、做得到，或是服裝的意見，各個部門的意見都

有提出來，這樣一來整部戲可節省很多時間。這都是要事先說

好，不要到了拍攝現場這些意見不合，浪費時間是很不科學，

現在說起來好像比較老套。

早期大陸的電影到台灣來時都沒有這樣做，很少大陸來的

導演這樣的作法。譬如說我拍第一部戲，叫作《惡夢初醒》，

那時候導演是宗由，他今天要拍的戲鏡位只有導演一人知道，

不可以只有一個人知道，那當然第一場戲我們就看腳本知道，

但腳本就文字，但他的內容要演員怎麼做，譬如說技術人員光

要暗要亮，視覺要強烈要柔和，這些導演都不講。然後拍時，

導演就說，這光打的那麼暗，為什麼要那麼暗，完全是他個人

的感覺啦！但沒有集體的感覺，這是當時大陸來的導演。講難

聽一點，就是比較霸道，他覺得威風。但到了白景瑞的時代，

他就不一樣了，白景瑞義大利回來，就像我說的，還不到讀劇

本，他至少就先有分鏡表出來，到了現場叫副導演、場記抄分

鏡表給每個部門一份，演員、燈光、攝影、道具各部門都有，

然後先預演，告訴大家第一個鏡頭我拍個大景（long shot），我

要介紹這個環境，然後拍中景，給觀眾知道這場戲演員的關係

位置，這樣導演分鏡的構想講給大家知道，所以大家要拍這場

戲，就都會很清楚原來是要這樣。過去都是拍內景比較多，打

光比較花時間。這樣講了有好處在哪？同一個角度，同一方向

的光打好了，就可以跳拍，譬如說第一個鏡頭全景，第二個近

景，第三個再中景，都是這個方向，就不用一直改光，不然打

光要費很多時間影響進度，覺得這種方法科學，現在都需要這

樣。 

 白景瑞出走協助掌鏡《再見阿郎》 
 龔弘惜才寬貸

記得龔弘當中影總經理的時候，我騙過他一次22。這件事

情，他一直都忘不了，等到他年紀大了，李行要頒金馬獎終身

貢獻獎給他，請他從美國回來領獎。我們攝影師，我、華慧

英、賴成英請他吃飯，他那個時候還記得說「林贊庭，我記得

你騙我」，他那個時候都還記得這件事。為什麼我騙他呢？我

記得我和白景瑞在拍《家在台北》的劇情裡面23，一個人在同樣

的時間要講兩件事情，那兩件事情用兩個鏡頭（cut），跳來跳

去好像很不自然，所以我就去想了分隔畫面，同樣一個畫面裡

面我就分了一半，這一半講這個事情，另一半講另一個事情，

就是同時間出現在同一個畫格裡。這個事情都很簡單，拍兩條

畫面，印片時印成一個畫面，但那個時候拍了之後要寄去日本

22　  龔弘（1915—2004），資深台灣電影製片家，1962年任新聞局副局長期間，
一手創立金馬獎。1963年至1972年這段時間，擔任中影總經理，經歷了台灣電
影從黑白邁向彩色，並開創健康寫實路線，成為國片起步重要推手。龔弘於

1999年獲頒金馬獎「終身成就特別獎」，相關專書有《影塵回憶錄》（龔弘口
述，龔天傑整理），以及《龔弘：中影十年暨圖文資料彙編》（張靚蓓著）。

23　  中影1970年出品《家在台北》，導演白景瑞，攝影林贊庭，主演歸雅蕾、柯
俊雄、江明。該片在第八屆金馬獎榮獲最佳劇情片獎、最佳女主角獎歸亞

蕾、最佳剪輯獎汪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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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台灣沒辦法沖印要在日本做，很麻煩，所以我就在現場

