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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寫文復會策劃的《水高雄，請進》，把郭

南宏找到花木扶疏的文化中心拍照。

他行事儒家，思路條理，提著一只裝滿夢想

的黑色篋子，無論到那兒，彷彿隨時都會開展或抖

落無數的理想，把他心目中的電影世界，鋪陳給你

幾10年的興味。

我認識郭南宏，是在他處理完在香港最後一

幢房子、舉家搬返高雄定居的短短數年，交往也不

算頻繁，但，每一次的喝茶聊天，都有一些驚喜，

他生活嚴謹，看不到那些惹人心厭的慣習，閒閒的

表述裡，每有理想的爬梳，彷彿一部造夢的機器，

絲毫不減損他對藝術與生活的執著和信念，更不因

歲月催人而有動搖。

今年八月底，由高雄財團出資、郭南宏執導

的新作「綺麗世界」，在高雄市奧斯卡數位放映室

上片，片中描述一對試管雙胞胎離奇翻轉、跌宕起

伏的命運周折，外景大部在高雄旗山、美濃和澄

清湖一帶攝取，土親是他羈旅香港多年對家鄉的連

結，就像他在南台灣的各個學校、影展單位演講、

座談，把經驗傳承給年輕的一代，培育更多的影像

人才，回憶裡美好的電影夢終歸是在故鄉的土地上

啟蒙，而今，鏡頭靈動，鄉音濃稠，再度為南台灣

描容寫真，郭南宏讓鄉親參與進行影像的編碼與解

碼，真正應了他回歸所應承擔的使命與任務，也是

他舞動鏡頭再度編織昔時的遠景。

淬厲磨劍，時間彷若回到50餘年前，郭南宏

14、15歲的年少歲月，斯時，因著經營營造廠的

堂兄的堅持，他就讀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建築科，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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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寺十八銅人》曾外銷日本，共有100多家首輪戲院同時聯映



業後未久，堂兄在一場重病下遽然過世，

郭南宏的人生也有了一番驚天動地的轉

折。愛畫畫的他，因三姊在大舞台戲院工

作，除了有免費的好萊塢影片可看，更透

過三姊介紹進而從事繪製電影看板，他創

立了「征帆美術社」，也因為承包電影看

板的繪製工作，而與電影院的經營者建立

良好的關係，這對他後來導演影片有了正

面的回饋。工作餘暇，郭南宏連趕高雄數

家電影院，看電影是為了觸碰電影中的種

種面相，但也撩撥了郭南宏走入電影的獨

特生命經驗。

畫電影、看電影，自此，郭南宏開始

編織一場五光十色、影響台灣電影史的築

夢之路。

1955年，關鍵的台灣電影萌芽期，

郭南宏以一位19歲不到的南部子弟，攜帶

自我摸索寫就的劇本「魂斷西仔灣」隻身

北上，接洽過兩家電影製作的影業社未能

如願，悻然返高，繼續電影看板的繪製工

作，雖然一開始並不順遂，上帝又為郭南

宏開了一扇窗，大約半年後，他看到報紙

台北亞洲影業公司開辦影劇人員訓練班，

滿懷興奮前往，不意與他想學的編劇不

符，班主任丁伯駪破例體貼地答應他另增

編劇課程，令郭南宏喜出望外，成了亞洲

影業唯一就讀編劇、導演的學員，一票老

師如王生善、徐天榮、張徹、陳文泉、白

克、李曼槐，都是大有來頭的一流名師。

三個月後，郭南宏的修習有了成果，

他修改了「魂斷西仔灣」台語劇本，獲亞

洲公司青睞買下版權，拍成電影，郭南宏

獲得了2,000元劇本費，相當於小學教師

半年以上的薪水，初嘗青年劇作家滋味，

郭南宏索性把繪製電影看板的「征帆美術

社」給結束了，專心一意在他最愛的編劇

上下功夫。

繼「魂」片後，郭南宏又完成第二

部台語劇本「古城恨」，影都影業社老闆

十分賞識，請郭南宏出任該片的導演，這

突如奇來的邀請與厚愛，讓郭南宏有點手

足無措，經恩師的一再鼓勵，也答應支援

他，在做了三部影片的場記和兩部片副

導，郭南宏終於有了獨當一面的揮灑機

會，他簽了一份合約，毅然接受挑戰，那

年，他才23歲。

1955年後，台語片崛起，熱度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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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0多年，我記得小時候跟隨父母進出

