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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劉嶔

「 電影已死 」，「 Film is dead 」，說了十幾年，連衍生的「 Film is not dead 」、「 Is film 
dead? 」都成為濫調。電影菲林從易燃的硝酸片、會腐壞的醋酸片到相對耐久的聚酯片，終

敵不過數碼攝影機的記憶體。現在，百年壽命的菲林拷貝幾乎完全退出商營放映場所，非菲

林不放映的豪言壯語，不得不一刀兩斷，趕緊與電影新載體 DCP（ Digital Cinema Package，

數碼檔 ）建立穩定關係。

又響起「 電影修復 」、「 數碼修復 」的號角，聲稱還原電影最初上映時的面貌。修復電影久

而有之，但現把菲林數碼化，再用上數碼法器，能夠撫平影像聲音因菲林破損造成的傷痕，

將許多舊電影從垂危邊緣搶救回來，煥然一新。數碼科技補天浴日，日新日益，然而，若

用力過度，或遭無節制的感官和牟利渴求驅使，足以扭曲篡改原本的聲畫，殺傷力比光陰侵

蝕菲林更快速。而人們不再看菲林投映的電影，換以一塵不染的 DCP 數像，不僅是製作新

電影的眼光和技術，觀影的視覺感知，電影研究、評論及教育，電影歷史的傳承，俱受影

響而轉變，頗值得觀視省思。

《 HKinema 》籌辦這個修復專題，望能簡略地呈現一些電影修復在香港的狀況和感思。資深

影評人張偉雄和家明經年思考電影，他們擁抱修復，修復填補了電影史的缺失，須發揮修復

的電影保育能力。另有三個專訪，香港電影資料館是華語地區重要而最開放的電影保存機

構，節目策劃傅慧儀和修復組主管勞啟明談電影修復和選映修復電影。修復已經是香港電影

及後製公司各項業務中的一環，香港電影網絡有限公司行政董事羅國樑談談本地電影的修復

需要、經驗及未來。意大利電影修復所 L’Immagine Ritrovata 來港開辦子公司，總監 Davide 
Pozzi 親述過江龍的計劃。

筆者六、七月間造訪意大利博洛尼亞的 Il Cinema Ritrovata（ Cinema Rediscovered ）影展，

那裏有大量的修復電影。修復卻不是唯一的焦點，除了放映最新 4K 修復的 DCP，尚有修復

2K、重印的拷貝、基本修補拷貝、原初菲林拷貝。影展旨意在於放映更多的電影，包括罕

見和修復的作品，在觀看中導引研究，延展電影歷史的生命和疆界。

修復不是孤立獨尊的事業，修復不過幫助電影藝術多些顯現沒有邊界和時限的性質。

《愛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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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經典電影的修復，我絕非專業人員，只能從用家

或影迷的角度談談幾方面的觀察。

（1）

從策展角度， 「 經典修復 」 成為影展一個當然類

目。 以前放舊片要索盡枯腸，想想如何從作者、類

型 、年代或主題組合片單 ，現在用不着「 巧立名目 」

了 。打着「 經典修復 」旗號便渾然成章 ，更好玩的

是 ，這旗號還有票房保證 。

修復經典有多受歡迎，看看近年本地雨後春筍的放映

就知道。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節目「 修復珍藏 」，每月

選 映 中 外 的 修 復 經 典 電 影 ，每 每 以 DCP（ Digital 
Cinema Package ）格式放映。年前辦過的一次經典西

部 片 選 ，尊 福（ John Ford ）的《 搜 索 者 》（ The 
Searchers，1956 ），鶴斯（ Howard Hawks ）的《 赤

膽屠龍 》（ Rio Bravo，1959 ）等皆以絕佳狀態示人。

我常說，一眾類型電影中，西部片是最屬於電影院的。

小小手機屏幕上，感受不到黃沙萬里、超遠景構圖的

豪氣干雲，人與自然的強烈對比⋯⋯，在電影院則完

全不同了。

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修復經典亦落力。每年四月的

「 大節 」，2010 年起增設「 修復經典 」環節。那年開

始觀眾泡電影節，向經典朝聖成了習慣。尤其在偌大

的文化中心大劇院，巨幕前與逾千觀眾一起看《 沙漠

梟雄 》（ Lawrence of Arabia，1962 ）、《 天堂之門 》

（ Heaven’s Gate，1980 ）及《 義 薄 雲 天 》（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 ）乃一大快事。經典

放映是個有趣現象，當今電影節面對不少內憂外患

（ 同業競爭，下載及 DVD 的威脅 ），卻唯獨修復經典

沒有顧慮。儘管影片的 DVD 已廣泛流通，甚至可在網

絡收看，觀眾還是慕名而至。香港國際電影節的「 修

復經典 」，首年選映三部，戲碼極強，包括《大都會 》

（ Metropolis，1927 ）「終極修復版」和費穆導演的《孔

對得起電影的數碼修復 

家明

《搜索者 》

夫子 》（ 1940 ）的「再修復版 」，單兩片的出土故事已

值得大書特書，到 2014 年增加到高峰十二部；今年再

「 回落 」到八部，然在電影節的環節中，數字仍舊可

觀。這兩年，電影節選映的不只歐美經典，還有東南

亞（印尼、菲律賓 ）、中國（去年姜文兩部 ）及台灣蔡

明亮的《青少年哪吒 》（ 1992 ）。

（2）

從影迷角度， 今天難道不算是我們觀影的美好年

代？！

不用再慨歎「 余生也晚 」了，老說錯過經典電影面世

的時代。今天看老電影的機會愈來愈多，由拷貝到放

映質素俱一流。透過電影節「 修復經典 」、資料館的

「 修 復 珍 藏 」，我 們 有 緣 在 大 銀 幕 一 一 細 味 鮑 華

（ Michael Powell ）、柏斯保格（ Emeric Pressburger ）
合導的《 紅菱豔 》（ The Red Shoes，1948 ）、費里尼

（ Federico Fellini ）的《 露滴牡丹開 》（ La Dolce Vita，

1960 ）、尼古拉斯雷（ Nicholas Ray ）的《 阿飛正傳 》

（ 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 ）、史高西斯（ Martin 
Scorsese ）的《 的士司機 》（ Taxi Driver，1976 ）、帕

拉賈諾夫（ Sergei Parajanov ）的《 紅塵百劫 》（ The 
Color of Pomegranates，1969 ）、懷特（ Billy Wilder ）
的《 雄 才 偉 略 》（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 ion，

1957 ）、淮斯（ Robert Wise ）的《 仙樂飄飄處處聞 》

（ The Sound of Music，1965 ）、雷 諾 亞（ Jean 
Renoir ）的《 大幻滅 》（ Grand Illusion，1937 ）⋯⋯等

等。多不勝數，列出只是冰山一隅。

即使錯過了影展，或影展沒有選映，修復的電影亦陸

續推出高清藍光碟。若家裏擁有一套不俗的放映設備

（大畫面現在也很普遍 ），同樣可享受修復後的完美聲

畫 。試 舉 兩 個 例 子 吧 ，史 丹 利 寇 比 力 克（ Stanley 
Kubrick ）的 首 部 長 片《 恐 懼 與 死 亡 》（ Fear and 
Desire，1953 ），有段時間被認定散佚，網絡曾流傳

一個很差的錄影帶版本。八十年代末，在波多黎各發

現電影的底片，2012 年，影片修復後的美國藍光碟出

版了。舉世的寇比力克影迷終於可以得償所願，看到

一直只聞樓梯響的處女作。另一例子是法國電影《 星

期 日 與 西 貝 兒 》（ Sundays and Cybè le，1962 ），

1968 年曾在香港公映。《 星期日 》令不少本地老影迷

魂牽夢縈，但多年來罕見影碟。直至去年紐約著名的

The Criterion Collection 出版藍光碟，很容易買到，

老影迷終可重拾舊歡，亦讓更多年青一輩的看到了。

而且《 星期日 》藍光碟的額外材料非常豐富。除了有

修復版的電影（經 2K 電腦掃描），還有新攝製的導演、

演員訪問，並收錄了導演的紀錄片，隨碟附送的小冊

子，則印有影評人撰寫的分析文章。那份深度的切入，

絕對是錄影帶的類比（ analog ）年代所沒法比擬的。

我 很 同 意 芝 加 哥 影 評 人 Jonathan Rosenbaum 在

〈 Goodbye Cinema, Hello Cinephilia 〉一文的論調。

有人慨歎網絡令電影衰亡，有人卻認為網絡帶動另一

個光輝的影痴年代，Rosenbaum 屬於樂觀的後者。

看看《 星期日 》或其他 Criterion 的認真出品，網上浩

瀚的資訊流通及互動，每秒在更新的 IMDb、YouTube
網 站 ，電 影 資 料 庫 就 在 手 機 的 彈 指 之 間 。試 在

Yo u Tu b e 輸 入 「 f i l m  r e s t o r a t i o n 」 或 「 f i l m 
preservation 」，立即現出一個關於數碼修復的「 自學

資料庫 」了。誠如 Rosenbaum 在〈 Goodbye 〉所言，

身為影痴，我們敢說當下不比從前幸福？

（3）

從傳承及教育角度，修復經典更是功德無量。

電影是重要的文化遺產，看過關於 Henri Langlois 的

紀錄片《聲光魅影 》（ Henri Langlois: Phantom of the 
Cinematheque，2004 ）便知，法國很早便設立電影

資料館，收藏、保育電影。在館主 Langlois 看來，電

影保育無分好片壞片，應該一視同仁。我們的電影資

料館起步太慢，不過那已是後話。隨着科技日新月異，

數碼技術的普及，香港電影資料館近年在收藏外，數

碼修復也愈來愈有聲有色，跟國外機構合作、添置新

器材、培訓修復技師。《 人海孤鴻 》（ 1960 ）、《 孔夫

子 》及《苦兒流浪記 》（ 1960 ），由出土到修復到公諸

於世，已經是一段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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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嫌香港的資料館還沒善用 DVD 或藍光碟，迄今只出

