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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在當前全球化背景下，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承擔著傳播各

國文化和形塑國家形象的重要使命。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採「中外合拍」

模式拍攝電影，是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新模式，承載著中

國大陸電影拓展國際市場，走向世界的新嘗試。

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進程不斷加速，2012 年成為全球

第二大電影市場，也是最受矚目的新興市場。其中，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

拍攝電影（中外合拍）經常成為國內電影市場的常勝軍，「中外合拍」電

影以其製作水準和票房表現，成為當前中國大陸電影製片的主流趨勢，極

具研究價值。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重返國際社會，對外交流

持續擴大。憑藉著改革開放的政策導引，加上豐富的文化景觀與歷史人文

內涵、便利的人力資源，及龐大的消費市場吸引全球的目光。

1979 年，中國大陸文化部成立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作為推動

「中外合拍」電影的專責機構，負責推動並管理中外合作拍攝的事宜，開

始積極引進境外電影製片公司與中國大陸合作拍片，以政府的力量推動合

拍的進行。

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拍片，最初的動機是希望借助境外的資金、人

才、觀念、技術提升本國電影的製作水準，並利用國外合作拍攝機構的發

行通路，將帶有中國題材的故事，以適合國際電影市場的方式表達出來，

從而幫助中國大陸電影「走出去」，獲得國際市場的認可。因為以合拍片

的形式是進入合拍機構所在地市場最有效的方式，「引進來」為的是能夠

「走出去」，藉由「中外合拍」模式達成擴展海外市場與彰顯文化「軟實

力」的雙重目的，而境外電影機構也經由與中國大陸合拍電影，作為打開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敲門磚，雙方「一拍即合」，造就「中外合拍」模式

的盛行。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帶動電影

市場的高速成長，使得一向以西方為本位的國際電影市場產生轉變，開始

嘗試迎合中國大陸的法規和價值觀，顯示「中外合拍」已從過去的「借船

出海」，到現在的「聯合造船」，反映出中國大陸正逐漸在合拍的過程中取

得對等，甚至是優勢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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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從境外合作地區作劃分，依

序為香港、台灣、美國三大主要合拍對象，其發展過程及影響各有不同。

近年中國大陸合拍片盛行，凸顯「中外合拍」模式已是當前全球化浪潮下

電影製作的主流趨勢。目前「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已成為實現中國大陸電

影大國崛起與邁向國際市場的主力，承擔著擴展國內外市場與文化影響力

的雙重目的。

本文採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傳播政治經濟學著重分析大眾

傳播媒體的產製、傳送與消費過程中，市場機制（經濟）、國家機器（政

治）與傳播體系（知識／資訊）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探討政治、

經濟與大眾傳播體系三者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嘗試由三個中國大陸電影主

要合作地區：中國大陸與美國合拍片、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片、中國大陸

與台灣合拍片進行政治經濟分析。

總之，當前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是以「引進

來」，實現「走出去」的重要步驟。對外國電影而言，合拍最大的誘因，

是以合拍模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可避開外國影片進口的配額限制。然而進

口配額並非外國影片進入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唯一限制，還有電影審查制

度、文化差異，及電影基礎建設落後、版權保障不足等內、外部限制性因

素，其中包含「引進來」和「走出去」兩個層次的問題，形成「中外合

拍」電影的限制，也成為影響「中外合拍」電影長期發展的隱憂。

關鍵詞：中外合拍、引進來、走出去、文化軟實力、傳播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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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globalization, as a special carrier of culture, the film undertake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spreading cultur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shaping 
national images. For mainland China, coproducing films is a new model i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film industry, which is a new attempt to expan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go global.  

As the marke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films of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accelerating, mainland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film 
market, also the emerging market that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 in 2012. And co-
productions always draw well in mainland China; with high production standards 
and good box-office performance, co-productions have become the main trend for 
filmmaki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are of great research value.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 1978, mainland China return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ntinued to expand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Guided by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plus abundant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historic human heritages, 
convenient human resources and huge consumer market, it has attracted world 
attention.

China Film Co-production Corp. was founded in 1979 by China’s Ministry 
of Culture as a special agency for promoting co-productions. It’s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nd managing matters relating to co-productions and started to bring 
in overseas film production companies to coproduce films with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The initial motivation of mainland China’s coproducing films with overseas 
companies is to improve its production level in virtue of overseas capital, talents, 
ideas and technology, and to express stories with Chinese themes in ways that fit 
the international film market via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of overseas production 
companies so as to help its films “go global” and win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ecause coproducing films is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enter 
the market of the partners, and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in” is to “go global”, the 
twin purposes of expanding overseas market and manifest China’s soft cultural 
power can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the film-coproducing model; moreover, for 
overseas film companies, coproducing films with mainland China is also a ticket 
to the film market of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they become partners quickly and 
make the film-coproducing model prevalent.     

As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mainland China’s politics and economy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and driven rapid growth of the film mark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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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ilm market which was always western-oriented begins to cater to 
the laws and values of mainland China, showing coproducing has evolved from 
“borrowing a ship to go to sea” to “cooperating to build a ship” and reflecting 
mainland China is gradually acquiring an equal or even dominant statu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production. 

In terms of regions, mainland China has 3 cooperators: Hongkong, Taiwan 
and America and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ffects are different. Co-
productions of mainland China have prevailed in recent years, highlighting that 
the film-coproducing model has become the main trend of filmmaking in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Now, the film-coproducing model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to achieve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s film industry and march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erving the twin purposes of expand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and cultural influence.  

This  paper  uses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pol i t 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which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economy), state machinery (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knowledge/information) during the production, transmission and consumption 
processes of mass media, i.e., discuss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economy 
and the mass communication system. It tries to conduc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n mainland China-America co-productions, mainland China-Hongkong 
co-productions and mainland China-Taiwan co-productions.

In conclusion, mainland China’s using the film-coproducing model to shoot 
films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realize “going global” via “bringing in”. For foreign 
films, the biggest reason to coproduce films is to enter the market of mainland 
China by means of co-productions so as to avoid import quota restrictions 
for foreign films. However, the import quota is not the only restriction of the 
film market of mainland China, and there are also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trictions, such as film censorship, cultural differences, poor infrastructure and 
deficiencies in copyright protection, including problems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All of these have formed restrictions of co-productions and become a 
worry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productions.   

Key Words: Co-production, Bringing in, Going global, Soft cultural power,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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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

政治經濟分析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該年大

陸電影故事片年產量 88 部，國內電影總票房 8.7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

在此之前，大陸電影票房從 1990 年代起便開始下滑，至 2000 年時為 8

億元。2010 年，大陸電影故事片年產量 526 部，國內電影總票房 101.72

億元。
1
 僅僅 10 年間，大陸電影年產量成長近 6 倍，電影票房總額成長

11.6 倍。

2011 年，中國大陸電影故事片年產量 558 部，國內電影總票房

131.15 億元，
2
 比 2010 年增長 30％。2012 年，大陸電影故事片年產量達

到 745 部，國內電影總票房 170.73 億元，比 2011 年增長 30％。國家廣

電總局（現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表示，從 2003 年起，大陸電影市

場已連續 10 年保持成長，10 年間成長 18.5 倍，平均增幅近 40％。
3
 

2013 年 3 月， 美 國 電 影 協 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
4
 發表報告指出，2012 年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電影第

三大生產國（次於印度、美國），票房總額僅次於北美，已超越日本，躍

1 中國電影年鑒 1987 － 2011（北京：中國電影年鑒社，1987－ 2011年）。
2 馮琦，「2011年中國電影票房過 130億元」（2012年 1月 10日），2012年 1月 15日下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jrzg/2012-01/10/content_2040636.
htm。

3 「2012年全國電影票房統計」（2013年 1月 11日），2013年 1月 15日下載，《國家廣電總
局 》，http://www.chinasarft.gov.cn/articles/2013/01/11/20130111112236730833.html。 苗 春，
「2012 年全國電影票房超 170 億」（2013 年 1 月 10 日），2013 年 1 月 15 日下載，《新華
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1/10/c_114313133.
htm。

4 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簡稱 MPAA）成立於 1922 年，最
初是作為電影工業的一個交易組織，是美國為保護電影廠商而組建的非營利性貿易協會。
總部設在加州，在洛杉磯、華盛頓為其成員服務。該協會有一套非官方的電影分級制度。
如今它涉足的領域不僅有影院上映的電影，還有家庭錄影帶（home video），及未來有可
能出現的其他傳送系統領域，2013年 3月 21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www.mpaa.org//
Resources/3037b7a4-58a2-4109-8012-58fca3abdf1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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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也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影市場。
5
 

截至 2013 年為止，中國大陸全國電影票房收入已達 217.69 億元，
6
 

比 2012 年增長近 28％。現階段大陸電影經濟規模已具備世界強國的水

準，市場潛力更受到全球矚目，國際影響力正日益提升。

表 1-1　2012 年全球國家和地區電影票房收入排名

排名 國別 票房收入（億美元）

1 美國、加拿大 108

2 中國大陸 27

3 日本 24

4 英國 17

5 法國 17

6 印度 14

7 德國 13

8 南韓 13

9 俄羅斯 12

10 澳大利亞 12

資料來源：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 ics 2012,” Last  Update 21 March 2013,《Motion 
Picture Associat ion America》 ,ht tp: / /www.mpaa.org//Resources/3037b7a4-
58a2-4109-8012-58fca3abdf1b.pdf.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所以能夠在短期間內迅速崛起，是許多條件配合

的結果，其中主要原因在於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的推動。
7
 大陸的電影事

業，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基本上移植蘇聯計畫經濟體制，從製片、

發行、放映部門均屬於國有企業，由國家統一集中管理，國家制訂生產計

5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2,” Last Update 21 March 2013,《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www.mpaa.org//Resources/3037b7a4-58a2-4109-8012-58fca3abdf1b.pdf.

6 「2013年全國電影產業數據 票房收入超 200億」，人民日報，2014年 1月 9日，第 19版。
7 市場化（marketization）是指用市場作為解決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等基礎手段的一種狀態，
意義是對經濟的放鬆管制，對工業產權的私有化。市場化的工具有許多種，比較低程度的市
場化是外包，比較高程度是完全出售。具體而言，市場化是以建立市場型管理體制為重點，
以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為標誌，以社會經濟生活全面轉入市場軌道為基本特徵。將特定對象
按照市場原理進行組織的行為，通過市場化，實現資源和要素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社會效
率，推動社會進步。其主要內容：在所有經濟領域和環節推進各類市場的發展，形成完整的
市場機制，讓各類市場參數正常運轉，通過市場運行中的各種經濟組織和所有制改革，完善
市場基礎，通過法律重新確認財產所有權，形成真正的商品交易。

 產業化（Industrialization）是指某種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行業需求為導向，以實現效
益為目標，依靠專業服務和質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產業
化的要點：產業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就是全面的市場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要點：1、是
市場化經濟的運作形式；2、達到一定的規模程度；3、與資金有密切關係；4、以盈利為目
的。產業化的基本特徵：1、面向市場；2、行業優勢；3、規模經營；4、專業分工；5、相關
行業配合；6、「龍頭」企業帶動、配套服務；7、市場化運作。 

 詳見《維 基 百 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9C%BA%E5%8C%96。
《MBA 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4%B8%9A%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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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編列預算撥款拍片，再由政府指定的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統一收購

影片，並負責向全國發行放映。各電影部門只需依計畫指令製作、發行、

放映影片，電影票房與經濟效益並不是生產過程中考量的重點。改革開放

後，大陸各國有企業開始朝向市場化改革。但與其他產業相較，電影改革

的步伐卻相對落後，主要原因在於國家政策對電影屬性的不確定性。

作為文化商品，電影具有雙重屬性，從當前各國電影政策，特別是中

國大陸這類極權國家的電影政策中可以看出，國家多把電影視為宣傳思想

文化的重要載體，承擔著意識形態的功能，拓展電影市場實質上具有超越

經濟效益的政治意涵。但在另一方面，電影從生產到投入市場的過程中，

不同於一般的商品，又承擔著消費與娛樂的功能，同時具有提供大眾娛樂

的商品交換價值。在這兩種不同屬性中，以往大陸電影過於偏重意識形態

的屬性，忽略其商品方面的屬性，以致電影長期以來從未被真正視為一項

經濟活動，因此很少被納入產業的範疇進行研究。 
8

1990 年代起，在中國大陸由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轉型的背景下，電影業開始推動市場化的進程。1992 年，中共「十

四大」提出文化體制改革必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求，
9
 於

是 1993 年 1 月，廣電部下達《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

見》，強調電影事業應適應「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電

影市場發展應著重社會、經濟兩項效益。從此開始逐漸改變中共建政以

來，計畫經濟體制下所形成電影「統購統銷」的製片、發行、放映體制。

1994 年 8 月，廣電部再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

通知》，開放各製片廠可自行發行影片，各電影企業從以往計畫經濟的生

產發行模式向市場競爭跨出第一步，至此已試行多年的電影體制改革與市

場化方向正式確立。
10

 

2002 年 11 月，隨著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所面臨的國內市場開放，

中共「十六大」提出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強調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下繁榮

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應完善文化產業政

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國家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11

 首次將

8 張江藝，「中國電影產業國際競爭力發展分析」（2005年 4月 30日），2012年 3月 15日下
載，《環球網》，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2-01/2329719.html。

9 吳中華，「電影體制改革方案出臺」，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93年第 2期，頁 5。
10 周文翰，「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 歷次改革詳細信息」（2005年 4月 14日），2013年 5月 8
日下載，《人民網》，http://ent.people.com.cn/BIG5/8222/42057/36604/36611/3321477.html。

11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上所作報告全文」（2002年 11月 17日），2012年 3月 12日下載，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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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文化產業列入黨的政治報告，成為國家發展規劃的重要戰略目標。依

照中共中央關於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電影被明確定義為「可經營的

文化產業」，其「文化商品」的屬性受到承認，大陸電影產業化的進程自

此正式確立，從此開啟大陸電影市場高速成長的 10 年。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進程不斷加速，大陸電影

票房進入百億時代，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新興市場。其中，大陸與境外合

作拍攝（中外合拍）的電影經常成為大陸國內電影市場的常勝軍，締造亮

眼的票房成績，「中外合拍」電影以其製作水準和票房表現，已然成為當

前大陸電影製片的主流趨勢，不僅是推動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的重要觀察

指標，也是當前大陸實現電影大國崛起與邁向國際市場的主力。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行，中國

大陸重返國際社會，對外文化交流持續擴大。憑藉著改革開放的政策導

引，加上豐富的自然文化景觀與歷史人文內涵、便利的人力資源，及龐大

的潛在消費市場吸引全世界投資者的目光，各國赴陸尋求合作拍攝影片的

需求開始日益增加。

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拍片，最初的動機是希望借助境外的資金、人

才、觀念、技術，提升本國電影的製作水準，並利用國外合作拍攝機構

的發行通路，將帶有中國題材的故事、中國元素的戲劇，以適合國際電影

市場的方式表達出來，從而幫助大陸電影「走出去」，
12
獲得國際市場的認

可，因為以合拍影片的形式是進入合拍機構所在地市場最有效的方式，

「引進來」為的是能夠「走出去」， 藉由「中外合拍」電影的模式，達成

擴展海外市場與彰顯文化「軟實力」的雙重目的。而境外電影機構也經由

與大陸合拍電影，作為打開大陸電影市場大門的敲門磚，雙方「一拍即

合」，因而造就大陸「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盛行。

合拍片（co-production）是一種商業合作的模式，指兩個或多個國家

（地區）的製作單位共同合作拍攝的影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電影製片機

構共同投資、共用影片著作權及影片市場收益的一種製片方式，發行時通

常會製作兩個或多個語言的版本，以便於在合作拍片的多個國家（地區）

上映。
13

 若以合作方式作區分，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拍片又可分為：合

12 「好萊塢洋導演東遊記：中外搭配賣片不累」（2011年 4月 29日），2012年 3月 15日下載，
《新京報》，http://www.cnqsq.com/html/news/20110429/160093.html。

13 「合拍片」，2012年 3月 1日下載，《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5%90%88%
E6%8B%8D%E7%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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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片、協拍片和委託拍片三種合作模式。
14

 以往大陸受限於資金、技術不

足，與境外合作拍片大多僅是提供協助拍攝，直到近年來大陸電影資金、

技術條件漸趨成熟，以共同投資、共同拍攝、版權共有等要件的合拍片才

成為主流。至於合作拍片的內容，也從最初的取景、勞務資源等方面提供

協助拍攝的淺層配合，逐漸發展到目前全球化資金、劇本、技術、觀念、

發行等各環節的深層合作，實現真正共同開發市場、風險分擔的合作拍片

模式。
15

 不僅為大陸電影產業由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奠定基

礎，成為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進程中一項重要的推動力量，也是當前大陸

電影市場能夠持續高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綜觀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發展，從境外合作最多的地

區作劃分，依序為大陸與香港、大陸與台灣、大陸與美國合拍片三大主要

合拍片類型，
16

 其發展過程及影響各有不同。由近年大陸合拍片的盛行，

凸顯「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已是當前全球化浪潮下電影製作的主流趨勢。

由於近年來大陸電影在市場化與產業化改革後，已躍居成為全球第二大電

影市場，也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影市場，其發展過程備受關注。目前

「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已成為實現大陸電影大國崛起與邁向國際市場的主

力，承擔著擴展國內外市場與文化影響力的雙重目的，值得對此主題深入

進行研究。

此外，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完成

簽署，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包括取消台灣華語電影進口的配額限

制，對台灣電影產業發展是一項利多。
17

 兩岸合拍電影成為當前台灣電

影產業振興的一帖良方，台灣業者無不磨拳擦掌，準備積極搶攻中國大陸

電影市場。但兩岸電影產業與市場畢竟截然不同，台灣在推動兩岸電影合

作，積極開拓大陸市場的同時，對於當前大陸電影產業發展、市場現況，

及「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過程與利弊卻始終缺乏有系統的研究，學

術產出與實務交流層面存在極大的落差。
18

 

14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2010年 7月 27日），2012年 3月 15日下
載，《國家廣電總局》，http://www.dmcc.gov.cn/publish/main/266/2010/20100727170150471422
030/20100727170150471422030_.html。

15 「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16 尹鴻、程文，「2011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2012年第 2期，頁 11。
17 朱婉寧，「台灣電影將可無限量登陸」，聯合報，2010年 6月 25日，第 A6版。
18 經查「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知識系統」，檢視國內有關「中國大陸電影」、「中國大陸電影產
業」或「中國大陸電影合拍片」為主題的碩博士論文，共計有 8篇。其中有關中國大陸電影
產業、電影市場研究的論文僅有 3篇，且迄今並無中國大陸電影合拍片的相關論文，統計截
止日為 2012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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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長期以來，對於中國大陸電影市場與產業的發展一直深感興趣且

持續關注，並希望就此主題，選擇一個與其他研究不同的面向，或別人未

曾嘗試過的研究題目，將針對「中外合拍」電影這個主題深入探究其起

源、實際運作與影響，並希望通過對「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政治經濟分

析，提供對大陸電影市場及產業的深入認識與思考，並對未來相關研究開

啟一個全新的視野與領域。 

 圖 1-1　2001 － 2011 年中國大陸與境外合拍電影涉及國家和地區分布

資料來源：尹鴻、程文，「2011 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2012 年第 2 期，頁 11。

貳、研究目的

自 1978 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電影產業開始進行體制改革，同時以

「中外合拍」電影的形式，引進國外資金技術提升本國電影的質量，以致

成為全球電影產量第三大國和第二大電影市場，這種快速成長的模式受到

全球矚目。究竟「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背景與歷程為何？如何在大

陸電影產業化、市場化過程中發展運作？國家政策對於「中外合拍」電影

發揮的影響為何？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架

構中，對於自身及合作國家地區的電影產業又產生什麼影響？

上述這些問題，正是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在分析產業時所欲探討的課題，也是本篇研究的主要目

的。本文希望透過文獻資料的歸納整理及相關理論的闡述，對中國大陸

「中外合拍」電影進行政治經濟分析，因此將針對以下幾個課題進行深入

探討：

一、探討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背景與歷程。

香港 69%

台灣 10%
美國 9%

英國 5%

日本 5%

韓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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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歷程，從 1979 年文化

部成立第一個中外合作製片機構—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開始，「中外合

拍」電影的發展就與改革開放後，大陸電影市場化、產業化進程息息相

關。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大多屬於大陸電影市場化、產業化過程的宏觀

性探討，針對「中外合拍」電影為主題進行的研究相當少見。而「中外合

拍」電影模式正是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過程中重要的推動力量。因此

本文嘗試從另一個角度，由「中外合拍」電影的發展背景與過程切入，探

討「中外合拍」電影的模式如何在大陸電影產業化、市場化的過程中發展

及運作，希望能得到不同於以往研究的結果。

二、探討國家政策對於中國大陸「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影響。

對於中國大陸電影產業而言，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國

家政策的主導無疑是一項關鍵性的因素。自 1978 年改革開放，電影開始

進行體制改革，同時以「中外合拍」電影的形式引進國外資金技術提升本

國電影的質量，國家政策的推動都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透過對國家政策

及政府干預措施，如進口影片配額限制、國產電影市場保護等探討，有助

於理解大陸電影市場所以能夠迅速崛起，「中外合拍」電影模式所以成為

市場主流，及政策對市場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影響。

三、 探討當前中國大陸「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三大主要合作地區：
香港、台灣、美國合拍電影歷程的政治經濟分析。

1980 年代初期，香港電影開始北上進入中國大陸取景拍片，大陸電

影工作者透過合拍電影的訓練，獲取香港電影的製作技巧、娛樂元素及市

場觀念，朝向商業電影轉型，大陸電影商業化便是在香港電影人和中港合

拍片的協助下開始進行，從此開啟「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潮流。
19

 

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 ECFA 完成簽署，取消台灣電影進口大陸的

配額限制，由於兩岸語言及文化背景相似，使得大陸電影市場成為當前台

灣電影產業振興的希望，也造就近年台灣和大陸合拍電影的盛行。

美國好萊塢向來是電影工業全球化的指標，但中國大陸直到 1994 年

才正式每年進口 10 部好萊塢大片公開放映，目的在以進口大片的票房分

帳收入挹注大陸國內電影市場，此後好萊塢電影不斷叩關，中美合拍電影

便是在全球化與市場保護拉鋸下展開。

19 「CEPA為港產影劇敞開門戶」（2006年 9月 30日），2010年 6月 3日下載，《人民網》，
http;//gov.people.com.cn/BIG5/46737/4877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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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通過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美國、台灣合拍電影過程的探討，

對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歷程有更完整的理解，同時對合作

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影響做出深入的分析。

四、 探討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問題，及合拍電影市場
的未來展望。

目前「中外合拍」電影以其製作水準和票房表現，已成為全球化浪潮

下中國大陸電影製片的主流趨勢，各國投資者紛紛赴陸尋求合作拍片的機

會，「中外合拍」電影的前景看似一片光明，無論國內外都對大陸電影市

場及「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寄予厚望。然而未來大陸的電影市場是

否能夠持續保持這種高速成長的榮景？「中外合拍」電影是否能夠帶領大

陸電影「走出去」，在國際電影市場占有一席之地？未來中、港、台三地

電合作拍攝電影，能否有效整合華語電影市場，創造兩岸三地電影「三

贏」局面？本文希望通過對上述幾個問題的探討，歸納出「中外合拍」電

影模式的未來展望，做為發展中國家發展文化產業的依據，並提供台灣產

官學界做為評估進入大陸電影市場的參考。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評析

壹、文獻回顧

有關本文的研究文獻，可分為博碩士論文與專書、專著兩個部分。由

於目前國內外針對中國大陸「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相關研究十分罕見，

本文將分別從兩個面向的資料進行搜集，一類是有關電影政策的相關文

獻；一類是有關電影產業與經濟的相關文獻，從中整理出本文所需的資

料。

一、博碩士論文：

筆者嘗試以「中國電影」、「中國大陸電影」、「中國電影產業」、「中國

大陸電影產業」、「合拍片」等為關鍵字，查詢「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

文知識系統」、「google 學術搜尋」，迄 2012 年 12 月，兩岸相關之博碩士

論文數量有限，資料略述如下：

（一）電影政策面向

1、劉帆所著碩士論文「新時期中國大陸電影體制變革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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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1970 年代末迄今 20 餘年，中國大陸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轉軌，電影體制從製片、發行、放映由計畫向市場推進的過程中，計

畫與市場兩股勢力的角力。

作者首先導入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研究方法說明中國大陸電影業改革

的核心模式。其次就 1978 至 1993 年高度計畫體制下的大陸電影事業進

行研究。

基於歷史的原因，此一時期中國大陸電影延續按計劃指標生產，由中

影公司統一收購、統一向下逐級發行銷售、由地方事業單位統一觀看的大

一統模式運作。但在此期間，也陸續開始採取按拷貝結算、提高每個拷貝

收購價格、電影票價有限浮動、電影業各方利潤分配制度等改革措施。

從 1993 年起，大陸電影體制正式開始由計畫轉向半計畫半市場的雙

軌運行制改革。由於電影自身特殊的意識形態性使然，此一時期電影領域

計畫經濟的慣性仍然相當強大，大陸電影業改革遠落後於第二、第三產業

的改革，實際上計畫與市場同在電影產業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但計畫的

力量略占優勢。 

然而從 2001年起，中國大陸市場力量終於躍居主導地位，促使官方政

策面對電影產業化實效加以肯定，帶動大陸電影體制全面走向創新之路。
20

 

2、賴欣儀所著碩士論文「走向市場的偶然－張藝謀、馮小剛的抉擇」

主要是以中國大陸文藝政策與體制轉變的發展為框架，藉由個案分

析，理解大陸電影在不同時期，市場與政治的勢力消長，夾雜著行為者本

身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個人特質，因而形塑出各自的判斷與抉擇。

作者選擇張藝謀、馮小剛進行個案分析，目的是為理解在中國大陸電

影界中既存的限制裡，不同行為者如何因應、面對結構的限制，個體的行

為與選擇鑲嵌於國家控制與市場需求的角力，另方面也影響國家控制的鬆

動與市場需求的轉變。
21

 

（二）電影產業經濟面向

1、陳盛璋所著碩士論文「中國電影產業競爭力研究」

指出電影產業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中國電影產業與美

國、法國、韓國等其他主要電影生產國的電影產業相比，競爭力仍然不

足。透過分析中國電影產業發展歷程、現狀，結合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特

20 劉帆，新時期中國大陸電影體制變革述略（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21 賴欣儀，走向市場的偶然－張藝謀、馮小剛的抉擇（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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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律，借鑒世界其他國家電影產業的實踐經驗，分析中國電影產業國

際競爭力，歸納出當前中國電影產業競爭力存在著以下危機：產業化的觀

念和制度並未真正確立、國產電影的數量和品質與國際電影市場要求不相

適應、電影市場現狀與市場潛力間存在明顯差距、票房份額嚴重失衡等，

並以此探討提升中國電影產業競爭力的目標方向和主要途徑。
22

 

2、吳同鈞所著碩士論文「中國大陸電影產業化之研究」

探討中國大陸電影產業體制改革透過國家行政力量執行，造成電影產

業制度的變遷與市場結構發生變化。結合「媒介經濟學」、「制度變遷」理

論，探討國家電影產業政策變遷的原因、過程及對電影市場環境條件、市

場結構、廠商行為與市場績效之間的互動。利用歷史分析法，從 1979 年

改革開放後，針對大陸電影產業化的發展做有系統的研究分析，將改革開

放以來，大陸電影體制制度變遷發展，分為三個時期探討：從 1979 年至

1991 年；1992 至 2001 年；2002 年迄今。透過相關數據與研究資料，分

析大陸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的市場集中度。研究結果發現：從大陸電影

製片數量分析，市場集中度為逐年下降；從製片生產影片票房成績分析大

陸主要電影製片企業攝製的影片，及每年大陸電影市場國產影片國內票房

總額，所得出結果為電影市場集中在主要國產製片企業，屬高度集中發展

的趨勢。從發行公司集中度指數衡量，2002 年到 2006 年大陸院線業的集

中度有逐年下降趨勢，市場壟斷力量越來越小。在所有權集中方面，大陸

已組建 6 家國營電影集團，電影產業推行股份制改革，實施所有權與經營

權分離，加快推進企業公司制。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由於民營公司的成立，使其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

但大陸電影集團主要是透過國家行政力量組建，多數沿用以往事業體制，

沒有形成現代企業制度，產權不明晰、權責不明確、政企不分的情況仍嚴

重存在。最後作者提出大陸電影產業發展面臨電影分級制尚未實施、著作

權保護不力、盜版猖獗、網路下載等諸多不利因素仍有待改革。
23

 

3、高鋮所著博士論文「基於 SCP 分析框架的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研究」

以經濟學觀點和實證研究方法，在 SCP 範式框架下，系統地探討現

階段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結構、產業行為和績效特徵間的相關性，並提出公

共政策選擇的建議。

本文首先論證電影的商品屬性和電影產業化發展的必然性，並回顧中

22 陳盛璋，中國電影產業競爭力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23 吳同鈞，中國大陸電影產業化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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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電影產業「先市場化後產業化」的改革歷程。在對大陸電影市場的

產業規模、集中度、產業壁壘、差異化等結構研究基礎上，得出大陸電影

產業總體為中寡占型結構特徵的結論。再引入對電影產業組織的集團化傾

向、合謀與聯盟化行為、垂直一體化、橫向併購、定價策略、RD 行為、

電影行銷、盜版與反盜版、檔期經營等行為特徵的分析，之後從消費者剩

餘和社會福利的角度，對電影產業績效進行分析，通過數學模型、結構和

行為特徵相聯繫，實證研究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現集中度與績效成反方向

運動，而經濟性進入壁壘則基本失效。大陸電影產業已成為一個高差異化

產業，而差異化程度與產業績效呈同方向變化。要進一步推進大陸電影的

產業化進程，擴大開放改革是唯一出路。調整電影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性

壁壘的有效性，增加差異化程度是符合大陸電影產業實際的思路選擇。
24

 

4、 鄭嘉詩所著碩士論文「從中國電影發展策略看臺灣電影進入中國市場

之機會與挑戰」

探討兩個主題：中國大陸在電影產業上之發展策略對台灣的機會與挑

戰為何？針對大陸發展策略對台灣的機會與挑戰，台灣電影產業應採取哪

些應變措施？作者指出兩岸電影產業多年來缺乏交流，原因除大陸對於電

影的各項發展措施缺乏穩定性及電影法規與部門體制異常複雜外，台灣對

大陸電影之政策法制、市場偏好、產業規模及產業價值鏈所知不多也是關

鍵原因。

由研究結果發現，由於電影發展政策的影響，使得中國大陸電影產業

的替代品威脅遠較台灣電影產業低，但若台灣能夠與大陸電影產業採取跨

國合作的方式，爭取製作合拍片的機會，可化危機為轉機，使台灣電影產

業能夠走出市場小及人才不足等問題，並可排除大陸與香港簽訂 CEPA 後

所帶來的華語合拍片的市場威脅。
25

 

5、鄭閔聲所著碩士論文「從計畫到市場：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與未來」

探討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電影工業相關環節皆為政府所掌握，

對內實行統購統銷的計畫經濟式生產，對外則禁絕美國電影輸入。然而

1979 年以後，大陸電影產業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加上國內電影

觀眾銳減、製片單位長期虧損等因素，開始建立符合市場運作機制的電影

體系。

24 高鋮，基於 SCP 分析框架的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25 鄭嘉詩，從中國電影發展策略看臺灣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之機會與挑戰（台北：政治大學國際
經營與貿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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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90 年代由於市場狀況未見起色，中國大陸毅然決定引進好萊塢

大片。2000 年的 WTO 談判，大陸更進一步開放進口電影配額，及外商投

資電影事業，大陸電影產業就在內部體制更迭，及外商外片衝擊之下進行

持續性變革。

當前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已初具成果，電影產量產值皆逐年提升，本

國電影所占市場份額也已超越外國電影，部份陸片更在海外市場大有斬

獲。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政府在推動產業改革的過程中著力甚深，因此政

府目前仍是大陸電影市場上最大的投資者與推動力。整體產業興盛背後，

大陸電影目前仍面臨資源分配不均，儘管出現能夠脫離資金、政治控制的

新型態獨立電影，然而大部份電影仍難以回收成本，甚至無法在院線上

映，如何提供大片之外的中低成本電影更多機會與空間，使產業更加多元

健全，是未來大陸電影發展的重點。
26

 

6、許輝所著碩士論文「中國電影產業競爭力及貿易戰略研究」   

探討電影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核心，成為當代許多國家新的經濟成長

重點，其貿易量決定各國在國際文化市場上所占有的地位，是 21 世紀極

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發達國家常利用電影進行文化傾銷。在此背景

下，對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競爭力和電影對外貿易進行系統的研究，進而尋

求提升產業競爭力和促進貿易發展的有效途徑。首先對電影產業的定義、

特點及外延作簡要概述。其次，在闡述產業競爭力基本理論和評價方法的

基礎上，提出一個以需求狀況、經營狀況、投（融）資狀況、電影後產品

市場，及產業政策和法制環境等五大要素構成的電影產業競爭力的理論模

型，建立由 3 大模組 ( 基礎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和環境競爭力 )、5 大要

素、13 個競爭力分項指標構成的電影產業競爭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選

取中、美、韓、日、法、印六國為比較對象，通過收集各國電影產業競爭

力評價指標相關資料，以主成分分析法對這些資料進行分類整理，得出數

值並排名，同時結合定性分析，對大陸電影產業競爭力進行分析和評價。

研究表明，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競爭力明顯處於劣勢，應著重從解決電

影產業發展的五大關鍵因素入手，為提高大陸電影產業競爭力創造條件。

最後通過對電影貿易的定義和大陸電影貿易現狀進行分析，進一步從規模

經濟、偏好相似、競爭優勢、文化折扣、知識產權壁壘，及外商直接投資

等貿易理論、產業經濟學相關理論對大陸電影貿易發展相對滯後的原因作

26 鄭閔聲，從計畫到市場：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與未來（台北：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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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理解釋。
27

 

二、專書與專著

（一）電影政策面向

1、國內學者劉立行所著「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

運用法規文本、新聞報導，及產業研究報告等三種文獻資料，探討中

國大陸電影產業法規如何運作、政府支援電影事業的資源及對電影事業補

助的方式、其推動國產影片進入市場的措施，及目前大陸電影市場的產業

前景為何等。本文以法規內容為依據，分別闡述大陸電影產業的市場表

現、市場進入、政策介入、特種基金、發行系統支援等內涵，將大陸電影

政策中較特殊的國片支援方式與市場扶植手段勾勒出一個清楚脈絡，凸顯

出大陸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的獨特性，及政府政策的積極介入，是近年來

大陸電影市場持續擴大主因等主要論點。
28

 

2、國內學者劉立行所著「進口電影之發行管理模式分析－中國市場案例」

以法規中的管理條文做為第一手資料進行文獻分析，探討中國大陸電影

市場的外片發行機制，及其發行管理模式。分別從大陸電影發行體制沿革、

目前實行的進口片發行政策、中方與外片方的分帳安排、進口片發行對國片

市場進入的衝擊，大陸以外片發行所得扶植國片的策略等特殊案例進行探

討。發現大陸政府針對進口片的發行管理模式確已達到促進電影市場擴大、

國家利益增長的效果，但也同時形成小型國產影片市場進入的障礙。
29

  

3、 國內學者劉立行所著「大陸電影實際運作之超穩定結構分析－以法規

文本為框架」

建構中國大陸電影市場自開放以來的一個清楚脈絡，並解釋以大陸市

場為核心的華語電影形成目前超穩定結構的過程。本文依序探討大陸加入

WTO 與簽署 CEPA 後，對有關開放電影市場的承諾與影響、大陸電影政

策對外資准入的規範、對華語合拍片的政策、大型合拍片的新國際文化分

工理論是否可以解釋大陸電影現象等研究議題。

文獻歸納研究發現：導致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具磁吸效應與穩定結構的

最重要原因，是政府對外的有條件市場准入政策及若干守門政策。在市場

准入的政策中，大陸對香港電影採取更緊密聯繫的承諾，對華語電影區域

27 許輝，中國電影產業競爭力及貿易戰略研究（湖南：湘潭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28 劉立行，「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2011年 9月 30日下載，《台灣電影

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7466&ctNode=258。
29 劉立行，「進口電影之發行管理模式分析－中國市場案例」，2011年 9月 9日下載，《台灣電

影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7467&ctNode=25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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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影響最為明顯，大型華語電影國際化的經驗，在學術上直接挑戰國

際文化分工理論的若干假設。
30

 

4、 國內學者劉立行所著《國家電影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產業之理

論與實務》

探討各國電影產業與市場現況、各國政府對電影產業介入的支援政策

架構，及各國電影扶植制度形成背後最重要的意識形態理念。

作者指出好萊塢是國際電影產業市場經濟的中心，各國電影扶植制度

中最重要的補助、稅賦抵減，及國際合作攝製等發展策略與運作的選擇，

都與美國電影產業制度相互對應，並由此建構出一個由美國到 WTO，由

法國到 EU（歐盟），由各國到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31

 的論述主

軸，探討各國電影制度的政策選項在 WTO、EU，及 UNESCO 等國際政

體的管制架構下，所呈現出的對話、衝突與博奕等景象。
32

 

5、Wang,Ting 所著 Hollywood`s pre-WTO crusade in China

探討中國大陸對進口電影的發行與管理體制。中共自建政以來，對進

口影片始終採取管制進口的措施，以保護本國電影製片機構與市場。1994

年大陸開放 10 部外片進口，背後其實蘊含扶植本國電影產業的理念，目

的藉由 10 部進口電影的產值擴大本國電影市場，以其獲利協助累積本國

電影產業發展的資本。

2004 年，美國電影協會（MPAA）在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目的就

是希望大陸放寬對外國影片的進口配額限制，但並未獲得回應。然而大陸

開放 10 部外國電影進口，一方面擴大了國內電影市場，但另一方面外國

進口電影的賣座卻也壓縮大陸本土電影的市占率，電影製作領域反而遭受

擠壓。
33

 

6、大陸學者唐建英所著「中國電影製作扶植政策的演進與反思」

指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早期或追趕工業化國家的過程中，都傾向於實

施幼稚產業的保護策略，只不過所採取的策略形式各異。自中共建政以

30 劉立行，「大陸電影實際運作之超穩定結構分析－以法規文本為框架」，2011年 12月 15日下
載，《台灣電影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1/ct/xitem/57465/ctnode/258/。

31 聯合國於 1946年成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由當時 191個國家所組成。該組織致力於透過協調各國教育、科學、
文化，促進世界交流、詳見 Lepa,M.(2005),Identity issues：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Content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p1. Last Update 12 
March 2012, http://www.mariannelepa.ca/Report_Indenity_Issues.html.

32 劉立行，國家電影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產業之理論與實務（台北：正中書局，2009
年）。

33 Wang,Ting.(2007).Hollywood`s pre-WTO crusade in China.Jump Cut: A Review of Contempory 
Media (electronic version),Spring(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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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國家對國產電影扶植一直是固有的傳統。1980 年代末，中國大陸政

府通過成立電影專項資金等方式，扶植國產電影的創作和生產。2000 年

以後，隨著電影體制改革加速，又啟動稅收優惠、信貸金融支持等政策。

本文從政府扶植電影的理論依據入手，探討大陸電影製作扶植政策的演進

及目前存在的問題，借鑒法、韓等國的經驗，提出大陸政府需要有效組織

目前各種扶植手段，建立更有效率的國家電影扶植體系，以適應當前電影

產業發展需要。
34

 

7、 美國學者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香港學者葉月瑜合著《東

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East Asia Screen Industries）

這是一本將東亞地區視為國際電影製作、貿易與商業新興中心的專

書。藉由東亞各國標竿電影的個案研究，探討中、港、日、韓各國對電

影產業策略與實行過程。透過這些個案研究，作者觸及相當廣泛的議題，

包括：電影政策、類型、明星、共同製作以及行銷，進而探討東亞各國及

台灣的影視產業如何因應 1990 年代的金融危機，重新成為重要的產業與

文化力量，並在面臨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挑戰時，做出有力的回應，期

望能藉由全面性的觀察與探討，呈現出東亞影視產業的樣貌。值得注意的

是，作者指出東亞各國為因應全球化所推動的「泛亞洲電影」，也就是經

由跨國合作拍片統合亞洲電影市場，但由於近年來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迅

速崛起及政策導引，使得「泛亞洲電影」經常轉變成為「泛中國大陸」電

影合作案，值得深入探討。
35

 

（二）電影產業經濟面向

1、 大陸學者吳信訓、金冠軍主編《中國傳媒經濟研究 1949 － 2004》第

八章「中國電影經濟研究」

探討中國大陸電影發展歷程，特別是 1978 年改革開放後，大陸電影

開始朝向市場化、產業化方向轉型。在此期間，電影事業歷經經濟意識的

復甦、產業化的摸索、經濟改革反思等幾個時期。本文從電影經濟宏觀研

究的角度切入，探討大陸電影發展過程中，製片、發行、放映過程變革的

內容。
36

 

2、 大陸學者張江藝在《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第四章「中國電

34 唐建英，「中國電影製作扶植政策的演進與反思」，電影藝術，2010年第 1期，頁 28－ 36。
35 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葉月瑜，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台北：書林，2011
年）。

36 吳信訓、金冠軍主編，中國傳媒經濟研究 1949 － 200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0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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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業競爭力分析」

參考美國學者波特（Michel E.Porter）的競爭力優勢理論，歸納出幾

個具體分析指標，探討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的競爭力優勢。本文歸納出大陸

電影產業需求狀況、經營狀況、投資融資及其他支持政策、相關產業，及

產業政策與法制環境等幾項指標與綜合評價，比較中、美、法、韓、日、

印等六國電影產業競爭優勢，並對提高大陸電影產業的競爭力等提出政策

建議。
37

 

貳、文獻評析

目前有關中國大陸研究的書籍為數眾多，然而探討大陸電影的博碩士

論文和著作卻相當有限，相關研究多出自於大陸學者之手，台灣學界對於

大陸電影領域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以上文獻回顧中，可發現當

前有關大陸電影相關之研究，具有以下特徵值得探究：

一、電影政治經濟分析逐漸抬頭

以往有關中國大陸電影的研究，多以電影美學、電影理論、電影技

術、電影史為主，探討電影政策與電影產業經濟層面的研究很少出現。直

到 1993 年，廣電部下發《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

自改革開放後試行多年的電影體制改革與市場化方向才告正式確立。此

後隨著 2001 年大陸加入 WTO，及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積極發展

文化事業，電影改革不斷深化。相較於以往偏重於電影文本分析的闡釋取

向，近年來的大陸電影研究開始採取政治經濟分析的途徑，對於大陸電影

市場化、產業化過程，及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對於電影政策、

電影市場、電影產業影響的研究逐漸開始出現，形成當前大陸電影研究的

一個新的領域與途徑。

二、產業經濟相關理論普遍運用

近年有關中國大陸電影的研究中，經常以產業經濟（Industrial 

economics）理論來作為研究的理論架構，較為常見者如分析產業競

爭優勢的波特（Michel E.Porter）競爭力優勢理論（鑽石體系）。波特

指出，一個國家的生產要素（factor conditions）、需求條件（demand 

conditions）、支援與相關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企業

37 祁述訓主編，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 133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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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企業結構與同業競爭（firm strategy,structure,and rivalry）、機會

（chance）與政府行為（government）是形成國家競爭力優勢的六個關鍵

要素。
38
此外，「SCP 模式」分別從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市場行

為（market conduct）、市場績效（market performance）三種模式進行產

業分析。
39

 而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理論則引用個體經濟

學、企業理論、交易成本的概念分別從市場組織結構、企業組織結構進行

產業分析。
40

 產業經濟相關理論已在近年來大陸電影研究中被普遍運用。

參、本文觀點

近期有關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經濟的討論中，學者引進經濟學的觀點對

電影產業進行分析，從最主要的經濟問題，包括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及

為誰生產三個基本問題進行探討。
41

 儘管從產業經濟的角度出發，有助

於瞭解產業發展的過程，從產業結構、行為、表現分析提供經濟學分析的

有利架構，但它的目的在於確定產業的狀態與運作，而不在於探討市場應

該成為怎樣的面貌，它是一種對市場實際情況是什麼（what is）的狀態

分析，而不是建議市場應該成為什麼樣貌（what ought to be）的評價。
42

 

此一研究取徑不採取以道德為基礎的批判，而是偏重於對於現況的描述。

本文以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為主題，產

業與市場現況的描述並不是本篇研究的主要目的。當代政治經濟學可分為

現代政治經濟學（modern political economy）與馬克思傳統的政治經濟

學兩大主要派別。現代政治經濟學起源於新古典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學

的重點在於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科學性，而現代政治經濟學則在於將新古

典經濟學解釋理性經濟行為的理論與模式，用於理性政治行為的研究上。

如果說現代政治經濟學是強調個人主觀意識下理性行為的形式理論，馬克

思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則是強調集體社會物質條件的實存與變遷的理論，主

張以生產工具共有制取代資本主義財產權，以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

38 Michel E.Porter.(1990).The Competitive of Nations,NewYork:The Free Press,,pp,74-124. 
39 馬建堂，結構與行為：中國產業組織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 15。
40 產業組織理論參酌 George.J.Stigler.(1963).Captial and Rates of Retur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Prinec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2.
 George.J.Stigler.(1964).A Theory of Oligopo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2,pp.44-61.

George.J.Stigler著，潘振民譯，產業組織和政府管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1年），頁
41－ 71。

41 Haveman, Robert and Kenyon A. Knopf. (1970). The Market System, New York : John Wiley&Sons, pp.2 
-3.

42 Gomery,D,(1989). Media economics: Terms of analysi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6(1),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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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機關，以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取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計畫式經濟

取代市場經濟。
43

 

對於中國大陸電影產業而言，由於是從計畫經濟逐步走向市場經濟的

發展過程，至今仍同時保有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成分，要探討以上三個

有關生產的基本問題，無法單從新古點經濟學派主張透過市場價格機制運

作，或馬克思主義者主張透過政府中央計劃經濟管制市場價格機能而獲得

完整處理，
44

 必須以整合性觀點分析實存政治、經濟問題的出現、發展與

變遷作為研究的起點。

中國大陸「中外合拍」電影起源於大陸推動推動市場經濟轉型，及文

化「走出去」戰略的實踐，與國家電影政策、產業經濟、全球化市場息

息相關，除了對當前政策、產業與市場現況進行描述外，「中外合拍」電

影政策的起源、實踐的過程、結果與影響亦是探討的重點，應以現代政

治經濟學為基礎、以整合性觀點所討論市場與政府的種種政治、經濟活

動入手，也就是必須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運作結構中一併探

討，因此本文將以政治經濟學的整合性分析為基礎，採用傳播政治經濟學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理論的研究途徑，作為

本篇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是指用來分析各種政治社會現象的理

論模式和分析框架。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則是研究者先確定所要

採用的研究途徑後，再視研究途徑所選擇進行研究的方法，通常由數個一

般性的方法所組成。本文採用的研究途徑和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壹、研究途徑

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以下簡稱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途徑，是以當代大眾傳播媒介生

產分銷商品的工商組織形式作為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出發點，其次是探討

43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的基礎理論（台北：桂冠，1988年），頁 21－ 36。
44 Lange,Oscar and F.M.Taylor.(1964).On the Economics of Socialism,NewYork:McGraw-

Hill,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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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如何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被生產出來。至於國家的角色，則是將

國家置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架構中，檢視其權力的行使作為一種「公共

性干預」（public intervention）對於文化生產的影響。
45

 換言之，傳播政

治經濟學著重分析大眾傳播體的產製、傳送與消費過程中，市場機制（經

濟）、國家機器（政治）與傳播體系（知識 / 資訊力量）三者之間的互動

關係（Dynamic Interaction），
46

 也就是探討政治、經濟與大眾傳播體系三

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外，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在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情境下分析傳播產業，

特別著重其結構與表現的分析，
47

 不僅分析產業集中的過程與所有權力的

行使，並且探討媒體商業化所帶來的文化與社會等層面的影響。
48

 此一研

究方法主要是奠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政治經濟學，但同時也廣泛引用如

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等其它學門的研究方法與論點。

Mosco 歸納了三個傳播政治經濟學進入分析全球化概念的具體框架，

分別是：

一、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將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

二、空間化（spatialization），空間與時間的跨越轉化，或制度延伸的過程。

三、結構化（structuration）：即社會各種能動力量形成二元結構的過程。
49

 

以上這三個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概念框架，對「中外合拍」電影模

式的發展過程至為重要，本文將嘗試由三個「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主要

合作地區：大陸與美國合拍片、大陸與香港合拍片、大陸與台灣合拍片進

行政治經濟分析。

貳、研究方法

由 於 主 客 觀 條 件 限 制， 本 文 無 法 採 用「 實 地 觀 察 」（field 

observation）、「 抽 樣 調 查 」（sample survey） 或「 田 野 研 究 」（field 

45 Golding, P. and Murdock, G.(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p.21.

46 Norris,V.(1980). Advertising history-According to the textbook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9 (3): 
pp.201-209.

47 Kim, K. K. (1995).Spreading the net: The consolidation process of large transnational advertising 
agencies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4: pp.195-217. 

 Bettig, R. V.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48 McQuail, D.(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49 Mosco,V.(1996).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38.