電影院，當時維繫此一娛樂的窗口大致有

三：一是東洋片；二是歌仔戲、布袋戲現

場演出；三是稱得上主流典範的台語片，

在我的印象裡，好萊塢的影片並不多，偶

爾穿插映演。我的家鄉在西螺，雲林的地

方戲劇堪數台島佼佼者，麥寮拱樂社歌仔

戲團（許秀哖即出自該團）就名列其中，

拱樂社十分頻繁地在西螺的戲院演出，我

之所以提到拱樂社，跟台語片的興起不

無關係。戰後在台首部黑白小銀幕台語

片，是由邵羅輝導演試拍的「六才子西廂

記」，因影像效果不佳，在台北大觀戲院

放映三天即下片；次年，導演何基明即和

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合作，將該社的叫座

戲目「薛平貴與王寶釧」，以電影規格分

鏡處理，拍成台語電影，沒料到在全省大

賣，台語片從此奠定利基，連上海撤退來

台的華語片編導人才也紛紛投入這波拍攝

台語片的風潮之中，題材從歌仔戲、歷史

古裝劇、台灣民間故事、時裝愛情文藝、

搞笑到黑社會警匪打鬥以及間諜片，林林

總總，不一而足，戽斗、矮仔財、胖子玲

玲、王哥、金塗、武拉運、金玫、金黛、

文夏、柯俊雄、丁黛、石軍、陽明、張

清清、周遊、何玉華、小豔秋、洪明麗、

陳秋燕、黃西田……都是那時期家喻戶曉

的銀幕明星，甚者，有些電影的男女主角

還隨片登台，像黃西田所拍的「流浪到台

北」，我都恭逢其盛，對影片的宣傳，形

成推波助瀾的加分效果。

郭南宏置身這股熱流之中，前前後

後共拍了23部台語影片，除了前面提到

的「魂斷西仔灣」、「古城恨」外，還

編導了「鬼湖」、「男之罪」上下集、

「蒲島太郎遊龍宮」、「相思記」、「台

北之星」、「英雄難過美人關」、「女

王蜂」。1962年他成立了「宏亞電影公

司」，創業作「台北之夜」，是他在軍中

服役時利用空暇動筆編寫的劇本，男主

角由寶島歌王文夏擔綱，影片風格迥於往

昔，這部時裝愛情歌唱片，推出之後叫好

又叫座，創下了台語片最高票房記錄，尤

勝過當年日片三船敏郎的電影票房，隨後

又陸陸續續拍了各種不同創新風格的題材

「妻在何處」、「天邊海角」、「請君保

重」、「懷念的播音員」、「歡喜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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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之夜》這部時裝愛情片，曾創下
台語片最高票房記錄

