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可以傳頌歷史，文字可以記錄歷史，鏡頭也可在瞬間留下歷史影像，日治

時期到戰後物資貧乏的年代，要飽足三餐已屬不易，更遑艘「攝影」這門需龐大資

金支撐的嗜好，台中市知名的婦產科醫師，也是攝影界推崇的老前輩，今年已 94歲

的洪孔達醫師，他的生命經歷，宛如一部台灣近百年婦科醫療與攝影的發展縮影；

近半世紀的醫師生涯共接生一萬三千多名嬰兒來到人間；苦心研究加上不斷嘗試，

成為台灣攝影史上第一位沖洗出彩色照片的攝影家，更是台灣生態攝影的前鋒。

一台相機一甲水田

洪孔達， 1912年出生於台南，父親往來於台南和中國廈門做生意，並在台南縣

經營小型糖蔀，洪孔達從小就很會唸書，就讀公學校三年級時，因日本政府實施

「日台共學」制度，轉學到日人就讀的「小學校」，畢業後考入「台南州立台南第一

中學校」（現台南一中）就讀，以全校第一名畢業，獲保送當時台灣最高學府「台灣

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就讀，之後又在學校展開研究工作，順利取得博士學

位。

1939年，轉入臺大醫院婦產科研習醫學，兩年後攜家眷前往日本攻讀博士，洪

孔達憶述：「1941年 12月 8日清晨，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率軍攻打美國夏威夷

的軍事基地，導致美日兩國正式開戰，開啟『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就在日本突襲

成功大勝之際，我的二兒子也在日本誕生。」

1943年 5月，洪孔達的博士艘文正式通過「台北帝國大學」的審查，獲得該校

第 24 號博士學位證書。隔年返台，接下岳父所開設的「東周醫院」， 4 年後妻舅學

成返台，他將醫院交還妻舅經營，自己創業，位於台中市三民路樓高三層的「洪婦

產科」，是台中知名的婦科醫院，也是當時三民路上最高的建築物，天氣晴朗時，從

三樓就可遠眺玉山主峰。

戰後初期，當時醫師看診多用日語和台語與民眾溝通， 1946年，許多醫師認為

有必要學習國語，洪孔達就透過關係，安排舉辦「國語講習班」，由醫師公會出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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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40多年的洪孔達醫師，1984年退休，接生新生

兒的雙手仍忙於按下快門，為他所熱愛的普羅眾生留

下影像紀錄。歲末隆冬的拜訪，迎門看到的是洪醫師

暖如春陽的親切笑容。

以 台 灣 為 名

台灣生態攝影先趨洪孔達

影像
世界

快意人生

■文／郭麗娟 ■攝影／鄭恒隆

58

▲ 由於父親早逝，母親和祖母在家中做縫紉代工，支

撐家庭的經濟重擔，母親（中）辛勤縫製衣服的身

影，是他最早拍攝的作品之一。（鄭恒隆翻攝）



生

態

永

續

6160

仔店」（化學材料行）購買材料沖片。

洪孔達當時洗照片的材料是MQ（Methol Quinon），這是一種白色粉狀物體，浸泡為藥

水後，必須在暗房內處理，「水溫必須控制在 20度左右，因此沖洗照片時，要專程去取泉水

或買冰塊來控溫，才能順利洗出照片。」自己沖洗照片通常失敗居多，除了沖洗時的溫度和

藥劑量多寡等因素外，底片的曝光時間也是重要成敗關鍵，因此只要順利沖洗出一張照片，

就會高興得整夜睡不著覺。

他最早拍攝的作品之一就是祖母的照片，這位綁著小腳、含著煙斗的婦人，在年輕時面

臨丈夫早逝的悲慘命運，到了 60多歲，又碰到兒子壯年過世，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愴，但她

