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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1895年出現至今，電影的製作技術不斷進步，藝術表達亦

趨多元。現今的觀眾能選擇各自喜歡的故事類型、明星組合，體驗日

常生活以外的人生可能，並且在豐富的視像中尋求感官刺激、精神寄

託、以及價值觀的認同。電影是一項結合很多科技元素的藝術，製作

時需要一些技術上的準備，包括能夠製造聲音、光影、動感的機器，

以及較為成熟的照相技術。本章從電影的誕生開始，回顧早期觀眾如

何看待電影，先驅們如何展開電影實驗，還有電影這個「西洋玩藝」

如何傳入東方並在此紮根，從此展開東西方無窮的互動。

一、活動影像史前史

電影誕生之前，19世紀的工業革命十分蓬勃，縫紉機（1846）、

電話（1 8 7 6）、留聲機（1 8 7 7）等自動化、半自動化的設備和工

具都已發明。在人們還未發明電影攝影機前，就已經有不少人對

如何創作具有動感的圖像作了許多嘗試。1 8 3 2年發明的費納奇鏡

（Phenakistoscope）和1833年發明的西洋鏡（Zoetrope）被視作電影攝影機

的雛形。

電影機的雛形

1829年，比利時人約瑟夫•布拉圖（Joseph Plateau）父子從數學家歐

幾里德（Euclid）與牛頓（Isaac Newton）的研究中獲取靈感，於1841年發

明了費納奇鏡。這種裝置包含一個安裝在手柄軸上的圓盤，圓盤均分

成16個扇形區，在每個扇形區內按順序畫上有舞蹈動作的系列圖案。

每個圖案的邊緣均有相同的裂縫，沿盤周呈放射狀排列。觀看時，讓

圓盤的圖案面對着鏡子，轉動圓盤，人們便可以在圓盤背面的裂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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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鏡子裏連貫的舞蹈動作。這個裝置還可由兩個圓盤組成，一個圓

盤上是系列圖案，另一個圓盤上是裂縫。這種雙盤裝置在觀看的時候

不需要鏡子，只需從裂縫那一面，盯住一個裂縫觀看。

1833年，英國數學家威廉•喬治•霍納爾（William George Horner）發

明了西洋鏡。它是一個鼓狀的圓桶，桶內有一組事先排好序號的連續

圖像，圖像之間也有裂縫。這個鼓狀的裝置會被安裝在一個可以旋轉

的底座上，底座旋轉時，從旁邊看去，就會產生動畫效果。通過調節

底座旋轉的速度，可以形成快速或慢速的動畫效果。西洋鏡和中國古

代的走馬燈有相似之處。走馬燈是中間有燈，外罩上有圖案；圖案本

身不動，但隨着外罩旋轉，便會投射出有動畫效果的光影。所以說，

走馬燈與電影的類似之處，不在於影像本身的活動，而在於光影的投

射。

事實上，費納奇鏡和西洋鏡的原理相同。肉眼所看到的物體會有

十分之一秒左右的保存時間，因此當新的圖片以少於十分之一秒的時

費納奇鏡（左）和西洋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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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出現時，肉眼會誤以為圖片是連續的，最終形成了動畫效果。不論

是早期活動影像裝置，還是現今的電影，都是利用了肉眼的視覺暫留

特性，同時也利用了所謂的∮現象（Phi-phenomenon）來工作。也就是

說，當兩個物體按一定空間間隔和時間間隔相繼出現時，肉眼看到的

靜止的物體之間，便會產生連續變動的錯覺。

商業放映與拍攝的開始

第一位在活動影像中看到商機、並且實現活動影像的商業放映的

人，是美國發明家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 1847–1931）。1888

年，發明了留聲機的愛迪生想要發明一個裝置，能夠像留聲機留存聲

音一樣留存影像。受僱於愛迪生公司的威廉•甘迺迪•迪克遜（William 

Kennedy Dickson, 1860 –1935）幫助愛迪生實現了這個想法，在1889年發明

了卡尼風（Kinetoscope）。是他制定了35毫米菲林的尺寸，這個尺寸後來

是電影菲林最常用的尺寸。迪克遜小組用了幾年時間進行實驗，終於

在1893年5月9日在紐約第一次展示了他們的發明。翌年4月14日，首家

卡尼風放映館

在紐約開業，

館內有十台放

映機，標誌着

商業電影放映

活動的開始。

卡 尼 風 其

實是一個放置

在櫥櫃裏的放
卡尼風放映機，每次只能允許一個人觀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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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機，一次只能一人觀看電影。只要將一枚硬幣投入櫥櫃的投幣口