▲ 《台北之夜》男女主角文夏、丁黛



年」、「龍虎旋風兒」、「省都賣花姑

娘」、「吹牛大王」、「大俠史豔文」、

「只愛你一人」「心心相印」與「靈肉之

道」，口碑也都相當好，郭南宏導演成了

票房保證，南北各大戲院，無不卯力爭取

放映權，爭執事件，迭有發生。

1960年代的台語片市場需求奇大，

各家公司搶拍、趕拍、紅牌演員軋戲的情

況，越來越嚴重，不免出現粗製濫造的迷

失情形，郭南宏意識到只圖短暫一時的利

益，將是虛擲、空耗的，對郭南宏而言，

他的體悟，關鍵地決定「走出」，就在自

己感覺到台語片的發展有了瓶頸，出不了

台灣境內，不若華語片發行地區可延展到

馬、新、泰、印、香港、菲律賓、越南、

高棉、韓國、日本及歐美華人生活圈，

他開始蘊釀建構悟道後開展的「明日世

界」。

轉換跑道，先是嘗試自己公司的第一

部國台語雙聲版「情天玉女恨」，規格從

小銀幕躍升至新藝綜合體大銀幕，拍攝嚴

謹，製作成本也翻了兩番，郭南宏自我提

升的雄心已然點燃。接下來，他又執導瓊

瑤小說改編的「明月幾時圓」和「深情比

酒濃」兩部彩色寬銀幕華語片，這兩部片

由李翰祥在台創立的國聯影業公司發行；

隨後，又拍了建華影業公司的「鹽女」，

這部台灣鄉土電影推出後，在星、馬颳起

了一陣不小的旋風，清新寫實風格大受東

南亞觀眾歡迎。「鹽女」之後，聯邦影業

也找上郭南宏，拍了「雲山夢回」、「一

代劍王」，郭南宏一夕之間，從文藝大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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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製片《鬼見愁》再創武俠片新風潮▲ 《一代劍王》的熱賣讓郭南宏由文藝片
大導演變為武俠片大導演

演成了武俠大導演，影片票房也開出大紅

盤，不斷創新賣座紀錄。

成功轉型的郭南宏，1969年獲香港卲

氏公司邀約，跨海赴港發展，個性一向保

守嚴謹的郭南宏，與香港大多數電影人的

生活社交方式天差地別，初始雖有小小的

不適應，但香港濃厚的西方性格、尊重專

業能力強的社會屬性，讓他在現實、殘酷

的競爭中，以實力征服了千千萬萬觀眾。

郭南宏自承是奉行商業為主流電影的導演

之一，找賣點獲取票房價值，是他努力經

營的走向，因而，他不會刻意追求藝術成

就或以參加影展競逐獎項為拍片目的，但

也不違反電影應具備的專業技術水準與社

會責任，從他投身電影半世紀以來，儘管

拍片類型風格多樣，故事題材從未悖離忠

孝節義、邪不勝正的教育理念。

在赴港前，郭南宏已先後為香港新

華拍了「大鏢客」、「飛燕金鏢」兩部影

片，以及宏華的「鬼見愁」、「絕代鏢

王」，瀰漫在當時影壇的氛圍，一股是由

胡金銓「龍門客棧」所引爆的刀光劍影，

與李小龍「唐山大兄」、「精武門」引發

的功夫熱潮；另一股則是夢幻浪漫的瓊瑤

式文藝腔。在郭南宏旅居香港34年的從

影歷程中，百分之八十都奉獻給了武藝電

影，40多部武俠功夫片，含括了不同年代

的各類風格，只有十多部是時裝愛情、倫

理文藝或警匪動作影片。

我們若回頭去看電影發展史，自1895

年12月28日盧米埃兄弟在巴黎卡普辛那大

道的葛杭咖啡地下室印地安廳，使用他們

發明的所謂「電影機」，向付費的觀眾放

映了他們自製的大約十部電影，那年，正

是日本殖民台灣的第一年，盧米埃兄弟所

放映的電影，如「工人離開工廠」、「火

車進站」、「餵嬰兒吃飯」、「灑水器灑

水」……等，都紀錄了19世紀末法國人

生活的種種面貌，曾擔任台南藝術學院音

像藝術管理研究所所長的資深電影人井迎

瑞曾提到，年鑑史學派面對歷史是重視民

間文獻、稗官野史、常民史，它不再去看

事件，而是去看生活，這未必全然正確，

但也有其可取之處，從盧米埃兄弟到郭南

宏，他們的電影語言，彰顯了身為一個通

俗文化的創造者，去複製自由經濟消費倫

理的社會實踐，郭南宏的半世紀電影生

涯，正是藉著放映與閱聽環境變遷，投射

一種時代的情緒、時代的記憶，也是常民

生活豐富與可愛之處。

唯郭南宏的電影，並不像盧米埃兄

弟以複製生活為使命，那或許是電影剛問

世的命題，電影的發展，豐厚的語言可能

性，都在劇情的過程中做有系統的呈現，

並把電影技術與電影敘事的結合，運作到

空前成熟的境界，郭南宏半世紀的電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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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彰顯了他跨越本土、而現代、而國際