做分割畫面，現場是在台灣自己做，做了分割畫面的底片出

來。拍完之後我去東京，去做分割畫面的組合，把影片完成以

後，我打個電報回來，請總經理去東京看，看完了之後他說可

以。

那個時候《家在台北》是過年檔的影片，他來看了非常

滿意，他說「分割還可以這樣拍喔！」龔弘又對我講：「贊庭

啊，明天我帶你到大阪去，我們去看大阪博覽會」。那時候萬

國博覽會，在日本大阪舉行，他說「下部戲我要請廖祥雄導演

導《萬博追蹤》，你當攝影，所以我們明天一起去到大阪」。

第二天我們兩個就搭新幹線從東京到大阪，新幹線到大阪有兩

個多小時。他就一直跟我聊天，他說「你拍的《家在台北》我

非常滿意，尤其是分割畫面，很少很少有人這樣子使用，到底

是你的想法還是白景瑞想的？」「我給你一個新工作，已經公

布了，廖祥雄要拍《萬博追蹤》，指定攝影林贊庭。我又聽說

你要跟白景瑞兩個人要跳槽到香港公司，去拍《再見阿郎》24，

我聽了很生氣！這個香港公司，老闆就吳彥祥，用我的柯俊

雄、用我的甄珍、用我的白景瑞、還要用我的攝影師林贊庭，

都要把我這些人員都調過去拍，都沒經過我同意！所以我已發

個佈告出來，任何人如果到香港公司去拍片，我一律都要處

分」。

他就問我，「林贊庭你是不是要跟白景瑞去？」他已經知

24　  香港製片人吳源祥出品的1970年文藝愛情電影《再見阿郎》，由白景瑞執
導，柯俊雄、張美瑤、韓甦、陶述、高幸枝、李湘主演。張美瑤當年以本片

走紅，成為首屈一指玉女演員，1970年並榮獲亞太影展最有前途新星，同年
與柯俊雄結婚後息影。

道我和白景瑞的關係，才會這樣問我。那個時候我心裡想想，

暫時給他應付說，「總經理我會找一個人代我替白景瑞拍」，

他說「真的喔？我們講話要算話喔」。我們就這樣聊聊聊到大

阪，看了博覽會之後，他先回來東京，我晚幾天回來。我回來

台灣之後沒回中影公司報到，就跟白景瑞到台南拍片了。我在

台南就寫了一個報告，因家母年老生病需要人照顧，我要請假

兩個月，就寫了一個請假單，就給人事室主任，我就拍片去

了，請假單我托人家帶回去。

結果總經理知道後非常生氣，那個時候不是歸他直接管

的，那個時候我是製片廠的人，製片廠廠長管，不屬於總經

理管，他就跟廠長說「把林贊庭找過來，我要跟他講」。我的

廠長就寫了一個條子，說總經理後天早上幾點鐘要見你，你一

定要來跟他見個面。我就跟白景瑞講我要去處理這個事情，我

把晚上通宵的戲拍完之後，利用第二天的早班車，從台南趕回

台北。趕回台北的時候，我的廠長、我的技術組主任、人事主

任，大家都在總經理室等我。我出現，廠長就跟我說：「贊庭

啊，總經理一定會發大脾氣，他說不定會開除你，你就不要跟他

鬥嘴，你只要說是、是、是⋯」。我們就一起進去，好像很盛

大，我進去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手裡就拿著我的報告，我的

請假單，我看他的手在發抖，「這個⋯林贊庭，你拍這個戲還要

拍多久？」我說「剛剛拍，可能至少還要一個月」，他手還在抖

一邊說「好啊！你騙我⋯」一直說我騙他。是啊，我是騙他25。

25　  根據臺灣電影網（Taiwan Cinema）2005年台灣電影年鑑，林贊庭當時向龔弘
坦承白景瑞是第一個提拔他的恩人。他未升為攝影師前，沒有人要他，只有

白景瑞對他說：「今後只要我白景瑞有戲導，攝影師就是你。」現在白景瑞

有好機會，我不能背棄他，不得已只好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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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就說：「廠長，給他辦停薪留職！」把我的薪水都