20

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

study）等「準實驗性的方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50

 而是

採用「文獻研究法」（literature research）、「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等「非介入性研究」

（unobtrusive research）或「無回應性研究」（nonreactive research）的

方式進行。
51

 

一、文獻研究法（literature research）

文獻資料包含各種書籍、報刊、檔案、信件、日記、圖像及研究數據

等，社會科學的文獻研究是通過蒐集現存以文字、數字、符號、畫面等訊

息形式出現的文獻資料，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的研究方式。文獻研究

與其他研究方法最大不同處在於非直接由研究對象獲取資料，而是透過第

二手資料尋找研究所需的材料，
52

 針對文獻資料的內容以有系統、客觀的

方法分析確認資料訊息的特性，以做為研究推論的基礎。
53

 

本文廣泛蒐集國內外相關書籍、論文、期刊、報章雜誌報導等，通過

這些資料的分析歸納，瞭解中國大陸電影市場與產業的發展過程，進而分

析「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及對電影市場與產業的影響，及發展過程

中所面對的問題。

二、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歷史研究法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一種研究方法。透過現存既有的歷

史資料，從中尋找研究所需的素材，從而對歷史過程中的特定事件發展進

行解釋，進而瞭解現況及預測未來，其核心不在於事實的堆砌，而在於對

這些事實進行解釋和分析。
54

 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研究，即是從個別歷史事

實的因果關聯中去「重建過去」的工作，因為任何事件發展都有其前因後

果的關聯性，唯有對事件發展過程具備完整的瞭解，才能對其可能演變趨

勢作出較正確的評估。就中國大陸電影發展過程而言，有其歷史的延續性

與關聯性，必須對大陸電影市場與產業的發展加以理解，才能進一步探討

「中外合拍」電影在政治、經濟層面的各種呈現，並進行分析。

50 魏鏞，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 125。
51 仇立平，社會研究方法（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239。
52 李俊、鄭衛東主編，社會研究方法的思考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130。
53 Ole R. Holsti.(1968).Content Analysis,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ed.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Reading,Mass.:Addison-Wesley,p.601.
54 Paul D.Leedy、Jeanne Ellis Ormrod著，顧寶炎、牛冬梅、陳國瀘等譯，實用研究方法論－計

劃與設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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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

比較研究是將兩個或多個彼此有某種聯繫的同類事物進行比對，以尋

找出其相同點和相異點，可分為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兩種方式。橫向比較

是對同時期兩種或多種現象進行比較，縱向比較是對不同時期的現象進行

比較，包括對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現象進行比較，及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

的現象進行比較。
55

 

就本文而言，採用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兩種方式進行。橫向比較是根

據同一時期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三種主要類型：大陸與美

國合拍片、大陸與香港合拍片、大陸與台灣合拍片的政治、經濟面向進行

比較分析。縱向比較則基本上從改革開放後作為觀察起點，根據「中外合

拍」電影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情況進行比對分析。

第四節　研究資料、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資料

本文所蒐集參考的資料分為五種：

一、中國大陸官方政策文件

根據國務院 2002 年 2 月 1 日公布施行《電影管理條例》第四條規

定，
56

 目前中國大陸電影的中央主管機關為國務院「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

局」（廣電總局），
57

 但文化部、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工

商總局也都可對電影提出政策，下發文件，根據大陸電影主管機關所下發

的政策文件是瞭解電影產業發展脈絡的重要依據。

二、中國大陸出版的相關年鑒及產業報告

有關研究中國大陸電影的相關文獻，北京「中國電影家協會」自

55 陳振明主編，政治學－概念、理論和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 70－
71。

56 「電影管理條例」（2002年 2月 1日），2012年 2月 23日下載，《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http://www.chinasarft.gov.cn/articles/2007/02/16/20070913144431120333.html。

57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與廣播電視部合
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影電視部（廣電部）。1998年 6月 25日，廣電部被改組為國務
院正部級直屬機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廣電總局）。2013年 3月，國務院進行大部制
改革，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與新聞出版總署合併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年 3月
29 日下載，《維 基 百 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6%96
%B0%E9%97%BB%E5%87%BA%E7%89%88%E5%B9%BF%E7%94%B5%E6%80%BB%E5
%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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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起，每年研編出版《中國電影年鑒》，收錄當年有關大陸電影研究

的重要論文，記載相關政策與事件，提供電影產業發展的現況與生產、消

費的相關資訊，包括電影製片、發行量與收益、觀眾人數、個別電影票房

等資料。大陸「國家統計局」每年出版《中國統計年鑒》，提供有關電影

的相關統計數據，對於大陸電影研究，提供基礎的背景資料。

另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年來每年研編出版《中國文化

產業發展報告》，其中包含「電影業年度發展報告」專章，對於上一年度

大陸電影產業發展概況做一整體性的論述。此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近年來每年研編出版《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其中包含「中國

電影產業發展報告」專章，對於上一年度大陸電影政策、產業發展做一綜

合性的論述，其中相關電影產業統計數據甚具參考價值。

三、 國內外傳播與電影專家學者發表有關中國大陸電影研究的專書，
及在各相關期刊雜誌、網站發表的專論

包括「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的《電影藝術》、「上海電影藝術研究所」

主辦的《電影新作》等刊物，及《中國電影網》、《台灣電影網》等網站。

四、國內外近年來有關中國大陸電影研究的博、碩士論文。

五、國內外媒體報導有關中國大陸電影發展現況的報導

包括電影政策、電影市場、電影票房、電影產業動態，電影合拍片及

相關人物訪談等，有助於本文資料的及時增補與更新。

貳、研究範圍

本文在研究範圍的界定上，係依照對象、時間、空間等要素，進行區

分如下：

一、研究對象：

（一） 中國大陸《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 年）第五條，中

外合作攝製電影片包括下列形式：

1、 聯合攝製，即由中外雙方共同投資（含資金、勞務或實物）、共同攝

製、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擔風險的攝製形式。

2、 協作攝製，即外方出資，在中國境內拍攝，中方有償提供設備、器

材、場地、勞務等予以協助的攝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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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託攝製，即外方委託中方在中國境內代為攝製的攝製形式。
58

 

根據以上合作方式區分，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拍片可分為：合拍片

（聯合攝製）、協拍片（協作攝製）和委託拍片（委託攝製）三種合拍片

模式。

「合拍片」如前所述，由中國大陸境內製片公司和境外製片公司共同

投資、共同拍攝、版權共有、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一種拍片形式。「協

拍片」是外國影片到大陸拍攝，由大陸製片公司提供有償服務，不享有影

片版權，僅協助拍攝。「委託拍片」是根據境外製片公司的全權委託，依

照指定內容和技術要求拍攝的影片，大陸方面完成全部工作並收取相應費

用，不享有任何版權。
59

 

以往中國大陸受限於資金、技術不足，最初與境外合作拍片許多僅是

協助拍攝，純粹提供勞務輸出。直到近年來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逐步

深化，資金、技術條件漸趨成熟，以共同投資、共同拍攝、版權共有的合

拍片才成為主流。因此在「中外合拍」電影的發展歷程中，事實上包含合

拍片、協拍片和委託拍片三種合作拍攝的模式，視個案不同而有不同的合

作形式，在此應先作定義上的說明。

（二） 在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歷程中，從境外合作地

區作劃分，可分為大陸與香港合拍片、大陸與台灣合拍片、大陸與

美國合拍片三大主要合拍片類型，為本文研究的主要對象。

（三） 根據中國大陸《電影管理條例》（2002 年）第二條規定，本條例適

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故事片、紀錄片、科教片、美術片、專

題片等電影片的製片、進口、出口、發行和放映等活動。
60

 

（四） 中國大陸中文百科網站《百度百科》對電影產業的定義：電影產業

是電影製作、電影發行、電影院線、和影院的統稱。

1、 電影製作：包括電影的投資、拍攝和後期製作等環節，電影製作公司

擁有電影的版權，並將電影版權出售給發行公司。

2、 電影發行：電影發行公司從製作公司手中購買電影版權，再以票房分

賬的方式與院線公司合作，將電影在合作院線的電影院放映，許多電

影的製作和發行由同一家公司運作。

3、 電影院線：院線公司擁有一條或數條院線，每條院線下有若干個電影

58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年 8月 10日），2012年 9月 20日下載，《國家廣播電
影電視總局》，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4/08/10/20070924090517840608.html。

59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60 《電影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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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由院線公司統一經營管理，統一排片，以票房分帳方式取得影片

拷貝。通常院線會安排大片放映，而一些中小成本電影的發行方則要

努力爭取排入院線放映。影院：電影產業鏈的終端，目前在中國大陸

電影院可分到一部電影票房收入的 50%。
61

 

綜合以上界定，本文基本上係以中國大陸「中外合拍」電影（包括大

陸與香港合拍片、大陸與台灣合拍片、大陸與美國合拍片）的製作、發

行、放映（電影院線、電影院）等三個環節的政治經濟運作為主要研究對

象。然而電影發展有其歷史的延續性與關聯性，因此在研究的縱深上，必

須適度延伸對於大陸電影發展背景與歷程，包括中共文藝政策、電影體制

的演進、電影產業與市場現況、「中外合拍」電影的起源與發展等議題加

以探討。

二、時間範圍：

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從 1979 年文化部成立第一個合

作製片機構—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開始，其發展歷程與改革開放後電影

市場化、產業化進程同時進行。但若從「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起源探

討，則必須由大陸電影發展歷程中去觀照，因此本文是以 1949 年至 2013

年為研究範圍。此外，本文參考大陸官方統計數據資料，這些公開出版的

資料是以 1979 至 2013 年為主。但受限於資料的完整性，2000 年以後大

陸官方統計數據資料較為完備。

三、空間範圍：

本研究主要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效管轄的中國大陸地區為

主，因此文中論及有關「中國」、「中國大陸」、「大陸」等名詞之意義，及

相關之統計數據資料，均不包含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及中華民國

政府所有效管轄之台澎金馬地區。

參、研究限制

本文是以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為研究主

題，但因主客觀條件限制，難以藉由訪談調查、實地觀察取得第一手的研

究資料，而是採取文獻研究經由第二手資料分析的方式進行。

61 「電影產業鏈」，2012年 2月 2日下載，《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05157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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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國內外針對「中外合拍」電影的研究相當少見，資料如何搜

集取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本文研究資料主要來源多出自大陸電影相關研

究，特別是電影政策與產業經濟的研究，從中整理出可供利用的資料，或

大量從網路上尋找最新的相關報導，設法補充資料的完整性，但仍無法呈

現當前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所有面向，因此在資料的完整性方

面有些部分可能會略顯不足。

其次，有關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產業，或有關「中外合拍」電影的統

計數據，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及媒體報導，幾乎完全以大陸官方所公布的

統計數據為準，缺乏其他資料來源佐證，可能因此產生客觀性與可信度不

足的質疑。        

此外，任何產業分析都應以系統化的產業統計做為重要參考依據，

但中國大陸電影由以往國營事業單位轉型為現代化企業的時間不長，產

業化程度不足，官方所公布電影產業的各類統計數據並不十分完備。直

到 2000 年以後，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進程確立，才逐漸有產業總收

入、國內外票房收入、票房排名、影院、銀幕數量、觀影人數等較完整的

基礎統計資料公布，致使在產業分析上缺乏長期完整的資料呈現而有所侷

限。

另外，目前無論國內外電影研究仍以電影藝術、美學、理論層面的探

討為主，尤其是台灣在電影研究多聚焦在電影文本的美學藝術價值的探

討，對於產業能力提升有益之經濟面向的研究並不完備，對大陸電影政策

與產業經濟層面的研究，相關著作與資訊也才剛剛起步，數量相對不足，

「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研究目前更是極為罕見，對本文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形成一大挑戰。但隨著近幾年大陸電影市場不斷增長，產業規模日漸擴

大完備，對於電影市場化、產業化研究逐年增加，有關兩岸三地電影市場

動態、產業運作與合作的報導等相關資料也日漸豐富，可彌補以往許多資

料不足的環節。筆者更期待本研究能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未來大陸相關

產業資料更加完備後，應可進行更為完整更具學術價值的研究分析。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可以圖 1 － 2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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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架構圖

貳、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六個章節，各章節安排如下所示：

一、第一章：緒論

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與評析、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研究

資料、範圍與限制、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等五個部分。

二、第二章：理論探討

主要探討兩個主題：一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用以探討中國大陸採

「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二是「軟實力」理論的運用，大

陸以西方「軟實力」理論為基礎，提出「文化軟實力」與文化「走出去」

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 

電影的政治經濟分析 

中國大陸與美國合拍 

電影的政治經濟分析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 

中國大陸電影的整體結構 

中國大陸與台灣合拍 

電影的政治經濟分析 

結論（反思與展望）

資料蒐集與分析 

相關理論探討 

「中外合拍」電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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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探討大陸電影市場化、產業化過程中，國家以「文化軟實力」與文

化「走出去」政策作為推動電影發展的戰略，對大陸電影與「中外合拍」

模式所產生的影響。

三、第三章：中國大陸整體電影結構的建立與發展

針對中國大陸電影理論、電影體制的建立與演進，及當前大陸電影產

業與市場現況進行分析。大陸電影體制主要探討改革開放前後，大陸電影

製片、發行、放映體制如何從計畫經濟的「統購統銷」，逐步向市場化改

革的過程。而當前電影產業與市場現況，則要探討當前大陸電影產業結構

及市場生產、消費的情況，以便對於大陸電影整體結構有一完整的呈現。

四、第四章：「中外合拍」模式的起源與發展

本章主要探討「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起源與背景、政策的提出，及

「中外合拍」電影的發展過程等，並探討「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盛行的原

因，與影響「中外合拍」模式發展的限制性因素。

五、第五章：「中外合拍」電影的實踐經驗與模式

本章探討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三個主要合作地區，大

陸與香港、台灣、美國合拍電影的發展歷程與現況，實踐經驗與模式，及

其相互影響分析。

六、第六章：結論

對「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反思與展望，並將針對以上章節的論述進

行總結，提出本研究的發現並提出建議，並對後續研究提出方向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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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探討

第一節　傳播政治經濟學

自 1895 年第一部電影問世以來，電影便一直依循著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的規律運作。作為一種文化產業（the culture industry），
1
 電影除了生

產銷售的經濟功能，與提供大眾娛樂的功能之外，同時又兼具傳播特定思

想和觀念的功能。發明大王愛迪生（Thomas Edison）曾說：「誰支配了電

影，誰就將影響民眾，誰就將偉大的權威掌握在手中。」
2
 已預示了日後電

影與政治、經濟、權力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共產主義一向強調群眾路線的特質，而電影正是傳播共產主義意識

形態，凝聚群眾意識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早在俄國革命之前，列寧

（Vladimir Iliich Lenin）就已看出電影在娛樂的外表下，具備最強大的

宣傳與教育功能。他曾說：「當群眾掌握了電影時，並且當它掌握在真正

的社會主義文化工作者手上的時候，它就是教育群眾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之

一。」
3
 因此當蘇聯共產政權成立後，列寧便在 1919 年簽署有關電影國有

化的法令，將電影掌握在蘇聯黨國體制的控制之下。因為列寧深知，共產

主義革命的主要目的，不僅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反

抗，更重要的是要消滅最根深柢固的一種反抗，即思想與意識的反抗，而

電影就是共黨瓦解思想意識反抗，所憑藉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4
 

中共建政後，電影體制移植「蘇聯模式」，實行由黨國集中領導的體

制，電影理論則師承馬列主義思想，強調文藝是屬於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是為政治服務，所謂獨立的、純粹藝術的藝術，實際上都不存在，因此電

影只是為黨國體制服務的工具。這種文藝「工具論」長期支配文藝創作的

自主性，成為影響大陸電影發展的主要因素。
5
 

1978 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由「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

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大陸電影開始走向體制改革的道路。隨著電影

體制改革的深化，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的進程逐步確立，以往大陸電影

1 文化產業（the culture industry），亦可譯為文化工業。批判理論中譯習慣使用「文化工業」，
與本文所提「文化產業」的指涉並無差異，因此文中譯名的替換並不妨礙本文原意。

2 梅長齡，電影原理與製作（台北：三民書局，1978年）頁 17。
3 列別傑夫編，黨論電影（北京：時代出版社，1951年），頁 24。
4 Erik Barnouw,(1965),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Rinehart and Vinston Press,p65.
5 周玉山，「1949年以後中共的文藝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 31卷第 5期，1988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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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宣傳和教育的功能，如今已產生根本的轉變。由於受到意識形態控制

弱化與市場經濟崛起的影響，對於電影藝術價值與商品價值的追求，已逐

漸凌駕於以往宣傳與教育的功能之上，使得電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品

（commodity），特別是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以後，電影作為一種文化

產業的商品屬性獲得確認，其生產過程基本上遵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

作模式，生產目的則主要是為了在市場上進行交換，以實現商品的經濟效

益。

基於以上的認知，本論文將採取「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以下簡稱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

論與研究取向。

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架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奠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政治經

濟學，主張政治經濟的傳播研究是「社會關係的研究，特別是那些相互

構成資源生產、分配與消費之權力關係的研究。」同時也廣泛汲取其它學

科的研究方法與論點，如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經濟學等。
6
 著

重於分析大眾傳播媒體的產製、傳送與消費過程中，市場機制（經濟力

量）、國家機器（政治力量）與傳播體系（知識、資訊力量）三者之間的

互動關係。
7
 

此外，傳播政治經濟學關注於機制（institution）的分析，形成與其

他傳播研究的主要區別所在。機制分析主要探討傳播產業的外部因素（如

政治與經濟因素）與產業結構（industrial structure）間的互動關係，認

為傳播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關係是交互作用與影響的。
8
 特別是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情境下，探討傳播產業的結構與表現，不僅分析

產業集中的過程與媒體所有權權力的行使，並探討媒體商業化以後所帶來

的文化與社會等層面的各種影響。
9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政治經濟學源自於馬克思主義傳統，強調唯物史

觀，但並非主張過於化約的經濟決定論，而是指出作為下層結構的經濟關

6 Mosco,V.(1996).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7 Norris, V. (1980). Advertising history--According to the textbook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9 (3): 
201-209.

8 McChesney, R. W.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R. W. McChesney, 
E. M. Wood, & J. B. Foster (Eds.). Capitalism and theInformation A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London: Sage,pp.1-26.

9 McQuail, D.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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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將會制約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必須對於歷史背景下的物質生產

作出整體的分析。 因此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並不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
10

定論，認為經濟是最終決定的因素（the last instance），而是主張經濟決

定的力量總是優先（the first instance）運作的。
11

 

是故，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優先且最重要」（the first and foremost）

的出發點，是在於生產與分銷商品的產業形式，其次才是探討意識形態的

問題。
12

 而對於意識形態層面的分析，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則關注意識形態

是如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被製造生產出來。
13

 由此可見，經濟是傳播活動

發生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也是政治經濟分析的主要起點，但無法

單憑經濟因素為傳播活動的本質提供完整的解釋。
14

 

至於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另一個關注的重點，是國家管制與傳播機構之

間關係的本質。對於傳播政治經濟研究而言，國家無疑是影響傳播的重要

因素，但對於國家角色的理解，並不如部分文化研究學者所認為，國家在

維持社會現狀合理化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而是應該將國家置於資本

主義世界體系的架構中，進而檢視其權力行使作為一種「公共性干預」

（public intervention）對於文化生產的影響。
15

 

關於國家角色的分析，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提出四個面向，即商業化、

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商業化是指政府提供一些基礎建設與服務，如

提供電信傳播服務，或加強電影院的建設等。私有化是政府進一步將原本

公營的企業單位轉換成為民營企業。自由化是指政府同意開放市場競爭，

如允許國內外企業進入本國市場。而國際化則是將國家與其它國家連結，

並將部分經濟與政治權力轉移至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經濟組織，如加入國際

貿易組織（WTO）等。
16

 此外，對於國家角色如何制訂相關的傳播與市

10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83).Capitalism,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 in 
Curran,James,Michael Curevitch and Janet Wollacott,e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HK:WingKing Tong,pp.16-17.

11 Hall,S.(1983).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B,Matthew(Ed.),Marx:A 
Hundred Years On.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p84.

12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74). For a Political Ecomon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R,Milliband and J.Saville(eds.),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3,London:Merlin.Press,PP.205-206.

13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74). For a Political Ecomony of Mass Communication,PP.206-207.
14 Golding, P. and Murdock, G.(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pp, p18.
15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21.
16 Murdock, G. (1990). Redrawing the map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concentration and 

ownership in the era of privatization. In M. Ferguson(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Future Directions for Media Research, London: Sage. p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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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規範等，也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核心分析之一。
17

 以上觀點，對於

探討目前跨國傳媒集團的全球化策略，與各國政府的因應方式具有重要的

影響。

從文化工業的面向來看，當代文化運作的物質資源必須透過龐大的產

業提供其生存條件，而文化工業的運作則是將資本主義獲取最高利潤的目

的以文化的形式表現，將文化與藝術的生產轉換成為商品，而這種屬於

市場的可交換形式就如同工業化的生產，具備與工業生產相同的特性，使

其融入成為整體產業結構的一部分。
18

 然而文化工業所生產的產品（如報

紙、電影、電視、廣告等），卻同時具有其他工業生產所未有之處，不僅對

政治、社會、文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同時在人們認知世界的過程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影響人們的思考定義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與能力。
19

 

Adorno 和 Horkheimer 使用「文化工業」一詞，強調大眾文化的

產品乃自上而下作為社會控制與規訓工具的支配／管理／施給的文化

（administered culture）。早在 1940 年代，他們就已預見影視娛樂產業

（entertainment）在商業化的運作下，將成為文化工業最具勢力的一環。

藉由音像的不斷重覆複製既有生活方式作為「世界本應如此」的圖像，使

得受眾接受既存社會就如同天經地義般的自然。
20

 Mills 也指出娛樂性媒

體是社會控制的強勢工具，當人們在勞動之餘身心放鬆之際，曝露於娛樂

性媒體之下，媒體中的角色便輕易地成為認同的對象，為個人問題提供簡

單而刻板化的解答。
21

 

由於文化工業及其產品具有上述雙重屬性，包含意識形態工業（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與文化工業（the Culture Industry）兩種不同的

研究取向。意識形態工業取向關注媒體在傳播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試圖

揭示控制媒體的階級如何通過媒體推銷現存的秩序， 服多數人認可現有

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而複製資本主義霸權，確立社會整合的社會心理基

礎。文化工業取向則強調媒體生 、分配和消費過程中的商品化性質，揭

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追求利潤成為文化生 的主要動機，文化和資訊像商

品一樣被生 ，而受眾則像商品一樣被媒體出售給廣告商，成為被計算的

17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
18 Jhally, S.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In S. Jhally et al. (eds.)  Cult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pp..65-81.
19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15.
20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1969)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pp.120-167.
21 Mills, C.Wright.(1951). White Collar. Boston:Beacon Press,pp.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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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
22

 

正因文化工業具有雙重屬性，在國內可以是社會控制的工具，在國際

上則可以是政治、經濟、文化全球化推廣的載體。因此在文化工業的發展

過程中，國家以政治力量介入文化工業的運作，並對文化產品進行規範已

成為常態。故對於文化產業的研究，無法僅關注其經濟層面的活動，還必

須配合政治、文化、權力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與解釋，方能竟其全功。

隨著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其研究範疇仍在不斷擴展。Bettig 把傳

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分成三個基本範疇：傳播業的經濟結構；資本

邏輯對於文化和資訊的生 、發行和消費的影響；資本主義傳播系統內部

的矛盾和阻力。
23

    

而 McChesney 則提出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兩個主要途徑：審視媒

體與傳播系統及其內容是如何加強、挑戰或影響現有的階級關係和其他社

會關係；強調結構因素和勞動過程對傳播生、流通和消費的影響。這兩個

途徑相互補充，進一步構成傳播政治經濟學有別於其他研究範式的主要特

點。
24

    

但不論其研究範疇如何延伸，綜合以上所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範疇主要涵蓋歷史、機制（包含產業結構）、國家角色、國際傳播等面向

問題的分析。而歷史分析則主要探討傳播現象與結構形成的政治、經濟與

文化等背景因素分析，以作為其主要研究的重點。

貳、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

誠如 Mosco 所指出，「就傳播政治經濟學本身而言，並沒有一個單一

與正確的取向」。儘管如此，他仍嘗試提出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所有主要的

共同基礎，即廣泛的瞭解社會整體、重視社會變遷與歷史、道德的哲學或

探討良好社會價值與秩序，及社會性的干預與實踐性，
25

 並由此歸納作為

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四個主要取向：

一、強調整體性（holistic）

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一個結構性的整體，以經濟分析為起點，並考量

22 Jhally, S.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pp.68-69.
23 羅納德．貝蒂格，版權文化—智慧財產權的政治經濟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3。

24 McChesney, R. W.(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J]. 
Media, Culture & Society,p.22.

25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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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層面的影響因素，將各種社會關係及其權力的交互作用列入分

析架構，因此具有多重決定的特性。
26

 

二、重視歷史（historical）

傳播政治經濟學源自於馬克思主義，強調歷史唯物論，重視歷史進程

的脈絡及其所帶動的社會變遷，與當代文化生產的變遷過程。Golding 與

Murdock 指出，有四個主要的歷史過程與文化的政治經濟分析有密切的關

聯：媒體的發展（如集團化與集中化的潮流）、公司的擴張與延伸（如媒

體的購併與集團化）、商品化（如文化的商品化過程）與政府角色與規範

的改變（如規範解禁、國營或公營企業的民營化）。
27

 

三、道德哲學的提倡

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最重要的特點，是超越一般經濟學所關注的「效

率」議題，而更關注於探討正義、平等與公共利益等最根本的道德性問

題。儘管此種理想性的期待，常忽略媒體擁有者與公民選擇間的衝突，但

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仍保留公共領域的概念，認為媒體作為一種公共論壇，

應使社會中每一個群體表達意見的機會均等，以維護公民權利。
28

 

四、關注私有資本企業與公共干預之間的平衡

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媒體產業已逐漸被大規模的企業集團所控制，

並依據自身利益和需求形塑媒體產製方向的現實中，傳播政治經濟學反對

以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論點，主張國家應介入協調，採取適度的公共干預

以改善市場體系扭曲與不公的現象。
29

 但體認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在管理

傳播活動中的特殊角色，因此特別強調如何決定公共干預的適度範圍。

以上有關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四個主要研究取向，如強調社會整體與

重視社會變遷與歷史的部分，著重歷史過程全觀性的描述，並考量其間政

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分析，因較無爭議，可採取作為本論文分析的

選項。但有關道德哲學的提倡和社會性的干預與實踐的部分，則因涉及道

德規範與價值判斷，較缺乏客觀適用的標準，本論文將不予採用。

26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
27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p.19-21.
28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p.21-22.
29 Meehan,Eileen R.,Mosco,V and Wasko, J.(1993),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Change and 

Continu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autumn,p.351.



35

第二章　理論探討

參、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概念架構

1980 年代以後，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轉變，與新興傳播科技

出現，使得國際傳播環境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面貌。當時美、英政府為因

應全球經濟低迷，提出自由化政策，希望藉此打開全球市場，刺激景氣復

甦。
30

 然而自由化潮流影響所衍生的結果，卻促成了各國規範解禁、私有

化與全球資本障礙的解除，使得媒體紛紛朝向集團化與全球化方向發展，

以往傳播的空間的限制逐漸被打破。Sherman 歸納分析出四個主要的發展

趨勢：

一、規範解除（deregulation）

指各國政府在政策與法規上放寬媒體經營的條件，如允許民間資金投

資經營媒體、解除媒體市場經營範圍的限制等措施。

二、全球化（globalization）

指媒體透過國際併購、合製或合資等方式，將經營的範圍擴展至海

外，以達成擴大市場規模、提升市場競爭力的目的。

三、融合化與追求綜效（synergy）

指媒體透過垂直（媒體集團整合上下游生產要素，控制生產過程）、

水平整合（跨媒體結合，如舊媒體－報紙與新媒體－網路的結合）等方

式，達成媒體經營範圍與企業組織的擴張。

四、聚合化（convergence）

由於新的數位傳播科技出現，使得原本分屬不同領域的產業，如電

視、電影、電腦、電信通訊等產業的界限已日趨模糊，且透過科際整合以

更集中的方式進行運作。
31

 

綜合以上四個發展趨勢，反映出全球媒體市場環境的轉變，其間涵蓋

傳播科技的進展，與政治、經濟等不同層面的變化，彼此交互作用影響。

由於數位科技的進步，與政治、經濟條件的配合，有助於企業組織的集中

與科際的整合，此一過程促成更多媒體朝集團化發展，並擴張其經營範

圍，向全球化發展。藉由企業組織與市場的擴大，提升企業的成長與力

30 Armstrong,P,(1991) ,  Capital ism Since 1945 ,  Oxford,  Uk,  Cambridge,  Mass . :Basi l 
Blackwell,pp.117-318.

31 Sherman,B.L,(1995), Tele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Broadcasting/Cable and the New 
Techonologies.2nd. New York: McGraw-Hill Inc,pp.4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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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進而促使國家解除規範與擴大開放媒體經營權，國外跨國媒體集團也

會以自由化為名，向其欲進入的國家政府施壓，要求其開放市場或降低市

場進入的限制。而國家在面對全球市場開放與競爭的壓力時，基於自身利

益的考量，也會協助國內媒體企業向國際市場擴張作為因應。
32

 反映出

在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遷的過程中，媒體產業結構與國家角色的調整與轉

變，特別是國家在面對全球化與民主化、自由化浪潮下，針對國內外媒體

的因應作為，也凸顯其間權力關係所產生的變革。

此 外，Mosco 在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n：Rethinking 

and Renewal一書中，主張應將分析的重點置於形成社會變遷、社會過

程與社會關係的結構與機制方面，強調應著重其過程而非個別機制的

分析，並由此引伸出三個與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有關的過程：即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空間化（spatialization）與結構化（structuration）。

一、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是指將商品的使用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社

會中，企業組織都以利潤極大化的動機進行對產品的商品化，而產業操作

生產元素的重點則集中於增加產品的可銷售性。
33

 

商品化的概念應用在電影產業的研究上，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主要重

點，是描述政府與企業在推展電影商品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及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下，電影如何從以往著重宣傳與教育的功能，轉換成

為用以交換創收為主要功能的商品化過程。

二、空間化（spatialization）

空間化過程的探討，主要是探究傳播組織在傳播產業力量的擴張情

形，其中包含組織活動的地理延伸和制度延伸，並檢視各種不同的產業集

中形式（如水平或垂直集中等）。
34

 

空間化的概念，可應用在當前全球化的「空間化」發展趨勢上。全球

化的議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察，指的是資本的空間群聚，這個過程

由跨國企業與國家機器主導，轉變資源與商品（傳播與資訊）的流通空

間。而國家在面對空間化中的分配問題時，將以民族主義的「在地性」

32 Hamelink,C.J,(1994), The Politicals of Worl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33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 ,p139.
34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 ,p175.



37

第二章　理論探討

（local）對抗空間化－即全球化試圖跨越地理、制度界限的邏輯。
35

 

此外，空間化應用在電影研究方面，除探討電影組織與市場擴張的情

形，還包含政治角色的分析，特別是國家在推動電影商業化、自由化、私

有化與國際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其目的是為了拓展本國電影的

國際市場，對抗好萊塢電影市場全球化的趨勢，以保障國家文化安全與國

內電影產業的生存發展。

三、結構化（structuration）

結構化是指社會能動力量相互作用構成結構的過程。結構是由各種社

會力量所形成，透過相互作用形成彼此聯繫又對立的議題。政治經濟研究

所關注的結構問題包含社會階級、種族、性別、社會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關

係中權力互動過程的議題。
36

 結構化的過程表達出一種二元對立的階級

結構，並由此引伸出霸權（hegemony）的問題，探討統治階級權力的行

使，如何生產與再生產其對於傳播媒體的控制。

結構化應用在電影研究上，則主要探討在全球化結構下，全球電影市

場趨勢與文化帝國主義的現象，及國家在全球市場的發展趨勢下，對於電

影管制的鬆動等問題。

肆、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外合拍」電影研究的應用

檢視中共建政後的電影發展歷程，與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截然不同。然

而目前中國大陸的電影產業，如同世界上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以

商業經營為其基本運作形態，屬於文化產業的範疇，但來自於黨國威權主

義的影響仍然存在。時至今日，大陸電影仍被視為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受到國家審查制度的管控。這種政治力量對於文化產業的持續介入，其實

正是來自於傳統黨國體制行使威權的延續，與文化產業發展過程的必然。

而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和以市

場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是涉及政治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兩種結構因素，因

為它們能制約任何社會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分析的兩個主

要重點。
37

 

儘管中國大陸的電影原本屬於計畫經濟體制下，由黨國壟斷的生產發

35 Mosco, V著、胡正榮等譯，傳播：在政治和經濟的張力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
頁 199－ 204。

36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thinking and renewal ,p139.
37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的基礎理論（台北：桂冠，1988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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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體制，著重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與傳播政治經濟分析資本主義社會

傳播媒體與政治、經濟的權力互動關係看似並不相容。但正如 Hall 所指

出，如要充分理解大眾傳媒所以成為意識形態工具的原因，必須先將傳媒

置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將其定位為商業機制的一個環節，才能探討政

治力量對於電影製作、發行放映過程的控制與影響的過程，如此才有可能

獲得完整的解釋。
38

 何況目前大陸電影基本上已是依循市場經濟的模式運

作，因此可適用傳播政治經濟分析的方法與途徑。

以中國大陸的電影發展歷程來看，中共建政後，電影是在黨國體制的

控制下建立起來，長期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所左右。但在改革開放後，隨

著國家政治路線轉向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電影的經濟功能因此抬頭，逐漸

成為與國外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主要媒介，與拓展海外市場的重要文化商

品，及實現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此一整體歷史過程的變遷與演

進，基本上符合 Sherman 所提規範解除、全球化、融合化與追求綜效、

聚合化的發展趨勢，也可用 Mosco 所提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的過程

加以概括解釋。

再以改革開放後「中外合拍」電影的發展為例，中國大陸的電影體制改

革一開始是在國內外政經環境驅動下，特別是發展經濟的動因下由國家所主

導啟動。在此過程中，國家以政策推動電影體制朝向市場化、產業化的方向

邁進，並引進國外電影合作，提升本國電影實力，增加電影經濟效益。

不可否認，中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所以能夠順利推行，得力於黨國體

制威權的延續，及以往電影一體化的製片、發行、放映管理體系，使得各

級國家機關全力配合改革的推動。此後隨著經濟力量的抬頭，與國外電影

加入市場競爭，國家採行商業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的政策，引導

國內（國營、民營）、國外（跨國企業）資金投入電影發展，透過與境外

合作拍攝，提升本國電影競爭力，最後再將大陸電影向海外輸出，追求更

大的電影市場，以達成擴大經濟與文化影響力的目的。這種國家力量介入

產業與市場運作，通過與國內外資本關係的轉換與重組過程，其實正是政

治經濟分析關注的重點。

本論文是探討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首

先必須將「中外合拍」電影放入中共建政後的電影發展歷程加以檢視，探

38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79). Ideology& The Mass Mwdia: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n M.Barrett,P.Corrigan. A .Kuhn and J.Wolff(eds).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London:Croom 
Helm.



39

第二章　理論探討

討其起源的政經背景。其次探討改革開放後，配合對外開放與對內體制改

革的推動，使得「中外合拍」電影有了長足的進展。加上 2000 年後大陸

加入 WTO，大陸電影與國際電影市場接軌程度加快加深，使得「中外合

拍」電影模式成為推動大陸文化輸出、展現「文化軟實力」、「文化走出

去」的代表。以此來解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的歷程，與推動中外合作拍攝

影片的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因素與影響，應該十分貼切。

第二節　「軟實力」理論的運用

壹、文化軟實力

一、「軟實力」的概念

1990 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Josephs Nye 發表「變化中的世界力量

的本質」和「軟實力」等一系列專文，首次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

的概念：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包括由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實力表現出

來的「硬實力」(hard power)，及以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所展現出來的

「軟實力」。
39

 

2004 年，Josephs Nye 在「軟實力－世界政治致勝之道」一書，與

2006 年發表的「軟實力再思考」一文中，明確指出「軟實力」的三個主

要來源：文化、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
40

 2009 年，Josephs Nye 再次界

定「軟實力」的定義，指通過吸引力而非靠強硬手段或利益引誘的方式去

影響他人，而達成自身所想要達到目的之能力。應用在國際政治上，一個

國家可通過其在文化、政策或價值觀念的吸引力，使其他國家作為榜樣模

仿，並認同其在國際社會的主張和維護國家利益的行為。
41

 

自「軟實力」理論提出後，中國大陸學界對於「軟實力」的定義有諸

多討論。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俞新天指出，在界定「軟實

力」之前，應先探討「軟實力」的概念，是相對於「硬實力」。「硬實力」

是「物質性」的「具體」實力，「軟實力」則是「非物質性」的「抽象」

39 Joseph S. Nye,(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pp.1-307.

40 Joseph S.Nye,(2004).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Public 
Affairs , p.11.

41 于盈，「約瑟夫．奈：從『軟實力』到『巧實力』」（2009年 6月），2012年 11月 5日下載，
《南風窗》，http://news.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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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因此可以計量的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等，屬於「硬實力」的範疇，

而文化、觀念和制度等不可計量的，則為「軟實力」的內容。至於軍事思

想和制度、經濟思想和制度，也應歸類為「軟實力」的範疇。
42

 

浙江大學教授潘一禾認為，「軟實力」是目前用來描述國家文化實力

的一個名詞。優秀的「文化軟實力」，不僅在國內社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

和多元民主的整合能力，且在國際舞台上也具有強大感召力和影響力。
43

 

此外，中國大陸留德學者劉濤也指出，國家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

力和向心力都是屬於國家「軟實力」的範疇。
44

 是故，現今「軟實力」經

常成為國家文化實力的代名詞。

綜合以上所述，「軟實力」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個來源：文化的吸引

力，政治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感召力，適當的外交政策，及制訂國際規則

和建立國際機制的能力。

二、「文化軟實力」的提出

「文化軟實力」的概念源自「軟實力」理論，結合「文化力」和「軟

實力」這兩個彼此內涵重疊的概念所形成。「文化軟實力」以「軟實力」

理論為主，突出其中的文化內涵，同時兼顧構成「軟實力」理論的其他政

治因素。2007 年中共「十七大」之前提出，是中國大陸引用國際關係中

的「軟實力」理論，並針對大陸現實國情所提出的國際政治和文化新概念

與策略性的安排。
45

 

中國大陸之所以不直接採用「軟實力」理論，而是在「軟實力」理論

的基礎上，提出「文化軟實力」的新論述，這是結合歷史與現實因素的綜

合考量。根據大陸文化部長蔡武的說法，首先依據「軟實力」理論的界

定，各國的發展模式被視為是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但對外輸出國家

發展模式，顯然違背中共建政以來，對外採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

本精神，
46

 也不符合當前大陸在國際關係中提倡民主化的基本政策和方針。

其次，提出「軟實力」的本意，是以此吸引或影響其他國家自願認同

42 俞新天，掌握國際關係密鑰：文化、軟實力與中國對外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38-139。

43 潘一禾，文化安全（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75。
44 劉濤，「中國崛起策八：從中西文化的認知差距談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崛起策（北
京：新華出版社，2007年），頁 61。

45 劉藩，「論合拍片與文化軟實力」，電影新作，2010年 6月，頁 12。
46 1953年 12月，中國大陸在與印度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時，首度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此後成為中
國大陸外交的基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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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仿效其制度或價值利益，但如果直接以政治體制或發展模式作為宣傳號

召，恐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感。因為各國的政治體制與發展模式，都是依

據其國情與實際發展所需而制訂，並無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政治體制的普

世價值。基於以上認知，中國大陸對「軟實力」理論作出修正，將其修改

為「文化軟實力」，並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主要範疇界定為：一個國

家的國家形象、民族精神、核心價值觀、政治制度、發展模式與狹義的文

化創造。基於這六種要素所構成的「文化軟實力」，對內可體現為民族的

凝聚力、向心力與發展力，對外則體現在國家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與號

召力。
47

 

2005 年，Josephs Nye 在「中國軟實力的崛起」一文中，提出中國大

陸的「軟實力」存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富有魅力的傳統文化；

（二）全球流行文化，如電影、體育、旅遊資源等；

（三） 在政治價值觀方面，大陸的發展模式－「北京共識」在廣大的亞、

非、拉美地區的影響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比「華盛頓共識」更具

吸引力。

（四）在外交方面，積極參與多邊機制。
48

 

由以上四點顯示，中國大陸在文化方面的國際接受度與認同度較高，

而在國家發展模式方面則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推崇。至於大陸作為崛起

中的大國，儘管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影響力擴大，對國際事務發揮的

作用也與日俱增，但在政治制度方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使得西方國

家對於大陸的威權體制的政治價值觀始終採取批判的態度，認為與民主政

治的潮流背道而馳，因此國際社會的吸引力相對處於弱勢地位，同時也影

響其國家形象的建構。

事實上，Josephs Nye 的「軟實力」概念由兩部分所組成，一是體現

為某種文化價值主體對他者的吸引力，能夠讓對方願意認可、接受並仿效

成為自身價值和文化的一部分；二是體現為某種實現目標的手段，能夠借

助這種手段無須動用物質性投入達到自身所希望的結果。前者表現為某種

價值意義，後者則表現出某種工具性與實用性的意義。因此「軟實力」具

有其政治上的意義，這裡所指的政治意義，是指國家利用其「軟實力」，

47 以上論點整理自中國大陸文化部長蔡武 2008年 12月在中國藝術研究院，2009年 6月在中央
電視台關於「文化軟實力」的演講與訪談。

48 Joseph S.Nye,(2005). The Rise of Soft 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29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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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利用其「軟實力」中的吸引力，將「軟實力」轉化為可推行的政

策，並以此去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

1980 年代末期，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席捲全世界，在自由化和民主

化的浪潮下，更確立美國全球霸主的地位，全球化成為美國化的代名詞，

而全球化也構成「軟實力」概念得以大行其道的背景因素。檢視美國的

權力結構，除「硬實力」外，真正構成其「軟實力」核心的是價值意義

上的「軟實力」，包括美國的制度、社會、文化和模式，這些內容都被包

裝成普世性的模式和價值，成為一種普世性的理解。許多人認為，美國

對蘇聯冷戰的勝利，可追溯至 1975 年成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

（OSCE），從此打開東西方兩大陣營經濟和文化交流的大門，並以此推動

蘇聯共產陣營走向民主自由的演變。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冷戰的勝利並

非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勝利，而是代表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勝利，也

就是「軟實力」的勝利。
49

 

正因為「軟實力」具有政治上的意義，中國大陸對於西方運用全球化

推展其國家「軟實力」一直抱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並將其視為是西方文

化霸權的展現。基於以上所述，大陸採用「文化軟實力」的概念，背後其

實有其更深層政治層面的考量，也是針對防範西方國家以「軟實力」對大

陸「和平演變」的一項策略性的安排，包括對西方「軟實力」理論作出修

正，將其修改為「文化軟實力」，突出其中的文化意涵，而淡化其政治因

素，也就是以文化鞏固大陸的主體性，並積極採取文化「走出去」戰略，

作為對西方「軟實力」全球化擴展的因應之道。

貳、文化「走出去」戰略

一、中國大陸提出文化「走出去」的理論背景

中國大陸提出文化「走出去」的背景，可視為是對西方「軟實力」

全球化擴展的一種回應與抵抗。就全球化批判論者而言，文化的全球化

是西方國家以政經、軍事、科技優勢，所展現的一種文化宰制 (cultural 

domination) 或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

化，隨著國際情勢的演進，在文化上逐漸從西化轉變為美國化。而在資

本流動所建構的全球化市場中，已發展國家和地區（中心），對發展中國

家和地區（邊陲）所進行的文化主權剝奪，正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

49 陳玉剛，「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軟實力的構建」，門洪華主編，中國：軟實力方略（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 193－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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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mperialism) 的展現。
50

 

儘管「文化帝國主義」所指涉的範疇十分廣泛，但目前西方學界對於

「文化帝國主義」的界定大致有以下幾個較具影響力的觀點。首先，「文

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是美國傳播學者 Herbert Schiller 在 1976 年所出版的

「傳播與文化支配」（Commum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一書中首

次提出，殖民主義雖已告終，但西方先進國家在傳播與文化的領域仍掌握

全球信息流通與文化的解釋權，使得新興國家的文化發展空間受到限縮。
51

 

其次，Raymond Williams 認為，文化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必然在社

會的政治與經濟層面上具體表現出來。因此文化帝國主義存在於當今社

會，主要體現為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兩種現象。英國學者 John Tomlinson

則將文化帝國主義分為四個層次來加以分析，即媒介帝國主義、民族國家

的話語、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及對現代性的批判。由於媒介、民族

國家、全球資本主義都是現代性運作的發展因素，故將前三者的論述都整

合在對現代性批判的架構之下。此外，Edward Said 認為，帝國主義與殖

民主義背後均有深刻的意識形態結構所支持，其中包含統治階級以知識形

式所進行的統治。當代直接的殖民主義雖已基本上結束，然而帝國主義仍

以其在政治、思想、經濟與社會現實中的特有形式，特別是在文化領域中

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因此帝國主義不僅僅是一整套經濟、政治與軍事殖民

現象，它同樣是一種思維習慣，是西方先進世界的一種主導觀念，廣泛表

現在知識、文化與技術等領域之中。
52

 

以影視產業為例，1950 至 1960 年代，法國、義大利等國原本在國際

市場都還能夠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到了 1999 年，法國影視市場的 72％，

德國影視市場的 90.05％，日本影視市場的 64％以上均為美國所攻占。

1990 年代以後，當國際經濟一體化成形，美國即以多種方式向全世

界輸出影視。面對此一現實，各國開始反思美國是否將其價值觀等意識形

態領域中更深層的觀念，透過影視全球化傳播加諸於世界各國。美國專欄

作家 John Reil 指出：「文化帝國主義通過影視、廣播等滲入其他國家，通

過宣揚衍生其信仰和行動的根基，直接觸及文化的精髓。它貌似城裡來的

好心人，而實際上卻是魔鬼。」反映出美國影視全球化的過程，其中隱含

著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觀念的單向傳播。以影視為代表的美國文化，一方

50 俞可平主編，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 21－ 22。
51 Schiller, H.I.(1976). Commum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52 孫晶，文化霸權理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 5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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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衝擊各國的文化產業，另一方面，也開始改變人們的觀念、生活方式，

甚至是價值觀。因此西方學界從 1980 年代開始，提出對抗「文化帝國主

義」的呼籲，以確保本國文化的安全。
53

 而中國大陸就在此背景下，開始

建構其文化「走出去」的論述。

二、中國大陸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分析

　　中國大陸提出文化「走出去」戰略，主要目的是設法擴大其文化

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讓更多的國外民眾享受到大陸文化產品的

成果，以擴大大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54

 因此大陸在經濟發展之後，從

2002 年，中共「十六大」開始積極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其主要原

因如下：

（一）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文化競爭力相對處於弱勢的地位。

中國大陸文化部前副部長高占祥在「文化力」一書中指出，近一個世

紀以來，由於西方經濟發達，相較於東方形成強勢文化，因此當前世界文

化的總體格局仍是「西強東弱」，亦即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長期

扮演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而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非西方文化，

則相對處於弱勢的一方。
55

 此外，大陸「軟實力」的發展也面臨極不均

衡的情況，至今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文化偶像、電影或品牌，能像微軟、

MTV、麥當勞等領導品牌在全球市場上無所不在。
56

 因此，大陸認為在

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東西方文化的失衡是存在的現實，唯有在發展經濟

的同時推動文化發展，才能扭轉這種情況。

近年來，中國大陸不斷提出文化「走出去」。2011 年頒布的「十二五

規劃綱要」，強調「要傳承優秀民族文化，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

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從戰略角度來看，大陸認為本身文化

競爭力與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極不相稱，主要原因是在於「三

個不適應」，包括文化水準和綜合國力不適應、文化發展和經濟增長不適

應、文化發展和國民素質要求不適應。儘管大陸是一個文明古國和文化大

國，但還不是一個文化傳播強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還處於相對劣勢，文

化企業實力不強、文化產品競爭力不夠，以致對外文化貿易逆差嚴重，造

53 孟建，「『文化帝國主義』擴張與中國文化的反彈」（2007年 4月 2日），2013年 12月 27日下
載，《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5553356.html。

54 「黃友義：中國文化走出去 應擴大文化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2011年 3月 5日 )，2013年 11
月 7日下載，《人民網》，http://2011lianghui.people.com.cn/BIG5/214392/14068787.html。

55 高占祥，文化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279。
56 張幼文、黃仁偉等，2008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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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化國際競爭力不足。

根據資料顯示，2011 年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美國占 43％，歐盟占

34％，亞太地區占 19％，其中日本占 10％，澳大利亞占 5％，其餘包括

中國大陸在內的亞太地區國家僅占 4％的份額，與目前大陸位居全球第二

大經濟體的實力差距過於懸殊，因此有必要大力推動文化「走出去」的戰

略，以提升大陸在國際文化市場上應有的地位。
57

 

由上所述，目前中國大陸的文化的弱勢地位主要是表現在文化產品的

進出口逆差上。為扭轉文化在國際競爭力上的弱勢和建立自身的文化品

牌，大陸開始提出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希望藉此參與世界競爭，擴大

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競爭力和認同度。
58

 

（二）推動文化建設及產業創新，以獲取文化安全。

以往傳統安全研究往往著重國家主權安全，而非傳統安全研究從國際

視野觀察國家的文化主權安全時，則強調本身的文化主權面臨外來的文化

入侵時是否安全。對此中國大陸學界普遍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將大量的文化產品，附帶西方文化特有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斷傾銷至

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文化、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受到衝擊，甚

至危及其文化安全。
59

 

中國大陸認為，目前大陸正邁向「和平崛起」，但部分「國際敵對勢

力」仍企圖遏止大陸的崛起。這些敵對勢力認為單靠經濟、軍事等「硬實

力」已無法阻止大陸的持續發展，於是透過各種文化形式、利用各種文化

載體加強對大陸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因此大陸在對外進行文化交流時，

必須透過增強自身的文化實力作為因應。

對中國大陸而言，西方文化透過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形成文化霸權，讓

文化全球化失去原有的多元並存，東方與中國文化在單向度的文化全球化

中失去話語權，也失去替自己辯護的能力。
60

 而隨著大陸經濟逐漸崛起，

在資本主義體系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的同時，中國文化也應該在全球化文

化體系中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大陸有必要提升文化生產力、傳播力

及影響力，藉此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唯有透過文化「走出去」，掌握國

57 「大陸文化『走出去』策略與困境」（2011年 12月 7日），2012年 3月 24日下載，《博聞世
界》，http://bwsj.hk/a/shendufenxi/2011/1223/1162.html。

58 陳正良，中國「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124。
59 崔婷，全球化與當代中國跨文化交流（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92。
60 陳華昇，「中共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策略之評析」（2011年 10月 20日），2013年 10月 18
日下載，《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pdf.org.tw/post/1/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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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話語權，才能突破西方文化霸權的圍堵，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力。

此外，中國大陸認為當前世界正處於大調整時期，世界多元化、經濟

全球化已然成形，各種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

地位和作用將更加明顯。因此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及文化國際影響

力，是一種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務。所謂「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的核心在於維護意識形態與價值觀，
61

 可從內外兩個層面來分析：對內方

面，是鞏固由中共領導的文化建設工作，主要目的是為維護國家主權與利

益，確保文化主旋律的持續發展，不受外來文化的滲透與內部異議意見的

干擾，進而影響中共政權的領導地位。

對外方面，主要則是開展多管道、多形式、多層次的對外文化交流，

創新對外宣傳方式方法，增強國際話語權，進而達到文化輸出的目的。大

陸文化部部長蔡武曾表示：「中華文化走出去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只有

政府交流性質的是不夠的。我們的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多的利用商業的管

道、利用市場化的運作來推行。」
62

 顯示經濟與文化「走出去」必須同時

進行。

現階段中國大陸已體認到，文化才是實現大陸「和平崛起」不可忽

視的推動力量。唯有恢復優良的中國文化傳統，重建大陸對自身文化的

信心，才能促進現代化的進展，發揮國家「文化軟實力」，藉由推動文化

「走出去」戰略，中國文化才能復興，大陸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國」。
63

 

同時經由文化「走出去」，除可拓展更廣闊的國際空間，也可確保自身的

文化安全。

三、中國大陸推動文化「走出去」的策略與作法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為發展經濟，選擇重新回到全球資本主義體

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文化上，大陸仍對全球化抱持著戒慎恐懼的態

度，認為文化的全球化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殖民。因此大陸所採取的因

應策略，是將經濟和文化分開對待，在防止西化的同時，也開始重新建構

屬於中國文化的論述。

對中國大陸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透過文化的控制、文化產品的傾

銷，及意識形態滲透等方式企圖影響大陸。因此，一方面要強化人民對於

自身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則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元素，重新建構屬於大

61 李金齊，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安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 57。
62 「大陸文化『走出去』策略與困境」。
63 徐涌，怎樣做大國（北京：中心出版社，2009年），頁 238。



47

第二章　理論探討

陸本身的文化論述，以對抗西方文化霸權的入侵，確保中共對於思想和意

識形態的主導權，及中共政權的穩定。
64

 

至於中國大陸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在具體作法方面，是以中共

「十六大」啟動的文化體制改革，作為提升大陸「文化軟實力」的政策工

具。
65

 中共「十六大」提出文化體制改革，將「文化」分為「文化事業」

和「文化產業」兩個層次。一方面認為文化事業具有公益性，應由國家扶

持，另一方面則強調文化產業應符合市場經濟運作的規律，希望透過國家

／文化事業、市場／文化產業「兩條腿」，推動文化「走出去」。

中國大陸以國家／文化事業，和市場／文化產業的「兩條腿」，作為

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一方面以文化交流的形式擴大其國際影響力，另

一方面則透過市場化機制讓更多的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增加國際社會對中

國文化的認同。

依照中國大陸的規劃，推動經濟「走出去」是「走出去」整體戰略

的第一階段，而經濟「走出去」， 必然引導文化「走出去」，而文化「走出

去」正是經濟「走出去」的最高表現形式，兩者相輔相成。顯示當前大陸

文化「走出去」的策略強調文化和市場並行並進，政治與經濟效益並重，

也凸顯大陸推動文化「走出去」的策略性。
66

 

參、�從「文化軟實力」到文化「走出去」與「中外合拍」

電影的結合

從策略上來看，「中外合拍」電影模式是目前中國大陸推動電影「走

出去」，提升其「文化軟實力」的具體操作方式。目的是擴大大陸電影的

海外市場與經濟效益，提升大陸「文化軟實力」的國際影響力，從而充實

大陸的綜合國力。其具體作法是以「引進來」的方式協助本國電影產業升

級，擴大國內電影市場規模，等到國內電影的經濟與藝術實力提升至一定

水準，有能力在國際電影市場取得一席之地後，再同樣藉由「中外合拍」

的模式，將具有中國元素的合拍電影推向國際市場，以擴展海外市場與彰

顯「文化軟實力」。因此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可視為是目前大

陸推動電影「走出去」，提升其「文化軟實力」的一種策略運用。

64 黃健群，「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大陸文化『走出去』戰略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1卷第 4期，
2013年 4月，頁 99－ 100。

65 「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脈絡」（2011年 10月 17日），2013年 10月 18日下載，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7/c_122167832.htm。

66 黃健群，「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大陸文化『走出去』戰略分析」，頁 1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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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大陸的電影發展為例，作為一種文化商品，電影具有雙重屬

性。以往大陸電影過於偏重其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而忽略其商品方面的

屬性，以致電影長期以來從未被真正視為一項經濟活動，電影的藝術、商

品價值受到壓抑。但在改革開放後，藉由重新推動「中外合拍」電影模式

的運作，大陸引進境外的資金、人才、觀念、技術提升本國電影的製作水

準，改革國內電影條件與環境，並利用國外合作拍攝機構的發行通路，將

帶有中國特色的故事、中國元素的戲劇，以適合國際電影市場的方式表達

出來，從而幫助大陸電影「走出去」，獲得國際市場的認可，能夠在國際

電影市場占有一定的市占率，以達成擴大「文化軟實力」與提升綜合國力

的雙重目的。

圖 2-1　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電影的策略運用

國外電影 

「引進來」 

本國電影 

「走出去」

提升「文化

軟實力」 

提升「綜合

力國」 

「中外合拍」電影 市場化 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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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國大陸的電影政策與體制

壹、中共文藝政策的理論基礎

中國大陸的電影事業，長期以來在中共文藝政策的指導下運作，電影

事業的發展實際上是依循中共文藝政策的演進而來。

中共文藝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是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依據，

所以要瞭解中共文藝政策的理論內涵，首先便要對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列寧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做一番概括性的理解。

其實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並沒有關於文藝思想的專著，因此馬克思

的文藝思想，是後世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對文藝的評論加以引伸而來。
1
 

由於馬克思並未建構一套完整的文藝思想體系，因此馬克思之後的列寧

（Vladimir Iliich Lenin）、史達林（Joseph Stalin）、毛澤東便各自依據其

政治目的的需要，發展出合於自身所用的「官方馬克思主義」，以此做為

蘇聯和中共文藝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政策依據。

從理論層面來看，中共文藝政策的理論基礎是由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論」與「反映論」出發。所謂意識形態，指的是一套具有穩定社會功能的

觀念體系。在馬克思的認知裡，意識形態是「社會某一階級以錯誤的信仰

及成見，壓榨欺騙另一階級的手段」。
2
 因此當他鼓吹無產階級的自覺意

識時，正是在提出另一種意識形態與資產階級統治的意識形態相對抗。當

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同時也消滅「階級對立和

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而各種壓迫人以及被壓迫的意識形式，「只有階級

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 
3

此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

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

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

建築樹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

1 徐瑜，中共文藝政策析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 13－ 19。
2 Jean Servier著，吳永昌譯，意識形態（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頁 1－ 2。
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頁 271－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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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

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4
 

在此分析架構下，「官方馬克思主義」就以意識形態作為有系統、自

覺地、直接地反映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的思想體系，屬於社會意識中

構成觀念的、上層建築的部分，並且強調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必須體現

一定的階級利益和要求。
5
 而文藝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屬於意識形態

的組成部分，也必須為特定階級服務，也就是為無產階級的工農兵及其同

盟服務，這也就是毛澤東「工農兵文藝」的思想起源。

作為一種革命實踐的理論，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為配合俄國革命

事業的實際需要，逐漸衍生出不同的面貌，探討文藝與社會關係的「反映

論」便應運而生。「反映論」是指文學、藝術在於反應社會大眾的物質生

活，將人的感覺和思維，視為是對客觀存在的一種反映。列寧說：

「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只是外部世界的印象。不言而喻，沒有

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賴於反映者而存在的。」
6
 

由於意識形態被認為是反映社會存在的狀態，「反映論」認為文藝創

作的本質，在於反映社會大眾的生活，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文藝創作

本身並不是主體創作的結果，而是社會現實的反映。

列寧進一步闡述文藝在革命過程中的實用性。他在「黨的組織和黨的

出版品」中說：

「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整個工人階級

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

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畫的、統一的黨的

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7
 而列寧對於文藝在革命過程中的工具性思維，也

開啟日後毛澤東「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主張。

列寧的文藝思想承繼馬克思主義，是蘇聯文藝理論的起源，而將列寧

文藝思想轉化為教條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加以具體實踐，則是史達林的貢

獻。1932 年 10 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作家會議上，史達林指出：

「藝術家若是真實地表現我們的生活，那麼他在生活中就不能不看

4 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年），頁 82。

5 郭湛，「意識形態」，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第二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
年），頁 1097－ 1098。

6 列寧，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頁 65。
7 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品」，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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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能不表現使生活走向社會主義的東西。這就是社會主義的藝術。這

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8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一

詞由此產生，其特色在於：

一、 把現實按照它在革命當中的情形描寫出來，但並非瑣碎地記錄客觀的

現實。

二、 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和以社會主義精神在思想上改

造及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相結合。

三、 具有傾向性。因為在階級鬥爭的時代，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種無階級、

無傾向和彷彿是非政治的文學。

四、 革命的浪漫主義應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列到文學創作裡去，既要表現今

日，亦要展望未來。

五、 作家要以人類精神的工程師為目標，要成為以社會主義精神改造人們

意識的積極的組織者。
9
 

由此可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融合「意識形態論」與「反映論」

之大成，重視的是文藝在實際政治中的實用性，文藝作品本身的藝術與美

學價值遠不及於作品的社會教化功能，特別是在蘇聯不同歷史階段所展現

出不同的內涵與發揮的功能，顯示出其依附於實際政治需要的強烈工具性

格。史達林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基本理論，

並通過不斷發動的文藝整風運動，將蘇聯境內的文藝活動，完全掌握在官

方意識形態的掌控之中，以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基本上承襲馬列主義的文藝觀，強調文藝的階

級性，及文藝與政治的普遍關係，同時結合史達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強調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工具屬性。他在 1942 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

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提出「工農兵文藝」的概念，成為日

後中共文藝政策的指導方針。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

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

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

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10

8 北大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文學理論學習資料，下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
年），頁 483。

9 日丹諾夫著，葆荃、梁香譯，論文學藝術與哲學諸問題（上海：時代出版社，1949年），頁
14－ 23。

1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頁 865－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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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做為團結人民、

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11

 

在此之前，中共黨內曾因文藝的表現形式而有爭論，然而在毛澤東發

表「講話」後，文藝的形式與功能，及文藝在共產社會中的定位問題都獲

得統一，即文藝應服從於政治，並反過來影響政治，將文藝視為政治宣傳

及教育民眾的工具。
12

 此後中共的文藝政策儘管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所調

整，但基本內涵都是根據其精神而制訂。
13

 其主要內容：

一、 文藝的唯一泉源就是人民的生活，所謂「人民」指的是工農兵，因此

文藝就是要描寫工農兵。

二、 作者要描寫工農兵，就必須走入工農兵，學習他們的語言和生活，使

作品能夠普及。

三、 文藝要站在工農兵的立場，做工農兵的代言人，同時作品中必須暴露

敵人的缺點，歌頌工農兵。

四、 文藝屬於一定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文藝是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