中，電影菲林就能繞着一系列的滾軸轉動，觀眾通過窺孔便能看到活

動影像。活動電影放映機引入了電影放映的基本方法，它通過在一個

光源前高速轉動帶有連續圖片的電影菲林卷，從而產生活動錯覺。

後來，愛迪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個電影攝影棚，一開始被叫做警

車，或是「黑色瑪利」（Black Maria），因為它的外形和當時美國鄉間警

車非常類似。黑色瑪利具有傾斜並可以打開的屋頂，這個設計是為了

有效控制進入攝影棚的陽光。整個攝影棚建在一個圓形的軌道上，只

要太陽轉移，整個工作室就能如向日葵

那樣跟着太陽走。

二、盧米埃兄弟的電影

法國的盧米埃兄弟─路易•盧米

埃（Louis Jean Lumière, 1865–1948）和奧古

斯特•盧米埃（Auguste Marie Louis Nicolas 

Lumière, 1862–1954）一直被認為是電影

之父，因為兩人建立了現代電影的觀

看方式，就是將活動影像投射到大銀

幕上，讓很多人同時觀賞。他們將原來

笨重的放映設備，改造成小巧的新尼

風（Cinématographe），還自創一套放映體

系，將電影正式推向一直延續至今的商

業放映模式。

奧古斯特（左）和路易•盧米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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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最早的電影拍攝

盧氏兄弟旗下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攝影師法蘭西斯•塔布利爾

（Francis Doublier, 1878–1948）曾在莫斯科拍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

禮，使具有國際新聞意義的盛典能夠以影像的方式流傳下來。下圖的

畫像中，塔布利爾手持的就是當時盧氏公司改造後的攝影機，外殼

是木頭的。拍攝的時候要先裝上膠卷，然後手握盒子外面的搖把拍

攝，因此攝影機一定要固定在三腳架上。即使如此，因人手操控的

關係，拍攝的影片多少有在跳動的感覺。所以，早期的電影被稱作

「 flicker」，即「閃動」。當時每卷膠卷只能拍攝52秒左右，所以最早

放映的電影，都在52秒以內。即使要拍攝較長的片子，每個鏡頭的長

度也不會超過52秒。

電影作為一種媒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記錄。一開始，盧米埃兄

弟帶着攝影機拍攝日常生活，並進行很多有關電影技術的實驗。可以

說，是他們創造了電影語

言中最常見的移動和推拉

鏡頭。另外，他們大膽嘗

試以不同角度取景，甚至

把攝影機放在正在移動的

物體上拍攝。在剪接鏡頭

方面，他們還嘗試倒轉播

放菲林，比如讓被拆掉的

房子奇跡地從廢墟中拔地

而起。初期的成功激勵着

盧氏兄弟，他們渴望嘗試

更多風格來滿足自己的 塔布利爾手持盧氏公司改造後的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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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他們對電影的類型進行了早期探索。紀錄片、劇情片、喜劇

片、懸疑片、廣告片等為人熟悉的電影類型，都可以在盧氏兄弟的試

驗中找到原型。

盧氏兄弟的電影放映

1895年3月19日，盧氏兄弟在自家工廠外的街道上，拍攝了《工廠

大門》（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 1895）這部全長僅有46秒的電影，這是

最早的電影。法國著名的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George Sadoul）認

為該電影「至今仍使人感到一種樸素的魅力」。影片中，工廠下班鈴

聲響起，大門打開，工人魚貫而出；大多數人走路，也有人騎車。接

着是一輛由兩匹駿馬拉着的馬車載着廠主馳進大門的情形。影片在構

《工廠大門》（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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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名稱 片長

1. 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 46”

2. Horse Trick Riders 46”

3. Fishing for Goldfish 42”

4. The Disembarkment of the Congress of Photographers 
in Lyon

48”