停下來。他說：「我限你兩個月以後，這個戲拍完一定要回來

我這裡報到！」我說，「好，總經理，我一定會來這裡報到，

來辦公室看你」，就這樣子放我一馬。就那個時候佈告都出來

了，任何去的人都要開除，後來的柯俊雄和甄珍都不敢去，有

簽約的都不敢參加這個戲，柯俊雄有參加啦，甄珍沒有參加，

還有很多中影的演員都退出了，大家本來都看在白景瑞的份上

一起去26。所以，本來我的原則就是說，一個人要誠懇，做人要

實在，我就只違反了那一次，也感激龔弘，放了我一馬。

 36年中影生涯與人無爭 
 感念長官照顧

我覺得在攝影界跟大家的相處，感覺大家都是很好的人，

沒有什麼吵來吵去的事情，毫無怨仇。我覺得我在中影公司那

麼久，我二十歲進去中影之後，我到五十六歲才退休，一直都

在中影。這個當中，我的上司也對我非常好，像楊樵廠長介紹

我去國聯公司拍戲當攝影師。龔弘這個人，我覺得他對電影貢

獻很大，不但愛電影也很愛才。他看我們攝影師覺得我們錢拿

的少，他另外去加給。譬如說，中國電影攝影某某某，錄音某

某某，他去設了一個「攝影指導」，他說攝影師在現場要管很

26　  1969年原任中影公司製片部經理胡成鼎退休，和李行、白景瑞、陳汝霖、蔡
東華等人出走，合組「大眾影業公司」， 創業片為白景瑞導演的喜劇《今天
不回家》。1972年改組為「大眾電影公司」，由白景瑞及李行分任董事長、
總經理，在香港繼續拍片。

多，燈光、攝影、彩色、布景、服裝、顏色等等什麼都要管，

應該要給攝影師有另外一個加給，設一個攝影指導。中影的影

片攝影就變成有「攝影指導」，再來「攝影師」，再來「攝影

助理」。後來攝影指導加給5000塊錢，那個時候5000元很大，

差不多現在的2萬元，他真的很愛才。

我工作跟人家不是求好，是求和。我覺得大家相處機緣

難得，沒什麼好堅持，大家和和氣氣工作，我覺得會有很長久

的往來，我平生很少跟人家堅持，也許我的父母的影響也有可

能。那個時候我還很小，還讀初中時，因為我父親就對鄉下的

鄰居都很和藹。他本身有心臟病，所以他口袋不時都會有打針

的針筒跟注射的藥，我們鄉下很多老人，也一樣有這個病，他

就去請醫生從豐原來。我家住在社口，要從豐原請來要很久，

有時我爸爸像醫生一樣，有心臟病的去幫他們去注射，他就心

很軟，能幫忙就幫忙。很遺憾他本人就是心臟病，四十八歲就

過世了。那個時候戰爭很厲害，沒有好的醫藥，我的哥哥也是

因為得肋膜炎，醫藥缺乏就這樣過世。所以也許我父母的影

響，很自然的就有什麼堅持時，不行我就會退出，不要跟你爭

到底，一向都是這樣的原則過來。

 練習生師徒制 
 為中影培養後進攝影師

我為什麼中影會那麼早退休，我其實應該要六十幾歲才能

退休，中影公司是一個黨營機構，制度跟公務人員一樣，大都

是六十幾歲退休的。我在中影公司很不錯，也拿了很多獎，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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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不少榮譽，那時總經理梅長齡提拔我當技術組主任，他說

