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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工作室 

Wong Kum’s studio 

 

電影廣告畫、商業設計與純藝術實踐 

On multiple practices in advertising, design and art 

 

黃： 四十年代移居澳門時，我在聖若瑟學校讀書，讀至小五便輟學，在此之後跟

隨我叔叔黃學莘在國華戲院做美術學徒。當時做美術學徒是沒有工資的，連

伙食也沒有。學徒的第一年是沒有機會畫畫的，都是做些雜工，洗布牌、調

色、幫師傅打雜等。我當時唯一可以學習的材料就是戲院外面粘貼的海報，

我將它們撕下來，經過清潔裝裱作為我臨摹的範本。從那時起，我就深受西

方藝術的影響，因為當時國華戲院是播放首輪西片的戲院。 

黎： 當時在香港從事戲院廣告畫的工作，是否可以維持生活？ 

黃：  待遇應該是挺好的，不單可以維生，總體條件都算不錯，維生是沒有問題

的。就我現在回憶，當時已經有一百多塊錢的工資，按照當時的條件來看已

是相當不錯了。那時的戲院根據放映新電影的次序分為首輪戲院、二輪戲院

和三輪戲院。首輪戲院的海報設計一般需要至少三個助手，二輪戲院需要兩

個助手，三輪戲院可能只要一個助手就夠了，當時戲院美術部的編制大概是

這樣的。我主要負責設計原稿，原稿完成後就交由助手去繪製，而我主要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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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繪製男女主角。 

黎： 您除了從事戲院廣告畫的工作之外，在 1967 年左右，您也開始做工商業產

品設計。據我所知，您曾擁有一家廣告公司，綜藝廣告公司，可否談談當時

您是如何成立這家公司的？ 

黃： 綜藝廣告公司的前身是羅馬廣告公司，羅馬廣告公司是我和一位加拿大設計

師李敏一起創辦的。我的客人主要是蜆殼石油氣公司，其他的合作就較為零

碎。起初他們就讓我負責石油氣陳列窗的工作，後來又有油站的廣告設計、

大型會場的佈置，如每年格蘭披治大賽，還有省油比賽等等。我僅是和這家

公司合作就已經應顧不暇了，所以我很少對外承接生意，更無需做宣傳。 

黎： 我知道您從您的收藏品中汲取了很多養分，那麼您的收藏都有哪些種類? 

黃： 我的愛好非常廣泛，但都與美術有關。我喜好收藏世界名家的畫集、旅遊地

圖、商標紙和貝殼等等，這些都是我喜歡收集的東西。 

黎： 你收藏這些種類繁多的物件的初衷是什麼呢？ 

黃： 我的收藏其實對我的設計有一定幫助。比如我為蜆殼石油氣公司設計海報或

者設計展覽場地的時候都會用到。因為我沒有學過設計，那些書籍和雜誌就

像我的老師，我就從中揣摩設計方式和理念，所以我很容易把我所收藏的物

品的品味或元素放入到我自己的設計中，沒想到反而自成一格。 

黎： 所以您的收藏是您工作和創作的養分。 

黃： 對，是工作與興趣的結合。 

黃： 在創作「畫家肖像系列」（九十年代）作品之前，我首先要認識這位畫家，

清楚地了解他的歷史背景，閱讀他的全部畫冊，我也會想辦法收集他的照片。

如有條件的話，我會請朋友介紹我直接認識他，觀察他的神態、膚色、特點

和習慣，經過長時間的揣摩，我就更有把握去繪製他的肖像。我會先畫幾張

草圖，畫完之後，從中選一張較為合適的，先畫一幅尺寸較小但比較完整的

畫，感覺沒有問題之後，我才開始正式創作。我之所以選擇水彩這個媒介是

由於我之前從事電影廣告美術的經歷。繪製電影廣告所用的材料是半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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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所以我對水粉畫是有十幾年技术經驗的，當我再用水彩去畫肖像的時

候也就沒有什麼困難。用水彩畫肖像畫是很少的，甚至查閱國外的水彩畫集，

一本水彩畫集裡最多也只有兩三張肖像畫。因為水彩這種媒介在當時看來不

過是用作起草畫稿或者畫一些小品式作品，用水彩畫人像就更少了。而我比

較熟悉這種媒介，並且在香港也很少有人用水彩畫肖像，所以我就選定水彩

作為我的創作媒介，之後就不再畫油畫了。 

 

1950 年代於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的經歷 

On studying at Hong Kong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1950s 

 

