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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好萊塢對中國電影產業的衝擊 

 

    十九世紀末，電影由歐美傳入中國，雖然確切的時間與傳入國家如今已不可

考，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電影從一次大戰後就佔領了主要市場。1949 年以後，

中國政府因為政治意識形態考量，禁絕好萊塢電影進口，但 1993 年好萊塢大片

以分帳方式重新進入中國以後，又立刻襲捲了整個電影市場，導致電影界人士擔

憂民族電影是否能夠抵擋好萊塢的侵略。本章第一節將簡述好萊塢的擴張歷程與

全球經營策略；第二章則回顧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發展；第三節則將探討 90 年

代末期至今好萊塢的中國策略，以及對中國電影產業的衝擊。 

第一節：好萊塢的發展與全球策略 

一、好萊塢發展史    

    根據 MPA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統計，截至 2007 年，MPAA

會員公司10出品電影的海外票房達到破紀錄的 267 億美元，比起 2006 年成長

4.9%，已經遠超過美國本土的 96 億美元，以百分率來算，海外票房佔總票房的

64%，美國國內則只有 36%。這樣巨額的海外收入，主要來自經濟水平較高的歐

洲國家，好萊塢佔有法國、義大利與西班牙票房的 45-55%，德國與英國的

70-80%，光是歐洲市場 2007 年就替好萊塢貢獻了 89 億美元的票房收入，好萊塢

全球電影產業霸主的地位可說牢不可撼。 

古典好萊塢時期 

    「好萊塢」可以有各種不同的解釋，最廣義可以指整個美國電影業，包括不

                                                 
10MPAA 六大會員號稱”Big Six”，分別是指時代華納(Time Warner)、迪士尼(Disney)、福斯(20th 
century Fox )、維康派拉蒙(Viacom/Paramount)、環球(Universal)、新力哥倫比亞(Sony Columbia)。
米高梅(MGM)在 2004 年被新力哥倫比亞併購之前也是 MPAA 會員之一，該公司目前仍保留小部

份製作，如 007 系列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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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不同規模的電影公司，一般指製作或發行公司；狹義的「好萊塢」是指

七大公司11，與之相對的概念是獨立製片公司(周黎明，2005：3)。早期美國電影

工業重鎮並不在加州，好萊塢是在 1910 年以後逐漸成為美國電影公司的聚集

地。一次大戰以前，全球電影工業的龍頭甚至不是美國，而是電影的發源地法國。

二十世紀初法國每週賣給美國十二部電影，1914 年時，大多數北美電影及拍攝

電影的科技產品均由進口而來(Miller,2003：37)，但兩次世界大戰對歐洲電影製片

業的破壞，使美國得以取代法國，成為電影業的新霸主，在 20 和 30 年代，海外

市場的收入已佔美國電影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當中有三分之二來自歐洲市

場(Maltby,2005：115)。 

    1910 年左右開始發展的大製片廠模式，是好萊塢得以大量生產電影並且攻

佔海外市場的重要原因，製片廠時代又被稱做「古典好萊塢時期」。製片廠模式

的發展，主要是考量電影製作的高成本與獲利的不確定性，製片業者為了降低風

險而採取的一種生產方式。所謂大製片廠(Studio)是指一個電影公司擁有自己的器

材及大量的生產設備，與員工也簽有一筆長期契約，所有的導演、演員，及其他

工作人員都受僱於片廠。片廠採取一種中央集權的生產方式，由管理階層決定生

產計劃後，再挑選適當人員從事電影製作(Bordwell、Thompson,1992：30)。製片

廠不只製作高成本電影，也大量的生產「B 級片」以填補放映業的需求，並藉以

分散風險。實質控制影片生產過程的是製片(producer)而非導演或編劇，工作人員

作用就類似於製造業的生產線，沒有誰對電影成品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力。明星制

是製片廠模式中重要的一環，電影明星和其他演員一樣和製片廠簽訂契約，製片

廠則倚賴明星的票房魅力，為他們量身打造角色，並且作為電影的主要宣傳工

具，明星對他們所要扮演的角色與要製作的影片幾乎沒有控制權(Maltby，2005：

130)。 

                                                 
11七大就是指 MPAA 的六大公司以及被併購的米高梅，另有好萊塢八大一說，則是將夢工廠

(Dreamworks)一併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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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製片廠的生產模式與製片業者擁有自己的院線，垂直壟斷了製片、發行、

放映有密不可分的關係。早在二十世紀初，市場壟斷的情形已經存在於美國電影

業，取得電影攝影機與電影專利的愛迪生於 1908 成立電影專利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s Company, MPPC)，旗下共有 10 個製片廠，MPPC 試圖以專利權的方