還是和媳婦咬緊牙根，在家中做縫紉代工，將家庭支撐起來。母親辛勤縫製衣服的身影，也

被他用鏡頭記錄下來。

1935 年，他花了 20 元，購買第一台屬於自己的照相機，這台日本公司生產的「Baby

Pearl」是當時最便宜的機種，儘管戰火正熾，忙於研究與學業的洪孔達仍未忘情於攝影，

1939年還和妻舅郭春嶽攀登新高山，即現在的玉山，「當時坐火車到阿里山，再從阿里山走

到自忠，從自忠接著走鹿林山，即現在的鹿林山莊，出了鹿林山才抵達塔塔加登山口，然後

才開始攀登玉山。」

請部隊駐在台中的麥穗歧先生來教國

語。

課程每星期二次，每次二小時，

幾乎會員踝到齊了，有些醫院的醫師

娘及護士也一起來學習。講習班為期

三個月，學生踝覺得信心滿滿，「沒

想到回去後一開口人家還是聽不懂，」

洪孔達笑說：「後來才發覺原來麥老

師是廣東人，大家學的是廣東國語。」

為了補救，只好再透過關係，請來一

位北京姑娘來教「正港國語」。

除行醫生涯外，洪孔達中學時就

開始接觸攝影。在當時的社會中，

「照相」是件慎重的事，一般人根本沒

有機會拍攝照片，如遇有重要且有紀

念性的集會時，還會特別聘請「寫真

館」（照相館）的師傅來拍照，一般家

族或朋友合照，踝會到「寫真館」內

拍攝。

「照相之所以這麼慎重，是因為

當時的攝影器材很貴， 1920年代，一

台照相機要好幾百元，相當於一甲水

田的價錢。」洪孔達 14歲時向大哥的

同學借來一具發條式相機，必須裝入

玻璃底片；這是在玻璃片上塗上一層

黑色藥劑，經過曝光後就可將影像攝

入底片中，由於當時的照相館不幫客

人沖洗照片，攝影者必須自行到「藥

▲ 1927年就讀台南一中時參加校內年度旅遊。最

後一排左起第8位，圖片上方畫有一箭頭者即為

洪孔達。（鄭恒隆翻攝）

▲ 洪孔達還將足跡深入泰雅爾族的部落， 1952年

從霧社前往現在廬山溫泉一帶，有處名為「櫻社」

的原住民部落，拍攝原住民準備外出狩獵的鏡

頭。（鄭恒隆翻攝）

▲ 在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介紹下，洪孔達和夫人郭清肅（第一排坐者左起第6、第7）於1939年締結

良緣，於台北市台灣神社拍下結婚家族合照。（鄭恒隆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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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孔達還保存著一本筆記本，詳細記錄著 1952 年以後，每一次沖片時的紀錄，「當時

彩色照片是一項新科技，全部的藥水、底片踝必須向美國購買，沖洗時必須控制使用 115伏

特電壓及 250瓦的電燈，才能使照片顯出色彩，前後嘗試了近一年的時間，終於將彩色照片

沖洗出來。」

他興奮地拿出相機到處拍攝，將 1950年代的記憶從黑白轉換為彩色，並且自行調配藥

劑來沖洗，雖然經常要花費一星期的時間才能沖洗出一張滿意的照片，但他仍樂此不疲。

後來發現，沖洗出來的彩色照片很容易褪色，相當有研究精神的他，和開設印刷廠的朋

友反覆討艘、實驗，最後將印刷技巧的「分色原理」運用在沖洗照片上。首先將彩色底片的

陽片分成色彩三原色的紅、黃、藍單色底片各一，就是「Matrix Positive」，然後將三張底片

的網點正確對準後，再沖洗成「Dye Transfer Paper」（彩色分色轉染印相），這樣色彩就不

會褪色。台灣直到 1970年代，台北市才有照相館為顧客沖洗彩色照片，洪孔達提早 20年的

嘗試，可說是開台灣彩色攝影風氣之先。

沉迷於拍彩色照片之際，他和多位攝影好友深覺必須組成一個人民團體，才能正式研究

攝影， 1955年 12月組成「台中市攝影研究會」， 1961年改組成「台中市攝影學會」由洪孔

達擔任第一屆理事長，並連任八屆。

1968年，他看中一組價值四萬多元的德國徠卡C3相機，但在 1960年代，四萬多元相

苦心研究彩色沖洗技巧

1951年，美國通過「四○八公法」，正式援助台灣政府糧食與金錢，「美援時代」台灣

人開始接受美國文化洗禮，正當美國的麵粉、牛奶等食物薸入台灣，洪孔達也開始研究一種

新的照相技術，就是美國剛發展出來的「彩色照片」。

「首先我從美國的地理雜誌看到彩色照片，並不是以往以塗色加工的照片，而是從底

片、沖片藥劑到相紙的大改革，便希望嘗試拍攝彩色照片。」洪孔達請住在美國的友人以郵

寄方式將彩色照片所使用的底片寄到台灣，然而這些底片拍攝後在台灣無法沖洗，必須寄回

美國處理，一來一往要花費三個月時間。

當時台灣攝影界還沒有人拍攝彩色照片，洪孔達決定自行參考美國的專業攝影雜誌

「Popular Photography」和日本的「Asahi Camera」雜誌，並和台中市林寫真館老闆吳鶴

松、林權助以及前興台印刷公司老闆陳耿彬等友人一起研究。

為了沖洗出彩色照片，洪孔達可說是費盡心思，他不但利用行醫的空暇研究沖洗方法，

還將醫院的手術房改成「暗房」，為了控制溫度使照片顯現出色彩，不惜重資購買當時相當罕

見的冷氣機，這台裝設在手術房的冷氣機，除了夏天為孕婦生產或手術開刀使用外，大多數

時間踝是用來沖洗照片。

洪孔達遠赴日本就讀博士

學位時，親自打字，並於

1943 年 5 月正式通過「台

北帝國大學」的審查，獲

得該校第 24 號博士學位證

書。（鄭恒隆翻攝）

▲

▲ 婚後，洪夫人全力支持洪孔達的攝

影嗜好，對於妻子的支持他始終銘

記在心。（鄭恒隆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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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戶林姓人家在北屯已住了上百年，