版過一隻《 孔夫子 》DVD，額外收錄亦不豐富。君不

見由南韓到台灣的電影資料館，都利用本國的修復經

典發行 DVD 套裝，供私人或圖書館購藏，甚至送給外

人作外交禮物，以本國文化為榮，達到文化傳承的效

果。

事實上，總體而言，華語電影的修復，由量到質都比

歐美落後很多。在策劃一些電影歷史課程時，此感受

尤深。歐美的重要電影（ 片廠電影更不用說 ），大都

得到妥善的保存，影碟的修復效果很好、額外材料豐

富，大大增加學習的趣味。相反華語電影好的版本乏

善可陳，無論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五、六十

年代的香港、台灣電影，許多甚至已散佚了。即使重

要如《 小城之春 》（ 1948 ），坊間流通的影碟亦欠理

想，受原來的底片所限，畫面時有瑕疵，黑白對比不

夠，聲音未盡完善。修復不純是技術工作，歷史及美

學缺一不行； 台灣中影公司幾年前的首批數碼修復

〔《 戀戀風塵 》（ 1986 ）及《 恐怖份子 》（ 1986 ）等 〕，

就鬧出不少笑話。其實遠的不說，即使七、八十年代

的香港電影，版本也是良莠不齊的。別說高清修復版

了 ， 坊 間 能 找 到 的 部 份 D V D 影 碟 ， 竟 還 是 以

「 Letterbox 」而 不 是「 變 形 闊 銀 幕 」（ Anamorphic 
Widescreen ）的方式製作，對觀賞大打折扣。有些港

片更遍尋不獲，金像獎名片如方育平的《 半邊人 》

（ 1983 ）、嚴浩的《 似水流年 》（ 1984 ）及張之亮的

《籠民 》（ 1992 ）便是，於是造就出一些專門經營 rare 
titles 的「 地下市場 」。哀哉！這些都是好電影、香港

文化遺產、時代的生活紀錄，老早要被修復，以更華

美的姿態重現觀眾眼前了。

對待文化遺產，別人的確比我們認真。一家最著名的

經典修復機構 The Fillm Foundation，由馬田史高西斯

出任主席；上面提及的《義薄雲天 》、《紅菱豔 》、《阿

飛 正 傳 》等 都 經 此 基 金 會 修 復 。上 基 金 會 的 網 站

（ www.film-foundation.org ）會發現，他們除了電影保

育，同時重視電影教育，利用已修復的電影編成「 電

影的故事 」教材套，供美國中學老師採用，教導學生

認識電影語言。

電影保育到教育，官方到民間非要加把勁不可，不然

怎對得起電影？

《小城之春 》《星期日與西貝兒 》

數碼修復是「 數碼 」加「 修復 」兩個名詞加起來。先

談「 數碼 」，它是當今無處不在的傳播及儲存格式，

從大氣廣播到電腦，從通訊到消費，可作為當下這個

時代的技術稱謂，對應之前的「類比（ analog ）時代」。

而從電影製作模式來說，數碼未廣泛使用前是沖印光

學時代，影迷習慣稱為「 菲林時代 」。以製作和放送

來論，數碼取替菲林，處於不能逆轉的現在進行式。

然而，將這種技術放到電影的生命線上看，原來一直

沒有停步過。曾幾何時，從默片過渡到有聲片、從黑

白到彩色，甚至到了戰後整個電影「身體」躁動轉身：

寬銀幕、汽車影院、立體電影第一波、錄影帶鐳射產

品、電視頻道等等紛紛推出，也不去說攝影機從盧米

埃兄弟（ The Lumière Brothers ）的 Cinematograph、

愛迪生（ Thomas Edison ）的 Kinetograph 等，推陳出

新過多少型號。影迷通常只看藝術忽略技術，電影根

本有個連綿不斷的科技進化史，明白底蘊後你們或會

少一點傷感。每個影迷以至電影人會不自覺地為自己

設立電影「 國界 」，問題出現了，電影的國界從來沒

有關卡鐵絲網圍牆守兵⋯⋯

形象化地去看電影，它是一片廣闊陸地，甚麼有關電

影的東西，虛與實，用過及研發的，軟件硬件事件物

件，都可歸屬到這個家園去。1895 年正名後就在這

個電影家園中不停添置，而像從菲林時代到數碼時代

這類大改變，則可以看作是搬遷事件— 搬到智能新

家。你注意到我說搬家沒有說搬屋，或許你可以形象

化地想像一間屋，但務請你用變形蟲的概念想像，不

是由盧米埃的巴黎咖啡廳搬到 Nickelodeon、搬到現在

的 IMAX 或 Dolby Atmos 聲效那種取替式硬朗想像，要

新就要除舊。不是這樣子，而是 DNA 翻新的，即使在

外貌上它容或失去了舊觀，一些東西藏起來，電影的

前世記憶總在那裏。

輪到談「 修復 」了。在電影數碼新家，菲林時代的東

西要處理，各地電影資料館設立的意向很鮮明，收藏

（ store ）是目的，做好安置程序。首先是永續概念，

電影之魂魄舞步：數碼修復                               

張偉雄
《大都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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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即使在數碼世界，也沒有一勞永逸的物理條

件，甚至有種說法，數碼的像素隨着硬件老化也會剝

落。況且它是虛擬軟體放在虛擬載體裏，搬動的時候

又比好好藏在一處的時間多，疏忽管理的話，它的壽

命比束置高閣的菲林短，也會很容易「 被遺忘 」並人

間蒸發。永續保存的觀念，不是精明電腦管理，而是

人文思考的定期打理。由收藏目的進入「 再 」收藏

（ re-store ）想像，然後是「修復 」（ restore ）觀念的誕

生，目的已提升到重現電影本身的最高人文價值。

當數碼遇上修復，我腦海中出現一個「故居 」的概念，

「 數碼修復 」不是供奉安放，而是收拾和再現，將菲

林帶進數碼空間。「 舊電影 」是一卷卷膠片，沒有被

拆開來收藏在博物館，而是分批帶到智能新家居，不

是搬進後院雜物房上鎖存放，而是有一個沒有上鎖的

大房子專門為再現菲林時代而設。為了不影響它孜孜

不倦的獨立運作，它在西翼出入，方便從事修復的電

影工作者，將電影舊居（或祖厝 ）的寶物接過來。

數碼是手段，修復才是目的。數碼是軟硬體，修復才

是精神所在。修復不是另一個新電影技術的學習，而

是看見文明承繼大局的人文科學視野，意念簡單，絕

對並純粹。但事實上，從雲溫達斯（ Wim Wenders ）

在康城拿着攝影機走訪名導演對錄像時代來臨的威脅

訪 談（ Room 666，1982 ），到 史 高 西 斯（ Martin 
Scorsese ）了解膠片褪色的問題，終於成立世界電影

基金會（ The Film Foundation ）正視，到如今意大利

城市博洛尼亞（ Bologna ）成為修復影片朝聖地，全世

界都說要修復偉大的電影。但是，卻一直出現未如人

意的情況：將未修復的菲林拿去「膠轉磁 」，製成影像

粗糙的數碼檔案，如《女人踏上樓梯時 》（ 1960 ），剛

好在高峰秀子上樓梯時整個畫面裂開；為了這個時代

的原因，讓電影接軌電視頻道及錄像產品，將光度推

大 ，如《 戀 戀 風 塵 》（ 1986 ）、《 異 形 》（ Al ien，

1979 ）； 顏色調改，如偏紅的七、八十年代荷里活

片；更有工廠一律式數碼生產，如所有邵氏出品都統

一 調 色 。馬 虎 的 原 因 很 多 ，或 許 將《 恐 怖 份 子 》

（ 1986 ）搞到一塌糊塗聲畫不同步是超極端例子，但

始終一味討好數碼電影新一代是大現實，以他們見慣

的高清效果為追求目標，洗擦去菲林質感。我以觀影

《戀戀風塵 》

記憶去指劃，其實是看到沒有藝術心靈考慮的官僚主

義；絕對純粹的修復，一定要克服這種分心。

所謂重現時代 ，也在思考時代怎樣發生 ，這要從面

前「 傷痕纍纍 」的膠片上做起 ：不獨是放映機歲月的

刮痕 ，還有這個孤本的身世 ，共識是要回到藝術家

的原意。在《 大都會 》（ Metropolis，1927 ）及《 義薄

雲天 》（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 ）的例

子上，精神必然高於技術，時代失落了，作者權力曾

被剝奪，讓這個時代的胸襟修正從前的傷痕與誤失。

而《 紅 塵 百 劫 》（ The Color of  Pomegranates，

1969 ）亦是另一個叫我感動的超越時代勇氣展現。

記得高達（ Jean-Luc Godard ）在九十年代曾經說過，

現代人讀電影史有三個層次。第一個最缺失，學生不

用看戲，念着書本寫的東西就是了。其次是在學院教

授的，那些是權威印證，老師在課堂將電影片段展

現，跟已寫成的電影史對照。至於第三層次，高達說

的時候已經是影帶影碟年代，學生勤力的話，可以在

圖書館或將「 影片 」帶回家從頭到尾看完。然而當時

（ 現在也是 ）最滿足的研讀電影狀況是 ：你要在大銀

幕上看過電影 ，研究電影歷史才正式開始 。高達的

意思正正是第三層次做得愈好 ，你就愈能擁有重寫

電影史的入場券 ，從而活化電影 。高達拍的《 電影

（ 眾數 ）史 》（ Histoire(s) du Cinéma，1988-1998 ）

像是個怪雞電影博士的電影課，示範所謂第二層次的

書寫發表。正統的電影博士未必看得明白，甚至被高

達揶揄了也不知道。當大家都明白第三階段的精神

性，把握每個完整重看舊片的煥發經驗，才去到人腦

隨意剪接的記憶、閱讀、討論、書寫等的影迷回應行

為。你在電影疆界內任意馳騁，作為最犬儒的電影交

通督導員的高達，也不會管束你的莽撞，因為你已經

洗禮過，探頭往電影的另一邊，接觸着電影的以太

體，加入到靈魂大舞的波流。

電影的靈魂憑着修復工程，趨於更自由完整，不再是

在時間洪流裏一小塊一小塊的忘記。

《紅塵百劫 》《電影（眾數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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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資料館現正舉辦「 電影修復之路 」展覽，從電影搜集、基本修復、技術發展、電影研究和數碼科技進程

等方面，介紹資料館多年來的電影修復成果。數碼科技，電影修復，不僅僅是一盤生意，是國際間電影資料館目

前的日常工作、接踵而至的挑戰。香港電影資料館近年修復多部華語電影經典，放映修復電影的「 修復珍藏 」節

目亦是頗吸引影迷的長壽節目。他們選擇電影做修復的標準，修復的經歷和效果的準繩，應該已經發展起一些觀

念。同時，放映載體迅速轉形為 DCP 數碼檔（ Digital Cinema Package ），節目策劃的思考及方法，俱在被動主動

的力量下增長。《 HKinema 》訪問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傅慧儀和修復組主管勞啟明，談在香港修復電影、選片

