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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北上─中港合製電影中的文化勞動分工：
以 CEPA 為分界
摘要
本研究主要援引「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理論（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簡稱 NICL）
，探討中國大陸、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簡稱 CEPA）後，
中、港合製電影投資、產製、發行、映演分工與勞動變化，對不同生產位置的香
港電影工作者，以及香港本地電影產業分別造成哪些影響。最後，回歸台灣電影
產業，近年國片復甦，中國大陸、台灣簽屬《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 ECFA），台灣電影登陸不受配額限制，
促使兩岸合製興起，本研究將以香港經驗為鑑，試圖分析未來可能的兩岸合製模
式，提出對台灣電影產業的前瞻性觀察，供產、官、學界參考。
關鍵字：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合製電影、香港電影、中國電影、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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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northward──the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in the
movie co-production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After the implement of CEPA.
Yu-Ping Kang

Abstract
This study references the theory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NICL) to explore how changes in the investment,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labor division, and labor processes of films co-produced by filmmaker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have influenced Cantonese filmmakers with various production roles and
Hong Kong’s domestic film industry after China and Hong Kong established th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Regarding Taiwan’s film industry,
the production of domestic films has recently resumed. Since China and Taiwan
established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films distributed in China has been exempt from quota restrictions,
stimulating the resurgence of film co-produ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Hong Kong’s experience to analyze potential co-production
models for China and Taiwan, and provides prospective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aiwan’s film industry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Keyword: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co-production,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China film industry, Taiwan fil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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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8 年 8 月，魏德聖執導的《海角七号》上映，這部成本 5000 萬台幣，連
導演都得抵押房產、舉債拍攝的國片，沒有大卡司和特效，初期行銷宣傳費用也
只有 500 萬，卻依靠網路口碑、新聞媒體爭相報導，引發一波「海角熱潮」。上
映的 4 個月間，全台賣座 5.3 億，打破台灣電影紀錄，對低迷已久、只要破千萬
便算告捷的國片市場來說，無疑是一大奇蹟（行政院新聞局，2009）。
正因為《海角七号》賣座，國片破千萬、破億成為可能，
「台灣電影有救了」
充斥媒體版面。緊接著，2010 年農曆春節假期，鈕承澤執導、李烈監製的《艋
舺》
，票房上探 2.5 億；2011 年《雞排英雄》
、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
《賽
德克‧巴萊》
；2012 年《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
、
《陣頭》
、
《愛 LOVE》
、
《犀
1
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 一部部破億國片陸續成為鎂光燈焦點，
慘淡數十年的台灣電影，突然變成政府、企業眼中有「走出去」實力、值得投資
的文化產業（馬岳琳、白詩瑜，2011）。
在此背景下，國片拓展了錢潮，也催化台灣與中國大陸進行更密切的電影交
流。2010 年 6 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 ECFA）簽署，同年 10 月底，ECFA 早收清單中電影進口配額
規定生效。過去，中國電影市場一年只有 50 部進口配額，20 部是好萊塢電影，
2
台灣電影只能和其他國家競爭 30 個配額。然而，自此國片登陸不受限制，只要
通過內容審查，便可在全年票房約 130 億人民幣的中國電影市場分一杯羹。
1

2011 年，
《雞排英雄》全台票房統計逾 1 億 2 千 8 百萬台幣；《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台灣票房約 4 億 6 千萬，香港票房則逾 6 千 1 百萬港幣，成為香港影史華語片冠軍，中國上映
24 天，票房累積超過 7 千 1 百萬人民幣；
《賽德克‧巴萊》上下集票房共計約 8 億 8 千萬。2012
年，
《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票房全台破 1 億；
《陣頭》則達 3 億 1 千 5 百萬；
《愛 LOVE》
台灣票房 1 億 6 千萬，中國票房近 2 億人民幣；《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台灣票房為
1 億 3 千萬。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自由時報》（2012.03.25）
。
〈陣頭票房破 3.15 億 感恩謝幕〉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mar/25/today-show4.htm
《大紀元》
（2012.3.16）
。
〈郭采潔出席愛特映 晉升億萬票房演員〉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3/15/n3541322.htm%E9%83%AD%E9%87%87%E6%BD%94%E
5%87%BA%E5%B8%AD%E6%84%9B%E7%89%B9%E6%98%A0-%E6%99%89%E5%8D%87%E
5%84%84%E8%90%AC%E7%A5%A8%E6%88%BF%E6%BC%94%E5%93%A1
2
2012 年 2 月 18 日，中美就 WTO 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達成協議，中國自此每年將增加
14 部美國進口大片，以 IMAX 和 3D 電影為主，美國電影票房分帳比例也從 13％提高到 25％。
資料來源：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02.20）
。
〈美大片進口配額增至 34 部 分帳比例提高一倍〉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1/6/0/10201604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01
6048&mdate=0220113534
1

據此，有些台灣電影人認為，唯有深化兩岸交流，才能一改頹勢，未來不應
僅著眼於台灣，廣大的中國市場，才是最終目標。 但是，比起以進口片身分取
得門票，得先克服兩岸文化差異、中國官方審查制度、壟斷性的國有發行體系，
再和年產量 4、500 部的中國國產電影競爭，不諳狀況的台灣影人，實難有勝出
機會。 因此，以兩岸合製電影方式、直接與中國資方、製方合作，開拓大中華
市場，便成為台灣影人西進的最佳選擇。
以 2011 年底到 2012 年初為例，改編自幾米繪本，中國華誼兄弟「H 計劃」
投資、3陳國富監製、林書宇導演的《星空》
，在中國資金挹注後，預算由原先約
2、3000 萬台幣，擴大到 4 倍之多，總成本近 9000 萬，成為台灣製作，中方負
責中國上映、發行的合製片。之後，雖然這部「小清新」電影票房不如預期，4卻
為華誼投資兩岸合製電影開拓先機。
除了《星空》
，2012 年情人節檔期兩岸同步上映、鈕承澤執導的《愛 LOVE》
同樣跟華誼合作，總成本高達 3 億台幣，由鈕承澤的紅豆製作與華誼對等投資，
並網羅兩岸當紅演員、赴北京取景。有華誼這樣的上市公司加持，運用旗下傳媒、
影院資源宣傳、上映，《愛 LOVE》兩岸賣座破億，上映 1 個月票房合計約 8 億
台幣，鈕承澤更認為，台灣應把握與中國同文同種優勢，聯手打造華人電影帝國
（曾桂香、張博亭，2012 年 3 月 13 日；黃怡玫，2012 年 3 月 16 日）。
執導多部兩岸合製片的朱延平也曾表示，國片如果走不出台灣，會導致電影
人只願拍攝成本 5 千萬以內的電影，ECFA 簽訂後，台灣電影不再局限於 2300
萬人口的票房，而是 13 億人口的超級大市場，也讓投資者願意將投資金額提高
（邱瓊玉，2010 年 7 月 4 日）。然而，有豐富跨國合製經驗的製片焦雄屏認為，
以兩岸固有文化、語言共通性，只要能做到同中存異，相信與中國合作將是台灣
電影可能的獲利模式之一（田婉婷，2010 年 7 月 1 日）。
此外，從文化部《電視內容、電影及流行音樂 3 產業發展旗艦計畫 99－103
年》也可看出，5政府正積極推動合製，以拓展中國與亞太市場。該計畫將提供
合製片業者所需資金、市場資訊、創意開發、行銷平台等協助，並以 2008 年朱

3

中國華誼兄弟於 2011 年 2 月 25 日宣布，2012 年將推動 11 名導演、10 部電影組成「H 計劃」，
支持中、港、台馮小剛、徐克、林書宇、烏爾善、馮德倫、彭浩翔等導演，類型囊括古裝、武俠、
愛情、奇幻等。
4
《星空》台灣票房約 3 千 5 百萬，中國上映兩周約 1 千 5 百萬人民幣。
資料來源：
《中時電子報》（2011.11.19）
。
〈星空大陸票房先盛後衰〉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showbiz/110511/112011111900090.html
5
2012 年 5 月 20 日，配合政府組織再造，行政院新聞局裁撤、合併到文化部，電影相關業務則
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下的電影產業組接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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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的《功夫灌籃》為典範，預計 5 年內輔導 10 部規模相近之合製片。此外，
新聞局更從 2010 年起委託相關學、業界進行「華語市場趨勢研究」
，加速推動兩
岸電影交流，希望國片能在 5 年內占中國市場 6.9％。
由此可知，台灣產、官、學各界都希望趁中國電影市場崛起、搶占一席之地。
但就在兩岸交流逐漸熱絡、台灣電影人盼望西進中國時，香港電影人則早一步以
同樣方式北上神州。
2004 年 1 月 1 日，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安排》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簡稱 CEPA）生效，打從 1979
年中國「改革開放」，經歷市場經濟、香港回歸、金融危機、全球化浪潮……，
中港合製片走過 30 多年，自此邁向顛峰（尹鴻、何美，2009）。
CEPA 實施後，香港電影不再受中國進口配額限制，通過審查即可發行、上
映，中港合製片規定也進一步放寬，享有中國國產片待遇。據此，香港電影業界
充滿希望，高喊「合作救港片」
、
「互補就是雙贏」
，認為自 1990 年代中期逐漸衰
退的電影產業，可藉由與中國的合作、交流，開拓新商機。
香港電影產業曾有「東方好萊塢」之稱，全盛的 1980 年代、90 年代初期，
製作量僅次於美國、印度，平均每年產製 100 多部港片。一直以來，香港因為本
土市場不大，電影產量超過負荷，讓港片必須學會面對海外觀眾，外埠市場更顯
重要。比起以內需為主的印度，在出口方面，香港排行全球第二，1980 年代港
片輸往全球 70 多個國家，出口總額更在 1989 年達到 1.2 億港幣，海外港產片票
房也在 1992 年飆升到 1.86 億（鍾寶賢，2004），其中像台灣、韓國、泰國、馬
來西亞等地區，港片甚至可占進口電影數量逾 1／3，而海外收入一直都占香港
電影總收入的 2／3 以上（李丁讚，1996；張燕，2003）。
依賴外埠市場的香港電影，最終也因為海外資金迅速湧入走向衰退。1988
年至 1992 年，台灣片商看好港片，資金大幅加碼，電影產量激增、供過於求，
濫拍使得品質良莠不齊，票房下跌，待片商發覺無利可圖、匆匆離去，市場一蹶
不振（鍾寶賢，2004）
。此外，1993 年起，香港電影市場逐漸被好萊塢侵占，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是嚴重打擊，東南亞市場日益消逝，加上 2000 年網路泡沫
化、2003 年 SARS 風暴，以及盜版猖獗，香港電影產業自此榮景不在（尹鴻、
何美，2009；曾仲堅、馬傑偉，2010）。
有鑑於此，CEPA 無疑為香港電影開啟另一扇窗。檢視後 CEPA 時期香港電
影產業概況，由於優惠措施，中港合製片從 CEPA 簽署前每年平均 10 部，成長
到 3、40 部之多，將近有 4／5 都是合製片（許樂，2011 年 6 月），再以票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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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010 年香港前 10 大賣座華語片中，就有 6 部是合製片。
CEPA 帶起的合製風潮，使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和中方合作，為雙方降低
風險，擴大市場，並增加投資保障。加上香港電影在製作、發行、映演上較有經
驗，配合中資挹注、運用當地資源，雙方互通有無，面對廣大的中國市場，合製
片通常能獲得佳績，讓香港電影人賺飽荷包。同時，為求中國觀眾認同，「根據
內地文化轉型」成為創作原則，審查制度是不可踰越的尺，香港電影人往往看好
中國市場，離香港本土越來越遠。
但當資源磁吸北上，香港本地電影產業則開始空洞化，很多中小型電影無法
開拍，產業內部青黃不接，即使開拍，也因為成本有限，影響電影品質。如同香
港導演陳可辛在 2012 年香港電影節上說：
「從工業的宏觀角度講，純正的港產片
10 年前就已經死了。」
（鄧艷剛，2012 年 3 月 28 日）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蒸蒸日
上、成為華語市場核心，手握大把鈔票，投資每部平均成本逾 1.2 億人民幣的合
製大片（吳柏羲，2011），香港電影產業卻陷入停滯，合製模式因此改變，形成
不同的權力劃分，反映後 CEPA 時期合製片由市場配置的趨勢（尹鴻、何美，
2009）。
綜上所述，首先，本研究希望深入了解 CEPA 簽署前後，政治、經濟變化對
合製片之影響，分析如產量、票房、預算、類型演變，釐清全貌；再者，除了二
手文獻、資料杷梳，本研究將透過訪談參與中港合製電影的香港電影人，進一步
了解香港電影面對 CEPA 的因應之道為何？從投資、製作、發行與映演階段來
看，CEPA 實施後，中、港分工有何差異？對香港電影產業、工作者影響為何？
CEPA 是否真如預期拯救了香港電影產業？
最後，回歸台灣電影產業，本研究將從台灣電影現況出發，分析 ECFA 放寬
國片登陸進口配額後，台灣電影產業的因應策略，並對照 CEPA 對香港電影產業
造成的影響，台灣政府與電影人大都對 ECFA、兩岸交流感到樂觀，鮮少針對合
製可能伴隨著產業與人才外移、中國官方審查限縮創作空間等問題進行討論，忽
略 CEPA 反而讓香港電影人爭相北上、更加傾向中國。因此，本研究將以香港經
驗為鑑，在研究目的上，將分析 CEPA 後中、港合製電影的文化勞動、分工狀況，
以及香港電影產業的利弊得失，並訪談曾參與合製的台灣電影人，綜合香港、台
灣經驗，找出未來兩岸可能的合製模式，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勞動狀況又會如何改
變？以供產、官、學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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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香港學者洛楓曾在《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中，用
「邊緣」形容香港在時間、空間以及身分定位上的流動性（洛楓，2002，頁 1-3）。
首先，時間上，經歷 1842、1860 兩次「鴉片戰爭」後，香港被清朝政府割
讓給英國，展開長達 153 年的殖民歲月。直到 1984 年「中英簽章」確定香港主
權在 1997 年回歸中國，但具有資產的香港富裕階層，卻擔憂回歸後的不確定性，
紛紛移居海外。1989 年中國「天安門事件」
，再度打擊港人的政治信心，於是引
發另一次龐大移民潮。之後，1997 年 7 月 1 日，眼見英國國旗在燦爛的煙花中
落下、主權順利轉移，還未整理心情面對歷史，香港又被丟進接下來的亞洲金融
風暴、SARS 危機，2008 年的金融海嘯中，香港人面對每個荒謬、哭笑難辨又哀
戚與共的時刻，政治、經濟定位也越發曖昧。
空間方面，洛楓則指出，97 前後，香港從「殖民地」變身「回歸城市」，再
轉為「行政特區」，當中國走上世界舞台，香港以往全球金融都市的地位，遭到
上海威脅，加上 CEPA 簽署後，中、港經貿交流頻繁，香港被中國官方定義為珠
江三角洲內的商業中心，而非唯一對外窗口，也不再是與紐約、倫敦、東京有同
等地位的全球城市（洛楓，2002；黃宗儀，2008；陳家樂、朱立，2008）。
因此，在身分定位上，當時間被歷史操控、空間被治權掌管，選擇留在香港
的居民，永遠面臨「我是誰」的問題。據 2011 年 6 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對
港人認同進行調查，將身分區分為「香港人」
、
「中國人」
、
「中國的香港人」
、
「香
港的中國人」四種，結果顯示，44％自認是香港人，中國人有 23％，21％則是
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只有 10％。總之，有高達 65％的受訪者自稱廣義
的香港人，而認同單純香港人身分的也較 2010 年高出 8％。6
由此可見，香港回歸 15 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壯大，吸引許多香港人前往
投資、消費，中、港互動密切，之間的實質界線也逐漸模糊。香港雖然在經濟上
認同中國，對中國市場抱持樂觀態度，形成經濟的跨本土性（trans-local）或「經
6

2011 年 6 月 28 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公布〈最新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結果〉
，顯示若
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二元對立比較，香港巿民中無論是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
的比率，都比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高，大約有 20 至 30 個百分比的差距。若以 0
至 100 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指數愈高，正面感覺愈強），香港巿民對「香港人」的感覺最
強，然後是「亞洲人」
、
「中華民族一份子」
、
「中國人」
、
「世界公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綜合兩種測試顯示，香港巿民最認同香港人的身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份的認同程度，相
對低於其他身份認同。該研究在 95%的信心水準下調查，有關評分誤差不超過+/-2.4，有關百分
比的最高抽樣誤差則為+/-4 個百分比，調查的回應率介乎於 66%至 68%。
資料來源：http://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839.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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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國族主義」
。但在政治與社會上，香港人卻對中國高度懷疑，尤其當為求經濟
發展，不得不犧牲本土利益，例如降低政治自主權，並忍受中國發展中的種種問
題時，香港文化上的本質本土性（essentialist local）將更加彰顯，認同也更顯複
雜（陳家樂、朱立，2008；彭麗君，2010）。
正因為時間、空間、身分定位上的邊緣性，香港 19 世紀中葉開埠、成為中
國對外通商轉口地以來，無論是國際金融中心，或觀光城市，香港像是中途站，
供人自由進出，流動性成為它的文化風格（洛楓，2002）。檢視香港電影產業發
展，也可看出此現象，香港電影自 1970 年代即以外銷聞名，有東方好萊塢之稱，
故本文將分為兩部分釐清研究背景：首先，從香港電影產業談起，介紹不同時期
海外市場的角色，1980 年代後期為何衰退，之後香港電影又是怎樣開發新市場，
把目光轉往中國。再者，對照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分析近年中國電影崛起之因、
轉變與現況，藉此了解中國之於香港電影產業的意義。
壹、

當「東方好萊塢」不再─香港電影產業概況

電影是一個國家或地域的文化產品，要有充分的市場，都是先以本土為根據
地，再擴展到世界各地，好萊塢正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而香港卻相反，因為腹地
狹小，電影觀眾市場有限，本地票房收益不足以支撐龐大的製作費用，使香港電
影唯有依靠出口，才得以生存（司若，2006；陳家樂、朱立，2008）。
一、

1940~1950 年代

香港從 1842 年成為英國殖民地，早期人口相對稀少，據香港政府 1931 年人
口普查資料顯示，當時人口只有約 85 萬人（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1952,
p. 23，轉引自曾仲堅、馬傑偉，2010），與廣東省居民可相互往來，直到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府才於 1951 年設立邊境禁區、
分隔兩地。
1950 年代起，大量中國資本家、藝術家、技術工人與難民移入香港，占人口
的 2／3，約有 200 萬都是中國來的新移民（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曾仲堅、
馬傑偉，2010），此時香港依靠港口地形和地理位置，從事轉口貿易，進行簡單
的商業服務，多數居民為勞力階級，以自給自足的手工業維生，構成香港最基本
的產業活動（趙衛防、类成云，2007）。
然而，此階段香港文化仍是中國的延伸，報章雜誌由從中國逃出的文人掌
控，對他們來說，香港只是暫時的避風港，沒有值得談論、表現的文化題材，由
他們主導的媒介內容都以中國傳統生活為重，與香港毫無關連。香港電影產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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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之際，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開始，香港因港
埠地形累積起經濟實力、貿易自由，政治上也比鄰近的台灣穩定，殖民政府干涉
較少，電影產業多由中國南下的影人掌控，做為次於上海的第二基地，製作一系
列國語片，再回銷中國。但 1949 年中、港因政治分隔，除了少數像「鳳凰」
、
「長
城」
、
「新聯」等左派電影公司出品，其他國語片失去了中國市場，逐漸衰退（馮
建三，2002；曾仲堅、馬傑偉，2010；鍾寶賢，2004）。
直到 1950、1960 年代初期，東南亞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經濟復甦，新
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對粵語片需求激增，取代中國成為香港電影的最大市場。此
時盛行「賣片花」到東南亞，在電影開拍前，製片只要以片名、卡司便可出售版
權，不少東南亞院線業者也投資粵語片拍攝、發行，兩者關係緊密連結，而香港
電影人為迎合海外市場，電影內容主要反映中國或華南文化，避免探討香港本地
社會，更修改、調整劇本，使電影易於賣埠，獲取商業利益、避免政治麻煩。因
此，粵語片工業蓬勃發展，年產量達 200 多部，但也因為星馬熱錢快速湧入，出
現許多小規模、山寨式的電影公司，以小製作、快拍取勝，品質日益低落。於是，
當 1960 年代末東南亞民族運動興起，對粵語片需求減少，片花熱潮衰退，香港
電影陷入低潮（趙衛防，2011；鍾寶賢，2004）。
二、

1960~1970 年代

1950 年代中期之後，香港利用中國資本與廉價勞動力，逐漸由單純的轉口港
變成製造業，邁向工業化和現代化之路，並在 1960 年代發展為工商業大城。此
時，對香港人來說，地理環境與中國的隔絕，難以進行交流，以及 1966 年爆發
文化大革命，中國一連串的政治、社會動亂，使港人在生活、心理上產生疏離。
在西方文化引進，快速現代化、都市化的同時，香港逐漸成為亞洲大都會，本土
意識和文化認同抬頭，以中國為寄託的傳統價值失去約束力，香港人不再以中國
人自居，兩地隔閡加深（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陳麗瑛，1997；曾仲堅、馬傑
偉，2010；趙衛防、类成云，2007）。
電影產業方面，有別於粵語片的手工業模式，「邵氏」與「電懋」兩大片廠
在 1960、1970 年代崛起。兩者原為新加坡、馬來西亞電影業者：陸運濤家族的
「國泰」與邵逸夫家族的「邵氏」，在當地擁有完善的發行網與院線，為穩定海
外片源，香港的低稅率、寬裕的勞工市場與便利交通（傅葆石，2006），促使邵
氏、國泰北上建立片廠，直接投資電影製作，以合約籌組人才，採取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型態，包辦製作、發行、上映環節，藉由興建與收購戲院，
建立廣布全港的院線制度，讓自家電影上映、安排黃金檔期，確保票房回收，最
後外銷東南亞市場。在邵氏與國泰旗下電懋兩雄爭霸下，大片廠製走向高峰，幾
乎壟斷市場，其他獨立電影公司難以生存，而這也是日後香港電影產業的主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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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模式（吳柏羲，2011；陳家樂、朱立，2008；鍾寶賢，2004）。
1964 年 6 月，電懋老闆陸運濤於空難中罹難，之後香港電懋改組，由總公司
新加坡國泰機構管理，不再獨立運作，旗下知名演員相繼息影，導演、製作團隊
跳槽邵氏，國泰產量、市占率下降，1971 年結束製作部門，只留發行與戲院業
務，結束長達數十年的垂直整合經營（趙衛防，2007；鍾寶賢，2004）。
電懋解體，邵氏趁勢擴大，邵逸夫仿造好萊塢片廠制度，奉行理性管理、經
濟效率、專業精神和標準製作，使香港電影現代化，獲取最大利潤。同時開設演
員訓練班、培育明星，以「黃梅調愛情片」和「新派武俠片」風靡海內外，運用
資本、技術、人才建立亞洲娛樂網絡，也為香港成為地域電影中心奠定基礎（傅
葆石，2006）。1960 年代，邵氏電影平均成本約 80 至 150 萬港幣，如到外國取
景，甚至超過 200 萬；1970 年代初更成長至 250 萬，每年出產 40 至 50 部，製
片成本達 1 億多元，員工含演員約 2000 人，影城幅員 46 公頃，內含片廠 15 座、
外景地與影棚 16 座，以及錄音與剪接、沖印、放映室，皆採輪班運作，充分利
用資源。此外，邵氏在香港、台灣、東南亞、加拿大、美國都有戲院，亦投資酒
店、銀行地產生意，1973 年，邵氏在亞洲直接經營的戲院達 141 家，合作則有
250 家，電影發行網可謂亞洲之冠，透過製作、發行、映演合縱連橫，打造東南
亞電影王國（鍾寶賢，2004）。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香港受全球通貨膨脹、經濟衰退影響，加上公部門貪腐
嚴重，人民生活艱苦、犯罪率攀升，1974 年，香港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成立「廉政公署」、擴充警隊，以解決社會問題（香港電影資料館，
2010；曾仲堅、馬傑偉，2010；誾耀輝，2006）。文化方面，英國殖民政府的不
干預政策，既沒有透過傳媒提倡某種文化認同，也不鼓勵本土文化，反而賦予香
港當時亞洲國家少見的自主空間，透過電視、電影建立起「香港人」身分認同，
並將影視產品輸往海外市場（曾仲堅、馬傑偉，2010）。
此時，傳統邵氏大片廠制，逐漸不合時宜，雖然仍維持一定產量，但賣座程
度卻被後起的「嘉禾」超越。嘉禾由原邵氏人馬鄒文懷、何冠昌、梁風成立，起
初多模仿邵氏制度，製作同類型武俠片，卻因為兵微將寡、資金短缺，又被控告
侵權，陷入經營危機，未取得具體成績（鍾寶賢，2004）。其後，嘉禾改採外包
制度，下放權力、引進分紅，以出品人名義投資獨立公司和製作人，影片再交由
嘉禾院線發行、上映，大大降低製作成本，脫離邵氏「一條龍」的產製形式後，
也更富彈性，同時賦予創作者更多空間、開發多元題材。1970 年代起，嘉禾推
出李小龍系列功夫片，把旗下電影行銷至全球 140 多個國家、地區，每年至少有
3 部電影為海外市場打造，成龍、洪金寶、許氏兄弟、吳宇森等人加入，更讓嘉
禾在票房上大有斬獲，打響香港電影知名度（司若，2006；曾仲堅、馬傑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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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建三，2002；鍾寶賢，2004）。
邵氏與嘉禾之爭不只在香港，海外市場更是激烈，以台灣為例，1970 年代的
48 所大戲院中，有近半放映華語片，每年約 170 部，其中 6 成是台灣本土電影，
剩下則被港片瓜分。但 1970 年代中期後，受到台灣電檢制度，東南亞民族自覺
運動、經濟保護主義影響，香港中小型製作公司難以輸出，唯有邵氏與嘉禾依靠
收購、租賃當地電影院，擴張海外發行，使邵氏名下戲院超過 150 家，定期上映
嘉禾電影的戲院逾 100 家。此外，邵氏、嘉禾也和好萊塢、歐洲製作公司展開合
作，從單純引進西方技術，到推出《天下第一拳》
、
《荷京喋血》
、
《第三兵團》
、
《A
計劃》等動作片，嘗試打進歐美市場，獨立公司幾乎無法加入競爭，香港電影的
海外市場遂被兩大公司壟斷（林佩華，2000；傅葆石，2007；鍾寶賢，2004）。
三、