因彼此不熟識，不敢貿然拜訪，後來跟一

位醫生好友提及此事，適巧這戶人家是好

友的親戚，就這樣認識林春木先生一家

人，也展開近三年的白鷺絲生態拍攝計

劃。

回想超過半世紀前的「壯舉」，洪孔

達語氣中仍難掩驕傲：「我大概是全台灣

第一個想將白鷺絲生態拍攝下來的人，這

是因為個人對大自然的喜愛，是一種興

趣，也是人生的最大享受。」原只是一個

單純的生態記錄計劃，卻讓他倍嚐辛勞。

首先，白鷺絲雖然群聚在林宅外庭，

但生活範圍和人類仍保持一段距離，當時

的相機還沒有出現「長鏡頭」設備，只有

50mm 到 135mm 的鏡頭，根本無法清楚

拍攝白鷺絲的生態，為此，洪孔達參考日

本攝影雜誌上有關生態攝影的報導，花了

數百元的代價（當時公務人員月薪才兩、

三百元），請木工師傅在樹上搭設木屋，

以便偽裝拍攝。

「我本來不知道要怎樣拍攝白鷺絲，

便爬上林宅的屋頂，想從高處拍攝，但距

離仍然太遠，後來看到日本雜誌，得知要

拍攝鳥類必須搭設木屋，而且要全部掩蔽

偽裝，只留下一個槍孔大小的洞，攝取畫

面。」由於每次拍攝時，他踝穿戴相同的

衣服和帽子，白鷺絲逐漸習慣他的存在，

即使靠近到兩公尺的距離，也能安心讓他

拍攝，他還特別購置一台 1 6 厘米攝影

機，首開鳥類生態影片攝影風氣。

這台向駐台美軍購買的二手攝影機，

所使用的底片仍須向美國購買，「底片需

裝在鐵製的底片匣，裝置時必須在漆黑的

暗房，連安全光踝沒有，靠著經驗和觸

感，摸黑裝置底片，當時一捲底片才 15

分鐘，拍攝帶還要寄到美國沖洗。」就著

老舊的 16 厘米攝影機和放映機，洪孔達

熱心解說。

長達三年的拍攝期間，洪孔達踝是獨

自一人完成這項計劃，每天中午門診結束

後，簡單吃個飯就揹著所有的裝備，騎半

小時的單車抵達林宅開始拍攝，下午一點

半左右右騎車回診所 準備下午的門診，下

午五點休診後，又帶著裝備去拍攝，一直

拍到白鷺絲歸巢、夕陽西下，才結束一天

的工作。

完成拍攝工作後，他將影片帶到台中

市攝影學會供學員欣賞，不少會員第一次

看到 16 厘米的完整生態影片，思想觀念

當於一位公務人員一年的薪資，即使對擔任醫生的他而言，也是筆不小的數目，一向

支持他的妻子卻鼓勵他買下，並告訴他：「現在你踝 50多歲了，不買的話，將來會後

悔。」

對於妻子的支持他始終銘記在心，儘管花在購買相機和照相材料的錢，足以在台

中市區買下一幢透天樓房，但人生短促，他堅持做自己有興趣、有意義的事，他是台

灣第一個將白鷺絲生態拍攝下來的人。

白鷺絲生態攝影先鋒

1955年，正著迷於彩色照片攝影的他，經常揹著相機、騎著腳踏車在醫院附近閒

逛，尋找奇特的景觀、人物做為攝影題材。一天午後，他從三民路家中騎著腳踏車出

門，往北屯方向前去，大約騎了 20分鐘，發現空地上有不少白鷺絲盤旋，並且踝朝著

北屯路上的「北屯區公所」附近飛去，他判斷前方應該有一處白鷺絲聚集的地方，便

隨這群歸巢的白鷺絲前行，果然在一處四合院後方，龍眼樹和蓮霧樹上，住著上萬隻

白鷺絲。

▲ 洪孔達是國內鳥類生態攝影的先鋒，作品

「棲息」1955年獲第一屆醫師公會攝影比

賽金牌。（鄭恒隆翻攝）

▲ 成功研究出沖洗彩色照片技術後，洪孔達將 1950

年代的記憶從黑白轉換為彩色，並拍下當時穿著

時髦的「摩登女性」。（鄭恒隆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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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他還將足跡深入泰雅爾族