部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整個革命中

的位置是已經確定的了。

五、 文藝批評的標準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
14

 

因此，毛澤東要求文藝創作者必須投身到人民當中，去體驗群眾生活

的形式，並否定文藝為創作者創造力表現的看法，認為文藝的主要目的在

於反映工農兵的生活，同時否定一切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活動，

堅持文藝必須服務於無產階級社會的進步和變革，進一步使文藝作品反映

出來的生活，比現實生活更加典型，更加貼近理想。毛澤東的「工農兵文

藝」也構成中共文藝創作的基本原則，形成中共文藝政策的主要內涵與理

論基礎。

貳、中共文藝政策的形成

早在 1936 年 11 月，中共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

會」，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要求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工農大

眾的文藝創作」，強調在「武」的戰線外，再建立一條「文」的戰線，這

1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頁 861。
12 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頁 805。
13 周玉山，「1949年以後中共的文藝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 31卷，第 5期，1988年，頁

70。
14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頁 847－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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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澤東首次對文藝界發表講話，已透露出濃厚的文藝工具性思維。
15

 

1942 年 5 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作為延安

文藝整風運動的指導文件，其中有關文藝工作的觀點，成為日後中共最具

權威性的文藝指導方針。

就在毛澤東「講話」發表後，中共最初的文藝政策就在 1942 年的延

安整風運動中獲得具體實踐。整風運動源自史達林在蘇聯發動的大規模思

想改造運動，毛澤東將其經驗移植至中國。透過文藝整風運動，要求文藝

工作者學習工農兵，生產創作「工農兵文藝」，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為

達成目標，1942 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王實味首先遭到整肅，但批判他

的理由，並非針對他的文藝作品，而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從此確立中共

文藝發展的主軸，即文藝與政治密不可分的聯繫。
16

 

1949 年 7 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

會」，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權威，藉以統一文藝工作者的思想。為

達到這個目的，會中提高毛澤東「講話」在「五四」以來進步文藝中的作

用，將無產階級文藝的發展完全歸功於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貢獻。
17

 毛澤東

的「工農兵文藝」，在中共建政後就成為實際領導文藝工作者進行文藝創

作及文藝批評的指導方針，並延續延安文藝整風的模式，以整風運動作為

實踐文藝政策的具體步驟，以保證文藝發展與政治路線能夠緊密結合。

1951 年 5 月，中共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發一連串政治

風潮，開啟中共建政後第一波文藝整風，也影響日後中共文藝政策與路線

發展。此後歷次文藝整風、政治批判、及思想改造運動皆由此而來。由

於當時中共正在推行「土地改革」運動，鼓勵農民起來鬥爭地主，消滅封

建土地剝削制度，於是藉由批判「武訓傳」打擊封建思想舊勢力，以利於

「土改」政策的推行。
18

 

「武訓傳」批判運動，本質上是一場由毛澤東帶頭發起，由上而下的

思想改造運動。毛澤東利用「人民日報」社論作為武器，將電影「武訓

15 毛澤東，「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演」，龔育之、宋貴侖編，毛澤東論文藝（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頁 3－ 4。

16 吳豐興，文革後中國大陸傷痕文學初探（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頁 25。

17 吳迪，「新中國的文藝實驗：1949年到 1966年的『人民電影』」（原載於《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 2期），2013年 6月 24日下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http://www.
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328vu。

18 徐瑜，中共文藝政策析論，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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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定調為「反動宣傳」、「思想混亂」的代表，
19

 藉此向黨內、文藝界、

知識界發動攻擊。隨後江青組織調查團進行歷史調查，於 1951 年 7 月 23

至 28 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武訓歷史調查記」，將原本文藝、思想領域

的批判，擴大成為大規模的政治批判運動，迫使黨內、文藝界表態或進行

自我審查批判，也為日後一系列文藝整風開啟一個既定的模式：即以階級

鬥爭涵蓋一切政治社會現象，事先為運動定調，然後選定目標，通過組織

發動，以政治批判取代學術討論，最後以預先設定的結論作出總結，依官

方意識形態定於一尊。影響所及，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大陸的電影製作

陷入空前的蕭條。
20

 舉凡 1954 年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1955 年對

「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乃至 1965 年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等，都是

延續「武訓傳」批判運動的模式而來。
21

 

然而過度強調文藝與政治的高度結合，使得「工農兵文藝」在中共建

政後的政治實踐過程中不斷地強化它的工具性、戰鬥性及排他性，成為只

能容許「頌揚自己、揭露敵人」、「歌頌工農兵中間的先進人物」，及突出

進一步發展而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想典型的文藝創作，文藝形式

化、工具化因而成為文藝發展的必然趨勢。
22

 此後中共的文藝整風，一波

猶勝一波，至文化大革命達到最高峰。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一步

將文藝政策具體化為文藝創作的條條戒律，以此作為剷除異己，遂行其政

治目的的工具。
23

 然而文藝政策教條主義發展的結果，卻形成文藝創作的

極大障礙，導致中國大陸的文藝發展在「文革」時期幾乎完全停頓。

19 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收錄於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 1949 －
1979（上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頁 92－ 93。

20 1950、1951年大陸年產故事片約 25、26部，至 1952年驟減至 2部。詳見夏衍，「『武訓傳』
事件始末」（1994年 7月 16日），收錄於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 1949 － 1979（上卷）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頁 199。

 另有資料指出，1951年「武訓傳」批判運動後，當年除決定拍攝「南征北戰」外，幾無一部
影片投入拍攝，大陸的電影工業幾近處於停頓狀態。詳見舒曉鳴，中國電影藝術史教程 1949
－ 1999（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頁 11。

21 李庄，「評『武訓傳』－一種政治批判的開端」（2005年 7月 15日），2006年 9月 12日下
載，《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14/49772/49777/3546450.html。唐勃，中
共與知識份子，（台北：幼獅文化，1988年），頁 264－ 270。

22 1949年以後，「工農兵文藝」發展出「理想主義」文藝思潮，提出「以歌頌工農兵的新英雄
人物為文學創作的中心，塑造崇高的無產階級理想人物」。1953年 9月，召開「全國文學藝
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周恩來將 1949年 7月，第一次「文代會」宣揚的「工農兵文
藝」作進一步的闡述，提出「我們的理想主義，應該是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我們的現實主
義，是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詳見李叢中主編，新中國文學發展史（雲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 63－
64。

23 周玉山，「1949年以後中共的文藝政策」，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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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大陸電影體制的建立

一、「蘇聯模式」的移植

中國大陸電影體制的建立，起源於 1950 年代初期對「蘇聯模式」的

學習與移植。「蘇聯模式」是指以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進行社會主義

建設的發展模式，其特色在於史達林所樹立由下而上的個人崇拜的政治體

制。
24

 反映在政治上是建立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反映在經濟上則是計畫

經濟與公有制。  

在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與計畫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電影

發行放映管理體制開始初步建立。1953 年，在蘇聯方面的協助下，中國

大陸「一、五」計畫開始實施，為配合計畫經濟體制的需要，建立以蘇聯

電影體制為範本的國家「指令性計畫」和「供給式分配」的電影生產發行

管理體制。

中國大陸電影引進「蘇聯模式」的理由，除蘇聯是當時政治上最重要

的盟友外，中共在建政之初，以社會主義建設為發展目標，積極汲取蘇聯

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大陸電影事業為配合當時政經體制的需求，成為黨

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而蘇聯在發展社會主義電影事業過程中所積累

的經驗，就成為大陸電影所急欲學習和模仿的對象。
25

 

1954 年 6 月，文化部派遣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王闌西，率該局及所

屬各製片廠領導共 9 人赴蘇聯訪問。在為期 3 個月的訪問期間，訪問團全

面考察蘇聯的電影體制及其發展經驗，回國後向中共中央提出「電影工作

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在全面介紹蘇聯電影事業發展經驗的同時，也

作出學習蘇聯電影事業的領導和管理體制，及改進和發展大陸電影事業的

具體建議。其中包括製片方針、組織機構、製片管理、發行放映等 10 個

方面。

1955 年 7 月，這份報告經中共中央批准後，中國大陸各電影部門展

開大規模的體制建設和調整。
26

 當時大陸的電影體制尚未完全確立，直

到 1956 年中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為社會主義公

有制，民營電影製片廠全數收歸國有，確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向蘇聯看

齊，此時大陸電影部門提出「全面學習蘇聯經驗」，建立「蘇聯模式」的

24 「蘇聯模式」，2013年 7月 16日下載，《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21320.htm。
25 儒拉夫列夫，「中國行－一個電影導演的回憶」，匪俄問題譯叢，1987年 12月，頁 263。
26 陳荒煤主編，當代中國電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 124－ 125。
 許道明，沙似鵬，中國電影簡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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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體制。
27

 

二、電影發行放映體制的建立

1949 年 3 月，中共進入北京後，即成立「中央電影事業管理局」（簡

稱中央電影局），作為中國大陸電影事業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中央電影

局內設有負責全國電影發行業務的發行處，同時在東北、西北、華北、華

東、中南和西南等六大行政區設立影片經理公司，負責各行政區的電影發

行放映業務。

1950 年 10 月，國務院頒布《電影業登記暫行辦法》、《電影新片頒發

上映執照暫行辦法》、《電影舊片清理暫行辦法》、《國產影片輸出暫行辦

法》和《國外影片輸入暫行辦法》等五項規定，以規範電影放映活動。此

外，為加強專業化領導，1951 年 2 月，中央電影局在北京成立「中國影

片經理公司」總公司，並將各行政區的影片經理公司改名為區公司，同時

在各省、市、自治區設立分支機構，以此建立起全國電影發行網。

在中國大陸建立起全國發行網的同時，中央電影局開始對電影發行終

端的電影院進行改造，由中國影片經理公司總公司負責，對 1949 年建政

以前所留下的 646 個城市電影院進行改造，確立電影院的管理歸屬和管理

制度。

1950 年 8 月，為使放映工作能夠順利進行，中央電影局在南京舉辦

電影放映人員訓練班，集中培訓 1,886 名放映人員，建立起中國大陸第

一批放映隊伍。1951 年，這支放映隊伍成為全國各地電影放映的骨幹力

量，在各自所屬電影公司的管理下，維繫全國電影放映網的正常運作。

隨著中國大陸電影發行業相關建設的初步成型，相應的政策和管理規

定也陸續推出。1953 年，中央電影局接連頒布《關於電影企業推行經濟

核算制的指示》、《關於推行經濟核算制的許可權、責任、業務範圍及財務

管理》、《關於推行經濟核算制職責分工的原則》等規定，確立計劃經濟體

制的核算制度。

1953 年 12 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建立電影放映網和電影工業的決

定》，明確依據既有的電影發行放映網發展電影事業。1953 年，中國影片

經理公司總公司更名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各行政區公司改為

代辦處。1958 年，中央電影局發行處與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合併，

成立「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簡稱中影公司），具有行政管理和企業

27 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台北：海峽交流基金會，1994年），頁 51。



57

第三章　中國大陸整體電影結構的建立與發展

經營的雙重屬性。同年，各行政區代辦處被取消，改名為電影發行放映公

司，其行政關係隸屬於地方政府。此後至 1960 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大陸

全國電影發行放映網的建設日趨成熟，電影發行放映事業快速發展。
28

 

肆、中共文藝政策與電影體制的關聯

檢視 1950 年代中國大陸歷次的文藝整風，其重點並非著眼於文藝本

身，而是文藝作品背後所代表階級意識的對抗，真正的本質其實就是政治

路線的鬥爭。經由文藝整風運動，使得毛澤東一元化思想為指導的文藝政

策更加確立，文藝從屬於政治的關係也更為鞏固。

1950 年代，中共文藝政策直接影響中國大陸電影事業的建立與發

展，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一元化思想及一體化體制對於電影事業的控制

上。為確保一元化思想的統治，必須建立一體化的體制對電影事業加以管

理，因此電影體制一體化可說是一元化思想統治下的必然產物。

一、文藝思想一元化

所謂思想一元化，是指將所有人的思想、所有領域的工作置於統一思

想的統治下。在當代文藝中，電影是公認最具有影響力的藝術形式，因此

思想一元化對於電影的控制也遠在其他領域之上。

這種控制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從根本上改造電影從業人員的思想，

主要是通過文藝整風等政治運動，以黨性、階級性、革命立場、政治鬥爭

為武器，鎮壓乃至於消滅與一元化思想或官方意識形態相異或對立的多元

價值觀，藉以鞏固一元化思想的統治地位。二是在藝術表現上徹底改變電

影的創作模式，主要是通過一元化文藝思想的灌輸，即以毛澤東「講話」

和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指導方針，以統一文藝思

想、規範宣傳教育口徑、確立創作模式。通過鎮壓異端和正面灌輸這兩種

手段的交互運用，對文藝界實行思想一元化控制，將電影事業徹底改造成

為中共政治宣傳的藝術表現形式。
29

 

二、電影體制一體化

為確保思想一元化，必須以一體化的電影體制全面掌控電影事業。中

共建政後，即設置專門的電影管理機構「電影事業管理局」，由中宣部領

28 曹榮榮，「試析新中國電影發行放映管理體制的演變」（2012年 8月 1日），2013年 6月 12日
下載，《中國論文網》，http://www.xzbu.com/7/view-3285565.htm。

29 吳迪，「新中國的文藝實驗：1949年到 1966年的『人民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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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負責頒布規範電影事業的政策規章，以確保電影業完全依照中共的意

志發展。
30

 

同時，為配合 1953 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共早在 1952

年 1 月，便禁止私營電影企業的經營，著手建立電影製片發行一體化的體

制。通過對電影的製片、發行、放映等環節高度一體化的管理，將整個電

影事業高度組織化地加以控制。

首先，電影局根據政治宣傳的需要制訂電影攝製計畫，再將攝製任務

分配給各國營電影廠，並完全掌控電影的發行與放映。在全面一體化的

管理體制下，原本自主生產變成組織生產，自主發行變成政府「統購統

銷」，自由競爭變成國家壟斷，自負盈虧變成政府包管，整個電影事業與

市場變成產銷一體化的國營事業體制。
31

 電影從業人員的身分也由文藝工

作者轉換為國營事業單位的職工，被納入政府行政體系的組織控制中，服

從官方意識形態成為創作時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
32

 

通過一體化的管理體制，電影局得以「題材規劃」和「電影審查」確

保一元化思想在電影創作方面貫徹落實。題材規劃包括三個方面：影片的

生活素材、主題思想，及各類影片比例。其標準首要是「緊密配合政治情

勢」，其次是「突出主題」。中共認為，對電影這樣一個最有群眾性的藝

術，確定整個製片的題材比例，保證一定反映現實鬥爭的重大題材比重，

是貫徹電影為工農兵服務方針的一個重要關鍵。
33

 為此電影局經常配合形

勢下達政治任務，如為國慶周年或重大歷史事件製作主旋律、獻禮片，以

確保官方主流話語的統治地位，及規劃的影片題材能按照官方意識形態的

要求製作完成。

至於中共建政後的電影審查始於 1953 年，其特色在於是以意識形態

宣傳作為標準，對電影主題、構思、話語、情節等所有方面進行嚴格的政

治審查，由專門的審查機構（電影局、文化部、中宣部等）對劇本、影片

進行常規性審查。除此之外，還有非常規性的審查，經常伴隨著政治運動

而來，以當時政治運動的訴求作為審查影片的標準，往往成為實現領導者

個人意志的工具。
34

 

30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 91。
31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頁 93。
32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頁 196－ 216。
33 陳荒煤，「堅持電影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評『電影的鑼鼓』與『為了前進』」，文匯報，1957
年 2月 25日。

34 何平華，「中共開國後第一文化罪案考」（2003年 2月 28日），2006年 8月 18日下載，《二十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9602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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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監督機制導致電影業「自我監督」的產生，也就是電影創作

者自覺地將各種審查標準植入心中，根據政治需要、領導意圖和社會輿論

從事創作活動。然而層層節制的結果，卻是造成電影創作出現「公式化」

與「概念化」的趨同傾向， 
35
影響中國大陸電影事業的正常發展。

總之，中共建政後為確保一元化思想統治而建立一體化電影體制，所

導致電影經營方式的轉變，使得電影生產過程中不再考慮觀眾喜好和票房

價值，而是完全服膺於政治目的的需要，加上配合一元化思想與一體化體

制而來的題材規劃、官方審查和社會監督等對電影創作的層層約束，「算

政治帳、不算經濟帳」就成為中國大陸電影事業經營管理的特殊模式。
36

 

第二節　中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前的電影事業概況

從 1950 年代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建立完成後，大陸的電影就只允許

黨國所擁有，包括廣播、電視、報紙在內的傳媒與文化產業都屬於國營的

「事業」單位。所謂的事業單位是指「受國家機關領導，不實行經濟核算

的部門或單位，所需經費由國庫支付。」
37

 而行政化、附屬化、公益化為

其基本特徵。
38

 

這種電影體制的最大特點，是以政治宣傳為主要目的，將電影的經濟

效益和市場盈虧放在次要的地位。可以說，在 1993 年中國大陸電影體制

改革正式開始以前，大陸電影事業的經營和電影市場的發展還不具備任何

企業經營和市場經濟的實質意義。

從 1949 年中共建政至 1956 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大陸電影由國

家壟斷的產銷體制基本成形，由國營的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集中控制國

內電影發行放映市場的電影體制建設完成。

首先，由各國營電影製片廠每年依照國家所制訂的計畫指標產製影

片，再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及其各省子公司「統購統銷」，統一收購

並向下發行。此後直到 1993 年中國大陸電影體制全面改革，30 多年間大

陸的電影製片、發行、放映基本上依循此一模式運作，儘管其中局部機構

35 吳迪，「新中國的文藝實驗：1949年到 1966年的『人民電影』」。
36 吳迪，「新中國的文藝實驗：1949年到 1966年的『人民電影』」。
37 李向陽，「產業化－我國廣播電視事業未來的金海岸」，跨世紀中國廣播電視改革與發展（北
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

38 羅斌主編，國家事業單位分類管理導論（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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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內容曾有所調整，但基本架構始終維持不變。
39

 

壹、電影行政管理部門

中共建政後，將整個中國大陸權力體系劃分為黨務、組織、宣傳與教

育、政法、財經、軍事六個系統，
40

 其中之一正是掌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宣

傳與教育系統，而負責控制全國意識形態、新聞媒體，和文藝事業的機

關，正是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
41

 

中共對電影事業的管理是採黨政分工，由黨管理政策與內容，政府管

理行政事務，因此電影事業是由政府負責經營管理，但由黨直接進行政策

指導。黨中央設有中宣部負責管理電影的意識形態與宣傳工作，至於國務

院則設有專責機構負責電影事業的行政管理事務。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在中宣部的領導下成立「中央電影事業管理

局」，由文化部負責主管，作為中國大陸電影事業的最高行政領導機構。

1954 年改稱「文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電影局）。文革期間，大陸的電

影事業遭受嚴重的破壞，電影行政領導工作被迫全部停頓，直到 1978 年

中共改革開放，重新調整政治路線，才重新恢復電影局的行政管理職能。

1986 年 3 月，國務院將電影行政管理部門，由文化部劃歸新成立的

機構管轄，將原來的「廣播電視部」與「文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合併，

改制為「廣播電影電視部」，並在其下設立「電影事業管理局」，作為中國

大陸電影事業的最高行政領導機構。

電影局的主要職能包括：執行中共中央的電影方針和政策、領導全國

電影創作生產事業的規劃和建設、審定各製片廠所拍攝的影片，同時為配

合中國大陸電影觀眾的實際需要，及衡量各製片廠的經濟能力，每年將故

事片、美術片、紀錄片、科教片等各片種的計畫生產指標按各片廠的規模

加以分配，並依大陸電影市場的情況，決定每年從國外進口影片的數量，

充分體現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國家藉由行政手段對電影事業及市場所進行

的調控作用。
42

 

39 陳荒煤主編，當代中國電影，頁 124－ 125。
 許道明，沙似鵬，中國電影簡史，頁 459。
40 Kenneth Lieberthal.(1995).Governing China:From Ro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Y:W.

W.Norton&Co,pp194-207. 
41 閻淮，「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中國大陸研究，第 34卷，第 8期，1991年，頁 20－ 21。
42 梁良，「大陸電影事業概況」，大陸地區大眾傳播媒體及其管理機構概況（台北：行政院新聞
局，1991年），頁 13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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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影製片部門

中國大陸的電影製片部門，從 1950 年代建立「蘇聯模式」的計畫經

濟體制以後，電影的生產就一直處於國家計畫調控之下，生產過程充分體

現計畫經濟體制的獨特性。電影製片部門為國營事業單位，每年由國家編

列預算，下達一定數量的生產指標，由擁有官方核准生產指標的製片廠，

依照所分配的數量進行影片的攝製，一年要拍多少部影片是國家政策規定

的，不是由市場票房決定。製片廠不能因為賺錢就多拍，虧錢就少拍，因

為生產指標就等於國家賦予製片廠的生產任務，必須如數達成。

中國大陸電影製片生產的流程，電影局在下達生產指標後，由國務院

批准擁有故事片出品權的 16 家國營製片廠負責生產。各製片廠開始選擇

劇本、籌措拍片資金、組織拍攝劇組、進行拍片工作。

影片製作完成後，經由電影局審查通過後，一部電影的生產流程就算

完成。即便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各國營製片廠內開始推

行承包責任制，上述的製片生產流程基本上仍然沒有多大的改變，不同的

只是由負責承包拍攝影片的劇組，代替廠方完成選擇劇本，籌措拍片資金

的工作而已。

至 1980 年代中期以後，電影局對於下達影片生產指標已有一些彈性

的調整，也就是將當時每年約 150 部影片的生產指標分為兩類，一類約

110 部規定必須如數完成的指標，而剩下的 40 部，各製片廠可各自依自

身不同情況，向電影局提出申請，待電影局依實際情況審批後再作彈性調

整。這也是中國大陸因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後所作出的市場調控

機制，為電影市場化的改革跨出第一步。
43

 

參、電影發行放映部門

中國大陸的電影發行放映部門，主要是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簡

稱中影公司），及各省、市（地）、縣、鄉的四級地方發行機構所組成。

中影公司 1951 年於北京成立，1952 年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

1958 年中共又將電影發行網的管理工作納入該公司，並改名為「中國電

影發行放映公司」。在 1993 年中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政策推出之前，大陸

的電影發行放映工作一直沿用中影公司「統購統銷」的壟斷發行模式，各

製片廠所製作生產的影片，在通過電影局的審查後，便交由中影公司統一

43 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頁 127、1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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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發行，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發行管道。
44

 

中影公司向各製片廠收購影片後，首先由省級電影公司向中影訂購影

片拷貝向地方發行，各市（地）、縣級發行公司將上級公司所下達的影片

拷貝做適當的調度後，便按省→市（地）→縣→鄉依序向下發行。至於地

方發行所得，由中影公司與地方實行分成。由於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體

制下，中影公司和地方發行公司之間，不僅是有單純的經濟關係，還有行

政管理上一定的從屬關係，因此中影公司對發行收入的分成，並不是完全

依照經濟的規律執行，而是依據各地區的經濟條件，決定不同的發行分成

比例。經濟效益較高的地區，必須負擔補貼經濟效益較低地區發行收入的

虧損，形成中國大陸電影發行體制「五級發行、層層管理」，及「抽肥補

瘦」的特殊體制。
45

 

除壟斷中國大陸電影發行市場外，中影公司還負責管理大陸電影發行

放映網的發展建設，擬訂全國發行放映工作的規章和制度，同時制訂全國

電影發行放映工作的年度計畫和指標、決定影片片租和票價，因此中影公

司實際上具備行政管理和市場經營的雙重職能，也是大陸電影發行放映及

管理體制中最重要的一個機構。
46

 

44 梁良，「大陸電影事業概況」，大陸地區大眾傳播媒體及其管理機構概況，頁 140。
45 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頁 72。
46 李錫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91年），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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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中國大陸電影機構組織體系表（1993 年前）

資料來源：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台北：海峽交流基金會，1994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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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中國大陸電影製片發行流程（1993 年前）

資料來源：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台北：海峽交流基金會，1994 年），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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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大陸的電影體制改革

壹、中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的背景

一、改革開放路線的提出

1978 年 12 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搞活，對外開

放」的經濟建設總方針，揚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不斷革命論」，將

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路線上，從而開啟改革開

放的新時代。
47

 

1980 年代，中國大陸之所以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得力於鄧小平實

踐意識形態的指導。有鑑於「文革」左傾激進路線對大陸政治、經濟、社

會的巨大衝擊，鄧小平強調：

「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對外開放政策只會變得更加開放，路子不會愈走愈窄，只會愈走愈寬。

路子走窄的苦頭，我們吃得太多了。如果我們走回頭路，會回到那裡？只

能回到落後、貧困的狀態。」
48

 

此外，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雖然根本上改變對外經濟關係的

性質，但並沒有切斷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繫，中國大陸經濟長期落後的重

要原因在於閉關自守，因此他主張徹底拋開以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觀，

將社會主義建設與國際經濟的發展聯繫起來，也就是重新面向世界，引進

國外資金協助大陸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標。
49

 於是他提出改革開放的具體

路線，並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特別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

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思想上的有力保證。

以往中國大陸的電影事業，承襲「蘇聯模式」的計畫經濟體制，由黨

和政府所有，黨直接控制電影的相關政策，對民眾進行官方意識形態的單

向灌輸，政府負責電影事業經營管理的一切活動，所需資金完全由國家財

政撥款運作，無須依賴電影市場的票房營收。

這樣的體制，儘管可能產生「吃大鍋飯」及缺乏效率的弊端，但不可

否認在中共建政之初，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和經濟恢復仍然發揮相當

程度的效果。然而由於過度強調一切政治掛帥及政治路線鬥爭不斷激化的

47 葉佐錟，「中共改革開放的背景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 18卷，第 5期，1993年，頁 34。
48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 22。
49 何思慎，「改革開放與中共意識形態」，共黨問題研究，第 19卷，第 1期，1994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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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卻造成「文革」10 年的動盪，使得中共政權的統治陷入正當性的

危機。

但在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主張以市場

為主取代以計畫為主來調節經濟的發展。在經濟結構上，由堅持公有制為

主體，轉向以公有制為主的多種所有制並存，經營方式由政府為主體的企

業，轉向企業自主經營、自負贏虧，「事業單位、企業管理」成為國營企

業改革的重點，並引進市場機制，進一步對外開放，政府則扮演起宏觀調

控的角色。
50

 

此一轉變鬆動原本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使得中共政

權 由 極 權 主 義（totalitarianism） 政 體， 逐 漸 轉 型 成 為 威 權 主 義

（authoritarianism）政體，因而產生以下三個主要變化：意識形態不再介

入所有領域、對意識形態的強調弱化、政治安定取代政治動員。
51

 由於官

方意識形態對於文藝創作的介入與管制逐漸放鬆，此時中國大陸電影原本

的經營方式、服務對象與發展目標都產生改變，電影事業亦不得不隨之進

行與之相適應的配套及改革措施。

自 1985 年起，中國大陸的電影事業在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

後，被納入「第三產業」的範疇。
52

 1992 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日益

深化，在中共中央要求「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政策推動下，
53

 電影事業

必須積極面向市場、創造營收，並推動電影事業朝向市場化、產業化改革

的方向發展，而市場機制便在此一背景下被引進電影事業的運作。當電影

開始走向市場，政府的管制與過去相較便相對減少，使得大陸的電影事業

逐漸轉變成為真正的經濟實體，邁向企業化與現代化產業的道路。

二、改革開放對中國大陸電影主體性的影響

美國電影理論家約翰 . 霍華德．勞遜（John.H.Lawson）曾說：「劇作

家處理劇情的性格和方法決定了那些劇作家所屬的階級和時代中流行的觀

念。這些觀念代表著一個漫長的文化發展過程；從上代承襲下來的思想體

50 王毓莉，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對電視事業影響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7年），頁 150－ 151。

51 Lee,C.C.(1990).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Y.:the Guilford 
Press

52 第三產業指不生產物質產品的行業，即服務業，或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 (又稱第
三次產業 )。國家統計局課題組編，加快發展我國第三產業的研究報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
社，1994年），頁 29。

5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1992年 6月 16日），2013年 7月 13日
下載，《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4/4494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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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經歷著經常的變化和適應，反映了經濟力量和階級關係的變動。」
54

 由

此可見，一個時期電影的表現形式與理論內涵，受到所處時代政治、經

濟、文化背景所影響，一旦政治、經濟條件產生改變，必然會導致整個社

會文化的重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開始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當以往封閉、高度

集中的濟體制朝向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轉型之際，與之相適應的單一文化

形態也隨之解構，隨著外在政經情勢的移轉，逐漸走向多元化發展。電影

作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文化形態之一，不僅是一種藝術，同時還兼具商

品、傳播等多重屬性，必然也會隨之產生某種形式上的轉變。以此來解釋

改革開放後大陸電影本體的重構，應該十分貼切。

（一）電影本體意識的回歸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電影事業的發展，可以清楚地看到工具主義影響下

的文藝政策對於電影事業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政治凌駕一切」的

歷史現實裡，文藝政策與政治路線相互緊密結合，使得中國大陸的文藝理

論與實踐，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55

 而電影創作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的

附庸，被當做圖解政治的最佳利器。至於電影創作的主體意識，和電影作

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本體性，則都在「政治本位論」的長期壓抑下喪失了。

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指導

下，扭轉了「文革」以來，加諸在各個領域頭上所謂「絕對真理」的緊箍

咒，使得中國大陸壓抑已久的思想和文化，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加上對

外開放引進外來思想文化的影響，使得此時大陸的電影開始嘗試擺脫過去

「政治本位論」的束縛，朝向電影的本體意識回歸。
56

 

促成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電影本體意識覺醒的一個基本歷史前提，是

以摧殘文化為特徵的「文革」時期結束，因此對於「文革」歷史的回顧、

揭露與反思，就成為改革開放後大陸電影創作時最初的出發點，目的在將

「文革」時期扭曲的歷史重新反轉過來，以符合鄧小平「解放思想、撥亂

反正」的新時期新的歷史任務需求。

反思題材電影的出現，最初起源於文學創作的繁榮。改革開放後的中

國大陸文學創作，在擺脫「文革」時期文藝教條的層層束縛後，開始迅速

發展。這些文學作品以揭露「文革」10 年帶給人民的災難與痛苦，為各

54 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1年），頁 203。
55 魏天祥，文藝政策論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 11。
56 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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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文學開啟一個全新的創作領域。
57

 由於當時大陸官方媒體大力推崇這類

「傷痕文學」的價值，藉以重新爭取人民對於中共政權的支持，
58

 也為此

一時期反思題材電影的創作，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力保證。

面對改革開放後反思題材文學創作的盛行，中國大陸電影也開始在

「文革」歷史的回顧與反思中尋找新的突破口。1977 年，峨嵋電影製片

廠首先推出一部反映「四人幫」鬥爭的影片「十月的風雲」，之後相關題

材影片陸續出現，獲得大陸觀眾廣大的迴響。儘管這類型影片在藝術表現

上乏善可陳，與以往不同的僅止於在政治主題上的反轉，但畢竟順應觀眾

對於政治上撥亂反正的期待，展現電影創作面對歷史，批判政治的道德勇

氣，對於大陸電影本體意識的覺醒，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59

 

1979 年以後，中國大陸反思題材的電影開始有了長足的進展。「淚

痕」、「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巴山夜雨」、「天雲山傳奇」等，

同樣以「文革」為背景的影片，開始嘗試突破以往這類型電影固定的表現

模式，著力於刻劃一般民眾在「文革」10 年期間的遭遇和命運，以此反

映出當時劇烈多變的政治氛圍，將長期以來大陸電影著重於描寫重大歷史

事件、英雄人物、社會主義理想典型、歌頌光明面為基本格局的創作模式

打破，在影片中呈現以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電影中從未出現過的悲劇

主題，
60

 不僅為改革開放後的大陸電影創作樹立一個新的典範，也為日後

大陸電影體制改革開創一個新契機。

當中國大陸電影逐漸擺脫以往「政治本位論」的束縛後，大陸電影界

面對隔絕數十年的電影理論研究，開始重新針對電影的本體性進行思考。

這時大陸電影界已體認到，電影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它既不屬於工具主

義文藝政策實踐下的產物，也不是由戲劇或文學理論所界定，以往電影的

表現方式已不足以反映當時社會多元紛呈的面貌，及電影工作者渴望獨立

創作的性格。
61

 因此改革開放之初大陸電影理論的研究，主要是電影本體

性的探索，主要研究課題是：電影是什麼？電影的藝術主體性，及電影藝

術的創作規律。在此之前，電影藝術主體性的探討，從未進入大陸電影理

57 潘衛國，「試析心新時期反思題材影片的創作問題」，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90年第 1期，頁
50。

58 周玉山，大陸文藝新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年），頁 57。
59 陳曉雲，「三位一體：政治電影，藝術電影，商業電影－試論中國當代電影文化的歷史走
向」，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92年第 11期，頁 16。

60 陳曉雲，「三位一體：政治電影，藝術電影，商業電影－試論中國當代電影文化的歷史走
向」，頁 16－ 17。

61 曾敏，「電影理論：斷裂與延續」，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88年第 7期，頁 16。



69

第三章　中國大陸整體電影結構的建立與發展

論研究的範疇。而電影藝術主體的失落，正是由於「政治本位論」長期壓

抑下所呈現出的一種文化現象。

從「文革」結束到 1980 年代中期，中國大陸電影理論思維經歷了

「政治性控訴到政治性反思」和「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兩個互相承

接的歷史階段。這兩個階段的代表性文學，分別以對「文革」進行控訴的

「傷痕文學」，及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尋根文學」為代表，各自以

其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與訴求，引領出批判「文革」的「反思電影」，和

「第五代」導演為主體的「探索電影」。
62

 由此可以看出，大陸的電影理

論在經歷了對歷史與政治的反思過程後，已重新調整思路，將電影理論研

究的主題，朝向傳統文化的反思前進。

眾所周知，電影的美學表現，既隨外在物質生活的發展而推移，也受到

民族文化傳統所制約。中國大陸電影雖然起源於西方電影的學習，同時在中

共建政後，電影受蘇聯電影發展模式與電影理論影響至深，但在電影的藝術

取向上，仍然保留傳統文藝觀念的影響。因此當大陸電影理論研究的主體命

題，朝向文化反思的方向發展時，其實就代表著電影本體性的回歸。
63

 

此外，電影作為現代最重要的藝術形式之一，過去長時間以來，被共

黨意識形態所否定的文藝創作主體性，如今再度成為中國大陸文藝界探討

的課題。對此鄧小平在 1979 年 10 月，中共第四次「文代會」上指出「文

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

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
64

 

由於改革開放後文藝創作主體的重獲肯定，象徵中國大陸文藝的功能

取向，已從過去專注於政治宣傳、社會教化，開始回歸藝術層面的追求。

此時大陸電影界也開始嘗試重新探索電影失落已久的本體性。經由引進國

外電影理論與技巧的學習，大陸電影界開始致力於電影藝術創作的突破與

創新，追求電影市場更高的經濟效益。

（二）電影商品本體的重建

在現代各種藝術形式當中，電影毫無疑問地是最具商品經濟價值的一

種，因為電影從生產、流通，到消費的過程，無一不是商品經濟運作下的

62 一般公認大陸「第五代」電影代表人物，如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吳子牛、張軍釗、胡
玫等，都是「文革」後北京電影學院第 82屆畢業生，參見王素萍，「第五代導演和第五代電
影的研究綜述」，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91年第 2期，頁 48。

63 羅藝軍，「中國電影文化之走向」，電影藝術，1994年第 2期，頁 6。
 羅藝軍，「中國早期的電影觀念和電影文化思考」，文藝研究，1992年第 6期，頁 73－ 81。
64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鄧小平文選（1975－ 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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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絕大多數的藝術形式無需像電影須投入大規模的資金進行生產，也

很難產生如電影工業一般巨大的經濟效益，這是因為電影工業必須具備

一定規模的生產基地－製片廠、消費網絡（發行放映機構），及消費市場

（電影觀眾）的緣故。因此電影從開始生產的那一刻起，其商品屬性就如

同其藝術本體一樣，都是構成電影形式與內在的基本要件。
65

 

西方世界很早就注意到電影的商品屬性，美國電影理論家喬治．普魯

斯東曾說：「企業家和觀眾對電影這種藝術的形式起著影響。一方面是商

業生產，另一方面是群眾性的消費。」
66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前，中國大陸的電影經營方式承襲自西方資本主

義市場經濟運作模式：自主生產、自我發行（或代理發行）、自由競爭、

自負盈虧。國民政府基本上實行多元化的電影政策，儘管扶植國營的電影

企業，並且運用法規限制左翼電影的製作發行，但這些舉措並未改變電影

市場多元的格局－私營公司可以與國營並存，國營公司生產的影片與私營

公司生產的影片可以在電影市場中同時發行放映。
67

 

但對中共統治下的電影業而言，自始便深受馬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

影響，因此中共建政之初，便把大眾媒體和電影視為是政黨宣傳和意識形

態教化的工具，歷來黨內政治變動經常影響著電影事業的發展。
68

 在此特

殊的政經環境下，中國大陸的電影事業實際上具有三種不同屬性，一是意

識形態控制的宣傳性質，二是公共服務的社會性質，三是商業經營的經濟

性質，形成大陸電影發展過程的獨特現象。

自 1953 年起，中共開始對境內所有私營電影企業進行社會主義公有

制的改造，使電影成為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由國家經營的事業單位。這種

由國家壟斷的電影市場，實際上已退化而不具備市場經濟的基本要件，國

家可隨時以行政手段干預並操控電影市場。電影的創作生產，必須配合現

實政治路線的發展運作，與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的要求相符合，市場票房

多寡並非考量的重點，使得中國大陸電影長期以來，始終將政治、社會效

益擺在首位，電影的經濟效益則明顯地被忽略。
69

 

但從中共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電影事

65 張亞彬、賈磊磊，「商品、藝術、文化：電影本體論綱」，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90年第 1
期，頁 55。

66 錢曙光，「當代電影理論的兩個走向」，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88年第 7期，頁 19。
67 吳迪，「新中國的文藝實驗：1949年到 1966年的『人民電影』」。
68 Yan,L.(2000).”CHINA.”In S.A. Gunaratne(Eds.), Hand book of the media in asia.Sage 

Publications:New Delhi.p.500.
69 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頁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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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必須扮演推動經濟改革的角色，為改革開放政策作宣傳；另一方面，由

於電影事業亦屬於「第三產業」的一環，在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

政策的總體規劃設計下，電影事業作為一個事業體，也必須配合改革開放

政策進行相對應的體制改革，以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電影的經

濟效益和政治、社會效益因此受到同等重視，電影的商品屬性也重新獲得

肯定。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出現經濟滑坡，如何拍

攝出符合市場需求，又能追求票房利潤的影片成為攸關電影事業存續的當

務之急，電影的商品價值因此被提升至與藝術表現同等地位的高度，使得

商品、藝術、文化三者重新構成一個完整的電影本體形象。這不僅象徵大

陸電影商品本體的重新回歸與建構，同時也為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發

展的進程揭開序幕。

貳、中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的過程與影響

1978 年 12 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文革」左傾路

線的錯誤，提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總目標，使得中國大陸的電影事

業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大陸電影體制改革的過程，可分為以下三個階

段，其主要內容與影響分述如後：

一、第一階段：電影體制改革準備期（1978 － 1993 年）

1979 年 8 月 1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批轉文化部、財政部《關於改革

電影發行放映管理體制的請示報告》，恢復「文革」前電影發行放映管理

體制，將「文革」時期電影事業的混亂狀態，重新回歸統一的管理體系。

此外，調整電影發行收入的分成比例， 70％上繳中影公司，30％留作各級

地方公司所得利潤。地方公司獲利 20％上繳財政，80％作為發展發行放

映企業的專項基金，使得電影發行放映獲得經濟上的保證。
70

 然而發行放

映部門收入增加，與製片部門獲利分配卻產生矛盾，電影體制改革的要求

因此開始出現。
71

 

1980 年 11 月，中宣部針對電影體制改革要求提出兩項改革方案：

（一）擴大製片企業自主權

針對北京、上海、長春、珠江、峨嵋、西安 6 家故事片廠，實行「獨

70 季洪，「1981年的中國電影事業」，中國電影年鑒－ 1982（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
年），頁 222。

71 李天鐸等，大陸電影事業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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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改革，取得生產自主權和資金支配權，在發行放映

過程取得銷售自主權和影片版權，推動製片企業轉型成為獨立自主的現代

化企業。

（二）改革影片發行的結算方式

改變以往影片由中影公司「統購統銷」的發行方式，由中影公司依發

行所需的拷貝數量，按一定單價與製片廠結算，且規定按拷貝基數上下

10％浮動的方式結算。

以上改革，主要在於製片與發行部門的利益分配，並未觸及原有的電

影體制，然而由於提出企業自主和搞活經營，為大陸電影體制改革指出明

確的發展方向。
72

 

1984 年 10 月，中共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

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開」的改革方針。從此

時起，電影製片不再由國家統一撥款運作，包括電影在內的國企開始推動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改革，並在企業內推行「承包責任制」，以調動企

業經營的積極性。此時北京、長春等製片廠開始將「承包責任制」引進

電影部門，透過與廠內攝製組簽訂承包合約，將創作人員與投資效益及風

險聯繫起來，提升創作生產的優化組合與電影的經濟效益。因此「承包

責任制」可說是 1980 年代中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

一。
73

 

此外，為因應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出現經濟滑坡，從 1985 年起，在部

分地區針對部分影片實施浮動票價，打破過去 35 年由國家控制的固定票

價機制。1990 年底，國務院又將電影票價管理權下放到省，並規定每張票

提撥 5 分錢，做為建立國家電影事業發展的專項資金。透過專項資金的建

立，不僅緩和製片與發行部門間的利益衝突，保障大陸電影事業的持續改

革，也為 1990年代大陸電影體制的全面改革，營造出一個有利的環境。
74

 

二、第二階段：電影市場化改革時期（1993 － 1999 年）

1992 年，中共召開「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道

路。
75

 1993 年 1 月，廣電部下發《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

72 「文化體制改革歷史回顧」，中國改革全書－文化體制改革卷 1978 － 1991（遼寧：大連出版
社，1992年），頁 11。

73 梁欣，「改革中的大陸電影走向」，瞭望海外版，1991年 6月，頁 36。
74 「文化體制改革歷史回顧」，中國改革全書－文化體制改革卷 1978 － 1991，頁 10。
75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2年 10月 12日），2013年 6月

19日下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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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意見》，強調電影事業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變中共

建政以來，計畫經濟體制下「統購統銷」的製片、發行、放映體制。中影

公司不再對國產影片統一收購、包辦發行，各製片廠可直接與地方發行公

司進行地區發行權、單片承包、票房分成、代理發行等多種形式交易。
76

 

此後中國大陸各製片廠開始進行內部機制的改革，電影投資方式不再只是

由國家投資，而是允許民營企業投資，甚至是與港資、外資合資拍片。
77

 

1993年，上海電影發行放映公司首先實行股份制改造，組成上海永樂

股份有限公司，並率先開始院線制的經營。1993年 4月，中影公司在北京

成立影片交易中心，由製片、發行雙方直接商議收購價格，啟動大陸電影發

行的市場機制。
78

 隨後北京電影製片廠與上海永樂影視公司簽訂電影「獅王

爭霸」發行合約，為大陸電影體制改革後首部走向市場發行的影片。
79

 

1993 年 5 月，中國大陸 16 家電影製片廠，越過省級電影發行放映公

司，與江蘇南京、蘇州、無錫、南通 4 市簽訂直接供片合約，並共組大陸

第一個民間影片交易市場「蘇州電影發行服務中心」，將原來省發行公司

的利潤轉移到製片廠和市發行公司，實現製片、發行企業自主經營的改革

目標。
80

 

1994 年 8 月，廣電部再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

通知》，從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各製片廠可直接將影片發行至地方任何一

級發行機構，甚至是電影院，打破以往必須透過省級發行公司逐級向下發

行影片的成規。
81

 

1994 年底，廣電部電影局批准每年自國外進口 10 部「分帳大片」的

制度。同年 11月 12日，首部進口分帳大片「亡命天涯」在北京、上海、

廣州等城市公映，這是中共建政後，首度在中國大陸市場公開放映的美國

好萊塢影片。此後每年都有 10部好萊塢或香港影片通過票房分帳的形式引

進大陸市場，並以發行分成收入挹注國內電影發展。但在大陸電影質量尚

76 「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93年第 4期，頁 19
－ 20。

77 周文翰，「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 歷次改革詳細信息」（2005年 4月 14日），2013年 5月 8
日下載，《人民網》，http://ent.people.com.cn/BIG5/8222/42057/36604/36611/3321477.html。

78 白安丹，「電影機制改革思考一二三」，電影藝術，1994年第 1期，頁 52。
79 唐榕，「改革開放 30年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研究」，現代傳播，2009年第 2期，頁 6。
80 劉章武，「大陸電影要走出三大誤區」，電影評介，1994年第 3期，頁 18。
81 周文翰，「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 歷次改革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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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做好市場競爭的準備下，導致大陸國產電影票房下滑和電影觀眾流失。
82

 

1995 年，廣電部發出《關於改革故事片攝製管理工作的規定》，宣

布除原先經國務院批准擁有故事片出品權的 16 家國有製片廠外，其它

13 家省、市級國有製片廠亦可生產故事片。社會法人組織投資額若超過

70％，可與擁有出品權製片廠共同署名「聯合拍攝」。

另從 1995 年起，採取影視合流，在電視台開設電影頻道，所得收益

部分返還電影製片業，通過民間集資與開闢財源的方式，為製片部門取得

經濟上的有利條件。
83

 

1996 年，國務院將 1990 年底設立的「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

金」，改為從縣及縣以上影院售出的每張電影票中，提取 5％作為專項資

金的來源，並以貸款、獎勵、資助三種方式扶植重點故事片的拍攝。
84
總

計從 1991 至 1996 年，中國大陸共收取電影專項資金 1.13 億元，支持約

60 部重點故事片的拍攝。 

此外，為進一步提升電影創作的整體質量，1996 年廣電部、財政部

下發《關於設立支持電影精品「9550 工程」專項資金有關規定的通知》，

規定從每年電視廣告純收入中提撥 3％，設立電影專項資金（影視互濟資

金），支持電影精品的攝製。總計「9550 工程」中國大陸中央和地方政府

支持各國營製片廠的影視互濟資金達到 4.4 億元。
85

 

1997 年，廣電部電影局發出《關於試行「故事電影單片攝製許可

證」的通知》，宣布國有省級以上和具備相應條件的地市級電影單位、電

視台、電視劇製作單位，均可向電影局申請故事電影單片攝製許可證， 
86

放寬電影拍攝的准入條件。

以上改革，將中國大陸電影事業從以往計畫經濟的生產發行模式推向

市場競爭。在這個階段，電影事業開始嘗試轉型成為真正的企業體，獲得

82 1994年，為改變當時大陸電影市場蕭條局面，時任中影公司總經理吳孟辰向電影局提議以國
際通用的票房分帳形式，進口最新一流外國影片，以發行收入扶植國內電影事業。同年底，
電影局批准每年進口 10部「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和表現當代電影成就」的影片，通
稱「分帳大片」。進口大片收入分成比例為製片方 35%，發行方 17%，放映方 48%，進口的
製片方還須承擔宣傳費用，因此最後分得約只占原始票房毛利的 13％。儘管分帳比例對製片
方明顯不利，但國外尤其是美國好萊塢片商依舊從大陸市場獲取豐厚的利潤。參見「進口大
片」，2013年 8月 5日下載，《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573243.htm。

83 周文翰，「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 歷次改革詳細信息」。
84 所謂重點故事片，是指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題材，表現黨、國家、軍隊重大革命歷史
題材，及經批准的少量其他方面的重點故事題材。章柏青、賈磊磊，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頁 143－ 150。

85 石川、呂建偉，「中國電影多元資助體系建設爭議」，引自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年），頁 251。

86 周文翰，「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 歷次改革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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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及更多元的投資管道，對於吸引民營企業資金與境外

資金投入電影市場、促進電影創作質量提升均產生積極的效果，電影體制

改革由此跨出重要一步，至此已試行多年的大陸電影體制改革與市場化方

向正式確立。

三、第三階段：電影市場化、產業化改革時期（1999 年以後）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雙方就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雙邊談判達成最終協議，其中涉及電影及其相關產業部分，

在中方堅持控股權和進口審批權的前提下達成協議。

2001 年 11 月 10 日，WTO 在杜哈（Doha）通過中國大陸加入的申請

案，有關電影產業的協議內容主要有以下三項：

第一、自 2001 年大陸加入 WTO 開始，將允許以票房分帳形式每年

進口影片 20 部，並且在 3 年內增加至 50 部；

第二、將在 3 年內開放外資參股新建、改造影院，控股可達 49％；

第三、外國企業可通過與中資機構合作方式，參與經營錄音、錄影等

視聽產品銷售業務。
87

 

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正式邁入世界經濟、文化全球一體化的軌

道，代表大陸市場正式對外開放，電影市場將面臨國際競爭的挑戰。此

外，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文化產

業」，在這個階段，大陸陸續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吸引各方資金投

入電影業，擴大電影產業規模，以加快大陸電影市場化、產業化的進程。

而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等也針對電影產業相繼頒布系列扶植政策，相

關內容與影響如下：

（一）民營電影企業崛起

1980年代中期以後，當時中國大陸還只允許國營 16家製片廠拍攝故

事片，就已有民營資本私下投資電影拍攝。1993年，廣電部發布《關於當

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電影由計畫經濟轉向市場化改革，

促使各國營製片廠面向市場開拓融資管道，社會集資因此成為電影製作資

金來源的新管道，該年經電影局審查通過的 151部國產故事片中，通過社

會集資拍攝的就有 81部，此時民營電影公司開始以投資者的身份進入電影

87 張燕、譚政，鏡像之鑒－韓中電影敘事和受眾比較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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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國營製片廠與民營電影公司合作投資拍片由此興起。
88

 此後隨著電

影體制改革日益深化，直到 2001 年底，《攝製電影許可證（單片）》試行

後，拍攝電影的資格更加放寬，民營電影企業以資金、市場、人才等方面

的優勢，逐漸取得製片、發行、院線等電影產業的入場許可證。
89

  

2002 年，廣電總局頒布新《電影管理條例》，規定民營企業也可申請

《攝製電影許可證》獨立拍片。2002 年 3 月 20 日，大陸演員徐靜蕾自編

自導自演的「我和爸爸」領到第一張許可證。同年，5 家大陸民營電影公

司：北京新畫面、華誼兄弟、北大華億、世紀英雄、東方神龍共申請 58

部影片拍攝許可證，成為當時最活躍的電影製作力量。

而在發行方面，電影局也對國內民營企業開放，只要登記資本額 50

萬元以上，曾有代理發行 3 部國產影片 ( 或一部電影局推薦國產片 ) 經

驗，即可向電影局申請影片發行許可證。同年 6 月，保利博納、北京新畫

面等 7 家民營企業拿掉「代理發行」的帽子，首次獲得直接發行影片的資

格。至此，非國有資本與國有資本共存於電影發行市場之中，中國大陸電

影市場發行主體出現首度的變革。
90

 

2003 年起，中國大陸針對電影推出一系列政策，以往嚴格管制的電

影業開始逐步放寬。2003 年 10 月，廣電總局頒布《電影製片、發行、放

映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鼓勵境內國有、非國有資本 ( 不含外資 ) 與

現有國有電影製片單位合資、合作或單獨成立製片公司，
91

 意味著電影製

片、發行、放映環節將逐步開放，民營電影公司取得和國營製片廠同等的

權利和義務。

同年 12 月 1 日，《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開始實施，民營企

業經批准可獨立進行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的業務，進一步放寬中外合拍影片

的條件。
92

 

2004 年，廣電總局進一步開放在中方控股 51％的條件下，外資與

境內民營電影公司成立合資公司。這是對國有、民營資本和外資在中國

大陸電影業中的角色進行重新定位，激發民營資本投資電影的熱潮。

88 「中國影市後百億時代 五位民營電影人的理想版圖」（2011年 4月 1日），2012年 8月 25日
下載，《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GB/137684/14293602.html。

89 「電影製片再度放寬政策－民營企業獲市場准入」（2002年 1月 22日），2013年 5月 16日下
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01/22/content_248328.htm。

90 「中國影市後百億時代 五位民營電影人的理想版圖」。
91 「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2004年 8月 26日），2013年 5月 16日下
載，《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yule/8222/36604/36611/2741971.html。

92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年 8月 10日），2013年 5月 16日下載，《國家廣電總
局》，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4/08/10/20070924090517840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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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大陸民營資本共投資 96 部電影，占全年 140 部國產電影產量的

68.5％，國產電影票房收入近 80％是由民營公司參與發行創作。至 2004

年底，大陸國有企業投資電影生產比例已下降至 50％以下，境外資本、

民營資本合作拍攝的影片達到 80％。

2000 年以後中國大陸民營電影企業的崛起，使得電影投資總量明顯

增加，其背後動力來自於電影體制改革後，放寬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的

資格准入門檻，吸引社會資金投入電影產業，包括境外的投資基金、企業

投資等進入大陸電影市場，尋找合作的對象，帶動電影市場的資金、人才

向民營電影公司流動。2002 年，張藝謀執導的「英雄」，由民營電影企業

北京新畫面投資拍攝，創下 2.5 億元的票房紀錄，也是大陸首部票房破億

的國產電影。
93

 

近年來，華誼兄弟、博納影業等民營電影公司成為中國大陸賣座影

片的主要投資者：2007 年「投名狀」，2008 年「赤壁」，2009 年「十月

圍城」，2011 年「龍門飛甲」（博納影業出品）；
94

 2008 年「非誠勿擾」，

2009 年「風聲」，2010 年「唐山大地震」、「非誠勿擾 2」、「通天神探狄仁

傑」，2011 年「新少林寺」，2012 年「畫皮 2」、「1942」、「十二生肖」，

2013 年「西遊－降魔篇」、「狄仁傑之神都龍王」（華誼兄弟出品），
95

 並逐

步成為大陸電影市場真正的主力。

（二）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

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承諾國內市場將逐步對外開放，為因

應電影市場即將面臨的國際競爭，2000 年，廣電總局與文化部聯合下發

《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組建電影集團和實現股

份制的改革，使製片、發行、放映一體化，並提議建立以院線為主體的供

片機制，目的是將大陸電影產業做大做強，以因應電影市場國際化－特別

是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強勢叩關。

2000 年 11 月，廣電總局發布《關於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化發展試行工

作的原則意見》，電影在中國大陸影視產業中率先啟動集團化改革，上海

電影集團、中國電影集團、長春電影集團相繼組建成立。

2001 年 2 月，廣電總局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組建電影集團的原則

93 張智華，「百年中國民營電影公司的經驗與展望」（2008年 1月 18日），2012年 5月 7日下
載，《電影藝術》，http://www.51dh.net/magazine/paper/2008/409/409780.2.htm。

94 「博納影業集團」，2013年 11月 13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
D%9A%E7%BA%B3%E5%BD%B1%E4%B8%9A。

95 「華誼兄弟傳媒集團」，2013年 11月 13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
5%8D%8E%E8%B0%8A%E5%85%84%E5%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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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同年 12 月再發布《關於積極推進廣播影視集團化改革的實施細則

（試行）》，以政策推動電影集團化的改革。
96

 