式消滅競爭對手以把持整個電影製片業，並要脅其他公司拍攝電影必須得到

MPPC 的授權。許多「獨立」電影公司因此將基地由美國東北部遷往好萊塢，讓

MPPC 難以藉由維護專利權阻撓他們製片，直到 1912 年 MPPC 的專利權被美國

最高法院取消，愛迪生壟斷電影市場的嘗試終告失敗。20 年代開始，派拉蒙、

米高梅等幾家大製片廠發展出有別於 MPPC 的壟斷形式，各自發展出屬於自己的

院線體系，消化製片廠的大量產品，20 年代末期到中期，五大公司福斯公司、

華納兄弟、米高梅、派拉蒙，以及雷電華影片公司(RKO)擁有的戲院，攫取了美

國年度電影票房總收入的 70%( Maltby，2005：107)。穩定的發行與映演通路，維

持了製片廠的生產規模，即便是一些成本較低而票房吸引力薄弱的 B 級片，也

能搭配大製作電影一同上映，而確保基本的利潤回收。不過 1948 年，美國最高

法院判決電影製片業不得同時擁有院線，徹底否定了製片廠這種壟斷式生產與分

配的正當性，片商被迫拋棄製片廠模式，也正式宣告了古典好萊塢時代的終結。

揚棄製片廠模式的影響是，好萊塢大公司不得不把精力集中在數量很少的 A 級

片上，導致製作經費大幅提升，出現許多超級大片(Blockbuster)；而製片廠制度

解體後，好萊塢片商逐漸轉型為提供資金、場地與發行業務的公司，製片企劃以

及選角等工作轉由獨立的經紀人負責(Maltby，2005：171)。 

好萊塢的全球擴張 

    一次大戰期間，美國電影開始大量對外出口，市場遍及歐洲、拉丁美洲與亞

洲，20 年代時外國市場收入已經佔美國電影業總收入的 35%左右(Maltby，2005：

115)，30 年代發展出有聲電影技術，美國電影更進一步以音樂吸引非英語系觀

眾，或將大片改配外語在海外上映，美國商務部估計，1939 年好萊塢供應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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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映演電影量的 65%(Miller,2003：39)。二十世紀初美國電影能夠迅速打入國際市

場的原因，除了吸引觀眾的古典好萊塢敘事模式，以及如夢似幻的絢麗場景之

外，更重要的是，不見容於美國法律的托拉斯，能在海外堂而皇之的運行。電影

外銷的價格及交易條件由 MPEA(Motion Picture Export Association)統一決定，好萊

塢製片商同時在海外投資戲院放映好萊塢電影，由於美國本身市場廣大，擁有全

球一半數量的戲院，再加上大製片商自己擁有院線，好萊塢電影在國內就能先回

收成本，因此相對於歐洲各國，好萊塢能夠「比本國電影製片商在影片上投入了

更多的金錢，卻能以更便宜的價格出售」(Maltby，2005：116)，語言相同的英國

是好萊塢最重要的海外市場，當時英國上映的影片有 95%來自美國。 

    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作為國際間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地位更形鞏固，電影製片

業當然也不例外。戰火摧殘了歐陸各國的製片設施，製片資金也因為戰後重建的

需求更形短缺，導致歐洲各國電影產量銳減的同時也給了好萊塢更大的空間，許

多因為戰爭無法出口的好萊塢電影旋即在 1945 年湧入歐洲。除了商業因素之

外，宣揚資本主義意識形態也是美國在二戰後更加積極將好萊塢電影輸出的原

因，美國政府介入的痕跡在此時也益發明顯。美國政府替好萊塢說項，早在 20

年代歐洲各國試圖限制美國電影進口時就已開始，1925 年德國率先立法，規定

德國發行商必須發行一部本國電影，才能獲准發行一部外片，隨後英、法、義等

國也分別以配額制與放映時間配置等措施保護本國電影，當時美國國務院與商務

部就曾居中斡旋，以確保好萊塢利益，二次大戰之後，為了防止歐洲各國赤化，

更是大力挹助美國電影銷往歐洲，杜魯門總統甚至稱美國電影為「親善大使」

(Guback,1985：465-73)。然而，這時歐洲各國政府捍衛本國電影產業的動作也較

戰前積極，1948 簽訂的「英美電影協議」(Anglo-American Film Agreement)規定，

英國政府在美國公司取得的利潤必須留下一部份發展當地電影產業之前提下，不

對美國電影進口配額進行控管，隨後美國也和法國簽下類似協議，如此協議雖然

阻止了歐洲國家外匯流失，卻也使得好萊塢在歐洲境內大量投資戲院，並擴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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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系統，更帶動了 60 年代起的「外逃製片」(Runaway Production)。 

