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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动作导演、现场特效指导

他从小开始接受武术训练，热衷跆拳道，也对各式各样
的中国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包括少林功夫、蔡李佛拳，
泰拳等并获得国际公开赛冠军。

在八十年代末，因对飞车的兴趣让他获邀加入成龙的电
影《警察故事》，成为一名特技飞车替身演员，开启了
他的电影生涯。早年就有“香港飞车特技第一人”以高
难度的特技动作闻名于业内。身为特技演员的罗礼贤，
从不同的高难度实战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他更明白安
全对特技的重要性，希望利用科学的技术保护自已和其
他人的安全。凭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开始自学爆破和自
家研发各种机械物理、拍摄等专业器材，将全新的外国
技术带到华语电影工业，运用危险 小化，效果 大化
的概念造出不同让观众震撼的电影画面。现在已经被称
为“亚洲特技之王”。由他创立的“猛龙特技”拥有华
语影坛 大的特技、现场特效班底。至今横跨30年的职
业生涯中，指导超过300部电影。

始 人			|			 礼 	



始 人			|			 礼 	
凭近三十年片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先进的技术器材做支
撑，再加上动作特技设计的创新，对汽车的充分了解、
摄影器材和拍摄技巧的认知及灵活运用、对电脑特效的
纯熟，以动作指导和现场特效指导“全能”身份，指导
一系列电香港经典动作片，代表作包括吴宇森的《喋血
双雄》《碟血街头》《纵横四海》《辣手神探》，成龙
的《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重案组》《醉拳2》《霹
雳火》，刘德华的《天若有情》《烈火战车》，陈嘉上
的《飞虎》《飞虎雄心》。其中《烈火战车》、《飞
虎》、《证人》等片获得过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
佳动作指导提名。1998年独立担纲执导张智霖、舒淇等
人主演的动作电影《B计划》。本片获得过香港金像奖
的动作指导和日本夕张国际电影节 佳年青新导演提名。
 
近年来广泛参与华语大片，作品包括李少红的《门》，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成龙的《十二生肖》和《新
警察故事2013》，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无人区》
《心花路放》，甄子丹的《导火线》《特殊身份》，基
努里维斯的《太极侠》，吴宇森的《太平轮》，姜文的
《一步之遥》，陈凯歌的《道士下山》，冯小刚的《老
炮儿》。国际大片包括《谍中谍3》、《木乃衣 3》、
《变形金刚：绝迹重生》、《骇客交锋》和《突袭2暴
徒》，这些作品让他在本土和国际上名声大震。2014年
被美国著名媒体Variety评选为全球范围内“50名 具影
响力的电影幕后精英”之一，同年获得ELLE MEN睿士
杂志主办第三届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盛典 佳动作指导。
其参与作品为2011,2012年度中国票房冠军2014年度票房
冠亚军。



作品年表：	

導：導演，動：動作指導，飛：飛車特技指導，爆：爆破指導，火：火燒人特技指導及火場特別效果，演：演員

	 		中日南北和		(飛）	
																	碟血風雲			(飛）	
																	勇闖天下		(飛）	
																	捉鬼闔家歡（爆）	
																	快樂的小雞（爆）	
																	無名家族		(飛）（火）	
																	一本漫畫闖天涯			(飛）（爆）	
																	無敵幸運星（火）	
																	聖戰風雲（爆）	
																	老虎出更II	（爆）	
																	老婆，妳好野！（火）	
																	笑聲救地球（爆）	
																	笑傲江湖（火）	
																	都市煞星		(飛）	
																	女機械人		(飛）（火）（爆）	
																	龍鳳賊捉賊		(飛）	
																	一咬OK		(飛)（爆）	
																	新半斤八				(飛)（爆）	
																	皇家賭船（爆）	
																	 	
																	千年女妖（爆）	
																	猛鬼霸王花（火）	
1991								縱橫四海	(香港部份)(飛)(火)(爆)	
																	九一神鵰俠侶（火）（爆）	
																	中環英雄		(飛）（爆）（演）	
																	黃飛鴻（火）	
																	倩女幽魂之道道道（火）	
																	跛豪		(飛）（火）（爆）	
																	天地玄門		(飛）（爆）	
																	新精武門（爆）	
																	碟血邊緣（爆）	
																	大哥讓位			(飛）（爆）	
	