1980~1990 年代

邵氏在 1980 年代初期淡出電影製作，轉投資電視產業，只保留電影院、片
廠以供租賃，藉此和其他公司聯盟、合作，彌補影業虧損（林錦波，2009；傅葆
石，2006；鍾寶賢，2004）
。同時，香港 4 大院線邵氏線、嘉禾線、金公主線（麗
聲線）
、雙南線（聯華線）
，皆成立衛星公司、穩定片源，剛好為香港本地電影創
作製造契機，而 1980 年麥嘉、石天、黃百鳴成立的「新藝城」
，正是代表之一（司
若，2006；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鍾寶賢，2004）。
新藝城前身為「奮鬥」電影公司，主要拍攝功夫喜劇片，獲得金公主老闆雷
覺坤投資後，改名新藝城。雷氏持有新藝城 51％股份，兩者採合約制，由金公
主掌控電影投資、製作、發行流程，新藝城則強化監製，負責統籌創意與製作，
以「一條龍」的流水作業精確控制成本、獲取最高利潤（林錦波，2009；鍾寶賢，
2004）。如此一來，新藝城在金公主加持下，前 3 年獲得 1 億港幣資金，拍片規
模擴大，找來徐克、施南生、泰迪羅賓、曾志偉，組成「新藝城 7 人組」、採團
體製作，電影產量從 2 部增加到 10 部，拍攝具有香港在地風格的商業電影，例
如《鬼馬智多星》
、
《追女仔》
、
《小生怕怕》
、
《開心鬼》與《英雄本色》系列等，
其中又以 1982 年的《最佳拍檔》締造 2700 萬票房、打敗同檔期嘉禾的《龍少爺》
最為人知，受到海外片商關注，開始拓展外埠市場（林錦波，2009；黃百鳴，1998；
梁良，2004；鍾寶賢，2004）。
1980 年代中期開始，香港電影在台灣出現壓倒性勝利，每年 10 大華語賣座
電影中，有 8、9 部都是港片，佔總票房 80％以上，片商為爭奪在台版權、競出
高價，香港電影賣埠價格快速上升（李友平，2010；鍾寶賢，2004）。因此，台
灣片商發展出新的投資策略，為穩定港片供應，經常預付訂金或預購版權，提供
製作公司資金，港片 1／3 的製作成本皆來自台灣賣片收入。以新藝城為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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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資金都依賴發行商「龍祥」挹注，之後獨立製作「永盛」壯大，也跟「學者」
注資有很大關係，其他像「新船」
、
「長宏」
、
「新峰」等台灣片商，也把資金撥來
香港，成立製作公司，或以聯合出品人的身分投資，以取得版權、上映權與發行
權，再銷回香港、同時賣到台灣、中國大陸、東南亞海外市場，一舉數得(尹鴻、
何美，2009；梁良，1997；梁麗娟、陳韜文，1997；鍾寶賢，2004)。
表 1-1：香港電影出入口總額
年份

入口總額

出口總額

輸往國家數目

（港幣/百萬）

（港幣/百萬）

1970

11.76

10.25

24

1971

21.15

17.08

46

1972

20.67

23.38

50

1973

19.74

46.66

71

1974

20.01

52.79

85

1975

22.91

35.34

86

1976

26.94

34.31

70

1977

21.95

39.69

77

1978

29.25

50.86

69

1979

28.93

60.84

79

1980

33.29

76.03

90

1981

34.20

85.14

90

1982

36.23

83.50

68

1983

43.75

78.68

83

1984

42.73

62.24

77

1985

33.44

51.33

68

1986

40.32

54.49

65

1987

50.15

57.37

65

1988

52.54

83.99

61

1989

45.51

123.14

51

1990

41.84

102.91

49

1991

29.59

104.82

39

1992

34.20

108.50

38

1993

33.43

117.20

45

1994

28.47

82.39

35

1995

29.36

68.79

26

資料來源：梁麗娟、陳韜文（1997）
。
〈海外市場與香港電影發展的關係（1950─1995）
〉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編）
，
《香港電影回顧專題：光影繽紛五十年》
，頁136-141。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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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表 1-2：香港電影主要出口市場變化
年份

國家及地區（佔總額比例）

1970

新加坡(27.4％)

台灣(17.2％)

美國(15.9％)

泰國(10.0％)

印尼(9.3％)

1972

新加坡(23％)

越南(13％)

KHMER(12.4％)

台灣(8.2％)

美國(8％)

1974

印尼(14.8％)

馬來西亞(8.4％)

越南(7.8％)

美國(7.5％)

新加坡(7.5％)

1976

印尼(17.3％)

馬來西亞(11％)

美國(10.9％)

新加坡(10.1％)

台灣(6.8％)

1978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12.8％)

台灣(8.6％)

尼日利亞

(13.9％)

(12.9％)

1980

印尼(21％)

馬來西亞(12％)

台灣(10％)

新加坡(8.6％)

泰國(8.2％)

1982

印尼(22.7％)

台灣(10.6％)

美國(9.5％)

馬來西亞

新加坡(8.3％)

(5.2％)

(8.7％)
1984

台灣(21.9％)

印尼(15.9％)

馬來西亞

新加坡(9.3％)

泰國(7.5％)

新加坡

美國(5.2％)

(8.2％)
1986

台灣(28.7％)

印尼(21.4％)

馬來西亞(11％)

(10.3％)
1988

台灣(24.9％)

印尼(13％)

韓國(10.3％)

馬來西亞

新加坡(6.3％)

(9.1％)
1990

台灣(33.7％)

韓國(12.8％)

印尼(11.7％)

新加坡(9.7％)

泰國(6.9％)

1992

台灣(36％)

韓國(11.5％)

馬來西亞

新加坡(7.8％)

印尼(7.4％)

(7.8％)
1994

台灣(32.5％)

馬來西亞(15％)

新加坡(10.8％)

印尼(10.5％)

韓國(9.3％)

1995

台灣(29.9％)

馬來西亞

新加坡(9.5％)

印尼(9.1％)

韓國(6.3％)

(18.6％)
資料來源：梁麗娟、陳韜文（1997）
。
〈海外市場與香港電影發展的關係（1950─1995）
〉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編）
，
《香港電影回顧專題：光影繽紛五十年》
，頁136-141。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據此，由上述表格可以看出，1980 年代中至 1990 年代初是香港電影的豐收
期，透過參與國際影展、爭取在海外藝術和商業院線放映，或和英國、美國、日
本製作公司合作，來開拓國際市場。然而，由於台灣、東南亞對港片高度需求，
海外資金投入、拉高港片賣埠價格，每部中型港片在 1980 年代初的製作成本不
過 80 萬港幣，1989 年成長至 600 萬，1990 年代初動輒超過 1000 萬（司若，2006；
梁麗娟、陳韜文，1997；馮建三，2002），使電影製作成為高風險投資，本地市
場難以回收成本，海外資金、市場越發重要。因此，握有巨額資金的投資者可以
針對選角、題材、劇本提出要求，香港電影製作以海外市場優先，不少甚至單純
為賣埠而拍，完全放棄本地市場，例如「新通用」公司自 1970 年代成立以來拍
了 200 多部戲，卻沒有一部在香港上映（梁麗娟、陳韜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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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0、70 年代，因為仍有邵氏、電懋等大製片廠投資電影產業，海外片
商影響較小，從 1970 年代末起，外包制的獨立製片興起，乃至 1980 年代海外資
金、市場成為維繫香港本地電影產業生存的命脈，但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港產
片也因為海外市場消逝、盛極而衰。
1993 年 5 月，台灣做為香港電影主要出口市場，8 大電影發行商組成台北市
片商公會國片海外聯誼小組，提出降低港片製作成本、抵制不斷上漲的演員片酬
要求，最後，台港兩方達成 5 點協議，7保障台灣片商利益；韓國也在同年因港
片逾期交貨、造成韓商損失，被壓低 1／3 價格，於是，其他海外市場有鑑於此，
也紛紛仿效，使得港片賣埠售價全面下跌。以 1980 年代末為例，有大卡司的港
片台灣版權可賣到 400 萬至 500 萬港幣，普通電影也可賣 100 至 120 萬，但 1990
年代中期，港片被台灣片商壓價到 7 萬元不等，逐漸無利可圖，對香港電影造成
嚴重打擊（梁麗娟、陳韜文，1997；趙衛防，2007；趙小青，2007；鍾寶賢，2004）
。
此外，除了與投資者態度改變相關，好萊塢電影大舉入侵更是關鍵，台灣、
韓國等東南亞地區接連放寬外片進口配額、上映戲院及廳數，相對壓縮港片生存
空間（馮建三，2002；趙衛防，2007；鍾寶賢，2004）
。然而，在本土市場方面，
1993 年香港電影產業達到巔峰，年產量為 186 部，創下 1970 年代以來最高紀錄，
票房收入約為 11.46 億港幣，占香港全年電影票房約 73％（張文燕，2007），但
從此一蹶不振。
香港電影經歷海外片商撤資、壓價危機，加上新藝城、金公主、德寶等大型
製作公司相繼結束營運，或轉往投資房地產等行業，以及 1980 年代衛星制度下
專放港片的院線制度崩盤、盜版猖獗，觀眾看膩一味跟風、粗製濫造，使香港電
影產業幾乎半停工，1994 年票房低於 1000 萬的港片占市場 6 成，戲院觀影人次
不斷下降，但好萊塢電影票房卻節節高升，超越港片票房，香港電影的本地票房
市占率也從 1991 年約 75％，下降至 1997 年約 47％，年產量更從 1980 年代全盛
時期的 160 多部下降到少於百部（尹鴻、何美，2009；梁麗娟、陳韜文，1997；
傅葆石，2007；趙衛防，2007；趙小青，2007；鍾寶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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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6 月，台港兩方針對台灣片商集體壓低港片價格、抵制演員片酬一事，召開會議，台
灣方面代表有楊登魁、王應祥、蔡松林、邱復生，香港則是陳榮美、黃百鳴、羅傑承、尚華盛等，
雙方最後達成 5 項協議，包括：
(1) 台商 3 個月內停止採購影片，以協調出較合理價錢，如無法達成協議，停購行為順延 3 個月，
直到覓得方法為止；
(2) 協議期間，台商將清理所有舊合約，並向公會報備，日後由公會出面協調；
(3) 由永盛公司向華盛出任召集人，協調演藝工作人員的合理片酬；
(4) 港台有關組織每月召開一次會議，以交流意見；
(5) 有關商業的評估必須有所數據，不合理的需求應做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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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環境因素，像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韓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受創甚深，這些又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國，1980 年代港片於此賣埠所得可占
全部海外市場 40％，但在金融危機後，上述各國貨幣貶值、經濟蕭條，香港電
影更難以收復失地（趙衛防，2007；馮建三，2002）
。此外，1997 年回歸中國造
成政經情勢的不安，也讓更多香港電影人出走海外、資金外移；2001 年「911 事
件」以及 2003 年 SARS 疫情，又其香港電影陷入低迷、難有起色（趙衛防，2007）
，
「東方好萊塢不再」、「香港電影已死」之說甚囂塵上。
四、

2000 年~至今

有鑑於上述危機，香港電影人開始以各種方式來解決產業內、外部問題。首
先，重組現有資源，例如嘉禾在 1998 年縮小製片規模後，由成龍等人轉投資「寰
亞」，並獲得陳自強、陳木勝、張艾嘉等人加盟，成立基金、資助電影拍攝（趙
衛防，2007）。獲得嘉禾資金支持後，寰亞由中、小型成本走向大製作，每年拍
攝 6 到 10 部電影，打造專業外觀，堅持要有結構完整、良好的劇本才開拍，也
和工作人員簽訂合約，規定具體完成期限，並以保險、行銷策略和其他法律機制
確保回收，精密管理、財務和法律完全透明的組織作風，在性急的香港電影文化
中極為少見，也為寰亞吸引更多外資挹注，陸續打造多部賣座大片，其中又以
2002 年的《無間道》系列最知名，並積極與中國大陸、亞洲各國展開合作，在
世界各地超過 30 個國家有子發行公司與授權商（趙衛防，2007；戴樂為、葉月
瑜，2011）。
除了寰亞外，1999 年由譚詠麟、陳百祥、周華健、梅艷芳、成龍、曾志偉、
梁家輝等人聯合成立跨足餐飲、娛樂資訊、網路服務的「東方魅力」公司，試圖
整合電影產業資源，與「最佳拍檔」
、
「電影人」等製片合作，並與好萊塢返港的
陳可辛合資「Applause Picture」
，投資亞洲各國導演拍片，建立橫跨中國、日本、
韓國、台灣、泰國的發行網，企圖連結「泛亞」力量，以具在地特色的電影與好
萊塢抗衡，推出《見鬼》、《三更》系列、《如果‧愛》等片，獲得市場肯定，保
持香港電影在亞洲市場的知名度（彭麗君，2010；趙衛防，2007；戴樂為、葉月
瑜，2011）。
不只電影產業的資源重組，香港影人也與「寰宇」、「美亞」等 VCD、DVD
影碟發行商合作，或自行聯盟成立連鎖租賃公司，以分帳方式跨足影碟出資市
場，結合電影製作、發行、出租環節，建立產業垂直整合模式，同時將電影版權
販售給電視台，以寰亞為例，2000 年的營業報告即顯示有 20％至 25％的收入來
自電視版權。此外，像「英皇」
、
「星皓」娛樂集團也由原本的演藝經紀業務轉向
電影投資、製作，為香港電影產業開拓新生機（趙衛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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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香港電影產業年表 1993~2010
年份

年產量

影院數

190

出口總額

票房

占總票房比

（港幣/百

（港幣/百

例

萬）

萬）

117.20

1146.15

72.52%

1993

186

1994

142

82.39

973.50

68.43%

1995

142

68.79

785.27

57.87%

1996

107

106

686.36

51.88%

1997

105

89

547.49

47.02%

1998

84

82

423.91

39.55%

1999

162

72

345.71

39.81%

2000

143

65

346.11

36.32%

2001

119

456.00

44.00%

2002

90

約 360.00

40.00%

2003

75

約 420.00

約 44%

2004

60

約 410.00

約 46%

2005

48

約 290.00

約 33%

2006

47

約 230.00

約 30%

2007

48

約 210.00

約 23%

2008

53

約 250.00

約 23%

2009

51

約 230.00

約 20%

2010

54

約 300.00

約 20%

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料館（2011）
；香港影業協會（2011）
；葉月瑜（2010）
；趙衛防（2007）。
《香港電影史》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406-408

不過，即使透過資源重組拓展資金、製作夥伴與上映管道，甚至扮演融資中
心，協調與控制亞洲資金、人才、技術（彭麗君，2010），以泛亞電影確保香港
電影的重要性，仍難改變產業衰退事實。在 2002 年暑假檔期，港片本土票房達
到最低點，與前年票房相比，大幅滑落了 56％（張燕，2003）
，2003 年產量也只
有 75 部，是 1999 年的 1／2 不到。於是，由於長期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開
發更具潛力的新市場便成為拯救香港電影的最後藥方。
由於香港經濟持續不景氣，導致特首董建華地位岌岌可危，中國政府為了「挺
董」，遂以「為香港產品及服務開拓龐大市場，大大加強內地與香港兩地之間已
建立的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為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2011），
在 2003 年展開 CEPA 談判，並於同年 6 月 29 日簽署，給予香港商品輸入中國時
享有零關稅、香港公司在中國成立可享國民待遇等優惠，藉此活絡香港經濟（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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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2004）。
2004 年 1 月 1 日 CEPA 生效，自此香港電影不受中國進口配額限制，通過審
查即可發行、上映；中國、香港合製電影規定也進一步放寬，享有中國國產片待
遇；香港業者更可以在中國獨資經營電影院或電影放映業務，爭取電影發行權，
進行垂直整合，擴大經營綜效（周星、趙靜，2007；彭麗君，2010；趙衛防，2007；
趙小青，2007；戴樂為、葉月瑜，2011）。
隨著合製規定大幅放寬，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發展，與中方形成穩定的融
資、製作、發行、映演模式，為雙方降低風險，擴大市場，並增加投資保障，而
合製片多數也能在中國市場獲得佳績（周星、趙靜，2008）。因此，在商業利益
驅使下，CEPA 生效至今已逾 9 年，合製片幾乎成為香港電影的代名詞，純香港
製造的電影越來越少，無論是資金投入、市場回報，現今的香港電影已經越來越
依附中國（周星、趙靜，2008；許樂，2011 年 6 月）。
貳、

當「主旋律」響起─中國電影產業概況

中國電影自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受前蘇聯影響，
要求電影為國家服務、強調政治宣傳，便採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加以控制，直到
1979 年改革開放、1980 年代初才走向市場經濟，進行體制改革（陳犀禾，2011；
鄭閔聲，2009；饒曙光，2011）。
本研究將把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分為以下三階段討論：一、1980 年代以前，社
會主義計劃經濟控制時期；二、1980 至 2001 年，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
期；三、2001 年簽署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WTO）後，加速產
業化時期，來釐清中國電影的產業和市場體制變化。
一、

1980 年代以前

中共最早電影機構為 1938 年、對日抗戰時成立的「延安電影團」
，但設備與
人力不足，直到 1946 年接收東北「偽滿影」，成立東北製片廠，1949 年占領北
平和上海後，分別利用國民黨中央電影攝影廠資產，開設北京電影製片廠、上海
製片廠後，3 大國營製片廠便構成中共建國初期的電影生產中心（鄭閔聲，2009）
。
1949 年，最高行政機關電影事業管理局成立，隸屬於中央宣傳部，其後改稱
電影局，直屬文化部，並在前蘇聯指導下，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電影
產業做出一致性規畫，主導政策、投資，對內容進行審查。然而，各地的製片廠
均為國營，接受國家任務，或提出計畫由國家批准、拍攝，產出後透過政府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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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行、映演公司放映，形成中央到地方一體、政府與企業合一的計劃經濟體制，
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對市場具有調動、組織和控制的能力 （陳犀禾，2011；饒曙
光，2011）。
從 1949 年中共建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統稱為中國電影的「十七年
時期」，確立文藝為政治與工農兵服務的指導原則，電影大多以革命歷史、英雄
為題，強調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政府對一部電影的評估也非
基於票房，而是看它是否服膺於主流政治文化、宣傳效果為何（孟犁野，2002；
陳犀禾，2011）。其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四人幫為首的極右派、和開明派政
治鬥爭波及電影產業，不少電影製片廠、電影學院以及工作者遭到批判，造成接
下來長達 7 年的創作空白期（鄭閔聲，2009）。
直到 1978 年 12 月，確定鄧小平掌權的「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
政治走向改革開放，電影產業逐步恢復生展、進入新階段，從過去為政治、工農
兵服務，變成為人民與社會主義服務，逐步放寬創作空間，同時在農村廣設流動
影院，於 12 個省市建立小型電影製片廠（唐榕，2009；陳犀禾，2011；鄭閔聲，
2009）
，透過強化基礎建設帶動生產與票房。由此，1979 年，中國電影創下每人
平均觀影 28 次、全國達 293 億人次紀錄，產量也從 1978 年的 39 部提升到 1981
年 107 部，顯見初步成長（俞劍紅、張琪，2008；陳犀禾，2011）。
此外，因為電影產業改革，創作開始擺脫文革陰影。1979 年至 1987 年間，
「第
四代」
、
「第五代」導演在國營製片廠投資下，無須考慮市場回報與票房，加上當
時歷史、人文思潮崛起，電影工作者取得空前的創作自由，嘗試透過影像表達思
想、追求藝術，推動了中國電影新浪潮，也讓張藝謀的《紅高粱》
、陳凱歌的《黃
土地》等作品走向國際影壇（陳犀禾，2011；鄭閔聲，2009；饒曙光，2011）。
二、

1980~2001 年

1980 年代起，中國官方針對電影製片、發行、放映如何分配利潤展開討論，
1984 年 10 月，在中央發布的《關於全面展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決定中，電影
事業開始被視為企業單位，須自負盈虧、獨立核算、自籌資金，實現生產利潤，
國家每年只給予固定資金輔助生產（唐榕，2009）。然而，在電影題材上，原先
以政治宣傳片、藝術片為主，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因為電視產業興起，電影機
構人員冗雜、設備老舊，電影製作成本大幅提高、各地製片廠虧損連連，8為回
8

據中國學者陳犀禾（2011）
〈中國當代電影的工業和美學：1978-2008〉一文，在 1986 年以前，
中國一部電影平均生產成本僅 50 萬人民幣，1988 年已攀升到 90 至 100 萬之間，也讓這年中國
電影生產共虧損 320 萬元。此外，根據中影的「統購包銷」制度和「按福利型電影事業留成分利」
的分配制度，中央和各級發行、放映機構可獲得總票房利潤的 90％，各地製片廠只能分 10％，
在製作成本大幅上漲下，自然嚴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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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此危機，中國電影嘗試在主題、風格、運作上更加大眾、娛樂化，以投資回報
和市場成功為最高原則，使得 1988 年商業片產量占年度國產電影 60％以上，1989
年則約達 70％（陳犀禾，2011；饒曙光，2011）
。由此可見，此時中國電影產業
雖然未完全市場化，官方仍在政策、資金，與發行、宣傳、放映上，傾全力支持
合乎主流政治意識的「主旋律」電影，但從 1950 年代起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
制已逐漸改變。
雖然中國電影逐漸轉型，但整體表現仍持續衰退，1992 年票房收入從 1991
年的 23.6 億人民幣下降至 19.9 億、電影放映場次減少 460 多場、觀眾人數減少
38.4 億，下滑到 105.5 人次，比 10 年前減少 130 億人次，全國 16 家製片廠中有
6 家虧損（陳犀禾，2011；饒曙光，2011）。
表 1-4：中國電影產量一覽表 1990~2000
年份