    除了因為部分資金必須留在歐洲而以外，美國電影公司外逃製片的誘因還包

括了覬覦歐洲國家相對低廉的人力成本與豐富的異國風情，再加上歐洲各國對於

本國電影都提供了免稅與資金補助等優惠措施，使製片商能降低風險，吸引了大

量電影外逃至歐洲拍攝，許多美國公司製作的電影，因為大量僱用歐洲勞工，並

在歐洲取景，分別成為了「英國片」、「法國片」，光是 1960 年到 1969 年，好萊

塢的海外投資就從 35%躍升至 60%( Guback,1985：478-9)。這種外逃製片模式被

Miller 稱為文化勞動的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e Labor)，這

種模式到了全球化時代更加興盛，例如卡通電影的動畫製作可能在東南亞完成，

人物玩偶等週邊商品則是在中國、越南的血汗工廠被製造(2003：86)。 

    而當歐洲市場呈現飽和而成長趨緩之後，好萊塢也將觸角伸往非洲與亞太地

區等處女地，早在 60 年代，MPEA 就在非洲沿海國家設置發行機構，當時非洲

國家由於經濟、政治仍受已開發國家控制而無法自主，因此電影市場毫無抵抗地

淪入好萊塢手中(Guback, 1985：482)，以日本、韓國為首的亞洲國家電影市場，

也不能自外於好萊塢的鯨吞蠶食，1992 年日本佔好萊塢海外收入的 12.5%，和英

國並列為最大海外市場。 

資訊時代好萊塢的全球策略 

    在大製片廠時代，好萊塢製片商的生產線和汽車無異，就是大量製造性質相

似的產品，並交由同一企業的院線鏈播映，但隨著古典好萊塢走入歷史，製片商

已不再如過去一樣生產大量電影，而將專注力集中在少數幾部大片上。80 年代

以後，由於錄影帶與有線電視的普及，首輪票房甚至不再是好萊塢收入的主要來

源，一部電影從首映，到發行錄影帶出租，再賣給有線電視台播放，等於多次重

複上映，對於重製成本低廉的文化產品來說，其中利潤十分可觀，也因此發行錄

影帶與光碟、玩具以及電腦遊戲等週邊商品所取得之利潤比重日益提高，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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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美國境內首輪戲院票房仍佔每部影片平均收入的 60%，這個比率到了 2000 年

已經萎縮至 17.3% (Maltby,2005：179-81)。 

    由於製片成本飆漲，好萊塢片商不再獨立投注動輒數千萬美元的製作與宣傳

資金，轉而尋找其他風險較低的方式，前文提及的外逃製片就是其中一種，但跨

國合製的形式還包括了股份合製與預售發行權等等。預售發行權和股份合製的不

同在於，股份合製出資者取得的是影片的股份，而非某地區的權利(Miller,2003：

161)。股份合製的對象除了媒體集團、其他跨國企業之外，還有為求避稅而投資

的私人資金。至於許多獨立製片人或製片公司為了取得資金，會先將影片的劇

本、卡司、拍攝計畫組合成一個包裹，如果有片商肯出資或允諾發行，則製片人

能較容易取得銀行或其他企業的融資以完成電影(周黎明，2005：70)，片商因為

只負責發行或少部份資金，因而大為降低本身風險。其他好萊塢片商取得經費的

方式還包括，在電影中呈現特定商品的置入性行銷，以及販賣週邊商品權力給速

食業或玩具業者等等。 

小結： 

    好萊塢能夠雄踞全球電影業龍頭，背後有著複雜的歷史因素，但最重要的莫

過於兩次世界大戰造就了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全球霸權。美國電影業靠

著雄厚的資本，壟斷的發行系統，以及獨特的文本創意，在全球大行其道，而美

國政府正是好萊塢片商開疆拓土的最大後盾。支配了全球電影市場後，資訊時代

的好萊塢利用錄影帶、以及數位化科技，在全球範圍內進行更頻繁的資本流通及

勞動力分配，並向新興市場叩關，同時以高製片及宣傳費用建築高入行門檻，繼

續穩居文化勞動新國際分工的最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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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好萊塢電影在中國 

    好萊塢在中國的發展史近乎與全球同步，一次大戰期間在中國市場取得絕對

優勢，隋後由於對日抗戰爆發戰而暫時停止對華輸出影片，戰後又利用中國境內

電影放映需求，將囤積數年的影片大量傾銷。1950 年韓戰惡化了中美關係，美

國電影長期無法在中國公映，直到 1994 年「十部大片」引進，好萊塢電影才正

式重回中國舞台。 

1949 年以前 

    「近有美國電光影戲，制同電光影燈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料者……旋見現一

影，兩西女作跳舞狀，黃髮蓬蓬，憨態可掬。又一影，兩西人做角牴戲。又一影，

為俄國兩公主雙雙對舞，旁有藝人奏樂應之……」(原載於《遊戲報》1897 年第

74 號，轉引自丁亞平，2002a：3) 

    透過這段現存最早的影評我們可以了解，十九世紀末當電影在歐洲發明後不

久，透過在華外國人引進，中國人已然見識到這項當時稱作「影戲」的新科技。

1896 年十一月盧米埃兄弟的電影已經在上海徐園放映，1897 年七月，愛迪生製

作的美國電影也在上海問世(Wang,Ting，2006：25-6)。和當時全球市場情況類似，

早期中國電影市場上的領先者是電影的發源地法國，就連英、德等國電影都比美

國常見。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阻斷了歐洲電影的生產線以後，中國境內就只剩下

好萊塢電影一枝獨秀。1913 年美國電影出口到中國的膠片總長是 189,740 呎，1918

年大戰結束後增加到 323,454 呎，1925 年則達到 5,912,656 呎(尹鴻、蕭知緯，2005：

67)。以下數字可以說明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寡占情況，1933 年進口至中國的外