至 2012 年，中國大陸已成立並掛牌營運的電影集團有：中國電影集

團、長春電影集團、上海電影集團、西部電影集團、瀟湘電影集團、峨嵋

電影集團，及珠江電影集團等七大電影集團公司。這些電影集團都是在原

有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基礎上轉型成為企業性質，經產業整合後實現製片、

發行、放映，與電影、電視、音像一體化的綜合性集團化營運模式。

以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影集團）為例，1999 年 2 月，經國務院批

准成立，由原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國兒童電影製

片廠、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中國電影器材公司、電影頻道節目中心、

北京電影洗印錄像技術廠、華韻影視光碟有限責任公司等 8 個單位聯合組

成。擁有全資分、子公司 15 個，主要控股、參股公司近 30 個，1 個電影

頻道，也是中國大陸兩家擁有影片進口權的公司之一（另一家是華夏電影

發行公司），是目前大陸產量最大的電影公司。
97

 

此外，隨著近年來政策的開放，中國大陸民營電影企業如雨後春筍般

成立，其中一部分已成為電影產業中的行業旗艦。華誼兄弟、光線傳媒、

博納影業、小馬奔騰等民營電影企業，已逐漸發展為以電影製片為核心，

並涉足電影發行、演員經紀、影院投資等業務，成為擁有完整產業鏈的影

視集團。
98

 

（三）電影發行放映機制改革

2001 年 12 月，廣電總局與文化部聯合發布《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

映機制的實施細則》，明確提出以院線為主體的發行放映機制。所謂院線

制，是以幾個影院為基礎，以資金和影片供應作為聯結，由一個發行主體

和若干影院組合而成，實行統一品牌、統一排片、統一經營、統一管理的

發行放映機制。目的在將原有的電影發行放映體系由各自分立轉向通過院

線網絡相互聯通，為院線制的推行與組建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99

 

2002 年 6 月 1 日，中國大陸第一批組建的 30 條電影院線正式啟動營

運，其中 11 條為跨省院線，19 條為省內院線，開啟大陸電影市場運作機

96 唐榕，「改革開放 30年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研究」，頁 7－ 8。
97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2013年 11月 13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

4%B8%AD%E5%9B%BD%E7%94%B5%E5%BD%B1%E9%9B%86%E5%9B%A2。
98 劉陽，「民營電影企業：在洗牌中鍛造品牌」（2012年 7月 25日），2013年 8月 20日下載，
《求是》，http://big5.qstheory.cn/dd/dd2012/mgdy/201207/t20120725_172144.htm。

99 「院線制」，2013年 11月 18日下載，《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635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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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新模式。經過 10 年的摸索和實踐，已產生出中影星美、萬達、上海

聯和、北京新影聯、浙江時代等營運成熟的院線，都是透過控股、參股或

簽約等形式結合而成。

至 2011 年底，中國大陸註冊院線共有 40 條，正式掛牌營運的 39 條

院線中，有 23 條年度票房超過億元，占院線營收總額 60.5％，其中 4 條

院線年度票房超過 10 億元，萬達院線更以 17.85 億元票房，居全國院線

之冠。院線制改革打破以往按行政區域劃分發行的市場壟斷，減少發行層

次，優化產業結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的市場格局。
100

 對於近年來大陸

電影產業化、集團化的成形產生積極的效果，也推升電影市場的持續成

長。

（四）政府扶植政策的介入

在製片方面，這一時期政府的扶植政策，主要在於加大財政稅收、電

影專項基金、金融信貸等的支持力度。2005 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發布《關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的若干稅收政

策問題的通知》，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於支持文化

企業發展若干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免徵廣播電影電視行政主管部門依

職能權限批准從事電影製片的企業銷售拷貝的增值稅，降低電影產業的經

營成本。

此外，為鼓勵文化產品出口，2005 年相繼推出《關於加強文化產品

進口管理的辦法》和《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工作的

意見》，支持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稅收優惠政策，明確規定電影電視出

口享受退稅的優惠，以財稅政策鼓勵文化產品出口參與國際競爭。
101

 

在電影專項基金資助的投入方面，2007 年修訂《電影專項資金管理

辦法》、《電影精品專項資金管理辦法》，擴大電影基金的補助範圍，補助

形式也更為多樣。此外，從 2007 年起，廣電總局設立「青年電影導演創

作資助計畫」，2008、2009 年在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傳媒

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解放軍藝術學院 5 所學校設立「扶持青年優秀電影

劇作計畫」，以國家電影專項資金實施電影人才的培育。
102

 

另外，在發行放映方面，2002 年頒布的《電影管理條例》，明確規定

各放映單位放映國產影片的時間，不得低於每年放映電影總時數的三分之

100 「國內院線制十年發展路」（2012年 7月 24日），2013年 11月 18日下載，《文化中國》，
http://cul.china.com.cn/cswh/2012-07/24/content_5183748.htm。 

101 唐建英，「中國電影製作扶植政策的演進與反思」，電影藝術，2010年第 1期，頁 32。 
102 唐建英，「中國電影製作扶植政策的演進與反思」，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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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確保國產影片的市占率。
103

 以上扶植與保護性電影政策的介入，

也成為中國大陸國產電影市場能夠持續擴大，避免國外電影成為大陸電影

市場的主導力量的主要原因。

第四節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現況

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承諾每年進口外國影片數量，從原本

的 10 部增加到 20 部，其後總體進口影片數額每年提高至 50 部，其中包

括好萊塢分帳大片 20 部，及其他非美國影片 30 部。
104

 自此大陸電影開

始全面推進產業化進程，電影產量逐年攀升，電影市場也不斷成長。2001

年，大陸國產故事片年產量 88 部，至 2012 年已達 745 部，12 年成長超

過 8 倍，居印度、美國之後，排名世界第三位。

2002 年，張藝謀的「英雄」創下 2.5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票房紀

錄，成為中國大陸首部票房過億元的國產電影。在此票房大片的帶動下，

大陸電影票房開始逐年成長，成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影市場之一。2008

年，受到國際金融風暴衝擊影響，全球電影市場成長趨緩，平均增長幅度

僅 8％，惟大陸電影市場票房收入達 43.4 億元，以 30.48％的增幅居全球

之冠，並首度躋身全球電影票房前 10 名。

2009 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再創 62.06 億元新高，比前一年增長

43.77％，觀影人數全球第 2，電影票房收入全球第 9。相較於同期美國電

影票房連續 5 年零成長，大陸電影市場則連續 5 年增長超過 30％，國產

影片市占率也達到 56.6％，連續 7 年超過進口影片。
105

 

2010 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持續保持高速成長，電影故事片年產量

526 部，總體電影票房達 101.72 億元，電影市場突破百億元大關，年增

長率 63.9％。
106

 

2011 年，中國大陸電影故事片年產量 558 部，國內電影總票房

103 「電影管理條例」。  
104「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文版標準版本」（2002年 2月 6日），2013年 5月 21日下載，《World 

Wide Web》，http://www.china-zs.com/COMM/link/qita4.htm。  
105尹鴻、詹慶生，「2007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第 319期，2008年 2月，頁 13。
  尹鴻、程文，「2008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2009年 8月 5日），2010年 7月 27日下載，《中
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news/txt/2009-08/05/content_18277538_4.htm。 　

  陳旭光，「票房破 62.06億 2009中國電影藝術與產業備忘」（2010年 1月 27日），2010年 7
月 27日下載，《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70806/70982/10858520.html。

106 尹鴻、程文，「2010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第 337期，2011年 2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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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5 億元，
107

 比 2010 年增長 28.93％，成為僅次於北美和日本的世界

第三大電影市場。
108

 

2012 年，中國大陸電影故事片年產量達到 745 部，國內電影總票房

170.73 億元，比 2011 年增長 30％。依國家廣電總局（現已改為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的資料顯示，從 2003 年起，大陸電影市場已連續 10 年保

持成長，10 年間成長 18.5 倍，平均增幅近 40％。
109

 

2013 年 3 月， 美 國 電 影 協 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發表報告指出，2012 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總額為 27

億美元，已超越日本（24 億），僅次於北美（108 億），成為全球第二大

電影市場，也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影市場。
110

 

至 2013 年，中國大陸電影故事片年產量 638 部，較前一年減少

107 部，是近十幾年來首度產量呈現衰退。
111

 但國內電影票房收入達到

217.69 億元，
112

 比 2012 年增長近 28％，僅 4 年的時間即達成倍數成長。

自 2002 年中國大陸第一部票房過億元的國產影片「英雄」開始，到

2007 年，大陸國產片票房過億元的影片共有 10 部。而 2008 年，大陸全

年票房收入過億元的 12 部影片中，國產影片就占了 8 部，幾乎是之前票

房過億元國產影片的總和。其中票房超過 2 億元的國產影片達到 4 部。其

中由馮小剛執導的「非誠勿擾」更創下超過 3.4 億元的總票房，為當年大

陸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
113

            

2009 年，中國大陸共有 21 部影片票房超過億元，其中 11 部為國產

影片，21 部為進口影片，與前一年 12 部相較增幅 75％。而慶祝中共建政

60 年的主旋律獻禮影片「建國大業」更創下 4.2 億元的票房紀錄，成為大

107 馮琦，「2011年中國電影票房過 130億元」（2012年 1月 10日），2012年 1月 15日下載，《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jrzg/2012-01/10/content_2040636.htm。 

108 尹鴻、程文，「2011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第 343期，2012年 2月，頁 5。 
109 「2012年全國電影票房統計」（2013年 1月 11日），2013年 1月 15日下載，《國家廣電總
局》，http://www.chinasarft.gov.cn/articles/2013/01/11/20130111112236730833.html。

 苗春，「2012年全國電影票房超 170億」（2013年 1月 10日），2013年 1月 15日下載，《新
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1/10/c_114313133.htm。

110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2,” Last Update 21 March 2013,《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www.mpaa.org//Resources/3037b7a4-58a2-4109-8012-58fca3abdf1b.pdf. 

111 孟潔，「2013年全國電影票房十強影片出爐 國產片占 7部」（2014年 1月 9日），2014年 1
月 12日下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http://www.sarft.gov.cn/。 

112 「2013年全國電影產業數據 票房收入超 200億」，人民日報，2014年 1月 9日，第 19版。
113 尹鴻、程文，「2008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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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當年影史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
114

 

114 陳旭光，「票房破 62.06億 2009中國電影藝術與產業備忘」（2010年 1月 27日）；「文化藍
皮書：中國電影票房增幅全球最快」（2010年 5月 6日），2010年 7月 4日下載，《中國評
論》，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1/3/4/101313450_3.html?coluid=7&kindid=0&doc
id=101313450&mdate=050617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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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中國大陸電影年產量統計（2001 － 2013）

資料來源：中國電影年鑒 2001 － 2012（北京：中國電影年鑒社，2001 － 2012 年）。

 孟潔，「2013 年全國電影票房十強影片出爐 國產片占 7 部」（2014 年 1 月 9 日），
2014 年 1 月 12 日下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http://www.sarft.gov.cn/。

圖 3-4　中國大陸電影票房統計（2001 － 2013）

資料來源：中國電影年鑒 2001 － 2012（北京：中國電影年鑒社，2001－ 2012年）。

　　　　　 「2013年全國電影產業數據 票房收入超 200億」，人民日報，2014年 1月 9日，第 19版。

　　　　　孟潔，「2013年全國電影票房十強影片出爐 國產片占 7部」（2014年 1月 9日），2014年 1
月 12日下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http://www.sarf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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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中國大陸票房過億影片數量統計（2006 － 2013）

資料來源：2011 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2012 年 3 月，頁 7。

 「盤點 2012年全國電影票房 雙泰領銜」（2013年 1月 16日），2013年 3月 1日下載，《京
華時報》，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27564/2013/01/16/108s3992685_2.htm。 　　

 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歷史排行（2013 年 6 月 23 日 ) ，2013 年 6 月 28 日下載，《時光
網》，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2/。

 孟潔，「2013 年全國電影票房十強影片出爐 國產片占 7 部」（2014 年 1 月 9 日），
2014 年 1 月 12 日下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http://www.sarft.gov.cn/。 

圖 3-6　中國大陸電影觀影人次統計（2006 － 2013）

資料來源：尹鴻、程文，「2011 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2012 年 3 月，頁 7。

 「電影票房火爆 傳媒股業績突出值得關注」（2013 年 5 月 13 日），2013 年 6 月 3 日
下載，《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yyj/20130513/104415441021.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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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國大陸共有 27 部影片票房超過億元，其中 17 部為國產

影片，10 部為進口影片，與前一年 21 部相較增幅約 30％。其中好萊塢

3D 電影「阿凡達」以 13.5 億元刷新大陸影史最高票房紀錄。
115

 由馮小

剛執導的國產史詩影片「唐山大地震」，2010 年 7 月 22 日首映當天即超

越「阿凡達」，以 3,620 萬元刷新大陸影史單日最高票房紀錄，
116

 總票房

也達到 6.6 億元，刷新當年國產影片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紀錄。
117

 

2011 年，中國大陸共有 35 部影片票房超過億元，其中 20 部為國產

影片，15 部為進口影片， 7 部影片票房超過 2 億元。其中「變形金剛 3」

以 10.8 億元成為年度票房冠軍。在國產影片中，「金陵十三釵」、「建黨偉

業」、「龍門飛甲」票房超過 4 億元，「金陵十三釵」更以 5.92 億元成為年

度國產影片票房冠軍。該年大陸國產電影票房總額 70.31 億元，占全年總

票房 53.61％，國產電影票房市占率為近年來最低，
118

 顯示擴大開放進口

影片進入大陸市場，已逐漸威脅原本國產影片具有優勢的市場生態。

2012 年，中國大陸和美國就解決 WTO 電影相關問題諒解備忘錄達成

協議，確定在原來每年 20 部進口分帳影片配額的基礎上，再增加 14 部進

口分帳的高新技術格式（3D 或 IMAX）美國影片，票房分帳比例也由之

前的 13％提高至 25％。該年大陸共有 41 部中外影片票房超過億元，其

中「一九四二」、「十二生肖」、「搜索」、「人再囧途之泰囧」、「畫皮 2」、

「寒戰」等在內的國產電影取得不錯的成績。根據統計，在 21 部國產影

片票房過億影片中，6 部影片達到 2 億以上票房，3 部影片達到 7 億以上

票房，數量超過歷年。

此外，票房過億已不再是大片的專利，「人再囧途之泰囧」、「寒戰」

等中小成本影片展現黑馬之姿。「人再囧途之泰囧」更是創下大陸前所

未有的觀影熱潮，以 3,600 多萬的觀影人次超越「變形金剛 3」、「阿凡

達」，以 12.55 億元的票房收入締造中國大陸國產影片票房新紀錄，僅次

於好萊塢 3D 影片「阿凡達」所創下 13.9 億元的票房紀錄。2012 年是大

陸電影產業化改革的第 10 年，國產電影票房占總票房的 48.46％，也是

10 年來大陸國產影片票房總額首次低於進口影片。
119

 

115 吳靖雯，「中國電影上半年票房達 46億」，旺報，2010年 7月 5日，C4版。 
116 廖慧娟，「唐山大地震首日票房勝阿凡達」，旺報，2010年 7月 25日，C6版。 
117 尹鴻、程文，「2010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頁 7。 
118 尹鴻、程文，「2011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頁 6。 
119 「2012年中國電影『帳單』泰囧稱王」（2013年 1月 11日），2013年 3月 31日下載，《新浪
全球新聞》，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20130111/01524146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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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 年，中國大陸電影市場仍維持高速成長，僅上半年全國電

影票房收入就已超過 100 億元，創下歷年來最快突破百億元的紀錄。至

於全年電影票房總收入達 217.69 億元，國產影片票房 127.67 億元，占

58.65%。其中 60 部影片票房過億，國產影片占 33 部，票房超過 4 億元

的國產影片達到 7 部，票房總和 46.8 億元，占全年總票房的 20％。
120

 

在 2013 年中國大陸上映的國產影片中，由華誼兄弟所投資出品的

「西遊：降魔篇」票房達到 12.4 億元，成為年度票房冠軍，另一部由光

線傳媒發行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票房也達到 7.2 億元。至於進

口影片票房第 1 名則是好萊塢大片「鋼鐵人 3」，取得 7.5 億元的票房收

入。
121

 

至於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前景，據大陸博納影業總裁于冬預估，依照

目前的成長速度估計，大陸的電影總票房可望在 2018 年達到 100 億美元

的水準。此外，外商高盛集團也評估，大陸的電影票房可望在 4 年內超越

美國，成為全球電影票房最高的國家。
122

 

表 3 － 1　中國大陸國產與進口影片票房統計（2001 － 2013）

（億人民幣）

年度 國內電影
總票房

增長（％） 國產電影
票房

進口電影
票房

國產電影
票房比重

2001 8.7 － － － －

2002 10.0 15 － － －

2003 9.50 -5 － － －

2004 15.70 65 8.30 6.70 52.9％

2005 20.00 27 11.00 9.00 55％

2006 26.2 31 14.40 11.80 55％

2007 33.27 26 18.01 15.26 54.1％

2008 43.4 30 26.48 16.92 61％

2009 62.06 43 35.1 26,96 56.6％

2010 101.72 64 56.96 44.76 56％

2011 131.15 29 70.31 60.84 53.6％

2012 170.73 30 82.73 88 48.5％

2013 217.69 28 127.67 90.02 58.6％

筆者自行整理

120 彭驥，「2013最慘票房 2萬，每年九成國產片成炮灰」（2014年 1月 11日），2014年 1月 22
日下載，《新浪新聞》，http://ent.sina.com.cn/m/c/2014-01-10/11434078710.shtml。

121 「2013年全國電影產業數據 票房收入超 200億」，人民日報，2014年 1月 9日，第 19版。 
122 「陸電影票房 上半年飆破百億人幣」（2013年 6月 21日），2013年 7月 12日下載，《新浪全球
新聞》，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news/ausdaily/20130621/16594664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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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中共的電影發展，是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工農兵文藝」思想為依

據，形成文藝政策的主要內涵與理論基礎，文藝的目的是反映社會主義現

實，重視其在實際政治中的實用性與工具性。

中共建政後，移植「蘇聯模式」的計畫經濟體制，建立以蘇聯電影體

制為範本的國家「指令性計畫」和「供給式分配」的電影生產發行管理體

制。由各國營製片廠每年依國家制訂的計畫指標生產影片，再由中國電影

發行放映公司及其各省子公司「統購統銷」，集中控制國內電影發行放映

市場，以一體化的電影體制全面掌控電影事業，確保思想一元化。

自 1950 年代黨國體制建立完成，中國大陸的電影就只允許黨國所擁

有，包括傳媒與文化產業都屬於國營的事業單位，所需經費完全由國家預

算支付。這種電影體制最大特點是以政治宣傳為主要目的，將電影的經濟

效益和市場盈虧放在次要的地位。然而過度強調文藝與政治的高度結合，

使得文藝成為遂行政治目的的工具，形成文藝發展的極大障礙。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為主取代

計畫為主的經濟發展路線。此時的大陸電影，也必須反映所處社會政經情

勢的轉變，從以往「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基

本路線，電影的經濟效益因此重新獲得肯定。

自 1985 年起，中國大陸的電影事業被納入「第三產業」的範疇，而

市場機制便在此背景下被引進電影事業的運作。當電影開始走向市場，電

影事業逐漸轉變成為真正的經濟實體，邁向企業化與現代化產業的道路。

中國大陸電影體制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主要得力於黨國體制與

電影政策對於電影部門的有效控制，使得政府能夠主導電影改革的進行，

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概念作分析，其主要內容包含幾個面向：

一、 規範解除：開放民營資本與外資經營電影產業，國營電影事業進行產

業化改革，放寬外片進口的限制。

二、 全球化：以「中外合拍」模式引進國外資金、技術投入本國電影的產

製，透過「中外合拍」模式將電影市場範圍擴展至參與合拍的國家，

並進而拓展海外市場。

三、 融合化與追求綜效：電影商品化的抬頭，改變以往電影以宣傳為主要

功能，以追求電影政治效益為主要目的的取向，而以追求電影經濟效

益為其主要目的，以市場票房為經營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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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聚合化：電影產業化的推行，從生產、發行、放映部門的整合，形成

完整的電影產業鏈，如組建電影集團、院線制的改革等。

總之，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上政策開放

市場准入等條件的配合，使得國外資金、人才、技術大量投入「中外合

拍」電影的攝製，促進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的發展，這是構成近年來

大陸電影市場高速成長與「中外合拍」電影盛行的主要原因。而「中外合

拍」電影模式就是在此政治、經濟背景下成為大陸電影發展的主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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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外合拍」模式的起源與推動

壹、「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起源

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的起源甚早，早在 1939 年

抗日戰爭初期，由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Jons Ivens）所拍攝的第

一部合拍紀錄片「四萬萬人民」（The 400 million），為大陸與國外合作

拍片的開始。1941 年，當時左翼電影導演費穆與奧地利著名導演佛蘭克

夫婦合作拍攝一部具有抗日意識的故事片「世界兒女」（Children of the 

world），開啟大陸「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序幕。

中共建政後，從 1949 － 1954 年期間，曾先後與蘇聯電影製片廠、捷

克斯洛伐克陸軍電影製片廠、保加利亞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合作拍攝 9 部

紀錄片，為中共建政後最早與境外合作拍片的紀錄。而第一部採「中外合

拍」模式所拍攝的電影故事片則產生於 1958 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與法

國加朗斯藝術製片公司合作拍攝的一部兒童故事片「風箏」，曾分別在中

法兩國公開上映，該片並在同年獲得捷克斯洛伐克第 1 屆卡羅維發利國際

電影節榮譽獎，及義大利第 19 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聖．喬治獎」，這也

是中共建政後首部在國際影展中獲獎的「中外合拍」影片。
1

此外，中共建政初期，電影體制與電影理論皆深受「蘇聯模式」影

響。1959 年，由長春電影製片廠與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合作拍攝的故事片

「風從東方來」（V yedinom stroyu），是第一部中蘇合拍的影片。以上兩

部電影也成為中共建政後最早採「中外合拍」模式所拍攝的影片。
2

中共建政初期，將原本資本主義電影體制改造成為「蘇聯模式」電影

體制，電影對外合作交流因政治變遷出現歷史轉折。1950 年 7 月，中國

大陸文化部發布《國外影片輸入》等行政法規，削弱美國好萊塢電影在大

陸的影響。同年 11 月，上海影院公會配合政策發表聲明，拒絕放映美國

影片，引發全國響應，展開一場消除「親美、崇美、恐美」的政治思想運

動。1951 年初，上海市軍管會對好萊塢八大電影公司在華設立的發行機

1 范麗珍，「改革開放 30周年十大電影市場術語之八－合拍影片」（2009年 6月 20日），2012
年 3月 15日下載，《藝恩專檔》，http://column.entgroup.cn/2625.shtml。

2 「風箏：第一部中外合拍片」（2009年 4月 22日），2012年 3月 15日下載，《文匯網》，http://
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09/04/22/HO0904220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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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實施軍事管制，從此宣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好萊塢電影被逐出大陸國

門之外。同年 4 月，大陸政務院第 81 次會議批准文化部的工作報告，指

出「美、英帝國主義國家的有害影片已基本肅清，這是電影市場的空前

變化，是文化戰線一個巨大勝利。」
3
此後大陸與西方資本主義電影長期隔

絕，對外電影交流幾乎完全依附於蘇聯及其共產主義陣營。

1960 年 7 月，中國大陸與蘇聯因國際共產主義路線之爭關係交惡，

蘇聯片面中止中蘇簽署的各項合約，將所有援助大陸的專家撤出，其中包

括電影系統在內，蘇聯影片輸入因此中斷。至 1966 年「文革」開始，大

陸電影界淪為重災區，大陸國內電影發展與對外電影合作交流幾乎完全停

頓。
4

總之，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一開始也曾尋求與境外合作拍攝影片，

主要目的是向國際社會宣傳共產主義新中國的國際形象。但在改革開放以

前，由於大陸國內政治不穩定，經濟條件落後，意識形態操控文藝政策，

以致影響電影事業的發展。加上對外採取閉關鎖國，少有與國外合作交流

的機會，缺乏合拍的誘因與條件，因此與國外合作拍片的例子僅止於少

數，且多半侷限於共產國家，成效十分有限。

貳、「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推動

1978 年 12 月，中國大陸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由於當時大陸經濟還十

分落後，缺乏建設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因此採取的策略就是吸引境外資金

和技術協助本國的經濟發展。而對於大陸的電影而言，經歷「文革」長期

的破壞和中斷，電影事業亟待重建，因此決定採取「引進來」的策略，吸

引境外資金和技術投入大陸電影的發展。

1979 年 8 月 7 日，中國大陸文化部決定成立第一個合作製片機構—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作為推動「中外合拍」電影的專責機構。該公司

被定位為涉外企業，舉凡國外（含香港、澳門、台灣）要求與大陸合作拍

攝影片，或要求技術支援、提供勞務等協助拍攝各類電影片事宜，均統一

由該公司負責受理並安排接待。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簡稱合拍公司）的職能是依據《電影管理條

例》和《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等相關法規所訂定，受國家廣播

3 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總綱卷，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 359。
4 李亦中，「電影國門滄桑錄－中外電影交流世紀回望」，當代電影，2008年第 11期，頁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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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電視行政主管部門的委託，賦予該公司管理與攝製合拍影片的雙重

職能，負責辦理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的管理、協調、服務等事項。1980 年

7 月，該公司成立僅一年，即接獲十多個國家與地區赴陸拍片的申請 213

件，反應十分熱烈，為日後「中外合拍」影片的發展奠定基礎。
5

成立合拍公司，從當時的客觀環境考量，的確有其必要性。由於改革

開放之初，中國大陸的電影仍屬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國營事業單位，16 家

擁有電影生產指標的製片廠，每年依照生產計畫規定攝製影片，所需經費

由政府預算撥付，與國外電影的商業經營模式截然不同。成立合拍公司，

一方面是以公司的名義與國外電影企業接洽合作拍攝，較為符合商業運作

的模式，另一方面也較能夠集中管理中外合作拍片的相關事宜。合拍公司

是由政府設立的國營企業，雖不屬於行政部門，卻受電影行政部門管轄，

具備行政部門所賦予的行政管理職能，因此成立合拍公司負責推動並管理

中外合作拍攝的事宜，實際上具有明確的任務性質，具備統戰和對外宣傳

的功能，等於是以政府的力量投入推動「中外合拍」電影的進行。

合拍公司成立後，開始積極引進境外電影製片公司與中國大陸國內合

作拍片。首先參與中外合作攝製影片的大陸國營單位有中影公司、北京電

影製片廠等 9 個國營單位。曾先後與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

韓國，及香港、澳門、台灣等 50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電影機構、電影製作

公司、電影製片人建立合作關係，並從合作拍片的過程中充實本國電影所

需的觀念、人才和技術。由於境外赴陸尋求合作拍攝日漸增多，電影局還

經常特批額外的生產指標，以滿足合拍的需求。

此後 30 多年間，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

產業化改革不斷推進，「中外合拍」電影取得長足的進展。特別是 2000 年

以後，隨著政策的開放，大陸民營電影企業正式獲准進入市場，電影市場

競爭的格局正式確立，中外合作攝製因而呈現多元化發展。民營企業的特

點在於：資金總是跟隨市場的需要而流動，因此能迅速占據大陸電影產業

的各個環節，並以其靈活的經營手腕，主動爭取中外合作拍攝的合作對

象，因而促成「中外合拍」電影的盛行。
6

至 2010 年為止，合拍公司直接製作或協助國內外電影機構合作完成

5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2010年 7月 27日），2012年 3月 15日下
載，《國家廣電總局》， http://www.dmcc.gov.cn/publish/main/266/2010/20100727170150471422
030/20100727170150471422030 _.html。

6 張智華，「百年中國民營電影公司的經驗與展望」（2008年 1月 18日），2012年 5月 7日下
載，《電影藝術》，http://www.51dh.net/magazine/paper/2008/409/4097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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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片 700 多部，其中合拍片約 560 部，協拍片約 140 部，並先後有 80

多部合拍或協拍影片在各類國際影展及電影節中獲獎。
7

2000 年起，中國大陸面臨即將加入 WTO、電影市場將對外開放的新

局，為深化電影體制改革，因應國外電影叩關的競爭，合拍公司進行重

組，針對公司職能進行調整。重組後，該公司行政上隸屬於中國電影集團

公司，業務上則直接由廣電總局電影局領導。經過重組後的合拍公司，不

再具有投資製片的職能，而是專門負責對中外合作攝製影片的管理、協調

和服務工作。其具體業務範圍和職能如下：

一、 受理全國各電影製片單位與境外組織或個人合作及協助攝製電影的立

項申報；參與合作各方合作合約的簽訂；對合約的履行進行監督、協

調及相關管理。

二、為境外合作者聯繫、介紹合作物件並提供服務。

三、 初審劇本，為擬拍攝的電影劇本提供諮詢服務，並對完成的影片與批

准立項的劇本進行對照初審。

四、為境外合作者辦理入境簽證。

五、 為境外合作者辦理與合作攝製電影相關的設備器材、材料、實物等物

品的海關入出境手續。

六、申報並接待境外各類短片攝製組在境內的拍攝。

七、對國內外合拍片市場調研諮詢。

八、承辦國家電影行政主管部門交辦的其他事項。

合拍公司下設辦公室和業務室。辦公室負責行政管理、文電處理及財

務、人事等日常工作。業務室負責全國各製片單位與境外合拍業務的管

理、服務、協調和接待境外短片攝製組等工作。
8

從合拍公司業務範圍來看，其行政管理的職能與以往大致相同，但對

「中外合拍」影片的規範則更為明確。根據 2004 年《中外合作攝製電影

片管理規定》，合拍影片的故事可發生在任何國家地區，但故事情節必須

與中國大陸相關聯，合拍過程中需聘用境外主創人員應報廣電總局核准，

且外方主要演員比例不得超過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二，即大陸的主要演

7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8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2013年 3月 7日下載，《互動百科》，http://so.baike.com/s/doc/%E

4%B8%AD%E5%9B%BD%E7%94%B5%E5%BD%B1%E5%90%88%E6%8B%8D%E5%85%AC
%E5%8F%B8&isFrom=into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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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至少占到三分之一。
9

此外，為確保「中外合拍」電影內容符合中方所設定的需求，合拍公

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負責對合拍影片劇本進行初審並提供修正意

見。以 2009 年中港合拍的賣座影片「葉問」為例，最初劇本有這樣的情

節：日本軍官以白米作為獎勵，誘迫飢餓的中國民眾互相爭奪打鬥。合拍

公司審查後，認為這樣的情節與事實不符且有損國家民族形象，於是建議

修改為葉問為維護國家民族尊嚴，被迫出手與一群日本人相搏，突出影片

的民族精神與主要人物的正面形象，以符合中方對影片內容的要求。
10

上述的例子並非個案，「中外合拍」影片在立項申報前，被建議修改

劇本的情況不勝枚舉。現階段中國大陸對合拍電影提倡從源頭開始，即由

合拍雙方共同編寫劇本。由於目前大陸的電影創作者還欠缺國際市場的視

野，難以構思一部適於合拍、具有國際性，又同時能夠表現中國文化元素

的劇本，而部分國外電影創作者對大陸又缺乏瞭解，僅憑想像或把西方影

視看到的中國印象寫進劇本，與現實嚴重脫節。因此由合拍雙方共同編寫

劇本，可確保故事與合拍結合得更為契合。
11

及至 2012 年，中國大陸與近 30 個國家和地區保持電影合作關係，
12

「中外合拍」電影模式正向多樣化、多類型、多國別發展。近年來，隨著

大陸電影市場的崛起，與美國、法國、英國等歐美國家的合拍影片迅速增

加。在不斷擴大的電影合作過程中，基於大陸經濟實力的提升與市場因素

的考量，中國元素的運用變得越來越受重視。在影片製作中，大陸引進國

外優秀導演、演員，吸收國外的資金，借重國外先進的製作和行銷理念，

但前提是這一切都必須圍繞著展現中國文化、建構符合中國主流價值觀而

進行。
13
也就是說，隨著 2000 年以後大陸經濟的崛起，「中外合拍」電影

已從以往把國外電影「引進來」，逐漸發展到實現大陸電影「走出去」，以

經濟的外擴帶動文化的輸出，以推展中國文化「軟實力」。

目前，「中外合拍」電影的合作模式，已從最初取景、勞務資源等方

面提供協助的淺層配合，逐步發展到目前全球化資金、觀念、劇本、技

9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年 8月 10日），2012年 9月 20日下載，《國家廣電
總局》，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4/08/10/20070924090517840608.html。

10 劉藩，「論合拍片與文化軟實力」，電影新作，2010年 6月，頁 15。
11 張恂，「中外合拍電影：推廣中國文化的最好通道」（2012年 2月 27日），2013年 10月 12
日下載，《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7224822.html。

12 2011年與中國大陸合拍電影的國家與地區，除台、港、澳，還有美國、加拿大、英國、德
國、法國、荷蘭、澳大利亞、日本、南韓、新加坡、俄羅斯、西班牙、馬來西亞、巴西、印
度、波蘭、伊朗、北韓、薩摩亞 22個國家。

13 張恂，「中外合拍電影：推廣中國文化的最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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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發行等各環節的深層合作，實現真正共同開發市場、風險分擔的合作

拍片模式。
14
不僅為中國大陸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電影業走向產業

化的全面轉型奠定基礎，成為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進程中一項重要推動力

量，也是當前大陸電影市場能夠持續高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更重要的是，透過將國外電影「引進來」合作拍片，實現中國大陸電

影「走出去」的戰略目標，經由電影的國際合製與輸出作為拓展海外市

場、展現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而這也正是大陸推動「中外合

拍」模式拍攝電影的主要目的。

第二節　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原因

壹、內在動機

一、國際合作拍片已成為拓展經濟與文化的重要途徑

由於電影屬於準公共產品，具有共同消費的特性，因此電影從開始生

產的最初目的就是希望儘可能地被更大範圍的觀眾所消費，以追求經濟效

益的最大化。而透過國際合作拍片的方式將電影產品推向世界，就成為當

前各國電影企業的最佳選擇。

此外，在當前全球市場一體化與全球化語境的背景下，國家之間的交

往已不僅侷限於政治、經濟，還擴展到文化領域，其中又以文化的影響力

最為深遠。藉由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不僅可以影響國家民族的認同，還可

能擴大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的影響力。電影作為當代文化的重要載體與組

成部分，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

對外擴展市場、宣揚文化的功能不言可喻。目前在國際經濟與文化交流的

場域中，合拍影片無疑是一個發展的重點，其原因如下：

（一） 合拍片可實現各國資金、人員、技術資源共享，降低製作成
本，提高影片的品質。

多國合作拍片，可透過共同投資的方式解決資金來源，取得更高的拍

片預算，降低單一國家投資的風險，並通過合作雙方提供拍攝場景、演

員、製作人員和經驗技術的優勢互補，降低製片所需的成本。

此外，在合作拍片的過程中，較弱勢的一方可藉由與各國合作拍片的

機會，從中學習到更新的觀念和技術，以提升本國電影的品質與水準。

14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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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好萊塢電影為例，近年來由於電影製作成本和市場風險提高，

即便是華納兄弟、派拉蒙、二十世紀福克斯、環球、哥倫比亞、迪士尼

「六大」電影公司，也已無力單獨投資一部巨型製作，尋求國際合作分攤

成本和風險因而成為製片主流。目前全球超過 1 億美元成本的商業大片，

多國資金共同投入拍攝已成為慣例。換句話說，目前大部分的好萊塢商業

大片都是合拍片，合拍模式已成為國際電影製作的主要發展趨勢。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高速成長，電影市場變得越來越舉

足輕重，主動尋求與中方合作，或被動接受與中方合作要求的情況越來越

普遍。目前大陸經由與國外合作拍片的過程，除引進國外的資金、人員、

觀念、技術，充實本身電影的內涵，更主動向外投資並參與國際合拍影

片。與過去相比，目前大陸電影的製作水準確實已有較大的提升。
15

（二） 合拍片有助於電影文化創造力的提升，促進多元化文化資本的
融合。

透過多國合作拍片，有助於汲取合作國家不同文化的特點，在合作過

程中增進電影文化的創新，提升影片的品質。此外，通過合作拍片的交

流，可消除文化隔閡，促進多元文化的融合，增加合拍影片在合拍國家市

場的接受程度，最終實現跨文化傳播。

以「中外合拍」電影為例，中方要求合作團隊正確詮釋電影主題及蘊

含的民族文化與精神，以促進多元文化資本的融合。

「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tial）的概念，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

（Pierre Felix Bourdieu）所提出。他指出社會資源可區分為幾種類型的

資本：

1、經濟資本：對經濟資源（如金錢、財物）的擁有。

2、社會資本：社會群體上的資源、關係、影響與扶持的網絡。

3、 文化資本：知識的類型、技能、教育、任何個人可讓他自己在社會上

獲得較高地位的優勢，包括他人對自己的期許。

4、象徵資本：指個人在信用、名望和認可上有用的資源。

文化資本具有三種形式：具體表現形式，如自我呈現的風格、談吐儀

態等；客體化形式，如書籍、音像、器物、建築等；及體制化形式，如

15 祝海煥，「現在是『你帶我玩』，以後呢？中美合拍片陷入尷尬境地！」(2013 年 4 月
8 日 )，2013 年 12 月 23 日 下 載，《 樂 雲 網 》，http://news.ynxxb.com/content/2013-4/8/
N42590986178_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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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證書、獎項、智慧產權與專利等。
16
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社會資

本、象徵資本同為社會空間的資本積累。文化資本作為一種象徵性資本，

有別於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資本，但它在一定場域中可作為稀有資源轉化成

為經濟資本。
17

近年來，「中外合拍」電影越來越重視多元文化資本的融合，因此，

影片主創團隊的多元文化背景特別受到重視。首先，影片導演從單一文化

背景的外籍導演為主，到目前以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導演為主的趨勢，如

「雪花秘扇」（2011 年，中美合拍）的導演王穎是具中西文化背景的美籍

華人、「巴黎寶貝」（2011 年，中法合拍）的導演王菁是旅法華裔等。這

些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導演，在影片創作中表現出對不同文化融合的高度

自覺與自信，有利於合拍影片實現文化交流的目的。

其次，在演員陣容的安排方面，「中外合拍」影片基本上採取多國演

員共同參與演出的方式，在銀幕的呈現上為不同國家地區的觀眾提供視覺

上的親近性。這些多元的文化資本在「中外合拍」電影的場域中，都將成

為吸引中外觀眾的主要賣點與觀賞動機，最終將通過電影市場的商業運作

與票房收益，將這些文化資本轉換成為經濟資本。
18

表 4-1　近年主要「中外合拍」電影概況

影片名稱 出品年份 主要合作國家 導演 導演文化背景

功夫之王 2008 美國 Rob Minkoff 美國

神鬼傳奇 3 
（木乃伊 3）

2008 美國 Rob Cohen 美國

黃石的孩子 2008 德國、澳大利亞 Roger 
Spottiswoode

加拿大

拉貝日記 2009 德國、法國 Florian 
Gallenberger

德國

功夫夢 2010 美國 Harald Zwart 旅美荷蘭裔

諜海風雲 2010 澳大利亞 Mikael 
Hafstron

旅美瑞典裔

16 Pierre Bourdieu.(198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G.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p.243.

17 Pierre Bourdieu著，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頁 192－
208。

18 徐曉露，「中外合拍片的文化敘事困境及對策」(2013年 11月 19日 )，2013年 12月 21日下
載，《今傳媒》，http://www.xzbu.com/kq/1861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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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名稱 出品年份 主要合作國家 導演 導演文化背景

尋龍奪寶 2011 澳大利亞 Mario 
Andreacchio

澳大利亞

雪花秘扇 2011 美國 王穎 美籍華裔

幸福長片 2011 澳大利亞 陳寶玲 澳籍華裔

巴黎寶貝 2011 法國 王菁 旅法華裔

愛封了 2011 德國 唐丹 旅德華裔

金陵十三釵 2011 美國 張藝謀 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楊柳、胡黎紅，「中外合拍片文化『合拍』策略探討」，當代電影，2012 年第 1 期，

頁 21。

（三） 合拍片可享受合拍國家的優惠政策，避開貿易保護主義的限
制，方便進入合拍國家的電影市場。

電影屬於文化商品，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因此許多國家會利用進口

配額、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政策對本國電影產業進行保護和扶植。在這

些政策作用下，進口影片在與當地電影的競爭中往往處於劣勢。但利用國

際合作拍片，不僅可以避開貿易壁壘，順利進入合拍方國家的市場，或享

有合拍方國家的扶植政策，甚至可利用合拍較強勢一方已經擁有的國際發

行管道，將合拍影片輸出至國際市場。

以歐盟為例，合拍片可享有合作國家的優惠補助。而在中國大陸，近

年來一系列出台的電影政策都鼓勵合拍的進行，如合拍片在票房分帳方面

可享有與大陸國產影片相同的國民待遇，提升電影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

是，通過中外合作拍片，特別是與美國好萊塢合作拍攝電影，有助於打

進當前好萊塢電影全球市場發行通路的格局，協助大陸電影進入國際市

場。
19

（四） 合拍片的國際推廣有助於突破目前全球電影市場格局，扭轉國
際認知。

自 20 世紀中葉開始，全球政治經濟發生重大的變遷，其中最明顯的

就是經濟的全球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文化商品化。當文化成為一種產業以

後，其經濟和文化功能相互加持，經由文化產品向全球輸出，不僅能夠拓

展經濟市場，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同時可以通過文化產品承載特定的價

19 Colin Hoskins等著，全球電視和電影產業經濟學導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頁
14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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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以文化的形式銷售商品，並通過商品來宣揚文化，也

就是文化的商品化，商品即文化。而文化商品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也

同時在創造廣告宣傳的效果，透過影像、聲音、文字、圖畫、造型開發政

治經濟的廣大市場。

正因為文化產品具有如此特殊的意義，多年來美國一直透過其全球政

治經濟的領導地位，努力推動文化產業的全球化，特別是最具國際傳播效

果的電影全球化。
20

在美國的全球化戰略中，屬於文化產業的電影一直都具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好萊塢電影在美國的全球化戰略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美

國電影的全球化不僅創造出龐大的經濟利益，且建構出美國式的「世界

趣味」，由此掌握全球文化市場的「話語權」（discourse）。從好萊塢電影

中，很容易可以形塑出美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威脅來源，從納粹德國、蘇

聯、伊拉克、阿富汗、北韓等不一而足。透過影片塑造出的善惡二元對

立，凸顯美國所代表的「正義」化身，及對立面的「邪惡」形象，而有關

中國大陸所忌諱的民主與人權議題，也曾被好萊塢電影拿來當作題材加以

闡述。面對當前以美國主導的全球話語霸權，也正是大陸亟欲突破的現

況。
21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崛起，好萊塢已將大陸視為最具潛

力的海外電影市場，並借助政治和經濟力量採用多種策略開發此一市場。

面對當前美國主導全球電影市場的格局，及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崛

起，中美電影合作已成為大勢所趨。現階段大陸的回應策略，便是藉由

「中外合拍」電影逐步取得在全球文化市場的話語權，開拓參與國際電影

市場的管道，並通過合拍片的輸出與國際推廣，重新型塑大陸的國際形

象，以扭轉國際社會對於大陸的認知。

（五）合拍片有助於合拍國家的文化輸出與「軟實力」的提升。

綜合以上所述，通過多國合作拍攝電影有助於合拍國家的文化輸出，

但這種輸出在初期可能是淺層的，有可能在合作過程中失去本國文化的特

色。但當合作模式趨於成熟之後，本國製片方可在掌控拍攝項目和電影文

化價值觀的基礎上，合理地將本國文化透過電影輸出至國際社會，以提升

本國文化的影響力。

20 尹鴻、蕭志偉，「好萊塢的全球化策略與中國電影的發展」(2001年 10月 )，2012年 3月 4日
下載，《傳媒學術網》，http://www.028cn.com/qianyan/qy200110/qy0110a28.htm。

21 明安香，傳媒全球化與中國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 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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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外合拍」電影為例，經由與國外合拍電影提升本國文化的國際

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中國大陸對合拍影片的管理中。透過中國電影合作製

片公司代行政府職能，管理合拍事務。管理內容主要是影片立項、海關報

關、審查劇本、初審影片等。其中審查劇本是最重要的工作，通過對劇本

內容的管理，可確保影片內容符合大陸官方主流價值、合拍過程為中方所

主導，為「中外合拍」電影促進大陸電影輸出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奠

定基礎。
22

二、中國大陸電影「走出去」戰略的形成

早在 1950 年代，中國大陸就已開始蘊釀電影「走出去」的戰略。當

時的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中影公司）除對內「統購統銷」，壟斷國內

影片發行放映業務外，公司內部還設有「國外部」，除負責進口國外影

片，更重要的任務便是將大陸國產影片向海外輸出。
23

1958 年 3 月，文化部電影局召開「影片輸出輸入工作躍進會」，時任

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在致詞時，要求電影界應多拍攝一些「在國外發行毫

無障礙的影片」。

1959 年 7 月，夏衍在「全國電影故事片廠廠長會議」上提出「我們

的電影要和我們國家的國際地位能夠相稱，要在國際上站得住腳。我們要

考慮外國觀眾的愛好，當然絕不是說要降低影片的政治思想內容去迎合他

們的趣味，而是要考慮我們影片的題材樣式，要研究提高影片的藝術、技

術質量，去戰勝資本主義國家的影片，這個問題今天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

來了。」
24

然而受限於當時國內外大環境的制約，中國大陸的國際政經地位均不

足以支持其文化影響力的擴張，大陸對外電影輸出的實際成效不彰。因此

當大陸經濟實力崛起，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大陸開始逐步蘊釀「走出

去」戰略的思維，至 2000 年，「走出去」正式成為大陸的國家戰略。

2000 年 10 月 11 日，中共第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

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的建議》（十、五計畫）指出：「實

施『走出去』戰略，努力在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方面有新的突

破。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

途徑和方式，支持有競爭力的企業跨國經營，到境外開展加工貿易或開發

22 劉藩，「論合拍片與文化軟實力」，頁 14－ 15。
23 王凡，「中外合拍片需要融合『行業智慧』」，當代電影，2012年第 1期，頁 4。
24 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總綱卷，上冊），頁 456－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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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並在信貸、保險等方面給予幫助。」
25
至此，中國大陸經濟的「走出

去」戰略正式形成。

在確立經濟「走出去」的國家戰略目標後，2002 年 11 月，中共總書

記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事業新局面」表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

措，除了有關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外，必需堅持「引進來」和「走

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準。此外，江澤民也在會中強調，

「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

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

之中，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

展繁榮。」
26
繼經濟之後，正式將文化列入「走出去」的國家戰略目標。

2003 年 12 月，剛接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

議」更指出，希望負責宣傳的文化部門，要把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

業，列為最重要的任務，要全面客觀地向世界介紹中國社會主義物質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發展的情況。
27

為實現「十六大」加強文化建設與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2004

年中國大陸組建「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作為推動電影「走出去」的

執行機構。

其實早從 1996 年起，國家電影局每年固定舉辦「北京放映」推介活

動，邀請國際片商至北京，為大陸影片宣傳行銷。而海外推廣公司則更進

一步向製片單位提供免費製作影片外文字幕拷貝、海報宣傳品、租用電影

節展場等優惠措施，著力推動中國大陸國產電影走出國門，開發海外電影

市場。
28

2007 年 1 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電影工作會議上，特別提出中國大

陸電影「走出去」工程，強調「以進代出、互利共贏」的發展策略，具體

的作法就是加強「中外合拍」電影的支持力度，將國外電影「引進來」，

25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的建議」(2000年 10月 11日 )，
2013年 12月 21日下載，《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71380/71382/71386
/4837946.html。

26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上所作報告全文」（2002年 11月 17日），2012年 3月 12日下
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85.htm。

27 「胡錦濤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2003年 12月 8日），2013年 12月 21
日下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12/08/content_1218316.htm。

28 李亦中，「電影國門滄桑錄－中外電影世紀交流回望」，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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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發展至協助大陸電影「走出去」，以擴大海外市場。
29
此後，在各

類國際影展、國際影視交易市場上，大陸電影積極爭取參展的機會，以增

加海外市場的能見度。

2007 年 2 月，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在「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

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進一步指出，讓中國文化源源不絕

地「走出去」，必須運用各種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漢語教學、學

術交流和互辦文化年等，而且要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國門、走向

世界，增強國際影響力，以及「積極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大力發展

文化產業，提高文化和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圖書、影視等文化產

品出口，推動中國文化產品、特別是文化精品走向世界。」
30

2007 年 11 月，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把『引進來』和『走

出去』更好地結合起來，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

的新優勢。」就文化產業而言，電影無疑是最具國際化特徵的文化產品類

型，因此實現電影「走出去」的戰略目標，就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

中，中國大陸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重要途徑。
31

近年來，中國大陸不斷提出並強化文化「走出去」的論述。2011 年

出台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要傳承優秀民族文化，創新文化『走

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
32

2011 年 10 月 15 日，中共第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

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強調要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並要

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擔負起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政治責任，把文化

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這是中共中

央首次將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建設作為核心訴求的重要會議。

隨後，大陸文化部部長蔡武也表示：「中華文化走出去必須堅持兩條

腿走路。只有政府交流性質的是不夠的。我們的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多的利

29 「在 2007年全國電影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7年 1月 16日），2013年 12月 21日下載，《國
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7/02/05/20070910154553820926.
html。

30 鄧顯超，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179。
31 「從文化折扣角度看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產品策略」（2012 年 10 月 23 日），2013
年 12 月 23 日 下 載，《 安 徽 省 商 務 網 》，http://anhui.mofcom.gov.cn/article/sjgongzuo
dy/201210/20121008397971.shtml。

32 「大陸十二五規劃全文」（2011年 1月），2013年 12月 21日下載，《中國大陸經濟研究學
會》，http://www.aces.org.tw/?page_id=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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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業的管道、利用市場化的運作來推行。」
33
顯示當前文化輸出必須依賴

市場經濟的運作才能夠達成目的。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西方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往往運用

文化的市場化推動本國的意識形態戰略，以強化其在全球的文化影響力，

引發「文化帝國主義」的批評。
34

2000 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高速

成長，經濟力量向外擴散至全世界，並以經濟「走出去」戰略，帶動起文

化「走出去」的戰略目標。由於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下，電影作為一種獨特

的文化載體，承擔著傳播文化和塑造國家形象的重要使命，而大陸經由電

影的全球輸出與推廣，作為實現文化「走出去」的一個重要步驟。

在當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文化「軟實力」越來越成為凸顯一個國

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而電影則是各國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

體。當前中國大陸電影「走出去」的戰略目標，就是通過電影的對外輸出

與國際貿易，實現對外文化傳播，形塑國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擴大一個國

家的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即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建設。

貳、外在環境

一、中國大陸經濟崛起與消費市場持續擴大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2010 年國內生產

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 年對外貿易總額

更以 4.16 兆美元超越美國，躍居全球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
35
在經濟高

速成長的過程中，大陸充分運用人口資源的優勢，造就出一支龐大且相對

低廉的生產隊伍，成功地在全球化進程中承接先進國家傳統工業的移轉，

因此成為全球製造業的生產基地，扮演起世界工廠的角色。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國民所得不斷增加，消費能力大幅提升，

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正與日俱增。近年來，大陸開始推動經濟轉型，從

出口導向轉向擴大發展內需市場。2013 年，大陸第三產業（以服務業為

主）占 GDP 的比重首度超越第二產業（以製造業為主），顯示大陸的經

濟發展模式已發生轉變，
36
大陸 13.5 億人口的巨大消費潛力正逐漸獲得

33 「大陸文化『走出去』策略與困境」（2011年 12月 23日），2013年 12月 28日下載，《博覽
世界》，http://bwsj.hk/a/shendufenxi/2011/1223/1162.html。

34 林東泰，大眾傳播理論（台北：師大書苑，1999年），頁 484－ 494。
35 梁世煌，「4.16兆美元 陸躍最大貿易國」，旺報，2014年 3月 2日，第 A3版。
36 梁世煌，「陸服務業比重首度超越製造業」，旺報，2014年 3月 2日，第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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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法國興業銀行（GLE）的研究指出，大陸正從「出口機器」轉變

成為「消費機器」，從以往的世界工廠逐漸轉變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

場，
37
而這種轉變也帶動了大陸電影產業與電影市場的崛起。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進程不斷加速，大陸電影

票房已突破百億元大關，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新興市場。2013 年 3 月，

美國電影協會（MPAA）發表報告指出，2012 年大陸電影票房總額為 27

億美元，已超越日本（24 億），僅次於北美（108 億），成為全球第二大

電影市場，也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影市場。
38
其潛力龐大的生產力與消

費能力正是大陸電影市場高速成長的主要動能，也因此成為全球電影業最

關注的市場。

2012 年 2 月 17 日，中美雙方就美國影片進口中國大陸的配額達成

協議，在原有 20 部進口配額的基礎上，大陸允諾每年新增 14 部 IMAX

和 3D 的好萊塢影片進口。在 2012 年 34 部進口大陸的分帳大片中，就有

11 部在大陸票房超過 3 億元（約 5 千萬美元），其中「少年 PI 的奇幻漂

流」、「鐵達尼號 3D 版」在大陸市場更創下佳績，「鐵達尼號 3D 版」美國

本土票房 5,790 萬美元，大陸票房則達到 1.45 億美元，甚至比好萊塢最

主要的市場北美地區還高，位居全球第一位。
39

2013 年，全球電影票房冠軍「鋼鐵人 3」，在美國本土票房 4 億多美

元，海外票房 8 億多美元，其中中國大陸就貢獻 1.2 億美元的票房收益。

同年，另一部好萊塢大片「環太平洋」，全球 4 億多美元的票房中，大陸

就占 25％，甚至超過該片在美國本土上映時的票房成績。
40

2014 年，好萊塢大片「變形金剛 4」刷新進口片在中國大陸的票房

紀錄。該系列電影首部曲 2007 年在大陸上映時，票房僅占全球營收的

6％。2009 年，「變形金剛 2」在大陸票房增至 9％。2011 年，第 3 集推

出增至 16％。2014 年，「變形金剛 4」在大陸票房已占全球票房三分之

一。
41
由此觀之，當前好萊塢的商業大片如果沒有海外市場做後盾，將可

能面臨嚴重虧損，而海外市場中，又主要依靠大陸市場作為支撐，因此單

37 「中國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2011年 4月 25日），2013年 7月 15日下載，《新華
網》，http://www.caijing.com.cn/2011-04-25/110701834.html。

38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2,” Last Update 21 March 2013.
39 楊林，「2013分帳片續集唱主角 中國成好萊塢最大海外市場」（2013年 1月 10日），2013年

7月 15日下載，《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n/2013/0110/c40606-20153346.html。
40 陳爍宇，「好萊塢要和中國土豪作朋友」（2014年 1月 14日），2014年 1月 25日下載，《僑
報網》，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4/0114/966403.shtml。

41 方琬庭，「中國電影消費驚人，好萊塢片商搶進」，（2014年 9月 9日），2014年 9月 12日下
載，《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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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電影票房收入的分配來看，目前大陸已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海外市

場。
42

現階段國外主要電影企業基於資金來源、製作成本和消費市場等因素

的綜合考量，中國大陸憑藉著世界工廠和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多重優勢條

件，已成為好萊塢及主要電影大國海外市場布局的重點地區，也因此成為

國際選擇合作拍片的首選對象，帶動「中外合拍」影片的盛行。

二、中國大陸市場對國外影片進口的限制

近年來，中國大陸電影市場逐漸開放，藉由龐大的消費市場吸引國內

外資金、人才及技術的投入，特別是大陸民營電影企業崛起，及國外電影

尋求合作，電影市場因而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

事實上，除先天市場龐大及本身經濟實力提升等主客觀因素之外，現

行中國大陸電影政策利用自身的市場優勢，開放電影市場的准入資格，吸

引國內外資金以壯大本國電影產業，及主管機關扶植與保護性電影政策的

全面介入，才是大陸電影市場能夠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但也因此形成國

外影片進入大陸電影市場的重重障礙。

1994 年，中國大陸開放每年常態進口 10 部國外影片，其真正目的並

不在於開放國內市場，而是藉此達到扶植本國電影產業的目的。藉由進口

影片票房所創造的高產值，不僅可以擴大電影市場，也可累積本國電影產

業發展所需的資本。
43
由大陸官方特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出口分公司作

為壟斷外片進口的唯一管道，並責成該公司以發行外片所得盈餘負起扶植

本國電影產業的責任。

儘管進口外片對於發行放映部門獲利起到正面的作用，電影市場因此

獲得成長，然而中國大陸國產影片的市占率卻因外片競爭受到壓縮，對於

製片部門的發展反而更為不利。1995 年 4 月，在大陸 8 家主要製片廠的

聯合要求下，廣電部持續以「進口配額」等規定限制國外影片上映，並規

定從 1996 年 3 月起，每間影院每年至少保留三分之二的時數放映國產影

片，以保護國產電影的市占率，使得大陸國產影片市占率連年超越進口影

片。
44

2001 年，中國大陸簽訂加入 WTO 協議之前，當時國內全年電影票

42 陳爍宇，「好萊塢要和中國土豪作朋友」。
43 Wang,Ting.(2007).Hollywood`s pre-WTO crusade in China.Jump Cut:A Review of Contempory 

Media(electronic version),Spring(49).
44 劉立行，「進口電影之發行管理模式分析－中國市場案例」，2010年 7月 1日下載，《台灣電
影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7467&ctNode=25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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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僅 8.7 億元，電影市場規模尚待擴展，電影產業化進程正當起步。而美

國好萊塢電影憑借其各方面優勢，已在全球市場確立其霸主地位。以當時

歐洲主要電影大國為例，國產電影票房市占率都很低迷（1998 年，法國

國產電影票房市占率 28％，德國 9.5％）。
45
為因應好萊塢電影的強勢叩

關，大陸僅承諾每年以分帳形式進口 20 部國外電影，開放外資可參與改

造與建設電影院，但比例不得超過 49％。
46
由此反映出大陸電影政策的基

本思維，即在保護國內電影產業的前提下逐步開放市場。

2001 年 12 月，中國大陸加入 WTO，擴大開放電影市場，每年進口

影片數量從原本 10 部增加至 20 部，3 年後再提高至每年 50 部。其中包

括好萊塢進口分帳大片 20 部，以及其他非美國影片 30 部。然而在開放市

場的同時，大陸電影政策中仍處處制訂具有保護性質的電影政策，對大陸

電影及電影市場實行多種管制與扶植措施，
47
其中最主要的管理形式，可

歸納為補助（subsidy）、配額（quota）與壟斷（monopoly）三種。

首先，中國大陸官方透過進口發行外片的利得，設立特種基金對其電

影產業進行補助，如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影視互濟資金、各種臨時性

撥款等（如青年導演扶植計畫）。另外也制定法規對國產電影事業實施稅

賦抵減與提供貸款，目的在於保障國產製片業的生存發展。

其次，中國大陸在加入 WTO 後，仍以各國政府常用的「文化例外」

（cultural carve-out）為由，降低影音市場開放的幅度，
48
持續以「進口配

額」（import quoto），限制外國電影每年進口數量，以保障本國電影產業

的發展。

2002 年公布《電影管理條例》，維持國產影片「銀幕配額」（screen 

quota）的規定，給予大陸國產影片每年三分之二比例的映演日數，及主

要院線電影院每年有一個月時間只能放映國產影片的措施。「進口配額」

基本上是限制外國影片進口總量，「銀幕配額」則進一步限制進口影片的

放映的時數，以維持大陸國產電影的市占率。

此外，依據《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第 16 條規定，中國

45 鄭洞天，「TO BE,OR NOT TO BE？－進入 WTO以後的中國電影生存背景分析」，電影藝
術，2000年，第 2期，頁 4－ 8。

46 「電影入世談判與我們的承諾－國家廣電總局局長劉建中答本刊記者問」，電影，2002年第 2
期，頁 4－ 6。

47 Chadha, K., ＆ Kavoori, A.(2000), Media imperialism revisited: some findings from the Asian 
case. Media,Culture&Society, 22,415-432..