1990

1995

1996

1997

1999

2000

數量

134

146

110

88

110

91

表 1-5：中國電影票房和觀影人次
年份

1991

1992

1998

1999

2000

2001

票房

23.6

19.9

15

8.5

9.6

8.7

143.9

105.5

15

4.6

（人民幣/
億）
觀影人次

2.2

(人次/億)
資料來源：饒曙光（2011）
。
〈華語大片與中國電影工業〉
，
《當代華語電影的文化、美學與工業》。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42-59

有鑑於此，1993 年 1 月 5 日，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公布了「中央第三號文件」
，
名為《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
，改變了 13 年來電影產業停
滯不前的狀態，明確將政府的職能定位為「統籌、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
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監督」
，電影製作、發行、放映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影只保留國外電影進口權利，各製片廠出品的電影可以自行處理國內、外發行
事宜，提高製片單位自主權，減少製片與發行間的環節、利潤分配也更為平均。
另外，中國各省市紛紛成立電影集團，電影產業由原先「全民共有」、「福利型」
變成「股份制」、「企業型」，電影做為商品的特性彰顯，如何爭取資方投資、了
解觀眾喜好、回應市場需求則更為重要（唐榕，2009；陳犀禾，2011；鄭閔聲，
2009；饒曙光，2011）。
其後，1994 年，中國電影主管部門決定每年開放 10 部外語片進口配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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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帳方式由中影負責發行；1995 年，廣播電影電視部公布《關於改革故事片
攝製管理工作的規定》，除原先經國務院批准的 16 家製片廠外，其他 13 家省、
市級國營製片廠亦可出品電影，民營機構若投資超過 70％，也算與製片廠同屬
「聯合拍攝」
；1997 年，中國官方更進一步開放民營製片廠申請拍片，吸引更多
人才進入電影產業，完全打破國營製片廠的壟斷權力（唐榕，2009；鄭閔聲，2009；
陳犀禾，2011；饒曙光，2011）
。
三、

2001~至今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國政府正式簽屬加入 WTO，這也意味著中國電影進
入全新階段，官方推出一系列政策建立適合市場經濟的體制與機制，好快速吸引
各類型資本投入電影產業（陳犀禾，2011；饒曙光，2011）。
在製作方面，2001 年中國官方開放民營電影單位申請「攝製電影許可證」，
俗稱「單片證」；隔年《新電影管理條例》實施，明文鼓勵民營資本與外國資本
投入電影製作，2004 年則進一步放寬門檻，同時中國民營資本與境外資本參與
生產的電影已達 80％以上，其中又以 2009 年正式掛牌的「中國華誼兄弟」集團，
與「保利博納」電影發行公司為最，專門投資高成本、大製作電影，一改過去由
國營製片廠壟斷局面（唐榕，2009；陳旭光，2009；鄭閔聲，2009）。此外，因
應民營企業崛起，中國官方於 2000 年進行「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
，使製片、
發行、放映一體化，中影、北京電影製片廠為首的 8 家國營單位，聯合組成中國
電影集團公司，到了 2008 年，批准掛牌的國營電影單位已有「中影」
、
「長影」、
「上影」
、
「西部」
、
「瀟湘」
、
「峨嵋」電影集團與「珠江」電影製片公司，與民營
公司競逐，加速電影事業現代化、企業化（俞劍紅、張琪，2008；唐榕，2009；
鄭閔聲，2009）。
在發行與放映上，首先，2003 年底《電影製作、發行、放映經營資格准入暫
行規定》實施，鼓勵國營、民營單位成立專門國產片發行公司，除了進口片仍須
由國營單位發行外，中國電影發行系統自此全面開放（鄭閔聲，2009）。再者，
放映體系改革始於 2001 年，中國廣電總局與文化部將「院線制」視為主要措施，
建立區域、跨省院線，由發行公司負責全國宣傳、發行，院線公司則將影片分配
到各地戲院上映，打破地理限制、取消多級發行，使發行、放映體系緊密結合，
方便共同操作市場（祁勇，2008；唐榕，2009；鄭閔聲，2009）。
此外，根據《2010 年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
尚有下述重點：
第一、中國政府實施《文化產業振興規劃》
，運用公部門資源保障電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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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中國國務院公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
，延續「十六大」以來實施
的文化發展戰略，將文化產業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投入資源促進電影產業升
級，包括加快城市電影院數位化、現代化建設工程，推動國營院線建設與跨區擴
張，並計畫從政府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給電影產業實質幫助。
第二、電影類型逐漸多元化，但以古裝、動作、武打、戰爭為題的商業大片
仍是市場主流。以 2009 年中國國產片賣座前 10 名為例，其中有 5 部與古裝、戰
爭相關，而《建國大業》
、
《風聲》
、
《南京！南京！》更是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政
60 年拍攝的主旋律大片，其中雖有《三槍拍案驚奇》、《非誠勿擾》、《瘋狂的賽
車》等中低投資的警匪、喜劇、愛情片，但整體而言，有大投資、大明星的大製
作電影仍是票房保證，收益占國產片總票房近 40％。
表 1-6：中國國產片類型票房統計 2009
電影類別

數量

票房（人民幣/萬）

比例

市場主流大片

17

246710

39.7％

中小製作的商業、文

72

62189

10％

34

1705.4

0.2％

小成本電影

17

2641

0.4％

2008 年延續電影

5

1750

2.29％

總計

140

20127

55.4％

藝片（主流院線）
中小製作的商業、文
藝片（區域發行）

資料來源：李春妹、劉仰宇、崔巍（2010）。《2010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北京：中國電影
出版社。

第三、檔期制度成熟，電影市場更加專業化，但也造成「大者恆大、弱者越
弱」現象。中國電影市場初步形成「五一」
、
「十一」
、
「暑期檔」
、
「賀歲檔」為基
本架構，「元旦」、「情人節」、「清明節」、「端午節」、「聖誕節」等節日構成的檔
期制度，圍繞在各檔期附近上映的電影，通常能有不錯的票房表現，以 2009 年
五一檔為例，在《南京！南京！》
、
《金鋼狼》等中外大片的加持下，3 天總票房
超過 6200 萬元，而同年的國慶中秋檔期，中國全國票房達 2.1 億，創下此檔期
新記錄。但在大片往熱門檔期靠攏趨勢下，以 2009 年年底賀歲檔為例，有《刺
陵》
、
《風雲二》
、
《三槍拍案驚奇》
、
《十月圍城》等多部新片上映，強片全擠上賀
歲檔的結果，反而使近 70％的電影票房不如預期，僅有《三槍拍案驚奇》一部
賺錢；此外，過度重視檔期制，使得中國電影市場運作被片商把持，處於「營養
過剩」與「營養不良」的狀況，電影若沒有強大的製片、發行方支持，很難排上
熱門檔期，冷門檔期票房自然不盡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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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中國電影產業自 21 世紀後，早已脫離原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
制，國營製片、發行、放映體系不再壟斷市場，民營資本的影響力大幅提高。然
而，面對競爭激烈的電影市場，國營或民營單位爭相透過產業水平、垂直整合，
擴大經營規模、使效益極大化。因此，透過政府、企業一系列改革，中國電影產
業逐漸走出 1990 年代低潮，從 2002 年開始出現復甦跡象，在張藝謀《英雄》締
造 2.5 億人民幣票房帶動下，2003 年後，國產片無論產量、票房皆連年成長（趙
小青，2007；鄭閔聲，2009）。
2011 年 5 月底，中國電影家協會發表《2010 年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
，預
測中國全國電影票房可望在 2015 年突破 300 億人民幣，成為全球第 2 大的電影
市場（郭钇彬，2012 年 3 月 31 日）
。回顧中國電影產業近年變化，以 2011 年為
例，全年中國國產片產量達 558 部，全國城市票房達到 70.3 億元，較 2010 年的
57.3 億增加 22.61％，平均每年以超過 25％的幅度成長，而在上映的 178 部國產
片中，有 20 部票房破億，國產片收益占總票房 53.6％，連續 9 年超過進口片。
在戲院建設方面，據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局長童剛表示，2010 年中國每天平均
增加 4.3 塊銀幕，2011 年則為 8 塊，全國總數將達 1 萬塊之多，成長顯著，其中
又以北京市有 116 家戲院，締造 13 億票房、佔全國近 10％為最（白瀛，2012 年
6 月 15 日）。
表 1-7：中國國產片數量、票房 2003~2011
年度

數量

票房

比例

（人民幣/億）

年度票房過億影
片

2003

140

9.5

2004

212

15.7

2005

262

20

54.99％

1

2006

330

26.2

55.03％

5

2007

402

33.27

54.13％

7

2008

406

43.41

60％

11

2009

456

62.06

56.6％

17

2010

526

57.34

56.3％

17

2011

558

70.31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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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春妹、劉仰宇、崔巍（2010）。《2010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北京：中國電影
出版社；《新華社》
（2012.1.10）
。
〈2011年中國電影票房破130億元〉
http://www.gov.cn/jrzg/2012-01/10/content_2040636.htm

表 1-8：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 2011（含外語片）
排行

片名

票房(人民幣/億)

1

變形金剛 3

10.8955
20

2

功夫熊貓 2

6.0835

3

金陵十三釵

5.9230

4

龍門飛甲

5.4055

5

加勒比海盜 4

4.6335

6

建黨偉業

4.0970

7

哈利波特與死亡聖器(下)

4.0795

8

失戀 33 天

3.5165

9

藍精靈

2.5775

10

速度與激情 5

2.5595

表 1-9：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 2011（僅國產片）
排行

片名

票房(人民幣/億)

1

金陵十三釵

5.9230

2

龍門飛甲

5.4055

3

建黨偉業

4.0970

4

失戀 33 天

3.5165

5

竊聽風雲 2

2.1690

6

新少林寺

2.1030

7

白蛇傳說

2.0340

8

將愛情進行到底

2.0280

9

武林外傳

1.8310

10

畫壁

1.8096

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

不過，雖然中國電影產業成長迅速，在 2011 年中國北京電影學術年會上，
參與的產、官、學界人士卻認為，未來在表現形式、投資額度、傳播管道、行銷
理念方面，中國電影將進行結構性調整。以 2011 年為例，國產片產量為 558 部，
得以公開上映的卻只有一半，其中票房超過千萬的有 68 部，佔總票房 90％以上，
剩下約 200 部電影創造不到 10％的票房，可見賠的遠多於賺，中國電影市場投
資風險仍高（鳳凰網，2012 年 7 月 3 日）
。此外，商業大片不再是票房保證，中、
小型電影反而偶有佳績，這其中又以成本不及 1500 萬人民幣、締造 3.5 億票房
佳績的《失戀 33 天》最具代表性。過去，票房破億的多為《英雄》、《滿城盡帶
黃金甲》
、
《赤壁》等大製作，但 2011 年以來，從《白蛇傳說》
、
《畫壁》
、
《武俠》、
《戰國》等片賣座不如預期可知，觀眾已看膩只有卡司、場面，題材卻不斷重複
的商業大片，中、小型製作開始嶄露頭角，例如《將愛情進行到底》
、
《單身男女》
、
《孤島驚魂》、《觀音山》等，9皆為中國電影提供了多元創意、開拓新面貌（王
9

2011 年都會愛情喜劇《將愛進行到底》成本約 1000 萬人民幣、票房破 2 億；同一題材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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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2012 年 7 月 11 日；趙洋，2011 年 7 月 21 日，2011 年 3 月 1 日；劉欣，2011
年 4 月 12 日；新浪娛樂，2011 年 3 月 31 日）。
回顧本節研究背景所述，因為香港歷史因素、地理環境造成的邊緣性、流動
性，使它身兼通商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觀光城市角色，加上腹地狹小、人口
約莫 7、800 萬，本地票房不足以支撐高額製作費用，故香港電影自 1950 年代起
即高度依賴海外市場收入，盛行賣片花到東南亞地區，不少東南亞發行商、院商
也紛紛投資港片，藉此確保彼此的獲利來源。然而，1960、70 年代邵氏、電懋
大片廠盛行，運用資本、技術、人才將香港電影推廣到亞洲各國，甚至歐美地區，
其後採外包制度興起的嘉禾、新藝城加入戰局，讓海外市場競爭更加激烈，開創
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後，因為大環境變遷、海外片商撤資、
產業結構蛻變等因素，使得香港電影產業陷入低潮。
但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後逐漸強大，吸引不少香港人北上投資、消費，1997
年回歸後，中、港實質界線日益模糊，各方面交流、往來也更為密切。2001 年，
中國簽署 WTO，由官方帶動電影改革，進一步走向市場化，以吸引各方資金投
入，加速產業發展，也正因為中國電影產業崛起，加上兩者在文化、語言上的共
通性，讓中國成為香港電影最期盼的外埠市場。2004 年，CEPA 實施，隨著合製
片規範大幅放寬，中、港合作勢不可擋，中國因素也影響香港電影產業越來越深，
為其造成好、壞不一的影響。

身男女》成本 3000 萬、票房 9950 萬；青春驚悚片《孤島驚魂》成本僅 500 萬、票房達 8935 萬；
文藝片《觀音山》成本 1200 萬、票房也有 6860 萬。
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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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目的為分析中國大陸、香港簽署 CEPA 前後，香港電影產業的因
應之道為何，進一步探討中、港合製電影文化勞動、分工之改變，以及對香港電
影產業造成的利與弊。最後，將從香港經驗放眼台灣，找出未來台灣電影產業可
能的合製模式，供產、官、學界參考。
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背景，探討各時期香港電影產業的發展狀況，
以及海外市場扮演的角色，而當香港電影衰退、中國電影崛起之際，香港電影人
是如何以 CEPA 和合製片挽回頹勢，保持在大中華、甚至亞洲市場的重要性？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將整理全球化、區域化之於文化產業產製、勞動面向文
獻。首先，產製方面，釐清全球化資本流動如何改變文化產製形式，「文化勞動
的新國際分工」如何形成，以及繼全球化後、區域化造成的影響，而現今各區域
合製發展歷程、合製條約內容，合製對本地電影產業、工作者又帶來哪些改變？
再者，勞動方面，將分析後福特時代跨國資本快速流動，核心國家把工作外包給
邊陲國家，其中文化勞動分工如何改變，對不同位置勞動者造成之影響。
第三章則從上述基礎，說明研究問題與方法、訪談對象選取，以及訪談大綱。
第四章將承接文獻探討的理論概念，輔以訪談資料、二手文獻，先從 CEPA
對香港電影產業的影響著眼，分析 2004 年中國、香港實施 CEPA 後，香港政府、
電影產業的因應之道，試圖歸納為積極北上、兼顧本土、特許合製、引進廣東 4
種類型，各舉代表案例說明之，並分析 CEPA 實施以來，中、港合製電影投資、
產製、發行與映演階段分工、勞動變化，究竟是誰北上、鞏固本土？誰又從合製
關係中獲利，或者受害？深入釐清中、港合製電影中勞動過程的複雜性。。
第五章則從台灣電影現況出發，分析自 2010 年 ECFA 簽署、早收清單有關
電影進口配額規定生效後，台灣政府與電影產業的態度。此外，ECFA 實施至今，
兩岸電影交流日益密切，合製趨勢方興未艾，參與其中的台灣電影工作者面臨哪
些困難？如何與中國官方、資方互動？以了解台灣電影在兩岸合製中的角色。
第六章為研究結果分析，本研究將總結 CEPA 後中、港合製電影產業、勞動
現象，CEPA 是否如同預期拯救了香港電影產業？最後，從香港經驗放眼台灣，
試圖預測中國大陸、台灣可能的合製模式，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勞動狀況又會如何
改變？以提供產、官、學界借鏡。此外，同時說明研究建議與限制，並說明遭遇
的困難，以供未來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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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化產業全球化─資本、產製、勞動

「全球化」是當下重要的現象之一，早在 1980 年代，學者 Robertson 即開始
研究，提出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 theory）
，並於 1992 年出版《全球化：社會
理論與全球文化》
（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al）
，把全球化看
成「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的意識」，進而探討世界體系理論、文化與世界秩序的
影響、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文明性與文明化過程、全球性、現代性及後現代性
議題（蘇蘅，2005）
。此外，Giddens 亦將全球化定義為「遠在千里的事也與當地
相關，反之亦然，全世界的社會關係不斷深化」（Giddens, 1990 ），顯示全球化
提高各地的相互關聯性，同時，新科技、傳播壓縮了現有時空，使資訊傳遞更加
深入、快速，不受地理疆界限制。
在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裡，全球化通常指資本、商品、勞動力、資訊或文化
符號的跨國流動（蔡慶同，2008）
，強調「地理終結」與「主權終結」
，認為大型
跨國企業興起，將促使國家解除對資本與市場的限制，甚至進一步讓經濟去疆界
化，國家也不再主導，反而成為地方、全國、全球間的中介（郭東益，2005；蘇
蘅，2005）。但上述理論容易低估國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全球化可能是
一種迷思、強力論述，甚至是種信仰（Bourdieu, 1998）
；Herman and McChesney
也曾說，全球化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經常忽略國際關係中既存的不平等和階
級，自由貿易往往有利於富裕國家，使弱國更加邊緣化（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頁 2-3；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頁 175）
。
此外，另有學者認為，全球化雖然影響當今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但國家與在
地並未消失，反而建立起新形態的「網路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它是一
個動態、多面向、交互連結的過程，存在拉力和推力，有普遍化也有特殊化，任
何國族、族群都不可排除在外（魏玓，2003；蘇蘅，2005；Giddens, 1990；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
有鑑於此，全球化影響的範圍既廣且深，各種理論、學派眾說紛紜，其中，
Tomlinson 曾在《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中提到，有關全球化
造成的各種改變，「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是不可忽略的一環，因為文化
既可以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它區分了全球化資本市場中的「大眾」與「菁英」
權力關係（Tomlinson, 1999／鄭棨元、陳慧慈譯，2003，頁 26-27）
。因此，隨著
電信傳播、語言、跨國文化產業日益興盛，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便成為學者關注
趨勢（Held et al, 1999）
，而從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下了解全球市場如何形成，
跨國資本、企業又是怎樣改變文化產製與勞動分工，正是本研究接下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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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全球市場的形成

一、

16~17 世紀

全球市場形成可以追溯到 16、17 世紀的重商主義，此時商業資本興起，先
前盛行於西歐的封建主義逐漸衰敗，新興國家君主認為財富是獲得權力的必要手
段，兩者也是治國的最終目標，便對外積極找尋殖民地、展開海外貿易，掠奪他
國財富與人口，同時提升國際地位；對內則干涉各項經濟活動，快速累積金銀，
增強國家財富與軍事武力，以便再向外侵略（張亞中、苗繼德，2003），造成大
規模的人口、商品、貴重金屬跨國流動，促使全世界進入市場體系中。
二、

18~19 世紀

直到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自由主義取代重商主義，奉行「市場機能」
（market
function）與「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市場
是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自發產生，依照內在邏輯自行運作、自我矯正，不當介入
反而會破壞穩定，導致資源錯置、無法發揮原有效益（張亞中、苗繼德，2003）。
此外，自由主義不同於重商主義，認為國際貿易是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
，
各國藉由比較利益優勢、專業化生產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並透過自由貿易以較低
成本獲取資金、資源與市場。在此過程中，國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消除
貿易障礙，同時，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也能減少不必要的戰爭，有助於國際和平
（張亞中、苗繼德，2003；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2008）。
19 世紀中期後，大西洋各國的貨幣與資本市場幾乎融為一體，積極向外擴
張，然而，雖然全球市場逐步成形，但文化產業的發展卻遲疑不前。此時，報紙、
雜誌幾乎針對本地市場發行，語言差異限制了出口的可能性，直到 19 世紀後期，
歐、美各國大舉建立殖民地，允許本國報業在殖民地開設分公司，維繫統治勢力，
同時拓展市場。之後，隨著運輸與通訊技術提升，殖民母國與資本力量進一步結
合，為了加快商業聯繫，以無線電為主的國際通訊社開始擴張，於各地設置辦事
處，成為全球媒體的第一種形式（蔡慶同，2008；蘇蘅，2005；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也為全球市場的成長奠定基礎。
三、

20 世紀之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美政府、各類國際金融組織簽署不同的國際、區域
貿易協定，來重建戰後秩序，鼓勵私營企業和經濟開放，無形中促進了全球資本
主義發展，助長跨國公司發展（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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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跨國公司改變了全球市場的樣貌，伴隨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各國
法規、政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重管制（re-regulation）、私有化
（privatization）、市場化（marketization），讓早已遍佈各地的跨國電訊、媒體娛
樂公司持續壯大，大型組織相互併購、聯盟、合資，從只採購原料、販賣成品的
單一公司，變成更大規模、更複雜的跨國集團，參與各項區域、全球投資，以行
銷單一產品到不同地區，透過「世界品牌」打破文化藩籬，促進文化商品流通
（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
譯，2009；Tomlinson, 1991／馮建三譯，1994）。
Castells 曾言，全球經濟異於世界經濟，在世界經濟中，資本在各地累積，
全球經濟則不同，它變成一個即時單位，具有制度性和組織性，而在全球共同形
成的網路社會中，一股以資本主義為出發的力量帶動各種變遷，使科技、生產快
速流動，同時也讓資本在特定時間裡克服任何限制，大規模不斷擴張，加速交易
與消費（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頁 108-109）。但 Hardt 和
Negri 則從批判角度切入，提出全球資本「帝國」概念，指資本主義發展無法限
於單一國家，資本的本性是不斷擴張，以對外圍（the outside）的剝奪來滿足內
部（the inside）需求。因此，為了達到生產循環，資本家必須尋求海外市場，透
過跨國公司形成以掠奪、偷竊為主的帝國主義，來維持資本主義的穩定。於是，
在現代社會，資本已將世界各國納入全球網絡中，逐漸成形的全球市場更代表沒
有任何國家、地區能孤立於外（Hardt & Negri, 2000／李尚遠譯，2002）。
貳、

全球化下的文化產製形式

儘管全球化現象可追溯到 19 世紀前，但理論直到 20 世紀初，特別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才逐漸明朗，世界形成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和蘇聯共產集團兩極
發展的「東西方意識形態對峙」，以及北方工業先進國與南方落後國的「南北方
經濟差距」兩條主軸（蘇蘅，2005）
，當全球 80％的資源由 20％西方強權控制時，
使人開始思考，全球化看似自由、平等、開放的價值觀，究竟分享了誰的文化？
一、

文化帝國主義觀點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論述起源於 1960 年代，延續 Frank 和
Wallerstein 將世界分成「中心─半邊陲─邊陲」概念，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運
用經濟、政治權力，對外輸出娛樂消費、媒體影像等文化產品，由核心向邊陲宣
傳價值觀與習慣，形成不平等的交換、剝削關係，讓霸權得以永續存在，而犧牲
其他地區的在地文化。因此，全球化並未讓文化更加多元，反而趨向同質，形成
「美國化」或「西方化」（李金銓，2003；Tomlinson, 1991／馮建三譯，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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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erbert Schiller 作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代表學者，他強調媒介文化和經
濟發展相互為用，文化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就藏在商品中，成為帝國擴張的管道。
然而，在後冷戰時期，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再以國家為單位，全球文化的支配關係
也不侷限於核心、邊陲，而是跨國企業（Schiller, 1973／王怡紅譯，1996）
。步入
90 年代，即使跨國企業不再全由西方強權控制，但 Schiller 認為美國仍憑著軍事、
政治、經濟優勢，掌控國際情勢、與大部分文化產業支配權，讓來自各地的跨國
企業大舉輸出資本、商品、科技、人才、管理模式到落後國家，宣傳全球普同化
意識形態（Schiller, 1973／王怡紅譯，1996）
，Ferguson 也認為，美國擁有一定經
濟規模與先進技術，文化工業持續快速發展，他國難以跟進（Ferguson, 1992）。
因此，全球化並不會帶來解放，反而使既有的權力體系持續運作、社會階級分化
嚴重、國際不平等關係也逐漸加強。
二、