放映的理念和處境。

日期：2015年5月19日

地點：香港電影資料館

訪問及撰文：劉嶔

攝影：鄭超卓

專訪一：修舊如舊，修舊如新
                ──電影資料館思修復和展映                             

電影資料館的修復項目涉及影片至今已逾五十部，近

年為人注目的包括 2008 年至 2010 年分兩階段完成的

費穆經典《 孔夫子 》（ 1940 ）、2015 年「 尋存與啟

迪 —  香港早期聲影遺珍 」節目放映的多部戰前香港

電影，從搜集至修復的歷程，電影的藝術歷史價值，

俱呈現香港電影史的意義。在 2001 年西灣河館址啟

用前六年的 1995 年，第一任館長廖昭薰女士為儘快

履行電影資料館的責任，獲資深電影研究者羅卡先生

建 議 ，修 復 周 璇 主 演 的 四 部 影 片 。《 長 相 思 》

（ 1947 ）、《 歌 女 之 歌 》（ 1948 ）、《 花 外 流 鶯 》

（ 1948 ）及《 莫負青春 》（ 1949 ）的硝酸片底片修補

後重印到安全片，乃香港電影資料館修復之濫觴。勞

啟明說其實二十年來，資料館搜集回來的每部影片都

會仔細檢查，做清潔和修補，確保菲林的質素不會惡

化，便利長久保存。這是資料館必須做的基本修復。

易燃的硝酸片更是優先處理，重印到收藏級別的安全

片。資料館擁有專業標準的儲藏環境，菲林估計可保

存一百年以上，兼且另有數碼載體儲存影片。資料館

早年多以光學技術修復，並翻印拷貝作收藏，近年數

碼修復發達，2011 年修復蕭芳芳和陳寶珠合演的彩

色時裝歌舞片《 彩色青春 》（ 1966 ），是資料館首度

全面運用數碼技術修復的項目。

選擇影片修復的標準如何 ？傅慧儀認為沒有一成不變

的規則 ，須看時間 、機緣及人和 ，如隱名人士捐贈

《 孔夫子 》的菲林物料 ，費穆的作品肯定是資料館的

重量級藏片 ，並極可能是一部電影經典 ，而資料館其

時的研究主任黃愛玲女士是研究費穆的專家 ，便順理

成章開展修復項目 。傅慧儀說向來有份四十部待修復

影片的片單 ，不過總有精彩的新發現 ，「 尋存與啟

迪 」節目中的影片於 2012 年從三藩市運回 ，許多是

我們缺乏的戰前香港電影 ，豈可待慢 ，因此打尖修復

並公映 ，結果擴闊了香港電影史的研究 。十餘年來 ，

不少沖印公司 、片廠 、電影院停業清倉 ，菲林和其

他物料都轉交資料館 ，數量驟增 ，勞啟明估計資料館

現藏二十多萬卷菲林 ，包括重複的約八千套影片 ，不

重複計算則約五千套 ，這尚未計算搜集組未移交給修

復組的 。

收藏量無疑會帶來相應的修復需求，因為預算限制，

資料館不會經常購買修復器材，聲音修復的尤是。資

料館明年初會裝置一套菲林掃描器材和一套數碼修復

工作站（ workstation ），此後可自行掃描部份菲林，

數碼化後進行除震、清理刮痕、色彩管理，亦可輸出 
DCP 數碼檔，配合放映。器材不如商營修復服務的高

級先進，追求相同的效果，工序多些、效率會慢些。

勞啟明認為館內修復尚可應付遠期目標，短期內大量

的放映需要，修復工作肯定靠館外的修復專業。此前

交意大利 L’Immagine Ritrovata 修復所處理的數個項目

因應原菲林物料的狀況、色彩及片長，所費四十萬至

八十萬港幣不等，而一般掃描影片需七至八萬港幣，

往後自己掃描便節省下來。

多年來，資料館通過招標形式，曾與意大利、荷蘭、

日本等海外修復所合作，而和本地公司則尚待機會。

首先他們開價太高，投標失敗，更重要的是資料館認

為他們的修復態度，與外國的標準還有差別。勞啟明

和傅慧儀說本地公司的器材不亞於外國，但電影資料

館的修復標準和一般電影商的差別極大，某些本地公

司慣於處理商業發行影碟，有時修改得太乾淨光滑，

統一調色，不同年代的影片竟有相同的色彩 ；有時則

為趕效率，主角出現的場面會處理得細緻些，其他的

比較馬虎 ；甚至原拷貝或母帶的某些聲畫質素差，他

們可能會剪去不收，這樣可省時間，也避免一般的產

品購買者投訴。外國修復所雖偶有做生意的習氣，卻

了解資料館藏片的修復守則，願意工作期間交流，提

供多個修復樣版，而總能推薦最合乎電影資料館標準

的做法，你偏離標準，他們還會盡力說服。資料館當

然可向本地公司表達作為文化保存的修復理念，但如

果本地公司可以用相等的時間修復一般客戶的十部電

影，他們還會熱衷爭取資料館的工作嗎？

2013 年 11 月，傅慧儀參加 L’Immagine Ritrovata 在

新加坡舉辦的短期課程，學得修復電影的守則，第一

要 respect the grain，第 二 try your best to recreate 

the viewing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release。電影修復

人員工作時 judge by their eyes and ears，因此必須

訓練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同年代的影片運用不同的

菲林，修復人員應多看舊電影，熟悉菲林微粒，感受

各異的質感，到手握法力無邊的數碼工具時，當會拿

捏分寸。她可惜香港不如歐美仍有不少舊片和默片放

映，年輕修復人員不容易培養觀看和聆聽的能力。勞

啟明認為意大利背景的博亞電影修復所（ L’Immagine 
Ritrovata Asia ）在港經營，示範資料館級別的專業標

準，本地公司可以參考。資料館也會繼續派修復人員

往外地修復所實習，理解各種文化的工作守則和修復

方法。

數碼科技推動數碼修復，當電影都是數碼修復的時

候，放映硬軟件隨即轉變。傅慧儀擔任資料館放映節

目的節目策劃三年來，加強每月常設節目「修復珍藏 」

的主題，「 希治閣默片謎蹤 」（ 2013-2014 ）、「 第一

次世界大戰百年紀念 」（ 2014-2015 ）、「 驚心動魄·

匪夷所思 —環球片場銀幕經典」（ 2015 ）陸續而來，

大致達到吸引觀眾「 追看 」的效果。而碰上數碼修復

欣欣向榮，直接影響她選片。2013 年中她開始為「修

復珍藏 」選片借片，發現海外經過修復的電影確如雨

後春筍，可是本來菲林影片的正規載體 35mm 拷貝卻

變得可有可無，有些影片修復後會翻印菲林拷貝和輸

出成 DCP 供租借，但愈來愈普遍的是僅租借 DCP，借

傅慧儀 勞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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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林拷貝只能找尋多年前的光學修復版本，質素參

差。資料館很快裝置 DCP 放映機，放映不成問題，但

DCP 的放映質素是否必然比 35mm 拷貝優勝？數碼修

復和光學修復的差異如何？對本來以菲林拍攝的電影

有何影響？傅慧儀說這都是節目策劃要問的問題，她

為此參加上述意大利電影修復所的課程，追本溯源，

從基本的菲林物料學到數碼修復的威力，了解歐美修

復權威的理論和工序。

她同時看到除香港電影資料館進行數碼修復 ，內地與

台灣的電影資料館和電影節在迎頭趕上 ，而三地影片

製作條件和物料存放環境有些相通之處 ，值得觀摩鄰

近同行的水準 ，說不定往後找修復服務供應商會有歐

美修復所以外的選擇 ，於是去年策劃「 中國數碼修復

精選 」、「 中國經典動畫選輯 」，今年正在舉辦「 兩

岸三地的數碼修復工程 」。這些節目從中國電影資料

館 、上海國際電影節及台灣的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

借來內地四九年前後多部經典和七十年代的台灣文藝

名片 。經典修復後 ，面貌固然一新耳目 ，個別更是

在數碼化前鮮有公映 。享受《 小城之春 》（ 1948 ）、

《 舞台姐妹 》（ 1965 ）的電影藝術之餘 ，傅慧儀說希

望節目會讓大家多點了解華語地區的修復工作和背

景 。觀察各地區資料館的要求和修復所的風格 ，修復

目標和成果往往受制度和文化影響 ，穩定 、持恆 、

適度 、細緻 ，往往不是共同的原則 ，在行政主導下

是可以快而多 、修復變成修飾的 。修舊如舊 ，修舊

如新 ，在華語地區值得繼續討論 、關注 。

如果香港電影資料館明年的修復計劃順利的話，很可

能包括一位香港新浪潮導演的首部長片，現有足本影

像底片，聲軌底片雖仍散佚，幸有人士捐贈多年前發

行的原裝錄影帶，可試擷取影帶聲軌，與影像底片做

同步併合 。經費拮据 ，預算永遠落後需求 ，世界上

大多電影資料館不過着自給自足的日子 。近年 ，徐楓

捐五百一十萬台幣予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作《 俠

女 》（ 1971 ）修復基金 ，甄珍也捐一百萬台幣給國家

電影中心修復基金 ，傅慧儀因而提起香港電影業在影

片公映賣埠時賺取利潤 ，爾後尚有影碟產品和多樣牟

利渠道 ，電影資料館做非牟利放映也須付版權費 ，電

影業可否想想組織起來 ，成立修復基金 ，做技術發

展 、修復贊助 ，讓香港電影有承傳和發揚 ，不僅僅

是一盤生意 。

附記 專題篇幅有限 ，電影修復的專業知識介紹 ，

不贅 。香港電影資料館修復專家王潔和馮漢鏘曾於

2014 年的館中分享會解述 ，紀錄亦翔實分明 ，筆者

推薦讀者閱讀 。見林俊鏵整理：〈 數碼電影修復分享

談 〉，《 通訊 》，第 71 期 ，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

2015 年 2 月 ，頁 14-16。或 自 http://www.lcsd.gov.
hk/CE/Cul tura lServ ice/HKFA/zh_TW/web/hkfa/
publications_souvenirs/nletter71.html 下載 。