48 Graber, C.B.(2001),”Audio-visual policy: the stumbling block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Geradin and Luff (eds), The WTO and Global Convergence in Telecom and Audio-visual 
Serv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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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電影發行領域完全由國內企業所包辦，限制外商進入。中國電影集團

公司進出口分公司是大陸官方委任進口電影的唯一的特許業者，而進口影

片的發行也唯有透過官方所指定的兩家特定公司（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

司、華夏電影發行公司）進行，以致進口影片的發行完全由國家所壟斷。

僅港、澳公司目前可依 2004 年與大陸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的規定，在大陸境內成立從事發行國產電影片業務。

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的電影政策，一方面在於推動電影產業與市場

的持續擴大，另一方面則選擇性補助官方所指定的重點影片，並限制國外

進口影片在大陸市場上映的數量和時間，以持續凸顯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

價值，以官方介入的形式保護其本土電影產業的發展及文化價值。
49
於是

外界看來愈來愈開放的電影市場，其實仍存在許多不平等的競爭條件，處

處對國外影片進入大陸市場設下限制。對於境外電影企業而言，如何突破

大陸市場的限制性因素因此成為關注的重點。

2012 年，中國大陸與多個國家簽署官方的電影合作協議，依據其相

關規定，「中外合拍」影片可享受大陸國產影片的待遇，不受外片「進口

配額」、「銀幕配額」等規定的限制，且合拍片和進口片票房收入分成比

例也不相同。一般而言，進口「分帳大片」國外製片方的分成比例為票房

收入的 13％－ 25％，合拍片則可比照大陸國產影片的分帳比例，製片方

可獲得票房收入 40％－ 43％的分成。
50
以上規定鼓勵國外電影企業選擇

「中外合拍」電影的進行。

對於國外電影企業而言，藉由與中國大陸合拍電影，作為打開大陸電

影市場大門深具吸引力，因而造就「中外合拍」電影的盛行。

表 4-2　中國大陸現行的電影票房分帳比例

製片 發行 院線 電影院

國產片 38％－ 43％ 4％－ 6％ 3％－ 7％ 50％－ 52％

進口批片 數十萬至數百萬元不等 43％ 3％－ 7％ 50％－ 52％

進口分帳片 13％－ 20％ 22％－ 28％ 3％－ 7％ 50％－ 52％

備註： 進口批片一般由大陸國內電影發行公司以數十萬至數百萬元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向國
外片商買斷大陸國內發行權，因此製片方並不參與影片在大陸的票房分成。

資料來源：唐建英，「衝突與協商：國內電影業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其調整」，電影藝術，2012 年

第 2 期，頁 65。

49 劉立行，「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2010年 7月 1日下載，《台灣電影
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7466&ctNode=61&mp=1。劉立行，「進口
電影之發行管理模式分析－中國市場案例」。

50 劉藩，「論合拍片與文化軟實力」，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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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歷程與現況

壹、「中外合拍」模式的發展歷程

一、第一階段：境外主導合拍，中方協助拍攝

（一）1978 － 1985 年
1979 年 8 月，中國大陸成立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合拍公司），賦

予其管理與攝製合拍影片的雙重職能，作為推動「中外合拍」電影的機

構。此一時期，大陸受限於資金與技術的缺乏，「中外合拍」的形式主要

呈現為外方主導創作與投資，中方提供場地、設備、勞務等非資金的投

入，協助外方拍攝既定的電影項目。
51
香港因地理與文化的鄰近性與相似

性，成為大陸開放初期「中外合拍」電影的主要啟動者。

1982 年，香港導演李翰祥在大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的支

持下，赴陸拍攝「火燒圓明園」及其續集「垂簾聽政」兩部影片，由合拍

公司與香港新崑崙影業共同投資，在北京故宮、承德避暑山莊實景拍攝，

兩片在大陸共上映 4 個月，觀眾達 6 千萬人次，在香港上映後打破香港

影史上歷史片觀影最高紀錄，此後香港電影北上赴陸拍片逐漸成為潮流。

同年「少林寺」等標榜以實景拍攝的影片相繼完成並在國內外票房獲得成

功，開啟「中外合拍」電影的風潮。香港現代化的電影技巧，結合大陸壯

麗的山川景物與低廉的人力、物力成本，使得影片題材與表現空間得到更

大的進展。

1985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轉發《中宣部關於加強對外合

作拍攝電影片、電視片管理的若干規定》，強調對外合作拍攝電影片的歸

口管理、專案的規範報批及合拍片的題材選擇等重要事項，
52
為「中外合

拍」電影訂定明確的法律規範，成為當時中國大陸與境外洽商合作拍攝時

的主要法律依據。

（二）1986 － 1990 年
此一時期，「中外合拍」的形式延續由外方主導創作與投資，中方提

供場地、設備、人員勞務等協助外方拍攝的形式。不同之處在於參與合拍

的國內外團隊呈現大幅增加的趨勢。歐美、亞洲各國相繼赴陸參與「中外

51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52 「合拍公司對外交流與合作之大事紀」（2010年 11月 9日），2012年 8月 11日下載，《豆瓣
網》，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09/19/3359418_679961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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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拍」電影的進行，而大陸國內包括珠江、廣西等 9 個國營製片廠也開始

加入合拍的團隊，「中外合拍」電影的格局開始逐漸擴大，影片數量和製

作規模均大幅提升。
53

1984 年，合拍公司與北京電影製片廠、義大利想像影業公司、英國

楊科電影公司簽訂合拍大型歷史故事片「末代皇帝」的協議，共投資二千

多萬美元。1988 年上映後引起巨大迴響，僅該年中國大陸境外旅遊人數

就較往年增加三分之一，該片並在 1988 年第 60 屆奧斯卡影展中囊括最佳

影片等 9 項大獎，為「中外合拍」電影開創新的里程碑。

19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太陽帝國」（中美合拍）、「白求恩」（中

加合拍）、「敦煌」（中日合拍）等高成本大型影片的陸續拍攝完成，「中

外合拍」電影的規模和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由於當時合拍尚處於起步

階段，中國大陸的製片廠無論在資金與技術方面與國外合拍團隊都相去甚

遠，故多以投入資源、人力的方式參與影片製作。以 1986 年中日合拍歷

史大片「敦煌」為例，共投資兩億元人民幣，由日方負責主創和投資，導

演與主要演員皆為日方，中方則協助拍攝。大陸就在這些合拍的過程中，

逐漸積累與充實本國電影創作的能力。
54

1986 年 3 月，廣電部下發《關於嚴格執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

辦公廳關於加強製片管理若干規定的通知》，重申對外合拍影片的報批必

須遵照中央的規定辦理，經國務院批准的各電影製片廠對外合拍影片均需

通過合拍公司辦理，報電影局批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大陸

主管部門開始重視合拍片劇本及完成影片的著作權問題，合拍公司將其納

入合拍工作管理日程，為「中外合拍」領域中保護知識產權、避免國際糾

紛邁出重要的第一步。
55

二、第二階段：市場化改革促進合拍發展

（一）1991 － 1995 年
1991 年 7 月，廣電部發布《關於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的管理規定》，進

一步訂定「中外合拍」電影明確的法律規範。

1993 年，廣電部發布《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

見》，中國大陸電影由計畫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此一時期，隨著

電影體制改革的啟動，大陸各製片廠對外合拍的許可權得到擴大，為紓解

53 王凡，「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當代電影，2012年第 1期，頁 11。
54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55 「合拍公司對外交流與合作之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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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片的資金壓力，以北京電影製片廠為代表，各國營製片廠紛紛走上大規

模合拍的道路。

1995 年，廣電部發布《關於改革故事影片攝製管理工作的規定》，

除原有的 16 個國營製片廠，中國大陸各省級電影製片廠也可擁有影片出

品權。這個政策擴大國內外電影合作的空間，也鼓勵了合拍的進行。至

1995 年，大陸已有 23 家製片機構在政策支持下參與中外合作拍攝的進

行。
56

此一時期，由於受到「六四」事件的政治因素影響，中國大陸與歐美

國家的電影合作減少，但與香港、台灣的合作無論在專案數量、投資規

模、製作水準等方面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黃飛鴻之獅王爭霸」、「秋

菊打官司」、「霸王別姬」、「陽光燦爛的日子」、「新龍門客棧」等影片分

別在藝術和市場兩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其中「新龍門客棧」更創下

1992 年大陸全國影片拷貝發行量最高的紀錄。
57

1990 年代初期，「中外合拍」電影陸續在各國際影展中受到肯定。

1990 年，張藝謀的「菊豆」（中日合拍）獲得第 43 屆坎城影展特別獎，

及第 62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1991 年，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

掛」（中台合拍）獲得第 48 屆威尼斯影展銀獅獎；1992 年，張藝謀的

「秋菊打官司」（中港合拍）獲得第 49 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

1993 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中港合拍）獲得第 46 屆坎城影展金棕

櫚獎；1994 年，張藝謀的「活著」（中港合拍）獲得第 47 屆坎城影展評

審團大獎。通過「中外合拍」對香港與國外電影先進的製作觀念、技術，

全新製片和製作方式的引進，有效地提高中國大陸電影的整體素質，促進

大陸電影體制的改革，也刺激大陸電影市場的活力，並透過參與國際影展

的方式提高影片的能見度，擴大電影的國際行銷。
58

（二）1996 － 2000 年
1995 年，廣電部《關於改革故事片攝製管理工作的規定》中規定，

社會法人只要在一部影片投資金額超過 70％，可與擁有出品權的製片廠

共同署名「聯合拍攝」，這項規定促使中國大陸民營電影企業開始參與合

拍電影的攝製，「中外合拍」電影的格局因此朝向多元方向發展。

56 周文翰，「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 歷次改革詳細信息」（2005年 4月 14日），2013年 5月
8日下載，《人民網》，http://ent.people.com.cn/BIG5/8222/42057/36604/36611/3321477.html。

57 「合拍公司對外交流與合作之大事紀」。
58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丁冠楠，「合拍片之最」，電影，2012年第 7
期，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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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時期，中國大陸頒布一系列與電影合拍相關的法規。1996 年 5

月，國務院頒布《電影管理條例》，為中國大陸第一部電影行業管理方面

的法規性文件。1997 年 1 月，廣電部頒布《電影審查規定》，之後又發布

《關於國產故事片、合拍片主創人員構成的規定》等法規，將中外合作拍

片的運作與管理更加標準化與規範化。
59

1990 年代末期，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好萊塢大片引進、盜版影

片氾濫，使得電影觀眾大量流失等因素影響，此一時期「中外合拍」電影

數量呈現明顯下降、票房也出現大幅滑坡。

2000 年，由旅美華裔導演李安執導的武俠大片「臥虎藏龍」，結合中

國大陸、台灣、香港與好萊塢的製作團隊，赴大陸實景拍攝，為「中外合

拍」電影開創新的合作模式。該片上映後國內外票房達 2.05 億美元，創

造當年「中外合拍」影片最高票房紀錄，並在 2001 年第 73 屆奧斯卡影展

中獲得最佳外語片等 4 項大獎，為「中外合拍」電影再創新的高峰。
60

三、第三階段：民營主導合拍，合拍朝多元發展

（一）2001 － 2003 年
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為因應電影市場國際化的來臨，全面

啟動電影產業化的改革，陸續提出《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

見》和《關於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化發展試行工作的原則意見》，提出組建

電影集團和股份制改革，實現製片、發行、放映一體化，擴大電影產業的

企業規模。

2002 年初，中國大陸《攝製電影許可證（單片）》試行後，進一步開

放民營企業獨立拍片的權利。2003 年 12 月，《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

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和《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開始實施，降

低電影製片、發行、放映領域的准入門檻，民營企業可獨資或採中外合資

攝製電影。此一規定吸引國內外資金投入電影市場，擴大電影投資主體範

圍，促進國內外電影合拍的進行。

由於相關政策的開放鼓勵民營電影企業崛起，一方面是以中國電影集

團、上海電影集團為代表的國營製片機構，另一方面則是以華誼兄弟、北

京新畫面影業為代表的民營製片企業，國營與民營製片機構共同構成「中

外合拍」電影的新格局。而民營電影企業憑藉著對市場的敏感度與靈活的

59 「1990－ 2000．合拍看華人」，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64。
60 王凡，「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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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運作模式，迅速地成為「中外合拍」電影的主要力量。

此一時期，中外合作拍攝電影由以往境外主導拍片，逐漸轉向以境外

主導和以境內主導兩種不同模式的新格局。

1、中國大陸境外主導合拍

由境外方發起，承擔主要投資，負責編劇和導演。演員比例考慮到商

業效果，從華語地區及不同國家聘用，以兼顧不同目標市場需求。影片劇

情均與中國大陸有關。境外主導的合拍片主要以動作片為主，境外製片方

著重的是影片的全球市場，目標為全球觀眾。境內合作方通常負責大陸市

場的發行，境外合作方則負責大陸以外地區的發行，收益各自分帳。

2、中國大陸境內主導合拍

由中國大陸境內方發起，國營和民營製片單位聯合組成大陸境內的製

片方，所需資金由境內外共同承擔投資。由境內方負責編劇和導演，主要

演員均以境內為主。影片劇情以展現大陸社會生活形貌為背景，包括劇情

片、喜劇片、愛情片、傳記片、動作片、戰爭片等，影片題材類型多樣

化。以大陸境內主導的合拍片，大陸民營電影企業在影片發行分成時，開

始嘗試參與全球發行分帳的商業模式，以此建立國際發行網絡，獲取更高

的經濟效益。
61

2002 年，張藝謀的「英雄」（中港合拍）成為中國大陸影史上首部國

內票房破億元的影片，在美國上映時也曾蟬聯兩週票房冠軍。該片並在

2003 年獲得第 75 屆奧斯卡影展與金球獎最佳外語影片提名，成為此一時

期「中外合拍」電影的代表作品。
62

（二）2004 － 2013 年
2004 年起，隨著中國大陸一系列電影政策相繼出台，及大陸與香港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正式實施，「中

外合拍」開始呈現出全新的格局，即由雙方合作轉變為多方合作的模式。

大陸境內的合作方通常由國營和民營企業聯合組成，而境外合作方有時則

來自一個或多個國家或地區。多方合拍模式產生的原因，一是影片的製作

成本增加，必須多方共同投資以分散市場風險；二是透過合作拍攝獲取更

多合拍方所在的本土市場，以擴大影片發行放映的市場空間。

此時幾乎所有大成本投資製作的影片，均由多方聯合製作完成。以

2008 年吳宇森執導的「赤壁」為例，投資金額 8 千萬美金，為歷來中國

61 王凡，「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頁 12－ 13。
62 李亦中，「電影國門滄桑錄－中外電影世紀交流回望」，頁 52。



112

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

大陸投資金額最高的國產影片。大陸境內合作方由中影集團、橙天娛樂

在內的 11 家國營和民營企業聯合組成，而大陸境外合作方則分別來自美

國、日本、南韓、台灣四個國家，形成多方合拍、聯合製作的新格局。

此一時期，由於中國大陸電影產業迅速發展，電影票房與電影市場快

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與重要性均與日俱增。加上大陸民營電影企業崛起，

大量參與製片與合拍影片的攝製，民間投資與融資管道增加，資金與技術

條件漸趨成熟，使得境外電影企業愈來愈重視大陸電影市場，紛紛投入

「中外合拍」電影的製作。以往被動接受境外合作邀約的大陸製片機構，

也開始主動尋求自己主導的合拍項目，「中外合拍」運作方式從以往境外

主導，轉變為由大陸境內主導合拍影片的進行。
63

與此同時，有愈來愈多的合拍影片由中國大陸境內與境外共同發起，

境內主創人員全程參與影片的策劃與創作，且編導及主要演員都以境內為

主，劇情內容也以大陸為背景，目標為大陸與海外市場。例如大陸民營

電影企業華誼兄弟與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聯合攝製「大腕」、「天地英

雄」、「手機」、「可可西里」、「功夫」等 5 部影片。其中，「大腕」由華誼

兄弟、中影集團、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聯合出品。由民營企業、國營企業、

國際電影公司合組的多元的投資主體，使影片從一開始製作起，就已考量

兼顧大陸、港台與海外市場。該片還首次嘗試由中方主導的合作模式，華

誼兄弟既是影片的投資方，也是承製方，且直接參與全球票房分帳，也就

是所得利潤由兩家公司按投資比例在全球市場票房中分成，從影片的投資

到發行真正融入世界市場。

此外，在「天下無賊」和「夜宴」的合作中，華誼兄弟和香港寰亞公

司各占一半的投資額，由華誼兄弟負責中國大陸市場發行，寰亞負責香港

和東南亞市場的發行，雙方依優勢互補進行合作。及至「雲水謠」、「投名

狀」、「赤壁」等影片的合作，中影集團不僅投入資金，還掌握製片管理權

和大陸市場發行權，顯示出大陸對於「中外合拍」電影已逐漸取得主導的

態勢。
64

2011 年 12 月 16 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

產業促進法（徵求意見稿）》，意在促進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的持續發展，同

時也為「中外合拍」影片作出進一步開放的政策保證，鼓勵大陸國內外電

63 王凡，「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頁 13。
64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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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企業參與「中外合拍」的進行。
65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崛起，大陸電影市場的重要性愈來

愈受到重視。好萊塢電影從以往利用中國元素吸引美國本土觀眾為主的市

場策略，逐漸發展到包括場景、故事、演員全部運用中國資源，以爭取大

陸為主要目標市場。大陸主旋律電影、主流商業電影因此都成為「中外合

拍」影片的範疇，影片類型也從以往武俠、歷史題材，逐漸發展到時下社

會生活的現代劇。如 2010 年「全城熱戀」，就是由中、美、英三方聯合攝

製的時裝愛情片，顯示「中外合拍」影片類型正朝向多元化發展。

2010 年以後，中國大陸電影「走出去」戰略開始嘗試與全球化作出

接軌，「中外合拍」電影從開始籌拍到製作過程中，已將國際市場運作規

則與符合主流市場的價值觀考量在內，以爭取國內外市場的認同。

以 2011 年張藝謀執導的「金陵十三釵」為例，總預算高達 9,400 萬

美元，結合中、美、日三方主流市場演員擔綱演出，製作規模已可媲美好

萊塢商業電影。以中國題材運用西方觀點陳述，體現出一種人道主義的普

世價值觀，以爭取國內外觀眾的共鳴。該片在 2012 年第 89 屆金球獎獲得

最佳外語片提名。儘管該片的市場票房呈現「內熱外冷」，海外市場反應

與評價都遠不如預期，但確已展現「中外合拍」影片與全球化接軌的強烈

企圖心。而「中外合拍」影片在經歷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發展，已從大陸

境外主導向境內主導、以境內市場向兼顧境內外市場、以對外輸出影片向

全球市場發行的最終目標轉型。
66

表 4-3　中國大陸「中外合拍」電影數量

年度 數量

1978 － 1985 1

1986 － 1990 59

1991 － 1995 168

1996 － 2000 11

2001 － 2003 18

2004 － 2010 117

以上「中外合拍」電影，其中不含與港、台合拍影片。

資料來源：王凡，「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當代電影，2012年第 1期，頁 10－ 13。

65 「2011－ 2012．合拍『從頭做起』」，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67。
66 王凡，「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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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外合拍」模式的發展現況

一、「中外合拍」影片提振中國大陸國內電影市場

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已歷經 30

多年的發展歷程。近年來，大陸陸續制定開放的電影合拍政策，使得「中

外合拍」電影有了長足的進展。特別是 2001 年以後，也就是大陸加入

WTO 後的 10 年間，每年平均都有近 40 部合拍片問市。總計從 1979 年

至 2009 年，大陸共生產 757 部合拍影片，1979 年至 1999 年，每年平均

約 19 部，1999 年至 2009 年，每年則平均超過 35 部。2001 年至 2008

年，大陸共有 286 部合拍影片，其中香港有 201 部，占 70％，美國 29

部，占 10.1％，台灣 23 部，占 8％，
67
以上三個地區也是大陸電影採「中

外合拍」模式最主要的合作對象。
68

近年來，「中外合拍」電影的數量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平均占每年

中國大陸國產影片總量的 10％，而在排入院線放映的影片中，合拍片則

占 25％，其吸引資金與市場開發的程度超過大陸一般國產影片。
69

自 2004 年起，中國大陸國產影片票房前 10 名多為合拍片。2004 年

至 2006 年，每年有 8 部為合拍片，2007 年有 9 部為合拍片，2008 年 10

部皆為合拍片，2009 年有 8 部為合拍片，2010 年有 7 部為合拍片，而

2011 年至 2013 年每年平均約有 7 部為合拍片。
70
如「唐山大地震」、「山

楂樹之戀」、「金陵十三釵」、「西遊－降魔篇」等合拍影片都占據大陸年度

票房的重要比例。可以說，「中外合拍」影片對於吸引國內外資金投入大

陸國產電影創作、繁榮大陸電影市場、促進國內外文化交流，及實現大陸

電影的國際化都發揮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由於大陸對「中外合拍」政

策的鼓勵，合拍影片也成為國外資金進入大陸市場的一個特殊管道。
71

二、「中外合拍」影片成為進軍海外電影市場主力

由於中國大陸擁有廣大的生產消費市場，加上借助國際資金、人才、

技術和商業化運作的經驗，合拍片充分運用各方資源的製作成果，已逐漸

67 劉藩，「論合拍片與文化軟實力」，頁 14。
68 張恂，「中外合拍電影：推廣中國文化的最好通道」。
69 蔣肖斌，「來中國一起拍電影」（2013年 4月 23日），2013年 7月 22日下載，《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 xinhuanet.com/newmedia/2013-04/23/c_124619670.
htm。

70 以上合拍片數字係作者自行統計。
71 「取長補短 讓合拍片助力中國電影走出去」（2012年 9月 17日），2013年 11月 11日下載，
《中國評論》，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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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大陸電影市場的主流，不僅有效地應對好萊塢大片對大陸國內市場的

強勢衝擊，並且逐步朝向世界主流電影市場的方向邁進。
72

目前在中國大陸每年對外輸出的影片當中，「中外合拍」影片占有主

要的份額，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從 2005 年的 45％，至 2010 年的

98％、2011 年的 96％。而在大陸電影的海外銷售總票房比例上，90％以

上的票房來自於「中外合拍」影片，從 2006 年的 58.8％，至 2010 年的

99.9％，「中外合拍」影片已成為中國大陸進軍海外電影市場主力。

表 4-4　「中外合拍」電影海外銷售情況

年度
參與合拍的大陸製
片廠

大陸國產影片海外銷售數
量（含「中外合拍」影片）

大陸國產片採「中外合
拍」模式海外銷售數量

2005 18 60 27

2006 18 73 33

2007 31 78 53

2008 19 45 29

2009 24 49 38

2010 17 47 46

2011 23 52 50

2012 － 75 －

2013 － 45 －

資料來源：王凡，「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當代電影，2012 年第 1 期，頁 15。「我

國對外文化貿易呈現良好勢頭」(2013 年 3 月 12 日 )，2013 年 12 月 4 日下載，《中

國文化貿易促進網》，http://www.culturetrade.com.cn/nbict/node3/n19/n33/u1ai358.

html。

第四節　「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限制

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對於大陸而言，是以「引進

來」，實現「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步驟。但對外國電影企業而言，最大的

吸引力莫過於以合拍模式進入大陸市場可排除外國影片進口的配額限制。

然而進口配額並非目前外國影片進入大陸電影市場的唯一限制，現階段大

陸市場仍存在許多其他因素的限制。而影響「中外合拍」電影模式運作的

障礙，主要可區分為內在限制與外部限制兩個部分，而其中就包含「引進

來」和「走出去」兩個層次的問題，可歸納為以下數點：

72 張恂，「中外合拍電影：推廣中國文化的最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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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內在限制

一、電影審查制度

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由來已久，早在國民政府時期就已存在。自

中共建政以來，電影在大陸就不被視為是一種純娛樂，意識形態教育才是

其主要功能。這是因為大陸電影最初得力於傳統文藝的啟蒙而建立，深受

儒家傳統「文以載道」的觀念影響，認為文藝是教化人心的主要媒介，

「寓教於樂」才是其主要功能，因此具備功利主義的特性。
73
執政者一方

面將電影視為是教化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擔心電影成為傳播反動思想的根

源，因此對於電影始終抱持審慎的態度，電影審查制度便是由此而來。

中共建政後的電影審查，其特色在於是以意識形態宣傳作為標準，對

電影主題、構思、話語、情節等所有方面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主要有兩

種型式，即制度型審查和運動型審查。

制度型審查始於 1953 年，由專門的審查機構（電影局、文化部、中

宣部等）對劇本、影片進行常規性審查。該年政務院和電影局制訂《故事

影片電影劇本審查暫行辦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加強電影製片

工作的決定》、《關於各種影片送局審查次數的規定》，為電影審查的制度

化奠定基礎。依照規定，在電影局審查前，劇本須先通過創作所和藝術委

員會兩級的審查，電影局審查後再經文化部審查。1954 年以後，劇本的

審查權下放至各電影廠，但審查的層級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
74

運動型審查經常伴隨著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而來，屬於非常規性，其

標準受政治運動所左右，以當時政治運動的口號和訴求作為評價影片的標

準。儘管電影局是負責執行電影審查的權責機關，但中共黨政高層仍能以

個人意志任意決定一部影片的播映與否，其影響力往往超越原本制度型審

查的標準之上，
75
形成一種超越制度以外的影響（outside influence），甚

至成為實現領導者個人政治目的的工具。
76

73 黃海，「中國與歐美電影美學特徵及思潮的比較」，電影電視藝術研究，1990年第 7期，頁 8
－ 9。

74 吳迪，「新中國的文藝實驗：1949年到 1966年的『人民電影』」（原載於《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 2期），2013年 6月 24日下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http://www.
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328vu。

75 啟之編，姜文的前世今生－鬼子來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年），頁 21－ 22。
76 1951年 2月，電影「武訓傳」在大陸公映，獲得輿論及觀眾熱烈迴響，但毛、江在觀看過影
片後，毛卻認定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當江青向中宣部提出批判要求時，
部長周揚原本並不同意，但得知這是毛的指示後，周揚便在 1951年 4月 20日政務會議上提
出批判「武訓傳」，自此正式揭開「武訓傳」批判運動的序幕。詳見何平華，「中共開國後第
一文化罪案考」（2003年 2月 28日），2006年 8月 18日下載，《二十一世紀》，http://www.
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9602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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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後，一部電影問世之前，除必須先接受官方機構例行性的反

覆審查，上映後還可能遭受來自官方的運動型審查，及可能面臨媒體輿論

「社會監督」的審查。

所謂「社會監督」，是指群眾自發性或有組織地按照官方意識形態的

價值取向，對劇本或影片發表評論和建議，藉以進行監督與抵制，由此形

成強大的社會輿論，營造出一種無形而有力的社會監督機制，形成另一種

電影審查制度以外的社會輿論監督形式。
77

1951 年，電影「武訓傳」上映後不久，即因政治因素遭到禁映，成

為中共建政後禁片的開端。
78
「武訓傳」批判運動基本上呈現出之後中國

大陸電影審查制度的特性，一部電影能否通過審查，往往要看它是否符合

特定時期的政治需求，取決於領導者的意志而定，並沒有制訂明確的審查

標準，而繁複的審查制度則嚴重限制電影生產的自主性與藝術創作的規律

性。
79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開始出現較為制度化的規範。

1988 年公布的《電影審查法》，首度明確規定在大陸境內放映電影禁止出

現的內容，開啟大陸電影審查制度化的開端。
80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已隨著政治經濟開放逐漸放寬，但

在總體上電影審查仍掌控大陸電影的發展方向。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的《電影管理條例》第 5 章「電影的發行和放映」就規定，設立電影發行

業與放映單位都必需申請《電影發行經營許可證》或《電影放映經營許可

證》。

而在影片發行權的許可上，目前中國大陸實施電影、電視劇在放

（播）映前的事前審查，亦即電影和電視劇攝製完成後，須報請主管部門

審查，獲得發行許可證後才可播放。《電影管理條例》第 42 條規定，電影

片本身拍攝完成後須報請電影片審查。審查合格者，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

視行政部門發給《電影片公映許可證》才可發行、放映。
81

77 吳迪，「新中國的文藝實驗：1949年到 1966年的『人民電影』」。
78 梁辛，「打開塵封的記憶《武訓傳》重現銀幕」（2005年 12月 7日），2010年 7月 3日下載，
《新世紀網》，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67012&ad=1 2/7/2005。

79 鄭閔聲，從計畫到市場：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與未來（台北：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2009年 1月），頁 40－ 41。

80 Wu, Xianggui. (1992).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since 197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regon,
pp237-240.
81 「中國電影審查制度」（2007年 2月 23日），2010年 8月 23日下載，《百度空間》，http://

hi.baidu.com/%D0%A1%C7%C7%D2%D5%D4%B7/blog/item/49783cfac7845d889e5146ad.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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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對於

中外合作拍攝電影亦有相關的規定：

第 7 條  國家對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實行許可制度。

境內任何單位或個人未取得《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許可證》或批准

檔，不得與境外單位或個人合作攝製電影片。未經批准，境外單位或個人

不得在中國境內獨立攝製電影片。

第 15 條  中外合作攝製完成的電影片，經當地省級廣播影視行政部門

提出初審意見後，報廣電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審查；中央和國家機關所屬

電影製片單位和持有《攝製電影片許可證（單片）》的單位申請立項並攝

製完成的電影片，直接報廣電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審查。

第 16 條  聯合攝製的電影片，經審查合格，取得廣電總局頒發的《電

影片公映許可證》後，方可在中國境內外發行公映。

協作攝製、委託攝製的電影片，經審查合格的，可持廣電總局的批准

檔辦理出境手續。
82

一般而言，製片單位在完成影片拍攝後，會先行審查影片的思想內容

和技術品質，再交由電影局審查。如審查委員對影片有意見，電影局會向

製片單位回覆「修改意見」，製片單位須依此對影片進行修改後交審查委

員會進行復審，如無問題即可獲得電影局所發《電影片公映許可證》，若

還是有問題就得繼續修改，直到通過審查為止。
83

目前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標準，主要是依據《電影管理條例》第 25

條所規定禁止在影片中出現的內容：

（一）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三）洩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

（四）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侵害民族風俗、習

慣的；

（五）宣揚邪教、迷信的；

（六）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七）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九）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

82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
83 「中國電影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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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電影技術質量應當符合國家標準。
84

此外，《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第 6 條也針對中外合作攝製

電影訂定應當遵循的原則：

（一）符合中國憲法、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

（二）尊重中國各民族的風俗、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

（三）有利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四）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思想道德建設和社會安定；

（五）有利於中外電影交流；

（六）不得損害第三國的利益。
85

從以上十多項條文中可以發現，其中僅有一項是針對影片的技術和品

質問題，其餘都是針對影片的思想和內容所做出的規範，且多為「不確

定法律概念」，缺乏行政命令具體化其規範標準，只能依賴執行者的裁量

權，容易受到外力左右而有所改變。

2000 年以前，中國大陸未能通過審查的影片，往往是因為內容觸及

敏感的政治議題或不符合審查制度的程序而遭到禁映。如陳凱歌的「霸

王別姬」因內容涉及「文革」創傷的記憶而遭禁止公開放映。另一部由

張藝謀執導的「活著」，則因未獲大陸官方批准即赴坎城（Cannes）影展

參展，遭到 5 年內不得為境外公司拍片，亦不得參與國外電影活動的處

分。
86

2000 年以後，中國大陸一些未能通過審查的影片，主要則是因為內

容涉及色情、迷信、暴力、黑社會及敏感的政治議題而未能通過審查。如

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李陽「盲井」涉及對社會角落片面描述，黃建

新的「銀飾」情慾描述過多，姜文的「鬼子來了」誇大抗日戰爭期間，

大陸百姓對日本侵略者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對抗日這個歷史議題的

「立場有問題」。

依此標準，2004 年由台灣獨立製片，上映後頗獲好評的「十七歲的

天空」，對男同性戀作出正面描述。2010 年初，在台灣創下新台幣 2 億多

元票房的「艋舺」，描述黑社會兄弟情誼及幫派暴力情節。如果這兩部影

84 「電影管理條例」（2001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 8 月 12 日下載，《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zhengfu/2001-12/31/content_219879.htm。

85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
86 Wan, Jihon. (2000). Hollywood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hinese Film in 

1990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regon,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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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當初想和大陸合作拍攝，可能根本無法通過《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

規定》的立項審批，及拍攝完成後的電影審查，必須適度修改劇本及內容

才有可能在大陸開拍及上映。

2005 年 3 月，由黃建新執導的「銀飾」原本已通過電影局審查，影

片上映日期都已確定，但上映前該片在北京舉行首映會時，製片公司把原

來未經刪剪的版本拿來播放，出現許多不該出現的露點鏡頭。廣電總局獲

報後，第 2 天即要求製片公司將影片修改後重新進行審查。此後製片公司

雖曾多次對外宣稱影片即將在全大陸上映，卻始終未能與觀眾見面。這類

例子凸顯大陸電影審查與許可制度所存在的變數。
87

儘管 2000 年以後，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的方向已獲得確

立，然而對於電影審查的陰影卻仍揮之不去。2006 年，由港片「無間

道」改編的好萊塢電影「神鬼無間」（The Departed），即因為影片中出現

大陸官員涉入走私不法，及「中國佬要用核彈炸平台灣」等敏感的情節與

台詞，遭到大陸當局下令禁止在大陸上映。
88

至於其他好萊塢電影為求能夠打入中國大陸市場，也必須在劇情上

做出一些修正，以符合大陸電影審查的要求。例如 2013 年重新拍攝，由

傑登史密斯（Jaden Smith）主演的「小子難纏」（The Karate Kid），因

片中有反派華人出現，於是修剪 12 分鐘的內容。而由布萊德彼特（Brad 

Pitt）主演 ` 的「末日之戰」（World War Z），則是將原本劇中的病毒發源

地，由大陸改為俄羅斯，同時將病毒發現者改為大陸的科學家。
89

2013 年 12 月 18 日，中國大陸著名導演馮小剛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一

場演講會上表示：

「電影所以拍不好看，電影人很沉重，因為要面對很多部門的電影審

查。一部電影審查有多少部門構成？有黨、政、共青團、婦、工會、民

委、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總政 30 多個部門組成，一部電影必須得

讓 30 多個部門都沒意見才能通過。」
90
顯示時至今日，大陸官方對於電影

這類大眾文藝所傳達的內容仍抱持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

由以上可知，在中國大陸現行的電影發行放映許可制度下，國內外電

87 喻德術，「解密中國電影審查流程」（2007年 1月 19日），2010年 8月 25日下載，《法制晚
報》，http://www.pckw.com/diyPIC/world/diyPIC-57824-3.html。

88 「神鬼無間台詞敏感 中國禁播」（2006年 12月 30日），2008年 2月 13日下載，《YAHOO 奇
摩新聞》，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1230/11/8m49.html。

89 項貽斐，「合拍、修改劇情 想賺大陸錢 好萊塢花招百出」，聯合報，2013年 5月 10日，第
C4版。

90 魏伊婕，「馮小剛：盼中國電影沒人審查」，旺報，2013年 12月 20日，第 A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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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企業欲藉由「中外合拍」模式進入大陸電影市場，其中就包含大陸電影

審查制度把關，與能否通過審查取得發行放映許可證的風險。

現階段中國大陸電影雖已實現市場化與產業化的改革，但在行政管理

上，仍歸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當大陸電影市場處於急速擴張的情況下，面

對電影審查這類相對不穩定的規範標準，就可能造成投資電影時，無法事

先充分評估風險等可預見的負面結果。
91

二、文化差異

1988 年，Colin Hoskins 和 R. Mirus 首次提出「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的概念，指出因文化背景的差異，國際市場中的文化產品不被

其它地區受眾認同或理解而導致其價值減低。

Hoskins 等人認為：根植於一種文化的特定影視產品，在國內市場具

有吸引力，因為國內市場的觀眾具有相同常識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區

吸引力就會降低，因為其他地區的觀眾未必認同這種風格、價值觀、信

仰、歷史、神話、社會制度、自然環境和行為模式。即文化結構差異是導

致出現「文化折扣」現象的主要原因，而「文化折扣」現象則直接影響文

化商品在國際市場的接受度與經濟價值。
92

「文化折扣」現象出現在電影的主要原因，可具體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語言：電影對白的翻譯不僅是語言文字本身意義的轉換，更是兩

種不同語言所在地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由於在許多電影翻譯過程

中，常出現語意不通的現象，導致影片進口國觀眾無法正確理解影

片中所傳遞的訊息，形成觀賞時的障礙。

（二） 觀眾偏好：文化臨近的市場因歷史文化的重疊性高，觀眾對於彼此

的文化接受度較高。中港台三地的合拍片之所以可在中國大陸市場

盛行，就是因為文化價值取向十分相近。

（三） 資訊解讀的複雜性：電影的製作可看作是資訊的「編碼」過程，而

觀眾的觀看即是資訊的「解碼」過程。外國電影對國內觀眾而言，

資訊解讀的複雜性有時可能造成觀眾「解碼」時的障礙。
93

文化差異究竟對電影觀眾的影響有多大，可從同一部電影在不同國家

91 劉立行，「進口電影之發行管理模式分析－中國市場案例」。
92 Colin Hoskins & Rolf Mirus. (1988). 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 pp.499-515.
93 「從文化折扣角度看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產品策略」（2012 年 10 月 23 日），2013
年 12 月 5 日 下 載，《 安 徽 省 商 務 網 》，http://anhui.mofcom.gov.cn/article/sjgongzuo
dy/201210/201210083979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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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時的市場反應看出端倪。

2012 年，「人再囧途之泰囧」在中國大陸創下 12.6 億元的史上國產

影片最高票房紀錄，但在北美票房僅有 5.7 萬美元。2013 年，「致我們終

將逝去的青春」以黑馬之姿在大陸創下 7.2 億元高票房，但海外票房僅

9,900 美元。以過去的經驗來看，目前大陸能打入海外市場的還僅限於商

業武俠大片。2000 年，由華裔旅美導演李安執導的武俠片「臥虎藏龍」，

國內外票房達 2.05 億美元，創造「中外合拍」影片最高票房紀錄。
94

2002 年，張藝謀的「英雄」在北美地區獲得 5,800 萬美元的票房，被

認為是中國大陸最成功的一次文化輸出。此後「十面埋伏」、「無極」、「夜

宴」、「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大陸國產影片陸續走出國門，積極拓展國際市

場。但除此之外，其他類型的大陸國產影片，如在大陸國內大賣的「讓子

彈飛」、「唐山大地震」、「人再囧途之泰囧」、「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金陵十三釵」等，海外票房卻都很慘淡。
95

近年來，中國大陸影片在海外創造的高票房，絕大部分都來自於「中

外合拍」影片的收益。以 2010 年為例，當年大陸共有 47 部影片銷往 61

個國家地區，其中有 46 部是合拍影片，海外總票房收益為 35.17 億元

（約 5.29 億美元），其中由威爾史密斯（Willard Smith）之子傑登史密斯

和成龍主演的「功夫夢」就占 80％以上。因此，大陸電影想要實現「走

出去」的目標，目前看來最有效的方式還是採取「中外合拍」模式一途。

且這類合拍電影所要敘述的已不僅是大陸國內觀眾想看的故事，而是能夠

被國內外觀眾共同接受的故事。
96

如前所述，中國大陸的電影自始就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建立起來的，

中國元素始終是大陸電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80 年代，大陸「第五

代導演」如陳凱歌的「黃土地」（1984 年）、張藝謀的「紅高粱」（1987

年）都向觀眾展現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魅力，不僅使得大陸導演走上國際

化道路，也使大陸電影受到國際影壇所矚目。

中國大陸電影的民族特性，在「中外合拍」電影中也同樣得到充分體

現。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1987 年，中英義法合拍）是首

部在北京紫禁城內實景拍攝的「中外合拍」電影，以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生

94 鄧晨曦，「缺少文化價值 中國電影海外收入下降 43%」（2013 年 9 月 6 日），2013 年 12
月 25 日 下 載，《 中 國 網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ul.china.com.cn/2013-09/06/
content_6278298.htm。

95 張士達，「『致青春』大陸夯 老美不買帳」，中國時報，2013年 7月 30日，第 D3版。
96 羅薇薇，「『文化折扣』讓海外票房遇冷」(2013年 10月 7日 )，2013年 12月 21日下載，《中
國台灣網》，http://big5.culture.taiwan.cn/spot/201310/t20131007_49811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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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為故事主軸。該片在 1988 年第 60 屆奧斯卡金像獎上獲得最佳影片獎，

大大鼓舞「中外合拍」電影對中國元素的熱情。此後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

就成為合拍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別在中西文化缺少共通之處時，合拍

片習慣將民俗獵奇作為文化融合的基礎加以突出展現。於是在「中外合

拍」電影中，中國功夫、女性旗袍、中國節慶、長城、京劇等元素經常被

當作象徵性符號反覆使用。透過強調影片的視覺奇觀化，滿足西方觀眾對

於中國文化的好奇，以這種淺層式的文化融合，確實降低合拍影片在文化

接受方面的困難度。從此民俗獵奇就一直被視為是中國元素的主要成分，

並成為大陸電影獲取西方認同的重要途徑。
97

不可否認的，目前全球電影市場與電影發行通路仍由美國為主的好萊

塢電影所主導，以西方為主體的價值取向因此成為主流。「中外合拍」電

影以民俗獵奇為取向，這類題材的選擇正好符合西方長久以來對於中國形

象的想像性構建，致使「中外合拍」電影在合拍過程中傾向於選擇迎合西

方的審美趣味，造成文化不平等的現象。儘管中國大陸對合拍片採取行政

管理措施，並以審查制度確保在「中外合拍」影片中的文化主體性，但對

於合拍片中所傳達的中國文化卻依然籠罩在西方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的觀

點之中。
98
這種結果顯然和「中外合拍」電影模式最終希望推展中國文化

影響力的原意大相逕庭。部分合拍片更因為刻意迎合西方市場反而兩面皆

不討好，國內外市場都遭受票房挫敗。

「文化折扣」現象指出文化商品在進入國際市場所遭遇的難題，不同

民族之間的語言障礙、文化障礙、習俗障礙、價值觀障礙、審美障礙等，

都會導致「文化折扣」的產生，影響文化商品的國際接受程度，這也成為

中國大陸電影「走出去」必然要克服的難題。

現階段中國大陸電影要「走出去」，必須設法降低「文化折扣」的影

響，因此電影故事講述的話語方式有必要進一步國際化，以提高國外市場

的接受度，但過程中又要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確保自身文化的

主體性，因此困難度很高。而文化差異也成為現階段大陸電影進入國際市

場，及國際電影合作的主要障礙之一。

97 「中外合拍片的文化敘事困境及對策」。
98 東方主義（Orientalism）是指在「西方」的知識、制度和政治、經濟政策中，長期積累將
「東方」假設並建構為異質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維。詳見 Edward.W.Said著，王志
弘、王淑燕、莊雅仲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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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部限制

一、電影基礎建設不足，投資風險增加

近年來，中國大陸電影市場成長速度驚人，但在亮眼的票房數字背

後，卻存在著許多隱憂。

自 1994 年起，中國大陸每年開放常態進口 10 部外國影片，儘管開

放有助於擴大電影市場，但產生的排擠效應卻也限縮大陸國產電影的市

占率。
99
以 1998 年好萊塢大片「鐵達尼號」為例，該片在大陸主要城市

超過 1,000 家電影院共上映 45 天，最後以 4,350 萬美元的票房囊括全年

總票房的四分之一，然而該年卻有超過 70 部大陸國產影片（1994 年產量

82 部）無法在市場發行放映。
100

2003 年，中國大陸國產電影市占率首度超越進口影片，但該年所生

產的 140 部國產影片當中，有近 100 部影片沒有機會在大陸影院上映。

2004 年，大陸國產影片只有三分之一能夠排進電影院檔期。2005

年，大陸電影年產量已達 260 部，但也只有 60 至 90 部影片曾在電影院上

映，其中還包括許多放映 1 天即下片的影片。
101

及至 2013 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已突破 200 億元，但也僅有三分之

一的國產影片曾在影院上映。近兩年，由於大陸加速影院與銀幕等電影基

礎設施的建設，達到 31％的影片上映率，已創下歷年新高，但真正能夠

有機會排進院線檔期放映的影片其實極為有限。
102

2005 年，國務院頒布《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

在政策上進一步開放民營資本進入影視領域，
103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產

業化體制已逐步確立，此後引發大陸民間投資電影的熱潮，而吸引民營資

本大舉投入即是因為電影產業豐厚的利潤。一般而言，在大陸票房排名前

幾名的影片投資報酬率可能高達 400％－ 500％。
104

2012 年，中國大陸每年電影產量已超過 700 部，其中僅少部分影片

99 劉立行，「進口電影之發行管理模式分析－中國市場案例」。
100 Wang,Ting,(2007), Hollywood’s pre-WTO crusade in China.
101 白瀛，「去年國產電影喜憂參半 生產 260部只上映 90部」（2006年 4月 17日）。2010年 7
月 3 日下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4/17/content_4432459.
htm。

102 彭驥，「2013最慘票房 2萬，每年九成國產片成炮灰」（2014年 1月 11日），2014年 1月 22
日下載，《新浪新聞》，http://ent.sina.com.cn/m/c/2014-01-10/11434078710.shtml。

103 「國務院《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2005年 8月 8日），2010年 8月 18
日下載，《中國出版網》，http://jt.chuban.cc/ztjj/mysy/zcjd/200612/t20061222_7670.html

104 「中國電影：注水的票房」（2010年 1月 5日），2010年 7月 12日下載，http://www.21cbr.
com/home/space-4099-do-thread-id-5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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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排進院線檔期在電影院上映，其餘則只有通過電視、DVD、網路視頻

等管道發行，有些影片甚至從未發行上映即告銷聲匿跡。
105

電影院和銀幕數是電影產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之一，在中國大陸影院

建設完備的城市，電影票房增長速度明顯呈現正比。2010 年，北京、上

海、深圳、廣州、成都、武漢、杭州、重慶 8 個主要城市，電影票房占大

陸電影總票房近 70％，證明強化戲院和銀幕的基礎建設是促進電影市場

發展的主要手段。

現階段中國大陸相對於電影市場的高度發展，電影基礎建設卻明顯呈

現不足。2012 年大陸電影票房與觀影人數皆高居全球第二，在過去 10 年

間，大陸的電影銀幕數量增長 10 倍，從 2002 年不到 1,300 個，成長到

2012 年底的 13,118 個，僅 2012 年一年就新增近 4,000 個銀幕，平均每

天新建 9 個電影銀幕，其中很多是屬於最新的數位銀幕。

至 2013 年，中國大陸 13.5 億人口共有 1 萬 8 千多個銀幕，而美國

3 億人口就有 4 萬多個銀幕，大陸人均銀幕數量遠低於全球主要電影市

場。
106
銀幕數量不足，不僅造成大量影片缺乏足夠電影院銀幕的放映空

間，限制觀眾對於影片選擇的需求。同時由於價格、地理位置、交通等因

素的限制，降低觀眾進入影院觀賞影片的意願，
107
影響電影票房收入，也

增加電影投資回收的風險。

根據研究顯示，1990 年代，北京電影市場每年發行的國產電影當

中，平均有 7 成無法回收成本，15％可收支平衡，僅 15％有機會獲

利。
108

2007 年大陸國產故事片年產量 402 部，其中實現票房收入 200 萬

元以上的影片僅有 15％，
109
以當時大陸國產影片 85％的平均製作成本介

於 150 萬至 300 萬元來計算，真正能夠在市場獲利的電影其實僅止於少

數。
110

2010 年，在中國大陸上映的 100 多部中外影片中，僅「阿凡達」、

「盜夢空間」、「唐山大地震」3 部影片票房即占全年總票房的四分之一。

105 吳靖雯，「大陸電影投資熱 專家：虛熱」，旺報，2010年 8月 18日，第 C8版。
106 姜煜，「中國電影市場高速發展 每天新建 9塊銀幕」（2013年 6月 5日），2013年 12月 7日
下載，《騰訊娛樂》，http://ent.qq.com/a/20130605/023262.htm。

107 吳靖雯，「中國電影上半年票房達 46億」，旺報，2010年 7月 5日，第 C4版。
108 Wang, Ting, Hollywood’s pre-WTO crusade in China.
109 「打造大陸最具魅力的娛樂王國－華誼兄弟」，2010年 8月 1日下載，《富蘭德林》http://

www.mychinabusiness.com/magazine/0912/money04.html。
110 尹鴻、詹慶生，「2006中國電影產業備忘」（2007年 2月 27日），2010年 8月 22日下載，
《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txt/2007-02/27/content_78749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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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業者估計，該年大陸國產影片虧損比例達 8 成。
111

時至 2013 年，仍只有 3 成的中國大陸國產影片能排入影院放映，其

中獲利的不到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大陸國產影片中有 9 成虧損。
112
另

有業者指出，在大陸投資影視產業是屬於高風險的投資，電影獲利的比例

平均只有 10％，電視劇相對高一些，約 20％，故有業者指稱「覺得拍電

影，就是一場賭博」。
113

當全世界電影都想搶進中國大陸市場時，大陸電影業者思考的卻是如

何擴張消費與增加電影上映的機會。大陸民營電影公司業者表示：「要談

未來 10 年 300 億的總票房，先要實現中國電影的銀幕片數達到 2 萬張，

加大電影院硬體設施的投入。」為了讓目前年產量六、七百部的大陸國產

影片排得進院線上映，就必須擴增電影院和銀幕數量。
114

由於現階段中國大陸的電影基礎建設不足，人均銀幕數量遠低於全球

主要電影市場的水準，尤其是電影院與銀幕建設的城鄉差距過大，無法因

應迅速擴大的電影市場，連帶影響大陸電影市場的消費，電影文化市場

仍有待確立，同時也增加投資大陸電影市場的潛在風險，
115
形成「中外合

拍」電影模式發展的限制性因素。

 

111 楊天東，「誰來支撐未來電影票房 國產片賺錢和虧錢二八開」（2011年 11月 15日），2012年
7月 18日下載，《中國科技網》，http://www.stdaily.com/big5/papergroup/content/2011-11/15/
content_378469.htm。

112 彭驥，「2013最慘票房 2萬，每年九成國產片成炮灰」。
113 「中國電影：注水的票房」。
114 黃奕瀠，「中國電影產業用數字說話 躍升第三大電影生產國」（2010年 1月 3日），2010年 7
月 28日下載，《文化中國》，http://blog.roodo.com/wantculture/archives/11298343.html。

115 吳靖雯，「中國電影上半年票房達 46億」，2010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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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中國大陸影院與銀幕數量統計（2002 － 2013）

資料來源：尹鴻、程文，「2011 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電影藝術，2012 年 3 月，頁 7。「盤點

2012 年全國電影票房 雙泰領銜」（2013 年 1 月 16 日），2013 年 3 月 1 日下載，《京

華 時 報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27564/2013/01/16/108s3992685_2.

htm。

二、法治建設落後，版權保護不足

儘管目前各方看好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前景，但眼下電影產業存在的

問題仍不容忽視，其中版權問題是電影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據「中國電影版權保護協會」2005 年至 2006 年的測算，中國大陸省

級主要城市的專業影視頻道，每年播出大陸國產影片約 5 萬部次，其中

90％以上是盜版。之後經過大陸政府 3 年多的整頓，到 2008 年，盜版率

下降 42％，但仍維持在 50％的水準。大陸 18 歲至 35 歲的年輕族群，每

年透過網路線上或下載觀看電影平均每人每年 31.1 部，占每人每年觀看

電影總數的 55.5％，但這其中大部分都是盜版。
116

而根據國務院的調研結果，在美國，一部電影總收入的 30％來自於

市場票房，70％收入則來自於 DVD 和其他衍生商品。如果按照這個比例

估算，2010 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總收入是 100 億元，其中國產影片票房