贊庭你拍片拍少一點，辦一點行政，在公司那麼久了，也比較

了解公司，你來當行政，我就調去當行政工作。我也要求公司

一年要給我拍一到兩部電影，所以我當主任之後，照樣跟白景

瑞的戲，也會跟他一起拍。我做了技術主任很久，也做了七、

八年了，因為我的學歷不夠，照道理講，我年資有了之後，應

該升上，中影製片廠的技術主任，再升上去就是廠長，我廠長

升不上去，為什麼呢？因為我沒有大學畢業，我後來想到和我

拍戲的人，一個一個都升上來，升為攝影師，中影公司很多新

的攝影師出來，譬如說陳坤厚、楊渭漢、廖本榕、張展還有李

屏賓這些人都能夠獨當一面的工作，我就申請提早退休。

他們進到中影公司當練習生，一定要跟師父，就是跟我

們攝影師一邊工作一邊學。就我在掌鏡的時候，像李屏賓、

陳坤厚，他們來當我的助理，替我測量光，量個光以後，到某

個程度，我認為可以了，就放給他做，去當攝影師。那個時候

中影公司的制度就從這樣起來，要從攝影助理做起，跟著老攝

影師，跟久了之後，就成為了攝影師。我就感覺第二代出來很

多人，我可以退休了，我申請了兩次，才准我退休。在中影公

司有個不方便就是，如果外面的人要請我當攝影師，就要寫報

告，要辦外借，外面賺回來的錢一半要給公司。那個時候一個

好處就是說，有白景瑞、李行導演，我一年拍好幾部戲，還有

我在中影公司那段時間因為我會講日本話，有日本人來合作拍

戲，我都替他們翻譯，認識很多日本人。華語電影香港先有彩

色片，之後才台灣有彩色片，香港的彩色片是向美國、英國學

的，台灣的彩色片技術上之往來最多還是日本。

 一生拍過130多部片 
 子林良忠亦成為攝影師

我現在想過來，我拍130多部片，幾乎差不多都沒有休息，

有時候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這部戲拍完，下一部又開始，我

都白天連著晚上這樣拍，所以小孩的照顧都是交給我的太太。

我太太不錯啦，這幾個小孩都顧的蠻好的。小孩的教育就盡量

讓他，不是自由，不要罵不要打，用口說的勸他們。所以我的

小孩都說我爸都沒有打過我，我都讓他們自然發展，不要學

壞就好。我是攝影師，日夜不停一直這樣拍，自己很辛苦，不

要第二代也這樣。那時正好流行的是電腦，林良忠是淡江畢業

的，畢業時我說如果你要出國你就去出國，或去外國讀，大學

讀完之後，至少去讀個碩士回來，結果讀了電腦讀了一年之

後，他說電腦沒有興趣，可能要用腦筋太辛苦，他就寫了一封

信給媽媽，不敢寫給我，他說他想轉電影，在紐約有個很好的

電影學校，與李安是同個學校，他們可能想法一致27。

我太太跟他講說，如果讀不下去那就不勉強，但我實在

不想讓他學攝影，因為太苦了，但後來不錯了，因為他時代

跟我不一樣，現在就一部一部在拍，到美國的第二年，他就轉

電影。同樣這個時候，因為他要去國外，讓他先結婚才去，所

以他太太也去讀書，我最小的女兒說也要到美國去。那時候三

個人在美國讀書一個月的費用不得了了，我那時一個人在中影

27　  林贊庭之子林良忠，本身亦為名電影攝影師，1985年考取美國紐約大學電影
研究所，成為李安的學弟。兩人結識進而成為李安父親三部曲《推手》、

《喜宴》、《飲食男女》的攝影師，現任教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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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拿的薪水都也發給他們，好在我當時在外面有賺一些外