全球化論者之批判

相較上述說法，全球化論者 Tomlinson 則對文化帝國主義提出四點質疑：第
一、概念太過含糊，誇大傳播媒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位，陷入「媒介就是文化」
狹隘觀點；第二、對於何謂「在地文化」
、
「文化自主」
、
「文化認同」解釋不清，
忽略民族國家其實是想像的共同體，內部本身充滿歧異，全球化不一定會造成文
化同質化；第三、跨國資本主義雖然會使文化聚合，邁向同質化，但在地反抗、
文化自主的力道仍不容小覷；第四、批判「現代性」（modernity）的同時，卻將
現代性等同於資本主義，忽略資本主義只是其中一種表現，質疑發展、進步對文
化的侵略，卻又欣然接受現代物質享受，一味把傳統浪漫化（Tomlinson, 1991／
馮建三譯，1994，頁 42-57）。因此，Tomlinson 認為與其批判現代性，不如從中
了解文化如何擴散、傳統文化怎樣流逝，並非單從霸權宰制而論。
即使 Tomlinson 主張應用較中立的「全球化」取代「文化帝國主義」
（簡旭伶，
2011），但有學者認為，此說徹底將第三世界同質化，弱勢觀點無法彰顯，忽略
了全球化過程中結構性資源、權力分配不均問題。在現今國際社會，新殖民帝國
主義脫胎換骨，透過經濟資本、大型國家機器組織、文化生產結構的直接或間接
控制，繼續剝削第三世界原殖民地，使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農業傾銷、壓榨廉價
勞動力，文化資訊單向交流，資本和軍事武力也越發集中，皆顯示資本主義的本
質沒有改變，Tomlinson 嚮往的「世界大同」
（cosmopolitanism）並未到來，全球
文化交流依然不夠平等（陳光興，1994；魏玓，2003）。
三、

以跨國企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帝國

有鑑於此，21 世紀後，資本的流動不再單從核心向邊陲、或由西方到非西方，
帝國以網路社會為基礎，透過跨國企業運用「包含」（inclusive）、「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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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管理」（managerial）三種工具控制各種文化，以自由、寬大的
面貌吸引他者進入，容許差異，讚揚不同的語言、藝術與風土民情，不只宣揚單
一價值認同與規訓，而是以一種隨時變動的情境，彈性、靈活管理混雜認同，讓
文化主體自願待在帝國營造的去中心、去地域化疆界中，甘願被統治，以便將全
球領域畫入管轄範圍，維繫帝國體系的穩定與和平（Hardt & Negri, 2000／李尚
遠譯，2002）。
但全球化除了促使越來越多跨國文化產業出現，採集團化、垂直水平整合事
業，以擴大綜效、降低發行流通風險外，Hesmondhalgh 曾言，在 1990 年代，大
型公共服務公司藉由外包、彈性化生產縮減預算，使全世界大部分的獨立電視產
業興盛，至今，政府市場化政策、休閒領域激增的商業利益，讓新科技不斷出現，
催生許多新興文化產業，獨立生產者得以進入，在相對自主的環境創作，提供源
源不絕的創意，加上創業風氣興盛，當文化被認為有利可圖，銀行也更願意借貸
給中、小文化企業。因此，僅聚焦於集團化、跨國企業論述常低估小型文化企業
的重要性，以好萊塢電影產業為例，有 80％的公司由 4 人以下組成，可見獨立、
專業文化工作者依然重要（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頁 181）。
也就是說，文化產製過程不再侷限於特定地區，甚至是由全球各地生產、組
裝而成，不同地區、規模的文化產業透過執照、財務、通路互動，逐漸形成依賴
且競爭、合作的多重關係（蔡慶同，2008）。因此，分析全球化對文化產業的影
響時，應從特定產業、文本切入，釐清當代全球文化的本質，全球與在地如何互
動、權力不均又該怎麼解決？雖然，歐美、日本的大型企業仍支配多數文化產業，
但其他地區的中、小型企業隨著新興產業、科技崛起，還是有發展空間，形成不
同的文化形式，交織著社會、政治權力關係，使互動更加複雜，單就文化帝國主
義或全球化理論都難以妥善評估其中變遷（Berger, 2002／王柏鴻譯，2002；
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
參、

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

論及全球化對文化產製的影響，Toby Miller 提出「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簡稱 NICL）概念，以好萊塢電影
產業說明全球化下跨國文化勞動分工狀況。
一、

從新國際分工談起

此概念源於「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簡稱
NIDL）
，指國際分工超過國家概念，過去由少數已開發國家主導產品生產，多數
發展中國家提供原料的分工方式已經改變。現今，在跨國公司領導下，製造過程
28

不再受地理空間限制，改將產品區分成多項獨立製程，考量各區域經濟發展與成
本要素，再把各部分分配到不同地區製作，最後統一組裝，形成第三世界國家相
互爭取工作機會，也與第一、二世界競爭的狀態（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
2003）。新國際分工使西方國家資金、生產、勞動力逐漸流入發展中國家，發展
中國家則藉此累積廉價勞動力，成為出口導向工業國，無形提高西方國家失業
率、彈性工時與稅收減少，並深化兩者的經濟互賴關係（蔡慶同，2008）。
二、

從好萊塢走向全球的外逃製作

所謂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就是將新國際分工運用到文化產業與文化勞動
過程上（蔡慶同，2008）
。Miller 認為，好萊塢為了逃避 1920 年代美國東部強大
的工會運動，開始工業化垂直整合，通過大量生產的理性化技術發行、製作電影。
直到 1940 年代，美國政府反托拉斯法案要求好萊塢脫出戲院產權，加上電視普
及化，侵蝕大片廠制，使其進入後福特的彈性專殊化時代，將部分勞務外包給獨
立製片、製作公司，走向全球布局，外逃製作因此成形（Miller et al., 2001／馮
建三譯，2003）。
然而，好萊塢外逃趨勢賴於邊陲國家的條件，例如，適切的技術、語言、熟
悉好萊塢、商業連結與外匯兌換率，有學者稱為「邊陲泰勒主義」，指這些勞工
有不錯技術，能提供高水平效率，同時繼續進口在「他們的」領土所製作的好萊
塢電影，國家甚至因此減少收稅，避免提出有利勞工的政策，來吸引好萊塢投資，
而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工，則被視為備而不用的產業後備軍，任其剝削。除了用合
製進軍海外市場，美國金融機構也會購買外國戲院與發行公司，藉此分攤風險、
分享利潤，1980 年代，海外投資已經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供應美國
拍片所需，或提供貸款，以取得在本國發行電影的權利（Miller et al., 2001／馮
建三譯，2003）。
此外，跨國合作雖然增強技術交換，對非好萊塢地區來說，專業人口外移造
成嚴重損失，文化生產也重新洗牌，出現了各種隨時供差遣、調配、可任意丟棄
的勞動力。由於本地勞動市場低迷、資本競逐利潤增強，以及傳播科技發達，使
得重新佈署這些要素的必要性降低，勞動成本減低，員工技術也被進一步剝離，
例如，全球有 239 家動畫製造公司，分布於 93 個國家，有 90％的世界動畫卡通
是亞洲製作，但在馬尼拉製作半小時的節目需要 12 至 16 萬美元，美國成本卻高
達 30 萬，中國及越南則更低（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
好萊塢為了迎合不同市場觀眾喜好，開始製作各種語言版本的電影，甚至雇
用在地演員，此趨勢常被稱許為成功的後福特彈性積累，顯示工會、企業、政府
三方自由競爭。但 Miller 認為，政策若只著重呼應外在的文化支配，產業又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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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發展，等於讓 NICL 更加鞏固，本地電影產業將雙重淪陷，受制於政府與企
業，成為拍攝所需的場地與勞務供應地，喪失原有歷史文化，而「線下」員工的
工作機會也被剝奪（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
總結 Miller 等人分析，以好萊塢為首的電影合製彰顯了 NICL，合製透過政
策、條約提供他國住民工作機會，同時也規範電影的文化表現形式。從生產、流
通到消費，好萊塢建立起嚴密的全球分工體系，成為難以取代的霸權，而新古典
經濟學沒有解釋的正是全球好萊塢之工作階層化，以及內在的剝削暴力。
三、

對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之省思

不過，魏玓認為，Miller 突顯好萊塢之於全球電影體系的主控地位，卻太侷
限於從好萊塢凌空而下、由內向外的單向角度，忽略其他電影產業的複雜性，或
是在地出發的可能。在全球市場中，除了以好萊塢為首的商業電影，各國政府仍
有維繫本地電影產業的壓力，電影工作者也有回應的意願，並不全被好萊塢宰
制，因而有訴求美學、文化關懷、地方特色的電影出現，例如亞洲、非洲、拉丁
美洲的民族電影，或是因文化語言、政治、經濟因素形成的區域電影，皆出現不
同於好萊塢的市場定位與操作模式，可見電影生產、到消費並非扁平體系，而是
不斷形成的動態、階層化結構（魏玓，2004）。因此，魏玓提出「全球電影市場
體系」
（global film market system）概念取代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除了全球化理
論，同時注重全球與地方文化的交互影響、跨國資本的主導性，以及存在於國家
機器、電影工作者之間的權力衝突與矛盾，試圖從在地脈絡出發，更完整描繪當
今全球電影體系樣貌。
肆、

文化產業特性、內部分工與勞動

Castells 曾說過，勞動過程（process of work）是社會結構的核心，勞動與生
產關係在技術、管理層面的轉變，乃是資訊化社會與全球化影響社會的主要勢
力。然而，當代社會生產方式逐漸從福特主義過度到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
從大量生產進入到「彈性專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過去泰勒式生產線
成為歷史遺跡，傳統工業的運作和管理方式面臨改變（Castells, 1996／夏鑄九、
王志弘等譯，2000，頁 225）。
一、

後福特主義

後福特主義的特徵為：第一、縮小規模（downsizing）
，透過增加員工額外工
作和引進新科技，以擴張經濟產能，卻同時裁撤員工，節省人力開銷；第二、外
包（outsourcing），後福特時代的企業開始垂直解體，不再於單一組織包辦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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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項目，而是與其他企業合作、簽訂契約，將所需的產品分單位發派出去，藉
此節省生產成本。因此，後福特主義造成雇員彈性（flexibility of employee）
、彈
性生產（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
，以及彈性消費（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
，雇
員彈性又有以下四點特色：第一、薪資彈性，依據個人能力給付薪資，而非工會
或與雇主簽定的集體契約；第二、勞動彈性，按個別契約規定工作條件，多為任
務導向（task-oriented），且隨時都有可能變換工作；第三、時間彈性，沒有固定
工時，兼差的工作增加；第四、地點彈性，雖然多數勞工仍固定在公司工作，但
有越來越多在家中、旅途中，甚至在原來公司外包出去的另一間公司工作
（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
有鑑於此，基於全球化、資訊經濟趨勢，現今的勞動模型包括「核心勞動力」
（core labor force）
，主要由管理資訊的經理人、高技術勞工組成，以及「可棄置
的勞動力」
（disposable labor force）
，指依據市場需求、勞動成本估計，能自動化
或移往境外聘雇、解雇的勞動力，而後福特主義特性增加了部分高技術勞工與資
方談判籌碼，獲得更好的薪資和勞動條件，但對新進者來說，進入核心勞動力卻
更加困難（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此外，在彈性不受限
下，受害的不限於非技術勞動力，核心勞動力雖然擁有語言、教育和文化知識，
卻也必須縮短工作生涯以配合移動性，而且當科技足以取代人力，讓工作以更低
成本、更有效率完成，高技術勞工也逐漸失去優勢。故 Castells 認為，全球競爭
不斷重新設定工作與市場多變的幾何形勢，勞動從來沒有如此接近價值創造核
心，但勞工也從未如此容易被組織剝削，寄養在日益雙元化的彈性網絡中，頂端
和底層勞動力成長、中間階級卻縮減了（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
2000，頁 306-207）。
二、

文化產業特性與分工

然而，文化產業有不同於其他產業之處，使文化工作者的勞動狀況不全與一
般工作者相同。Hesmondhalgh 整理出三項文化產業特徵，第一、高風險；第二、
生產成本高而再製成本低；第三、半公共財，並且創造稀有性需求。文化產業必
須生產大量作品以平衡失敗與暢銷作，為了管理風險、極大化閱聽人數量，經常
透過水平、垂直整合或與國外公司合作，來拓展規模、擴大影響力，或透過通路、
版權等人為手段創造稀有性，使取得、複製更加困難。此外，建立「類型化」文
類或明星制度也能讓消費者更熟悉產品，降低風險，保障一定收益。最後，在勞
動方面，文化產業向來重視道德、創作自主權，因此，文化產業工作者也比其他
產業工作者有自主性，以生產具原創性的產品，但基於經濟和組織考量，創作者
仍須被「創意經理」監管，例如編輯、電視製作人等，負責協調創作者與組織商
業目標（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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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化產業規模擴大，則進入牽涉複雜勞動分工的「專業複合體」
（complex
professional）時期（Hesmondhalgh, 2009），據此，Ryan 進一步將不同文化產業
的產製區分為「創意製作」（creative）、「再製」（reproduction）兩階段，前者通
常由藝術家、文化工作者原創，再經過概念化與執行，交由後者轉錄與複製，最
後量產商品（Ryan, 1992, p.107）。然而，Hesmondhalgh 則認為，文化產品在轉
錄過程也需要創意工作者監督，因此歸納在創意製作階段較為合適，此外，企業
會更加嚴格控管創意之後的其他產製過程，例如行銷、宣傳、通路和批發等「流
通」階段，通常也只有少數具知名度的工作者才有權向資深管理階層討價還價、
爭取自主空間（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頁 64）。
表 2-1：文化產業各產製階段
階段

狀態

目標

出版

錄音

拍攝

(stage)

(phase)

(object)

(publishing)

(recording)

(filming)

創意

創作：製作原

準備原創(計

創作品

劃)

(creative)

再製
(reproduction)

想法(草稿)

作曲(樂譜

寫作
(劇本)

表演原創(演

再修飾、編輯

彩排、表演(演

彩排、表演

出)

(類型劇本)

出)

(演出)

轉錄：生產母

轉錄原創品

鉛字類型(校

錄音室(錄音)

電影片廠

帶

(轉錄)

對)

(拍攝)

編輯與修飾

後製編輯(母

後製編輯

(母帶)

帶)

(母帶)

壓片(碟片、卡

出版

帶)

(拷貝)

複製：生產複

從母帶拷貝

製品

(拷貝)

出版(頁)

包裝拷貝(商

裝訂與封套

包裝、標籤(唱

包裝成電

品)

(書)

片)

影沖印或
卡夾錄影
帶

資料來源：Ryan, B.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p.108

呈上，Ryan 再將創意階段分為「構思」
（conception）和「執行」
（execution），
前者可細分為「設計」（design）、「實行」（realization）；後者則由「解釋」
（interpretation）和「執行」構成，可見文化創意製作是由管理階級，下至演員、
音樂家、舞者等表演者合力完成，其中，經理人（managers）的角色更為關鍵，
透過專業團隊考量與規劃預算、進度、資源運用，以降低風險、確保收益，同時
讓創意工作者安心、自由揮灑才華。正因為管理日益重要，大型文化產業的投資
者、主管慣以利益行事，對創意工作者控制較為鬆散，但也比過去嚴謹，不過發
行與再製方面就需要嚴密的協調運作（Ryan, 1992；Hesmondhalgh, 2002／廖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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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譯，2009）。
表 2-2：文化產業中創意階段分工
功能(function)
構思(conception)

計劃中的位置(position in project)
設計(大綱)

製作人

職位(occupations)
經理人、製作人、編
輯等

實行(計劃)

實行者

作家、作曲、改編、
設計師等

執行(execution)

解釋(指導)

執導者

導演、副編輯、片廠
指導、現場監督等

執行(表演)

表演者

演員、音樂家、舞者、
記者、製圖者等

資料來源：Ryan, B.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p.115

綜上所述，新的產業形式雨後春筍般出現，文化產業公司與其他產業大型企
業的策略聯盟不斷增加，小型公司需要與主要企業建立起複雜的執照、財務與通
路關係，才有辦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存活。不過，即使依據商業考量，水平、
垂直整合與集團化已成主要趨勢，小型公司在文化產業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
三、

文化工作者的勞動狀態

隨著文化產業逐漸為商業與資本邏輯滲透，以及本身的高風險性，讓企業慣
以外包、彈性雇用員工，因此，文化工作者為了維生，必須透過短期契約，或進
入一般勞雇關係的方式，為特定資本服務以取得酬勞，成為文化產製過程中創作
階段工作者，喪失作品的完全控制權（劉昌德，2011）。Miège 曾表示，除了少
數依靠名聲獲利的明星創作者，文化產業中非專業的儲備人力過剩，造成勞動力
領取不足額薪資，工作也不穩定，甚至得從事其他工作補貼，無法專心於文化工
作，在專業複合體時期，惡劣的勞動條件及報酬不受重視（Miège, 1989）。
Ryan 依據勞動條件將文化工作者分為兩類：領取版稅、合約酬金的「約聘
創作者」（contracted artist），以及雇用工資的「受雇創作者」（professional
creative），前者例如經理人、製作人、明星，後者則像舞者、特技人員、場務
道具等，兩者都必須仰賴勞雇關係取得工作，雖然不像所有人、管理階層擁有資
產與人事權，卻可藉由控制商業或技術聲望，來提高在勞動市場的交換價值（劉
昌德，2011；Ryan, 1992, pp.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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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不同勞動狀況的文化工作者
向度(dimension)

約聘創作者(contracted artist)

受雇創作者(professional
creative)

關係(form of relation)

中介製作人

給薪勞工

狀況(condition)

外包合約

雇用

薪酬(payment)

酬金、版稅

工資

工時長度(duration)

季節性、個別計劃

持續、永久、非固定

手段(means)

才華、原創性

多才藝、技巧

協調(negotiation)

合作

指導

藝術權威(artistic authority)

商業名聲

技術名聲

資料來源：Ryan, B.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p. 135

Hesmondhalgh 則延續 Ryan 觀點，以書籍、電影、電視、雜誌和唱片五種產
業為例，將文化工作者區分為以下四類（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
頁 61-65）：
第一、主要創意人員，例如音樂家、劇作家、導演、作家等符號創作者，而
扮演創意角色的技術人員亦屬於此類別，像音樂產業中身為唱片製作人的混音師
就變得越發重要。
第二、技術人員，例如音樂工程師、錄音師、場務指導、排字工人、書頁設
計者等，必須有效率地完成單調、基本的技術工作，雖然有時也涉及創意發想，
但並不指以完成文本為主的創意概念。
第三、創意經理，所有人與主管主要是對獲利較有興趣，而作為前者與創意
人員的中介者，創意經理則希望產製出原創或完美的作品，以建立個人名聲，例
如唱片產業的歌手產品開發人員、出版業策劃、雜誌編輯與電影製作人等。
第四、所有人及主管，擁有聘請與解雇員工的權力，並設定公司政策方向。
主要創意人員通常按合約工作，但待遇相差甚大，報酬也不公平，根據林富
美針對台灣藝人與經紀人勞動關係研究顯示，握有較高市場籌碼與文化資本的大
牌藝人，經紀人佣金成數約在 5％~10％，新進菜鳥則高達 30％~50％不等，其他
像保險、獎金、休假也不如知名藝人優渥（林富美，2004）；技術人員多是受雇
工作者，除少數組成工會、或累積一定技術名聲可爭取較高報酬，目前多數仍被
嚴重剝削（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
；創意經理則越來越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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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專業團隊發展，甚至在內部建立層級、分工，由資深經理處理較具知名度、或
耗資較多的方案，新進成員則負責蒐集、接觸次要業務。此外，有些創意經理還
可以跳槽取得更高報酬，在該領域獲得明星地位，也有許多選擇創立個人工作
室，轉而與大企業合作（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
。然而，文化產
業中的不同環節，也會造成受雇差異，例如創意階段多為外包契約
（sub-contracting），文化工作者透過經紀人、或小型公司與資方簽約；再製階
段則以薪資勞動為主，勞雇關係並不固定，另外，創意階段中的構思也比執行部
門有更多外包勞工（劉昌德，2011）。
正因為資本必須進一步控制成本需求，將原本穩定、長期的聘雇關係，轉變
為不穩定、短期的承攬契約，一方面符合生產彈性化需求，另一方面則降低負擔
勞工福利成本，同時要求核心勞動力「多技能」（multi-skilled），邊陲勞動力
則沒有太多升遷機會（劉昌德，2011）。以迪士尼動畫產業為例，為了節省成本
而將產製工作細分，透過專業化、標準化的生產線外包業務，到工資低廉的國家
聘雇動畫師，要求生產出與迪士尼類型一致的作品，抑制個人風格與創意，而負
責代工的各國還須彼此競爭，以低廉勞動力、租稅優惠吸引資方，例如迪士尼動
畫廠就曾先後外移至日本、韓國、台灣，最後落腳大陸、東南亞等地。再者，除
了彈性生產，到了電腦動畫時期，勞動過程屬於「專案導向」（project-oriented），
由專案經理整合所有工作者，薪酬依合約而定，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技術，因此，
原先只有手繪才能的動畫師被取代，其他工作者則需學習新技術，避免被淘汰，
以獲得工作機會、爭取較好的勞動條件，由此皆可看出後福特時期文化產業的特
徵（楊博智，2006；戴皖文、林彥行，2004）。
伍、

小結

現今，在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全球化使資本、商品、勞動力、資訊或文化
符號自由流動，大型跨國企業興起，促使國家解除對資本與市場的限制，進一步
讓經濟去疆界化。文化產業受此趨勢影響，以好萊塢為首的 NICL 將勞務外包給
獨立製片，但合作並未賦予他國勞工更多自主權，反而淪為備而不用、可任意丟
棄的產業後備軍，好萊塢成為難以取代的霸權，控制製作、發行、映演，建立嚴
密的全球分工體系。不過，即使好萊塢依然強盛，其他具有美學、文化特色的地
方、區域電影仍值得觀察，全球電影體系是動態、複雜，不斷重塑的階層化結構。
回歸到勞動層面，當文化產業採取集團化、垂直水平整合策略，以擴大綜效、
降低風險，同時以外包、彈性雇用員工時，文化工作者的勞動狀況越發兩極，除
少數具有聲望者能和資方協商，或跳槽爭取更好待遇外，大部分工作者為了維
生，只能接受惡劣的勞動條件，為特定資本服務，難以捍衛創作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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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與本土的辯證─區域化現象

處理全球化議題經常面臨一個難題：怎樣定義何謂全球或本土化？另外，假
如把全球與本土視為全球化光譜的左右兩端，中間的灰色地帶又該如何區分？各
個位階涵蓋的範圍應該多大多小（李政忠，2003）？汪琪、谷玲玲、劉駿州將這
條光譜區分為地方（local）
、國家（national）
、區域（regional）
、跨國（transnational）
、
全球（global）
，但到底要多地方才叫地方？以及區域涵蓋的範圍比國家大或小？
目前也尚未定論（Wang, Ku & Liu, 2000；轉引自李政忠，2003）。
也有人將全球化定義為跨區域的經濟、社會、政治全方位擴張過程，並對世
界上另一區域的民眾產生廣泛、強烈和快速影響；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是指
具有類似文化、宗教、觀念或經濟特質的國家在特定範圍內交流；國際化
（transnationalization）是涵蓋兩國以上的交往行為；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則
最為狹隘，只限於國界內所進行的社會交流（洪朝輝，2000）。
然而，面對全球化浪潮，Alan Rugman 的「全球化終結」論述，則從根本質
疑透過跨國企業打破地理疆界，消弭經濟、主權藩籬，進而達到文化同質性的全
球化現象是否如實存在？Rugman 認為，以美國、歐洲、日本經濟強權主導的跨
國企業，無論從結構、規模、擴張方式，還是生產管理、貿易經營來看，皆顯示
全球化運作根本只是資本擴張的「區域性」經濟行為，而非無限擴張的經濟全球
化。三大強權主控的區域化經營無助於全球化經濟，反而因為資本戰略、經營策
略的分歧與壁壘，以及日益興盛的非政府組織、外部生態環境的保護要求等因
素，使全球化運動走向終結（Rugman, 2000／常志霄等譯，2001）。
全球化論述太過簡化當代經濟活動，認為跨國資本無遠弗屆，打破國家藩
籬、消蝕國家的功能，傳媒網路通達到世界各個角落，使得個人與世界的訊息相
通，文化也趨向同質。但是，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國際貿易自由化程度增加時，
各國政府卻致力設立區域聯盟，基於政治、經濟、文化因素考量，簽署區域貿易
協定（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 簡稱 RTA），達到經濟整合，讓參與會員國降
低、消除貿易障礙，提高區域貿易自由度，以彌補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 GATT）與 WTO 多邊談判的不足（劉碧珍、
陳添枝、翁永和，2008）。因此，區域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成為相對於全球化的另一股力量，聯盟會員享有專屬貿易優惠，對非會員國形成
壁壘，加上彼此政治、文化差異，使得統一的世界市場或單一國際貿易體系更加
遙不可及。