占總收入的 60％，電影影院票房以外的收入應在 140 億元之譜，但這 140

116 徐寧，「中國電影亟需『反盜版』 一年損失超過 140億」（2011年 1月 13日），2013年 10月
22日下載，《北京文藝網》，http://www.artsbj.com/Html/zhuanti/sc_3521_9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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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顯然都被盜版商給賺走了。
117

另據非官方的統計，2009 年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票房 62.06 億元，但非

法盜版 DVD 一年卻有 400 億元的市場，是合法市場的 6 倍多，
118
顯示大

陸盜版問題的嚴重性。

盜版問題使得中國大陸本國與國外片商在大陸市場蒙受重大的經濟損

失，也連帶重創大陸努力透過文化輸出所營造出在國際社會上「負責任大

國」的國際形象，使得國外電影企業對於與大陸合拍電影所能創造的經濟

效益產生質疑，影響大陸電影的國際合作與輸出。歸結其原因，除提供者

和使用者版權保護意識不足外，主要更是在於相關法令不夠周延，致使違

法成本過低與執法成本過高所致。
119

為解決日益嚴重的盜版問題，近年來，中國大陸決定採取強化對智慧

財產權的保障措施。2010 年 4 月，「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成立，宗旨是

保護電影著作權，維護電影作品著作權人和相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推動

電影作品的創作、傳播和使用，促進電影產業的發展和繁榮。
120

2010 年，中國大陸「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決定向大陸「網路院

線」提出民事訴訟。2010 年 7 月 22 日，國家版權局、公安部、工信部展

開「劍網行動」，將影音視頻、文學網站、網路動漫、手機行動媒體等列

為重點治理項目。
121

2010 年 10 月 14 日，中國大陸國家版權局公布《電影作品著作權集

體管理使用費收取標準》，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大陸國內網咖、長途巴

士播放電影必須向「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繳納一定的版權費用。
122

2013 年 11 月 13 日，「中國網路視頻反盜版聯合行動」在北京啟動，

優酷土豆集團、搜狐視頻、騰訊視頻、樂視網、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美

國電影協會（MPAA）、日本內容產品流通海外促進機構（CODA）、萬達

影業、光線傳媒、樂視影業等國內外媒體共同發布「中國網路視頻反盜

版聯合行動宣言」，將聯合對抗百度、快播等日益嚴重的網路視頻盜版行

117 徐寧，「中國電影亟需『反盜版』 一年損失超過 140億」。
118 「大陸盜版 DVD 金額達 400億」（2010年 6月 17日），2010年 8月 22日下載，《大紀元》，

http://hk.epochtimes.com/10/6/17/119762.htm。
119 弘石，「關於中國電影產業化發展進程中若干問題的思考」，當代電影，2006年第 6期，頁

7。
120 「邁向電影強國：中國亟需解決人才與盜版問題」（2011年 1月 12日），2013年 10月 22日
下載，《北京文藝網》，http://www.artsbj.com/Html/zhuanti/sc_3521_9527.html。

121 「大陸電影著作權協會向盜版開戰」（2010年 7月 31日），2010年 8月 22日下載，《中央
社》，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07310155&pType0=aCN&
pTypeSel=0。

122 「邁向電影強國：中國亟需解決人才與盜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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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將透過法律途徑向百度求償損失金額 3 億元。
123

以上種種措施，顯示當前中國大陸實現電影大國崛起的決心，但也同

時凸顯大陸法治建設不足，對於版權保護的落實與國際社會的期待落差甚

大。因此治理成效如何，目前還有待觀察。

當前中國大陸電影版權問題，使得國內外電影投資者無法確保投資獲

得良好的利潤回收，增加投資方的潛在風險，成為抑制電影創作的阻力。

不但使得國外電影企業對於投入「中外合拍」電影所能取得的效益與意願

受到影響，也連帶阻礙大陸電影海外輸出的成效，影響文化「走出去」與

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形成「中外合拍」電影的限制性因素。

第五節　小結

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的起源甚早，抗日戰爭期間就

已開啟「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序幕。中共建政之初，也曾尋求與境外合

作拍片，向國際社會宣傳新中國的新形象。但由於當時大陸內部政治不穩

定，經濟條件落後，意識形態操控文藝，加上對外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

因此缺乏「中外合拍」的誘因與條件。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由於擁有龐大市場的優勢，國外赴陸尋求合作

拍片開始增加。1979 年，大陸文化部成立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作為

推動「中外合拍」電影的機構，負責推動並管理中外合作拍攝的事宜，並

開始積極引進境外電影製片公司與大陸國內合作拍片，以政府的力量推動

合拍片的進行。

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拍片，是希望借助境外的資金、人才、技術提升

本國電影水準，並利用國外合拍機構的發行通路，協助大陸電影「走出

去」，以「引進來」的方式，達成「走出去」的目的，藉由「中外合拍」

的模式擴展國內外市場，以經濟的外擴帶動文化的輸出，以彰顯其文化

「軟實力」，從而提升其國家的綜合國力。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大陸電影走向市場化與產業化的進程，成

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影市場。其中，由於市場化與產業化改革的啟動，

使得大陸市場開始對外開放，吸引外資投入，因此大陸採「中外合拍」模

式發展電影，成為當前大陸電影製片的主流，不僅是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

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是大陸實現電影大國崛起與邁向國際市場的主力。

123 「中國網路視頻反盜版聯合行動出擊」（2013年 11月 16日），2013年 12月 23日下載，《搜
狐視頻》，http://tv.sohu.com/s2013/1663/s39006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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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帶動大

陸電影市場的高速成長，使得一向以西方為本位的國際電影市場產生一些

轉變。國外電影企業為拓展大陸電影市場、爭取與大陸電影合作的機會，

開始主動嘗試迎合大陸的法規和主流價值觀，顯示「中外合拍」電影已從

過去的「借船出海」，到現在的「聯合造船」，反映出大陸正逐漸在「中外

合拍」的過程中取得對等，甚至是優勢的地位。

總之，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對於其本身而言，是

以「引進來」，實現其本國電影「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步驟。但對國外電

影企業而言，「中外合拍」最大的誘因，莫過於以合拍模式進入大陸市場

可排除外國影片進口的配額限制。

然而進口配額並非目前外國影片進入大陸電影市場的唯一限制，目前

還有電影審查制度、文化差異，及電影基礎建設落後、版權保障不足等

內、外部限制性因素，其中包含「引進來」和「走出去」兩個層次的問

題，形成「中外合拍」電影的限制，也成為影響「中外合拍」電影長期發

展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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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外合拍」電影的實踐經驗與模式

第一節　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電影

壹、中港合拍電影的歷程

一、香港電影產業概況

由於早年香港為英國殖民地，在政治、經濟上較當時的中國大陸與台

灣擁有更多的自由，因而發展成為華人世界乃至東亞電影的製作生產基地。

過去數十年，香港電影廣為華人社會所熟悉，香港電影金像獎亦為華

人電影的年度盛事。1950、1960 年代，邵氏兄弟及電懋（後更名國泰）

是香港最具規模的電影製作公司，其作品開創一系列華語電影的經典類

型。其中邵氏的「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 年 )，上映後打破當時華語電

影票房紀錄，成為黃梅調音樂電影的經典代表作品。

此外，以卲氏李翰祥導演為主要代表，開創史詩式古裝片，其中最著

名的作品為「江山美人」(1959 年 )。1960 年代末期，卲氏又開創一個新

派武俠系列電影，此種新派武俠電影的靈感源自於日本武士電影，劇情較

以往武俠片更為緊湊，增加力量型動作及暴力呈現，如胡金銓的「龍門客

棧」（1967 年）、張徹的「獨臂刀」（1967）等均為新派武俠系列電影經典

代表作，引領華語武俠電影的風潮。

1970 年代，嘉禾電影公司成立，憑藉著李小龍功夫題材動作片打開

國際知名度，讓世人對華語電影刮目相看。而他的武打影片也成為中國功

夫的象徵，並帶領香港電影走出亞洲，開創華語片進軍好萊塢的先例，為

香港電影積累豐厚的資金、技術和觀眾群，使得功夫動作片成為香港電影

的主流片類型之一，香港電影因此最早成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品牌，也

在市場運作中強化電影與商業結合的實際操作，提升中國電影的影響力，

為香港電影在 1980 年代的全盛時期奠定基礎。
1

1980 年代，香港出產的電影無論在產量、票房、質量與藝術性方面

均創下突出的成績，形成龐大的電影工業，電影總產值超越亞洲電影強國

印度，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擁有全球市場的美國好萊塢，成為亞洲第

一大的電影生產基地和電影出口地區，被譽為「東方好萊塢」及華語夢工

1 「香港電影」，2014年 3月 14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
%E6%B8%AF%E9%9B%BB%E5%B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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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2
香港電影產業化的發展，使得一批具有雄厚經濟實力的電影公司應

運而生，如新藝城、嘉禾、美亞、德寶、寰亞等，這些大型電影公司以其

雄厚的資金實力、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及成熟的製作拍攝團隊，使得

香港電影不斷推陳出新，香港出產影片稱霸整個亞洲市場。

香港電影的成功，主要在於與商業的成功結合，通過一系列電影製作的

流程形成固定的模式，如藝人的經紀人制度、電影票房操作等，將電影從單

純的文藝創作提升為電影工業。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以往兩岸的政治隔閡，

香港作為華人世界中唯一享有自由創作的地區，吸引大批兩岸的電影工作者

投入，香港電影界對於整合兩岸三地文藝工作者因此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直到現在，香港電影業一直為兩岸三地的電影人提供整合的平台。
3

1980 年代起，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引進國外的資金、人員、技

術協助大陸市場經濟的建立。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文化位置發揮重要的

影響力，特別是在大陸電影市場化、產業化的過程中，經由中港合拍電影

的模式，將大陸電影帶向商業市場的方向。在過去 30 年間，中港合拍影

片占大陸與境外合作拍攝電影總數的七成，至今中港合拍片已成為中港兩

地電影市場的主流與票房支柱。

二、中港合拍電影的演進

（一）第一階段－ 2000 年以前
1970 年代末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導向、中國大陸開始以其豐富

的自然歷史景觀和便利的人力資源吸引全世界。由於語言文化上的相似

性，香港電影人首先搶占赴陸拍片的先機，杜琪峰的導演處女作「碧水寒

山奪命金」率先赴大陸取景。

1982 年，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進入中國大陸拍攝電影「垂簾聽政」

及其續集「火燒圓明園」，影片由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和香港新昆侖影

業公司共同投資，大陸著名演員劉曉慶、向堃、陳燁等人參與演出。兩片

在大陸上映 4 個月，觀眾多達 6 千多萬人次，打破香港影史上中外歷史影

片的觀影紀錄。由於大量採用故宮、承德避暑山莊等地的實景畫面，影片

引起新加坡、泰國、美國華人觀眾的熱烈迴響，此後香港電影界「北上」

拍片成為一股潮流，之後「少林寺」、「木棉袈裟」、「少林小子」、「南北少

林」等影片相繼完成，香港現代化的電影技巧和大陸雄厚的人力、物力、

2 鄭政恆，「早期光影中的香港」，百年光影覓香江（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2年）。
3 「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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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麗的山川景色結合，實現影片在題材和表現空間上的進一步開拓。
4

1990 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開始推動電影體制改革，各製片廠對外合

拍的許可權獲得擴大，各國營製片廠開始走上大規模合拍的道路。其中大

陸與香港的合作，無論在數量、投資規模、製作水準等方面都取得大幅度

的提升。

1992 年，香港思遠電影工作室與大陸瀟湘電影製片廠合作拍攝「新

龍門客棧」，在中港兩地票房獲得成功後，在香港導演吳思遠的主導下，

隔年香港嘉禾電影公司也投入與大陸合拍的行列，分別與北京電影製片廠

在內的多家大陸國營製片廠合拍多部影片，引發新一波中港合拍電影的熱

潮。1990 年以前，中港合拍電影每年不足 10 部，及至 1991 年，中港合

拍片增加為 16 部，1992 年，更激增至 42 部。至 1997 年以前，中港合拍

片每年數量都維持在 15 部以上，顯示兩地的電影合作已提升至較高層次

的合作。
5

此一時期，繼「新龍門客棧」後，「太極張三丰」、「唐伯虎點秋香」、

「黃飛鴻」系列影片、「東邪西毒」、「霸王別姬」、「青蛇」、「宋家王朝」

等影片分別在藝術和市場兩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並在海外市場獲得

不錯的口碑與票房，為此一時期中港合拍片的代表作品。其中「黃飛鴻之

獅王爭霸」、「霸王別姬」、「方世玉」、「英雄本色」等影片，銷售收入都在

300 萬港元以上，最高達 700 萬港元。大陸電影經由香港電影先進的製作

觀念、技術觀念，全新的製片和製作方式的引進，有效地提高大陸電影的

整體素質，促進大陸電影體制的加速改革，也刺激大陸電影市場的活力。
6

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代香港與大陸的電影合拍僅限於兩地的合

作，至 1990 年代起，中港電影的合拍又加入了台灣的因素，中港合拍實

際上成為兩岸三地的電影合作，隨後並開創出「台灣資金、香港製作、大

陸取景」三者結合的合拍新模式。這種模式是當時兩岸三地電影資源的最

佳組合方式，同時也是 1990 年代前期，香港與大陸電影合作拍片的主要

模式。在此模式的運作下，香港電影得以運用台灣投入的資金，加上香港

本地的編導、演員等優秀的技術資源，及大陸遼闊的外景、廉價的片廠設

施與人力資源，造就出中港合拍電影的高度發展，並對大陸電影市場產生

4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2010年 7月 27日），2012年 3月 15日下
載，《國家廣電總局》，http://www.dmcc.gov.cn/publish/main/266/2010/20100727170150471422
030/20100727170150471422030_.html。

5 鍾寶賢，香港影視業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頁 360。
6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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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影響。1993 年，上海十大賣座影片中，就有 9 部屬於合拍片，因

而奠定香港電影在大陸市場的地位。
7

至 1990 年代中期，隨著台灣在 GATT 電影配額談判中失利，逐步開

放美國影片進口，華語片不敵美國大卡司商業影片。之前香港電影市場曾

有新台幣 100 多億元的資金挹注，此時來自台灣片商的資金漸趨枯竭，因

而造成香港電影業一落千丈。
8

1990 年代後期，香港影片製作數量從 1990 年代初期每年超過二百

部，大幅下滑至約一百部。此一時期，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好萊塢大

片引進、盜版光碟氾濫、觀眾大量流失等因素影響，使得香港電影產量下

降、票房收入也出現大幅滑坡。

1998 年 6 月，香港電影界組團訪問北京，得到中國大陸高層的高度

重視，並取得三方面的實質性成果：一是對於香港與大陸合拍片的審查可

作彈性處理，如對香港版本可以較為寬鬆；二是香港與大陸合拍的影片，

大陸演員、工作人員比例可不作硬性規定；三是香港與大陸合拍影片的沖

洗及後期製作，不硬性規定在大陸進行，可在香港沖洗及做後製。
9

（二）第二階段－ 2000 年以後
以往香港一直是亞洲電影工業的重鎮，市場遍及台灣及東南亞各國。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及好萊塢電影強勢文化衝擊影

響，香港電影開始逐漸沒落。此時香港電影開始尋求「多國資金聯盟」以

降低投資風險，並確保擁有充足資金以保證製作品質。2000 年李安執導

的「臥虎藏龍」，即為香港、大陸、美國等多國共同投資的代表作品。
10

尋求國際合作是香港電影尋求轉型的契機，而 2003 年 CEPA 的簽訂

則為香港電影開啟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

2000 年以後，香港電影面臨景氣最低迷的時期，每年只剩 70 部影片

的產量，比起全盛時期減少二百多部，年平均票房只有七、八億港幣。當

時香港電影漸漸失去東南亞地區華語市場，就在香港電影走下坡的期間，

許多香港電影人開始另尋出路，選擇在大陸開闢新的市場。
11

7 趙衛防，「變與不變－論 30年來內地因素對香港電影的影響」，當代電影，2008年 11月，頁
55。

8 「新航標：『學者』大片戰略 蔡松林 30年影壇沉浮」（2010年 03月 28日），2010年 12月 15
日下載，《新浪全球》，http://news.sina.com/m/c/2010-03-28/18502911572_2.shtml。

9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開放 合作 共贏」。
10 鄭嘉詩，從中國電影發展策略看臺灣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之機會與挑戰（台北：政治大學國際
經營與貿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 105。
11 「香港電影業愈發內地化 業內稱合拍片救了香港電影」（2013年 5月 3日），2013年 11月 5
日下載，《人民網》，http://hm.people.com.cn/BIG5/n/2013/0503/c42272-21355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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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初，中國大陸「單片」攝製許可制度進一步開放，許多民營影

視公司得以獨立拍片。同年，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共同下發《關於改革

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推動電影發行放映「院線制」在大陸施

行。院線制改革使製片發行放映利益重新進行分配且趨於合理，國產影片

製片方分帳比例提高。另外院線制的建立也帶動影院的改造和新建，促進

電影市場規範更加完善，因此激發香港電影進入大陸尋求合拍的興趣。
12

2002 年，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片「天脈傳奇」首度將製片方的分帳

比例提高至 40％，並首次實現影片在大陸與全亞洲華語地區同步放映，

有效抵制盜版，使影片最終取得 2,700 萬元的票房成績。同年，另一部中

港合拍片「河東獅吼」，大陸票房也達到 2,000 多萬元。以上合拍影片在

大陸發行的成功，使得香港各大電影公司產生信心，此後進軍大陸合拍影

片的數量明顯增加。

2002 年底，由香港精英娛樂、北京新畫面影業聯合出品的「英雄」，

在中國大陸創下 2.5 億元的高票房，並在國際市場取得近 6,000 萬美元的

票房收益，成為大陸和香港合拍影片的一個經典的案例，使得香港電影人

看到大陸廣闊的市場與合作的空間。
13

2003 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CEPA）後，在電影上與香港有更多緊密的合作，不但給予港

片等同大陸國產電影的待遇，合拍條件也相當開放，因而造就近年來華語

電影「合拍片」的潮流，成為當前大陸與香港電影市場的主流。
14

2003 年 6 月 CEPA 簽署，中國大陸市場大門為香港導演而開。此後

大陸與香港合拍片歷經 10 年的發展與磨合，香港導演將商業類型電影的

技巧和經驗帶入合拍片，使得中港合拍片至今在大陸與香港兩地市場均占

有重要份額。

2004 年 1 月 1 日起，CEPA 正式實施，但依第一次談判結果，事實上

在 2003 年 1 月 1 日就已實行，有關電影部分主要內容有以下四點：

1、 允許香港公司採不超過 70% 的控股權，在大陸以合資形式，從事音像

製品（包括大陸加入 WTO 承諾不涵蓋的後期電影產品）的分銷業務

（較開放外資規定，中方須占 51％以上之條件寬鬆）。

12 以往中港合拍影片的大陸地區版權都是交給參與合拍的大陸製片廠，因此香港的電影製片公
司無法分得合拍片在大陸上映時的票房收入。參見趙衛防，「變與不變－論 30年來內地因素
對香港電影的影響」，頁 55。

13 林莉麗，「30年合拍片歷程：放 合作 共贏」。
14 「CEPA為港產影劇敞開門戶」（2006年 9月 30日），2010年 6月 3日下載，《人民網》，

http;//gov.people.com.cn/BIG5/46737/4877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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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可視為進口影片在大陸發行，不受大陸加入 WTO

承諾每年 20 部進口外國電影的配額限制。

3、 對香港與大陸合拍之電影，採中方主要演員比例不得少於主要演員總

數三分之一的原則下，港方人員所占比例將有所放寬。有關電影故事

不限於發生在大陸境內，但情節或主要人物必須與大陸有關。

4、 允許香港公司在大陸以合資、合作方式建設或改造電影院，並允許港

方控股經營，較大陸加入 WTO 承諾（不允許外資控股）更為寬鬆。
15

從 2004 年 9 月起，開始實行 CEPA 第二次談判之結果，對電影方面

的承諾比前一次更加開放。在 CEPA 實施後，大陸先後在 2005 年制訂

《「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的補充規定》，及 2006 年《「外商投資電

影院暫行規定」補充規定二》；承諾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允許港、澳在

大陸設立獨資公司，可在多個地點新建、改建或經營多間電影院，建立屬

於自己的放映網絡。
16

經過以上兩次談判，香港電影獲益主要在三個方面：

1、 不受大陸進口電影配額限制，香港影片可享受大陸國產影片同等待遇；

2、港資可在大陸經營電影院；

3、從 2008 年起，香港可在大陸設立獨資公司發行國產影片。

以上幾點規定，包含電影從生產、製作、發行的各個環節，等於是涵

蓋整個電影的產銷流程。
17

自 2003 年至今，CEPA 歷經數次增加補充協議。在此協議架構之

下，香港與中國大陸合拍片可享有大陸國產影片的待遇、合拍條件放寬、

票房分成加倍，且香港可在大陸投資電影院，而港產片、合拍片的粵語版

本，也能夠進入大陸市場放映。這是香港電影復甦的機遇，自此中港合拍

影片比例便大幅提升，香港電影人的機會也隨之增加。

自 CEPA 實施後，香港電影的資金、人才、技術再度大舉北上，香

港與大陸兩地合作拍攝電影的數量開始大幅增加。2003 年，中港合拍

影片共 26 部，2004 年 31 部，2005 年 29 部，及至 2013 年已達每年 35

15 「有關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對我可能之影響分析」（2003
年 7月 15日），2010年 8月 25日下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www.wtocenter.org.tw/
SmartKMS/fileviewer?id=19453。

16  劉立行，「進口電影之發行管理模式分析－中國市場案例」，2010年 7月 7日下載，《台灣電
影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7467&ctNode=258&mp=1。

17 「淺析『CEPA』對香港電影的影響」（2007年 3月 18日），2010年 8月 29日下載，《搜狐博
客》，http://wang850120.blog.sohu.com/38275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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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8
而在目前大陸的合拍片中，70％都是與香港合作拍攝，合拍片已成

為支撐大陸與香港兩地電影市場的主要力量。透過兩地資金、人才、技術

的結合，不僅提高製作成本，降低投資風險，同時也提升影片的品質。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票房賣座前十名的國產影片，多數都是中港合拍

片的天下。如 2007 年的「投名狀」、2008 年的「赤壁」、2009 年的「十

月圍城」、2010 年的「葉問 2」、2011 年的「龍門飛甲」、2012 年的「十

二生肖」、2013 年的「西遊：降魔篇」等高成本製作的合拍大片，往往就

等於是電影票房的保證，不但造就華語電影合拍片的潮流，也成為當前大

陸與香港電影市場的主流。

表 5 － 1 CEPA 香港與中國大陸電影合作相關規定

現行大陸市場准入條件 CEPA 下香港的市場准入條件

電影院
 ◆ 允許外方占少數股權的外資公司建設
或改造電影院。

 ◆ 在上海、北京、廣州、成都、西安、
武漢及南京等 7 個試點城市，外資公
司可擁有合資電影院 75％的股權。

電影院
 ◆ 允許港商在大陸設立的獨資公司，在
多個地點建設或改造多家電影院，經
營電影放映業務。

合拍影片
 ◆ 至少三分之一的主要演員必須來自大
陸。

 ◆ 故事必須發生在合拍協議訂明的大陸
地點。

合拍影片
 ◆ 並無限制香港的主要創作人員所占比
例。
◆  至少三分之一的主要演員必須來自大
陸。
◆  香港與大陸合拍影片的粵語版本可在
大陸發行放映，但須加註標準漢語字
幕。

後期製作
 ◆ 大陸國產影片 ( 含合拍片 ) 不可在大
陸以外進行後期製作。

後期製作
 ◆ 允許大陸國產影片 ( 含合拍片 ) 在香
港進行後期製作。

18 金晶，「內地香港合拍十年實現雙贏 去年 16部票房過億」（2014年 2月 17日），2014年 2月
28日下載，《中國經濟網》，http://news.mtime.com/2014/02/17/1524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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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大陸市場准入條件 CEPA 下香港的市場准入條件

進口影片
 ◆ 每年進口外國影片 34 部，包括 3D 及

IMAX 電影。

進口影片
 ◆ 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不受大陸每年進
口配額限制。
◆ 香港的電影公司必須擁有影片 50％以
上的著作權。

 ◆ 由中國電影集團電影進出口公司統一
進口的香港影片粵語版本，可在大陸
發行放映，但須加註標準漢語字幕。

 ◆ 允許香港影片因劇情需要，在影片中
如有方言，可以原音呈現，但須加注
標準漢語字幕。

 ◆ 香港電影公司作為影片主要出品人，
在影片的投資必須占 50％以上。

資料來源：「香港影視娛樂業概況」（2014 年 3 月 6 日），2014 年 3 月 30 日下載，《經貿研

究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9
%A6%99%E6%B8%AF%E8%A1%8C%E6%A5%AD%E6%A6%82%E6%B3%81
/%E9%A6%99%E6%B8%AF%E5%BD%B1%E8%A6%96%E5%A8%9B%E6%A
8%82%E6%A5%AD%E6%A6%82%E6%B3%81/hkip/tc/1/1X000000/1X0018PN.
htm。

貳、中港電影合作的影響評估

一、中港合拍片已成為兩地電影票房支柱

2004 年實施 CEPA 前，中國大陸每年電影票房不超過 10 億元。

CEPA 實施後，2004 年底大陸電影票房立即增至 15 億元，至 2011 年攀

升至 130 億元，2012 年更達到 170 億元。大陸電影票房總額 10 年增加超

過 10 倍，足以證明大陸電影市場潛力龐大。
19

隨著簽署 CEPA 帶來更加開放的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加上大陸官方政

策大力推動文化產業，造就中港合拍片廣闊的發展前景，使得合拍片成為

中港兩地電影票房支柱。

根據 CEPA 協議，港資合拍片不屬於進口片，可在中國大陸自由發

行，因此不受大陸的進口影片數量的限制（每年 20 部），香港與大陸合拍

的影片被視為國產影片在大陸發行。因此 CEPA 實施後，大陸電影市場

逐步開放，為香港電影公司帶來商機。自 2003 年簽署 CEPA 以來，香港

與大陸的合拍片數目已增至平均每年 30 多部，且票房成績突出。僅 2012

19 「中港簽 CEPA 10 粵語港片可原汁原味在大陸放映」（2013年 8月 30日），2014年 2月 5日
下載，《鉅亨網新聞中心》，http://www.cnyes.com/life/Content/20130830/kh9rj0l8xs6q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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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陸十大票房賣座電影之中，就有 7 部是由香港與大陸合拍的電影所

包辦。

2003 年，中港合拍片在中國大陸的票房只有 2 億元，但目前合拍片

已占據大陸電影市場的大半份額。2011 年，大陸 18 部票房過億的影片

中，有 10 部是中港合拍片。
20

至 2013 年，中國大陸獲准立項的合拍片共有 55 部，包含香港、台灣

與其他四個國家（法國、美國、英國、韓國）。其中，大陸與香港的合拍

片就占了 34 部、占比 62％。此外，2013 年大陸審查通過的合拍片共有

41 部，其中大陸與香港的合拍片占 68％。在此之前，從 2003 年至 2012

年間，拜 CEPA 實施 10 年的開放利多所賜，大陸與香港的合拍影片數量

總計達到 322 部，占大陸與境外合拍影片總數的 68.5％。
21

2013 年，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取得 217 億元的總票房，其中 127.67 億

元屬於國產電影，而合拍片就占其中六成。2013 年大陸國產電影票房的

前 30 名中，由香港導演執導的影片共有 14 部，除周星馳的「西遊－降魔

篇」大賣 12.46 億元，成為國產電影票房第一的最大贏家外，「狄仁傑之

神都龍王」、「中國合夥人」等 9 部電影票房也都突破億元票房大關。
22

近年來，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片的成績，讓香港電影取得更大的市場

空間，香港導演執導的合拍片數量也越來越多。以 2012 年為例，合拍片

不僅在數量上已占比大多數，且在市場票房上也已成為主流，囊括該年度

票房的八成，由此可看出中港合拍片對於香港電影工業的重要性。

再以 2013 年第 32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為例，在具有資格角逐獎項的

52 部影片中，僅有 23 部是百分之百的純港片，其餘都是香港與中國大陸

合拍片的天下。

誠如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陳嘉上所說：「合拍片救了香港電影。」由於

香港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面對好萊塢電影的衝擊，香港電影沒有任何

保護。原本香港電影在 1997 年回歸之前就已逐漸沒落，若不是回歸後透

過和中國大陸電影的合作，香港電影現在可能將是另一個衰敗的局面。近

年來香港電影業者越來越「內地化」，即是以商業和市場為前提的考量，

但在香港和大陸電影合作的過程中，合拍片確實為兩地電影市場和票房作

20 「中港簽 CEPA 10 粵語港片可原汁原味在大陸放映」。
21 金晶，「內地香港合拍十年實現雙贏 去年 16部票房過億」。
22 盧哲，「7億到 70億：香港電影北上十年」（2014年 2月 4日），2014年 2月 24日下載，《中

新社》，http://news.entgroup.cn/movie/04193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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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容忽視的貢獻，使得香港電影得以重新啟動新的活力，
23
其影響力與

重要性不言可喻。

表 5-2　香港電影市場現況

年度 2012 2013

本地電影上映數目 52 42

外國電影上映數目 249 268

包括外地電影的票房總收
入 ( 億港元 )

15.59 16.25

資料來源：「香港影視娛樂業概況」（2014 年 3 月 6 日）。

二、合拍片的審查限制香港電影創作空間

2003 年，CEPA 的簽署帶給香港電影的優惠，一是港產片不受中國

大陸進口配額制度限制，只須通過審查就可在大陸影院上映；二是推出合

拍片制度，只要三分之一的主要演員是由大陸演員擔綱，情節又與大陸相

關，即可獲得大陸國產影片相同待遇。

儘管上述措施可為香港電影開拓中國大陸的新市場，但事實上目前大

陸對於合拍影片的審查相當嚴格，凡涉及情色、暴力、政治、靈異等題材

多數都難以獲得審批，即便是通過審查，也經常需要修改情節才能在大陸

公開上映。如 2004年由香港導演爾東陞所執導的「旺角黑夜」，為了能夠

進入大陸市場，即將原本片中飾演湖南殺手的吳彥祖修改為來自東南亞。
24

由於目前中國大陸對於合拍片的審查制度，使得部分追求創作空間的

香港電影人被迫選擇放棄大陸市場。香港電影導演會榮譽會長張同祖指

出，香港電影要進入大陸市場，必然會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進入大陸市

場就要遵守遊戲規則，但他也認為長期受限在審查制度下對於電影創作不

利，因為香港電影的成功主要就在於天馬行空的創意，如果永遠有個框框

限制思想，香港電影的創造力將會慢慢被扼殺殆盡。

根據香港電影發展局所公布的數字，2012 年有 17 部港產影片上映，

僅及該年 35 部中港合拍片的一半，其中僅有 3 部曾在大陸上映，票房合

計 2,200 萬元，相較於合拍片有 30 部曾在大陸上映，票房共計 25.85 億

23 「香港電影業愈發內地化 業內稱合拍片救了香港電影」。
24 林偉聰、盧勁業，「香港 10 年 CEPA，台灣引以為鑑，說好的大禮在哪？」（2014 年

3 月 30 日 ），2014 年 4 月 5 日 下 載，《 蘋 果 日 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
art/20140330/1867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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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5
兩者之間因市場准入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差距十分明顯，致使香港片商

紛紛尋求與大陸合拍電影，增加在大陸市場上映的機會。儘管依靠中港合

拍片重新撐起香港電影市場，但由於大陸對於合拍電影的審查機制，卻也

同時限制了香港電影的創作空間，使得中港合拍片的題材變得有所侷限。

此外，面對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不斷成長，主要支撐大陸與香港市場

的中港合拍片的品質與評價卻並未相對提升。近年來，中港合拍片的票房

不斷成長，但品質卻有呈現下降的趨勢（表 5 － 3），主要原因即在於投

資結構與從業人員心態的轉變。

由於目前中港合拍片的數量劇增，且資金來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中國大

陸，北上赴陸拍片的香港電影人，事實上已成為大陸資金運作下的受雇

者，追求電影的經濟效益是其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電影的藝術價值

已非拍片時的主要考量，致使中港合拍影片的品質出現參差不齊的現象。

與此同時，合拍片為求符合中國大陸電影審查的要求，製片方往往

在事前會先行「自我審查」，將影片中可能產生問題的內容自行修剪或更

動，或為因應大陸市場上映時製作刪改版（大陸稱作「特供版」），如此也

使得影片的原創性與品質因此受到影響而下降。
26

三、迎合中國大陸市場香港元素漸失

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 CEPA 後，藉由擴大與香港合作拍片，香港取得

在大陸的影片發行權，獲得大陸市場的入場券。之後在香港，以大陸市場

口味為取向，並以大陸資金為基礎的製片計畫開始大量出現，也為香港電

影帶來本質上的轉變。

2013 年，香港導演陳可辛所執導的「中國合夥人」（台譯：海闊天

空），中國大陸票房突破 5 億元，但香港票房還不足 500 萬港元，且片中

的人物、故事已完全和香港元素脫鉤。

作為 1990年代以來香港主要導演之一，陳可辛的作品充滿著對於香港

現實的關注，從 1996年的「甜蜜蜜」，到 CEPA初期的「如果、愛」，直到

2013年的「中國合夥人」，影片的內容正好反映出中港合拍片的轉變。

「甜蜜蜜」的時空背景是由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期，描述當時

25 林偉聰、盧勁業，「香港 10年 CEPA，台灣引以為鑑，說好的大禮在哪？」。
26 石劍蜂，「『中港合拍片』面臨衝擊」（2012年 10月 8日），2014年 1月 23日下載，《經貿研

究 》，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5%9C%8B%E9%9A%
9B%E5%B8%82%E5%A0%B4%E7%B0%A1%E8%A8%8A/%E4%B8%AD%E6%B8%AF%E5
%90%88%E6%8B%8D%E7%89%87-%E9%9D%A2%E8%87%A8%E8%A1%9D%E6%93%8A/
imn/tc/1/1X000000/1X09PRX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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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人所嚮往的「香港夢」，主要演員以香港為主（黎明、張曼玉）。至

CEPA 背景下創作的「如果、愛」，則被視為是為進入大陸市場創作的

影片，故事的主場景與大陸有關，大陸演員占了一定比例（金城武、周

迅），帶有明顯的合拍片色彩。

相形之下，2013 年「中國合夥人」則明顯淡化香港元素，除導演陳

可辛本人是香港出身，影片的故事、主題，及演員基本上都與香港脫離關

係，劇中三位主角（黃曉明、鄧超、佟大為）都是大陸演員，香港元素在

片中幾乎完全被捨棄，故事主題則是聚焦於三個大陸青年共同創業的歷程

與「中國夢」的實現，「香港夢」已成為過往雲煙。「中國合夥人」也反映

出當前中港合拍片主體性的轉變，即劇情主軸與劇中人物的情感依歸，已

明顯從香港轉移至大陸。
27

然而，若與 1990 年代香港電影全盛時期的產業規模相對照，當時香

港的電影年產量高達二百餘部，但現今包含合拍片每年產量僅 40 － 50

部，且未必都是在香港本地開拍。
28
當前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片的強勢發

展，固然拯救香港電影的經濟危機，但另一方面，香港作為亞洲電影製片

中心的地位卻已不復存在，如今香港電影已被邊緣化，純正港產片已逐漸

式微，香港電影對大陸的文化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香港著名導演陳可辛表

示，從工業的宏觀角度而言，純正的港產片十年前就已經死了。

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 CEPA 後，吸引香港電影界前往大陸發展，投資

者已不限於只是香港的老闆，即便是以香港投資為主體的影片，仍必須尋

求大陸方面的合作配合，為進入大陸市場預作準備，如此造成電影必須同

時兼顧香港和大陸兩地觀眾口味的兩難抉擇，而影片一旦進入合拍，就很

難再有純粹面向香港市場的港產影片出現，因為香港市場與大陸市場相較

規模實在太小。
29
以 2013 年為例，香港電影總票房約為大陸電影總票房

的 7.5％，市場規模相差甚巨。

以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電影的發展歷程與實踐經驗來看，若沒有意識

到文化差異與文化自主的重要性，只是一如過往的以商業市場取向看待文

化主體性的問題，致使文化政策唯商業市場取向為依歸，勢必造成跨文化

27 「CEPA十年看合拍：從磨合到共融」（2013年 6月 28日），2013年 12月 2日下載，《中國藝
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flac.org.cn/ys/xwy/201306/t20130628_200582.
html。

28 張時健，「貿易談判中的台灣電影發展：問題不在配額，在合拍片」（2013年 11月 7日），
2014年 4月 7日下載，《卓越新聞獎基金會》，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article.
php?storyid=1348。

29 「純港片已死 合拍片成主流」（2012年 3月 29日），2012年 8月 3日下載，《中國評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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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的過程中過度朝向其中一方傾斜，則在面對像大陸這樣龐大的經濟體

與強勢文化力量的吸引下，合拍電影朝向主流市場靠攏，甚至完全取代港

產電影的市場空間，未來恐怕是無可避免的情況。

表 5 － 3 中港合拍影片的票房與評價

2012 年中港合拍片（部分）

電影 票房（人民幣） 豆瓣網評分

聽風者 2.4 億 6.7 分

大魔術師 1.73 億 6.7 分

消失的子彈 1.6 億 6.4 分

新天生一對 5,000 萬 6.1 分

高海拔之戀 2 2,100 萬 5.5 分

情謎 2,200 萬 5.3 分

醉後一夜 1,000 萬 5.3 分

百萬巨鱷 1,300 萬 5.2 分

變身男女 820 萬 4.9 分

超時空救兵 375 萬 4.9 分

八星抱喜 8,000 萬 4.7 分

四大名捕 2 億 4.7 分

追兇 1,700 萬 4.1 分

嫁個 100 分男人 2,600 萬 3.7 分

影子愛人 1,800 萬 3.7 分

大武當之天地密碼 3,500 萬 3.6 分

Hold 住愛 4,700 萬 3.1 分

河東獅吼 2 7,500 萬 2.9 分

經典中港合拍片（部分）

電影 年份 票房 ( 人民幣 ) 豆瓣網評分

少林寺 1982 年 過億 7.9 分

新龍門客棧 1992 年 不詳 8.3 分

唐伯虎點秋香 1993 年 4,000 萬 8.1 分

霸王別姬 1993 年 4,000 多萬 9.4 分

天下無賊 2004 年 1.1 億 7.4 分

功夫 2004 年 1.6 億 7.2 分

十月圍城 2009 年 2.9 億 7.8 分

資料來源：石劍峰，「『中港合拍片』面臨衝擊」（2012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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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與台灣合拍電影

壹、兩岸電影合拍歷程

一、台灣電影產業概況

從國民政府遷台到解嚴前，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一直是由政府所主

導，當時電影的製作基本上是以公營製片廠為主體。1980 年代以前，台

灣電影產業在政府大力輔導和支持下，曾經盛極一時，當時台灣電影製片

廠、中央電影製片公司、中國電影製片廠等均為業務鼎盛之代表，連國防

部也會對電影之拍攝給予大量的協助。整體而言，台灣電影年產量曾高達

二、三百部，市場遍及整個東南亞華人社會。及至 1980 年代香港電影崛

起，台灣電影因多屬中、低成本製作，品質不佳而逐漸失去市場優勢。

台灣國產電影的衰退，可追溯至 1990 年代的 WTO 談判，當時政府

為加入 WTO，將所有電影市場的配額，放在 GATT 中討論，台灣國產影

片市場因此處於不利的地位。1991 年，新聞局提出新台幣 16 億元的振興

國片方案，列入當時六年國家建設計畫，以實質性的電影輔導金政策提升

電影產量。但從 1996 年起，台灣電影年產量始終維持在 15 至 20 部，市

占率只占全台總票房的 1％－ 2％。至 1998 年，台灣電影年產量已不足

20 部，且多半是由政府出資拍攝的輔導金電影，市占率不及 1％。
30

2002 年 1 月，台灣加入 WTO，為因應貿易自由化趨勢，解除各項

電影進口管制，開放國外影片自由進口，美商電影公司得以在 WTO 架構

下，以好萊塢進口大片壟斷院線通路，台灣電影產量一路下滑，2003 年

僅推出 15 部國產影片，總票房只有新台幣 1,500 萬元，占全台總票房的

0.3％，台灣國產影片產量與市占率均跌入谷底。
31

相較於中國大陸加入 WTO 以後，仍持續以「進口配額」等貿易障礙

限制國外影片每年進口數量的保護性電影政策，2002 年台灣加入 WTO

後，儘管台灣電影產業在進口片商不斷引進好萊塢影片以維持一定的市場

規模，然而台灣國產電影市場卻幾乎被進口影片完全取代，市占率微乎其

微，國內電影產業發展面臨存續的困境。
32

30 「台灣電影」，2014年 3月 1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
%E7%81%A3%E9%9B%BB%E5%BD%B1。

31 鄭嘉詩，從中國電影發展策略看臺灣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之機會與挑戰，頁 32。
32 鄭嘉詩，從中國電影發展策略看臺灣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之機會與挑戰，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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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推動發展文創產業，加上台灣電影工作者積極投

入國片生產，台灣國產電影開始從谷底逐漸復甦。從 2001 年至 2013 年，

台北市國產電影票房分別從新台幣 369 萬元提升至 5.26 億元，市占率也

從 0.17％提升至 13.87％，成長趨勢十分明顯。
33

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海角七號」在台灣狂賣新台幣 5 億 3 千萬

元，使得該年台灣國產影片市占率推升至 12.09％。2011 年「賽德克．巴

萊：太陽旗」、「賽德克．巴萊：彩虹橋」兩部影片在台締造新台幣 8 億 3

千萬元票房，另一部「那一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則創下新台幣 4 億 6

千萬元的票房佳績，帶動該年台灣國產影片市占率達到 18.65％，創近年

新高。

2013 年，「大尾鱸鰻」、「總鋪師」、「看見台灣」等影片票房突破億元

新台幣，使得台灣國產片市占率得以維持近年來的水準，年產量逐漸回

升，台灣國產電影市場似有復甦的趨勢。
34
然而，此種國產影片票房與市

占率的成長，常取決於幾個特殊的個案因素，欠缺穩定的成長動能。就整

體而言，台灣電影內需市場有限、產業規模太小，國產電影市占率仍然偏

低，長期仍有發展的隱憂。

表 5-1　台北市首輪院線映演國產影片、港、陸影片暨其他外片之

票房歷史統計 (2000 － 2013 年 )（新台幣）

年份 國產影片 ( 部 ) 港、陸影片 ( 部 ) 外國影片 ( 部 )

票房╱百分比 票房╱百分比 票房╱百分比
2013 51 44 389

526,452,108 135,200,839 3,134,963,327
13.87％ 3.56％ 82.57％

2012 45 41 343
430,441,572 152,531,257 3,035,000,680

11.90％ 4.22％ 83.89％
2011 36 38 406

712,506,985 100,549,646 3,006,441,597
18.65% 2.63% 78.71%

2010 38 38 352
225,582,606 164,647,888 2,696,736,145

7.31% 5.33% 87.36%

33 文化部公布資料僅有台北市首輪院線映演國產影片、港陸影片暨其他外片之票房統計，並無
台灣電影整體票房統計。一般計算台灣電影票房的方式，是以台北市電影票房的兩倍，即為
台灣整體票房總數。

34 魏依婕，「2013年台灣小品電影 賺到票房」（2014年 1月 30日），2014年 3月 30日下載，
《YAHOO 奇摩新聞》，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130000525-260308。項貽
斐，「逆轉勝！國片票房站上近年新高」，聯合報，2012年 10月 1日，第 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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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國產影片 ( 部 ) 港、陸影片 ( 部 ) 外國影片 ( 部 )

票房╱百分比 票房╱百分比 票房╱百分比
2009 31 32 316

58,008,573 61,524,259 2,602,163,644
2.13% 2.26% 95.61%

2008 29 29 320
305,426,019 176,309,022 2,044,379,745

12.09% 6.98% 80.93%
2007 22 19 309

198,782,192 52,358,146 2,443,944,598
7.38% 1.94% 90.68%

2006 19 30 277
43,392,928 99,174,172 2,535,874,266

1.62% 3.70% 94.68%
2005 42,469,745 103,289,960 2,526,747,432

1.59% 3.86% 94.55%
2004 29,062,110 90,131,295 2,456,416,731

1.13% 3.50% 95.37%
2003 6,024,055 125,883,471 1,876,909,632

0.3% 6.27% 93.43%
2002 52,662,182 31,436,925 2,274,628,072

2.24% 1.33% 96.43%
2001 3,696,865 90,926,750 2,134,341,395

0.17% 4.08% 95.75%
2000 32,199,080 26,084,320 2,469,485,895

1.28% 1.03% 97.69%

資料來源：《台灣電影網》，2014 年 3 月 9 日下載，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

131&ctNode=265&mp=1。

二、兩岸電影合拍的演進

2010 年，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取消台灣電

影進口中國大陸的配額限制，開啟兩岸電影合拍的風潮。但事實上，兩岸

合作拍片並不是 ECFA 之後才發生的新現象，兩岸合作拍片的歷史可追溯

至更早。總計自 1979 年大陸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成立，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止，兩岸共同拍攝完成 72 部合拍片，13 部協拍片，
35
其過程如下：

（一）第一階段：1996 年以前
1949 年以後，兩岸因政治因素隔絕，一切交流中斷。至 1987 年 9

月，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開啟兩岸交流的正常管道。1988 年，由

台灣導演虞戡平執導的電影「海峽兩岸」赴大陸拍攝外景。

1989 年 4 月，新聞局制訂《現階段大眾傳播事業赴大陸地區採訪、

35 「兩岸電影合拍：產業競合與文化交往」（2013年 5月 16日），2014年 4月 22日下載，《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http://www.hprc.org.cn/leidaxinxi/whjykj/201305/t20130518_21952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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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片、製作節目報備作業規定》，5 月公布《現階段廣播電視事業、廣播

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赴大陸地區製作節目報備作業實施要項》，規定開放赴

陸拍片傾向於技術性層面，即在沒有大陸資金、大陸職業演員不擔任主角

的兩項原則下，開放台灣影視業可到大陸取景拍攝。

1990 年 6 月，新聞局公布《現階段電影事業赴大陸地區拍片報備作

業實施要項》，重申基於台灣電影業的實際需要，同意業者接受大陸「技

術層面之支援」，或聘用大陸「當地臨時性人員」協助拍攝，但不得擔任

主、配角，及在影片及其宣傳品中列名，以維護台灣地區影藝事業從業人

員之權益等前提下，
36
台灣電影業正式獲准赴陸拍攝影片，從此開啟兩岸

電影交流合作的序幕。

1992 年 7 月，新聞局訂定「大眾傳播事業赴大陸地區採訪拍片製作

節目作業要點」，規定赴陸拍片可雇用大陸人民擔任編劇及導演，但不得

超過每部影片編導的三分之一，雇用大陸人民擔任主角及配角，也不得超

過每部影片主、配角的三分之一。
37

台灣開放與大陸影視交流，先有政治防備後加入經濟計算。一方面希

望藉由影視文化交流影響大陸的政治與社會，另一方面則希望擴大市場，

挽救台灣電影市場的低迷，但規定不得有大陸資金、限制人員參與，以防

止大陸影視文化對台進行宣傳或滲透。然而當時大陸影視製作機構均為國

營事業單位，且大陸方面規定國外赴陸拍片都必須選擇大陸製作機構作為

合作對象，並由其支援人力、器材以折算大陸地區的版權費用。因此台灣

業界普遍希望開放與大陸片廠或演員合作，政策與實際需求落差極大。
38

1993 年，香港湯臣影業公司與北京電影製片廠合作，由大陸導演陳

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因劇中使用大陸人員超過規定限制，在台灣遭

到禁映。而後「霸王別姬」獲得坎城影展國際影評人金棕櫚獎，引發台灣

輿論關切，立委要求修改不合時宜的行政命令，陸委會遂將上述規定修改

為：凡在奧斯卡、坎城、柏林、威尼斯等國際影展獲得最佳影片者，不受

此規定限制。「霸王別姬」與之後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等合拍

36 「現階段電影事業赴大陸地區拍片報備作業實施要項」（1990 年 6 月 6 日），2014 年
2 月 6 日 下 載，《 植 根 法 律 網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
=A040310001007600-0790606。

37 簡旭玲，兩岸電視劇合拍對台灣影視工作者的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1年），頁 62－ 63。

38 賴以瑄，「國家、無線電視台、製作人：台灣電視戲劇節目跨國生產的形成（1989-1992
年）」，新聞學研究，第 107期，2011年 4月，頁 15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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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因而得以在台上映，但仍無緣參與「金馬獎」影展的競賽。
39

自 1990年起，台灣影片「媽媽，再愛我一次」在大陸創下高票房，激

發台灣電影界對大陸電影市場的興趣，紛紛開始赴陸尋求合作拍片的機會，

並且興起以大陸地區版權換取大陸方面勞務支援與投資的兩岸合拍模式。
40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電影市場出現滑坡，

許多台灣電影業者開始將製片重心與資金移往香港，其中由影星徐楓所經

營的湯臣影業公司轉赴香港註冊，學者電影公司在香港投資成立天幕公

司，年代電影公司則在香港成立年代國際公司。

及至 1993 年，大陸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合拍公司）在香港與日

本成立分支機構，並將合拍影片的審批手續大幅簡化。大陸廣電總局也提

出每年 3 部合拍片的配額，國外電影公司可不必經過合拍公司，直接與

大陸各製片廠接洽合拍事宜，因而促成 1990 年代兩岸合拍電影的發展契

機。此一時期，由於受限於當時台灣方面規定赴陸拍片不得擁有大陸資金

投入，因此採取的是由台灣方面全額投資，或具有台灣背景的香港電影公

司全額投資，並邀請大陸優秀導演如張藝謀、陳凱歌、黃建新等執導的合

拍模式，為此一時期兩岸合拍電影的主要特色。
41

（二）第二階段：1996 － 2010 年
1995 年以後，隨著大陸電影體制改革的啟動，兩岸合拍電影產生顯

著的變化。大陸學者孫慰川根據「中國電影年鑒」1996 年至 2007 年各卷

資料，彙整出這段期間兩岸合拍影片共 30 部，並歸納出其中特點：

1、大陸電影經濟實力逐漸壯大

在 30 部兩岸合拍片中，由大陸國營、民營電影企業全額投資，或作

為最大投資方的影片共有 27 部，占總數 90％。顯示隨著大陸電影體制改

革的深化，大陸電影企業的經濟實力正逐年壯大，在兩岸合拍電影過程中

取得主導的地位，同時也反映出兩岸經濟與文化實力的消長。

2、參與兩岸合拍電影的機構增加

在參與兩岸合拍電影的機構中，大陸方面除合拍公司與中國電影集團

公司外，還包含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杭州、福建等地的電影

機構，及西安、四川（峨嵋）、湖南（瀟湘）、山西、內蒙等中西部地區的

電影機構。至於台灣方面，則包含中央電影製片公司（中影）、學者、龍

39 孫慰川，「改革開放 30年海峽兩岸的電影交流與合作述評」，當代電影，2008年 11月，頁
66。

40 梁良，論兩岸三地電影（台北：茂林出版社，1998年），頁 216。
41 孫慰川，「改革開放 30年海峽兩岸的電影交流與合作述評」，頁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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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湯臣、長宏、延平等公、民營電影機構，顯示參與兩岸合拍電影的機

構正逐年增加，兩岸合拍電影的對象與範圍正逐年擴大。

3、參與兩岸合拍電影的人員涵蓋兩岸三地，主創人員以台灣為主

在 30 部兩岸合拍影片中，由大陸人士執導的有 6 部、由香港人士執

導的有 4 部、而由台灣人士執導的則有 20 部之多，占總數的三分之二。

除顯示參與兩岸合拍電影的人員涵蓋兩岸三地，也反映出大陸方面對於與

台灣合拍影片採取的積極態度，及對台灣主創人員的信任程度。
42
但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也反映出大陸藉由合拍影片吸納港、台等地的電影人才，

成為大陸電影提升製片水準的重要因素。

（三）第三階段－ 2010 年以後
2009 年，新聞局提出「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計劃於

2010 － 2014 年，5 年內投入新台幣 300 億元，推動電影、電視、流行音

樂、工藝、設計、數位六大文創產業旗艦計畫，其中電影部分的重點即放

在開拓大陸市場。為提升台灣國產影片的經濟效益，「電影旗艦計畫」規

劃建立兩岸影片合拍機制及交流平台，輔導兩岸合作拍攝電影，從每年平

均 1 － 2 部，增加到每年 10 部，並提供兩岸合作拍片所需資金奧援。估

計至 2014 年，台灣電影票房產值可達新台幣 43 億 3,800 萬元，大陸市場

占有率從 2009 年的 2.3％提高至 2014 年的 6.9％，為台灣電影在大陸市

場取得一席之地。
43

2010 年 6 月 29 日，歷經多次協商，兩岸 ECFA 終於完成簽署，並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44
大陸開放 11 項服務業列入早期收獲清單，其

中包括取消台灣華語電影進口的配額限制，台灣電影將可無限量進入大陸

市場。
45

以往台灣電影想要進入大陸市場，和其他國家影片同屬於外國影片，

而大陸限制每年只能進口 50 部外國影片，扣除 20 部保留給好萊塢分帳大

片的配額後，台灣影片必須和全世界國家競爭 30 部外片配額，以致台灣

電影很難爭取到在大陸上映的機會。

其實兩岸電影交流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 1997 年，新聞局修正公告

42 孫慰川，「改革開放 30年海峽兩岸的電影交流與合作述評」，頁 67。
43 「六大新興產業系列之三：文創產業 . 創意台灣 . 行銷台灣」（2009 年 5 月 19 日），

2010 年 7 月 5 日 下 載，《 中 廣 新 聞 網 》，http://dailynews.sina.com/bg/tw/twpolitics/
bcc/20090519/1837277694.html。

44 單厚之、鄭閔聲、羅融、管婯媛，「『ECFA』2011年 1月 1日生效 3年後零關稅」，中國時
報，2010年 8月 18日，第 A1版。

45 朱婉寧，「台灣電影將可無限量登陸」，聯合報，2010年 6月 25日，第 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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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台灣地區發行、映演、播映（送）之數量、類

別、時數》規定，台灣即已開放大陸電影進口，但僅止於每年 10 部。

而在 ECFA 簽署以前，以台灣名義進口至大陸的影片僅有「海角七號」

（2009 年）、「聖石傳說」（2001 年）、「運轉手之戀」（2000 年）等少數

影片，台灣電影始終無法真正打進大陸市場。
46

兩岸簽署 ECFA 後，取消台灣電影進口大陸的配額限制，且台灣方面

考量大陸電影年產量遠高於台灣，為保護台灣國產影片在台的上映空間，

仍維持以往每年進口 10 部大陸電影在台商業演出，未再開放更多配額。

對此台灣業者多表樂觀其成，認為將有助於台灣電影打進大陸市場及增加

投資，對於台灣電影產業發展是一項利多。

2013 年 1 月 17 日，大陸廣電總局公布《關於加強海峽兩岸電影合作

管理的現行辦法》，兩岸合作攝製的電影，聘用境外主創人員，經廣電總

局批准，其中飾演影片主要角色的主要演員中，大陸演員不得少於總數的

三分之一，其他主創人員可不受比例限制。兩岸合作攝製的電影，故事情

節和主要人物須與兩岸有關。經廣電總局批准，兩岸合作攝製的電影底

片、樣片的沖印及後期製作，可不受特殊技術要求限制，在台灣完成。

此外，根據相關規定，凡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台灣影片，作

為進口影片在大陸發行，不受進口影片配額限制；大陸與台灣合作攝製的

影片在大陸發行，可享受與大陸國產影片的相同待遇。
47
這是兩岸電影開

放合作以來，大陸首部發布的正式官方文件，台灣方面獲得相當於香港簽

署 CEPA 後，再經過 6、7 次補充協議所取得的優惠。
48
也就是說，兩岸

合拍電影，將取得正式法源依據，未來兩岸電影合作的前景將更加明朗。

貳、兩岸電影合作的影響評估

對台灣電影而言，現階段進入大陸市場可謂至關重要，因為台灣電影

開拓國際市場有其困難度，即便有少數電影在國際獲獎打進歐美市場，也

難期待所有影片都能與國際接軌。
49
儘管當前華語電影在國際上並非主流，

但大陸電影市場的高度成長卻受到全球矚目，當前大陸電影市場實已成為

46 黃慧敏，「登陸配額解禁 台片秀軟實力」（2010年 6月 25日），2010年 7月 5日下載，《中央
社》，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MktNews/idCNnCT031402220100624。