國電影共有 431 部，其中 355 部來自美國，好萊塢就佔了 82%，1936 年美國佔所

有進口片的比例更高達 89%(Wang, Ting，2006：32)，以 1930 到 1940 年之間好萊

塢平均每年 350 部左右的製片量看來(Maltby，2005：117)，幾乎所有好萊塢影片

都會輸出到中國，其他國家電影皆難以與之抗衡。對於好萊塢電影的壟斷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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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早已令中國影人憂心不已，明星公司的創辦人周劍雲就曾說：「影片事業，

以美國最為發達。彼邦網羅各國人才，集合絕大資本，使其影片風行於全世界，

根深蒂固，舉世無足與匹。中國電影正如孩提之童，行路猶須扶持……咸當鄭重

防範，小心養育，以免被奸人所逞，庶幾有飛黃騰達之一日」(轉引自李道新，

2005：85)。 

    好萊塢電影能在中國獨霸一方，放映業者的配合起了相當大的作用。汪朝光

(1998a：117-8)認為，美國電影的大製作、高技術及明星制足以吸引觀眾，配合

片商推陳出新的宣傳手法，再加上美國的強大經濟實力與在中國的特殊地位，造

就了好萊塢在中國大行其道且獲利豐厚，戲院老闆也因此樂於接受好萊塢影片。

30 年代上海地區上映的電影就有 85%是好萊塢電影，而設備較好、票價較高的

戲院幾乎都是放映美國片(汪朝光，1999：87)。對日抗戰勝利之前，好萊塢並沒

有在中國經營戲院，1946 年被米高梅買下的大華電影院，才是第一間美商擁有

的戲院，在這之前，和映演業者以合約協定每年以多少時間播放好萊塢電影，是

普遍的方式。而雙方分配票房利潤的方式又有「包帳制」與「拆帳制」兩種。在

拆帳制度下，片商僅負責提供影片，其他宣傳、預告費用都必須由業者吸收，連

使用原公司電影海報都必須加付租金，由於條件苛刻映演業者較偏好包帳制度，

但拆帳制度能夠使好萊塢確保所有電影都有上映機會，或是以「全有或全無」的

半強迫形式，逼使戲院經營者放映一些票房潛力較差的電影，也就是俗稱的「賣

花片」，所以當時中國戲院能買斷電影權利的情況並不多見(蕭知緯、尹鴻，2006：

71)。和其他國家的情形如出一轍，中國放映業者必須面對「托拉斯」，這個不見

容於美國法律，卻讓好萊塢在全球所向披靡的法寶。原本 20 年代初期，各大製

片廠是各自在中國沿海大城市如上海、北京、天津等地設立辦事處或發行機構，

為了協調彼此利益，各大公司隨後在中國設立了「美國片商協會」(The American 

Film Exchange in China)、「電影交易公會」(The Film Board of Trade)等組織，捍衛

彼此間的共同利益，例如集體決定電影放映的時程，制訂票價等，如果映演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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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片商發生糾紛，或是違反契約就會遭公會抵制，失去供片管道。 

    對日抗戰爆發後，好萊塢片商一度被迫離開已遭日軍佔領的上海，美國電影

也無法進口，僅有一些舊片能在大後方播映。但隨著 1945 年日本無條件投降，

好萊塢又全面重回中國市場，並沿用戰前模式，透過交易公會與放映業者拆帳營

利，而為了預防放映業者聯合反制，好萊塢也開始投資經營戲院。由於戰後中國

境內舊片不敷放映需求，使好萊塢又立即攻佔了大部分的中國銀幕，1945 到 1949

年之間，中國一共進口了 1896 部美國電影，1946 年最高峰時，上海首輪影院中

的 383 部故事長片中，就有 352 部美國片，比率高達 92%，中國影片只有 13 部(Wang, 

Ting，2006：32)，由於好萊塢將抗戰時期無法進入市場的電影一股腦的向中國傾

銷，進口美國電影總數甚至達到 881 部(汪朝光，2001b：135)。然而自此以後，

好萊塢在中國的市場佔有率就不斷萎縮，最主要原因在於戰後上海經濟情況極為

混亂，通貨膨脹嚴重且匯率波動頻繁，對於收益必須換回美金的好萊塢片商來說

十分不利。而戰後上海的電影票價受到政府管制，不得任意調漲，這對製片與放

映業雙方無疑雪上加霜，因為即便當局同意調升票價，往往也緩不濟急，難以追

上物價飆漲的速度，製片廠將電影出口至中國的意願也因而大為降低。1948 年

美國電影進口數已銳減至 272 部，不及 1946 年的三分之一，許多戲院被迫播映

舊片，導致先前互蒙其利的拆帳制度就此崩潰(汪朝光，2001b：125-40)。 

    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以後，由於一開始對美採取溫和外交政策，

好萊塢電影並沒有立刻在中國絕跡，政府僅要求美國片商自我審查，電影中不得

出現反共、反蘇等情節。但 1950 年韓戰爆發，在抗美援朝的政治氛圍下，中美

關係正式決裂，社會輿論對好萊塢電影興起了鋪天蓋地的批判，1950 年 11 月，

上海電影同業公會迫於政治壓力決定停映所有美國電影(尹鴻、蕭知緯，2005：

72-3)，自此以後，好萊塢電影長期無法在中國公映。 

改革開放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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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年以後，受惠於鄧小平較為開放的文藝政策，中國\電影部門開始與國際