快，替人家拍點片，這樣供給他們讀書。我一直都讓他們很自

由，不會限定他們一定要怎樣，像我那個女兒，她很奇怪，她

給我讀考古，在博物館裡頭，學校跟博物館合作，拿印地安人

的骨頭來考古，我想也說不定將來中國的考古也很需要，就讓

她去讀。她後來也有讀一些美學，都讓他們讀書讀有四年。其

實苦在我，一直必須努力賺錢給他們讀書，但我就是不會限制

他們一定要照我的意思讀，讓小孩都是隨自己的興趣發展。

 申請中影退休拚經濟 
 與台灣第二代導演合作拍片

所以那個時候我要退休的時候，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媳婦，

都在美國念書，我一年要寄不少錢去，我覺得我還年輕，決定

還是要拍片，我可以跟台灣第二代導演，合作拍片，那時候大

家稱為新銳導演，有柯一正、李祐寧、萬仁他們這些人，都從

美國回來了。侯孝賢、林清介、王童等，台灣第二代的導演也

出來了。那時候我認為白景瑞拍戲比較少了，我要跟第二代的

新導演試試看，就跟他們拍。中影退休後，拍了不少片，都是

跟這些第二代的導演拍片。一方面我對拍片有興趣，一方面覺

得自己還年輕還能動，另一方面我覺得經濟的壓力也很大，所

以就拼命拍。

中影退休後拍了好多部電影，一方面日本人到台灣拍片，

都要請我做翻譯，做台灣的製片，我就安排他們拍片。日本人

就很多人知道台灣有個林贊庭很懂電影，後來有很多日本廣告

片，像TOYOTA、YAMAHA、HONDA等到台灣都來找我，就

是有這樣的關係，我想自己開個廣告片廠也不錯，這就是自己

開個片廠的原因28。那時候有一家拍武俠片的國際聯邦公司，

他們股東們覺得電影已經開始低潮走下坡了，不賺錢，而且他

們四個老闆都是很有錢，他一直認為要做電影公司，老闆很難

做，都要看演員、導演的面子，一天到晚演員罵他們，老闆小

氣不敢投資，他們就認為拍片這個行業不是好賺的，想要把

聯邦片廠賣掉29。那時候中影公司想要他們的攝影器材和燈光

器材，因為我那時跟聯邦的關係也不錯，也幫他們拍了好幾部

片，跟聯邦老闆都很熟，後來不知怎麼搞的他們就說器材不要

賣中影，中影公司給他們出價太低。

他們正在考慮的時候，我太太正好到他們公司收帳。老闆

問我太太，並給他一本清冊看，問說：「林太太這些器材250萬

新台幣，賣給你，要不要？」，我太太看清冊有四部攝影機及

燈光器材，是夠開個廣告片廠的全部器材，所以當場就答應買

下來。不是賣給我，是直接賣給我太太，因為我每次拍完片，

金錢收帳都是交給我太太去收的，我太太跟他們幾個老闆都蠻

28　  林贊庭1981年自中影退休，收購聯邦影業公司的先進設備，自組益豐片廠
（贊益企業有限公司），提供廣告片製作、MTV、電視節目攝製及器材租用
等業務。

29　  1953年夏維堂、張九蔭、張陶然與沙榮峰四人合作創辦「聯邦影業公司」，
1956年陸續成立國際電影製片廠、影片沖洗公司，圈內人遂以「國際聯邦」通
稱。在台灣電影鼎盛的1970年代，聯邦影業可說是台灣民營電影業的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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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尤其是跟張九蔭先生，周曼華的先生，他是管會計，是