47 「大陸廣電總局訂合拍片法源」(2013年 1月 21日 )，2013年 2月 13日下載，《台北市電影委
員會》，http://www.taipeifilmcommission.org/tw/MessageNotice/NewsDet/2631。

48 林志勳，「李行中斷化療 開兩岸合拍片活路」，中國時報，2012年 12月 3日，第 D1版。
49 「台港合拍電影進軍大陸市場的前景」（2010年 3月 28日），2010年 7月 7日下載，《美國

之 音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hongkong-macao/
Hong-Kong-Film-Industry-Cooperation-Trend-20100328-89360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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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電影的中心。而台灣電影由於內需不足，在華語電影市場已被邊緣

化，不但失去亞洲市場競爭力，進軍歐美等國際市場更是不切實際，如何

運用大陸崛起的新興電影市場，已成為台灣電影存續與持續發展的關鍵。
50

由於台灣市場規模有限，類似「賽德克．巴萊」這樣一部投資成本高

達新台幣 7 億元的電影，
51
即便是在台灣取得打破影史紀錄的新台幣 8.8

億元最高票房，在扣除影院的分成之後，仍然無法回收成本。由於台灣市

場對於本土題材情有獨鍾，近年來在台灣市場的國產賣座影片，大多都以

本土題材為主，在電影經濟效益與藝術價值的考量上，比較沒有加入過度

商業的計算，但從台灣電影產業的長期發展而言，未來台灣電影進入大陸

市場、台灣電影人才進入大陸市場、大陸與台灣加強合作拍片，將是一條

越來越明確的發展道路。
52

一、兩岸電影合作的前景

從香港與大陸電影合作的實例來看，兩岸合作拍片是台灣電影進入大

陸市場的最佳途徑之一。但相較於目前大陸的合拍片中，70％以上都是

與香港合作，近年來（2003 － 2012 年），兩岸合作拍片僅占大陸合拍片

總數的 8％，每年平均 2 － 3 部，且多數是透過投資的方式參與。近年來

台灣主要電影投資公司中環娛樂就先後投資「天堂口」、「赤壁」等幾部大

片，長宏公司與朱延平投拍「功夫灌籃」、「刺陵」，學者多媒體則投資王

晶「大內密探靈靈狗」、「未來警察」等影片。
53

隨著兩岸政策的逐漸開放，及大陸電影市場的高度發展，台灣片商

對於投資合拍片的意願逐漸加溫。2009 年，台灣新聞局提出電影產業旗

艦計畫，投入輔導兩岸合拍電影，計劃在 5 年內每年輔導拍攝 10 部合拍

片，提高台灣電影在大陸市場的市占率。
54

截至 2012、2013 年止，兩岸合作拍片數量已達到每年 5 － 7 部之

多。
55
現階段兩岸電影合作的前景可期，惟亦有部分問題亟待克服。

50 黃嘉玟，「專訪朱延平：台灣電影不能沒有大陸市場」（2009年 12月 4日），2010年 7月 10
日下載，《華夏經緯網》，http://hk.huaxia.com/jjtw/rdrw/2009/12/1664762.html。

51 張堇宸，「賽德克殺青 燒 6億破國片紀錄」，自由時報，2010年 9月 6日，第 D1版。
52  「兩岸合拍片，美夢 or噩夢？」（2012年 6月 17日），2013年 12月 18日下載，《僑報》，

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chnstar/chinapress/20120617/01353479755.html。
53 「兩岸電影合作謀求深度互動新引擎」（2009年 12月 3日），2010年 7月 8日下載，《番茄

網》，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6/14/content_475451.htm。
54 何孟儒，「文化創意產業系列－電影旗艦計畫」，《清流月刊》，2010年 4月，頁 81－ 82。
55 「台灣電影中國票房」（2013年 9月 24日），2014年 1月 31日下載，《樂多日誌》，http://

blog.roodo.com/blue1989/archives/25710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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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電影合作的利基

（一）有助於擴大投資

根據 2009 年大陸出版的「2009 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指出，目

前中等製作的商業片（人民幣 3,000 至 5,000 萬元，約新台幣 1 億 5 千萬

元至 2 億 5 千萬元的投資規模），尤其是喜劇片，是大陸電影市場投資報

酬率最高的電影類型。

2008 年，「非誠勿擾」以人民幣 6,000 萬元投資，創造人民幣 3.4 億

元（約新台幣 17 億元）票房。
56

此外，由於近幾年全球觀眾偏愛大成本製作的影片，大陸也極力投入

大資金、大卡司的大片拍攝。因為根據以往經驗顯示，高成本製作往往和

電影票房成正比。2008 年「赤壁」投資約新台幣 24 億元，全球票房達新

台幣 38億元，片商獲利新台幣 7億元。
57
而目前台灣電影多數是新台幣幾

千萬元的小成本製作，這些電影多數缺乏商業市場競爭力，很難打進大陸

或國際主流市場。以往台灣資金不敢大舉投資拍片，因為單靠台灣市場根

本無法回收成本；兩岸合拍電影因為有大陸市場作為支援，較可放膽投資

拍攝大型影片。以「赤壁」為例，在大陸賣座 3.14 億元，在台灣票房也有

新台幣 2億元。故有片商表示，投資新台幣 1億元拍一部電影都不怕。
58

（二）合作拍片獲利較高

近年來，以合拍片模式成功進入大陸市場的台灣電影有 2007 年的

「不能說的秘密」，及 2008年的「功夫灌籃」2部。其中以「功夫灌籃」

為例，該片拍攝成本為新台幣 3億元，台灣票房為新台幣 4,300萬元，大

陸票房則達到 1億元（約新台幣 5億元），全亞洲市場締造新台幣 7.23億

元票房，為近年來兩岸合作拍片成功打進大陸市場的案例。2004 至 2008

年，台灣國產電影國內平均票房約新台幣 2億 3,800萬元，若計入「不能

說的秘密」、「功夫灌籃」2部合拍片大陸與海外票房總值，則台灣電影在

華語電影市場平均票房可達到新台幣 4億 2,600萬元，產值增加近一倍。
59

此外，自 2010 年 ECFA 簽署至 2013 年止，共有 14 部台灣影片以進

口片的身份前往大陸上映，票房總計為新台幣 5 億 9,600 萬元，其中「那

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一部影片就包辦其中六成的票房，平均每部影

56 何孟儒，「文化創意產業系列－電影旗艦計畫」，頁 81。
57 2009 年台灣電影年鑑，（台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出版），2009年 12月，頁 101。
58 「兩岸合拍電影 台灣片商：投資 1億都不怕」（2009年 10月 26日），2010年 7月 22日下
載，《中央社》，http://hi.baidu.com/otaru/blog/item/0c8eae01b0258109738da5a9.html。

59 何孟儒，「文化創意產業系列－電影旗艦計畫」，頁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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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票房為新台幣 4,250 萬元，成績差強人意。另有 17 部兩岸合拍片在陸

上映，票房總計新台幣 87 億 4,410 萬元，平均每部影片票房高達新台幣

5 億 1 千萬元，其中有 7 部影片在大陸票房超過億元人民幣，進入大陸賣

座電影之列。其中 2013 年「小時代」、「小時代 II」兩部時裝劇以異軍突

起之勢，在大陸創下近 38 億元新台幣的高票房，成為近年來兩岸合拍片

的代表之作。
60

從上述資料顯示，自 2010 年 ECFA 簽署後，兩岸電影市場交流確實

較以往更加熱絡，無論是台灣影片進口大陸，或是兩岸合拍影片的數量都

較以往呈現明顯增加的趨勢。而從電影票房的收益數目顯示，相較於台灣

進口影片在大陸市場的票房呈現，兩岸合拍片確實更具備在大陸市場競爭

的優勢，也較容易為大陸觀眾所接受，儘管兩岸合拍片在台灣電影市場的

表現只能稱得上是平平而已。然而從實務面來看，現階段兩岸合作拍片，

無疑是台灣電影進入大陸市場所能選擇的最佳途徑之一。

表 5-2　ECFA 後台灣電影進入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票房情形

年度 影片類別 影片票房（新台幣）

2013 進口片 8 部 逆光飛翔：3,860 萬 
犀利人妻：1,355 萬 
BBS 鄉民的正義：1,355 萬 
變身：1,165 萬 
瑪德 2 號：540 萬 
南方小羊牧場：355 萬 
阿嬤的夢中情人：225 萬 
寶米恰恰：195 萬

合拍片 5 部 小時代：23 億 4,105 萬
小時代 II：14 億 5,790 萬
101 次求婚：9 億 9,710 萬
被偷走的那 5 年：5 億
9,925 萬天台：5 億 8,920 萬

2012 進口片 4 部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3 億 5,800 萬
賽德克 ‧ 巴萊（內地版）：7,375 萬
殺手歐陽盆栽：2,825 萬
愛的麵包魂：850 萬

60 魏伊婕「2013年台灣小品電影 賺到票房」（2014年 1月 30日），2014年 2月 6日下載，《旺
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130000525-260308。



154

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

年度 影片類別 影片票房（新台幣）

合拍片 7 部 LOVE：6 億 4,650 萬
痞子英雄首部曲：4 億 4,725 萬
新天生一對：2 億 4,475 萬
寶島雙雄：3,500 萬
飲食男女－好近又好遠：2,225 萬
寶島大爆走：1,200 萬
台北飄雪：900 萬

2011 進口片 2 部 翻滾吧！阿信：3,100 萬
雞排英雄：600 萬

合拍片 4 部 五月天追夢 3D：1 億 3,060 萬
星空：8,050 萬
追愛：2,400 萬
戀愛恐慌症：2,125 萬

2010 進口片 0 部

合拍片 2 部 大笑江湖：7 億 7,300 萬
劍雨：3 億 1,350 萬

資料來源：「台灣電影中國票房」（2013 年 9 月 24 日），2014 年 1 月 31 日下載，《樂多日誌》，

http://blog.roodo.com/blue1989/archives/25710048.html。

三、兩岸電影合作的限制

現階段兩岸合作拍片，似乎是台灣電影進入大陸市場的最佳途徑之

一，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克服。儘管兩岸合作拍片為台灣電影進入大陸市

場開了一扇門，但怎麼合作、能拍出什麼電影，依然是一個大課題。

兩岸文化差異，是現階段台灣電影進入大陸市場及兩岸合拍電影的主

要障礙之一。早在 1997 年，兩岸曾訂定兩岸電影開放上映的規定，雙方

每年各訂有 10 部電影的配額可在對方院線正式上映，但大陸方面僅實施

1 年後，即片面廢止台灣電影至大陸上映，而台灣方面仍保留此項規定。

儘管台灣每年仍維持開放 10 部電影進口配額給大陸，但每年大陸影片進

口數量從未達到此一數目。以 2008 年為例，僅 3 部大陸電影申請進口，

原因即在於大陸電影在台灣市場接受度甚低，票房普遍不佳。
61

兩岸文化差異究竟有多大，可從同一部電影在兩岸上映時的票房數字

差距看出端倪。2005 年在大陸上映的電影「孔雀」，在當年柏林影展勇奪

評審團大獎銀熊獎。2006 年 12 月 18 日，這部影片在台北上映，4 天後

61 趙怡、褚瑞婷「台灣電影進入大陸市場之評析」2010年 8月 13日下載，《國政分析》，http://
www.npf.org.tw/post/3/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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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下片，票房僅新台幣 1,710 元。
62

2007 年，由大陸導演馮小剛執導，描

述 1948 年國共淮海戰役的大片「集結號」，在大陸票房為 1.43 億元（約

新台幣 7 億 1,000 萬元），這部充分展現大陸電影攝製能力的戰爭影片，

2008 年榮獲金馬影展的肯定，但在台灣票房也僅有新台幣一百多萬元。

2008 年，由馮小剛執導，葛優、舒淇主演的「非誠勿擾」，在大陸賣

座高達 3.4 億元（約新台幣 17 億元），但來到台灣票房僅新台幣 136 萬

元。馮小剛早在上片前，就預測台灣票房不會太好看。他的馮氏喜劇深受

大陸中產階級觀眾所喜愛，但台灣觀眾卻難產生共鳴。
63

2009 年，由章子怡監製，章子怡和南韓偶像蘇志燮主演、台灣演員

何潤東、林心如參與演出的「非常完美」，大陸賣座超過 1 億元（約新台

幣 5 億元），但台灣上片一周票房才新台幣 7 萬元。2009 年另一部香港導

演王晶的喜劇「大內密探靈靈狗」（大 S、古天樂主演），台灣票房成績不

佳，大陸票房卻超過 1 億元。
64

根據統計，自 ECFA 簽署至 2013 年 12 月，總計已有 38 部大陸影片

於台灣上映。2011 至 2012 年，共有 20 部大陸影片在台灣上映，總票房

為新台幣 2,457.5 萬元，平均一部影片的票房僅新台幣一百多萬元。
65

此外，2008 年在台灣狂賣新台幣 5 億 3,000 萬元的「海角七號」，大

陸票房約 3,000 多萬人民幣（約新台幣 1.7 億元），成績差強人意。

2011 年，在台賣座影片「雞排英雄」，全片以台語發音為主，片中諸

多笑點因台灣本土取向過濃，增加大陸觀眾的理解困難，大陸票房僅取得

新台幣 600 萬元。

2012 年，創下台灣影史賣座紀錄的史詩片「賽德克．巴萊」，在大陸

上映時票房卻極為平淡，除去排片檔期與市場行銷失誤等外在因素，說明

政治悲情與身份認同並非當前大陸市場青睞的主流題材。
66

固然有人認為，兩岸不能同步上映所造成的盜版問題，是兩岸電影票

62 「台北票房只有 1710元大陸電影『孔雀』」，（2007年 4月 3日），2010年 8月 13日下載，
《天空部落》，http://blog.yam.com/lennonyeh/article/9212718。

63 「『非誠勿擾』台灣票房差 王忠磊：已是最好成績」(2009年 7月 3日 )，2010年 8月 21日下
載，《新浪新聞》，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090703/1880161.html。

64 葛大維，「電影如何兩岸通吃？億萬名星＋千軍萬馬 華語電影風起雲湧 名導都費盡心思 要拍
出讓兩岸票房雙贏的電影」，2009年 10月 12日，《聯合報》，第 C5版。

65 王雅蘭，「黑箱作業？開放不夠？電影圈反應兩極 有人憂文化侵略 但陸片票房大多慘澹 朱延
平：真正侵略台灣市場的是美國電影」，聯合報，2013年 6月 27日，第 A7版。

66 「兩岸電影合拍：產業競合與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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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不對盤的因素之一，
67
但由於兩岸文化差異，觀眾喜好口味迥異，恐怕

才是兩岸電影票房呈現兩極化的主要原因。

2012 年，由文化部與台灣文創一號公司參與投資、台灣導演周美玲

所執導的電影「花漾」（言承旭、陳妍希主演），在台灣上映後一週票房僅

新台幣 350 萬元，觀眾評價兩極。之後更因該片大陸的發行權歸屬於中資

公司，遭指控「圖利中資」，引來更多負面批評。
68
由於兩岸政治氛圍所

引發的對立情緒，使得兩岸在商業與文藝領域的合作摻入政治性的因素，

由此可見兩岸合拍片所要面臨的的複雜處境。 

綜觀 2013 年台灣電影市場，年度票房前 50 名的影片中，外片仍占

8 成以上，國產影片包括「大尾鱸鰻」、「總舖師」、「看見台灣」、「十二

夜」、「五月天諾亞方舟」( 排序票房由多至少 )，儘管前三名的票房都突

破億元新台幣，但僅占總體票房 1 成多。

2013 年大陸票房表破億的電影「小時代」、「狄仁傑之神都龍王」、

「十二生肖」、「天機－富春山居圖」、「不二神探」、「盲探」，雖然都有一

線演員加持，但大陸商業大片在台灣市場未必受到青睞。像「天機－富

春山居圖」雖為兩岸合拍片，但在台票房僅有新台幣一百多萬元。當然

也有例外，包括「被偷走的那五年」、「西遊：降魔篇」、「殭屍」、「一代

宗師」等 4 部影片，獲得台灣整體票房的 8%，表現不俗。
69
特別是周星

馳的「西遊：降魔篇」、王家衛的「一代宗師」都屬於大陸和香港的合拍

片，但因兩部影片導演的風格鮮明，且港片的色彩較濃，可能是在台灣市

場接受程度較高的原因。

表 5 － 3  近年兩岸賣座電影票房差異

單位：新台幣

台灣賣座電影 在台票房 在陸票房 大陸賣座電影 在陸票房 在台票房

「賽德克．巴

萊」第一、二集

8.3 億 4,861 萬 「轉生術」（畫

皮 2）

33 億 4,000 萬

「海角七號」 5.3 億 1.73 億 「讓子彈飛」 30 億 150 萬

67 葛大維，「電影如何兩岸通吃？億萬名星＋千軍萬馬 華語電影風起雲湧 名導都費盡心思 要拍
出讓兩岸票房雙贏的電影」，2009年 10月 12日；「兩岸合拍電影 臺灣片商：投資 1億都不
怕」。

68 「台灣導演不滿兩岸合拍片遭政客誣衊」（2013年 1月 11日），2013年 8月 15日下載，《大公
網》，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taiwan/2013-01/1383191.html284。

69 魏伊婕「2013年台灣小品電影 賺到票房」。



157

第五章　「中外合拍」電影的實踐經驗與模式

「那一年，我們

一起追的女孩」

4.6 億 2.36 億 「天機－富春山

居圖」

12 億 131 萬

「雞排英雄」 1.4 億 584 萬 「唐山大地震」 30 億 2,666 萬

「翻滾吧！阿

信」

8,000 萬 3,100 萬 「101 次求婚」 9.6 億 210 萬

資料來源：曹競元、張哲鳴，「政府管太多：兩岸電影交流不應限額」，蘋果日報，2013 年 7 月

21 日，第 A2 版。

此外，近年來大陸對於電影審查的限制雖然放寬，但台港與大陸合拍

的電影要進入大陸市場，在選擇題材時仍須注意，大陸電影尺度相對仍保

守許多。「艋舺」製片李烈表示，曾到大陸尋求資金合作拍片，但投資者

都要求修改劇本，否則很難通過審查。

2009 年，台灣電視劇「痞子英雄」創下高收視率，當年 9 月就已和

大陸中國電影集團公司洽談合拍電影版，製作成本預估新台幣 1.5 億元，

大陸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同意出資 60％，但前提是「劇本得先通過審查」。

當兩岸電影開始接觸合作，問題即一一浮現。像「痞子英雄」劇中黑

道幫派背景來自北韓，大陸合作方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立刻表示反對，因為

北韓是大陸的忠實盟友。此外，為加強該劇和大陸的關連，原想增加大陸

公安協助辦案，但也被陸方否決，因為有公安角色，影片完成後就必須

先送大陸公安部審查、之後再送廣電總局審查，徒增困擾。台灣暢銷作

家九把刀的小說「殺手歐陽盆栽」在與香港洽談合作拍片，進入大陸發行

時，大陸片商一聽片名中有「殺手」兩字，直覺反應就是「不可能通過審

查」。
70
以上實例說明目前兩岸合拍影片在面對審查所遭遇的困難。

其次，2012、2013 年大陸國產影片的年產量雖已達到六、七百部的

規模，但由於電影院與銀幕數量依然不足，人均銀幕數量遠不及於世界主

要電影大國，因此目前每年最多也只有約三之之一的國產影片可排進院線

放映，即便是以兩岸合拍片進入大陸市場，公開上映也並不如想像中容

易。多數影片不是無緣與觀眾見面，就是只能在大陸中央電視台第六台

（CCTV － 6）電影頻道中放映，而電視播放版權收益約在人民幣 80 至

70 滕淑芬，「大電影救國片！─台灣電影工業生存戰」（2009年 12月），2010年 7月 15日
下載，《 臺 灣 光 華 智 庫 》，http://www.si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09129812032c.
txt&cur_page=1&distype=text&table=0&h1=%C3%C0%B3N%A4%E5%A4%C6&h2=%B9q%
BCv&search=&height=&type=&scope=&order=&keyword=&lstPage=&num=&year=2009&mon
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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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萬元之間，這種投資報酬率讓片商很難回收成本。
71

另外，現階段兩岸電影業截然不同的產業特色也會引起資源對接上的

困難，增加兩岸合作拍片時的障礙。大陸電影產業的發展是好萊塢式的工

業化生產模式，從過去 16 家擁有影片生產權的國營製片廠，發展至今電

影集團化已基本組建完成，形成從製片、發行、放映的產業鏈的垂直整

合，及透過國內外合作拍攝所形成的產業水平整合，形成完整的電影產業

與規模生產的形式。對於多年來以獨立製片、小成本經營為主，缺乏跨國

合作經驗的台灣電影業而言，很難滿足其產業化精細分工的要求。在大型

商業電影方面，台灣的基礎還遠遠落後於對岸大陸，但拍中小型電影又很

難進入大陸主流電影市場，形成兩岸合作拍片時的困難之處。
72

此外，基於市場考量，片商投拍時自然會根據主要市場去迎合觀眾的

習性，但對於現階段兩岸文化存在的差異，兩岸觀眾口味不同，如何兼顧

兩岸市場差異性，恐怕是兩岸合作拍片時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事實上，兩岸合作拍片從一開始就是以大陸市場為主要考量，其中大

部分影片中根本找不出與台灣相關的元素。1990 年代張藝謀的作品「大

紅燈籠高高掛」、「活著」，及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風月」，雖然都屬於

兩岸合拍片，但劇情內容顯然都與台灣無關。而近年來兩岸合拍片中票房

突出如朱延平的「大笑江湖」，影片以大陸東北為背景，他的另外幾部作

品如「功夫灌籃」、「刺陵」等，以大陸市場為取向的企圖則更為明確。
73

台灣赴陸發展的導演陳國富坦言，從目前兩岸市場的氛圍來看，未來

兩岸合作拍片會完全以大陸市場為主要考量，這是無可避免的情況。
74

第三節　中國大陸與美國合拍電影

壹、中美合拍電影的歷程

一、美國電影工業概況

從 1920 年代起，美國電影工業的獲利便居全球之冠，尤其是位於南

加州的好萊塢，作為全球最密集的電影生產基地，相對於全球其他電影工

71 滕淑芬，「大電影救國片！─台灣電影工業生存戰」。
72 「兩岸電影合作謀求深度互動新引擎」。
73 「兩岸電影合拍：產業競合與文化交往」。
74 「陳國富：兩岸合拍電影是未來趨勢」（2009年 7月 11日），2010年 7月 15日下載，http://

mag.chinayes.com/MagazineBase/M01/2517/200907011651020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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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好萊塢稱霸全球電影主要的關鍵在幾個方面：

（一） 制度（institutional）：包含美國商業電影在製片、發行、放映方面

的一整套專業的管理與運作機制。主要強調效率與精密分工，如大

片生產、簽約制度等運作方式。

（二） 形式美學（formal-aestshetic）：以「高概念」（high-concept）的美

學風格為代表，指一種票房成績亮眼，能勝任跨文化傳播的敘事美

學形式。包含 the look：如電影中加入俊男美女、風光明媚等視覺

印象；the hook：指好的賣點，如電影劇情高潮迭起、引人入勝，

就能吸引觀眾的注意；the book：如電影劇情陳述清晰，分鏡合理

發展，依照邏輯敘事等元素。

（三） 工業化（industrrial）：以電影相關行業與廠商高度集中的產業聚

落，使得今日的好萊塢，被稱作「電影工業的世界中心」。
75

此外，依據 Miller T 與 Govil N 等人的研究指出，促成好萊塢電影得

以如此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on of Cultural Labour，簡稱 NICL）。

根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好萊塢的成功，主要原因在於國內

市場「文化的多元性」，及國際的「自由放任」市場，再加上英語作為一

種世界性語言的全球普世性概念所建立起來的。然而作者從傳播政治經濟

學的觀點，透過現存的歷史脈絡分析，認為所謂自由市場的供需規則，實

際上從未存在過。因此好萊塢電影的成功，事實上是奠基於資本家與國

家協同合作的成功案例，而這種資本主義運作的邏輯，又是透過「國際分

工」的方式作為其基本的運作形式。以此種方式運作形成了好萊塢「外逃

的生產」，也就是依賴邊陲國家所提供的生產要件進行生產，因此好萊塢

必須至全世界各地尋找符合 NICL 所提供的巨大利益，但這些國家最終仍

得「進口」從它們的領土與勞動力所製作生產的電影，因為這些電影的產

製過程並非它們所能控制。

換言之，好萊塢控制 NICL主要是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進行，而合製是

國際文化協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合製標示文化規模的轉換場域，從本地至國

家、從國家至區域，最後到達全世界。而好萊塢電影所以能夠獨霸全球，原

因即在於其位居電影產業的核心位置，使其得以控制電影業的核心樞紐，就

是發行與融資，而控制發行又是控制資金的關鍵。由於發行需要鉅量的基礎

75 劉立行，國家電影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產業之理論與實務（台北：正中書局，2009
年），頁 7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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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此項建設實際上已經成為生產取得融資的保證。也就是說，只要好萊

塢能夠掌握電影發行的產權及控制權，便等於掌握了生產規模。
76

目前好萊塢電影與全球資本市場已形成良性互動，主要製片廠與大發

行商都具有吸引和調動全世界資金的能力，而這種調動國際資金的能力，

其實正是來自於好萊塢本身嚴謹的產業化管理機制。目前美國是全世界最

重要的電影製作地區，其製作成本占全世界電影總製作成本 65％，其中

又以好萊塢電影占絕大多數。2007 年，好萊塢電影公司所主導的電影，

平均每部製作成本高達 1 億 670 萬美元，包括 7,080 萬美元的攝製成本，

及 3,590 萬美元的行銷費用，
77
龐大的資金優勢令其他國家電影產業難以

超越。

此外，美國是一個全球少見並未設置文化部會的國家，其行政部門對

於文化事務看似採取不作為（non-activity, non-regulation）的態度。但

事實上早在 1930 年代，美國政府就已意識到，電影和其他大眾文化不僅

具有產業意涵，且對於宣傳美國政治、文化和擴大經濟影響具有不可忽視

的重要作用。經由文化輸出可影響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歷史意識及文

化意識，淡化甚至重塑這些地區的傳統文化，從而創造出新的民族文化記

憶，促使其與美國的信念和價值融合。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美國便透過各種政治和經濟手段向全世界推銷

電影及大眾文化產品。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好萊塢電影成為推銷美國

形象、美國民主，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78

戰後美國更挾其全球政治、經濟的優勢，透過其政策工具，如外貿法

案與賦稅手段對電影業提供可觀的協助，使美國的電影產品與服務成為其

全球化的重要戰略布局之一。
79

由於媒介經濟和媒介科技是歐洲工業革命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

產物，在美國已經歷百年以上的發展歷程，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

言，媒介發展的基礎遠不及於歐美先進國家。特別是 1980 年代以後，跨

國性的傳媒集團誕生，在國際政治上以具有主導能力的國家機器為後盾，

更加促成全球化的不平衡發展。發達國家和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之間

76 Miller, T., Govil, N., Mcmurria, J.,& Maxwell, R.著，馮建三譯，全球好萊塢（台北：巨流出
版社，2006年）。

77 劉立行，國家電影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產業之理論與實務，頁 80、91。
78 尹鴻、蕭志偉，「好萊塢的全球化策略與中國電影的發展」(2001年 10月 )，2012年 3月 4日
下載，《傳媒學術網》，http://www.028cn.com/qianyan/qy200110/qy0110a28.htm。

79 馮建三，「巴黎、紐約、好萊塢－淺談電影全球化的過程與後果」，當代雜誌，第 139期 1999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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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的資訊流動變得越來越明顯。
80

1990 年代，美國提供全世界電影

供應量的 80％以上。至 2005 年，美國電影占有全世界市場的 85％，許

多國家更超過 90％以上。因此儘管目前世界各國都以文化保護政策，企

圖抵擋美國電影的全球化貿易政策，但都無法影響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全球

獨霸地位。
81

二、中美合拍電影的演進

（一）1980 年代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結束長達 30 年的外

交隔閡。該年鄧小平訪美，當時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Ford）要求允許

他的兒子傑克．福特前往四川臥龍拍攝紀錄片「野生熊貓」，獲得鄧小平

的許可。同年 8 月，中國大陸文化部成立第一個合作製片機構—中國電影

合作製片公司，作為推動「中外合拍」電影的機構。1981 年，傑克．福

特成為第一位赴陸拍攝紀錄影片的西方製片人，從此開啟中美合拍電影的

歷程。
82

類似的合拍之後陸續展開。1981－ 1982年，在中國大陸提供協助之

下，美國迪士尼公司完成一部描述大陸風光景色的巨型紀錄影片「中國奇

觀」，將大陸的風景呈現在美國觀眾眼前，成為迪士尼公司的經典紀錄影片。

從 1981 年傑克．福特赴陸拍攝紀錄片「野生熊貓」算起，到 1990 年

的 10 年間，中美合作拍片其實只能算是中方協助拍攝，因為當時中國大

陸的基礎條件落後，僅能提供美國製片業場景、勞務等方面的協助。由於

改革開放後，大陸將推動「中外合拍」電影視為一種文化外交的必要途

徑，且在開放合拍的初期，當時大陸還尚未制訂有關合拍電影的法律法

規，隨著來自世界各國電影業者相繼赴陸提出合拍的申請，使得制訂合拍

的法律規範成為必要。

1985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轉發《中宣部關於加強對外合

作拍攝電影片、電視片管理的若干規定》，強調對外合作拍攝電影片的歸

口管理、專案的規範報批及合拍片的題材選擇等重要事項，
83
為「中外合

拍」電影訂定明確的法律規範，成為當時中國大陸與境外洽商合作拍攝時

80 尹鴻、蕭志偉，「好萊塢的全球化策略與中國電影的發展」。
81 劉立行，國家電影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產業之理論與實務，頁 89。
82 劉樹凱、丁冠楠，「合拍片之最」，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71。
83 「合拍公司對外交流與合作之大事紀」（2010年 11月 9日），2012年 8月 11日下載，《豆瓣

網》，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09/19/3359418_679961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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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法律依據。此時，美國華納兄弟公司正為電影「太陽帝國」前往亞

洲選景，劇中需要重現 1941 年的上海，美方隨後與上海電影製片廠、中

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取得聯繫，而《中宣部關於加強對外合作拍攝電影

片、電視片管理的若干規定》就成為雙方談判合作時的法律基礎。

1987 年 3 月，「太陽帝國」的劇組抵達上海，展開為期 3 週的拍攝工

作。這是自 1940 年代以後，中美雙方在電影故事片領域首度的合作。期

間中方提供劇組極大的支援，包括提供上海街道作為主要拍攝場景，並動

員 5,000 名民眾及解放軍擔任臨時演員，使得影片得以將二次大戰期間，

日本占領上海時期西方人在集中營生活的部分歷史重現於全球觀眾面前，

為中美合拍電影奠定重要的里程碑。
84

（二）1990 年代
1991 年 7 月，廣電部頒布《關於中外合作攝電影的管理規定》，針對

電影合拍制訂專門的法規。此後至 2000 年，《電影審查規定》、《電影管

理條例》、《關於國產故事片、合拍片主創人員構成的規定》等法規相繼出

台，將「中外合拍」電影的管理予以規範化與標準化。此一時期，由於中

國大陸電影市場陷入低谷，使得美國好萊塢片商對大陸市場心存顧忌，中

美合拍電影並未有突破性的進展，且合作方式仍以中方提供協助拍攝為主

要模式。
85

1998 年，華裔美籍導演李安和監製江志強帶著「臥虎藏龍」的劇

本、導演和演員項目，與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接洽，希望對方參與影片

的投資拍攝。由於該片開始就以跨國合作拍攝及中國大陸市場發展為主要

目標，加上美方同意讓中方「將享有影片的國內版權及發行收入」，中國

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因此同意參與影片的投資，同時大陸演員章子怡也在片

中擔綱演出，大陸團隊參與影片的拍攝工作，使得「臥虎藏龍」成為具有

實質合作意義的中美合拍片。
86

儘管「臥虎藏龍」在中國大陸上映僅獲得 1,400 萬元的票房收入，但

隨著該片在全球取得 2.05 億美元的票房成績，及在 40 餘項國際影展中獲

獎，包括第 73 屆奧斯卡影展中獲得最佳外語片等 4 項大獎的成就，將中

美合拍片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87

84 「1979－ 1989．合拍為協拍」，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62－ 63。
85 「1990－ 2000．合拍看華人」，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64。
86 「1990－ 2000．合拍看華人」，頁 64。
87 「『英雄』揭幕中國大片時代」（2002年 12月 26日），2012年 3月 12日下載，《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ch.yuwar/2526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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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0 年以後
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為因應電影市場國際化的來臨，大陸

全面啟動電影產業化的改革，陸續提出製片、發行、放映一體化，擴大電

影產業規模的一系列改革，並進一步開放民營企業獨立拍片的權利。2003

年 12 月，再放寬電影製片、發行、放映領域的准入門檻，民營企業可獨

資或採中外合資攝製電影，促進國內外電影合拍的進行。

以往除廉價的勞動力與製作成本，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因規模太小，對

國外電影業缺乏吸引力。然而全球化使得國際資金對於大陸電影的影響進

一步加深。從 1990 年代，大陸合拍片開始加速發展以來，投入合拍的主

要是港台與部分西方國家的中小型資金。

隨著 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電影市場逐漸崛起，引起國際對於

大陸電影市場的關注，要求合作的需求增加。2001 年，美國哥倫比亞電

影公司投資大陸導演馮小剛的「大腕」，象徵好萊塢的資金開始瞄準大陸

電影市場。
88
然而此時大陸電影界已不能滿足於國外的指揮，要求在合拍

電影中取得部分主導權。「合拍而非協拍」成為大陸採取「中外合拍」電

影時的新思維，而非期望僅有資本上的合作。由於之前「臥虎藏龍」的成

功經驗，使得中美開始嘗試擴大電影合作拍攝的範圍。
89

由於政策鼓勵民營企業參與電影合拍，以華誼兄弟影業為代表的中國

大陸民營製片企業，成為「中外合拍」電影的新生力軍。此一時期，馮小

剛的「大腕」（2001 年）、周星馳的「功夫」（2004 年），由華誼、中國電

影集團公司（中影集團）、美國哥倫比亞影業聯合出品，何平的「天地英

雄」（2003 年），由華誼、西安製片廠、美國哥倫比亞影業聯合出品，開

創民營企業、國營企業、國際電影公司共同合作拍攝的合拍新模式。
90

而在國營企業方面，以中影集團、上影集團（上海電影集團公司）

為代表的中國大陸國營電影企業，也積極嘗試中美合拍電影的各種合作

形式，推出如「霍元甲」（2006 年）、「色戒」（2007 年）、「赤壁」（2008

年）、「功夫夢」（2010 年）等一系列票房成績不錯的影片，為中美合拍的

進一步深化合作奠定基礎。
91

2011 年，上影集團總裁任仲倫在第 14 屆上海電影節上表示，中國大

88 陳犀禾、鄭潔，「中國電影的美學和政治經濟學」，孟建、李亦中主編，衝突．和諧：全球化
與亞洲影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358。

89 「2001－ 2010．合拍看民營」，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66。
90 相關電影資料整理自《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網站。
91 「2001－ 2010．合拍看民營」，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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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直到最近兩年，在合拍過程中的話語權才慢慢擴大，「中外合拍」影片

開始進入由中方主導的合拍階段，如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等影片，就

是由中方所主導的合拍片。
92

值得注意的是，從 2008 年「神鬼傳奇 3」（大陸譯名「木乃伊 3」）

作為中美合拍片上映，此後一批加入中國元素的「好萊塢系」電影相繼推

出，再度改變中美合拍片的方向。隨著時間的進展，中國大陸電影市場以

高速成長，在 2012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的電影市場，如此具有發展潛力的新

興市場，開始吸引好萊塢片商的關注，並開始加快與大陸電影的合作。
93

2012 年 2 月 17 日，時任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於訪美期間，

中美雙方就解決 WTO 電影相關問題達成協議，簽署《中美雙方就解決

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簡稱「中美電影協議」），
94
內容如下：

1、 大陸將在原來每年引進美國電影配額 20 部的基礎上，增加 14 部 3D

或 IMAX 電影進口；

2、進口影片美方票房分帳比例從原本的 13％提升至 25％；

3、 增加大陸民營企業引進進口影片的機會，打破過去由大陸國營公司獨

占的局面；

4、中美合拍片將享受中港合拍片的待遇。
95

2012 年 2 月，「中美電影協議」出台，刺激中美合拍電影的進展。

2012 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上，「超能俠」、「龍卷傳奇」、「藏地密碼」、「成吉

思汗」、「重慶大轟炸」、「魔咒鋼琴」等十多部中美合拍電影宣布立項，中

美合拍電影在中國大陸政策放寬下產生明顯而立即的效果。
96

2013 年 3 月，美國電影協會（MPAA）發表報告指出，2012 年中國

大陸電影總票房為 27 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
97
由於進口影

片配額增加，國產影片票房占總票房 48.46％，是近 10 年來大陸國產影

片票房首次低於進口影片，
98
其政策效應很快便在市場上產生反應。

92 喬小冏、鍾蓓，「合拍片：中國電影劍指好萊塢的必修課」（2011年 7月 28日），2013年 10
月 12日下載，《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http://www.chinafilm.org.cn/hwsc/zwhp/201107/28-
3298_3.html。

93 吳雨，「電影合拍片：與好萊塢漸行漸遠？」（2013年第 1期），2013年 11月 5日下載，《人
民文摘》，http://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13-01/01/content_1188966.htm?div=-1。

94 劉漢文，「中美電影協議影響蠡測與應對思路」，電影藝術，2012年 4月，頁 5－ 6。
95 石劍峰，「『中港合拍片』面臨衝擊」。
96 張漢澍，「好萊塢大打擦邊球 變味『合拍片』吸金中國市場」（2012年 8月 29日），2013年

10月 12日，《騰訊娛樂》，http://finance.qq.com/a/20120829/001029.htm。
97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2,” Last Update 21 March 2013,《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www.mpaa.org//Resources/3037b7a4-58a2-4109-8012-58fca3abdf1b.pdf.
98 「2012年中國電影『帳單』泰囧稱王」（2013年 1月 11日），2013年 3月 31日下載，《新浪

全球新聞》，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20130111/01524146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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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考量，及大陸欲藉由與好萊塢電影的合作，

讓電影「走出去」的策略，未來中美合拍電影的前景值得期待。

貳、中美電影合作的影響評估

一、中國大陸電影海外市場票房欠佳，中美電影市場接受度迥異

2011 年，中國大陸電影海外市場收入 20.46 億元，比 2010 年的 35.17

億元下降 43％，退回至 5年前的水準，2012年更下降至 10.63億元。
99

2013 年，中國大陸整體電影票房已突破 200 億元，但大陸電影的海

外市場卻並未相對提升。2013 年，大陸國產影片海外銷售共 45 部、247

部次 ( 一部電影可同時賣給多個國家 )，而 2012 年大陸國產影片海外銷

售 75 部、199 部次。總計 2013 年大陸電影海外票房共 14.14 億元，相較

2012 年的 10.63 億元，增長 33.02%，但海外電影票房整體呈現下滑的趨

勢，與日、韓等國相較仍有一段差距。

目前中國大陸國產影片年產量雖然不少，但能夠成功進入國際市場的

影片卻為數不多，多數影片外銷只能進入藝術院線或華人社區放映，無法

真正打進國外主流商業院線上映。
100

2002 年，張藝謀的「英雄」在北美獲得票房成功，被評價為中國大

陸最成功的—次電影文化輸出。隨後，「十面埋伏」、「無極」、「夜宴」等

大陸國產影片相繼走出國門，積極拓展國際市場。根據統計，近年大陸

電影海外市場票房最佳成績當屬「臥虎藏龍」，北美地區取得 1.28 億美

元的高票房，其次是「英雄」的 5,371 萬美元，之後依序為「霍元甲」

的 2,468 萬美元、「功夫」的 1,711 萬美元、「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的

1,469 萬美元，及「十面埋伏」的 1,105 萬美元，
101
全被功夫動作影片所

包辦。

但如今盛況不再，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國內大賣的「金陵十三釵」、「人

再冏途之泰囧」、「致我們即將逝去的青春」等影片，儘管影片類型趨向多

元，北美票房卻都宣告失利。

反觀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大陸市場卻大有斬獲。2013 年，大陸票房收

99 王雅蘭，「大陸電影海外票房逐年降」，聯合報，2013年 3月 16日，第 C4版。
100 何江，「2013中國電影市場 國產戶淩駕『好萊虎』」（2014年 1月 21日），2014年 2月 12日
下載，《京華時報》，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20140121/17185390626.html。

101 鄧晨曦，「缺少文化價值 中國電影海外收入下降 43%」（2013年 9月 6日），2013年 12
月 25 日 下 載，《 中 國 網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ul.china.com.cn/2013-09/06/
content_6278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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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前 10 名的影片中，好萊塢電影就占 3 部，其中「鋼鐵人 3」票房 7.68

億元、「環太平洋」票房 6.96 億元、「地心引力」票房 4.36 億元。而在

2013 年大陸票房收入前 10 名的進口影片中，每一部票房收入都超過 3 億

元。
102
儘管大陸對於國外進口影片仍有配額限制，但好萊塢進口大片票

房卻年年增長。而大陸國產影片在國內保護政策下，國內市場票房儘管年

年成長，但在國際市場、特別是在北美市場的接受度卻仍然偏低。

另—項針對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等 9 個國家的 1,400 名

觀眾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電影在國外「能見度」不高，進入海外商

業院線的大陸電影數量十分有限，55％的海外觀眾透過錄影帶和 DVD 觀

看大陸電影，32％的英語系國家觀眾則完全沒有看過大陸電影，三分之—

以上的外國觀眾對於大陸電影缺乏概念與瞭解。
103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駱思典（Stanley Rosen）指出，不僅是中國大陸

電影，其他國家的外語片也很少能在北美市場取得票房成功。以 2013 年

法國電影 The intouchables 為例，該片在美國以外全世界的票房達 4.16

億美元，但在美國票房卻不到 1,000 萬美元。這與美國電影的發行體制有

關，包括華語電影在內的外國影片，一般都被定位為藝術電影，無法在全

國性的商業院線上映，只能在小劇院或社區影院放映，播出地點有限，自

然影響票房。
104

而非英語的「中外合拍」影片，即使是聘請好萊塢影星擔綱，在北

美市場也難以奏效。以 2011 年「金陵十三釵」為例，以 2,000 萬美元聘

請「蝙蝠俠」男主角、好萊塢影星克利斯汀．貝爾（Christian Bale）演

出，影片在中國大陸票房 6.4 億元，成為大陸 2011 年度票房冠軍，但在

北美地區票房卻僅有 31 萬美元。

2012 年，中國大陸年度大片「—九四二」邀請安卓．布洛迪

（Adrien Brody）和提姆．羅賓斯（Tim Robbins）兩大好萊塢男明星參

與演出，但在北美票房卻只有 1萬多美元。
105
顯示中美電影市場接受度

102 「獨家發布 :：2013年全國電影產業數據 票房收入超 200億」，人民日報，2014年 1月 9
日，第 19版。

103 李彥，「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時，國產片海外發行每年數量卻不足總產量
的 10％—內外票房落差大 中國電影的國際坐標在哪兒？」（2013年 10月 15日），2013年
12 月 4 日下載，《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2013/1015/c40606-23209181.
html。

104 夏嘉，「中美『同床異夢』合拍片不成功」（2014年 3月 19日），2014年 4月 5日下載，《僑
報網》，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4/0319/972266.shtml。

105 鄧晨曦，「缺少文化價值 中國電影海外收入下降 43%」（2013年 9月 6日），2013年 12
月 25 日 下 載，《 中 國 網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ul.china.com.cn/2013-09/06/
content_6278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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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中美合拍影片在北美市場遠不及在大陸市場的接受程度高。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電影打進海外市場多半是依靠武俠片或功夫片，

但近年來大陸的古裝動作片將過多中國歷史元素加入影片中，使得外國觀

眾的理解產生困難。國外觀眾不瞭解中國歷史，以中國歷史為元素的合拍

片很難在海外市場獲得共鳴。
106

除上述兩部影片外，以 2008 年的「赤壁」為例，在中國大陸票房超

過 3 億元，但北美票房卻不足 500 萬元，即可為印證。
107

中國大陸的電影公司參與合拍片，首要的目的是獲利，而另一項重要

的任務則是經由合拍傳播中國的文化，這是作為大陸電影企業的基本責

任。通過中外合作拍片，讓國外導演、演員來講述有關中國的故事，才能

使國外市場容易接受。因為合拍片是經由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國內與

國外市場接受度擴大。但如何將中國元素包裝進一部合拍片中，並得到中

外雙方市場的認可，形成國內外觀眾都能接受的人類共同文化價值，在目

前實務面仍有許多困難有待克服，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摸索。

二、好萊塢藉由中美合拍搶占中國大陸市場

2011 年，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博納影業董事長于冬在第一屆「中外

電影製片人峰會」上表示，中美合拍片就是「加入中國元素的好萊塢電

影」、「美國電影就是世界電影的通行證，占全世界電影市場 50％，所以

美國電影要進入中國很容易，只要加入中國元素即可。」
108

近年來，好萊塢電影大舉進軍中國大陸市場。2014年，「變形金剛 4」

不僅成功建立雙方演員合作的模式，更大量運用置入性行銷，試圖拉攏大

陸觀眾的目光。其他好萊塢大片如「鋼鐵人 3」、「007：空降危機」等也同

樣在影片中加入中國元素，凸顯未來大陸電影市場在國際影壇的地位。
109

由於中國大陸對於其國產電影採取保護措施，在 2012 年 2 月「中美

電影協議」出台以前，大陸規定每年進口的美國影片不得超過 20 部，同

時訂有每年 7、8 月份為國產電影「保護月」的規定，限制進口影片的放

映，對於好萊塢片商而言，可謂是處處設限。但好萊塢電影若是以中美合

拍片的形式進入大陸市場，就可規避進口影片的數量限制，也不受影片檔

106 「中外製片人會診合拍片 于冬杜揚高群書舌戰」（2011年 4月 25日）2013年 10月 29日下
載，《新浪娛樂》，http://ent.sina.com.cn/m/c/2011-04-25/15593291624.shtml。

107 「兩岸合拍電影 台灣片商：投資 1億都不怕」。
108 「中外製片人會診合拍片 于冬杜揚高群書舌戰」。
109 方琬庭，「中國電影消費驚人，好萊塢片商搶進」，（2014年 9月 9日），2014年 9月 12日下
載，《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11740。



168

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

期的限制。

不僅如此，合拍片還可享有與中國大陸國產影片相同的分帳比例。因

為在大陸進口片和合拍片所享有的票房分帳比例完全不同。一般合拍片可

分得 43％的票房收入，而進口片只能分得 25％，其中收益差距極大，因

此好萊塢電影都希望設法在大陸市場取得「合拍片」的身分，以降低市場

准入門檻，並取得更高的票房收益。

2010年，好萊塢大片「鋼鐵人 2」在中國大陸的票房為 1.727億元，依

照大陸進口片 25％的票房分成計算，美方投資方只能分得 4,317萬元的票

房收入。但若以合拍片的身分進入大陸市場，則可獲得 43％的票房分成，

即可分得 7,426萬元的票房收入，僅票房收益就可增加 3,109萬元。
110

由於進口片與合拍片的巨大收益差距，好萊塢電影若想在中國大陸市

場取得更大的票房分成，就不得不選擇以中美合拍片的形式進入大陸市

場。合拍模式有很多條件，包括中方參與融資、設計劇情、選角、影片

攝製和選擇拍攝地點，也就是選擇以中國的題材，用一部分大陸的攝製團

隊，拍攝在美國本土和大陸境內都能同時販賣的產品，因而造就近年來中

美合拍影片的盛行。
111

目前中國大陸根據《電影管理條例》（2002）、《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

管理規定》（2004）為基礎，所訂定的量化相關規定，作為「中外合拍」

影片，必須符合幾個基本條件：中方出資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須由中國

大陸演員擔任主要角色，須在大陸取景拍攝等規定。
112
從以上合拍的規

定來看，主要目的在於遏止規避進口影片的配額限制，壓縮大陸國產影片

市場的投機行為。

對於參與「中外合拍」的國外電影企業而言，最大的挑戰莫過於

如何在影片中融入必要的中國元素，令中國大陸當局和觀眾滿意，同

時又能吸引全球觀眾。
113
為兼顧大陸市場，近年來越來越多好萊塢大

片選擇起用大陸當紅影星參與演出，如李冰冰在 2012 年演出「生化危

機 5」（Resident Evil: Retribution）、范冰冰演出「X 戰警：逆轉未來」

110 張漢澍，「好萊塢大打擦邊球 變味『合拍片』吸金中國市場」。
111 胡鈺，「卡梅隆出走中國鍾情合拍片 中美電影貿易覓新突破」（2012年 11月 24日），2013
年 6月 18日下載，《鳳凰網》，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cjpl/20121124/7341601.shtml。

112 「電影管理條例」（2002年 2月 1日），2012年 2月 23日下載，《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http://www.chinasarft.gov.cn/articles/2007/02/16/20070913144431120333.html。「中外合作攝
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年 8月 10日），2012年 9月 20日下載，《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
局》，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4/08/10/20070924090517840608.html。

113 「『變形金剛 4』回歸，以中國為中心」（2014年 6月 23日），2014年 6月 24日下載，《紐約
時報》，http://cn.tmagazine.com/film-tv/20140623/t23transformers/zh-hant/。



169

第五章　「中外合拍」電影的實踐經驗與模式

（X-Men: Days of Future Past）、周迅演出的科幻片「雲圖」等。
114

值得注意的是，從近年來進行中的中美合拍片項目來看，許多中美合

拍片其實只是中國大陸資金參與投拍的「純好萊塢電影」，這類名義上的

合拍片為應付大陸官方對於合拍的規定，而在影片中加入一些中國情節和

中國面孔，使影片在形式上符合大陸規定的合拍要件。
115

對於這種為迎合大陸市場的權宜作法，在 2012 年 8 月以後，主打合

拍概念影片的合拍資格受到大陸官方的嚴格審核，隨後一批標榜中美合拍

的好萊塢系電影，如「敢死隊 2」（台譯「迴路殺手」）、「環形使者」（台

譯「浴血任務 2」）等都被取消中美合拍片資格，重新成為進口片在大陸

市場發行。
116

中國大陸嚴查合拍片的資格，目的在保護大陸國產影片的市場空間，

防止進口影片以合拍為包裝，對國產影片形成威脅。但國外投資方認為，

若「中外合拍」影片強調以中國元素為主，將很難打進國際市場。

「赤壁」製片人張家振舉例：「我們以前有個戲叫『飛虎』，講美國飛

行員在中國的故事，拿劇本給美國人看，他們告訴我，不希望有那麼多中

國人在裏面，美國觀眾不愛看。」
117

現階段對於中美合拍片而言，中國元素的輸出是中國大陸官方的硬性

要求，但基於國際市場的現實考量，完全符合規定的其實為數不多。

2013年，在全球熱映的好萊塢大片「鋼鐵人 3」，由美國迪士尼公司與

中國大陸民營企業 DMG公司聯合投資拍攝，該片在大陸上映的版本，比海

外上映的版本多出 4分鐘內容，且多為大陸演員王學圻、范冰冰的鏡頭，兩

人在國際版本中出現的鏡頭寥寥可數。該片最終並未取得以合拍片的名義在

大陸上映，而該片在全球市場票房的成功，一般認為與影片中加入的中國元

素關聯性不大，好萊塢的大成本製作與商業化行銷的操作才是該片成功的主

要關鍵，中國元素並非吸引西方觀眾的主要原因。對於好萊塢以「特供版」

保留中國元素的作法固然備受爭議，但也反映出現階段好萊塢對於中美合拍

片如何能夠兼顧大陸與國際電影市場操作的考量與嘗試。
118

114 「比美早一週『變形金剛 4』首映為何選香港？」（2014年 6月 22日），2014年 6月 24日下
載，《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b5/2014/06/22/a1118056.html。

115 楊天東，「解讀 8大中美合拍片項目 7步之路困難重重」（2013年 4月 11日），2013年 12月
12日下載，《藝恩網》，http://news.entgroup.cn/movie/1116320.shtml。

116 楊慈鬱，「中美合拍片擠壓市場 將嚴審」（2012 年 8 月 27 日），2013 年 7 月 2 日下
載，《 旺 報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Showbiz/showbiz-news-
cnt/0,5020,110511+112012082700042,00.html。

117 楊天東，「解讀 8大中美合拍片項目 7步之路困難重重」。
118 劉項，「鋼鐵俠中國版台前幕後」，亞洲週刊，2013年 5月 26日，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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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原本希望通過中美合拍片「借船出海」，把中國文化、中國

價值觀輸出至全世界，因此要求中美合拍片中所敘述的是中國的故事。但

實際上經濟利益才是目前美國好萊塢選擇與大陸合拍的最大動機。因此中

美合拍片中很多所採用的完全是美國式的故事，展現出的也是外國人眼中

所認定的中國印象，這與大陸原本預期的結果完全不同。

目前中美合作拍片正在逐漸面臨一個兩難的處境：如果選擇與好萊塢

電影合拍，以美國元素為主，確實是進入國際市場的最佳捷徑，但對中國

大陸而言，這只是間接幫助好萊塢電影進一步占據大陸市場；但如果是以

中國元素為主的合拍片，在國際市場上又可能面臨乏人問津的窘境。
119

何況部分好萊塢進口影片因大陸資金的投入，改以合拍片的身分進入大陸

市場，不受任何進口配額的限制，不僅使得大陸大量電影資金流失，還可

能反過來壓縮大陸國內市場空間，對大陸國產影片造成威脅，形成中美合

拍的新問題。

第四節　小結

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下，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承擔著傳播各

國文化和形塑國家形象的重要使命。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採「中外合拍」

模式拍攝電影，是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新模式，承載著中

國大陸電影拓展國際市場，走向世界的新嘗試。

綜觀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的發展歷程，從境外合作最多的地區作

為區分，依序可分為大陸與香港、大陸與台灣、大陸與美國合拍三大主要

合拍片類型，三者共占「中外合拍」電影九成的份額，其發展過程及影響

各有不同。由近年中國大陸合拍片的盛行，凸顯「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已

是當前全球化浪潮下電影製作的主流趨勢。

自改革開放起，香港電影即開始進入大陸拍片，大陸電影通過中港合

拍，取得香港電影的製作技巧、娛樂元素及市場觀念，開始發展商業電影

類型，大陸電影商業化便是在香港電影人和中港合拍片的協助下展開，從

此開啟「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潮流。特別是 2003 年 CEPA 簽署後，合