《孔夫子 》 《人海孤鴻 》

專訪二：修復最終會 One and Last                            

                ──本地修復商說作法及前途                              

日期：2015年4月23日

地點：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訪問及撰文：劉嶔

攝影：鄭超卓

紀錄：沈逸彤、羅柏倫

數碼修復，使許多昔日的藝術經典和冷門名作洗淨風塵，煥發重生，但它基本上是處理影像和聲音的新技術，實惠及

整體影視工業，改善產品的質素，延長壽命和商業價值。近年，香港的菲林沖印業已經衰落，數碼修復卻發展為本地

影視製作業的一環。電影放映、電視頻道播映及各種數碼媒體的發達，要求影像和聲音愈來愈乾淨精細，新片固然以

數碼攝製，且推動片主「 翻新 」片庫，數碼處理舊作，迎合今天的租售標準。香港雖然沒有如 L’Immagine Ritrovata
般長期與國際電影收藏機構合作的電影修復所，影視集團如邵氏、美亞、天馬及小型的後期製作公司都經營不同規模

的數碼修復業務。相比電影收藏機構的修復目的，他們處理的影視產品會送往多種消費平台，修復要求各有差異。我

們訪問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轄下從事電影修復的「 香港電影網絡有限公司 」（ Hongkongmovie.com Company 
Limited ），請行政董事羅國樑先生從本地經驗講述美亞的修復業務和修復的前景。

香港電影修復工作的鼻祖應該是邵氏公司，十多年

前，他們把片庫的數百部影片數碼化和修復，再由天

映娛樂發行光碟或在頻道播放。香港保存菲林的狀況

不佳，常有特別的黏連、沾污的情況，當時的修復軟

件不發達，他們修復時不斷遇到困難，便不斷要求外

國的軟件供應商處理。歐美長期以來重視保存菲林，

沒有想過菲林會壞到香港的情形。來回之下，推動軟

件供應商絞盡腦汁，研發出適合香港修復的軟件。

美亞公司於 2000 年搬到將軍澳現址，並自設片庫，

可控制溫度、濕度。菲林以前多放在沖印公司，當時

便發現一些九十年代自製影片的底片和聲片發出酸

味，此外某些外購片庫的底片、聲片及字幕片，質素

也不佳。這些菲林上可能有污點、刮痕，有 lens dirt，
即鏡頭污糟了一點，拍甚麼都有那一點在。另外如菲

林儲存不當，會發霉、褪色或整卷變成綠色，也有所

謂 warp（ 彎曲 ）。每兩個鏡頭是用膠紙接合的，如果

由七十年代保存至今，膠紙位基本已壞掉。

以往將底片影像電子化的方法是 telecine（ 膠轉磁 ），

羅國樑

劇照由香港電影資料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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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菲林的化學影像轉換為視頻信號，記錄到磁帶上，

再生產影像產品。我們以前製作 VCD 和 DVD，工作比

較簡單，有些片主已把菲林轉錄成磁帶，我們用磁帶

做就可以；賣片給外國頻道播映，寄 Digital Betacam
影帶給他們，因此不太會取回底片做調色、配聲等。

「 膠轉磁 」有一個軟件「 除塵器 」（ Noise Reducer ），

可將影像上的菲林微粒（ film grains ）或 noise 除去，

所有修復軟件都是基於這個 noise reduction 的原理演

變而來。隨着技術進步，後來不只是 noise，甚至刮

痕或很大的污點，都是用這個原理清除。

美亞集團一早預視 HD 是大勢所趨，我們的 library 有

六百多部備有底聲字的影片，老闆認為須修復好，然

後給發行部賣埠，賣 HD 的 licence。六年前香港還沒

有流行 HD，我們主要賣給外國、歐洲的電視頻道，

他們已經要求 HD 的質素，而且會 quality control，但

可以賣到好價錢。所以建立修復業務，一來有利我們

發行，二來可以有狀況良好的 library。修復工作一開

始，恰好本地、大陸的電視頻道，甚至網站，也逐漸

以 HD 作為播映標準，很多行家都找我們幫忙。

我們全面購置設備，telecine 機器也換了，可直接將

菲林掃描為數碼，儲入巨型硬碟，我們稱它「 大水

塘 」。那時修復程式已經買 2K 了，而且只要付錢就能

提升到 4K。現在高清電視（ 1080p ）普及，如果用來

觀看 DVD（ 720p ），影像的瑕疵就變得明顯。我們做

2K 修復，然後壓縮成 HD，由大解像度壓至較小解像

度，可見更多細節位，畫面更加豐富。即是說我們的

修復是 2K，使得我們的 HD 播映效果比普通修復漂

亮。我們做 HD，亦會保留一個 2K Master。現在你用

平面電視看 HD 還可以，很多電影院卻已經在放映 2K
的 DCP，甚至人人有 4K 電視，HD 遲些就沒有人要。

談電影修復，帶出兩個名詞，一是 Remastering，一

是 Restoration，前者是將聲畫全部控制、重新處理，

後 者 指「 回 復 原 貌 」。Remaster ing 的 工 作 包 括

Restoration，但不僅「 回復原貌 」，尚會將聲畫全部

處理。有段聲音中某一點壞得要不得，又不能連鏡頭

剪掉，譬如周潤發說「 喂 」，現存的菲林聲軌或磁帶

在這個位置上毀壞，怎麼辦？在影片其他地方找周潤

發有沒有說「 喂 」，如果有，複製放在毀壞處；如果

周潤發全片沒有再說「 喂 」，便從周潤發的其他影片

上找，其他影片也沒有呢？我們便請專門為周配音的

配音員來說這個「 喂 」，插到毀壞處，再調好與前後

相符的背景聲音。

但污點、刮痕等問題，不是按一個掣就可自動解決，

只依賴機器做不行，須「 half human, half machine 」

合作。例如人物的眼鏡位置有白點，怎麼知道是閃光

還是刮痕？這要靠人的眼睛，對照前後影像，然後判

斷 。如 果 是 反 光 ，不 能 全 部 抹 掉 ，否 則 效 果 會 太

「死 」。修復過程中，人手的工序很重要。調整顏色，

我們應儘量根據創作人的構思，參考已有的拷貝或影

像資料，如果沒有，修復軟件也有個標準，不可故意

追求飽和鮮艷，否則會「 爆 」的。如果你覺得某些修

復好的電影顏色特別豐富，應該只是因為底片靚，或

用伊士曼七彩、anamorphic 變形鏡頭拍攝吧。此外，

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攝製的電影即使經過修復，色彩

應該是不同的，原本用柯達還是富士等不同廠家的菲

林也會有差別。修復有很多規則，例如有些影片拍攝

某場戲時的燈光條件比較差，最後菲林畫格的某部份

太暗，我們修復這場戲會調得光亮一些，但要適可而

止，避免畫格其他部份「 爆 」，而這一個場景的燈光

如此調整，全片中這個場景的燈光都須參考、平衡。

總而言之，修復人員的色彩管理知識非常重要。 

我 們 的 R e m a s t e r i n g 分 兩 種 質 素 ，一 種 是 F u l l 
Remastering，一部電影需時三個月至一年不等。當

然沒可能讓全部工作人員一年只做一部電影，因此另

一種是 Broadcast Remastering，用短時間修復，通

常 賣 給 歐 美 電 視 台 ，亞 洲 近 年 才 有 需 求 。修 復

Broadcast 版本方面，因觀眾看電視播放時，不會暫

停下來逐格細看，研究畫面有沒有污點，所以我們集

中修正主角及其身邊的畫面，沒有主角或肉眼不容易

分辨的，除非污點很大，就不處理，太難處理的也不

處理。這樣減少很多工夫，三個星期可以完成修復。

至於 Full Remastering 用於製作藍光碟，影迷會暫停

下來，仔細研究每格畫面，有污點會投訴，所以每格

都要修復得漂亮。在電影院放映的版本，因銀幕巨

大，會將瑕疵放大，這也需要 Full Remastering。修

復的時間較長，價錢也高，有些片主會做，尤其是珍

貴的電影。

公司初時買了三台 workstation，現在增加至七台，全

香港最多，二十四小時分更運作，靈活調動。一般程

序是與發行部協調，他們說哪些影片要賣，就先修復

哪些片，至今自己片庫那六百套還未處理好。我們之

前的理想是全部影片做 Full Remastering，這樣就不須

再做次一些的 Broadcast 質素。但是修復技術到今天

又有突破，根據柯達計算出來的參考數，35mm 影像

的解像度視乎拍攝時的燈光和沖印質素，大概是 3.5K
至 3.8K 之間，16mm 則是約 2K 以上，70mm 約 6K。

大部份香港電影是 35mm，現在的 4K 掃描器，其實可

用 6K 掃描，再壓縮成 4K 做修復，效果比菲林 3.8K 的

解像度更高，像剛才說將 2K 壓縮成 HD，顯現很多細

節位，豐富多了。這可以永久存檔，唯一的痛苦是要

把六百部片再掃描一次 4K。而修復好後，保留一個

master，這個 master 是 one and last 的 master，不再

需要更新。再用 8K 掃描沒有意義，菲林出來最多也

是 3.8K。

由Blackmagic Design出產的DaVinci Resolve軟件，用於調光及調色。 由Blackmagic Design出產的DaVinci Revival軟件，用於清理菲林

上的刮痕及污跡。

修復員的工作室，二十四小時輪班。 Spirit DataCine，可將膠片轉成數碼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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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master 可以是儲存在硬碟的檔案，也可以放在