36

壹、

經濟區域主義

Ethier 曾指出經濟區域主義的五項原則，包括一個、多個小國依附大國；小
國進入區域整合前會進行重大經濟改革；緩和的經濟自由化，貿易壁壘雖比
1950、60 年代降低，但仍然存在；協議並不平衡，小國還是比大國退讓許多；
最後，各國減少的關稅壁壘依舊有限（Ethier, 1998）。
一、

加入經濟區域組織的誘因

然而，一國選擇參與區域經濟組織的動機很多，且隨著政治、經濟環境有所
差異，通常為了促進經濟成長，藉由整合擴大市場，不僅實現規模經濟效果，加
深專業化生產，並吸引外資，促進經濟成長。此外，與較大的國家或出口比率較
大的國家結盟，可使出口市場獲得保障，避免受到貿易保護主義威脅，而且組成
集團、採取一致行動對世界的影響力將大於個別國家，也可爭取更大的發言權，
例如，東南亞國協（ASEAN）就是為了對抗美國、日本經濟勢力組成。最後，
也有些國家會利用地緣關係組成經濟同盟，來增進移民管理與穩定區域安全（劉
碧珍、陳添枝、翁永和，2008）。
根據 WTO 秘書處統計，截至 2005 年，全球所簽署的 RTA 約有 320 見，其
中超過半數是在 1995 年以後才簽署，以歐洲地區為例，歐盟（EU）與中歐自由
貿易區（CEFTA）最受重視；美洲則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南方共同
市場（MERCOSUR）以及安地諾集團（ANDEAN Group）為主；其他如亞太地
區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東南亞國協（ASEAN）
、澳洲地區之紐澳緊密
經濟關係貿易協定（ANZCERTA）
，和非洲地區的東、南非洲共同市場（COMESA）
等區域經濟組織，無論在區域內的貿易比重或會員國數目上，都有逐漸增加趨
勢，影響力值得重視（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2008）。
二、

資本、財務全球化與生產、勞務區域化現象

Castells 提出「全球經濟區域化」（regionalized global economy）概念來形容
此趨勢，他認為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傳統國與國組成的貿易聯盟逐漸改變，
1999 年歐盟為達成種種目標，成為統一的經濟體，有統一關稅、單一貨幣和歐
洲中央銀行，因此，歐盟不適合被視為貿易聯盟，內部的貿易不再是國際貿易，
而是區域間貿易，就像美國國內的區域貿易一樣，歐洲各國並非不復存在，只是
成為一種新形態的國家，一種網絡國家，關鍵特質是組成統一的經濟體，而非只
是貿易聯盟（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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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 Rugman 強調的全球化終結論，Castells 則以亞太地區為例，從 1970
至 1990 年代初，日本自北美、歐洲和亞洲地區獲得貿易順差，而其他亞洲國家
則藉由得自美國、歐洲的更多貿易順差，來彌補與日本的貿易逆差。由此可見，
亞太區域經濟仍依賴於非亞洲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區域外出口額來維持貿
易平衡，甚至 1990 年日本經濟衰退，以及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區域內需
求降低，亞洲各國進一步加強對區域外市場的依賴，再者，當中國成為主要世界
出口國，加上印度經濟體日益外銷導向趨勢，單純自給自足的亞太經濟體並不存
在，顯示未來亞太地區除了內部持續整合，與全球市場的連結仍值得重視
（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
因此，Castells 認為，全球經濟區域化不能單從全球或區域角度解釋，在全
球市場從事貿易的跨國企業只是一部分，同時還有區域組織和各國政府、機構在
促進或限制貿易自由（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資本、財
務也許逐漸全球化，但生產與勞務卻走向區域化，全球約有 85％的對外投資集
中在美國、西歐、日本，但三者的跨國企業則多在鄰近地區建立區域性生產和勞
務網絡，例如美國之於墨西哥、日本之於東南亞、德國之於東歐等（Boyer &
Drache, 1996；Oman, 1994）
。因為全球經濟競爭激烈，企業標準化生產、彈性製
造、外包策略節省成本，使用廉價、風險遠低於全球標準，且技術精良、積極進
取的地區勞動力，反而有助區域化發展，同時也可避免區域各國受到貿易戰爭與
貨幣波動危害（Gilpin, 2001／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譯，2004），生產、勞務
區域化現象將持續存在於拉丁美洲、東南亞、中國等地區。
貳、

文化產業區域化

除了經濟區域主義外，文化產業也存在區域化現象。在全球化趨勢下，區域
化成為跨國集團進入區域市場，以及當地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重要手段（劉現
成，2004）。
一、

地理文化市場的形成

從媒體的產製過程來看，電視區域化現象已經比全球化還重要（Straubhaar,
2002）
，Sinclair 等人也曾提出「地理語言區域」觀點，指具有共通文化、語言及
歷史連結的國家群體，可能是地理相近區域，也可能因為長期跨國接觸、融合，
大多依據文化並非物理上的接近性連結，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
洲及紐西蘭都採用英文做為母語，具有白人基督教文化，因此可組成同個地理語
言區域（Sinclair et al., 1996, pp.11-14；轉引自 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
2009，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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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mondhalgh 則修正此觀念，以「地理文化市場」（geocultural markets）取
而代之，語言不過是地域與人們之間的其中一項潛在連結，往往政治、歷史、宗
教因素才是組成同一文化區域的主要原因，像曾被前蘇聯統治、且長期信仰基督
教的東歐國家，而這些文化連結又可以克服地理限制，形成跨區域的共同市場
（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頁 219）
。據此，可見地緣關係和文化
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極為重要，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市場、西歐、拉丁
美洲、法語市場、華語市場、印度或南亞市場皆由此構成，更為區域對抗全球市
場開啟契機（Straubhaar, 2002）。
二、

文化產業區域化範例

文化產業區域化最具代表性為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設立的跨國電
影合作補助組織「歐洲影視基金會」（Eurimages）。歐洲基於歷史文化原因，以
及與美國、日本兩大經濟體抗衡的結構性壓力，開始進行政治與經濟整合，在這
此基礎上的電影生產和流通合作，也從 1980 年代陸續展開，1989 年成立、以「呈
現歐洲文化」的歐影就是代表之一（魏玓，2010），透過補助電影生產、發行、
映演環節，來振興歐洲電影（European Cinema），同時為了超越文化和語言界
線，弭平所產生的藩籬與消費障礙，一般流通於歐洲的電視或電影節目多採取「重
製語言」（re-languaging）策略，以重新配音或上字幕的方式來推廣歐洲影視市
場，開創不同於好萊塢的文化、美學風格。因此，從 1990 年起，歐盟國家的合
製案大幅增加，到了 1990 年代中後期，每年超過 500 部的歐洲電影中就有約 30
％是合製片（魏玓，2006），其中不乏有賣座強片，證明歐洲市場仍有潛力，例
如 1999 年全球票房達 1.1 億、美國部分則不到 100 萬美元的《美麗新世界》，
就是由歐影補助，法國、德國、義大利合製的作品（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
譯，2003）。
除了歐洲地區，拉丁美洲的電視產業也是一例，1980、1990 年代墨西哥、巴
西、委內瑞拉的連續劇開始銷往其他西班牙語系國家，甚至英美市場。深具政商
背景的墨西哥電訊電視台（Televisa）和巴西全球電視台（Globo）在當地有逾 7、
8 成市占率，幾乎獨占國內市場，在海外西語系地區也設有頻道，因此，延續拉
丁美洲通俗小說、電影、廣播而來的「情境劇」（melodramatic）能夠成功外銷，
加上成本較歐美戲劇低廉、富有異國情調，故受到歡迎，試圖將邊陲地區的特殊
文化輸往核心國家（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
在亞洲，印度做為全世界大二大電影生產國，以孟買做為主要生產基地，在
1989 年至 1998 年期間，平均每年製作 787 部電影，因此有「寶萊塢」
（Bollywood）
之稱。多數印度電影並未出口，反而是在地區政府大力支持下，生產具有當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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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民族電影，此外，印度電影多銷往阿拉伯灣、印尼等鄰近地區，但與印度曾
有殖民關係，或有大量印度人移居的英國、摩洛哥、拉丁美洲也是重要海外市場，
印度電影在 1999 年出口額更達 1 億美元以上，顯見因為文化親近性或地緣關係，
以史詩、奇幻、舞蹈聞名的印度電影已在國內、外建立不同於好萊塢的地理文化
市場（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
參、

崛起的大中華區域市場─以中國大陸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部分亞洲國家在經濟上有亮眼表現，例如戰敗卻快速復
甦、成為世界各國模仿對象的日本，以及 1960 年代後，經貿成績備受矚目、有
「亞洲四小龍」之稱的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之後，伴隨中國大陸改革開
放，與東南亞國家政局穩定，自 1990 年代開始，亞洲經濟發展達到空前沸騰的
狀態，直到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印尼、泰國、南韓等國受害甚深，中國
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卻因為有豐厚的外匯存底與經濟發展條件，故損失較
少，進而讓歐美各國開始注意亞洲華人的經濟實力（劉現成，2004）。
一、

大中華經濟區定義

其實，早在 1993 年，世界銀行
（World Bank）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就在年度報告中，特別將中國大陸、台灣、香港與
澳門劃為「中華經濟區」（Chinese Economic Area），並預測 10 年內將成為全球
經濟的翹楚，Harding 也特別將亞洲華人以經濟為起點的整合現象稱為「大中華」
（Greater China），並分別從三個面向加以定義：第一、大中華地區經濟將快速
整合；第二、全球華人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第三、原本在政治上極為破裂的華人
地區，未來有可能成為統一的華人國家（Harding, 1993, pp.653-655），而通用漢
字、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也促進了大中華區域市場整合。
2002 年，世界銀行和高盛亞洲（Goldman Sachs & Co. Asia）估計，到了 2020
年，中國即將超越日本與西歐，成為僅次於美國第二大經濟體。如同預期，根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2 年 4 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
（World Economic Outlook）
顯示，2011 年中國 GDP 成長達 9.2％，總額為 6.99 萬億美元，目前僅次於美國
排行第二，可望在 2016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IMF 網站）
，由此可見中國
未來在大中華經濟區、亞洲，甚至全球的影響力。中國大陸做為全球工廠、極具
開發潛力的市場，加上經濟蓬勃發展和政治逐步開放，進而成為大中華經濟區的
核心與活動趨力所在，左右整個華語區域市場的發展，以及文化產品偏好（劉現
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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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長中的中國大陸文化產業

以影視產業為例，中國擁有 13 億人口、超過 4 億台電視機、11 億的電視觀
眾，廣播電台 227 個、電視台 247 個、廣播電視台達 2120 個，全國有線電視使
用者 18730 萬戶，有線數位電視使用者則有 8798 萬戶，全年生產電視劇 436 部，
電影 526 部、科教、紀錄、動畫和特殊影片 95 部，已然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影視
市場（中國大陸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2010 年統計公報，2011）。
其中，在電視產業部分，根據中國大陸廣電總局 2011 年統計資料顯示，2010
年全國廣播電視總收入達 2300 多億人民幣，與 2005 年的 930 餘億相比，增加幅
度達 147.21％，年均增加為 19.84％，節目製作時間則為 681 萬小時，比 2005
年的 613 萬增加 68 萬小時，增幅達 11.10％，年均增長為 2.13％（「十一五」時
期廣播電視發展狀況，2011）
。此外，台灣與中國交流方興未艾，2009 年中國大
陸同意引進、發行的境外電視劇共有 106 部，其中有 34 部來自台灣，占 32％，
而從 2008 年到 2010 年也有 14 部合製連續劇播出，台灣政府亦在《創意台灣─
文化創意發展方案行動計劃 2009~2013》中表示，應趁兩岸政策開放，開拓文化
交流空間，朝向華語市場發展，可見中國市場之於台灣影視產業之重要性（簡旭
伶，2011）。
在電影產業方面，葉月瑜認為在亞洲區域市場，中國擁有充足的人口而傲視
東亞，吸引美國、英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的資金流入，尋求更大規模的製作
與市場前景（葉月瑜，2007）。張世倫也表示，跨國合作有助打入區域市場，例
如 1999 年美商哥倫比亞發行的《臥虎藏龍》
，集合中、港、台幕前、後人才，讓
華語片最成熟的類型─武俠電影走向世界，同時組織華語電影人力，向世界商業
電影市場示範新的合作模式，以及可待開發的亞洲市場（郭東益，2005；張世倫，
2001）
。雖然《臥虎藏龍》在中國、香港票房不如預期，但在美國締造 1.28 億美
元佳績、成為最賣座的外語片，讓中國電影人有透過兩岸三地合製、以華語電影
進軍好萊塢的野心，開啟《英雄》
、
《赤壁》
、
《十面埋伏》
、
《滿城盡帶華金甲》一
系列武俠大片風潮，同時也因為資金、製作更加中國化，進一步使中國成為華語
電影重要基地（吳月華，2007）。
肆、

小結

區域化做為全球化趨勢下不可忽略的現象，無論是 Rugman 的全球化終結
論，或是 Castells 認為區域化讓地區與全球的連結深化，並未改變跨國企業、已
開發國家政府的影響力，當科技、傳媒快速發展，全球與在地互賴加深，皆可看
出現代經濟、文化活動已無法單從全球或區域角度詮釋。在地、本土和全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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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應被視為多層次的地形空間，抵抗、同化、在地化（localization）、去在
地化（de-localization）和再次在地化（re-localization）在同一空間持續互動（葉
月瑜，2011）。然而，當文化產業朝向區域化發展，依地理、語言、歷史或文化
因素結合的區域市場，更可能成為不同於強勢文化的另一股力量，例如歐影、拉
丁美洲的連續劇、印度的電影產業等等。
1960 年代以來，亞洲新興國家蓬勃發展，除了日本外，就以中國大陸、台灣、
香港、澳門組成的大中華區域最受注目，其中，中國又因為經濟快速成長、市場
廣大，具有廉價且豐富的人物力資源而成為核心，吸引世界各地資金、設備、人
才進駐，試圖採取合製、大投資、大卡司、大場面，以高概念（high concept）
電影敘事打造華語商業大片，來和全球文化市場接軌，形成一個結合兩岸三地、
亞洲鄰近國家的區域文化產業。
第三節

國際合製電影

Miller 等人提出 1960、1970 年代好萊塢外逃製作（runaway production），可
謂最早的國際合製電影型態，由於電影製作並無必然特定區域，好萊塢可以在世
界各地尋求場景、廉價勞動力和營運設備，並與他國合作、打入當地市場（Miller
et al., 2001）
。此外，國際合製也成為各國政府保護國內電影產業的手段之一，藉
此抵抗好萊塢入侵、開拓生存空間，例如歐洲理事會補助、成立的歐影，或是
1990 年代興起的東亞區域電影，以及像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單一國家對外尋
求合製機會，讓電影產業「異質化」（heterogenization）成為可能，不見得淪為
全球好萊塢同質化下的犧牲品（葉月瑜，2011；魏玓，2004，2005）。
壹、

國際合製電影定義

印度傳播學者Pendakur認為，影視產業為了控制全球市場，便募集、整合各
地資金或勞工，國際合製因此產生。然而，國際合製又可區分為四種操作方式：
第一、某一國家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合製；第二、多個國家間公共機構與私人機
構合製；第三、從不同國家集資；第四、國家出面訂立的條約合製（Pendakur, 1990:
194-5，轉引自魏玓，2006）。
Miller 等人則將合製分為兩種：第一、由參與國家政府認可，透過雙邊或多
邊協議約定規則，獲得津貼或賦稅減免優惠的計畫，同時滿足各自配額要求，稱
為條約合製（treaty co-production）；第二、純屬跨國民間企業的商業行為，沒
有涉及政府所簽定的任何條約，則稱為股份合製（equity co-production, 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條約合製多存在歐洲和加拿大，亞洲的國際合製幾乎
是股份合製，以1998年為例，香港參與的國際合製電影占總產量約22％，合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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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包含美國、日本、中國和台灣等，皆屬於商業性質的股份合製；中國則有7％
為合製電影，但需經由「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簡稱「中制公司」，又稱「合
拍公司」）核可與管理，不全是單純的股份合製行為（尹鴻、何美，2009；魏玓，
2006）。
由此，本研究主要探討的中國大陸、香港合製電影自2004年CEPA實施以來，
已漸從國有中制公司被動控管、民間企業主導的股份合製，轉向雙方政府透過條
約主動互惠、具體規範合製內容的條約合製階段，公權力介入程度也較CEPA前
高。故，本文主要想探討當CEPA實施、官方角色逐漸改變，中港合製電影在產
製、映演、發行上有何差異，對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影響為何？同時，為了廣泛了
解中港合製電影狀況，在定義上將較為寬鬆，無論在資金、人員、設備方面有實
質合作，均納入後續中港合製電影的討論範圍內。
貳、

合製電影模式

魏玓曾將世界各地主要的合製案例歸納、整理成四種模式，分別為：第一、
跨國合製模式；第二、區域合製模式；第三、單一國家對外合製模式；第四、華
語地區合製模式（魏玓，2005，頁 6-8）
。本研究將延續此區分，探討各模式採取
國際合製的原因和相關規範，以及可能對文化工作者產生之影響，而以中國、香
港，甚至台灣為主的華語地區合製模式，因為是本研究觀察重點，則待本章第四
節、和第四章再詳細分析。
一、

跨國合製模式

(一) 歐盟
面對好萊塢威脅，各國政府以進口或銀幕配額、徵收特別稅抵抗，或是資助
本地電影、主動介入市場行銷，藉此在文化與經濟上維繫本國電影產業，國際合
製正是最普遍的手段之一。歐洲地區的跨國合製策略歷史悠久，從第二次世界大
戰起陸續出現，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各個核心機構認為，合製能增強歐
洲電影、電視產業競爭力，來和好萊塢抗衡。因此，歐盟於1989年在歐洲理事會
下設立促進合製的基金機制，稱為歐影基金會，會員國的合製計畫都可以申請製
片預算10％到15％補助（魏玓，2005，2006）。
歐影根據1988年歐盟部長會議的《第15號決議》（Resolution[88]15）設立，
基於促進會員國合作、達成泛歐文化共識，並體認「資訊與傳播技術的日新月
異」，以及「逐漸提高的視聽內容需求和市場競爭程度」，發展歐洲視聽創作與
產品，迎接隨之而來的「文化和經濟挑戰」（魏玓，2006）。因此，歐影欲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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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電影合製（assistance to co-production）、發行（assistance to distribution）、
放映（assistance to exhibition）和數位化（assistance to digitization of theatres which
are members of the Eurimages network）達到兩大目標，首先是「文化的」
（cultural），透過創作呈現泛歐文化，並表達各國多元社會風貌；再者是「經濟
的」（economic），將電影視為藝術、保有文化特色的同時，也必須兼顧商業利
益，降低歐影基金投資風險。然而，除了將90％的資金投注在電影合製生產補助，
另外的10％則用來協助發行、放映，從1988年到2011年為止共補助1300多部合製
電影和紀錄片，2011年新納入俄羅斯、喬治亞兩個會員國，總數也從一開始的12
國達到36國。此外，歐影更計劃在2012年擴大合作範圍，凡與兩個會員國進行合
製拍攝的非會員國也可獲得補助，並持續強化發行體系，以及電影院數位化設備
（Eurimages網站）。
表2-4：歐洲影視基金經費表2011
補助項目

合計支出

占總支出比例

授予數目

獲選比例

(support

(amount

(percentage of the

(number of

(selection rate

programme)

awarded)

total amount

awards granted)

of eligible

awarded)
合製

projets)

22,094,900€

94.08%

71部合製案

51.08%

522 ,422€

2.22 %

94個發行業者

51.93%

600,000€

2.56 %

38間歐影會員國內的電影院

81 ,000€

0.35 %

4間歐影會員國內的電影院

183, 000€

0.79 %

凡歐影合製案都可獲得補助

(co-production)
發行
(distribution)
放映
(exhibition)
數位化
(digitization)
宣傳
(promotion)
資料來源：歐洲影視基金官方網站，http://www.coe.int/t/dg4/eurimages/default_en.asp

另一方面，歐盟最主要的「媒體產業總體發展計畫」（Measures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ovisual Industry, 簡稱MEDIA）下的子計畫機制，名
為「歐洲影視產品獨立市場」（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An Audio-Visual
Independent Market, 簡稱EURO AIM），主要負責發展產業交流平台，促進各國
產品買、賣雙方，以及製作人、投資人間的接觸和對話。正因為有MEDIA計劃
專門統籌歐洲影視產品流通，歐影的發行、映演補助屬於補充性質，發行方面，
補助對象限於未納入MEDIA 計畫的會員國發行業者，包括克羅埃西亞、羅馬尼
亞、瑞士、馬其頓，與土耳其；映演也以中歐、東歐的電影院為主，並規定每年
首映電影必須有33％是歐洲電影，全部上映電影中歐洲電影則占50％（盧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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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魏玓，2006）。
管理歐洲影視基金會的方式為會員國各派一人組成委員會（Board of
Management），根據「歐洲影視合製規章」設置的點數系統，決定各申請案是
否有足夠的歐洲屬性（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依據影視工作者
在產製階段占據的位置，分別加以計算，電影導演必須是歐洲公民，核心創作人
員和表演者最高可記3點，技術人員只有1點，總計19點，至少要達15點才能通過
審核、獲得補助（Eurimages網站）。此外，為了兼顧文化與經濟目標，評選標
準還得包括：第一、申請計畫的藝術價值（artistic merits）；第二、導演、製片
人、藝術與技術工作團隊的經驗；第三、申請計畫的市場流通潛力（circulation
potential）；第四、申請計畫的商業潛力（commercial potential）；第五、參與合
製方在藝術或技術方面的合作情況；第六、申請計畫能夠確保獲得的資金水準
（the level of confirmed financing，魏玓，2006）。
表 2-5：歐影申請案之歐洲身分認定記點規範
項目

點數
核心創作者(creative group)

導演

3

編劇

3

作曲

1
表演者(performing group)

第一主角

3

第二主角

2

第三主角

1
技術人員(technical craft group)