	 		火爆浪子			(飛）（火）（爆）	
																	烈火情仇			(飛）（爆）	
																	藍色霹靂火			(飛）	
																	烈火危情			(飛）（爆）	
																	正紅旗下			(飛）（爆）	
																	曝光人物			(飛）（火）（爆）	
																	著牛仔褲的鍾馗	(飛）（火）（爆）	
																	捉鬼專門店（爆）	
																	紅粉至尊		(飛）（爆）	
																	越青（爆）	
																	禿鷹檔案	(飛）	
																	志在出位	（爆）	
																	表哥我來也（爆）	
1992								警察故事3 (飛)(火)(爆)	
																	辣手神探	(飛）（火）（爆）	
																	雙龍會（爆）	
																	俠盜高飛	（爆）	
																	我愛扭紋柴	(飛）	
																	九二神鵰之癡心情長劍（爆）	
																	廟街十二少	(飛）（火）（爆）	
																	 	
																	危險情人	(飛）（爆）	
																	笑傲江湖	II	東方不敗（火）	
																	藍江傳之反飛組風雲	(飛）	
																	癡情快婿	(飛）（火）（爆）	
																	夥頭福星	（火）	
																	衛斯理之老貓(香港及日本版)(火)	
																	聊齋三之登草和尚（火）	
																	西藏小子	(飛）	（爆）														
																	太太的情人（動）	(飛）	

		積奇瑪莉（爆）	
	 		翹課英雄傳（爆）	

		猛鬼旅行團（火）	
	
	
	
	

1987								鐵血騎警（飛）	
1988								靈幻小姐		(副指)(飛)(火)(演)	
																	獵鷹計畫（飛）	
																	天羅地網（火）	
																	陷阱邊沿（飛）（火）												
																	血衣天使（飛）（火）	
																	摩登襯家	（飛）	
																	殺之戀（飛）	
																	雞同鴨講（火）	
																	女兒當自強（爆）																																									
1989								碟血雙雄（飛）	
																	愛人同志（火）（爆）																																	
																	同根生（飛）	
																	最佳男朋友（火）	
																	忠義群英（爆）	
																	龍之爭霸（飛）	
																	八兩金（飛）	
																	流氓差婆（飛）（火）	
																	急凍奇俠（飛）	
																	開心巨無霸（飛）	
																	老虎出監（飛）	
																	都市獵人（飛）	
																	飛越危牆（飛）（爆）	
																	殺手蝴蝶夢（火）	
																	猛鬼山墳（飛）（火）	
																	黑道福星（火）	
																	金牌師姐（飛）（火）（爆）	
																	烈火街頭		(飛)	
1990								碟血街頭		(飛）																		
																	天若有情		(飛）（爆）	
																	風雨同路			(飛）（爆）	
																	虎膽女兒紅		(飛）（爆）（演）	
	

1993								重案組	(飛）（火）（爆）	
																	超級計畫	(飛）（爆）（演）	
																	天若有情	II	之天長地久	(飛）	
																	超級街頭霸王	(飛）	
																	追男仔	(飛）	
																	白髮魔女傳	II（火）	
																	東方三俠	(飛）	
																	武俠七公主（火）	
																	廉政第一擊		(飛）	
																	一九四九之劫後英雄傳	(飛）（火）	
																	李洛夫奇案	(飛）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火）	
																	走佬威龍	（動）(飛）（爆）（演）	
																	馬路天使	(飛）（火）	
																	笑八仙（火）（爆）	
																	廣東五虎之鐵拳無敵孫中山				（火）	
																	吸血貴利王（火）	
																	機密檔案實錄：火蝴蝶			（火）	
																	蠍子（爆）（演）	
																	越界威龍	(動)(飛)(火)(爆)(演)	
																	綁架黃七輝	(飛）（演）	
																	再世追魂			（爆）	
																	現代靚妹仔	(飛）	
1994								醉拳	II（火）	
																	殺手的童話	（火）（爆）	
																	省港一號通緝犯（動）（爆）（演）	
																	飛虎雄心	（動）(飛）（爆）（演）	
																	錦繡前程（爆）	
																	重金屬	(飛）（爆）	
																	三輪車夫	（動）(飛）（火）	
																	賭神	II（火）	
																	等著你回來（火）（爆）	
																	龍虎新風雲（火）	
																		