LTO (Linear Tape-Open)。硬碟不是最穩妥，如果長期

不使用和充電，檔案會報銷；放在 LTO 可儲存二十年，

但是款式經常轉換。假設一次過將所有的香港電影，

用 6K 掃描，全部修復，再輸出翻印用作保存的底片

和聲字，及一個菲林拷貝，沒有駁口、膠紙的完美版

本，可保存一百年。如此，hard disk 可保存五年，

LTO 大概二十年，加上菲林一百年，就非常穩妥。美

亞擁有永久版權的六百部，會走這條路，我們和香港

電影資料館談過，他們很雀躍，表示支持，他們希望

文化承傳嘛。真的實行，也要用幾年完成，更遑論全

香港的電影，但它的成果真可稱為 one and last。

修復後輸出的底片和聲字是我們還是資料館保存？無

所謂，他們有地方存放，我們可以考慮捐贈，條件是

我們需要時可拿回來用，他們需要放映可向我們申

請，這對大家都有利。至於那些原初的底片聲片或拷

貝，經過這個程序，保存已經沒意思。如果電影資料

館要，也捐贈給他們，但他們接收後會「 頭痛 」。那

些菲林又酸又霉 ，而且會傳染 ，必須隔離處理 。不

過 ，電影資料館跟我們不同 ，他們連我們不要的 NG
片都會保存 。我們保存電影 ，可以繼續售賣 ，他們

保存的是文化 ，視電影為「 文物 」來保存 。

現在電視播映電影都要求 HD，而且須做過修復，我們

戲稱「 洗過白白 」的，沒有「 洗過白白 」，不會要。

但修復不是買個軟件就可以，而須「 half-human, half-
machine 」，科技之外，仍需要技術人員的 skill。我們

的修復人員厲害到告訴我看到影像上有污點，我如何

看也看不到，他們用慢鏡頭重播給我才看到。以前邵

氏訓練了一批修復人員，離開邵氏後，我們聘請他們

過來，在這裏再訓練新人。我們是「 少林寺 」，一直

招聘、訓練，有些離開，不斷循環。

如今香港最多只有約四、五間公司提供修復服務，他

們不只做修復，通常都是電影後期製作兼修復。大多

擁有一至二台機器，主要是「執一執 」，即使有兩更、

三更的人員工作，跟我們七個人、二十四小時工作不

同。美亞修復工作的市場吸納量現時是全港最大，客

戶包括一些大電影公司或片庫。而我們自己的片庫要

修復，擁有的多條電視頻道播放影片，也要修復，有

時工作量上承擔不來，會流失一些給外國的修復公

司。美國、加拿大那邊費用不菲，加上運送成本，也

不方便 quality control，片主還是希望交給我們。工作

差不多飽和，但暫時不會加添機器，我們正在考慮 4K
修復，沒理由加設 2K 的設備吧？有些客戶擁有很多

HD 的電影檔案，正考慮可以怎樣提升，常詢問我們

甚麼時候做 4K，不想麻煩，又 HD 又 2K，一次過做

4K。

這個行業在香港沒有前景 。現在拍電影 ，用 digital、
Red Camera 拍 ，沒 有 人 再 用 菲 林 。只 會 是 拍 了

digital，經過後製後 ，想以拷貝放映才會翻印菲林 。

我們剛好抵達 4K 的 resolution 可完整呈現電影菲林

質素的階段 ，我們是不是現在可以 remaster、處理

所有的香港電影呢 ？要是真的做到我說的 one and 
last， last 了還有甚麼前景 ？但因為有「 量 」，而這

個量足夠做十年二十年 ，香港的電影要十年 ，再做

東南亞 、台灣的 ，起碼要二十年 。最後做完就是做

完 ，將來的電影全部是 digital，file based，不會再

有光學的東西 。

L’Immagine Ritrovata，常於修復電影片頭片末出現的電影修復所名稱，證明此片又是他們的成果。1992 年意大

利博洛尼亞電影資料館支持創辦，二十多年來致力於電影修復與保存服務，遐邇著聞。2008 年開始為香港電影資

料館修復《 孔夫子 》（ 1940 ）後，亞洲電影的工作日增，華語片便包括香港交託的《 彩色青春 》（ 1966 ）、《 苦兒

流浪記 》（ 1960 ）、台灣交託的《戀愛與義務 》（ 1931 ）、《龍門客棧 》（ 1967 ）、《俠女 》（ 1971 ）及內地的《舞台

姐妹 》（ 1965 ）等。修復所 2013 年在新加坡、2015 年在印度舉辦修復技術課程。今年 6 月在香港開設全資附屬

機構「博亞電影修復所 」（ L’Immagine Ritrovata Asia ），正式立足亞洲擴展業務，並會在香港進行部份修復工序。

L'Immagine Ritrovata 總監 Davide Pozzi 接受本刊訪問，親述博亞的來由和他們的修復經驗。

日期：2015年5月27日

地點：博亞電影修復所

訪問及撰文：劉嶔

攝影：鄭超卓、劉嶔（博洛尼亞圖片）

紀錄：沈逸彤、曾詩琦

專訪三：尊重時代的特質和感覺
                ──意國專家述原則及目標                              

約從 2000 年起，國際上電影修復服務的需求開始增

加。首先，電影節逐漸增設「修復電影 」的節目部份，

從康城、威尼斯、柏林到香港、釜山的電影節都是，

有些影展的「 修復電影 」放映和新作品的競賽部份一

樣引人注目。同時，電視頻道轉向高清播映，藍光影

碟開始流行，這些都推動質素更佳的影音檔案的生

產。電影觀眾方面，愈來愈喜歡經典電影、舊電影，

對放映載體的質素亦提高要求。

L’Immagine Ritrovata 在修復行業的目標，就是做領

軍人物。無疑世界各地都有同行、競爭者，但對我們

的不少競爭對手來講，電影修復只是其中一項業務，

他們也會處理正在拍攝的電影，提供後期製作，加添

特別效果等。L’Immagine Ritrovata 則是百分之一百的

電影修復機構，我們心無旁騖，只做修復，希望工作

做得「 更加 」、「 更加 」、「 更加 」專業。電影修復是

個極複雜、長遠的知識領域，每一次修復的經驗都是

獨一無二的，而經驗的累積則無窮無盡。

正是因為我們的專業成績，我們可以為世界各地的電

影文化機構和電影公司提供修復服務，而近年亞洲電

影的工作愈來愈多，於是決定以香港作基地，設立附

屬機構「 博亞電影修復所 」。我們會在此地為亞洲區

客戶完成影片修復程序的首個階段。客戶的拷貝等物

料送到香港辦事處後，我們會仔細檢查、修補這些原

材料。經過清洗後，分別掃描影像和聲音，製為數碼

Davide Pozzi 鄭子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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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再傳送到博洛尼亞總部修復。此前，修復所遠在

意大利，運送拷貝和底片聲片的運費日漸昂貴，人和

物料如此往返，也影響工作效率。現在新辦法節省長

途運輸的費用，避免時差造成的溝通問題，雙方交流

會比以前方便，顧客容易掌握工作進度。此外，我們

的掃描器材包括東南亞第一套裝配 Wet Gate system
的 ARRISCAN，清洗灰塵和掩蓋刮痕的效果，相比在

數碼影像上清理，更為忠於原裝的影像資料，同時縮

減數碼清洗時間。用以修復的菲林原材料，美國客戶

多能提供原底片，歐洲亞洲的未必可以，有時逼着用

狀況不佳的 16mm 拷貝，片上可能還印有字幕，即使

有原底片，也多因環境潮濕發霉，香港博亞一開辦便

裝置 ARRISCAN Wet Gate，就是為了處理此類難題。

影片在博洛尼亞修復時，成果可隨時傳回香港，我們

便借用辦公室所在的 One Cool（ 天一電影製作有限公

司 ）放映室，請客戶來觀看商討，博洛尼亞的同事再

依據我們的意見修改和調色。當修復工作完畢，香港

辦 事 處 會 輸 出 D C P 數 碼 檔 （ D i g i t a l  C i n e m a 
Package ），正片拷貝則在意大利沖印，那裏的菲林

沖印服務尚未徹底滅亡。

目前我們還沒有計劃在香港進行整個修復工序，開頭

必須慎重，先做好數碼掃描。話說回頭，L’Immagine 
Ritrovata 為亞洲電影機構服務始於 2008 年，香港電

影資料館交託《孔夫子 》一片給我們修復，感謝他們，

雙方自此多次合作，而其他亞洲電影的修復也源源不

絕。以 2014 年為例子，準確數目我說不上，但亞洲

電影肯定佔我們全年修復影片的百分之二十五至

三十。這些年來亞洲客戶來自香港、台灣、泰國、新

加坡、菲律賓，當然還有中國大陸，我們為今年上海

國際電影節修復完成了謝晉導演的《 舞台姐妹 》和吳

宇森經典作品《 英雄本色 》（ 1986 ）的 4K 版。香港方

面，電影資料館之外尚有七、八家電影公司採用我們

的服務，英皇電影就交付一批出品。英皇是個絕佳範

例，他們重視自己的片庫，決定將歷來的出品數碼化 ，

準備好接合未來傳播運用的新平台，可說未雨綢繆。

如我剛才說，修復是我們全部的業務，同時，修復影

像和聲音的器材俱備，有些公司是要分開處理的。We 
cover from A to Z，毋須外求。

電影資料館對菲林都很「 敏感 」，重視修復，也重視

保存，因此我們的工作不僅是數碼修復，同時須修補

底片、聲片及印製新拷貝，過程中常要回到菲林，當

年《孔夫子》便是這樣的「類比（ analog ）修復」項目。

電影最理想的保存載體仍是菲林，亦是用以準備未來

做更佳修復的好材料。但無疑客戶對修復的觀點各

異，電影資料館、私人的電影圖書館、放映及播映機

構的目標俱有分別，有的要輕度修復，有的要進取風

格的修復，有些希望最後的成果完美無瑕，有些堅持

保留原本的缺陷。保存和電視播映便造就不同的要

求，電影資料館的專業標準可接受攝製時留下的缺

陷，電影公司印製藍光影碟則力求乾淨漂亮。事實上

現在的觀眾，已慣於享受「完美無瑕 」的聲畫。

我們固然感謝快速發達的科技，提升了修復工藝，但

修復人員更須懂得手下修復甚麼時候開始「 多了 」，

甚麼時候開始「假 」，我們甚麼時候應該「停手 」。因

此，我的同事都要了解電影發展和電影風格的歷史。

每個年代的菲林的物料和動感有差別，每個年代的電

影創作人運用色彩（ 包括黑白 ）的概念也有異。修復

人員應該尊重時代賦予每一部影片的特質和感覺，理

解當年的攝影和聲響，也包括當年留在聲軌上的雜

音。否則就是造假，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造假。

開始一個修復工作時，首先會花不少時間測試，與客

戶一起研究測試結果。雙方必須在此階段達成對修復

成品的共同期望，之後每往前一步，也須互相理解。

修復過程中，我們會儘量請教影片的導演和攝影師，

了解他們當年呈現的聲畫和想法，如修復《英雄本色 》

便分別與吳宇森和攝影指導黃永恆會談。修復工作永

遠是修復人員和客戶之間的對話，而非「 你落單 」、

「我交貨 」。

香港的博亞電影修復所，現有四位僱員，即董事總經

理鄭子宏和三位修復人員，全部是經驗豐富的本地電

影文化工作者，另有七十九位同事在意大利作後盾。

我們預計香港第一年會開展二十至三十個修復項目。

香港是亞洲的「 Cinema City 」，如美國的荷里活、歐

洲的巴黎，未來大部份客戶應該來自本地。博亞正式

參與香港的電影修復行業，首先希望在本地的工作愈

做愈好，第二是可與亞洲區的老客戶加強合作，第三

是開拓市場，吸引亞洲區的新客戶採用我們的服務。

本人推廣博亞服務的方法就是 take flight everyday，

日日乘飛機去見客戶。無講傳訊科技如何發達，人和

人面對面對談，會出現很不同的結果，拜訪人家是一

份尊重，我比較相信親身接觸。

ARRISCAN Wet Gate 博洛尼亞總部博洛尼亞總部 Repair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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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電影網絡有限公司