攝影師

1

錄音

1

剪接

1

美術指導

1

片廠或外景

1

後製場

1

總計

19

資料來源：歐洲影視基金官方網站，http://www.coe.int/t/dg4/eurimages/default_en.asp

二、

區域合製模式

(一) 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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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國家影視基金（Nordisk Film & TV Fond, 簡稱NFTF）成立於1990年，
由挪威、瑞典、芬蘭、丹麥和冰島5國組成，主要與北歐部長理事會（The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北歐電影基金/協會（Nordic Film Funds/Institues）、北歐電
視廣播網（Nordic TV Broadcasters）合作，目的為合資、製作影視產品，交換節
目於會員國的電視頻道中播出，同時建立區域合作、提供互惠播映條件，希望藉
此促進北歐文化發展（盧非易，2001）。在審核標準上，北歐國家影視基金將考
量提案內容、藝術性、可製作性與市場潛力，電影必須能在戲院、電視或其他流
通管道發行，拍攝主題不限於北歐，也未規範創意、技術人員配額，以兒童或青
少年為主題的作品則會特別受到重視（魏玓，2005）。
據此，北歐國家影視基金補助的提案有以下五種類型：第一、支持影視產品
提案發展（support for project develpoment），優先考量電影、電視劇、影集，短
片和紀錄片次之，但主要製作人必須是會員國國民；第二、支持影視產品製作
（support for production），所有類型提案的主要製作人都得是會員國國民，電影
則必須保證至少在兩個會員國發行，或通過北歐廣播電視網播放；第三、支持電
影發行（support for cinema distribution）
，將評估提案國內相對閱聽人數量，且至
少滿足一個以上的會員國市場需求；第四、支持影視產品配音、翻譯（support for
dubbing）
，轉換成其他北歐語言在會員國播放；第五、支持提倡北歐影視文化優
先（support for film cultural intiatives）
，補助相關工作坊、論壇以及影展，藉此強
化北歐影視產品的競爭力（NFTF 網站）。
(二) 拉丁美洲
相較於歐美國家，拉丁美洲電影（Latin American cinema）起步較晚、發展
較慢，由於長時間處於殖民統治之下，20世紀後又被歐美電影占據大部份市場，
與好萊塢電影技術、發行體系聯結甚深（José Manuel Moreno Domínguez and
David Montero, 2009），因此，更有墨西哥人說：「當我們離好萊塢越近，就離
上帝越遠。」可見兩者的依附關係。之後，隨著「魔幻寫實主義」文學風格興起、
受到世人注目，加上電影新秀輩出，直到1990年代，拉美電影才逐漸擺脫外來勢
力，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本土風格（苑雲天，2012年1月22日）。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為主要拉美電影生產國，起源於 1930 年代，一開始
多模仿好萊塢模式建立生產線，以數量上來看，從 1930 到 1990 年代，有 89％
的電影都由這三國拍攝。1940、50 年代則是拉美電影的黃金時期，產量堪比好
萊塢，墨西哥更運用國有資源興建片廠，嘗試建立電影產業，經由電影院、國家
衛星系統播放自製電影，進而在 1950 至 1970 年間，促使墨西哥電影公司生產達
100 餘部作品，再透過當地發行公司─Pelmex 行銷到其他拉丁美洲國家（José
Manuel Moreno Domínguez and David Montero, 2009）。因此，不少拉美電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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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放映，獲得口碑，但自 1960 年代起，拉美各國遭受嚴重經濟危機，很多
電影公司破產倒閉，同時，軍人獨裁政府強化控制電影產業，不少激進電影工作
者被迫流放，拉美電影逐漸走向沒落，低成本色情電影大行其道（苑雲天，2012
年 1 月 22 日）。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UNESCO ）2001年統計，大部分拉美國家每年生產不
到20部電影，尼加拉瓜甚至不及一部，只剩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政府試圖以
保護主義措施、提升本土電影產量，但卻讓創作品質快速下滑，好萊塢電影市占
超過80％以上，在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爾等國甚至高達95％（José Manuel Moreno
Domínguez and David Montero, 2009），拉美電影陷入內外危機。
有鑑於此，正因為不易打入海外市場，加上語言、文化差異，拉美電影長期
只能在區域內傳播，形成比歐洲地區更有特色的電影文化（José Manuel Moreno
Domínguez and David Montero, 2009）。然而，國內市場規模往往決定了拉美電
影產業的發展程度，例如巴西人口眾多，資金較為雄厚，近年逐漸佔據領先位置
（苑雲天，2012年1月22日），此外，墨西哥電訊電視台、巴西全球電視台在區
域內有極高市占率，海外西語系地區也設有頻道，能將自製影視產品外銷到歐美
國家，為拉美電影打開了另一條通路（Herman & McChesney, , 1997／甄春亮譯，
1997；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José Manuel Moreno Domínguez and
David Montero, 2009）。近年來，拉美國家也透過結盟，或與西方國家合製電影
解決資金、技術困難，探索出新的電影製作方式，例如，歐盟MEDIA計劃針對
發展中國家、弱勢地區創作者開設的培訓課程，即可促進拉丁美洲與歐洲電影
產、官、學界交流，並提升數位化技能，藉此減緩衰退程度（盧非易，2001；José
Manuel Moreno Domínguez and David Montero, 2009）
(三) 東亞
相較於歐洲、拉丁美洲，魏玓認為目前「亞洲電影」（Asian Cinema）除了
地理學上的意義外，還是內涵空洞、缺乏整體意義的概念。因為亞洲地區的種族、
宗教、政治、文化歧異度高，儘管許多國家存在類似的被殖民經驗，但是在後殖
民時代的冷戰結構影響下，以及特定國家、地區複雜敵對關係牽制，使得亞洲地
區政治聯繫、整合相當有限，甚至困難重重。因此，現今談到亞洲電影通常指「亞
洲的電影產業」
（Asian film industries）
，或「亞洲電影產業產品」
（product of Asian
film industries） ，對於亞洲的想像也限於東亞，與南亞、中亞、西亞合作尚嫌
不足，東亞國家的互動大多在電影產品跨國消費，缺乏生產層次的橫向聯繫，更
遑論形成整體電影美學、文化特色（魏玓，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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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述情況到了2000年左右逐漸改變：首先，從1990年代開始，亞洲新
興國家崛起，在資本全球化趨勢下，亞洲區域化經濟和文化生產的重要性提高；
再者，相對於歐洲、拉美、非洲為了與美國抗衡形成的區域聯盟，初成立的泛亞
洲組織嘗試與美國合作，亞洲共同市場、亞圓統合呼聲開始出現。此時，亞洲民
族國家也基於不同因素相互聯結，例如，日本試圖對於戰前侵略傷害和解、韓國
引進鄰國角色解決南北韓問題、中國為了消解「中國威脅論」展開的敦親睦鄰政
策，這些政經背景所帶動的「亞洲崛起」現象，正好造成新亞洲想像的歷史條件
與情緒基礎（陳光興，2006；葉月瑜，2011）。
文化產品的跨國消費現象也有助於整合亞洲地區，從1970年代起，香港、台
灣的武俠、功夫電影大量輸出至東南亞，1980年代的影視、大眾文化也風行整個
東亞地區，隨後台港流行音樂開始透過非正式管道進入中國大陸，至今仍在中國
市場佔有領導地位。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哈日」風潮在台灣、香港、南韓等
地蔓延，日本偶像劇、流行風尚引領亞洲大眾文化近20年，直到1990年代晚期，
由韓劇、韓國偶像明星構成的「韓流」，加上近年來「K-Pop」韓國流行音樂興
起，讓韓國接替日本、成為另一個東亞文化輸出國（陳光興，2006；魏玓，2010） 。
由此，東亞各國開始以「泛亞」（Pan-Asian）名義聯結，以人才共享、跨境
投資、收益促增、官方或非官方聯合製作達成市場整合，試圖挽救日益傾頹的台
灣、香港、中國與日本國產電影，尋求擴大市場潛力、分散風險的新投資方案。
同時，好萊塢也將目光放在崛起中亞洲市場，嘗試參與投資、外包製作，再發行
到各個本土，打造像《臥虎藏龍》、《功夫》、《向左走，向右走》等賣座電影，
鞏固本土、聯亞抗美便成為東亞電影工作者的重要目標（葉月瑜，2007）。
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東亞地區約有2.7億人，若加上中國的龐大人口，
則可超過15億，遠多於美國本土3億人口，倘若亞洲電影能鎖定東亞、而非西方
觀眾，區域票房不僅足以回收製作成本，更可創造可觀利潤。因此，香港導演陳
可辛曾說，泛亞電影不單只是團隊創作，是要透過消除市場壁壘、文化藩籬、語
言障礙達成合作，如此便有足夠的觀眾來維持產業良性發展（葉月瑜，2007，
2011）。
表 2-6：泛亞電影組織
類型

代表案例

歐／亞同盟

不同類型的歐洲資金，目標通常是支持非營利
產業，例如：Fortissimo、Block2、Celluloid
Dreams、Paradis、Flach Pyramide 等

亞洲內部合作

主要來自亞洲大企業的商業資金，並為亞洲市
場拍攝，例如：香港 Applause、南韓 Si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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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East、CJ Entertainment、日本角川、新加
坡新傳媒星霖電影公司等
泛華人共同製作

華語市場內的商業資金，用來擴展、鞏固亞洲
各地的華人觀眾，例如：寰亞、成龍的 JCE 集
團、江志強的安樂影片公司、華誼兄弟、中國
電影集團、上海電影集團等

泛亞洲方案包裝者

來自歐洲和亞洲的資金，橫跨於商業、文化、
教育間，例如：吉光、Y2K、NHK 等

好萊塢／亞洲投資

好萊塢將資金、技術和行銷投入亞洲拍攝，以
提升標準和區域品牌，例如：美商哥倫比亞(亞
洲)有限公司、華納兄弟亞洲等

資料來源：葉月瑜（2011）。《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台北：書林出版社，2011：147-148

在2000年之前，東亞電影主要的合作方式為知名演員跨國演出，已經建立流
行領導地位的日本明星，便是香港電影主要的吸納對象，例如，千葉真一演出劉
偉強導演的《風雲之雄霸天下》、藤原紀香和郭富城演出唐季禮導演的《雷霆戰
警》、常盤貴子演出李仁港導演的《星月童話》和《阿虎》等等，藉此為衰退的
香港電影開拓新市場。但是，此時東亞電影並未發展出穩定或有系統的架構，直
到2000年後，才從電影創作、企劃、資金、導演、演員、製作團隊，乃至後續市
場行銷和放映進行全面、系統性規畫，並以整個亞洲市場為主要目標，開啟東亞
合製電影的全新階段（魏玓，2010）。其中，最知名代表則是陳可辛於2000年成
立的Applause Pictures，一開始就以「泛亞電影」（Pan-Asian Cinema）為號召，
積極建立、推動東亞電影合作聯盟，希望收復輸給好萊塢的市場，除了港、日、
韓之外，更加入泰國和印度電影團隊，製作如《晚孃》、《春逝》、《見鬼》和
《三更》系列恐怖片，以及近年華語電影少見的歌舞片《如果‧愛》，投資亞洲
各地有能力拍攝商業藝術電影的導演，重新包裝類型電影，試圖以通俗形式增加
吸引力（葉月瑜，2007，2011）。
此時期的東亞合製電影不同以往：首先，當國際合製的生產、行銷環節逐漸
熟練落實，電影工作者開始產生主觀、有意識的創作企圖，除了陳可辛，香港導
演陳嘉上、杜琪峰也曾表示，要在市場上生存，香港電影只能更亞洲，與鄰近各
國合作，而不是更本土，自此，亞洲電影成為具有清楚指涉的企圖和慾望；再者，
參與國家、地區角色出現變化，跨國分工與已開發、開發中地區差異明顯，香港
電影是最初的主要發起者，但歷經1990年代大幅衰退，加上1997年回歸後與改革
開放的中國電影日益緊密，中國憑著龐大市場、充足且廉價勞動力，以及豐富的
製作經驗，儼然成為合製重心所在，而泰國則因工資更為低廉、風景優美，擁有
器材設備，逐漸取代中國成為首選的後製地點；最後，現今東亞合製電影在市場
目標上不僅瞄準亞洲，也有進軍全球的企圖心和操作架構，《臥虎藏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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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創作者更有信心，推出一系列「雄壯華麗的中國武俠片」，試圖反攻歐美市場
（葉月瑜，2007，2011；魏玓，2010）。
但是，東亞國家提倡的泛亞電影尚未取得豐碩成果前，因為中國與香港簽署
CEPA，大多數的電影公司開始以大中華取代泛亞製作，尋求更大製作規模和明
確的市場前景。10泛亞電影為了開發、占領中國市場，已經從地區聯合變成中國
集結，如果得不到中國政府、媒體集團支持，泛亞合作前景將一片黯淡，警匪、
古裝、武俠等更適合中國市場的題材成為主流，以往專長的恐怖、情色片也因為
得符合中國官方審查而不復見（葉月瑜，2007）。未來，東亞電影整合是否終將
服膺於中國？泛亞電影其實只是大中華電影的變形？則需再進一步觀察。
三、

單一國家對外合製模式

(一) 德國
德國 2007 年 1 月成立「德國電影發展基金」（German Federal Film Fund, 簡
稱 DFFF），傾政府之力推動跨國合製，吸納各國優秀電影工作者赴德國拍片，
藉此強化電影產業競爭力，該基金原定執行到 2011 年底，至今共補助了 527 部
電影、動畫與紀錄片，其中 195 部是跨國合製電影，總金額達 2.4 億歐元，平均
每部電影可獲得 530 萬補助，合製片則為 460 萬，又以澳洲、法國為最常合作的
國家。正因為電影發展基金的經濟、文化效益顯著，德國政府宣布電影發展基金
將持續運作到 2012 年底，每年挹注 6000 萬歐元補助合製電影，補助的方式為在
德國拍攝製作所需經費的 20％（DFFF 網站）。
表 2-7：德國電影發展基金跨國合製總數 2007~2011

10

國家

數量

澳洲

36

法國

34

瑞士

20

英國

11

芬蘭

7

荷蘭

6

盧森堡

5

葉月瑜表示，陳可辛的《如果‧愛》雖然集合中、港、台、日、韓演員，試圖開啟泛亞電影
的可能性，亞洲票房達 800 萬、但中國只有 370 萬美元，並不算成功，比起 2006 年上映的中國
大片《無極》少了 1900 萬美元，可見與其以泛亞元素開拓海外市場，倒不如緊抓中國觀眾。因
此，陳可辛之後的《門徒》
、
《投名狀》都採中港合製模式，雖然仍有美國、英國等外國資金，但
如何讓電影通過中國官方審核，並與中國電影業者合作，則成為 Applause 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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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4

以色列

4

義大利

3

丹麥

2

西班牙

2

匈牙利

2

加拿大

2

南非

2

其他

55

資料來源：德國電影發展基金官方網站，
http://www.ffa.de/content_dfff/dfff_leitfaden.phtml?language=en

有鑑於此，德國電影政策明定推動電影合製的目標為：第一、強化歐洲電影
以對抗美國主流的電影；第二、讓跨國合製更加便利進行；第三、強化民族電影
認同的意識；第四、提高本國電影在歐洲市場的市場表現。目前德國已與歐洲
19 個國家簽署合製協議，方便從各合約國獲取基金補助，此外，和法國已簽署
進一步協議，由雙方各籌措 50％資金，投入 300 萬歐元製作合製電影，同時也
與澳洲、加拿大、巴西、伊朗、南非等非歐洲國家積極展開合作（魏玓，2005）。
在合製身分認定上，首先，德國電影發展基金規定申請人原籍、製作公司註
冊地必須在德國，或者為歐盟會員國籍但在德國設有分公司，且資金的補助對象
只能是德國分公司，此外，申請作品得至少發行 30 份拷貝在德國境內商業上映，
如果製作成本達 200 萬歐元，則必須有 15 份拷貝，符合上述條件者，劇情電影
至少可獲得 100 萬、動畫為 200 萬、紀錄片則有 20 萬補助；再者，當合製方為
歐盟會員國，必須支付至少 20％的製作成本，或者當總成本超過 2500 萬歐元，
則須支付 500 萬於製作，但如果合製方非歐盟會員國，則必須支付大部分費用；
最後，如果合製方僅只於出資，並未實際參與製作過程，德國電影發展基金將不
會提供補助（DFFF 網站）。
(二) 法國
早在 1928 年，法國政府為了抵抗美國影視產品入侵，在國內業者壓力下通
過第一個電影規約，自此宣告電影成為國家保護產業，並於 1946 年成立「法國
國家電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matographie, 簡稱 CNC），負責影視
法令規章草擬、施行，補助製作、發行與映演，以及拓展發行網路、補助影展，
藉此保存法國文化資產。法國國家電影中心主要資金從課徵電影稅、電視產業所
得稅、錄影帶與網路服務稅而來，但目前因為稅金來源日益減少，則改由政府編
列預算資助運作，並在 2009 年 7 月改名為「國家影視動畫中心」
（Centre natio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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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 ），加速數位化升級，預計在 2013 年底前可達到
90％電影院具有 3D 放映設備（Jackel, 2007；盧非易，2001）。
然而，在國際合製方面，法國算是最為先驅且積極的國家，1949 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際，即與義大利簽署第一份官方合製同意書，兩國電影製片若符合協議
規範，即可互享彼此的國家補貼與其他好處，例如銀幕配額措施等（魏玓，2006；
簡旭伶，2011）。因此，從 1994 年到 1998 年間，法國占歐洲合製電影的 49％，
並與將近 40 個國家簽有國際合製條約，其次是德國的 29％和西班牙的 28％
（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頁 84），近年更與 WTO 裡的 52 個會員
國簽署雙邊合製協議，並於 2012 年提出「世界電影補助計畫」，鼓勵具有藝術、
文化觀點的外國導演和法國製作公司合作，向法國國家電影中心申請經費，最高
可獲得 30 萬歐元補助，試圖拓展歐洲以外的合作版圖（CNC 網站）。
2011 年，法國國家電影中心補助世界 38 個國家的 120 部合製電影，占全部
申請核可案的 44.1％，為 1980 年以來最高，其中有 55 部為法國主要投資、製作，
補助總金額達 4.6 億歐元，最主要的合作對象為比利時 28 部、德國 10 部、盧森
堡 7 部，以及加拿大和義大利各 6 部。此外，另外 65 部由外國擔任主要投資、
製作的合製電影中，補助總金額為 2.6 億歐元，平均每部獲得 400 萬元，最主要
的合作對象為德國 16 部、比利時 15 部和義大利 11 部（CNC 網站）。
法國認定合製電影的標準有二，第一、參與人員是否為法國人；第二、是否
為歐洲公民，同時電影必須由法國註冊的製片公司拍攝完成，此公司也不能擁有
非歐洲籍的資金，為了符合兩國合製條件，法國規定最低投資額為 20％至 30％，
技術或創意投入比例須與投資花費相當。因此，法國國家電影中心採取兩個量表
系統：「歐洲量表」（European scale）與「法國量表」（the Franch scale）作為
申請基準，針對各產製階段的工作者設置不同點數，主要創意人員通常值較多
點，技術人員較少，一部電影必須同時獲得歐洲量表總分 18 點中的 14 點、法國
量表則至少取得 100 分中的 25 分才算合格，由此測量合製電影是否有足夠的歐
洲、法國屬性，得分越高則代表法國合製方所投入的時間、金錢也會越高（簡旭
伶，2011）。
(三)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在1983年成立「廣播節目發展基金」（Canadian broadcast program
develpoment fund），並於隔年將1967年設立的「加拿大電影基金會」（Canadian
Fil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簡稱CFDC）改名為「加拿大電視電影基金會」
（Telefilm Canada），負責規劃國內影音產業發展，藉此反映加拿大多元的社會
文化（蔡欣怡，2010；簡旭伶，2011）。此外，加拿大文化遺產部在2009年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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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民眾得以近用更多優質節目，2010年後將把「加拿大電視基金」
（Canadian
Television Fund, 簡稱CTF）和「新媒體基金」（Canadian New Media Fund, 簡稱
CNMF）合併成「加拿大媒體基金」
（Canada Media Fund, 簡稱CMF），由Telefilm
Canada負責管理、審核預算，統一輔導國內電視、電影製作（蔡欣怡，2010；羅
世宏、尤柔淳、戴莉盈，2011）。
至今，加拿大電視電影基金會與超過50個國家有合作關係，在2008年到2011
年間，約有260部合製片接受補助，總金額為4.7億美元，規定合製案必須由加拿
大公司提出，涉及創意、資金控管的主要人員也必須是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
民，創意與技術部份則是依據合製方的財務貢獻分配，例如，加拿大出資占總預
算的25％，則25％的工作人員就得由加拿大人擔任。此外，合製各國最低出資比
例範圍約是15％到30％，合製片在加拿大國內版權由加拿大製作、發行商所有，
並可獲得海外地區票房的部分利潤，但拍攝地點、場景並不限於加拿大境內
（Telefilm Canada網站）。
除了加拿大電視電影基金會，加拿大政府亦有「電影或影視製作服務抵稅額」
（Film or Video Production Services Tax Credit, 簡稱PSTC），以及「加拿大電影
或影片製作抵稅額」（Canadian Film or Video Production Tax Credit, 簡稱CPTC）
兩項優惠，吸引外國團隊赴加拿大拍片，如按規定雇用加拿大影視人才，還可享
有16％至25％的抵稅優惠（羅世宏、尤柔淳、戴莉盈，2011）。
(四) 澳洲
澳洲目前主要負責合製的機構為 2008 年 6 月成立的「Screen Australia」，由
Australia film commission（簡稱 AFC）
、Film Finance Corporation Australia 和 Film
Australia Limited 組成，主要協助具有創意、創新與商業性的影視產品，包括電
影、電視、紀錄片與兒童節目的發展、生產和推廣，並管理、補助跨國合製計劃，
促進澳洲影視產業永續發展（簡旭伶，2011）。Screen Australia 和加拿大、中國
大陸、德國、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南非、新加坡、英國簽有合製條約，也
和法國、紐西蘭簽署備忘錄，自從 1986 年澳洲政府開始推動跨國合製以來，截
至 2012 年 2 月共有 130 個合製案由官方審核通過，其中又以加拿大的 42 部、英
國 38 部、法國 29 部為最（Screen Australia 網站）。
表 2-8：澳洲跨國合製總數 1986~2012
國家

數量

加拿大

42

英國

38

法國

29
53

紐西蘭

9

德國

5

新加坡

4

愛爾蘭

3

中國大陸

3

義大利

1

以色列

1

南非

0

資料來源：Screen Australia 官方網站，
http://www.screenaustralia.gov.au/coproductions/statistics.aspx

從 2010 年 10 月開始，Screen Australia 認定合製電影的方式為「Australian
Qualifying Points」（簡稱 AQP），用來評估澳洲籍或永久居民參與合製的「創意
貢獻」
（creative contribution）程度，AQP 至少須達到合製條約規定的最低貢獻標
準，大約 20％到 30％，且該比例得和澳洲合製者的財務貢獻比例相當，例如，
如果澳洲投入一半財務支出，則 AQP 點數也須達到一半，並且符合合製條約最
低限度規定，另外，5％的誤差在容許範圍內，如果澳洲合製方的財務貢獻是 60
％，AQP 則可以是 55％和 65％。符合電視、電影合製資格的點數為 15 點，依
據不同人員工作性質區分為「必選點數」（compulsory points）和「任意點數」
（discretionary points）兩類，前者像導演、編劇、主要演員等創意人員所代表點
數較高，後者作曲、製作設計、服裝設計、音效設計等技術人員點數較低。此外，
依據合製條約規定，每個國家都必須派出一名製作人參與合製，因此製作人不算
在 AQP 點數內（Screen Australia 網站）。
參、

合製電影的文化保護政策

從以上各類國際合製案例來看，多基於保護本國、區域文化與他國結盟，進
而促進電影產業發展，透過合製強化競爭力，以抗衡好萊塢的侵略。因此，為確
保各國都能在公平環境下合作，避免大國對小國造成內部侵略，訂立清楚、互惠
合製規則更為重要，例如，歐影平台設置以及歐洲影視合製規章，都是為了防止
類似情形產生，使合製參與國能夠有效達成文化和經濟目標（盧非易，2001），
相關組織或協定配套措施，魏玓則認為大致包括以下四個面向（魏玓，2006，頁
144-148）：
一、

訂定補助上限促進市場回收誘因

一般國際合製計畫輔助多以無息貸款方式為之，並訂定某個補助比例或金額
上限。例如，歐影的總貸款額度不得超過電影總製作成本15％，並以70 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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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限，但若電影總製作成本低於150 萬，貸款比例可以提高到20％，目的在於
鼓勵參與合製公司自行籌措大部分資金，避免補助單位過大財政負擔和風險，並
給予各個合製方一定程度市場回收的誘因和動機，一旦合製計畫獲利，扣除一定
比例的合理利潤後才需還款（Eurimages網站）。
二、