化的視野，當年，香港國片成了台灣院線

的主要片源之一，亞洲許多國家的電影製

作和行銷的專業人士，都經常集聚香港談

投資合作案，一頓飯或喝個下午茶，就敲

定了一件上千萬的版權買賣，西方式的格

局與實際，讓香港成了東方好萊塢，電影

工業有著驚人的輝煌成就，這也造就了郭

南宏的電影黃金歲月。

先前提到郭南宏赴港發展之時，正逢

武俠片、功夫片和動作片盛行之時，郭南

宏把這三者分際的十分清楚，除了在此之

前的神怪武俠片沒趕上外，他對武俠功夫

片的幾個階段，如刀劍武俠片、拳腳功夫

片、功夫動作片、警匪動作片到最近多元

科幻的動作電影，都掌握得一清二楚，赴

港之初為邵氏拍的「劍女幽魂」、「童子

功」，到離港返台定居，前前後後數十部

作品，可以很細微的看出其脈絡，這當中

當然涵蓋郭南宏佔五分之一的非武俠動作

電影，現在，我將之臚列於後：

劍女幽魂、童子功（1969年）、獨

霸天下、單刀赴會（1970年）、鐵三角

（1972年）、中國鐵人、大車伕（1973

年）、廣東好漢、黑手金剛、少林功夫、

陣陣春風（1974年）、春花秋月、風塵

女郎、少林寺十八銅人（1975年）、一

代忠良、八大門派、雍正大破十八銅人

（1976年）、湘西趕屍、大俠客、太極元

功（1977年）、先天氣功、虎豹龍蛇鷹

（1978年）、英雄有淚不輕彈、五爪十八

翻、師父出頭、雙馬連環、迷拳三十六

招、少林太祖（1979年）、冬梅、火燒少

林寺（1980年）、武當二十八奇（1981

年）、河南嵩山少林寺、陳益興老師、

大陸行（1986年）、男歡女愛（1993

年）。

1993年之後，郭南宏轉而經營其他

事業，相當部分仍與電影有關，依然兩岸

三地到處飛，直到返台最近拍了「綺麗世

界」，再執導演筒。郭南宏除了拍電影

外，他也曾在台出任中華民國電影製片協

會理事長、影劇人員訓練班講師、21屆金

馬獎影展秘書長，及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

會五屆理事長、創辦第一屆香港國際電影

展覽會，並出任主席，郭南宏自喻，他的

人生規劃從來不碰政治，但與電影同業有

關的事務則會儘量參與，奉獻一己之力。

從影以來，最讓郭南宏引為傲事的，

就是從開拍台語片到華語片，大多起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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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新人，雖說苦樂參半，但畢竟捧出很多

有賣座號召力的明星，這些人後來在影壇

大放異彩，證明郭南宏的眼光獨到；此

外，郭南宏的愛鄉情懷，許多影片都在生

他養他的南台灣取景，而隨著這些年南台

灣的快速發展，老電影中的景物已是今非

昔比，成了時間最佳的留痕。

最讓郭南宏傷感的莫過於，他在1957

至1963前後拍的23部台語片，或因人為疏

失、或因水災意外，全部灰飛湮滅，一部

都找不回來，事隔多年，提起這件事，郭

南宏內心深處仍隱隱作痛。

2002年，高雄市在風光旖旎的愛河

畔成立電影圖書館，做為高雄子弟的郭南

宏二話不說的捐出50年來自己所保存的電

影周邊資料，包括跟隨他最久的德國原裝

亞力佛利克斯35厘米電影攝影機和鏡頭

四套、劇本手稿、海報、劇照、錄影帶以

及報紙、雜誌剪貼等，一艘飄泊了多年的

船，突然決定返鄉靠岸，郭南宏的電影人

生，並未因此止息，儘管此刻台灣的電影

工業已大不如前，仍有許多的電影事圍繞

著郭南宏，講座、培育電影教學、推動電

影文化產業，都在在讓他這位台灣50年來

電影發展活歷史的見證人物，再度在家鄉

劃下鮮明的足跡。

▲ 《少林寺十八銅人》彩色特刊封面

▲ 《鐵三角》電影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