影壇交流，單是 1979 年，中國就組織了十三個電影代表團參訪了包括美國在內

的十二個國家(李道新，2005：390)。而中美關係正常化甚至先於改革開放，早在

70 年代雙方高層即互動頻繁，1979 年適逢中美建立正式外交關係，MPAA 執行

長華倫提(Jack Valenti)立即造訪中國文化部與電影局，試探重新對中國發行好萊

塢影片的可能性。中國電影輸出輸入公司也派代表前往美國考察，同時表達進口

發行好萊塢電影的意願，但華倫提堅持進口好萊塢電影必須有「總體的安排」，

也就是採取分帳方式，與傾向買斷版權的中方無法達成共識，因此中國方面只能

轉向 MPAA 會員之外的獨立公司，買斷部分美國電影在國內播映(周鐵東，2002：

117)，當時每年用於進口電影的預算約為一百萬美元，這些錢大概用來購買三十

部電影，因此引進的影片製作成本普遍較低(李奕中，2004：99)。 

    80 年代的中國面臨電影觀眾數下滑的問題，同時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政策方針，電影體制因而做出一系列的改革，由原先的計劃經濟生產體制，逐漸

朝市場經濟邁進，但依舊未能立即扭轉電影業的蕭條。為了活絡電影市場，1994

年中國廣電部決定引進十部「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和基本表現當代電影藝

術技術成就的影片」(李道新，2005：401)，同年十月華納兄弟出品的《亡命天涯》 

(The Fugitive,1993) 12，以分帳方式上映，好萊塢「八大」終於真正重回中國市場。

戴錦華(1999：398)認為，引進好萊塢大片是中國文化市場與跨國資本主義全球市

場的接軌，大片進口的同時，一系列有效的市場營銷策略與手段也被引進中國。 

    《亡命天涯》僅在中國六大城市上映就取得了超過兩千五百萬元的收入，根

據雙方的分帳協議，提供電影的華納公司可以取得 35%的收入，戲院可獲自身票

房收入的 42%，公司得到 12%收益，其餘部分則歸省市級電影公司所有。1995

年上映的《真實的謊言》(True Lies, 1994)13，全國票房突破一億元，在大片地帶

                                                 
12 台譯片名為《絕命追殺令》。 
13 台譯片名為《魔鬼大帝：真實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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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下，該年全中國票房較前一年成長了 50%，北京地區更成長了 80%( Wang, 

Ting，2006：39)。爾後數年，好萊塢大片的成績也頗不俗(見表 3.1)，且多半為製

作成本較高，特效技術驚人的動作或災難片。1998 年的《鐵達尼號》(Titanic)更

創下了空前的三億元票房，可見大片的成功確實活絡了中國電影市場，也充實了

發行放映業者和中影公司的荷包。但是當全國的電影票房有七成被外國大片佔據

時，也對國產電影與製片機構產生排擠效應，製片廠的財務狀況更加惡化，90

年代中國本地電影僅有 15%能夠賺取獲利，另外有 15%勉強打平，其他 70%均以

賠本作收，1999 年每部中國電影平均只能回收 60 萬元，如果扣除最受歡迎的四

部影片，平均收益則只有三十萬元(駱思典，2001：356-7)。 

    如果進口大片的目的是為了重燃中國觀眾對電影的熱情，那麼中國電影票房

依然不賞臉，從 1992 年的 19.9 億元降到 1998 年的 15 億，到了 2000 年國產片票

房僅佔全部票房三成(鄭洞天，2000：53)，好萊塢大片顯然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

還壓縮了本土電影的生存空間，甚至有人說這是「用中國的票款養肥外國的片商」

(轉引自戴錦華，1999：400)。關於大片的爭議還有進口電影選擇的問題，1995

年引進的大片除了成龍的《紅番區》、《醉拳 2》等少數港片，其餘皆為好萊塢電

影，1996 年之後好萊塢電影更佔據了所有配額，這和廣電部原本宣稱的「基本

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和基本表現當代電影藝術技術成就」有明顯歧異，「大片」

指涉的就只是"blockbuster"，排除了其他電影型態。 

    對中國電影業來說，好萊塢大片雖然壓縮了民族電影的市場空間，但它們吸

引電影觀眾的能力卻無可取代，1999 年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炸毀中國駐南斯拉夫