博亞電影修復所（L’Immagine Ritrovata Asia）

L’Immagine Ritrovata

座談會（ 二 ）

電影修復今與昔：從光影到數字

24/10/2015（星期六）    3:00pm

講者：勞啟明（修復組主管 ）、謝建輝（政府檔案處檔案保存 

 及修復主任、前任修復組主管 ）

「電影修復之路」展覽
主辦 ：香港電影資料館
地點 ：香港電影資料館展覽廳
展覽日期： 21/8 - 22/11/2015

自1995 年，香港電影資料館投入電影修復的工作，搜集遺落

世界各地的香港電影，並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考證，整理文獻

和史料，二十年間的修復項目涉及逾五十部電影。「 電影修復

之路 」展覽帶領觀眾從電影搜集、基本修復、技術發展、電影

研究、數碼科技進程和電影節目策劃等方面了解過去二十年來

香港電影資料館在修復工作上的成績；並透過探討當代電影修

復生態，窺探全球修復技術的演變與改進，及電影資料館與一

般商業電影公司對電影修復在理念上的異同。務求為觀眾提供

多個認識與了解電影修復的角度，將電影保存與修復對文化傳

承的重要意義帶給觀眾。

香港電影資料館展覽廳

粵語主講，免費入場

座談會（ 一 ）

電影修復的第一步：一切從菲林開始

26/9/2015（星期六）    3:00pm

講者：馮漢鏘（二級助理館長）、葉嘉謙及吳宏雄（影片修復員）

 後記

我們一直談修復，挽救腐化的菲林，增補電影史的內容，掌握技術的倫理，無可避免在談數碼修復。

電影如果流傳，可分身兼顧數碼載體，卻須保存自己的肉身──菲林拷貝，且不要變成冰庫的過期凍

肉，當享有時時舒展的機會，使生命的質地光感，繼續從銀幕反射到我們的眼睛。於是，修補菲林的

手工土法、光化學沖印科技、各種菲林放映設備，該有人和經費去延續及改善。電影太多，修復金錢

不足。台灣的國家電影中心去年公開募捐，籌得一百八十餘萬台幣，完成修復鳳飛飛主演的《 春寒 》

（ 1979 ），現再度募資，務使鳳飛飛另一部拷貝損壞更嚴重的《秋蓮 》（ 1979 ）重會觀眾，關心香港所

擁有電影的人士和機構可參考此份合作精神。電影修復應牽動電影收藏，收藏也不僅是搜集和捐贈舊

電影的動人故事。各方探討立法，讓新的香港電影製作天經地義地交付電影資料館存檔。修復、收藏

是為傳世，傳世必須公開。修正不合資料館天職的版權法，儘量公開館藏影音和相關資料予公眾參閱

研究，擴闊可複製資料的種類，不辜負原初的搜集理念及工作辛勞。當人人可複製，何來牟利的價值。

電影修復時代，修復、搜集、收藏、研究、展映，思論和工夫，相融一體，或稱之為電影保育，是

高度專業，需求正統的學識、眼光及技術。修復，先修理我們的誤差，推動此地香港及華語電影史工

作自資料拼湊的泥沼中拔出，守護奮進，成長為真正的電影研究。

劉嶔  2015 年 9 月

2015 年博洛尼亞 Il Cinema Ritrovata影展的露天放映。

照片由香港電影資料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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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寫

書訊兩則

小偉

的定位，莊澄在《 大公報 》的文

字集中火力講電影工業。幾年下

來，累積了作者自八十年代入行

到今日的種種經驗之談，由宣傳

推廣到監製策劃，除了導演，各

個工種無所不包。更有趣的是，

幾年來點評工業與政策的文章一

口氣讀來，就是一個香港以至中

國影業的發展史。像互聯網在早

期文章中扮演的是一個散播侵權

物品的負面角色，到了近年已經

變成創作、宣傳人員必須認識的

世界，互聯網元素是賣座的秘訣，

而更進一步通過網絡發行電影也

成了未來發展的方向。至於近年

把香港影人吸得七七八八的大陸

影業，逐年暴漲的票房數字也在

這些文字中紀錄得一清二楚。

作為一個電影公司的管理人，因

為視點的不同，莊澄對於很多問

題的看法和以「 文化 」、「 藝術 」

作為討論基點的影評人不盡相同，

像合拍片這類話題更是和部份評

論人說法完全相反。這些觀點其

實對認真思考電影必不可失，也

點醒了大家香港電影從來不是在

一個自由自在的環境中創作，沒

有北大人政治審查的黃金年代，

在東南亞和台灣等港產片外埠市

場一樣有千奇百怪的電檢。

莊澄的專欄文字早在兩年前推出

過結集《光影道 》，收錄了他七年

來談電影工業的文章。而最新的

《 光影道之幕後玩家 》，則是他近

年在兩份報章發表的文章精選。

一如以往有最貼市的工業分析，

範圍由香港／中國進一步擴展到

荷里活。而更有趣的部份是一些

他的生活感言、社會觀察，雖然

和電影沒有直接關係，卻可以管

窺一個電影人的精神世界：他們是

如何把生活細節融入創作之中？

或許，莊澄這類相對知性（ 讀哲

學的！）的讀書人不是香港電影人

的主流，他的文章對認識香港電

影人的精神面貌幫助有限（恐怕只

有幽默感是共通的 ），但要成為一

個好的創作人、評論者、甚至是

觀眾，學習這種思辯的眼光看世

界絕對是有得着的。

戲院搜記

差不多和莊澄的報章專欄同期開

始，傳媒人黃夏柏在其網誌《 戲

院誌 》開始紀錄關於香港戲院的

種種。這個網誌有趣的地方是，

作者更多以一個純粹的觀眾位置

來看待電影這回事。少年時因為

財力有限未能在國際電影節觀影，

於是收藏宣傳單張⋯⋯不少人都

有類似的經驗，只不過如果當事

人好發表議論、擅舞文弄墨的話，

多數走上影評的路，而黃夏柏則

把關注點放在戲院這個電影的載

體上，談的都是關於戲院的人和

事，由香港講到他老家澳門，以

至到旅遊的歐美城市。

黃夏柏最新的《香港戲院搜記 》一

書，分為《影畫爭鳴 》和《歲月鈎

沉 》兩冊。分別是關於戲院廣告

畫、電影宣傳及戲院人物的訪問，

以及香港戲院發展簡史和戰前香

港戲院的個案研究，主打的是已

經消失了的戲院廣告畫。這種宣

傳方法曾經是主流的手法，像學

美術出身的李翰祥初入行時就做

過這種創作，而在台灣，甚至有

人發起保育活動，希望可以讓這

種藝術流傳下去。而在香港，因

為環境限制，如今戲院巨型廣告

畫已經變成老照片中的影像。

《 香港戲院搜記 》的文字平易近

人，圖片亦多，讀起來像是一個

香港電影資料館展覽的紙上版。

如果說有甚麼未如人意的地方，

可能是作者關注的戲院還是集中在

龍頭戲院身上，那些環頭環尾的

小戲院少有被提到。一如很多電

影文字人談的電影都是大片、佳

片，那些平庸的、古怪的，但其

實數量佔了大多數的作品則少人提

及，而這些卻是整個電影史的真

正主體（如果你相信歷史不應只是

帝王將相的故事的話 ）。我很好

奇，在徹底湮沒之前，會不會有

人去紀錄像西灣河金明戲院這類曾

經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戲院的故

事。

幕後玩家

這些年來香港電影的台前幕後人

物舞文弄墨者不多，六、七十年

代的大導演如李翰祥、張徹等都

有在報章專欄談電影，但進入了

八十年代港產片的黃金年代後，

肯用筆墨與讀者溝通的電影人不

多，要從文字認識他們對電影的

看法更難。有的電影人雖然文章

名氣大，但筆下卻少談電影，當

下的電影更是少。從這個角度來

看 ，《 我 和 春 天 有 個 約 會 》

（ 1994 ）、《 野獸刑警 》（ 1998 ）、

《 無間道 》三部曲（ 2002-2003 ）

等多部重要香港電影的監製莊澄

在《大公報 》和《經濟日報 》的專

欄顯得有意思。這不單只是如今

少有的現役電影人文字，更有趣

的是作者不是處於編劇、導演等

創作崗位，而是作為電影公司的

管理者，全盤統籌生產過程，從

一個工業頂端的視點來看電影。

因為作者所處的位置，以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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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6/6/2015