拍帶動中港電影市場擴大，目前中港合拍片占大陸與境外合拍的七成，成

為中港兩地電影市場主力。然而由於市場取向，中港合拍片以大陸市場為

主要考量，致使純以香港市場為取向的港產片難以存續。

119 喻德術，「中美合拍片主導元素陷困局 業內：打『中字頭』」（2012年 6月 24日），2012年 9
月 17日下載，《騰訊娛樂》，http://ent.qq.com/a/20120624/0000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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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台灣曾是支撐香港電影及中港合拍電影的重要資金來

源，但隨著兩岸加入 WTO 後，電影市場開放而逐漸沒落。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 ECFA 完成簽署，取消台灣電影進口大陸的配額限制，由於

兩岸語言及文化背景相似，使得大陸電影市場成為當前台灣電影產業振興

的希望，因而造就近年台灣和大陸合拍電影的盛行，近年來兩岸合拍片在

大陸市場成長迅速。惟因兩岸社會文化的差異，兩岸合拍片在台灣市場接

受程度不高，致使兩岸合拍片以大陸市場為主要取向。

美國好萊塢是電影全球化的指標，但中國大陸直到 1994 年才開始正

式每年進口 10 部好萊塢影片公開放映，目的在以進口大片的票房分帳收

入挹注國內電影市場，此後中美合拍電影便是在全球化與市場保護政策的

拉鋸下展開。

中國大陸利用中美合拍促成電影與國際市場接軌，但也同時帶來好萊

塢電影經由合拍進占大陸市場的結果。且基於國際市場的考量，中美合拍

片許多都分為「國際版」與「大陸版」兩種版本，在大陸上映的往往只是

好萊塢電影的「中國特供版」，其目的在於符合大陸官方對於合拍片的形

式要求，以迎合大陸市場，中國元素淪為配角，經由中美合拍片傳播中國

文化的目的無法達成，形成中美合拍片所面臨的一大難題與困境。

表 5-4　「中外合拍」主要模式的比較

合拍片模式 中港合拍片 兩岸合拍片 中美合拍片

所占比重 約 70％ 約 10％ 約 10％

主要市場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全球

結果與影響

◆ 合拍片成為中港兩
地電影票房支柱。

◆ 合拍審查限制香港
影人創作空間。

◆ 迎合大陸市場，香
港元素漸失，合拍
以大陸市場為主要
取向，港產電影空
間遭到壓縮。

◆ 合拍獲利高有助於
擴大投資。

◆ 審查制度限制合拍
空間。
◆ 兩岸電影市場對合
拍接受度迥異，合
拍片在台多半票房
不佳。
◆ 迎合大陸市場台灣
創作主體性喪失。

◆ 中美電影市場對
合拍接受度迥異，
中美合拍片仍以北
美及國際市場為取
向，中國元素淪為
配角。
◆ 好萊塢藉由合拍搶
占大陸市場，大陸
藉由合拍爭取海外
市場，但大陸電影
海外票房欠佳。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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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中外合拍」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

壹、中港合拍電影的政治經濟分析

一、 商品化：香港啟動中國大陸商業電影發展，合拍成為兩地電影市
場主力

1978 年，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香港由於語言文化上的相近性，

率先取得赴陸拍片的先機，此後香港電影界北上拍片蔚為風潮。1990 年

代起，大陸開始推動電影體制改革，各國營製片廠走上大規模合拍的道

路。其中大陸與香港電影的合作，無論在數量、投資規模、製作水準等方

面都取得大幅提升，中港合拍片更啟動大陸商業電影的發展，使得大陸電

影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真正具有市場交換價值的商品。

至 2013 年，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取得 217 億元的總票房，其中 127.67

億屬於國產電影，合拍片占其中六成，而其中大陸與香港的合拍片又占

68％。2013 年大陸國產電影票房前 30 名中，由香港導演執導的影片共有

14 部，合拍片已成為中港兩地電影市場主力。
1
 

二、空間化：CEPA 簽署後，合拍帶動中港電影市場與合作空間擴大

2000 年以後，香港電影景氣低迷，年產量銳減，比起全盛時期減少

二百多部，年平均票房僅七、八億港幣。就在香港電影走下坡期間，許多

香港電影人開始選擇赴陸開闢新的市場。
2
 

隨著中國大陸政策推動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加上 CEPA 帶來更開放

的大陸電影市場，造就中港合拍片的發展前景。自 2003 年簽署 CEPA 以

來，香港與大陸的合拍片數目已增至平均每年超過 30 部，且票房成績亮

眼。2004 年 CEPA 實施前，大陸每年電影票房不超過 10 億元，但 CEPA

實施後，至 2013 年已攀升至 217 億元，票房總額 10 年增加 20 倍。2003

年，中港合拍片的大陸票房只有 2 億元，但目前合拍片已占據大陸電影

1 盧哲，「7億到 70億：香港電影北上十年」（2014年 2月 4日），2014年 2月 24日下載，《中
新社》，http://news.entgroup.cn/movie/0419344.shtml。

2 「香港電影業愈發內地化 業內稱合拍片救了香港電影」（2013年 5月 3日），2013年 11月 5
日下載，《人民網》，http://hm.people.com.cn/BIG5/n/2013/0503/c42272-21355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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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大半份額。
3
 因此 CEPA 實施後，隨著大陸電影市場對香港大幅開

放，為中港合拍電影帶來更大的市場空間與商機。

三、結構化：中國大陸市場導向，純港產片難以存續

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 CEPA 後，藉由擴大與香港合作拍片，香港取得

在大陸的影片發行權，之後以大陸市場口味為取向，並以大陸資金為基礎

的製片計畫開始大量出現。

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固然挽救香港電影的經濟危機，但另一方面，

香港作為亞洲電影製片中心的地位卻不復存在，對大陸的文化影響力大不

如前。如今以香港投資為主體的影片，仍需大陸方面的合作配合，為進入

大陸市場預作準備，造成電影必須同時面對香港和大陸觀眾的兩難抉擇。

同時為符合現行大陸電影審查的要求，往往會先行「自我審查」，將影片

可能產生問題的內容自行修剪或更動，為大陸市場上映製作刪改版，限制

香港電影的創作空間，使得合拍片的題材變得有所侷限。
4
 

而一旦進入合拍，就很難再有純粹面向香港市場的港產影片出現，因

為香港市場與中國大陸市場相較實在太小，
5
 純正的港產影片也因此逐漸

式微，香港電影文化的主體性在合拍的過程中逐漸喪失。

貳、兩岸合拍電影的政治經濟分析

一、商品化：兩岸合拍在大陸市場取得票房佳績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台灣電影市場下滑，許多台灣電影業者將

製片重心與資金移往香港，促成 1990 年代兩岸合拍電影的發展。此一時

期，受限於台灣規定赴陸拍片不得有中國大陸資金，因此採取台灣全額投

資，或具有台灣背景的香港公司全額投資，邀請大陸優秀導演如張藝謀、

陳凱歌等執導合拍片，並在國際影展與市場上取得佳績，為大陸電影開拓

海外市場跨出第一步。
6
 

3 「中港簽 CEPA 10 粵語港片可原汁原味在大陸放映」（2013年 8月 30日）2014年 2月 5日下
載，《鉅亨網新聞中心》，http://www.cnyes.com/life/Content/20130830/kh9rj0l8xs6qg.shtml。

4 石劍峰，「『中港合拍片』面臨衝擊」（2012年 10月 8日）2014年 1月 23日下載，《經貿研
究 》，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5%9C%8B%E9%9A%
9B%E5%B8%82%E5%A0%B4%E7%B0%A1%E8%A8%8A/%E4%B8%AD%E6%B8%AF%E5
%90%88%E6%8B%8D%E7%89%87-%E9%9D%A2%E8%87%A8%E8%A1%9D%E6%93%8A/
imn/tc/1/1X000000/1X09PRXU.htm。

5 「純港片已死 合拍片成主流」（2012年 3月 29日）2012年 8月 3日下載，《中國評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6 孫慰川，「改革開放 30年海峽兩岸的電影交流與合作述評」，當代電影，2008年 11月，頁 66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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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兩岸簽署 ECFA，至 2013 年止，共有 17 部兩岸合拍片在中

國大陸上映，票房總計為新台幣 87 億 4,410 萬元，平均每部影片票房達

新台幣 5 億 1 千萬元，其中有 7 部影片在大陸票房過億元人民幣，排入賣

座電影之列。
7
 顯示目前兩岸合拍片在大陸市場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

二、空間化：ECFA 簽署後，兩岸電影合作空間擴大

2009 年，台灣提出電影產業旗艦計畫，投入輔導兩岸合拍電影，計

畫增加到每年 10 部。2010 年兩岸簽署 ECFA，中國大陸放寬台灣電影進

入大陸市場可不受進口配額的限制，政策激勵兩岸電影合拍的進行。截至

2013 年止，兩岸合作拍片數量已達到每年 5 － 7 部之多，較以往數量明

顯增加許多。
8
 

自 2010 年 ECFA 簽署後，兩岸電影市場交流較以往更加熱絡，無論

是台灣影片進口中國大陸，或是兩岸合拍影片的數量都較以往呈現明顯增

加的趨勢。從電影票房的收益顯示，兩岸合拍片確實更具備在大陸市場競

爭的優勢，也較容易為大陸觀眾所接受，激勵台灣電影業者赴陸尋求合作

拍片的機會。由於目前兩岸政策均鼓勵合拍，使得近年來兩岸電影合作項

目明顯增加，市場空間隨之擴大，前景可期。

三、結構化：兩岸文化差異，合拍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要取向

兩岸文化差異，是現階段兩岸合拍電影的主要障礙之一。早在 1997

年，兩岸曾訂定兩岸電影開放上映的規定，雙方每年各訂有 10 部電影的

配額可在對方院線正式上映。儘管台灣每年維持開放 10 部電影進口配額

給大陸，但進口數量並未達到此一數目，原因即在於大陸電影在台接受度

甚低，票房普遍不佳。

惟兩岸電影一旦進入合拍，基於市場考量，未來片商投拍時會根據主

要市場去迎合觀眾，對於兩岸文化存在的差異，兩岸觀眾口味不同，如何

兼顧兩岸市場差異，恐怕是兩岸合拍時所面臨的一個難題。而從現實面來

看，未來兩岸合作拍片應該會以大陸市場為主要考量，這將是無可避免的

情況。
9
 而台灣電影未來有可能步入香港電影的後塵，在合拍中失去本身

電影的文化主體性，致使純以台灣市場為取向的影片失去生存空間。

7 魏伊婕，「2013年台灣小品電影 賺到票房」（2014年 1月 30日），2014年 2月 6日下載，
《旺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130000525-260308。

8 「台灣電影中國票房」（2013年 9月 24日），2014年 1月 31日下載，《樂多日誌》，http://
blog.roodo.com/blue1989/archives/25710048.html。

9 「陳國富：兩岸合拍電影是未來趨勢」（2009年 7月 11日），2010年 7月 15日下載，http://
mag.chinayes.com/MagazineBase/M01/2517/200907011651020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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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美合拍電影的政治經濟分析

一、商品化：合拍促成中國大陸電影與國際市場接軌

1987 年，「太陽帝國」赴上海開拍，展開 1940 年代以後中美雙方在

電影故事片領域的首度合作。
10

 1998 年，華裔美籍導演李安與中國電影

合作製片公司接洽影片「臥虎藏龍」的合拍，獲得合拍公司同意參與投

資。
11

 隨著該片在全球取得 2.05 億美元的票房成功，及在 40 餘項國際影

展中獲獎，將中美合作拍片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12

 也取得進軍國際市場

的通路。

從 2008 年「神鬼傳奇 3」（陸譯「木乃伊 3」）作為中美合拍片上映，

此後一批加入中國元素的「好萊塢系」電影相繼推出，同時由於中國大陸

電影市場的高速成長，吸引好萊塢片商對大陸市場的關注，開始加快與大

陸電影的合作。
13

 中美合拍片因此搭上好萊塢商業電影的順風車，藉由與

好萊塢合拍提高影片的商業價值與國際發行通路，展開與國際市場接軌。

二、 空間化：中國大陸藉合拍開拓國外市場，好萊塢則藉合拍進占大
陸市場，合拍促成市場與合作空間的擴大

中國大陸電影公司參與合拍，首要目的是獲利，另一項重要任務則是

經由合拍傳播中國文化，這是大陸電影業的基本任務。透過中外合拍，讓

國外導演、演員來講中國故事，使國外市場容易接受。因為合拍是經由多

種文化交融，使國內外市場接受度擴大，藉由合拍打開海外市場。

此外，由於中國大陸對於國產電影採取保護措施，規定每年進口的美

國影片不得超過一定數量，同時訂有 7、8 月份為國產電影保護月，限制

進口影片的放映。但好萊塢電影若以中美合拍片的形式進入大陸市場，就

可避開進口影片的數量限制，還可享有大陸國產片的分帳比例，
14

 好萊塢

為在大陸市場取得更大的票房分成，就不得不選擇以中美合拍的形式進入

大陸市場，選擇中國的題材，用一部分大陸團隊，拍攝在美國本土和大陸

10 「1979－ 1989．合拍為協拍」，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62－ 63。
11 「1990－ 2000．合拍看華人」，電影，2012年第 7期，頁 64。
12 「『英雄』揭幕中國大片時代」（2002年 12月 26日）2012年 3月 12日下載，《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ch.yuwar/252637.htm。
13 吳雨，「電影合拍片：與好萊塢漸行漸遠？」（2013年第 1期），2013年 11月 5日下載，《人
民文摘》，http://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13-01/01/content_1188966.htm?div=-1。

14 張漢澍，「好萊塢大打擦邊球 變味『合拍片』吸金中國市場」（2012年 8月 29日）2013年 10
月 12日，《騰訊娛樂》，http://finance.qq.com/a/20120829/001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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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同時販賣的產品，以合拍片形式進占大陸市場。
15

 對於中美雙方而

言，透過合拍是擴大市場空間與文化影響力的最佳途徑之一。

三、結構化：合拍傳達美國觀點，中國元素淪為配角

中國大陸原本期望透過中美合拍片把中國文化、中國價值觀輸出至全

世界，因此要求合拍片中敘述的必須是中國的故事。但實際上，國外投資

方認為，若合拍片以中國元素為主，將很難打進國際市場，為應付大陸官

方對於合拍的規定，因此在影片中加入一些中國情節和中國面孔，但其中

很多所採用的完全是美國式的故事，表現的也是外國人眼中所認定的中國

印象，這與大陸原本所預期的結果完全不同。

目前全球電影市場與發行通路基本上仍由好萊塢大製片公司所主導，

西方為主體的價值取向因而成為主流。目前「中外合拍」電影基於國際市

場的考量，許多都傾向於選擇以迎合西方的主流價值，劇情以符合西方對

於中國形象的想像性構建為取向，合拍片所傳達的中國文化因此籠罩在西

方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的視野之中。
16

 中美合拍片傳達的其實主要是美國

觀點，中國元素反而淪為配角。

儘管隨著中國大陸市場崛起，好萊塢電影製片、發行方為顧及大陸觀

眾的觀感，或避免審查制度的干擾，在影片中對大陸國家形象的描述已漸

趨改善，但中美雙方對於中國元素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形態爭霸卻更形激

烈，致使「中外合拍」電影在實踐過程中無法有效傳達中國觀點，產生文

化不平等的現象，是有待克服的問題。

第二節　中國大陸電影發展策略分析

壹、學習國外電影發展經驗，強化本國電影實力

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全球政治經濟最明顯的轉變就是經濟的全球

化，及伴隨而來的文化商品化。在全球化進程中，屬於文化產業的電影一

直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美國好萊塢電影發展為例，藉由全球化不僅

創造出龐大的經濟利益，並由此掌握全球文化市場的「話語權」。

好萊塢稱霸全球電影市場的主要原因，在於制度（製片、發行、放

15 胡鈺，「卡梅隆出走中國鍾情合拍片 中美電影貿易覓新突破」（2012年 11月 24日），2013年
6月 18日下載，《鳳凰網》，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cjpl/20121124/7341601.shtml。

16 Edward.W.Said著，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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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一整套專業的管理與運作機制）、形式美學（指一種票房成績亮眼，

能勝任跨文化傳播的敘事美學形式）、工業化（電影相關行業與廠商高度

集中的產業聚落）等幾個方面。因此中國大陸想發展電影，所採取的策

略就是學習國外電影發展的優勢經驗，以迅速積累大陸電影經濟與文化

的實力。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發展電影所採取的策略，主要有兩點：

一、電影的產業化經營

以往電影在中國大陸被視為是滿足群眾精神文化所需的公益性事業，

電影著重的是社會效益與政治效益，經濟效益長期受到忽略。但隨著改

革開放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電影被重新定位為「第三產

業」，所創造出的巨大經濟效益開始愈來愈受重視。特別是進入 21 世紀以

後，隨著大陸產業化改革的腳步加速，陸續出現如華誼兄弟、博納影業、

北京新畫面、小馬奔騰等民營電影企業，憑藉著產業化經營的理念，持續

推出許多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而原本大陸國營電影企業，在面臨市場競爭

的挑戰下，也紛紛走向產業化改革的道路，強化產業化經營與產品的市場

競爭力，使得大陸電影市場持續成長，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

二、電影企業的規模經濟

目前電影的製作成本愈來愈高，一般規模的電影公司很難獨力承擔一

部電影的製片費用，唯有規模龐大，財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整合各種資

源，確保電影的順利製作與產品質量，並投入大量資金宣傳，以獲取市場

票房的回收。

以往中國大陸電影企業均屬國營，數量眾多，但規模太小，缺乏市

場競爭力。2000 年以後，隨著大陸加入 WTO，承諾逐步開放國內電影市

場，為因應國外影片進口配額增加而來的市場競爭，大陸原有的電影企業

通過合併、重組，將製片、發行、放映部門進行整合，組建成一批具有一

定規模的電影集團。透過集團化的發展，實現電影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

利用，藉由實現電影的規模經濟，降低市場風險，以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有

利的地位。
17

 

17 李強，「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業的奮起之路」，市場營銷，2007年第 11期，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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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先發展國內電影市場，再開拓國外電影市場

好萊塢電影之所以能夠長期占據全球電影市場的霸主地位，主要原因

在於具備資金、人才、技術，及營銷等多重優勢。鑒於中國大陸電影與國

外電影存在著極大的差距，若是冒然地進軍國際市場，無異於以卵擊石，

因此大陸所採取的策略是先發展國內電影市場，再拓展國外電影市場。

1980 年代起，中國大陸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由於當時大陸經濟還十

分落後，缺乏建設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因此採取的策略就是吸引境外資金

和技術協助本國的經濟發展，決定採取「引進來」的策略，以大陸龐大的

電影市場作為誘因，吸引境外資金、人才和技術投入大陸電影的發展，待

本國電影市場具備足夠的條件，再推動電影「走出去」，拓展國外電影市

場，以提升大陸電影的國際競爭力與文化影響力。

對於中國大陸電影企業而言，大陸國內市場應是最熟悉的市場，基於

對本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風俗人情、需求偏好的瞭解，大陸電影公司

更容易製作符合本國觀眾口味的影片，先有效掌握並擴大國內市場的市占

率，提升本國電影的質量與水準，作為進軍國際市場的準備。其具體作法

是將國外電影「引進來」合作拍片，再推動大陸電影「走出去」，經由電

影的國際合製與輸出，作為拓展海外市場、展現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

要途徑。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崛起，好萊塢已將大陸視為最具潛

力的海外市場，並借助政治和經濟力量採用多種策略開發此一市場。面對

當前美國主導全球電影市場的格局，及大陸電影市場的崛起，中美電影合

作已成為大勢所趨。而大陸的回應策略，便是藉由「中外合拍」電影，逐

步取得在全球文化市場的話語權，開拓參與國際電影市場的管道，並透過

合拍片的輸出與國際推廣，強化大陸本國電影的實力。

第三節　「中外合拍」推動電影「走出去」的成效分析

「中外合拍」模式，是中國大陸推動電影「走出去」，提升「文化軟

實力」的具體策略與實際操作方式，目的在於擴大大陸電影的海外市場與

經濟效益，提升大陸「文化軟實力」的國際影響力，進而充擴大陸的綜合

國力。其具體作法是引進國外的資金、人才、技術協助本國電影產業與

技術升級，擴大國內電影市場規模，待本國電影的經濟與藝術實力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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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水準，有能力在國際電影市場取得一席之地後，再同樣經由「中外合

拍」的模式，利用國外電影企業的國際發行通路，將具有中國元素的合

拍電影推向國際市場，以擴展大陸電影的海外市場，彰顯其「文化軟實

力」。因此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可視為是目前大陸推動電影「走出

去」，提升其「文化軟實力」的一種策略運用。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帶動大陸電影市

場的高速成長，使得一向以西方為主體的國際電影市場產生一些轉變，開

始主動嘗試迎合大陸的法規和價值觀，顯示「中外合拍」電影已從過去的

「借船出海」，到目前的「聯合造船」，反映出大陸正逐漸在「中外合拍」

的過程中取得對等，甚至是優勢的地位。

儘管「中外合拍」模式對於中國大陸本身而言，是實現其經濟與文化

「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步驟，但對國外電影企業而言，合拍最大的誘因，

莫過於以合拍模式進入大陸市場，可排除外國影片進口的配額限制。大陸

原本希望透過合拍片把中國文化、中國價值觀輸出至全世界，但實際上經

濟利益才是目前國外電影企業，特別是美國好萊塢與大陸合拍的最大動

機，雙方對合拍的認知差異，是影響其成效的主因之一。

綜觀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的實踐歷程，在「引進來」的部分

無疑是較「走出去」更加具有實際的成效。因為大陸快速成長的電影市

場，是目前世界各國亟欲進入的新興市場，相對而言，各國對於大陸電

影的興趣遠不及於對大陸電影市場的關注的程度。因此儘管目前「中外合

拍」影片已成為大陸進軍海外電影市場的主力，但顯然「引進來」較「走

出去」對國外片商而言更具有實質的吸引力。

近年來，中國大陸國內電影市場逐年成長，2013 年國內電影票房已

達 217 億元，但大陸電影的海外市場卻並未相對提升。2010 年大陸電影

海外市場收入為 35.17 億元，2011 年 20.46 億元，2012 年 10.63 億元，

2013 年 14.14 億元，海外電影票房不升反降，整體呈現下滑的趨勢。
18

 

此外，2010 年中國大陸電影產量 526 部，其中進入海外市場的影片

47 部，不及 9％。至 2013 年，大陸電影產量 638 部，其中進入海外市

場的影片 45 部，比例降至 7％，僅有少數的合拍片進入國際市場被國外

觀眾所觀賞。反觀 2009 年美國電影的全球市場票房（不包括衍生商品價

值）接近 300 億美元，大陸電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僅相當於美國電影票房收

18 何江，「2013中國電影市場 國產戶淩駕『好萊虎』」（2014年 1月 21日），2014年 2月 12日
下載，《京華時報》，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20140121/171853906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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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 3％，顯示大陸對外電影貿易仍處於嚴重逆差的狀態，
19

 國際競爭優

勢明顯不足。

整體而言，目前中國大陸國產影片年產量雖然不少，但能夠成功進入

國際市場的影片卻為數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文化折

扣」現象，除少數古裝武俠大片外，整體而言大陸電影在國際市場的接受

程度並不高，這是大陸電影「走出去」所面臨最大的挑戰。

第四節　「中外合拍」模式的展望

「中外合拍」模式是中國大陸推動電影「走出去」所採取的具體步

驟，展望「中外合拍」電影模式的發展和前景，以下歸納數點，是今後

「中外合拍」模式可能發展與強化的方向：

一、強化海外行銷能力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電影缺乏海外行銷通路，以致大陸電影進入海外

市場的機會受阻。由於受限資金和行銷通路不足，大陸影片攝製完成後，

行銷推廣的經費預算與西方電影相較明顯偏低。根據瞭解，美國影片的拍

片預算有三分之—用於宣傳發行，而大陸現行的宣傳預算僅二十分之—，

二者相去甚遠。因此大陸電影「走出去」最迫切的應是加強國際宣傳的力

度。
20

 

目前中國大陸國產影片的海外行銷缺乏通路，大多數製片公司缺少國

際行銷的能力，因此大陸國產影片想走向世界，首先必須建立完整的海外

行銷體系，增加影片的國際能見度，創造大陸電影在國外市場被接受的條

件。其具體作法，是推動大陸的電影企業「走出去」，真正深入國外市場

瞭解當地觀眾的需求。

首先，透過與國外電影企業投資合作拍片，打開海外市場知名度，再

進一步通過資本輸出，在一些主要的國外市場併購一定規模的電影公司，

將資本和服務向國外輸出，也就是以經濟「走出去」，帶動文化「走出

去」的「兩條腿」策略，實現大陸電影「走出去」的戰略目標。唯有取得

19 「從文化折扣角度看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產品策略」（2012年 10月 23日），2013年 12月 5日
下載，《安徽省商務網》，http://anhui.mofcom.gov.cn/article/sjgongzuody/201210/20121008397971.
shtml。

20 鄧晨曦，「缺少文化價值 中國電影海外收入下降 43%」（2013年 9月 6日），2013年 12月 25日
下載，《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ul.china.com.cn/2013-09/06/content_627829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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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影公司的經營主導權，才能取得國際市場的發行通路，為大陸電影

走向國際市場營造有利的外在條件。

二、表達方式力求國際化

當前中國大陸電影必須充分利用「中外合拍」的模式，運用國外合拍

機構的國際發行管道，以國際化的視野，和國際化的電影語言，傳達中國

元素的故事，否則大陸電影將很難「走出去」與國外競爭，打開國際市

場。

目前中國大陸電影面臨難以「走出去」的困境，大陸電影行政部門指

出，大陸電影在國際傳播方面存在「三多三少」現象，即電影產量多，但

真正能夠實現國際傳播的少；參加公益性對外交流的多，但實現商業輸出

的少；進入國外藝術院線的多，但能夠進入國外主流商業院線的少。多年

來，只有「英雄」和「臥虎藏龍」等少數大陸電影能夠打進北美地區主流

院線，並取得一定的口碑和票房。

反觀美國電影卻以靈活的文化策略，成功運用中國元素積極搶進中國

大陸與國際市場，其策略作為值得參考。

從 1998 年迪士尼（Walt Disney Productions）的「花木蘭」，到 2008

年夢工廠（DreamWorks, SKG）的「功夫熊貓」，美國動畫電影在全球引

領風潮。好萊塢無論是將「代父從軍」這個家喻戶曉的中國傳統故事，或

「功夫」、「熊貓」兩個鮮明的中國元素作結合，將這些中國化的符號，以

好萊塢的方式重新包裝，作出世界性的描述，形成一個全新的好萊塢電影

產品，並在大陸與國際市場大受歡迎。「功夫熊貓」在大陸市場的票房收

入達 1.7 億元，全球票房 6.3 億美元。2011 年「功夫熊貓 2」乘勝追擊，

再創 6.6 億美元的全球票房，「功夫熊貓 3」預計在 2016 年推出。這是值

得大陸「中外合拍」仿效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外合拍」強調中國元素所

應反思與借鏡的地方。
21

 

三、題材的普世性策略

Colin Hoskins 等人指出，影視產品要行銷到不同國家，必須能為多

數觀眾所接受，儘量減少和本土文化直接相關的成分，多使用普世的、廣

為世人所接受的價值觀念。這些產品必須具備足夠的文化吸引力，才能減

21 李彥，「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時，國產片海外發行每年數量卻不足總產量的
10％—內外票房落差大 中國電影的國際坐標在哪兒？」（2013年 10月 15日），2013年 12月
4日下載，《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2013/1015/c40606-23209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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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問題，以降低購買和收看文化差異較大節目的意願。

以近年韓國影視產業發展為例，韓國影視打入中國大陸與亞洲市場，

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傳播案例。

2014 年 7 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韓期間，其夫人彭麗媛曾

公開表示觀賞過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可見韓劇在大陸風行的程度。其

成功的關鍵，就在於題材的普世性策略，也就是好萊塢形式美學（formal-

aestshetic）的充分運用。以俊男美女加上浪漫愛情的經典不敗組合，配合

近年頗為流行的「時空穿越」劇情，成功找到不同文化間的契合點，實現

文化心理的對接，降低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文化折扣」。

四、降低制度性的干擾

當前中國大陸電影雖已實現市場化與產業化的改革，但在行政管理

上，仍屬於意識形態的領域。在大陸現行的電影發行放映許可制度下，國

內外電影企業欲藉由「中外合拍」模式進入大陸電影市場，其中就包含電

影審查制度把關，與能否通過審查取得發行放映許可證的風險。面對電影

審查這類相對不穩定的規範標準，就可能造成投資大陸電影時，無法事先

充分評估風險等可預見的負面結果，影響國外合拍的意願。

中國大陸現行的電影審查制度，對於影片的劇本與內容進行行政審

核，且牽涉的項目繁複，缺乏一致的標準，致使合拍片的創作空間受到限

制，出現合拍片類型題材單一化的現象，因而影響海外電影票房的成績，

成為「中外合拍」電影長期發展的隱憂。如何降低制度干擾「中外合拍」

電影的發展，是值得深思的議題。

五、優先發展文化接近的市場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由於歷史、地理、語言等方面的原因，港澳、台

灣、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與中國文化有著傳統的鄰近性，因此

大陸的文化產品在這些地區所受到的文化折扣也應較西方為低。

當前中國大陸電影要「走出去」，應該優先選擇與本國具有文化鄰近

性的市場，因為在這些市場所面臨的「文化折扣」相對較少，意味著大陸

電影較容易被這些地區的觀眾所接受。
22

 因此加強與具有文化鄰近性的市

場合拍，也就是優先選擇與華語地區、東亞地區市場的合作，可能是實現

大陸電影「走出去」較為可行的步驟。

22 「從文化折扣角度看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產品策略」（2012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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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合華語市場的策略

對於中美合拍片的發展，根據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研究學者駱思典

(Stanley Rosen) 的研究，近年來中美合拍片的數量其實有下降趨勢，主要

原因是中美在電影發展方面有著不同的目標。中國大陸一方面想透過電影

的對外輸出發展文化「軟實力」，另一方面想要學習美國的電影科技，及

對全球電影的發行和市場行銷策略打開海外市場，而美國方面想要的則是

大陸的電影市場，中美合拍片的成效總體而言並不成功。

與中國大陸不同，美國影視文化非常強勢，外來影視產品難以進入。

相同的情形，近年來韓劇在大陸受歡迎程度空前，這些外來的文化進入大

陸市場似乎總比中國文化在海外的推廣更為成功。儘管近年來，大陸在電

影製作水準方面已有明顯的提升，但推動大陸電影「走出去」的成效並不

顯著。因此目前大陸電影應該先將重心放在發展本國市場，並對進軍國際

市場抱持比較務實的期許。
23

 

隨著中國大陸與亞洲市場的崛起，已成為美國好萊塢電影所倚重的新

興市場。因此加強與港台電影的合作，充分整合華語電影市場，應是「中

外合拍」優先發展的策略，也是目前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是推動電影

「走出去」，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具體可行策略。

23 夏嘉，「中美『同床異夢』合拍片不成功」（2014年 3月 19日），2014年 4月 5日下載，《僑
報網》，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4/0319/9722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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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電影管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 342 號）

《電影管理條例》已經 2001 年 12 月 12 日國務院第 50 次常務會議通

過，現予公布，自 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總　理 　朱鎔基 

2001 年 12 月 25 日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了加強對電影行業的管理，發展和繁榮電影事業，滿足人

民群眾文化生活需要，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設，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故事片、紀錄片、科教

片、美術片、專題片等電影片的製片、進口、出口、發行和

放映等活動。 

第　三　條 從事電影片的製片、進口、出口、發行和放映等活動，應當

遵守憲法和有關法律、法規，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

服務的方向。 

第　四　條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主管全國電影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電影的行政部門（以下簡稱電影

行政部門），依照本條例的規定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電影管理

工作。 

第　五　條 國家對電影攝製、進口、出口、發行、放映和電影片公映實

行許可制度。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電影片的

攝製、進口、發行、放映活動，不得進口、出口、發行、放

映未取得許可證的電影片。 

 依照本條例發放的許可證和批准檔，不得出租、出借、出售

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轉讓。 

第　六　條 全國性電影行業的社會團體按照其章程，在國務院廣播電影

電視行政部門指導下，實行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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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國家對為電影事業發展做出顯著貢獻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獎

勵。 

第二章　電影製片 

第　八　條　設立電影製片單位，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 有電影製片單位的名稱、章程； 

（二） 有符合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

其主管機關； 

（三） 有確定的業務範圍； 

（四） 有適應業務範圍需要的組織機構和專業人員； 

（五） 有適應業務範圍需要的資金、場所和設備； 

（六）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審批設立電影製片單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條件外，還應當符

合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制定的電影製片單位總量、

佈局和結構的規劃。 

第　九　條 申請設立電影製片單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電影行政部門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

部門審批。 

 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內容： 

（一） 電影製片單位的名稱、位址和經濟性質； 

（二） 電影製片單位的主辦單位的名稱、位址、性質及其主管

機關； 

（三） 電影製片單位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住址、資格證明文

件； 

（四） 電影製片單位的資金來源和數額。 

第　十　條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設立電影製片單位

的申請書之日起 90 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決定，並

通知申請人。批准的，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發給

《攝製電影許可證》，申請人持《攝製電影許可證》到國務院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依法領取營業執照；不批

准的，應當說明理由。 

第 十 一 條 電影製片單位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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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責任。 

第 十 二 條 電影製片單位變更、終止，應當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

部門批准，並依法到原登記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登

記或者註銷登記。 

第 十 三 條 電影製片單位可以從事下列活動： 

（一） 攝製電影片； 

（二）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製作本單位攝製的電影片的複製品； 

（三）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在全國範圍發行本單位攝製並被許可

公映的電影片及其複製品； 

（四）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出口本單位攝製並被許可公映的電影

片及其複製品。 

第 十 四 條 電影製片單位應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證電影片的品

質。 

第 十 五 條 電影製片單位對其攝製的電影片，依法享有著作權。 

第 十 六 條 電影製片單位以外的單位獨立從事電影攝製業務，須報經國

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批准，並持批准檔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門辦理相應的登記手續。 

 電影製片單位以外的單位經批准後攝製電影片，應當事先到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領取一次性《攝製電影片許可

證（單片）》，並參照電影製片單位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具

體辦法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制定。 

第 十 七 條 國家鼓勵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以及個人以資助、

投資的形式參與攝製電影片。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

視行政部門制定。 

第 十 八 條 電影製片單位經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批准，可以與

境外電影製片者合作攝製電影片；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與境

外電影製片者合作攝製電影片。 

 電影製片單位和持有《攝製電影片許可證（單片）》的單位經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批准，可以到境外從事電影片

攝製活動。 

 境外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獨立從事電影

片攝製活動。 

第 十 九 條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應當由中方合作者事先向國務院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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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提出立項申請。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

部門徵求有關部門的意見後，經審查符合規定的，發給申請

人一次性《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許可證》。申請人取得《中外

合作攝製電影片許可證》後，應當按照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

行政部門的規定簽訂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合同。 

第 二 十 條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需要進口設備、器材、膠片、道具的，

中方合作者應當持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的批准檔到

海關辦理進口或者臨時進口手續。 

第二十一條 境外電影製片者同中方合作者合作或者以其他形式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境內攝製電影片，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

律、法規，尊重中華民族的風俗、習慣。 

第二十二條 電影底片、樣片的沖洗及後期製作，應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境內完成。有特殊技術要求確需在境外完成的，應當單項申

請，報經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批准後，按照批准檔

載明的要求執行。 

第二十三條 電影洗印單位不得洗印加工未取得《攝製電影許可證》或者

《攝製電影片許可證（單片）》的單位攝製的電影底片、樣

片，不得洗印加工未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電影片拷

貝。 

 電影洗印單位接受委託洗印加工境外的電影底片、樣片和電

影片拷貝的，應當事先經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批

准，並持批准文件依法向海關辦理有關進口手續。洗印加工

的電影底片、樣片和電影片拷貝必須全部運輸出境。 

第三章　電影審查 

第二十四條 國家實行電影審查制度。 

 未經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的電影審查機構（以下簡

稱電影審查機構）審查通過的電影片，不得發行、放映、進

口、出口。 

 供科學研究、教學參考的專題片進口和中國電影資料館進口

電影資料片，依照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的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電影片禁止載有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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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 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三） 洩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

的； 

（四）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侵害民

族風俗、習慣的； 

（五） 宣揚邪教、迷信的； 

（六） 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七） 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 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九） 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 

（十） 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電影技術品質應當符合國家標準。 

第二十六條 電影製片單位應當依照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負責電影

劇本投拍和電影片出廠前的審查。 

 電影製片單位依照前款規定對其準備投拍的電影劇本審查

後，應當報電影審查機構備案；電影審查機構可以對報備案

的電影劇本進行審查，發現有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禁止內容

的，應當及時通知電影製片單位不得投拍。具體辦法由國務

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制定。 

第二十七條 電影製片單位應當在電影片攝製完成後，報請電影審查機構

審查；電影進口經營單位應當在辦理電影片臨時進口手續

後，報請電影審查機構審查。 

 電影審查收費標準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廣播電

影電視行政部門規定。 

第二十八條 電影審查機構應當自收到報送審查的電影片之日起 30 日內，

將審查決定書面通知送審單位。審查合格的，由國務院廣播

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發給《電影片公映許可證》。 

 電影製片單位或者電影進口經營單位應當將《電影片公映許

可證》證號印製在該電影片拷貝第一本片頭處。審查不合

格，經修改報送重審的，審查期限依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重

新計算。 

第二十九條 電影製片單位和電影進口經營單位對電影片審查決定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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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自收到審查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向國務院廣播電影電

視行政部門的電影復審機構申請復審；復審合格的，由國務

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發給《電影片公映許可證》。 

第四章　電影進口出口 

第 三 十 條 電影進口業務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指定電影進口

經營單位經營；未經指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經營電影

進口業務。 

第三十一條 進口供公映的電影片，進口前應當報送電影審查機構審查。 

 報送電影審查機構審查的電影片，由指定的電影進口經營單

位持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的臨時進口批准檔到海關

辦理電影片臨時進口手續；臨時進口的電影片經電影審查機

構審查合格並發給《電影片公映許可證》和進口批准檔後，

由電影進口經營單位持進口批准檔到海關辦理進口手續。 

第三十二條 進口供科學研究、教學參考的專題片，進口單位應當報經國

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審查批准，持批准文件到海關辦理進

口手續，並於進口之日起 30 日內向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

政部門備案。但是，不得以科學研究、教學的名義進口故事

片。 

 中國電影資料館進口電影資料片，可以直接到海關辦理進口

手續。中國電影資料館應當將其進口的電影資料片按季度向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備案。 

 除本條規定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進口未經國務院廣播

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審查合格的電影片。 

第三十三條 電影進口經營單位應當在取得電影作品著作權人使用許可

後，在許可的範圍內使用電影作品；未取得使用許可的，任

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使用進口電影作品。 

第三十四條 電影製片單位出口本單位制作的電影片的，應當持《電影片

公映許可證》到海關辦理電影片出口手續。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出口的，中方合作者應當持《電影片公

映許可證》到海關辦理出口手續。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素材

出口的，中方合作者應當持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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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檔到海關辦理出口手續。 

 中方協助攝製電影片或者電影片素材出境的，中方協助者應

當持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的批准檔到海關辦理出境

手續。 

第三十五條 舉辦中外電影展、國際電影節，提供電影片參加境外電影

展、電影節等，應當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批准。 

 參加前款規定的電影展、電影節的電影片，須報國務院廣播

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審查批准。參加境外電影展、電影節的電

影片經批准後，參展者應當持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

的批准檔到海關辦理電影片臨時出口手續。參加在中國境內

舉辦的中外電影展、國際電影節的境外電影片經批准後，舉

辦者應當持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的批准檔到海關辦

理臨時進口手續。 

第五章　電影發行和放映 

第三十六條 設立電影發行單位、電影放映單位，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 有電影發行單位、電影放映單位的名稱、章程； 

（二） 有確定的業務範圍； 

（三） 有適應業務範圍需要的組織機構和專業人員； 

（四） 有適應業務範圍需要的資金、場所和設備； 

（五）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第三十七條 設立電影發行單位，應當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電影行政部門提出申請；設立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

電影發行單位，應當向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提出申

請。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電影行政部門或者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書之日起 60 日

內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決定，並通知申請人。批准的，發

給《電影發行經營許可證》，申請人應當持《電影發行經營許

可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依法領取營業執照；不批

准的，應當說明理由。 

第三十八條 設立電影放映單位，應當向所在地縣或者設區的市人民政府

電影行政部門提出申請。所在地縣或者設區的市人民政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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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書之日起 60 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

批准的決定，並通知申請人。批准的，發給《電影放映經營

許可證》，申請人持《電影放映經營許可證》到所在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登記，依法領取營業執照；不批准的，應當說明

理由。 

第三十九條 電影發行單位、電影放映單位變更業務範圍，或者兼併其他

電影發行單位、電影放映單位，或者因合併、分立而設立新

的電影發行單位、電影放映單位的，應當依照本條例第三十

七條或者第三十八條的規定辦理審批手續，並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門辦理相應的登記手續。 

 電影發行單位、電影放映單位變更名稱、位址、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負責人，或者終止電影發行、放映經營活動的，應

當到原登記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登記或者註銷登

記，並向原審批的電影行政部門備案。 

第 四 十 條 申請從事農村 16 毫米電影片發行、放映業務的單位或者個

人，可以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並

向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電影行政部門備案；備案後，可以在

全國農村從事 16 毫米電影片發行、放映業務。 

第四十一條 國家允許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以及個人投資建

設、改造電影院。 

 國家允許以中外合資或者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設、改造電影

院。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文

化行政部門、國務院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按照有關規定制

定。 

第四十二條 電影片依法取得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發給的《電影

片公映許可證》後，方可發行、放映。 

 已經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電影片，國務院廣播電影

電視行政部門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作出停止發行、放映或者經

修改後方可發行、放映的決定；對決定經修改後方可發行、

放映的電影片，著作權人拒絕修改的，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

視行政部門決定停止發行、放映。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作出的停止發行、放映的決

定，電影發行單位、電影放映單位應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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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利用電影片製作音像製品的，應當遵守國家有關音像製品管

理的規定。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電影資料片從事或者變相從事經營

性的發行、放映活動。 

第四十四條 放映電影片，應當符合國家規定的國產電影片與進口電影片

放映的時間比例。 

 放映單位年放映國產電影片的時間不得低於年放映電影片時

間總和的三分之二。 

第四十五條 電影放映單位應當維護電影院的公共秩序和環境衛生，保證

觀眾的安全與健康。 

第六章　電影事業的保障 

第四十六條 國家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電影管理體

制，發展電影事業。 

第四十七條 國家保障電影創作自由，重視和培養電影專業人才，重視和

加強電影理論研究，繁榮電影創作，提高電影品質。 

第四十八條 國家建立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並採取其他優惠措施，支

援電影事業的發展。 

 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繳納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履行

繳納義務。 

第四十九條 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資助下列專案： 

（一） 國家宣導並確認的重點電影片的攝製和優秀電影劇本的

徵集； 

（二） 重點製片基地的技術改造； 

（三） 電影院的改造和放映設施的技術改造； 

（四） 少數民族地區、邊遠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的電影事業的

發展； 

（五） 需要資助的其他專案。 

第 五 十 條 國家鼓勵、扶持科學教育片、紀錄片、美術片及兒童電影片

的製片、發行和放映。 

第五十一條 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邊遠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發行、放映

電影實行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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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對從事農村 16 毫米電影片發行、放映業務的單位和個人

予以扶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國務

院文化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規定。 

第五十二條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本行政區域建設規劃，應當包

括電影院和放映設施的建設規劃。 

 改建、拆除電影院和放映設施，應當報經所在地縣級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電影行政部門審查批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電影行政部門應當依據國家有關規定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

決定。 

第五十三條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電影行政部門和其他有關行政部門，

對干擾、阻止和破壞電影片的製片、發行、放映的行為，應

當及時採取措施予以制止，並依法查處。 

 大眾傳播媒體不得宣揚非法電影。 

第七章　罰　則 

第五十四條 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電影

行政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收受他人財物或者其他好處，批准不符合法定設立條件的

電影片的製片、發行和放映單位，或者不履行監督職責，或

者發現違法行為不予查處，造成嚴重後果的，對負有責任的

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關於受賄罪、濫用職

權罪、怠忽職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的行政處分。 

第五十五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擅自設立電影片的製片、發行、放映單

位，或者擅自從事電影製片、進口、發行、放映活動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予以取締；依照刑法關於非法經營罪的規

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沒收違法經營

的電影片和違法所得以及進行違法經營活動的專用工具、設

備；違法所得 5 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

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 5 萬元的，並處

2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五十六條 攝製含有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禁止內容的電影片，或者洗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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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進口、發行、放映明知或者應知含有本條例第二十五條

禁止內容的電影片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電影行政部門責令停業整頓，沒

收違法經營的電影片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 5 萬元以上的，

並處違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

違法所得不足 5 萬元的，並處 2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的罰

款；情節嚴重的，並由原發證機關吊銷許可證。 

第五十七條 走私電影片，依照刑法關於走私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海關依法給予行政處罰。 

第五十八條 出口、發行、放映未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電影片

的，由電影行政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經營的電

影片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 5 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 10

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

5 萬元的，並處 2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

的，並責令停業整頓或者由原發證機關吊銷許可證。 

第五十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電影行政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

收違法經營的電影片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 5 萬元以上的，

並處違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

違法所得不足 5 萬元的，並處 10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的罰

款；情節嚴重的，並責令停業整頓或者由原發證機關吊銷許

可證： 

（一）未經批准，擅自與境外組織或者個人合作攝製電影，或

者擅自到境外從事電影攝製活動的； 

（二）擅自到境外進行電影底片、樣片的沖洗或者後期製作，

或者未按照批准檔載明的要求執行的； 

（三）洗印加工未取得《攝製電影許可證》、《攝製電影片許

可證（單片）》的單位攝製的電影底片、樣片，或者洗

印加工未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電影片拷貝的； 

（四）未經批准，接受委託洗印加工境外電影底片、樣片或者

電影片拷貝，或者未將洗印加工的境外電影底片、樣片

或者電影片拷貝全部運輸出境的； 

（五）利用電影資料片從事或者變相從事經營性的發行、放映

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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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按照規定的時間比例放映電影片，或者不執行國務院

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停止發行、放映決定的。 

第 六 十 條 境外組織、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獨立從事電影片攝製

活動的，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責令停止違法活

動，沒收違法攝製的電影片和進行違法活動的專用工具、設

備，並處 3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一條 未經批准，擅自舉辦中外電影展、國際電影節，或者擅自提

供電影片參加境外電影展、電影節的，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

視行政部門責令停止違法活動，沒收違法參展的電影片和違

法所得；違法所得 2 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 2 萬元的，

並處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二條 未經批准，擅自改建、拆除電影院或者放映設施的，由縣級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電影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恢復電影院或者放

映設施的原狀，給予警告，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

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紀律處分。 

第六十三條 單位違反本條例，被處以吊銷許可證行政處罰的，應當按照

國家有關規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登記或者註銷登

記；逾期未辦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 

第六十四條 單位違反本條例，被處以吊銷許可證行政處罰的，其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自吊銷許可證之日起 5 年內不得擔任電

影片的製片、進口、出口、發行和放映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負責人。 

 個人違反本條例，未經批准擅自從事電影片的製片、進口、

發行業務，或者擅自舉辦中外電影展、國際電影節或者擅自

提供電影片參加境外電影展、電影節的，5 年內不得從事相

關電影業務。 

第六十五條 未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履行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繳納義務

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電影行政部門責令限期補交，並自

欠繳之日起按日加收所欠繳金額萬分之五的滯納金。 

第六十六條 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實施罰款的行政處罰，應當依照有關法

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實行罰款決定與罰款收繳分離；收繳

的罰款應當全部上繳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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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則 

第六十七條 國家實行《攝製電影許可證》和《電影發行經營許可證》、

《電影放映經營許可證》年檢制度。年檢辦法由國務院廣播

電影電視行政部門制定。 

第六十八條 本條例自 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1996 年 6 月 19 日國務院

發布的《電影管理條例》同時廢止。 

資料來源：  「電影管理條例」（2007 年 2 月 16 日），2014 年 5 月 28 日下

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http://www.sarft.

gov.cn/articles/2007/02/16/20070913144431120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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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令 （第 31 號）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經 2004 年 6 月 15 日局務會議通

過，現予發布，自 2004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 

局 長：徐光春 

2004 年 7 月 6 日 

第　一　條 為繁榮電影創作生產，維護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的製片者及

相關人員的合法權益，促進中外電影交流，根據《電影管理

條例》，制定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規定所稱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是指依法取得《攝製電影

許可證》或《攝製電影片許可證（單片）》的境內電影製片者

( 以下簡稱中方 ) 與境外電影製片者 ( 以下簡稱外方 ) 在中國

境內外聯合攝製、協作攝製、委託攝製電影片。

第　三　條 本規定適用於中外電影製片者在中國境內外合作攝製的故事

片、美術片、科教片、紀錄片、專題片等電影片（含膠片電

影、數位電影、電視電影等）。

第　四　條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 以下簡稱廣電總局 ) 負責中外合作

攝製電影的管理工作。

第　五　條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包括下列形式：

（一） 聯合攝製，即由中外雙方共同投資 ( 含資金、勞務或實

物 )、共同攝製、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擔風險的攝製

形式；

（二） 協作攝製，即外方出資，在中國境內拍攝，中方有償提

供設備、器材、場地、勞務等予以協助的攝製形式；

（三） 委託攝製，即外方委託中方在中國境內代為攝製的攝製

形式。

第　六　條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一） 符合中國憲法、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

（二） 尊重中國各民族的風俗、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



223

附　錄

（三） 有利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四） 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思想道德建設和社

會安定；

（五） 有利於中外電影交流；

（六） 不得損害第三國的利益。

第　七　條 國家對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實行許可制度。

 境內任何單位或個人未取得《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許可證》

或批准檔，不得與境外單位或個人合作攝製電影片。未經批

准，境外單位或個人不得在中國境內獨立攝製電影片。

第　八　條 申請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 持有《攝製電影許可證》或《攝製電影片許可證（單

片）》的中方製片單位（含在境內批准註冊的中外合資

電影製片公司，下同）；

（二） 中外合作雙方均不在因違反《電影管理條例》而停止攝

製電影片的處罰期內。

第　九　條 申請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應當向廣電總局提供下列材料：

（一） 中方製片單位的攝製立項申請；

（二） 中方製片單位的《攝製電影許可證》（《攝製電影片許

可證（單片）》）及營業執照影本；

（三） 電影文學劇本（規範漢字）一式三份；

（四） 外方的資信證明和合拍影片情況；

（五） 中外雙方合作意向書或協議書，主要內容應明確：合作

各方投資比例、中外主創人員比例、底樣片沖洗及後期

製作地點、是否參加國內外電影節（展）等；

（六） 主創人員簡介。

第　十　條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立項申報審批程式：

（一） 中方製片單位向廣電總局提出申請；

（二） 廣電總局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期限受理申請單位

提出的書面申請；

（三） 決定受理的，廣電總局應當在二十個工作日內作出批准

或不批准立項的決定。電影劇本須經專家評審的，應書

面告知申請單位，其評審時間應在二十個工作日內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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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符合聯合攝製條件的，發給一次性《中外合作攝製電影

片許可證》；符合協作攝製、委託攝製條件的，發給批

准檔。不批准的，應當書面說明理由。

第 十 一 條 取得《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許可證》或批准檔後，中外雙方

應根據批准立項的內容簽訂合同。 

第 十 二 條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許可證》有效期為兩年。

第 十 三 條 聯合攝製中需聘用境外主創人員的，應當報廣電總局批准，

且外方主要演員比例不得超過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二。

第 十 四 條 聯合攝製的電影片，應當製作普通話語言版本，其字幕須使

用規範漢字。根據影片發行的需要，允許以普通話版本為標

準，製作相應國家、地區、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版本。

第 十 五 條 中外合作攝製完成的電影片，經當地省級廣播影視行政部門

提出初審意見後，報廣電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審查；中央和

國家機關所屬電影製片單位和持有《攝製電影片許可證（單

片）》的單位申請立項並攝製完成的電影片，直接報廣電總局

電影審查委員會審查。

第 十 六 條 聯合攝製的電影片，經審查合格，取得廣電總局頒發的《電

影片公映許可證》後，方可在中國境內外發行公映。

 協作攝製、委託攝製的電影片，經審查合格的，可持廣電總

局的批准檔辦理出境手續。

第 十 七 條 中外雙方如需更改已經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電影

片，應當報廣電總局審批。

第 十 八 條 中外合作攝製的電影底片、樣片的沖印及後期製作，應在中

國境內完成。因特殊需要在境外完成的，應報廣電總局批准。

 剪餘的底樣片素材暫由中方保存，影片在境外公映半年之後

方可出境。

第 十 九 條 聯合攝製的電影片，需參加中外電影節（展）的，應按照舉

辦、參加中外電影節（展）的有關規定報廣電總局備案。

第 二 十 條 外方應通過中方在中國內地聘用電影創作及勞務人員，並依

據中國法律、法規與應聘者簽訂合同。

第二十一條 對違反本規定的行為，依據《電影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處

罰。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適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地區的電影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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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境內合作攝製電影。

第二十三條 本規定自 2004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廣電總局《中外合作攝

製電影片管理規定》（廣電總局令第 19 號）同時廢止。 

資料來源：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年 8月 10日），2014年

5月 28日下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http://

www.sarft.gov.cn/articles/2004/08/10/2007092409051784060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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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2014 年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統計

（億人民幣）

國內電影
總票房

增長 國產電影
票房

進口電影
票房

國產電影
票房比重

進口電影
票房比重

296.39 36.15％ 161.55 134.84 54.51％ 45.49％

故事片年
產量

票房過億元
影片

票房過億
國產影片

全年觀影
人次

新增影院
數量

新增銀幕
數量

618 部
（2013 年：  

638 部）

66 部
（2013 年：

60 部）

36 部（2013
年：33 部）

8.3 億 1,015 家
（總數：
4715 家）

5,397 個
（總數：

2.36 萬個）

陸片海外
票房

增長 2014 年美國電影票房
全球占比

2014 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
全球占比

18.7 32.25％ 27％ 13％

資料來源： 路那琳，「2014 大陸電影市場回顧：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之後」（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 6 日下載，《台北市電影委員會》，http://www.taipeifilmcommission.org/

tw/MessageNotice/WorldDet/383。

 「大陸去年電影總票房 1543 億元」（2015 年 1 月 6 日），2015 年 1 月 6 日下載，《中

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501060265-1.aspx。

2014 年中國大陸 10 大賣座電影

排名 片名 票房（億人民幣） 產地

1 變形金剛 4 19.79 美國

2 心花路放 11.67 中國大陸

3 西遊記之大鬧天宮 10.43 中港合拍

4 Ｘ戰警：逆轉未來 7.23 美國

5 美國隊長 2 7.2 美國

6 猩球崛起：黎明之戰 7.13 美國

7 爸爸去那兒 6.95 中國大陸

8 分手大師 6.66 中國大陸

9 後會無期 6.3 中國大陸

10 銀河護衛隊 5.88 美國

資料來源： 「2014 年中國內地影院上映電影票房年度總排行」（2014 年 10 月 15 日），2014 年

12 月 27 日 下 載，《 前 瞻 網 》，http://www.qianzhan.com/guide/detail/315/141015-

1f73c678.html。

 「2014 年電影票房過億影片統計表」（2014 年 11 月 7 日），2014 年 12 月 27 日下載，

《天涯社區》，http://bbs.tianya.cn/post-333-575168-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