PROJECT	REFERENCE		
1997								天地雄心（動）（爆）	
																	奪舍（動）	(飛）（爆）	
																	豪情蓋天	(飛）（爆）	
																	特種飛虎（爆）	
																	陰陽路		(飛）（爆）	
																	97最佳拍擋之醉街拍擋		(飛)（爆）	
1998								B計畫	（導）（動）(飛）（爆）																	

	第十一子（火）	
																	香港大夜總會	（動）(飛）（爆）	
1999									玻璃樽		(飛）	
																	喜劇之王（動）（爆）（演）	
																	特警新人類	(飛）（爆）	
																	陰陽路五		(飛）（火）	
																	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	（動）		
																	陰陽路六之凶週刊	（飛）（爆）	
																	庭院裏的女人（動）												
																	夜叉	（飛）（火）（爆）	
																	烈火戰車2 		（飛）（爆）	
																	生死拳速（飛）（爆）	
																	追凶密令（爆）	
																	逆我者死	（演）	
	2000							刀手（飛）（爆）	
																	賭俠3無名小子	（演）	
																	街女（飛）	
																	真愛（飛）（爆）	
																	 	(飛)		
																	辣手回春	(飛)	
																	騎呢特務	(動)	
																	午夜曼克頓(動)	

2001 		正將	(飛)	
																	靚女差館	(爆)	
																	幽靈人間	(飛)	
																	想飛	(飛)	
																	一蚊雞保鏢	(動)		
																	困獸	(飛)	
2002								極度險情	(動)	
																	三淩汽車	(廣告)	
																忠誠衛士	(電視劇)	(動)	
																榮譽		(動)	
																這個啊爸真爆炸	(動)	
															上海大眾	(廣告)	
																中國刑警之九月風瀑	(動)	
																心寒	(動)	

	香港電台電視部員警劇圍村槍戰	(動)	
	A	1	頭條	(動)	
	借兵	(動)	

																愛與夢飛翔	(演員)	
																Bajaj	Auto	(印度廣告)	
																可口可樂	(廣告)	
																神話	(火)	
2005							奇瑞-瑞虎	(廣告)	
																漂柔男用洗面乳	(廣告)	
																香港旅遊發展局	(廣告)	
																長安福特	福克斯	(廣告)	
																蘇黎世保險	(廣告)	
																韓國KIA	(廣告)	
																諜中諜第三集	(特別效果主管-中國部份)	
																標誌206	(廣告)	
																瘋狂的石頭		(動		

																		點指兵兵之青年幹探（爆）	
																	七金剛	(飛）	
																	奪命接觸（動）（爆）	
																	沉默的姑娘（爆）	
																	珠光寶氣	(飛)（爆）	
1995								烈火戰車	（動）(飛）（爆）（演）	
																	霹靂火(香港,飛）,	

		香港及日本(爆)(演) 		
																	城市獵人	(飛）																																																																
																	金玉滿堂	(飛）	
																	夜半歌聲（火）	
																	給爸爸的信	(飛）（爆）	
																	鼠膽龍威	(飛）（爆）	
																	小飛俠	(飛）（火）	
																	旺角的天空（爆）	
																	一千零一夜之夢中人	(飛)(爆)(演)	
																	追女仔九五之綺夢	(飛）	
																	我是一個賊（爆）	
																	老泥妹（飛）	
																	震撼性醜聞（火）	
																	爆炸令（爆）	
																	街坊差人	(飛）	
1996								飛虎（動）（爆）	
																	大三元	(飛）	
																	中國O記之血腥情人(動)(飛)(爆)	
																	 	