行銷計畫要求與發行管道保障

任何電影的市場回收都難以預測，降低不確定性的唯一方法便是掌控發行管
道，因此，國際合製不能只將重點放在生產，也須保障發行（魏玓，2006）。以
北歐影視基金為例，申請電影補助必須附有至少兩個會員國的戲院放映協議，以
及至少一個會員國電視台的放映協議。此外，該基金會另設有「發行與推廣」
（distribution and promotion）補助，協助北歐電影、電視劇或紀錄片進行其他地
區的發行和推廣，這項補助主要有兩種輔導對象，一是影片在本國已有不錯票
房，另外是觀眾數量也許不多，但被認定具有高品質與推廣價值的作品（NFTF
網站）。
在加拿大與法國的電影合製協定中，也提及合作雙方必須設法促進電影兩國
市場發行。至於歐影，整個歐盟已經架構一套完整的歐洲電影發行保護與補助機
制，以及從1989 年實施的「電視無疆界」（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指令，
保障歐洲影視產品的電視播映管道（魏玓，2006）。歐影基金會也投注約10％的
經費用來輔導歐洲電影發行、上映，但補助對象僅限於那些未納入MEDIA 計畫
範圍的會員國發行業者（盧非易，2001；魏玓，2006）。
三、

國民身份要求與比例保障

由官方介入、推動的合製計畫使用國家資源，勢必要考量接受補助者的國籍
身份（魏玓，2006）。以加拿大為例，申請官方補助的加拿大公司必須提出完整
文件證明國籍身份，如與外國企業集團有合夥關係，也須證明為獨立運作法人組
織。另一方面，主要製作團隊、創意、財務和技術核心人員都須有加拿大公民身
份（Telefilm Canada網站）。
許多國家都設計一套計點辦法以確保獲得補助個案的本地身份（魏玓，
2006）。以歐影基金會為例，雖然開放非歐洲國家參與合作，但規定所有申請案
的主要創作人員、主要演員國籍和居住地都須列入考慮，片廠與主要拍攝地點、
後製地點及其他勞務提供地是否在歐洲也都是衡量項目，導演則硬性規定必須是
歐洲公民（Eurimages網站）。此一制度是為了保障本地電影工作者的就業機會，
但Miller則批評這套方法讓「線上」文化勞動者獲得較多關注，而「線下」技術
工作人員因為在片廠或後製單位工作只被計入兩點，較難從國際合製獲得工作保
55

障（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頁90-92）。
四、

文化特殊內涵的保障

主要創作者的國籍限制是基於本地導演、編劇和主要演員參與，能因此創作
出具有本地屬性的電影內涵（魏玓，2006）。例如，歐影基金會網站提及，相關
條件限制目的是為了讓申請計畫從文化起源、投資、權益三方面都是「歐洲的」
（European），因此，申請補助的合製計畫必須起源於會員國之一，由該國負責
電影創作的發想、財務、藝術和技術工作，以及產製成品。在宗旨上，歐影基金
會也提到合製電影要能反映歐洲社會的多重面向。相較於歐影，北歐影視基金會
的規定較為寬鬆，一般影視產品的生產、補助並不一定得是「泛北歐主題」（no
pan-Nordic thematic requirements）。不過，支持影視發展計畫（support for project
develpomen）仍以具有「北歐觀點」（Nordic perspective）為優先補助對象（NFTF
網站）。
肆、

小結

根據Hoskins等人曾將國際合製優點加以歸納，大致包括：整合財務資源、取
得各地方政府給予的政策誘因或補助、進入合作對象所在市場、進入第三者市
場、合作參與其他電影工業發起的製作計畫、方便前往合作對象所在之拍攝場
景、合作對象當地提供較為廉價的成本、從合作對象身上學習，以及文化目標等
（Hoskins & McFaden, 1993 ; Hoskins et al., 1997, pp. 106-112）。此外，國際合製
的缺點則有：排序與權利的協調成本提高、拍攝總成本增加、管理控制權喪失、
官僚文書作業增加、國際合作對象投機或詐欺、易於製造新的潛在競爭對手，以
及合作各方製作習慣不同等，總體而言，國際合製的優點仍多於缺點（Hoskins et
al., 1997, pp. 112-113）。
事實上，國際合製的問題不只在經濟方面，文化意涵更不容忽略，日益增加
的歐洲合製將形成獨特「歐式美學」（European aesthetics），或是具有「歐洲特
色」（European specificity）的影視工業。但是，在越來越分歧的歐洲市場，國
際合製綜合不同文化特徵，產生新的混雜形式（hybrid forms），增加影視產品
多樣性，但也有可能製造出「歐洲四不像」（Euro-puddings）。正如Murdock指
出，合製不是單純的成本分攤或文化加總，而是明顯的符號介入過程（symbolic
intervention），由於多數合製計畫都有經濟考量，傾向選擇在跨區市場具備最大
獲利潛能的主題與類型，因此，國際合製可能與在地文化、社會脈絡產生疏離，
也容易加強既有創作生態秩序，因而引發文化限制（轉引自魏玓，2006，頁137）。
Miller 等人也指出，歐洲媒體集團爭相投資好萊塢製作，歐洲電影也遵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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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塢類型模式，使用特效及奇觀動作場面，以及「高概念行銷」（high concept
marketability），反而淪為幫助而非挑戰好萊塢組建的NICL，無法鞏固歐洲文化
的表達空間（Miller et al.／馮建三譯，2003）。此外，魏玓以《七劍》、《無極》、
《墨攻》三部東亞區域合製說明，為了擺脫好萊塢的強勢影響，這三部電影皆以
古代、武俠、陽剛等中國元素包裝，儘管看似相當「亞洲」，但從生產、行銷，
到最後文本產出和消費，無一不受好萊塢市場結構牽制，以及對好萊塢主流電影
的模仿和參照（魏玓，2010）。
綜上所述，儘管國際合製條約不一定充分保障電影創作的文化內涵，使用計
分量表將各產製階段工作者分門別類、判斷價值，經常過度重視創意人員，忽略
技術人員在合製中的角色，本地技術人員依舊缺乏工作保障，反而容易被他國廉
價的人力取代，但是，這些官方介入的合製機構為兼顧經濟、文化目標，仍試圖
設計相當詳細的規則、配套措施加以防範（魏玓，2006），找出不同於好萊塢的
新表現形式。此外，雖然多數合製條約都有保障投資、發行、行銷等商業行為，
希望藉由國家適度干預，促使電影產業永續發展，並提高市場回收、降低風險，
但這些國際合製條約成效為何，是否能為非好萊塢電影開拓生空間、強化影視產
業體質，則須針對具體個案詳細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東亞地區尚未形成像歐影、北歐影視基金以官方資源協
助的常態性合製組織，主要仍處於民間主導的股份合製階段，使得泛亞、東亞區
域合作經常只是零星個案，成功經驗也不易複製，甚至隨著中國大陸、香港簽署
CEPA後，轉向以中國為主的華語合製，非華語國家間合作有限。因此，未來是
否可能成立單一市場、建立關稅同盟，解決關稅與影視產品流通障礙，促進文化
產品、藝術與技術人員來往，加強華語與東亞區域國家聯結，建立對文化貿易談
判的共識，以抗衡其他區域國家與文化勢力（盧非易，2001），仍待進一步研究、
評估。
第四節

華語地區合製電影─以中國大陸、香港為例

香港電影歷經 1970、80 年代繁榮，1990 年代中期走向衰退，隨著中國電影
產業崛起，2004 年 CEPA 實施，中、港合製電影成為市場主流，香港曾經做為
整個華語電影中心地位，現今已然被中國取代。正因為合製密切展開，在香港電
影裡，過去模糊的中國地理、歷史、景物從抽象變得具體，由單一刻板趨向多元
豐富，到中國取景、拍攝，甚至將原本在香港的製作公司遷往北京、上海等地，
跨境資金、製作蓬勃發展，香港電影人的北上經驗成為工作核心，在文化、經濟
意義上，香港電影概念逐漸和中國電影畫上等號（彭麗君，2010；曾仲堅、馬傑
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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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港合製電影並非近年才有的現象，而是始於 1970 年代末期，
一開始出於統戰政治任務，由香港左派電影公司和中國製片廠合作，多拍攝傳統
中國武俠、功夫電影，直到 1980 年代，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香港電影起飛，中、
港合製才逐漸興盛，其後 1997 年香港回歸，2001 年中國簽署、加入 WTO，促
使中國電影產業更加市場化，接下來伴隨 CEPA 實施，中、港電影在投資、製作、
發行環節更加密切結合，合製風潮全面展開。本研究接下來將以 2004 年 CEPA
實施為分界，整理中、港電影從 1970 年代起的合製歷程，其中，中、港關係如
何消長，影響合製的政治、經濟因素又為何？皆是分析重點所在。
壹、

CEPA 前的中國大陸、香港電影合製歷程

回顧數十年來中、港電影合製歷程，其實不脫政治力、與商業因素的影響。
尹鴻、何美在〈走向後合拍時代的華語電影〉文中提到，從1970年代末開始的中
國與香港合製電影，其實是受到一種政治性的外部利益推動，促成了剛從文化大
革命中走出來的中國電影與英國殖民的香港電影展開合作。
一、

1970~1980 中期─中國政府主導的有限合製關係

早在1960年代，中國的珠江、北京、天馬等製片廠就曾跟香港的長城、鳳凰
和新聯等左派影業機構合製電影，但隨著文化大革命爆發，合製過程完全中斷。
直到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國策提出、實施，長期鎖國的中國亟需和外國合作，
於是，電影做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形式，得到了中國官方高層的重視，而香
港做為中國對外交流的窗口，自然成為中國重回世界的橋梁（尹鴻、何美，2009）
。
1979年，經時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提議，在原有的文化部電影局成立中國電
影合作製片公司，這是中國官方首次設立的負責中外電影合作事務機構。1981
年文化部頒布《進口電影管理辦法》，其中第七條規定，除了香港的長城、鳳凰、
新聯公司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協調以外，其他中外或中國與港澳地區、台灣的合
製業務，均由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管理。1982年8月，中制公司還頒布了《加
強對外合作拍片事業領導與管理的幾項規定》，闡明合拍片必須統一對外、統一
政策、統一安排、統一管理，中國與香港的合製過程就是在如此嚴格條件下展開
（尹鴻、何美，2009；趙小青，2007）。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合作自然是從具有中國背景的香港左派電影公司開
始，第一部可考的中、港合製片是1980年、由香港海華電影公司和福建製片廠合
作的《忍無可忍》，導演楊吉爻是定居香港的印尼華僑，對於剛經歷四人幫鬥爭、
號召改革開放的中國政府來說，與港澳人士、海外僑民合作代表著不再閉關自
守，於是，即使楊吉爻並非知名導演，時任中國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廖承
58

志還是大力協助，甚至重建關閉多年的福建製片廠，催生了第一部中、港合製片
（列孚，2009）。
但《忍無可忍》無論在票房、評價上皆不盡理想，之後具代表性的中、港合
製片則是新聯在1982年製作、張鑫炎導演的《少林寺》，透過取用中國的山水景
致作為拍攝場景，啟發香港電影對中港合製片初步合作的想像，也彌補了中國電
影缺少娛樂片的空檔，獲得中國市場喜愛（尹鴻、何美，2009；吳柏羲，2011；
胡克，2000；劉輝，2011年6月）。此後，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有中國背景的
電影公司，也於同年成立香港「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做為中、港合製片進軍中
國市場的窗口（趙小青，2007）。
基本上，中國官方是把合製電影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統戰的政治意義
遠大於對電影經濟回報的預期。例如，當時的中國文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陳
播，就曾直接參與電影劇本和導演分鏡的討論（尹鴻、何美，2009）；在資金方
面，中國的中制公司透過銀行貸款、政府借貸等方式，給予合製片不計回報、風
險的支持。
受到左派電影公司在中國拍片獲得成功之影響，香港大型電影公司邵氏、嘉
禾、新藝城等也開始尋找機會，開始與中國片廠合作，拍攝大量利用中國廉價製
作成本、人力資源的電影。同時，考量香港、亞洲電影市場需求，以不渲染暴力、
色情為主要訴求，運用武打動作、功夫元素等商業手段，結合中國的自然景觀，
軟化原有的政治意圖，例如《少林小子》、《南北少林》、《八百羅漢》皆是此
時期代表作品，展現出對中華文化、中國題材、祖國山河好奇與尋根情感，成功
獲得中、港、台觀眾歡迎，華人世界引起一陣功夫熱潮（尹鴻、何美，2009；胡
克，2000；曾仲堅、馬傑偉，2010；趙小青，2007）。
由此可見，此時期的中、港合製電影還是局部、有限的，多帶有政府直接干
預的計畫性，往往由中國官方確定題材、審查主軸，提供各種人物力資源補助，
電影製作過程多由港方負責，中國片廠則以協助拍攝方式參與。這種合作方式，
對中國來說，政治意義大於商業意義；對香港來說，則看到了中國資源所包含的
商業價值，奠定日後合作基礎，並引進香港電影的娛樂風格、工業經驗、商業傳
統，培養一批中國電影人才，為將來中國電影商業化進行預演（尹鴻、何美，2009；
趙小青，2007）。
二、

1980 後期~1990 中期─港方為主的大規模合製關係

中國與香港電影的大規模合作自1980年代中期展開。1984年，中國官方頒布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電影業採企業化管理，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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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原仰賴政府支持的中國電影產業，加上電視機的普及，開始出現嚴重虧損。
中國電影就在這種外部危機、內部體制改革的背景下，開始向外求援，與香港電
影進行緊密接觸，希望借助港方經驗，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國影業，例如開始重視
娛樂片，學習好萊塢、香港電影以類型片打入市場，製作大量警匪、武打、犯罪、
恐怖商業電影（尹鴻、何美，2009；唐榕，2009）。
然而，對比中國電影產業之衰退，隨著香港經濟日益繁榮，以及《1988年電
影檢查條例草案》放寬創作尺度，此時的香港電影正邁入史上最鼎盛時期，大舉
進攻海外市場。
在此狀況下，有了前一時期的合製經驗，中港電影資方、製作方更加緊密交
流，特別是1993年中國廣電部啟動「中央第三號文件」，名為《關於當前深化電
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
，以及市場經濟開革浪潮影響，合製標準逐步放寬，
越來越多香港電影人希望利用中國廉價的資源來降低製作成本，而中國電影片廠
也盼望透過合製，獲得更多經濟效益，來挽救企業危機（曾仲堅、馬傑偉，2010）。
例如，從1986年開始，中港合製電影從每年不到4部逐漸超過10部，1992年更超
過50部，占當時中國國產電影總量的30％，而像《霸王別姬》、《唐伯虎點秋香》、
《新龍門客棧》、《獅王爭霸》、《喋血英雄》等合製片，在票房上也甚有斬獲，
占1993年上海十大賣座前5強（尹鴻、何美，2009）。
此時期的中、港合製電影大致以歷史片、警匪黑幫片、文藝片三大類型為主，
連帶香港明星逐漸在中國走紅，但此時中國並非香港電影外銷的主要目標，而是
著眼於香港本地、台灣甚至海外市場，帶有濃厚香港風格的合製片通常具有銷售
優勢，像《黃飛鴻之獅王爭霸》、《方世玉》、《英雄本色》等片都帶來300到
700萬人民幣收入，使中國片廠積極爭取合製機會，中國電影也更加「香港化」、
娛樂化（尹鴻、何美，2009；胡克，2000）。
總之，這時期由於中國電影市場不斷萎縮，合製意願多半來自市場壓力，香
港電影的製作經驗、資金，對當時尚未市場化的中國電影來說，具有絕對優勢。
但是，這使得中方在合製過程處於弱勢，僅扮演提供勞務、場地、設備角色，不
介入創作或製作核心，電影的生產、發行、知識產權也被港方控制。因此，合製
使香港電影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但中國電影每況愈下的局面卻未改變。
三、

1990 後期~2000 初期─陷入低潮的中港合製關係

隨著中國政治一體化趨勢強化，中國電影主管機構全面介入電影投資、生
產、發行、行銷映演環節，並加強對合製片的規範與控制。中國政府頒布了《電
影審查條例》、1994年7月《關於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的管理規定》、1996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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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產故事片、合拍片主創人員構成的規定》，皆對合製片提出更嚴格的題材、
創作人員標準，欲藉由政策規範讓合製片轉向以中方為主的原則，強化電影產業
的計畫經濟成份（尹鴻、何美，2009）。
同時，有東方好萊塢之稱的香港電影，卻開始走向衰退。1997年回歸前後的
動盪對香港經濟、社會造成重大影響，而亞洲金融風暴又讓香港電影一下失去超
過一半的海外市場，資金短缺無法投入生產，本土市場又因為盜版猖獗、人才斷
層、電影觀念、製作技術並未提升，觀眾看膩低成本粗製濫造的港片，加上好萊
塢以更豐沛的資金、市場條件、科技大舉進攻海外，對中國、東南亞如台灣、南
韓等地展開發行、映演業的控制，無論是製片成本、水準，甚至規模經濟、垂直
整合程度都遠高於香港，自此香港電影產業逐漸失去其優勢地位（周星、趙靜，
2008；馮建三，2002）。
因為香港電影產業陷入低迷，除了在中國中小城市、鄉鎮仍有市場，其他則
面臨好萊塢大片挑戰、日益衰退（胡克，2000），同時也使得合製走向低潮，1995
年產出57部合製片達到歷史頂峰，1996年減少為29部，1997年25部，1998年甚至
下滑到7部，在數量與質量上明顯較前一階段減弱，僅有少數幾部如《風雲雄霸
天下》、《我的兄弟姊妹》締造票房佳績（尹鴻、何美，2009）。
總結簽署CEPA前的中、港合製電影歷程，其實反映數十年來雙方政治、經
濟情勢轉變。1970年代，當中國從閉關自守、走向開放，與香港電影合作成為進
步、改革的象徵，之後1980、1990年代中國經濟快速市場化、電影產業體制逐步
改革，舊有的國有計劃經濟無法累積資金，拍攝符合觀眾需求的商業電影，於是，
合製變成中國製片廠擺脫經濟危機的權宜之計。對處於巔峰的香港電影來說，為
了開拓海外市場，具有廉價勞動力、充足設備，且文化、語言相近的中國便成為
合作首選，常見的武打、警匪、情色題材更受中國觀眾喜愛，雖然1990年代後期
榮景不再，合製片數量減少，但香港電影依舊透過影碟、電視頻道等方式開拓中
國市場，補足其他衰退的海外市場。因此，合製無疑成為中、港電影產業的紓困
良方，況且，單純的香港電影不可能大規模引進中國市場，但合製片等於取得合
法身分證，避開進口電影競爭和數量限制，而這一點在2004年CEPA實施，中、
港進入條約合製階段後更為顯著。
貳、

CEPA 後的中國大陸、香港電影合製歷程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政府簽屬加入WTO，在美國要求下，每年需增加10
部進口配額給美國電影，中國電影面臨好萊塢衝擊，被迫產業化，政府對電影的
管理從國家硬性控制、管理，轉變成靠經濟手段和市場機制進行運作，中國電影
產業也因此進入全新階段（尹鴻、何美，2009；陳犀禾，2011；饒曙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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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國新的《電影管理條例》頒發，強硬的電影許可證、審查制度仍
存在，但電影事業進入門檻大幅降低，允許國營事業以外的人員、機構從事電影
業務；其後，2003年到2004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頒布一系列有關合製、電影審
查的規定，直接放寬合製片空間，雖然禁止外資在中國境內獨立註冊、或者與中
國非國有單位合資註冊電影公司，也不許和國有電影公司合資資本比例超過49
％，但開始逐步開放外資參股，和國有公司進行合製作業，帶來了中港合製電影
新熱潮（尹鴻、何美，2009；趙小青，2007）。
伴隨上述一系列政策開放，以及香港回歸，中國政府對香港電影的態度越趨
開放。其中，又以2003年展開的CEPA談判，並於同年6月29日完成簽署，給予香
港商品輸入中國時享有零關稅、香港公司在中國成立可享國民待遇等優惠，藉此
活絡香港經濟（梁良，2004）。
一、

CEPA的背景與內容

簽署 CEPA 之前，香港電影如果想出口到中國大陸，必須和國營的發行公司、
片廠合資成立公司，自從 1997 年回歸後，雖然進口配額已逐漸開放，但香港電
影人仍大喊不公，希望爭取到更好的合作待遇（葉月瑜，2011）。
然而，CEPA 的談判項目原先並不包含電影產業，2003 年 10 月 25 日，包括
成龍、嘉禾公司主席吳思遠、中國星集團主席黃百鳴、鳳凰衛視常務副總裁爾冬
陞等近百名香港電影人前進北京，參與兩地影視交流活動，高聲疾呼「與內地合
作是迫切之舉」、「唯有北望神州才可以解救香的港電影產業」，希望藉由 CEPA
的簽署，促進兩地電影交流，為香港電影帶來生機，於是在香港電影人的要求下，
董建華也順應民意向中國政府力爭，終於讓香港電影納入 CEPA 架構之下（梁
良，2004）。
2004 年 1 月 1 日 CEPA 正式生效，香港與中國正式成為一個擴大的貿易區，
中、港合製片在投資、製作、映演上獲得多項優惠措施，相關措施也在後續談判
中逐步放寬，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三個階段：
表2-9：2004年1月1日CEPA實施
電影製作

香港電影
1.

香港拍攝的華語片經由中國主管部門審
查通過後，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可在中國
發行

2.

香港拍攝的華語片是指根據香港特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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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有關條例設立、建立的製片單位拍
攝，且擁有75％以上影片著作權的華語
電影。該影片工作人員中香港居民應占
整體員工人數的50％以上
合製片
1.

香港與中國合製的影片視為國產片在中
國發行，該影片以普通話為標準版本的
其他中國民族語言或方言版本可在中國
發行

2.

香港與中國合製影片，港方主創人員所
占比例不受限制，但中國主要演員比例
不得少於影片主演演員總數1／3

3.

不限制故事發生地點，但主要情節與人
物應與中國有關

電影映演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中國合資、合作
形式建設、改造及經營電影院

2.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擁有多數股權，但
不得超過75％

表2-10：2005年1月1日CEPA補充協議一實施
電影製作

允許香港與中國合製影片經中國主管部門批
准後，在中國以外地方沖印

電影發行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中國主管部門批准，在
中國試點設立獨資公司，發行國產影片

電影映演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中國以獨資形式新、改
建電影院，經營電影放映業務

表2-11：2006年1月1日CEPA補充協議二實施
電影發行

1.

允許香港與中國合製片的粵語版本，經
中國主管部門批准，在廣東省發行放映

2.