使館，中國為了報復，當年一度禁止美國大片在中國放映，少了大片加持，該年

全國電影票房僅有 8.4 億，比 1998 年下滑 60%(Wang,Ting， 2006：48)，抽離好

萊塢大片對中國本地電影票房並沒有直接的幫助。 

    另一方面，中國市場蘊含的廣大商機令好萊塢片商垂涎，事實證明好萊塢電

影對中國觀眾也深具吸引力，平均每部在中國上映的大片能取得兩千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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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票房，拆帳後獲利已經比買斷版權高出許多，但由於中國政府每年只准許十部

配額，再加上嚴重的盜版問題，使好萊塢在中國的收益遠不如其他亞洲國家，因

此透過美國政府積極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90 年代中期以來，美國貿易代

表團屢次將中國放入特別 301 觀察名單中，以貿易制裁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立

法解決境內侵占智慧財產權行為，並解除對美國產品的一切進口限制，然而中國

政府態度也頗為強硬，面對威脅也經常揚言以禁止美國產品進口作為反制，因此

直到 1999 年 WTO 談判之前，好萊塢始終無法如願大幅提高電影進口配額，也無

法在中國境內投資大型電影事業。 

小結： 

    美國電影在中國，最早能回溯到十九世紀末，得利於一次大戰破壞了歐洲電

影產業，好萊塢電影在全世界包括中都取得絕對優勢，對日抗戰爆發前上海地區

絕大多數的首輪戲院放映的是美國電影，日軍佔據上海時美國片商雖一度被迫撤

離，但抗戰勝利後又立即掌握中國電影市場，1950 年韓戰爆發之後，中美正式

決裂，好萊塢電影自此長期無法在華公映。 

    70 年代中美關係逐漸回溫並適逢改革開放，中國政府重新引進美國電影，

但由於好萊塢方面無法接受出售版權方式，所以當時進入中國的美國電影多數是

來自獨立製片公司的低製作成本電影。1994 年中國與好萊塢協商以分帳制度引

進大片，隨即在國內引發熱潮，使好萊塢對中國充滿期待並更積極向中國市場叩

關，然而迫於中國政府的強硬限制，始終無法獲得預期的收益。另一方面，大片

佔據國產電影空間，引發了中國電影界的憂慮，但中國電影產業卻又需要仰仗大

片帶來觀眾阻止票房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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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994-2000 好萊塢大片在中國的票房收入 (括號內為台譯片名) 

年度 片名 製片成本(百萬美元) 票房(百萬人民幣)

1994 亡命天涯(絕命追殺令) 44 25.8 

1995 真實的謊言(魔鬼大帝：真

實謊言) 

111 104 

 阿甘正傳 55 19.6 

 獅子王 79.3 41.3 

 生死時速(捍衛戰警) 28 37.85 

 壞男孩(絕地戰警) 23 32.8 

 紐約大劫案(終極警探 3) 90 47 

1996 Outbreak(危機總動員) 50 32.6 

 雲中漫步(漫步在雲端) 20 20.61 

 廊橋遺夢(麥迪遜之橋) 22 39.5 

 斷箭 65 50.57 

 水世界 175 34.0 

 玩具總動員 30 31.8 

 勇敢者遊戲(野蠻遊戲) 65 47.7 

 龍捲風 92 54.55 

 勇闖奪命島(絕地任務) 75 47.7 

 諜中諜(不可能任務) 80 45.1 

1997 雙胞胎(新龍鳳配) 58 20 

 蒸發密令(魔鬼毀滅者) 100 45.8 

 戰火下的豪情(火線勇氣) 46 25.01 

 空中大灌籃(怪物奇兵) 80 24.1 

 天崩地裂 104 47.6 

 侏儸紀公園 2：失落的世界 73 72.1 

 生死時速第二集(捍衛戰警

2) 

110 30.47 

1998 蝙蝠俠(蝙蝠俠 4：急凍人) 125 20.16 

 活火熔城(火山爆發) 90 16.79 

 泰坦尼克號(鐵達尼號) 200 306.1 

 龍出升天(十萬火急) 80 16.25 

 小鬼當家 3 NA 40.23 

 天地大衝撞(彗星撞地球) 75 51.58 

 搶救大兵雷恩 70 82.03 

1999 尖峰時刻 33 25 

 花木蘭 70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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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敵(全民公敵) 90 22.05 

 星際大戰前傳(星際大戰首

部曲) 

115 33.94 

 人猿泰山(泰山) 150 13.38 

 偷天陷阱(將計就計) 66 29.38 

2000 黑客帝國(駭客任務) 63 17.94 

 精靈鼠小弟(一家之鼠) 103 21.41 

 雙重陰謀(致命追緝令) 40 15.43 

 將軍的女兒 60 21.81 

 獵殺 U571 62 29.10 

 恐龍 127.5 28.94 

 角鬥士(神鬼戰士) 103 27.96 

 諜中諜 2(不可能任務 2) 125 29.34 

 天搖地動 140 21.0 

 人骨拼圖 48 17.25 

 絕地奶霸 30 9.94 

資料來源：駱思典(2001)；國際電影資料庫(international movie database IMDB)。  

 