黃： 那時我在普慶戲院畫畫，香港美術專科學校離我的工作地點很近，而且我當

時對學校也沒有什麼深入了解，因此首選就是香港美專了。香港美專最初是

在油麻地的惠民小學裡上課，因為學生晚間都放學了，教室空置，香港美專

便借用那裡的課室來教畫，所以香港美專最初並不具備規模。但之後學校便

搬到了彌頓道，有了自己的校舍，是將所租的兩個單位打通而成的，這時學

校才有些規模。 

黎： 香港美術專科學校通常被認為帶有左派背景，那在您眼中香港美術專科學校

是不是一個左派的美術學校呢？ 

黃： 我覺得香港美專不是一所標榜左派的學校，但是有好幾位老師都有愛國主義

的傾向。 

黎： 當時有哪些美術老師在那裡授課？ 

黃： 以香港美專來說，當時梁蔭本老師教授美術理論、美術史等；教授素描的是

盧巨川和李流丹；水彩是陳藻澤；工商美術是吳烈和梁風。 

黎： 這些科目你全部學完了？ 

黃： 通常這些科目並沒有分得如此清楚，老師上課的時候都會過來指點下你。 

黎： 老師們會用什麼教材授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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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低年級一般從石膏像素描學起，高年級則開始學習油畫或者水彩並研究美術

史，基本上和大陸美術學院的教學方式和設施差不多。如今就這三家美術專

科學校來講，其時它們都是貫徹寫實主義風格的。 

黎： 您學習藝術的時候，即六七十年代，寫實主義在香港是否盛行？ 

黃： 當時在香港，我所了解的大部分人都是寫實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始，美國的

現代藝術興起，像是波普藝術等開始流行，香港也開始有部份畫家從事這方

面的創作，但我和他們不太認識。而我的創作一直都以傳統的寫實主義為主，

但我在藝術欣賞方面則沒有侷限性，我不是僅喜歡看寫實主義畫家的書。任

何流派的藝術家，包括現代藝術的那些藝術家的畫冊，我都會買來欣賞。雖

然我不會創作這種類型的作品，但我覺得總有可供我學習之處。 

 

與具左派背景的機構合作的經歷 

On working with “left-leaning” organisations 

 

黎： 大約在 1948 年，在您 14 歲左右，您就已經在真光戲院做美術主任。而後很

多年，您也在很多左派的電影公司，包括南方、長城、鳳凰、新聯等等，從

事電影海報設計和美術工作，為什麼您會為這麼多左派公司做美術工作呢？ 

黃： 因為當時在真光戲院之後，我輾轉又去了普慶戲院畫電影海報畫。普慶戲院

屬於中資電影公司，當時香港南方影業有限公司的許敦樂先生，以及劉芳和

袁耀鴻先生都很賞識我，給我委派了很多工作。從這時起，很多進步的電影

公司，像南方、長城、鳳凰、新聯等，都陸續成為我的客戶，邀請我設計海

報以及繪製巨型的廣告畫。 

黎： 您當時有沒有參加過任何畫會組織或者工會組織呢？ 

黃： 我從未參加過工會組織，但我在六十年代左右曾經做過「華南電影聯合會」

的夜間教師，教授西洋繪畫和素描。當時在「華南電影聯合會」學畫的學生

多數为清水灣片場的工友。中國畫的教授則是由鄭家鎮先生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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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當時您作為國內統戰 工作的對象之一，那時是否常常有一些組織你們回國

參觀的旅行呢？ 

黃： 大概在 1965 或 1966 年前後，總之是在文革之前，國內就曾經組織過電影界

的經理、宣傳人員等一些相關人士回國內參觀遊覽，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時

就參觀過很多國內的新建設，如水庫、毛澤東故居等。在上海我們也參觀過

很多大型建設等。當時和國內的關係應該說是很密切的。 

黎： 六七十年代，您為一些機構繪製過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國慶宣傳作品，您可

不可以和我們談談這一方面？ 

黃： 在六十年代，有很多年，我都為《大公報》、《文匯報》、中國銀行以及南洋

銀行等設計國慶時期的門面裝飾，也幫過幾家酒樓做過國慶使用的美術設計。

當時，這些機構對於國慶是十分重視的，相應地他們對於設計的要求也頗高，

所以他們就請我去設計，是有酬勞的。我也基本上了解他們對此有什麼要求，

內容基本上要反映當年的建設成就和生產成果，以歌頌為主題。所以我的繪

畫也以歡樂喜慶為基調和主要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