地點：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址

出席：李卓倫（倫）、李焯桃（桃）、紀陶（紀）、朗天（朗）、陳竹蓁（蓁）、陳志華（華）、  

 張偉雄（雄）、黃志輝（輝）、登徒（登）、鄭政恆（鄭）、蔡倩怡（蔡）、譚以諾（譚）

紀錄及攝影：朱小豐

整理：陳志華

座談：2015港片現象初探（下）

（續上期 ）

登：我相信《 殺破狼 2 》那種堅強、那世界觀很多來自

鄭保瑞，像《 狗咬狗 》（ 2006 ）那種，這方面他很成

熟。反而這次見到裏面有很多奇怪的東西，有點莫名

其妙，包括那些很魔幻的東西，敘事忽然跳到十多年

後，小女孩長大了，然後又有一隻狼走出來，有兩個

角色像外星人一樣用表情符號溝通。鄭保瑞的世界很

少那麼有幽默感，我很懷疑是誰的創作，感覺到裏面

有點角力。

這次見到鄭保瑞從銀河映像出來之後，有很多更加堅

定的東西，包括對影像的處理、對敘事的處理。最清

楚是姜皓文揭發吳京臥底身份那場戲，開槍射中頸部，

然後三個人站着，你望我，我望你，那是很銀河式的

處理。也補充《壹獄壹世界：高登闊少踎監日記 》，雖

然它是高登小說改編，但那來自《監獄風雲 》（ 1987 ）

的舊世界很清楚，而且也是故意放進去的。所以《 賭

城風雲 II 》不成功，不代表這種手法不可行，問題是載

體和怎樣處理，令它以更有活力的方式重啟那類型。

這電影令我有點意外，當然裏面仍舊很低俗。反而朗

天提到本土的問題，我覺得《 赤道 》應是最正當的去

接手，延續本土。它挑起了話題，但沒有能力做到，

世界觀不夠前瞻。

華：《寒戰 》（ 2012 ）已抓住這些元素，陸劍青和梁樂

民知道甚麼對白說出來，諸如核心價值、法治精神，

能引起話題，就把對白放進去，但整個故事在講相反

的東西。這是兩位導演的問題，從《寒戰 》延續到《赤

道 》。

一個載體滿足兩個市場

朗：為甚麼《 賭城風雲 II 》可以拍到以前拍不到的東

西？其實是有進步的。它的作用不在於影片的成績，

可能是體現於為甚麼能拍出來，而且用這個規模拍。

從製作上的意義來說算是成功的。

登：其實《賭城風雲 》（ 2014 ）都是這樣，已經不是用

《 賭神 》（ 1989 ）的包裝。題材上，這是澳門的事，

而且那個也不是高進，那只是膺品。

朗：我特地重看兩集《賭神 》，真的完全不同了。

登：這是膺品。創作上，我覺得這些比較舊的創作人

去到瓶頸，除了這種模式都不知道怎樣可以走下去，

即企圖用一個載體滿足兩批觀眾，不是人人成功。

朗： 2003 年到 2009 年的合拍片，是一個載體滿足一

批觀眾，而主要是大陸觀眾。所以如何將自己香港人

的小聰明，扭成另一個東西去滿足一個市場，甚至放

棄 香 港 市 場 。合 拍 片 原 本 的 模 式 是 這 樣 。2008、

2009 年之後，甚至 2010 年才清楚，是一部電影可能

討好兩邊，這是之後的變化。現在仍然有舊方式的，

《 賭城風雲 II 》、《 浮華宴 》仍是舊的合拍片方式。如

果賭博題材可以拍，一早可以在 08、09 年拍了。它

仍是一樣用那種方式，只是大陸觀眾現在可能看賭片

了，或者一直有這個需求，只是國家不允許。它沒有

一部電影給兩種人看，是舊有模式，所以你覺得失敗

是正確的。到了後期，出現一種戲給兩種人看，的確

有成功有失敗，但不是《賭城風雲 II 》。

登：所以我說成功的是徐克、杜琪峯和陳可辛。

桃：你說的是創作上的失敗，他說的是製作上的失敗。

兩集《 賭城風雲 》也好，大家都知道大陸是賣座的，

沒有問題。在這方面不算失敗，只是從評論角度，他

不及徐克他們。

朗：我都是以評論角度看。陳可辛最初不是完全成功

的，摸索了一段時間，去到《 親愛的 》終於成功。杜

琪峯可能成功多一點，但徐克很明顯，《 狄仁傑之通

天帝國 》已經很想有兩個解讀，但做得不好；之後的

《 狄仁傑之神都龍王 》甚至看不到有兩個解讀，所以

有時他也做不到。我同意有成功有失敗，但即使失敗，

他們似乎很清晰地要做這件事，也交出成功例子，如

剛才提到的《智取威虎山 》，還有我很喜歡的《天將雄

師 》。《 天將雄師 》創作上無疑成功，完全玩透兩邊。

失敗的例如可能是《 赤道 》，今年的例子相當明顯，

似乎成了現象。

登：我覺得就是因為那信念不同，創作上立即分到高

下。一個載體面對兩個主觀地不同認知的觀眾，那令

創作艱難了，亦令這班人要扭盡六壬去做好一點。有

人有很主觀、清晰的意識，如韋家輝，他很清楚自己，

知道一部是《 大時代 》（ 1992 ）一部是《 世紀之戰 》

（ 2000 ），他是在做這事情。徐克是視乎個別例子，

最模糊的其實是陳可辛。當然他對題材的掌握有自己

的計算，但為甚麼趙薇那部份這麼重要，他在很後期

才知道，香港人才會用這種方法看事物，香港人才會

覺得非血緣關係的養育之恩也重要。

朗：我認為《 天將雄師 》不是真的想兩面討好，但後

來可能真的變成討好了。導演只是想拍香港故事，但

怎樣拍香港故事？它講得很清楚的，有個抵擋外虜的

雁門關，然後成龍飾演親善大使，做到重英不輕中、

東西文化交匯。裏面有很多不同的番邦，有十八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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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 番鬼佬 」進來，守望相助。整個設計令人想到

那本身就是香港。又說到城市毀了，大家要合力重建，

很適合成龍，也很適合香港隱喻。再有一個橋段，因

羅馬人曾經來過中國，但電影講到整隊羅馬兵操過

來。當中又安排了一場戲，叫羅馬人唱國歌，那首歌

很明顯是英式的國歌，看到導演放了很多英國殖民地

的東西。其實是香港故事，但拍着拍着，可能是敘事

或情節需要，要鬼打鬼，羅馬人跟羅馬人內鬥。這些

東西加起來，就會覺得原來電影有很多對香港的看

法。最重要的是重建新香港，但後來雁門關毀了，被

攻陷了，就另外建一個新地方給羅馬人住。整件事很

清楚，變成香港已死，立即想起的當然是徐克的《 龍

門飛甲 》（ 2011 ）。《 新龍門客棧 》（ 1992 ）是香港隱

喻，到了《 龍門飛甲 》連新龍門客棧也毀了。那怎麼

辦？原來又有一個香港，就在黃沙下的地下城，有很

多財寶，還要一小時之後就消失。正正是這樣，全是

對應的。當然李仁港和徐克的關係千絲萬縷，他會否

認，但難免令人覺得這是在呼應徐克。在羅馬人主導，

跟其他人包括成龍幫忙下，在另一個地方建立一個城

市，這可以理解成重建當時的新香港，這是很清晰的。

而電影雖沒有明示，但最不可信的是來自中央政府的

都護使，雖然說真正的奸角是個間諜，但沒有都護使

支持怎會有間諜？所以能看出電影是有對某些人的不

信任，亦期望建立一個新香港。因為用了成龍，令大

家覺得是主旋律，也跟羅馬通番，發揮中國文化，完

全符合習近平指導下的「一帶一路 」，人人拍爛手掌，

李仁港在國內人氣急升。但香港人看，絕對有另一番

味道，尤其是對羅馬人「 解殖歸英 」的處理，歸英派

很適合看，覺得英國人好，羅馬人好。

紀：有沒有人看過《龍刀奇緣》（ 2004 ）？《天將雄師》

的故事是來自這裏。它沒有講羅馬，但提到鷹、雁、

刀。剛才提到的意圖，很明顯看到李仁港是有這意圖

的，但中央覺得完全掌握在手中，儘管讓他做。所以

電影公映時，想這樣說，但全無意義，都被人轉化了。

我們都看到李仁港想講的那些古典事情，出了基本的

問題，他不知道稍作修改就會全盤改變，比如我們常

常以他的《 三國之見龍卸甲 》（ 2008 ）作詬病，怎樣

拍都好，有一場戲出問題就會全部垮掉：沒理由趙子

龍在忠義堂跟張飛關羽比武、動刀槍。

《 天將雄師 》也出現了這種問題，概念上，雁兒不過

南關，雁是不會過來香港的，來不了。所以故事的城

都在高山，他可能不知道這些視覺上的東西被改動

了。即使裏面有很多訊息，但在合拍片情況下是完全

過到關的方式；即使裏面有這個意圖，大陸也是勝券

在握，可以讓你通過。因為別人看這故事，只不過當

成一個類型，裏面的訊息各說各話。《 智取威虎山 》

就是這樣，所以他們不打算在香港上映，他們是知道

發生了甚麼事的。唯一不知道的是很多人突然興奮

了，覺得這樣拍就好。

朗：我訪問過施南生，起初是不想上映的，但她說很

多友人跟她說不妨上一上，用最低成本的方法上，不

用宣傳低調上映，初時她純粹是市場考慮，覺得香港

人不會看這些戲。

五個小孩的校長

雄：我從《 五個小孩的校長 》找到一個新的觀感，這

要連繫到前幾年開始的亞洲電影回顧風氣。日本、台

灣、韓國的賣座片，開始回望歷史、祖父輩，如《 東

京小屋 》（ 2014 ）、《 賽德克．巴萊 》（ 2011 ）、《 海

角七號 》（ 2008 ），在虛構中依附一個歷史想像，或

者真的重現曾經存在過的祖父輩的歷史，放到流行電

影。這個現象一直沒有在香港出現，但這部電影有個

短暫的歷史回顧，就在呂校長身上。我覺得電影最大

功勞的不是小孩，而是楊千嬅的演出，尤其是前半段

的落寞。我剛提到的這些電影，是真的經歷過貧窮年

代。而這一部則通過這個角色看到貧窮，那建構面沒

其他電影那麼強，不過這可能是香港加入回顧潮流的

第一部。

倫：這部電影有點是港女回顧，或再進化為成長的總

結，從老師、校長的角色去看過往。之前大家有一段

時間討論港女，如果楊千嬅跟鄭秀文演的那些電影很

能代表港女的話，這個角色的回應和演出，就似是總

結自己過往港女的表現，或者成長到另一個階段。

華：不知道是不是這擊中了大家的感動需要，曾聽到

有人談起這電影，就問有沒有看到流淚。這好像成了

指標，大家需要購票入場流淚。我卻認為電影是非常

「 離地 」的，古天樂運個斷頭台模型去探望剛剛做完

大手術的妻子，還要唱〈喝采 〉，出奇到不得了。

登：但它也是一部難得的本地題材電影，有計算但很

好心地，不應因為觀眾所講的流淚反應而忽視了，戲

中情節大部份是真人真事，觀眾有反應，亦證明了它

確是搔着癢處，對弱勢社群和社會公義的一種單純的

正義感，呂校長頗能找回自己和教育的初衷，是大部

份人都感同身受的，正正是現在這個以發展和成敗論

英雄社會所需要的，沒需要一下子將它完全否定，我

反而認為它骨子裏頗反建制，用一個人的力量另起爐

灶，觸及了教育價值、地產霸權、村校的困難和女孩

在鄉村和保守家庭的前途等等。楊千嬅是十分出色

的，連許多小朋友都相信她是校長，很有說服力，她

已經完全脫胎換骨。我認為唱唱〈 喝采 〉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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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不庸俗地利用本土題材，像《赤道 》。