管錢的，跟他特別好。有這樣的交情，把聯邦東西買下來了，

有了這些東西，我就想到了來開個廣告片廠。我開片廠我很有

把握，因為跟日本關係很好，在開片廠之前，我就有做日本

TOYOTA汽車，還有YAMAHA、HONDA這三家的廣告片，都

經過我的手。每次他們來到台灣都是我幫他們做製片，以後就

我們自己來拍就好了，我們兩個夫妻就想一想就定了，那時候

大約1981年左右。

 觀摩好片研讀日本學刊 
 不斷自我精進攝影技術

攝影工作，我覺得還是要用功，要懂得技術，不然的話，

遇到困難時很難排除。遇到問題的時候，還是要用技術來解

決。所以，當個攝影要懂得技術，但是，在技術的吸收，很難

吸收，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看好片子，看人家怎麼拍，自己去摸

索，大家互相討論這場戲怎麼拍的。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常都

有一組人看片完之後來討論，大家在講，他的意見啦，你的意

見啦，大家不一樣意見，有時也會吵架。因為我們的時代，看

的書本書籍比較少，好在懂日本話，參考日本影畫技術，還有

日本攝影師學會的一個刊物，就這兩本刊物每個月都會進來，

刊物對我們攝影技術幫助很大，但主要還是要自己去摸索，自

己去找，自己去發現人家的優點。

我跟的導演太多了，這導演就跟一般交朋友一樣，有些朋

友比較有修養，有些比較講難聽一點就是下流一點，導演也有

這樣的等級，但是我遇到的都比較高級啦，都是好導演都才會

來找我。我想那個時候，我們那個時代，就是能吸收刊物和書

本真的很少，都要靠我們自己去看好電影來摸索，看怎麼拍。

好在當時中影公司我們有一組人，一組攝影師，賴成英、華慧

英、洪慶雲這些人，大家彼此討論新的手法。

演員當中也可以分類，武俠片演員跟文藝片的演員。演

員頂多買點東西請大家啦，請大家喝汽水呀，也可以說，以

前的人都很保守，大家都很客氣。那個時候沒有像現在的自由

主義，什麼愛講就講，那個時候大家還是會不好意思講，都不

講，現在的人就不是這樣了，想講就講，愛講就講，隨便講。

在女演員方面，倒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男演員有些，像動作

片的，有些很粗暴，沒講幾句話，就會可能打起來。但是大部

分的演員都蠻有修養的，想起柯俊雄比較特別，他兩邊都有，

有時候脾氣大的時候很嚇壞人，但他對我們技術人員，倒蠻客

氣的。

我們的時代比較保守，時代的進步吧，現在攝影師技術

人員比較開放，可以這樣的比喻吧。過去電影還是以導演為中

心，盡量以照導演的構想去做，我們大家都聽候導演來進行拍

攝，很少說有各部門單獨的意見，來修改導演的意見。過去還

是導演最大，就是制度上的最大，並不是說很有霸氣的大，大

家都墨守規矩，而是導演他說這樣子，我們大家就都配合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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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也許現在，大家守舊的想法已不一樣，也許到了現場很多

