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菁菁是香港首位女性武術指導，入行逾30年，
曾經參與拍攝多部電影、曾經遍體鱗傷，現在亦飽受
舊患困擾，但她依然面帶微笑： 「我不後悔走龍虎武
師這條路。」

楊菁菁自幼習武，曾贏得中國武術分齡賽冠軍。
15歲便簽約邵氏電影公司做演員，其間師從劉家良學
習武術演戲技巧，5年後楊菁菁正式開始龍虎武師生
涯，曾經拍攝《上海灘賭聖》、《鹿鼎記》、《西遊
記》等電影。

楊菁菁表示，自己最難忘的經歷是1993年拍《玫
瑰玫瑰我愛你》，吊威吔翻筋斗時突然掉下來，頭部
落地引致動脈血管爆裂和鎖骨斷裂，但休息一個星期
後就重返工作崗位： 「當時我有合約在身，自己亦只
想賺錢，沒想那麼多，結果如今就留下慣性脫臼的後
遺症。」問到是否後悔入行做龍虎武師，她說： 「我
喜歡這份工作，若我再有一次機會選擇，我還是會選

這條道路。」
1989年，楊菁菁得到武術指導程小東賞識，獲邀

擔任劇集《中華英雄》的副武術指導，是香港第一次
有女性任相關職位。楊菁菁笑稱，程小東非常有眼光
： 「他是我恩師，沒有他也沒有現在的我。」雖身為
武指，楊菁菁亦會時常兼任替身工作，她在甄子丹主
演電影《一個人的武林》當武術指導，亦身兼其中一
個女演員替身。楊菁菁嘆謂，自己年過50，這應該是
最後一次做替身。她說，以後會用更多時間教導功夫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身兼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執行委員的楊菁菁，
認為香港開拍電影已經大幅減少。她在邵氏工作時，
四個廠經常同時開戲，如今每年在香港開拍電影卻是
屈指可數。她表示工會正鼓勵更多香港導演留港拍電
影，同時會開辦龍虎武師訓練課程，希望能帶動行業
再次起飛。

「80年代並無電腦特技，拍武打片真刀真槍，全靠龍虎武師夠拚搏，
導演要拳拳到肉，武師斷手斷腳是家常便飯，不過人工亦相當高，月入閒
閒地2、3萬元，那時茶餐廳侍應月薪約6000元，因此工作雖辛苦，仍難擋
一眾習武之人入行。」曾擔任《飛虎》、《烈火雄心》等電視劇集武術指
導的黃志偉回憶昔日電影圈的光輝，慨嘆如今武師行業的式微。

電影圈武師只剩30多人
人稱 「黑哥」的黃志偉於1977年加入武師行列，隨後的80、90年代正

值龍虎武師行檔的黃金時期，武師多逾1000人， 「成家班」、 「袁家班」
膾炙人口，可是短短的20年後，電影圈的武師人數急挫，目前仍然活躍的
僅得30多人，平均每人每月開工僅8組（行內術語，即一天9小時的工作，
薪酬為1850元）。

行業陷入低谷，原因主要有兩個。 「黑哥」解釋稱，電影行業自2000
年以來不斷萎縮， 「以前港產片一年有逾百齣，如今僅得約30部，當中部
分是內地與香港合資製作，合資電影拍攝場景主要在內地，導演多用內地
特技人協助拍攝，本地武師更無緣受惠。」

另一項原因則與現代科技有關， 「黑哥」稱： 「以前龍虎武師還兼做
替身、火人、吊威吔、跳樓等危險動作，但如今全部由電腦軟件處理，武
師工作量更是 『水瓜打狗，少了一大截』。」

電影圈中難搵食，有豐富經歷的龍虎武師紛紛尋出路， 「黑哥」便轉
往電視台發展，但更多的武師被迫脫離演藝行列，黑哥說： 「過往搵錢容
易，許多年輕武師卻搵得多時使得多，並無積穀防饑，一旦無工開便無法
餬口，於是轉做的士司機等其他工作。」

武師做小武待電影翻生
部分武師完全退出行業，但仍有不少熱衷演藝事業的武師對行業不離

不棄，像習 「北派」出身的姜克誠，便一身兼三職繼
續奮戰。

「我正職還是副武術指導，但每月開工僅約10
組，收入捉襟見肘，幸好我少年時曾習京劇，懂得
武刀弄棍、踢腳翻筋斗，於是利用晚上時間參與粵劇
演出，另外，又到八和會館教授小孩子學習翻筋斗等
舞台表演技巧，賺得幾多係幾多。」人稱 「小姜」的
姜克誠說。

「小姜」不無自嘲地說，以往電影市道好，只有電
影圈向粵劇小武挖角，如今卻是 「世界輪流轉」，像他
一樣沒電影拍時兼職做粵劇小武的龍虎武師約有十多人。

「政府每年資助逾千場粵劇演出，因此粵劇缺小武的情
況，猶如當年全盛時期電影業對武師的渴求，雖然去戲班只有幾
百元一天的報酬，但勝在日日有工開，月薪甚至會比現時的龍
虎武師略高，不過要登台做大戲也是有要求的，必須有戲劇武
打的功底。」