 

 

 

 

 

 

 

 

 



 69

第三節：WTO 以後的好萊塢與中國電影 

WTO 談判：有條件的開放 

    在入世談判之前，中國政府始終以堅決態度拒絕好萊塢進一步開放市場的要

求，甚至還以實施進口電影上映時間限制14、課徵各種賦稅等措施保障民族電影。

1999 年十一月十五日中美雙方就中國加入 WTO 達成協議，其中關於電影產業的

條款有二：允許外商擁有戲院 49%以下股權，或同樣在持股不超過 49%的情況下

在中國設立合資錄音和錄影公司，三年後允許外資佔 50%以上的公司從事電影院

建設、整修和經營；中國進口電影的配額增加到二十部，三年後再增加到 50 部。

雖然無論是外資進入電影業或是放寬進口配額，中國都已作出讓步，但同時仍然

以各種措施保護本地電影產業，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中國政府依然將進口影片

的權利保留在中影公司手中，而非美方希望的由各大公司直接發行，或是至少開

放數家不同公司發行。中國政府不希望好萊塢片商掌握發行權的原因在於，發行

商能夠掌控電影上映的時程、速度、地點與內容，有利於好萊塢在短期之內控制

中國電影市場。另外，中國雖然提高進口電影數的上限，但更鼓勵好萊塢片商投

資中國電影或以合拍方式製片，希望藉由這樣的「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 )

能夠帶動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為日後與好萊塢競爭提供更籌碼(Wang, ShuJen, 

2003：66)。 

    雖然無法建立起自己的發行系統，但是開放電影事業投資已足夠好萊塢在中

國大顯身手。全球兩大院線業者聯合國際影業(UCI)和華納兄弟(WBIT)早已對中

國虎視眈眈，2000 年中國境內雖然有 33,425 個放映點和 46069 塊銀幕，但只有極

少部份是在都市，其他多半是在設備落後的農村，以及流動放映隊，他們認為中

國螢幕數(尤其是放映外國電影的)不足與戲院設備的陳舊嚴重影響了好萊塢電

影的收入。華納兄弟投資中國院線最為積極，經過一年半的談判，2003 年華納

                                                 
14 中國廣電部規定，戲院每年至少要有三分之二時間放映國產電影，每部進口大片只能放映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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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參股上海永樂電影城，兩者合併後改名為「永華」，華納持股 49%，永華影

城擁有九塊銀幕與 1,490 個座位，是中國開放合資戲院以後第一個大型的多銀幕

影城(文匯報，2003/07/12)。隨後華納兄弟更積極和中國大企業合作於北京、大連、

天津、廣州、廈門、杭州等重要城市興建多廳院影城。例如 2004 年華納兄弟和

中國地產集團「大連萬達」達成協議，在中國各地的萬達購物中心修建三十家國

第集多廳戲院，華納兄弟則將負責經營及提供技術方面的支持15。2003 年中國廣

電總局公佈的「外商投資電影院暫行規定」，進一步對外商直接投資(FDI)鬆綁，

自 2004 年開始，北京、上海、廣州、西安、成都、南京、武漢等七個試點城市，

外商投資影院股份可達 75%。華納兄弟旋即在中國成立第一家外資控股影院「南

京上影華納影城」。根據 2005 年統計，華納兄弟旗下影院共創造了一億元票房收

入，其中上海永華影城更是連續三年拿下全國票房之冠(張夢，2006：73)。華納

投資中國影院的目的不僅是放映自家大片，更重要的意義在於分享國產大片的豐

厚收益，2005 年華納兄弟公佈的「華納影院票房排行榜」，其中前五名皆為華語

大片，分別是《英雄》、《功夫》、《十面埋伏》、《天下無賊》、《神話》(楊眉，2006：

41)，透過合資院線，華納有效瓜分了部分國產電影創造的收益。 

    然而 2005 年頒布的「關於文化領域引入外資」的若干意見，修正了 2003 年

試點城市外資可持股 75%的特殊待遇，這個規定無疑澆了華納兄弟一盆冷水，致

使華納退出中國戲院。然而有人認為，華納退出中國影院可能的原因包括了虧

損、與合資中國企業不合等等，絕非單純肇因於持股比重的改變(蔡亮，2007：

29；張夢，2006：74)。華納雖然自中國撤資，中國多廳院影城的建設卻沒有消失，

更不代表外資不再看好中國電影市場，例如韓國 CJ 集團就與全中國最大院線業

者「上海聯合」合作建設戲院，香港嘉禾、百老匯也對投資中國本地戲院興致勃

勃。而中國本地的院線集團也不斷擴張，目前全國已經有 35 條以上的院線，直

接接手永華影城與南京上影華納的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上影集團)，擁有全中

                                                 
15BBC 中文網新聞：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low/newsid_3400000/newsid_3408500/340856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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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最大的「上海電影聯合院線」2005 年創造了 2.4 億元票房；分居二、三名的則