朗：這就是本土題材了，很明顯掌握了本土題材去拍，

接近《 歲月神偷 》、《 李小龍 》（ 2010 ）那種要複製舊

香港，當時的講法叫新懷舊，是要建立一個情緒，用

認同身份來建立主體，那經緯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刻

意的。假使 2011 年不大清楚，現在能看到製作人或

導演真的有心去發掘這些題材，可能因為發現有市

場，始終是一盤生意，真的在這些題材上創作。不過

因為有不同的人進入，出了不同的成果。《 五個小孩

的校長 》可能有點宗教關係，就拍成這樣了。可能有

時控制不了，像《 賤精先生 》（ 2002 ），不知怎的，

希望在轉角，突然有點夢幻的東西。這部戲也是這些

東西，就有一點怪，不懂控制，不懂收，到最後有淚

水就不斷催。有些地方的確是有感動的，但它過了火

位就惹人笑了或哭不出來。所以現象就是進入這個題

材的方法不同了，導致這個成果。對我來說，那現象

性正正在於，幾乎每一部電影都有這種東西。《鴨王 》

有，《 衝上雲霄 》也有，甚至《 天將雄師 》這些合拍

片都有加入自己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作為香港人對

自己的關懷，或者作為商業片，考慮到想有個本土市

場，就用這些元素去做，包括彭浩翔，甚至《 花街柳

巷 》、《赤道 》，它們不成功只因執行上的問題，或許

是導演的問題，但那現象很清晰。都是取材上有意無

意放了進去，有些甚至很清楚是在取材上，如《 衝鋒

車 》很明顯，甚至《全力扣殺 》，自己複製自己的《打

擂台 》（ 2010 ）──我說《 狂舞派 》（ 2013 ）是「 打擂

台 2.0 」，《 全力扣殺 》算是「 打擂台 3.0 」──很清晰

的要做這事情。有些甚至是反作用的對話，如《 媽咪

俠 》，也是回應本土的浪潮，在那個的位置說反話。

華：《 媽咪俠 》是主張中港融合，維穩那種，父親在

大陸無端多了個兒子，女兒很快就接受，中港一家親。

朗：它是通過反本土來顯示本土。

紀：《 五個小孩的校長 》講到一種西方信仰的族群或

者圈子，感覺到現在的社會大受威脅。電影講到一班

人，他們很多時是在教育工作或社區很重要的人物，

但已經開始感到壓力。整個社會大價值觀的轉移，令

他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尤其是楊千嬅的角色。古天

樂的角色亦是，關於他怎樣看文化。基本上香港有很

大部份的學校是基督教、天主教，有那個系統，這很

關鍵。電影沒有觸及很多，但就是在說那種文化。

雄：關信輝離開《 突破 》，就是跟《 突破 》路線不同，

不再是宗教說教主旋律。拿《 突破 》的電影跟關信輝

相比，關信輝某程度是建基於地方環境，不是教會

的。當楊千嬅到森美的教育機構，那番說話很清楚表

明自己的立場。

登：《 五個小孩的校長 》雖然不像福音電影，但整個

傳教士的意識形態很清楚。認不認同它沒所謂，如果

從分析現象角度，關信輝為甚麼見到這個題材這麼雀

躍，就是完全因為投入了這個概念去看，未必是現在

觀眾接收到的東西。我覺得也有一點撞彩，但觀眾看

不到，各取所需吧。其實是那些掃樹葉、撐着雨傘去

廁所，那種苦行的情意結。

打擂台3.0

雄：《 全力扣殺 》我看到 10:11 那一球，林敏驄代表

香港隊贏了，這已經是 underdog 的角度上贏了。他

們雖是負方，但實力已經證明了。但電影告訴我，輸

了就是輸了，而且沒有出去拿亞軍獎盃，很沒禮貌。

我沒法認同這處理。

華：這正正跟《 打擂台 》、《 狂舞派 》不同，這兩部是

輸了也可以是贏，或毋須計較輸贏，輸贏不在台上，

而在其他地方。《 全力扣殺 》剛剛相反。還有結尾那

一場，也有維穩嫌疑，前國家隊的鮑春來和王琳跑出

來，跟林敏驄和何超儀切磋，卻不是國家隊對香港隊，

而是鮑春來跟王琳對打，林敏驄和何超儀站在他們旁

邊陪襯，誰是莊誰是閒，太過明顯，根本不相信香港

的實力。

譚：假設林敏驄是香港，他根本是超班的，怎樣打都

贏，都可以奪分。最後不奪分是為了拖時間，這個設

定很奇怪。到底他站在一個甚麼的位置？我覺得創作

人未想清楚自己對香港的看法，他的位置是甚麼？他

們站在何超儀和鄭伊健那邊，抑或是林敏驄？林敏驄

跟何超儀的組合基本上是所向無敵，一出來便必勝。

我看的時候很混亂，那個位置在哪裏。

朗：就是「 打擂台 3.0 」嘛，林敏驄當然是泰迪羅賓，

何超儀根本就是臘鴨。臘鴨遇上泰迪羅賓當然所向無

敵，因為精神勝利加上載體，就橫掃了。但《打擂台 》

的方式是將它懸空了，沒有落場，臘鴨不用打，泰迪

羅賓也不用打，在打之前已經躺下了，那精神無敵，

就可行了。剩下的載體全都是廢的、手殘腳跛的，雖

受到感召，但最終失敗，因載體不行，於是可能退後

一步，說勝利在別處。《 全力扣殺 》是將神實化了，

變成一個實體，那當然壓倒一切，但為甚麼不橫掃千

軍，像《 激戰 》上身？林敏驄可以變成賤輝的，但他

又不是《 激戰 》上身，怎麼辦？找不到方法，就這樣

處理。我不覺得結尾是維穩，剛剛相反，他不想維穩，

《赤道 》 《全力扣殺 》 《五個小孩的校長 》 《衝鋒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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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帶來維穩效果。可能純粹很隨意，沒有想清楚問

題，既然找了指導，就叫指導來打。以前也很流行，

突然要粉墨登場，像《 撲克王 》（ 2009 ）結尾忽然有

個司儀走出來，原來是他指導打撲克的。某程度上是

給予肯定，也是很港產片的處理方式，要有真人亮相，

看看是甚麼樣子。所以電影純粹叫他們出來亮相，但

結果真打是沒得打的，不是刻意安排，是他們真的超

班，難道叫林敏驄去打？所以他們沒考慮這一點，為

甚麼要這樣處理，因為他們不知道為甚麼《 打擂台 》

成功，或者一知半解。又或者可能因為換了導演，沒

有了鄭思傑，郭子健處理《 全力扣殺 》時想複製曾經

成功的方式，但捉錯用神。他看大家喜歡力度，以為

力度正確，羽毛球夠力度了吧，其他球類都不是全力

扣殺，再加上特技，以為力度很強。豈料恰好相反，

我們完全感受不到力度。因為力度不是揮動球拍就

有，以為看到的就是力度，其實看不到的才是力度，

梁小龍的力度是看不到的，是輸了才厲害。而且還有

幾句故弄玄虛，甚麼你現在不明白，幾十年後才會明

白，就成功了。現在全都講出來，失敗的原因是想複

製《打擂台 》，但原來不知道其成功之處。

譚：羽毛球的精要不是全力扣殺，打過就知道為甚麼

不是力量型的人會勝利，因為有很多巧妙、收放的技

巧。電影完全沒有講到，如網前的互搓，或者反應那

些，純粹扣殺。

正言若反，反言若正

登：我覺得整件事心不在焉，到最後想不通電影應該

怎樣完。大家所說的，都看到他很困惑不知道怎樣收

結，就這樣走出去打一場，整件事不在這裏，究竟在

鋪排甚麼？在劇情、效果以至勵志訊息都做不到。

朗：他想勵志，人人都是失敗者的角色，拍給失敗者

看，說你其實很有力度，只是自己不知道。

華：反而鄭中基角色的醒悟最好看。

朗：這都是一個現象，今年很多戲都是反派好看，包

括座山雕，紀陶說是財叔，我覺得是徐克本人，是他

最認同的位置。根本反派更好看，像《 全力扣殺 》的

鄭中基，還有《 天將雄師 》的艾哲倫保廸（ Adrien 
Brody ）超級好看，主角位怎麼去了反派？覺醒那一

刻去了反派，是反派一個打十個，原來可以這麼好看。

看《 衝鋒車 》也不會代入古巨基的角色，四位主角都

是反派，全是反派好看。我覺得是正言若反的問題，

反到一定程度，有意無意最後全都將認同位放到反

派。即使本身不是正言若反，力量也去到反派那邊是

反派奪取了那能量。《 赤道 》的張學友明顯是反派認

同位。有時是有意安排，有時是沒有的，《 毒戰 》是

有意安排，《 智取威虎山 》的座山雕也是有意安排，

但不是純粹將訊息放到反派，他是刻意要給你看到，

原來可以是這樣的。

蔡：朗天說正言若反，《 衝鋒車 》最明顯，它想講警

察已經沒用，要用制度以外的取代制度之中的，我不

知道你所說的正言若反是否就是這個意思。

華：說到正言若反，朗天在《 明報 》寫過，有幾部戲

卻明顯是反言若正。

朗：表面是講香港，但其實不是，例子是《 赤道 》。

它是反言若正，赤道以教授身份批評王學圻，覺得他

連累香港，因為大陸人不懂處理，使香港陷入災難，

令大家都認同他。他又批評官僚制度，如現在不是一

句「 盡做 」就可以。好像是在講正面的香港價值，像

《 寒戰 》的金句，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等等。這全

都是想將香港的正面價值、核心價值高揚，但流於口

號，因為根本不能推動劇情，也因為劇情之後的發展，

反令我們質疑這些價值只是虛談，甚至是為了遮掩其

犯法行為。它固然令反派魅力得到無窮上升，他原來

這麼高智能，除此之外，並沒有將所講的價值和行為

扣連。你不知道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唯一的解釋是貪

錢，甚至未去到《 蝙蝠俠 》小丑的歪理，亦沒去到大

反派要改變這個社會，先摧毀它，於是好心做壞事。

我們只能理解他真的是個賊。電影愈講香港正面價

值，到後來因為赤道身份的披露，以及他那種不明所

以的高傲，令你愈質疑之前說過的話。這就是所謂的

反言若正，似乎是正面，其實推翻了香港的正面價值。

蓁：跟《 寒戰 》一樣，《 赤道 》是開放式結局，背後

好像還有另一個反派但不告訴你，也不會展示壞人被

捕，於是只能用開放式結局，來暗示公義得不到伸

張，但故事上也是在愚弄觀眾。依照這種合拍片原

則，電影不會給予結局，在敘事上取巧來避開麻煩，

所以有人覺得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想法，其實是沒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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