5. Blacksmiths 49”

6. The Sprinkler Sprinkled 49”

7. Baby’s Lunch 41”

8. Jumping the Blanket 41”

9. Cordeliers Square in Lyon 44”

10. The Sea [a.k.a. Bathing in the Sea] 38”

圖上十分講究，大門在畫面的右邊，佔據畫框中一半的空間，畫面左

邊中間的地方有一個小門，大門和小門剛好形成黃金分割的比例；而

從大門出來和從小門出來的人，都保持着一種視覺上的平衡。

1895年12月28日，《工廠大門》等十部短片，在巴黎卡普辛大街

14號的大咖啡館（Grand Café）的地下室放映，這是電影史上第一次的

公開放映。巴黎的社會名流應盧米埃兄弟的邀請，來見證電影業的起

步。觀眾在黑暗中看到白布上逼真的畫面，以為電影裏的一切正在發

生。一位當時在場的記者這樣報導：「一輛馬車被飛跑着的馬拉着迎

面跑來，我鄰座的一位女士看到這景象，害怕得突然站了起來。」

這些短片中，有幾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嬰兒的午餐》（Baby’s 

Lunch, 1895）呈現的是一個靜謐、晴朗的夏日中午。情節講述在盧米埃

住宅的花園裏，長着大鬍鬚的奧古斯特認真地在給女兒餵粥；他的夫

人則在一旁注視着二人。小孩子一邊天真爛漫地吃着粥，一邊玩弄着

表1.1 大咖啡館「電影沙龍」放映單表1.1 大咖啡館「電影沙龍」放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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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點心。影片堪稱為日常生活中的即景小詩，具有親切感人的藝

術效果。

最早的劇情片與紀錄片

盧米埃兄弟的《水澆園丁》（The Sprinkler Sprinkled, 1895）被視為喜

劇片的鼻祖，有簡單的故事情節和原始的演員表演。故事講的是在一

個花園裏，樹木和草叢長得鬱鬱蔥蔥，一位園丁拿起一根長長的水管

給花草樹木澆水。水從管子裏噴射出來，形成一片水霧。這時，一個

男孩走到園丁的身後，趁他不注意，用腳踩住水管。因水源斷了，園

丁低下頭檢查水管；此時，男孩惡作劇地把腳抬起，水猛地噴到園丁

《水澆園丁》（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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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上。園丁憤怒地追上這個小壞蛋，打他屁股。之後是這麽一個鏡

頭：被園丁扔在地上的水管仍汩汩地流着水。儘管這部影片中演員的

演技粗疏，它卻為觀眾熱愛。它被稱為電影史的里程碑，原因有二：

第一，它不是原始地攝錄生活，而是表現了一段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

過的片段，拍攝者通過簡單的劇情製造矛盾衝突，並產生喜劇效果；

第二，它首次運用了戲劇手法，由演員演出故事，雖然片中都是非職

業演員，但他們基本的身體語言都來自於日常生活，因此演得非常逼

真。《水澆園丁》亦可說是電影史上第一套劇情片。

在盧米埃兄弟的早期作品中，廣為人知的還有《火車進站》（The 

Arrival of the Mail Train, 1896）。因為攝影機安放的位置離鐵軌十分近，當

火車進站，火車在攝影機前馳過，從畫面上感覺火車幾乎要撞到攝影

機，營造出彷彿火車正向觀眾衝來的假象。影片在放映時，觀眾幾乎

《火車進站》（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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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嚇得要逃跑。由此可見，拍攝者藉着平日的細緻觀察，加上拍攝

時所採用的鏡頭角度，探索了電影獨特的表現力及可能性。

1897年，盧米埃兄弟把原先獨立放映的四部短片連成一部較長的

電影來放映，並改名為《消防員》（Pompiers à Lyon, 1896）。《消防員》

中表現了里昂街頭消防隊員救火救人的動人情景；電影把不同角度和

在不同地點拍攝的鏡頭剪接在一起，從視覺上便產生了豐富的、戲劇

性的層次與變化。

直至1903年，盧米埃兄弟大部分的短片，都把焦點放在各地風景

或著名事件上，因為他們的夢想就是將「世界」完整地呈現給觀眾。

他們穿梭世界各地，派遣旗下員工去不同的地方進行電影短片的拍

攝，來完成他們的「世界拼圖」。電影的產生為盧米埃兄弟帶來巨大

的商機，並使最早的電影能夠在世界各地上映，令觀眾有了「看世

界」的機會。根據上海和香港報刊的報導，1896到1897年間，這些短

片已在上海和香港放映，使中國觀眾看到了盧米埃的短片。

三、電影魔術師喬治•梅里愛

歐洲首位有影響力的導演，是與盧米埃兄弟同時代的魔術師喬 

治•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 1861–1938）。在同代人眼中，梅里愛是個不

務正業的人。他從小就有繪畫和表演的才華，喜歡在家裏穿着戲裝表

演各種戲劇，後來更成為專業魔術師。妻子豐厚的嫁妝，為當時27歲

的梅里愛帶來一大筆財產，加上他父親的遺產，使他能夠在1888年買

下巴黎的羅培•烏坦劇院（Théâtre Robert-Houdin），發展他的魔術事業。

在他的魔術表演中，經常能夠見到「魔法燈籠」，這也是現代投影機

的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