																	殺手三分鐘	(飛）（爆）	
																	新上海灘（火）	
																	色情男女（火）	

導：導演，動：動作指導，飛：飛車特技指導，爆：爆破指導，火：火燒人特技指導及火場特別效果，演：演員



PROJECT	REFERENCE		
	萬有引力	(汽車特技導演)	

																硬漢	2		(汽車特技導演)	
																神奇	(動作導演)	
2011							最高檔	(外拍導演)	
																	金陵十三釵	(動作指導)	
																	四大名捕	(火燒人)	
																	賽車傳奇	(動作導演)	
																	十二生肖	(飛&SFX)	
2012									特殊身份 (飛車特導演)	
																			在一起 (動作導演)	
																			太極俠 (飛車特技指導)	
																			 吉咪 (動作指導)	
																			極速無間-微電影 (動作導演)	
																				警察故事2013	(飛車特技導演)	
																			古域仔之江湖新秩序 (火燒人)	
2013										冰封俠從生之門		(飛)	
																			烈日灼心 (動作導演)	
																			勝利		(動作指導)	
																			突襲2	暴徒 (飛車特技指導)	
																			駭客交鋒		(動作指導-香港部份)	
																			一個人的武林		(飛車特技指導)	
																			催眠大師		(動作指導)	
																			一歩之遙		(動作導演)	
																			變形金剛4	 跡重生	(動-香港)	
																				極速飆車		(動作指導)	
																				心花路放		(動作指導)	

2014 	太平輪		(B組導演	&	特效導演)	
	 	(飛車特技指導)	
	我的特工爺爺	(飛車特技指導)	
		道士下山 (飛車特技指導)	
		別有動機	(動作指導)	
		大變話 (動作指導)	
		老炮兒	(動作指導)	
		解救吾先生	(飛車特技指導)	

2015 		擁抱星星的月亮 (動作指導)	
								 		驚天魔盜團：第二幕 (動作指導)	
								 		桅子花開 (動作指導)	
								 		從天兒降 (動作指導)	
								 		黑與白 (動作指導)	
					 		反貪風暴II	(動作指導)	
								 		大轟炸 (B組導演	&	動作指導)	
								 		功夫瑜珈  (飛車特技指導)	
								 		小情人 (動作指導)	

2006 	 	蒙迪歐	(廣告) 		
																廣州	本田	City	(廣告)	
																黑白道	(動)	

	門	(動)	
																雪佛蘭	樂馳	(廣告)	

	功勳	(動)	
																Amazing	Race	(動作導演)	
2007							導火線	(飛)	
																榮歸		(演員&動)	

	頭七	(演員&動&爆破)	
																三不管	(飛)	
																回家的路	(動)	
																一半海水,	一半火燄	(動)	
																木乃衣	3	(特別效果主管-中國部份)	

	塚愛	(火)	
																神槍手	(車)	
																	I	come	with	the	rain	(動)	
																	Push	(特別效果主管)	
2008 	榮威汽車-天門山表演	

	同門	(動作指導)	
																證人	(飛車指導)	(特別效果)	
																A	Big	Deal	(巴西)	(動)	
																Volvo	S80L廣告	(飛)	
2009								無人區	(動)	
																	死人傻了	(火燒人)	
																	西風烈	(動)	
																	無人駕駛	(動)	
																	財神到	(動)	
2010								形影不離	(動)	
																	人在囧途	(飛)	
																	活該你單身	(動)	
																	戰國	(特)	
							

導：導演，動：動作指導，飛：飛車特技指導，爆：爆破指導，火：火燒人特技指導及火場特別效果，演：演員



BRUCE	LAW	STUNTS	UNLIMITED	
316	PAK	SHAN	TSUEN,	YUEN	LONG,	N.T.,	HONG	KONG	
WWW.BRUCELAWSTUNTS.COM	
brucelawstunts@gmail.com	
	

LIKE	US	ON	FACEBOOK	
h`p://www.facebook.com/pages/Bruce-Law-Stunts-Unlimited-%E7%8C%9B%E9%BE%8D
%E7%89%B9%E6%8A%80/165967626884856	
	

	FIND	US	ON	YOUTUBE	
h`p://www.youtube.com/channel/UCx1RQcMKY1O_6T6Qn_j7niw?feature=m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