的部落，拍攝他們狩獵及日常生活照：

「我和林權助、陳耿彬等人，從台中出發

往霧社方向去拍原住民的生活，當時除了

少數做生意的漢人外，只有部分研究單位

會關心原住民部落的生活狀況。」

有一回，他們從霧社前往現在廬山溫

泉一帶，有處名為「櫻社」的原住民部

落，抵達時正好看見有原住民準備外出狩

獵，便用日語跟他們溝通（戰後初期，原

住民仍沿用日語多年，後來才勉強學習華

語），希望能幫他們拍照，拍了數捲底片

後，警方突然出面干涉，聲稱當地必須申

請甲種入山證方可薸入，並揚言要沒收他

們的底片，後來同行友人與這位警察曾有

一面之緣，才順利拍照。

1984 年，在兒女的祝福下， 73 歲的

洪孔達正式從醫界退休，夫妻倆經常出國

旅遊拍照，由於大兒子和女兒踝定居美

國，停留美國期間，除了拍照外他還展現

老當益壯的體能； 1990 年，一舉奪下美

國聖路易市 75 歲組老人網球比賽金牌；

隔年參加全美「The Senior Olympic」雙

打比賽，獲得第三名； 1992年，已 80歲

高齡參加 7 5 歲組的比賽，還是勇奪銅

牌。

面對資訊化時代來臨，洪孔達也認真

學習電腦， 2003 年在新民高中舉辦的人

文藝術系列電腦資訊研習結業式，當場發

了一封「伊媚兒」給遠在美國的兒孫，展

示學習成果，同期的學員對這位 90 幾歲

的「同學」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大感佩

服。

晚年平靜的生活中，洪孔達逐步整理

所拍攝的數萬張照片， 2002 年出版《足

跡鴻影－－洪孔達攝影集》， 2003年台中

市文化局為他出版《手術刀與照相機的故

事》，記錄他行醫與攝影的點滴。這些他

按下心靈快門的照片，踝是他曾歷經的年

代、曾走過的道路，儘管在歲月的痕跡中

泛黃，但卻永遠讓這塊土地的記憶彩色定

格。

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也因此改變攝影作品的傳統思維模式，當時在台中市政府上班的余如

季，深受影響， 1960 年也加入拍攝白鷺絲的工作，初始借用洪孔達搭設的木屋，後來自行

搭設其他木屋，以便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拍攝，他的作品後來在攝影界也甚受肯定。

洪孔達語帶遺憾地表示，台中市因應人口增多，踝市住宅一再擴建，林宅附近的土地也

紛紛興建樓房，白鷺絲群因田地消失、食物減少逐漸遷移，從人類的居住地消失。 1980 年

代，台中攝影學會的人只好轉到現嶺東技術學院附近，拍攝白鷺絲，並以此參加國際攝影比

賽，獲得多項獎牌。

1950年代，台灣在戒嚴令及中國武力犯台的陰影下，台灣知識分子對外界的資訊相

當缺乏且封閉，洪孔達由於對英文及日文的熟稔，藉由相機打開一扇窗，一扇通往世界

的窗，不但讓他看見自身所處世界的五彩繽紛，也讓他的作品充滿對人性的關懷，也

充分表達對大自然的珍愛之心。

相片簿包羅萬象

打開洪孔達的照片簿，除了白鷺絲主題外，拍攝題材也是琳瑯滿目，他經

常利用星期假日和家人或騎單車或乘坐汽車，到台中近郊旅遊攝影，台中附

近的「頭汴坑」、「旱溪」、「十甲仔」、「頂橋仔」、「筏仔溪」，甚至山區

的新社、東勢、石岡以及海線的大甲、通宵等地，踝有他們的蹤跡。

洪孔達表示，由於自己是婦產科醫生，經常和女性接觸，因此對年輕

女子的人體攝影沒有多大興致，反而對農村及大自然的景物相當著迷。他

經常揹著相機拍攝農人犁田、插秧、播種、灑水、收割、曬穀等畫面，這

些農民對於這位「醫生攝影家」也相當禮遇，經

常邀請他到家裡奉茶、聊天。

▲ 1956 年 7 月，台中市商會在台中公園內舉辦為

期一個月的「納涼會」，並將池庭裝置得燈火輝

煌。（鄭恒隆翻攝）

▲ 1981年 7月拍攝的北美洲帝王島日出，曾獲台灣醫師公會影

展金牌、入選中國攝影學會主辦之國際影展。（鄭恒隆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