是北影集團旗下的北京新影聯和中影集團的中影星美院線， 2005 年也分別締造

了 2 億和 1.7 億的票房(黎贊穎，2006：19)。 

中國式大片 

    自從《鐵達尼號》1998 年在中國創下空前的三億票房以後，好萊塢大片平

均收益開始逐漸衰退，就連備受期待的幾部鉅片如《星際大戰首部曲》、《駭客任

務》也沒有印象深刻的表現，絢麗的聲光特效對中國觀眾的吸引力似乎正在逐漸

消退，投資合拍中國電影成為好萊塢進一步打入中國市場的手段。《臥虎藏龍》

(2001)以兩千萬美元的成本，卻在美國創造了一億兩千萬美元的票房，可說是好

萊塢投資華語電影最成功的案例。李亞梅(2002)認為，《臥》片的製銷模式是尋

求好萊塢或其他國家的龐大資金，結合兩岸三地甚或全球優秀的電影工作者，拍

攝華人電影工作者擅長的題材，再透過好萊塢的強力行銷方式與發行管道，瞄準

全球市場，企圖獲得豐厚的投資回收，更重要的是投資成本比起美國電影相對便

宜。 

    《大腕》(2001)則是 WTO 協議之後，好萊塢最大手筆投資的中國電影16，由

哥倫比亞公司和數家中國企業聯合出品，導演是以「賀歲片」成為票房保證的馮

小剛，主要演員有來自中國的葛優、香港的關芝琳、美國的唐納蘇德蘭等。《大

腕》製作成本為 330 萬美元17，主要來自哥倫比亞，這個數字對於好萊塢電影來

說屬於小製作，但已遠遠超過一般中國電影的預算。《大腕》的劇情大概是：美

國傳奇導演泰勒，得到了製片公司的資金來到中國拍片，卻對自己的作品相當不

滿而身心俱疲，在突然陷入昏迷之前，他對攝影師尤優說，希望自己死後能有一

個中國式的「喜喪」，忠於人事的尤優辛勤地替泰勒奔走籌劃，但當尤優發現泰

勒並沒有任何財產來應付喪禮開支時，這場喪禮竟然變成了一個荒謬的巨型商業

                                                 
16 臥虎藏龍由於僅有部分演員來自中國，因此不歸為「中國」電影。 
17 http://www.imdb.com/title/tt0287934/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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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表面上，《大腕》是在諷刺資本主義社會中，認何事情都能被當作商業用途

的荒謬性，然而無論戲裡戲外，《大腕》還呈現出一種跨文化、去國籍化的現象。

電影中透過美國人泰勒、美籍華人露西、中國人尤優三人之間的溝通方式，試圖

以馮小剛擅長的幽默手法，呈現中、西之間的文化差異。而泰勒與其他投資者來

到中國，與一群從未接觸過西方人的中國電影工作者合作，並透過一個美國華人

作為中介，也是誇大但不失真實的反映了好萊塢與中國之間的互動情境。幕後的

跨國生產模式則決定了《大腕》的商業電影定位和本土與國際的雙重市場定位，

這部電影為了完成所擔負的本土與國際的雙重使命和雙重獻媚，一方面它必須充

分的調用一切資源來為中國本土觀眾服務，另一方面它又努力將中國人、中國時

空、中國故事改造為一種奇觀，來滿足海外觀眾對於中國的好奇和弱勢地位的同

情(尹鴻，2002：22)。《大腕》在中國內地票房達到四千三百萬元人民幣，但是在

中國以外，包括香港、台灣在內的其他亞洲地區，票房不足一百萬元(吳小麗、

徐甡民，2005：31)，歐美票房也因為當地觀眾對於中國式幽默的接受程度遠不

如武打功夫、諷刺消費文化的荒謬對於西方社會來說並不是個新穎題材而並不理

想(Wang, Ting：2006：184)。 

    《大腕》雖然沒有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成功，但光是中國市場就得以讓哥倫比

亞回收成本，爾後張藝謀的《英雄》(2003)、何平的《天地英雄》(2003)等國際投

資的中國「大片」相繼出現，這代表了中國電影市場將成為好萊塢進口大片與這

些具有好萊塢背景的泛中國電影的競技場(尹鴻，2002：22)。關於中國大片，第

四章將會有進一步的討論。 

小結： 

    WTO 談判之後，中國進一步放寬進口電影配額，並且有條件允許外資在中

國投入製片、放映等電影相關產業，好萊塢因此大肆進軍，在各大城市成立多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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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影城，不僅改善了中國都市的戲院設備，也帶動了中國本土集團成立院線。由

於大片對於中國觀眾的吸引力出現下滑，好萊塢開始以相對低廉的金額，投資具

有商業潛力的中國本地電影，不僅希望在中國本地賣座，也期待能像《臥虎藏龍》

一樣打進國際市場，從此中國本地電影的勁敵不只有好萊塢進口大片，還多了這

種具好萊塢背景的中國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