像 「小姜」般寧願一身兼三職也不願放棄做龍虎武師
的人，當然冀望行業終有一天 「翻生」，據說亦有人願
意出錢出力，企圖讓行業更為制度化，更有生存能力
。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執行委員楊菁菁承認，
早前有人提出資助建議，但具體計劃仍有待磋
商， 「工會今年的主要工作目標是推動行業
改革，包括為龍虎武師購買商業保險和
鼓勵電影投資者開拍電影等，以保
障龍虎武師的生計。同時亦會
開辦龍虎武師訓練班，
希望吸引更多新人
入行。」

龍虎武師一詞出現於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指從戲
班中轉行去電影做武打演員或替身的人。李小龍的《猛龍
過江》和《精武門》、張徹的《虎俠殲仇》等武俠片均大
受市民歡迎，龍虎武師亦成為晉升成為明星的重要途徑，
姜大偉、成龍、洪金寶等都是龍虎武師出身。

已故香港歷史風俗掌故學家吳昊曾表示，武打片興起
與五十年代生活困難，市民於電影中逃避現實和尋找娛樂
有關。當年龍虎武師主要是由武館師傅帶入行，當時並無
武術指導一說，主要是由武館師傅任電影 「總陀主」。

到六十年代末期，武術指導才登上舞台，武術指導也
開始成立自己的班底，如後來的 「成家班」、 「袁家班」
等，龍虎武師亦逐漸成為香港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龍虎武師曾經有機會進軍荷里活。當年李小龍打算與
美國電影公司合拍電影，打算簽八個龍虎武師去美國發展
，只可惜還沒成行，李小龍就暴斃於自己家中。

香港電影20年間大幅減產逾80%。1993年
有多達234部港產片上映，而2013年包括合拍
電影在內只有43部上映。導演、演員紛紛北上
尋找商機，但有武術指導指出，武師已錯過行
業北上發展的黃金時期。

據悉，武打演員通常會成立一個 「班」，
若班主任某部影片的武術指導，班底成員就會
於電影中擔任特技演員等。以前班底都由香港
人組成，但近年來不少班主轉移吸納內地人，
如成家班，現時班底已鮮見香港人蹤影。行內
人士稱，內地特技演員大多年輕力壯，工資亦
較香港低，深得班主喜愛，近年來合拍電影已
經較少聘用香港龍虎武師。

姜克誠稱，數年前曾經回內地拍戲，但近
年鮮有收到內地方面的邀請。他表示，前幾年
內地還會請香港龍虎武師班底去內地拍電影，
但如今就只會請武術指導，其他龍虎武師就會
由當地或武師班底擔任。 「小姜」說，現時龍
虎武師很難得到北上發展機會，除非是得到導
演或武指垂青。

港片式微真功夫不敵電腦特技港片式微真功夫不敵電腦特技

龍虎武師做大戲龍虎武師做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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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武打片一度風行全球，除打得又演得的武打明星
撐起票房，一班拚勁十足的龍虎武師亦功不可沒。可是，
隨着香港電影萎縮，加上電腦特技取代，武師行業陷入前
所未有的低谷。面對行業大蕭條，有人轉行，退出演藝事
業，但亦有人苦苦堅持，逆境中更兼職做大戲幫補生計，
冀望電影市場有朝一日再度蓬勃，能憑真功夫贏得觀眾喝
采。 大公報實習記者吳家俊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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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女武指拍戲遍體鱗傷首位女武指拍戲遍體鱗傷

楊菁菁無悔武師之路楊菁菁無悔武師之路

盼有明天盼有明天

▲武師從高空跳下拍攝跳樓場面

▼副武術指導姜克誠
表示，現在要打三份
工來幫補家計，包括

做大戲

▲▲姜克誠與他的粵劇學生姜克誠與他的粵劇學生

龍虎武師龍虎武師
打出燦爛星途打出燦爛星途

▲▲龍虎武師拍烈火焚身龍虎武師拍烈火焚身
場面場面，，相當危險相當危險

▶▶港產片中的港產片中的
飛車爆炸場面飛車爆炸場面
，，武師亦要參武師亦要參
加拍攝加拍攝

▲年過50的楊菁
菁表示，自己從
不後悔加入龍虎
武師行列

▲楊菁菁與徒弟
表演功夫

◀◀人稱黑哥人稱黑哥
的武術指導的武術指導
黃志偉稱黃志偉稱，，
龍虎武師黃龍虎武師黃
金時期賺大金時期賺大
錢不是難事錢不是難事

近年香港電影產量
年份 港產片總數 香港與內地合拍片
2009 48 15
2010 56 30
2011 60 38
2012 52 35
2013 43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