意見，像是演員或是工作人員都會各有意見也說不定。

 拍片環境丕變 
 求快、低成本恐無法跟上潮流

我有時看現在的電影或是電視，我就感覺現在攝影師掌

握畫面，有點跟以往不同。我們以往可能教育上的關係，思想

上的關係，很尊重很喜歡長輩。譬如說，過去我們所得的技術

來源，攝影技術工作，都是跟外國影片來的。我們遇到好片，

可能大家都去看，來研究，至少我們現在拍的片子要跟得上外

國，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啦。我常常看電視，我就我跟我兒子

講，你們現在教什麼電影呢？現在拍出來的電視簡直無法跟外

國人比嘛，現在電視拍出的日景、夜景，視覺效果都不考慮。

就好像人物貼在白牆壁前，沒有層次感，一個人就好像跟牆壁

一起，但我們過去最忌諱的就是這點，一個人一定要很突出。

譬如說打光方面來講，一定要打一個背影光，至少人的輪廓和

背景一定要脫離出來。現在不是，根本日景、夜景都沒分別，

晚上的夜景也是亮亮白白的，白天也是亮亮白白的，我說這點

他們拍的人不知什麼想法，我常常跟我兒子這樣討論這些事。

他說現在大家都趕時間，趕成本，一天要拍一集連續劇，

都很趕，主要是打亮就可以了，哪裡有時間去打反光或是側面

光之類的。但我看外國，電視畫面還是像過去的作法，規規矩

矩的，打個光一樣都是很立體的，都會有一些影子，就是很立

體感，很自然的感覺。但是我們現在的連續劇，可能是一天要

拍一集的關係，但我們以前拍時間也比較充足，對現在數位的

技術我就不懂了，我們的時代是膠片的時代。我覺得電影電視

的人，要大家來改革個人的頭腦，要怎樣能跟上潮流，這很要

緊。台灣的譬如說連續劇、低成本電影，覺得只要是打亮就可

以，但我覺得至少要跟得上外國的潮流來走，去研究電影怎麼

拍，他們的畫面，和我們的比較看看，要怎麼去修改，我覺得

這很有必要。

現在說起來，那時候還是比較古板，我任內還是跟日本電

影界還有密切的往來，我時常辦技術檢討會、技術講習會，都

是請日本的電影界名攝影師來，而且那個時候我國有個電影工

業協會，一直跟電影協會很有關係，一直與日本的電影工業有

點關係也有往來，所以我都常請日本的攝影師或是沖洗人員來

演講、討論30。那個時候我們開始使用彩色膠片的時期，美國

柯達公司也往往請好萊塢的技術人員到台灣講習，我們那時差

不多一年至少要辦三、四場，但是現在攝影協會好像很少有這

些活動，覺得整個世界不一樣了，年代也不一樣了，我覺得很

有必要做這些技術交流，然後你看我我看你，什麼缺點都講出

來，這樣的改進，我覺得很有必要。

我是主張輸人不輸陣，還是要跟著世界的潮流走。我們現

在快、低成本，台灣的走法是不對的！如果走「快」、「低成

30　  林贊庭於1994年至1999年擔任「中華民國電影攝影協會」第三、第四屆理事
長。2003年出版《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發展概述1945-1970》一書，內容自光復
後至1970年台灣電影製作技術的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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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們要研究，創造出不同的風格，拿出去被肯定才是跟

潮流走的做法。我認為研究很有必要，不要關起門摸索，都要

大方的公開。我覺得這些影評人，眼睛很亮，也看得出台灣的

影片市場小，提不起製作費，他們想法可能一樣。但是我們要

努力用功、用頭腦，還是跟著時代潮流走，才是這個時代的電

影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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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家人》工作照，左：湯蘭花、右：林
贊庭。

02   《大輪迴》工作照擔任攝影指導，左：林
贊庭、右：姜厚任，電影於1983年播映。

03   1950年，農教台中廠第一期技術訓練班學
員合照，前排左起為魏萬億、林文錦、曾

保堂、陳洪民、涂秋林、林焜圻，後排左

起為廖繼耀、賴永鑫、洪瑞庭、楊思穎、

賴成英、林隆淮、林贊庭、洪慶雲。

04   《大輪迴》工作照擔任攝影指導，左起：
林贊庭、廖祥雄 、李行，電影於1983年
播映。

01

04

02

03

05   《昨夜之燈》工作照擔任攝影指導，左起：陳玉蓮、謝徵
忠、林贊庭、林振聲、鄭少秋  電影於1983年播映。

06   《昨夜之燈》工作照擔任攝影指導，左：劉立立導演、
右：林贊庭，電影於1983年播映。

07   《昨夜之燈》工作照擔任攝影指導，左起：林贊庭、費
翔、劉立立（導演）電影於1983年播映。

06 0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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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雪花片片》於1974年獲第二十屆
亞洲影展最佳彩色攝影獎。

12   電影資料館黃館長邀請台灣攝影師合
照，前左起：林贊庭、華慧英、洪慶

雲、賴成英、李行 後左起：林文錦、
林鴻鐘、廖慶松、黃館長。

13   中華民國電影技術人員研習會擔任日
文翻譯，右一：英文翻譯 右二：美
國攝影師協會會長 中：富士彩色膠片
技術員 左二：東京現像所沖印技術員 
左一：林贊庭（日語翻譯）。

13

11

12

08   《皇天后土》工作照擔任攝影，左起：李屏賓、陳坤厚、
林贊庭、倪重峯、演員、演員、趙琦，電影於1980年播
映。

09   《筧橋英烈傳》工作照擔任攝影指導，左起：林鴻鐘（該
片攝影兼特技副導演）、林文錦、張曾澤、林贊庭，影片

於1977年播映，榮獲第14屆金馬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
獎、最佳編劇獎、最佳彩色攝影獎、最佳剪輯獎、最佳錄

音獎。

10   《愛你入骨》工作照擔任攝影，左起：賀田裕子、岳陽、
秦漢、林贊庭，電影於1981年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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