允許香港電影的粵語版本，經中國主管
部門審查通過後，由中國電影集團進出
口公司統一進口，在廣東省發行放映

3.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條例設立的製
片單位所拍攝擁有50％以上影片著作權
的華語電影，經中國主管部門審查通過
後，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中國發行

電影放映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中國設立獨資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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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地點新、改建電影院，經營電影放映業務
資料來源：劉輝（2012年7月）
。〈意識形態與商業利益的角逐─中港合拍片論〉
，「2012中華傳播
學會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

此外，2009年10月生效的《CEPA補充協議六》規定，中國國產片、包括合
製片由中國第一出品單位提出申請，經國家廣電總局批准後，可以在香港進行後
期製作；2010年5月簽署的《CEPA補充協議七》，更進一步准許香港服務提供者
在中國成立獨資或合資企業製作音像產品（劉輝，2012年7月）。
二、

CEPA後中、港合製電影產量、票房的改變

簽署 CEPA 之後，由於對中、港合製片的優惠措施，雙方合作日益緊密，難
以分割，香港的投資、製作經驗、電影人才和產業平台，擴展了中國電影在本土、
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中國越形廣大的電影市場、資源，則為香港電影提供充足
的發展、生存空間（尹鴻、何美，2009）
。因此，合製片從 CEPA 前每年平均 10
部，成長到 3、40 部，超過半數的香港電影都是合製片，純粹的港產片越來越少。
許多香港電影人都意識到，如果投資規模超過 600 萬港元，大多需要中國市場支
持，無論是資金投入、還是市場回報，現今的香港電影已經越來越依附中國（尹
鴻、何美，2009；許樂，2011 年 6 月）。
表2-12：中、港合製片占香港電影總生產數量比例2003~2010
年份

中、港合製片

純港片

總合（部）

合製片占港片比

（總數量/部）

（總數量/部）

2003

26

49

75

34.7％

2004

32

28

60

53.3％

2005

20

28

48

41.7％

2006

23

24

47

48.9％

2007

23

25

48

47.9％

2008

29

24

53

54.7％

2009

29

22

51

56.9％

2010

30

24

54

55.6％

例

資料來源：吳柏羲（2011）。《與中國市場緊密結合下的香港電影：產業、文本與文化的變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在票房表現上，CEPA 實施以後，中、港合製片在中國的票房逐年攀升，自
2004 年 4.9 億港幣成長到 2010 年的 47.8 億，每年均不斷刷新紀錄，然而，合製
片的香港票房近年則維持在 1.5 億左右，占合製片總票房比重也逐年下降，從
2004 年的 14％到 2010 年僅占 4％，顯見香港本地已非合製片主要票房來源，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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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成長中的中國市場才是重心所在（吳柏羲，2011）
，例如，對照 2011 年香港
賣座前 10 名華語電影，僅有《竊聽風雲 2》
、
《新少林寺》
，以及《單身男女》票
房較佳，其他例如《龍門飛甲》
、
《畫壁》
、
《鴻門宴》等在中國賣座破億的合製片，
都約只有 200 至 500 萬港幣票房，
《畫壁》甚至只有約 50 萬，反而是具有濃厚香
港特色的電影較受歡迎（蔡嘉苓，2012 年 7 月 18 日）。
表 2-13：中、港合製片和純港產片票房比例 2003~2010
年份

中港合製片票房

純港產片票房

香港電影總票房

中港合製片票房

（港幣/億）

（港幣/億）

（港幣/億）

比例

2003

0.3

3.9

4.2

7%

2004

0.5

3.6

4.1

12%

2005

0.4

2.4

2.9

14%

2006

0.5

1.7

2.3

29%

2007

0.2

1.8

2.1

11%

2008

1.7

0.8

2.5

68%

2009

1.2

1.1

2.3

52%

2010

2

1

3

67%

資料來源：葉月瑜（2010）
。
〈一個市場化視角的分析：後回歸時期香港電影的產業與內容變化〉，
《當代電影》，4：131-136

表 2-14：中、港合製片票房比例 2003~2010
年份

中港合製片香港

中港合製片中國

中港合製片總票

中港合製片香港

票房

票房

房

票房占總票房比

（港幣/億）

（港幣/億）

（港幣/億）

例

2003

0.3

1.9

2.2

14%

2004

0.5

4.9

5.4

9%

2005

0.4

5.6

6

7%

2006

0.5

8.1

8.6

6%

2007

0.2

9.2

9.4

2%

2008

1.7

22.9

24.6

7%

2009

1.2

26.8

28

4%

2010

2

47.8

49.8

4%

資料來源：吳柏羲（2011）。《與中國市場緊密結合下的香港電影：產業、文本語文化的變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表 2-15：香港電影票房排行榜 2011（僅中港合製與港產片）
排行

片名

票房(港幣/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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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D 肉蒲團之極樂寶典

4.1

2

我愛 HK 開心萬歲

2.67

3

竊聽風雲 2

2.4

4

新少林寺

2.05

5

最強囍事

2.03

6

單身男女

1.23

7

讓子彈飛

1.22

8

奪命金

0.84

9

神奇俠侶

0.82

10

關雲長

0.8

資料來源：香港影業協會（2012）

CEPA 帶起的合製片風潮，使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發展，與中國的中影、華
誼兄弟、北京保利博納集團進行合作，形成穩定的融資、製作、發行、映演模式，
為雙方降低成本風險，擴大市場，並增加投資保障。此外，香港電影的商業性和
娛樂性較強，中國則較注重文藝性，雙方的電影類型藉由合製片相互滲透，加上
香港電影產業無論在製作、或發行映演上都比中國來得成熟，特別是繼《英雄》、
《十面埋伏》
、
《無極》等合製大片宣傳行銷逐漸與國際接軌時，香港電影人的經
驗便可供參考，幫助華語大片走向世界（周星、趙靜，2008）。
三、

CEPA後中、港合製片的特徵

尹鴻、何美將CEPA實施後的中、港合製片歸納出4大特徵，分別是（尹鴻、
何美，2009，頁47-52）：
第一、電影合製模式多樣化，中國的市場、資本、人才、條件資源主動性大
幅提高，過去對港方單方面依賴的狀況改變，有的電影採「中國製作／香港資本」
模式、「香港製作／中國資本」、更多則是「香港／中國混合製作、資本」模式。
第二、跨界電影市場形成，越來越多中、港合製片將市場預期擴大到中國與
香港，以兩個跨界市場基礎，再進一步擴展到整個亞洲或其他電影市場，所以，
合製電影出現了更明顯的香港電影中國化現象，以期在廣大的中國市場獲利，而
中、港合製電影在中國的市場效益也的確大於香港。
第三、電影創作、製作資源全面融合，早期由港方主導的模式改變，中方參
與程度提高，兩地電影人才融合活躍，例如1994年創辦的香港寰亞傳媒集團，自
創建以來陸續跟中國中影集團、保利博納集團、華誼兄弟等電影公司合作，像中
國導演謝飛、孫周、何平、馮小剛也曾參與其中。
66

第四、華語電影品牌逐漸形成，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中國電影打
入國際影壇，基本上是以藝術片為主，直到2000年以後，《臥虎藏龍》在歐美市
場受到注目，華語片開始通過主流電影發行公司，進入國際商業院線，這些電影
通常都是中、港合製片，例如《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功夫》
等等，逐漸提高華語電影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
參、

小結

總結中、港合製電影歷程，在 CEPA 簽署之前，中國多扮演提供廉價勞務、
設備、自然資源等弱勢角色，香港電影則因為起步較早，產業化、市場化程度成
熟，多在製作、發行、行銷等產製環節扮演要角，而合製片的市場目標尚未以中
國為主，仍是著重香港或台灣等東南亞地區。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提升、中港電影產業發展情勢改變，由港方主導的
合製模式改變，尤其當CEPA實施，中、港電影合製全面展開，跨界電影市場形
成，香港電影代表的不再只是港產片，而是華語電影時，越來越多電影人希望透
過策略性的跨國合作，附出最少風險和成本，得到最大的投資機會、市場，以及
最優惠的租稅政策。因此，在中國廣大市場吸引下，香港電影也努力發展在東亞、
華語區域的買辦角色，當合製片得以國產片在中國上映，享有各項優惠待遇，更
讓香港電影人加碼中國市場，製作一連串以中國市場為主的合製電影，產生香港
電影中國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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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從近年台灣電影產業崛起、與中國大陸合作加深出發，以中、港簽署
CEPA 對香港電影產業之影響為借鏡，提供台灣產、官、學界參考，故發展出下
述產業與勞動層面的研究問題：
一、

產業層面

1.

香港、中國大陸於 2004 年 CEPA 實施後，面對合製電影優惠措施，香港政
府、電影產業如何因應？

2.

從電影投資、製作、映演、發行環節分析，中、港合製電影產業分工有何改
變？對香港電影產業的影響為何？

二、

勞動層面

1.

CEPA 後的中、港合製趨勢，對香港電影工作者影響為何？處於不同產業位
置的工作者面臨狀況有何差異？

2.

總結產業、勞動層面觀察，CEPA 是否如同預期拯救了香港電影產業？

3.

綜上所述，以香港電影產業為鑑，未來中國大陸、台灣可能發展的合製電影
模式為何？又會對台灣電影工作者既有的勞動狀況造成哪些改變？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從產業、勞動面向了解 CEPA 實施後，中、港合製電影文化勞動
分工的改變，因此，綜合上述研究問題，擬先採用「文獻分析法」蒐集相關產業
調查報告、報章雜誌、期刊、學術論文，加以分析，藉此從二手文獻釐清香港、
中國大陸電影產業概況，中、港合製電影發展脈絡，以及 CEPA 後香港電影產量、
票房等數據變化。再者，有鑑於兩岸三地合製電影方興未艾，詳細產業動態、電
影工作者勞動狀況卻少記載於目前台灣學術研究，將輔以「深度訪談法」補充二
手文獻缺漏，訪問曾參與合製的香港、台灣電影工作者，獲得更深入、貼近事實
現況的研究資料。

68

在訪談對象選擇上，研究者於 2012 年寒假與陳儒修老師一同前往香港，展
開為期 7 天的學術訪問，行前曾與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發展局、藝術發展局、
電影評論學會、電影工作者總會等單位聯繫，最後共與 8 位香港電影產、官、學
界人士進行約 1 小時訪問，試圖從不同角度釐清 CEPA 對於香港電影的影響。此
外，研究者也與曾參與兩岸三地合製的台灣電影工作者聯繫，一共訪問 6 位導
演、製片、監製，企圖從香港經驗出發，找出未來台灣可與中國大陸合作之模式，
提供產、官、學界參考，受訪者資料如下：
表 3-1：訪問對象

香港

受訪者

職業

訪問日期

工作經歷

馮永

香港電影發展局

2012.01.31

1970 年代入行，

秘書長

曾任新藝城副導
演、寰亞集團創
辦人、天下媒體
集團行政總裁

何思穎

香港電影資料館

2012.01.31

節目策畫

影評人、
《百部不
可不看的香港電
影》策劃

王日平

導演、製片、監

2012.02.01

製

1980 年代末入
行，曾任編劇、
演員，近年擔任
《線人》
、《槍王
之王》策劃，
《天
水圍的日與夜》
製片與電視、網
路劇導演

彭麗君

香港中文大學教

2012.02.01

授

聖路易華盛頓大
學比較文學博
士，研究專長為
華語電影、現代
性、全球化、文
化政策等，曾出
版《黃昏未晚：
後九七香港電
影》一書

梁承燊

香港電影發展基

2012.02.02

金負責人
邱禮濤

導演、監製、攝

2012.02.03

1980 年代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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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指導

行，以執導 1990
年代《八仙飯店
之人肉叉燒包》
三級片聞名，陸
續拍攝多部恐
怖、血腥、搞笑
低成本電影，近
年擔任《葉問前
傳》
、
《競雄女俠─
秋瑾》合製片導
演，同時也是作
家、雜誌撰稿人

羅卡

影評人

2012.02.03

資深電影文化研
究者，曾任電視
台編劇、香港國
際電影節專題策
劃、香港電影評
論學會董事，出
版《香港電影點
與線》、
《香港電
影跨文化觀》等
書

張同祖

導演、監製

2012.02.04

1970 年代入行，
曾任場記、監
製、編劇、副導
演、導演，並參
與多部電影演
出，近年曾擔任
香港電影金像獎
主席、導演會榮
譽會長

台灣

黃志明

製片、監製

2011.12.28

1980 年代末入
行，曾任《雙
瞳》
、
《詭絲》
、
《不
能說的秘密》、
《愛 LOVE》等
跨國、兩岸合製
電影與《海角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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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賽德克‧
巴萊》製片
林書宇

導演、編劇

2011.12.29

1990 年代末入
行，曾拍攝《海
巡尖兵》
、《九降
風》
，為受矚目的
台灣新導演，
2011 年執導由中
國華誼兄弟投資
的合製片《星空》

朱延平

導演

2012.02.23

1970 年代末入
行，1980、1900
年代拍攝多部商
業喜劇片走紅，
2004 年前後赴中
國發展，曾執導
《功夫灌籃》、
《刺陵》
、《大笑
江湖》、
《新天生
一對》合製片

徐立功

監製

2012.03.06

1960 年代末入
行，曾任編劇、
導演、金馬影展
創辦人、中影總
經理等職，
《喜
宴》
、《飲食男
女》
、
《臥虎藏龍》
《20.30.40》等跨
國合製片監製

葉如芬

製片、監製

2012.03.13

1990 年代入行，
曾擔任《夜奔》
、
《美麗在唱
歌》
、《你那邊幾
點》
、《天邊一朵
雲》
，以及《詭
絲》
、《赤壁》等
跨國合製製片

蔡岳勳

導演

2012.03.15

1990 年代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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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曾任電視劇
編劇、導演，2001
年執導偶像劇
《流星花園》受
肯定，2012 年執
導兩岸合製電影
《痞子英雄首部
曲：全面開戰》

此外，深度訪談類型可分為封閉式、開放式與半開放式 3 種，本研究採用半
開放式，由研究者先擬定訪問大綱，並依據受訪者的身分、背景修改問題內容，
再提供受訪者參考。訪問則按照大綱進行，但可依據受訪者回答調整內容、順序，
或者追問，藉此了解不同受訪者對中、港或兩岸合製電影之看法，以及電影工作
者的勞動狀況，基本訪問大綱如下：
一、

香港部分

1.

2003 年，香港與中國內地簽署 CEPA，多項有利中、港電影合製政策逐步展
開，對此，香港電影界的看法為何？

2.

CEPA 實施以來，合製趨勢日益興盛，由簽署前每年平均 10 部，成長到 3、
40 部，將近有 4／5 都是合製片，這對香港電影產業造成哪些影響？

3.

CEPA 實施後，與內地分工有何改變？

4.

當香港電影透過合製片進入內地市場，面對中國官方政策、規範，社會、文
化差異，香港電影工作者如何滿足兩地觀眾偏好，確保票房收入？

5.

2011 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最佳男演員得主劉德華曾言，香港電影陷入史
上低潮，這與合製趨勢有無關係？您又如何看待現今香港電影產業狀況與發
展？

二、

台灣部分

1.

今年有多部兩岸合製片上映，例如《星空》
、
《愛 LOVE》
、
《痞子英雄》等，
您認為，為何合製片逐漸成為主流？

2.

以您經驗來看，合製片會遇到最困難的狀況為何？有哪些需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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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合製過程中，台灣電影團隊如何與中國團隊合作、分工？現在兩岸合製模
式與過去有何差別？

4.

台灣電影工作者多擔任甚麼角色？與中國、香港的差別是？

5.

ECFA 簽署，兩岸交流日益密切，面對崛起的中國市場，您認為台灣電影工
作者該如何因應？

6.

如果未來兩岸合製片成為主流，您是否擔心台灣電影的主體性不在？台灣特
色將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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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CEPA 後香港電影產業的因應之道與改變
第一節

CEPA 後香港電影產業因應模式

2004 年 1 月 1 日 CEPA 實施前，伴隨中國電影進一步產業化、市場化，合製
片規定大幅放寬，在中國政府釋放經貿利多政策、香港電影人奔走下，CEPA 便
成為拯救香港電影產業的最後希望。
面對 CEPA 的開放政策，香港電影業多半持正面看法，例如，演員黃秋生在
接受中國《新京報》訪問時表示：
「沒有內地，香港電影肯定完蛋！」
（楊彬彬，
2004 年 5 月 14 日）
；時任嘉禾電影公司主席吳思遠認為：
「香港擁有豐富的電影
製作經驗，曾是全世界第二大電影製造中心，若以人均電影製作比例計算，香港
更排在首位，如果中、港展開合作，透過技術、人才、資源互補，可望再創華語
電影高峰。」此外，曾創辦新藝城、東方電影發行公司的黃百鳴主張，當全世界
電影市場萎縮，中國卻一枝獨秀，香港電影應積極北上，如果香港的技術、經驗
能與中國的人才、資源結合，對兩地電影產業都是一件好事（宗珊，2002 年 10
月 18 日）。
CEPA 實施以來，除了與大型電影公司合作，不少香港電影人選擇成立個人
工作室扎根中國，例如，導演陳可辛在北京成立「我們製作」
（WE Pictures）
，黃
百鳴、劉偉強、關錦鵬也在杭州、蘇州等地設立工作室，希望直接與中國電影人
展開交流（宇文翮，2011 年 3 月 28 日）。然而，近年杜琪峰、彭浩翔、葉念琛
等堅守香港本土的導演也陸續北上，拍攝愛情、警匪題材合製片，走出香港市場。
有鑑於此，未來是否會像前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文雋所言，不再有港產片、合製
片區分，只存在華語電影（王法豔，2012 年 4 月 18 日；宇文翮，2011 年 3 月
28 日），正是本研究持續觀察的重點。
因此，本研究分析 CEPA 實施至今香港電影產業因應模式，除了北上中國發
展外，另有杜琪峰、韋家輝成立，在本土市場低迷、每年仍製作 3 到 4 部港產片
的「銀河映像」
；2012 年暑假以《低俗喜劇》締造 3000 萬港幣票房的彭浩翔「正
在電影」；近年重回電影業、找來曾志偉拍攝多部賀歲片的邵氏，皆可視為在合
製趨勢下，仍堅持製作港產片的代表。此外，獲得特許、不需與中國電影公司合
作，即可獨立經營製作、發行、映演業務的銀都、安樂、思遠電影公司，則成為
香港電影進軍中國的另一種管道，最後，捨棄合製、改由引進打入同為粵語文化
的廣東市場，也是 CEPA 後香港電影產業的可行策略。綜上所述，本研究接下來
將區分為積極北上、兼顧本土、特許合製、引進廣東 4 種模式，分別列舉代表案
例說明，來釐清 CEPA 後香港電影產業的各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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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積極北上

一、

寰亞傳媒

寰亞傳媒集團（Media Asia Group）成立於 1994 年，為衛視（Star TV）衛星
服務的電影發行部門，直到轉賣給梅鐸（Rupert Murdoch）的新聞集團（News
Crop），該部門才從衛視脫離，由人稱「七武士」的高階主管廖永亮、馮永、馬
逢國、莊澄、陳子良、Nick James，以及持有執業會計師執照的鍾再思轉做獨立
發行商，第一年發行了 800 部院線、錄影帶影片，同時啟用新人，製作中、小型
電影，首部電影《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叫好、叫座，之後更投資中國導演謝飛的
《黑駿馬》
、何平《日光峽谷》
、梁本熙《歸土》等文藝片，開啟與中國合作的大
門（葉月瑜，2011；邁子，2010 年 9 月 26 日）。
寰亞起初採「兄弟班」經營模式，大到公司營運、股東分工，小至演員評估、
合約草擬都精密計算，堅持要有結構完整、良好的故事才開拍，並與工作人員簽
定正式合約，詳細規範完成期限，以保險、行銷策略和法律機制來呈現專業、華
麗的包裝（葉月瑜，2011）
，與 1980 年代快拍、搶拍、濫拍的港片文化大不相同。
1980、1990 年代的香港電影公司，若非知名導演開設，便是旗下有簽約導演或
演員，寰亞靠發行、投資起家，又沒有財力雄厚的金主支持，只能依靠嚴密監控
預算、進度，以及品牌打下基礎。1997 年前後，7 位創辦人陸續離開，成龍從嘉
禾離開加入寰亞擔任監製，製作如《特警新人類》、《紫雨風暴》、《公元 2000》
等以年輕觀眾為目標的警匪片，「成龍出品」也幫助寰亞大幅開拓海外市場（葉
月瑜，2011；魏君子，2011 年 12 月 14 日）。
直到 2000 年，寰亞終於擺脫因資金不足，只能與其他公司合作、或拍攝中、
小型電影的命運。在成龍引薦下，投資地產、電視起家的亞洲企業大亨林建岳入
主寰亞，投入 6 億港幣準備在兩年內拍攝 6 部大製作電影（崔汀，2011 年 11 月
16 日）
，為寰亞帶來人脈與錢脈，例如新藝城監製施南生，導演杜琪峰、劉偉強，
劉德華、梁朝偉等知名演員都因此加入，推出《花好月圓》
、
《魔幻廚房》
、
《無間
道》系列電影，並嘗試與日本、新加坡等亞洲電影公司合作，平均每年製作 6
到 10 部片，並在全世界超過 30 個國家設有子發行公司和授權商（葉月瑜，2011）
。
2003 年 CEPA 簽署前，寰亞原是最活躍的泛亞區域合製公司，但隨著 CEPA
後中國市場逐步開放，中、港合製條件放寬，寰亞則從泛亞轉向大中國市場。主
席林建岳曾在寰亞電影公司 2005 年度報告中強調：「在 2006 年以至其後數年，
中國市場將是寰亞的主要發展目標。」
（邁子，2010 年 9 月 26 日）
，2003 年，
《無
間道 III：終極無間》成為 CEPA 實施後第一批合拍片，中國票房雖然只有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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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和香港票房持平，但 CEPA 讓香港電影在中國享有國產片待遇，仍讓林建岳
對中國市場深具信心，尤其當香港本地市場日益萎縮，如何把握中國觀眾的口味
則是寰亞現階段的發展重心（魏君子，2011 年 12 月 14 日），隨後《韓城攻略》
與《頭文字 D》在中國市場的成功，11更確定林建岳北上的決心。有鑑於此，寰
亞開始與中影、華誼兄弟等中國電影公司合作，投資、製作、發行《天下無賊》、
《夜宴》、《投名狀》、《集結號》、《唐山大地震》國產鉅片，2011 年 7 月寰亞傳
媒集團正式成立，將原有電影、電視、演唱會、新媒體事業擴展到大中華市場，
並在廣州一帶建設影院、影城，加速與中國電影產業交流（崔汀，2011 年 11 月
16 日；邁子，2010 年 9 月 26 日；寰亞傳媒集團網站；魏君子，2011 年 12 月 14
日）。
二、

英皇娛樂

英皇娛樂集團（Emperor Entertainment Group）於 1999 年由香港企業家楊受
成成立，為英皇集團（Emperor Group）旗下的演藝娛樂公司，主要業務包含香
港、海外唱片製作、發行、音樂出版與藝人經紀。除此之外，英皇還跨足演唱會、
舞台劇、電視、電影製作，以及娛樂商品特許經營、零售，並在 2011 年成立英
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培育音樂、廣播、電視、電影等專業人才，可謂香港最具
規模的全方位娛樂集團（EEG 英皇娛樂網站）。
在電影方面，英皇娛樂由英皇電影（Emperor Motion Pictures）負責主要電影
製作、發行，2002 年與成龍聯手成立成龍英皇影業有限公司，製作成龍主演的
警匪、功夫電影，例如《新警察故事》、《神話》、《新宿事件》等。2006 年，有
鑑於 CEPA 後的北上趨勢，以及中國經濟起飛、觀眾教育水平提升，英皇正式將
事業重心轉移至中國大陸，與上海電影集團合作，以對半持股方式成立上海上影
英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簡稱上影英皇），運用英皇的演藝經濟優勢，與上影擁
有的製作、發行資源，投資逾億元拍攝多部中、港合製電視劇與電影（英皇電影
網站；EEG 英皇娛樂網站）
；2011 年，英皇娛樂更進一步在北京開設獨立公司，
希望藉由旗下藝人打開中國電影市場（謝夢遙，2012 年 6 月 16 日）。
相較於其他北上發展的香港電影公司，英皇最具優勢的正是明星陣容，早期
由演藝經紀起家，讓英皇擁有謝霆鋒、陳奕迅、張家輝、任達華、杜汶澤、容祖
兒、Twins 等一線藝人，成為進軍中國、海外市場的有利籌碼。2012 年適逢集團
成立 70 周年，英皇重金網羅劉松仁、米雪、溫碧霞香港資深藝人，並計劃投資
1 億人民幣拍攝由謝霆鋒主演的《白髮魔女傳》
、7000 萬由香港導演林超賢執導、
11

《韓城攻略》中國票房為 4100 萬人民幣、香港票房僅約 600 萬港幣；
《頭文字 D》中國票房更
達 6300 萬、香港票房也突破 3000 萬。
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
76

張家輝與吳彥祖主演的《逆警》，希望靠大製作、大卡司獲得中國觀眾認同（謝
夢遙，2012 年 6 月 16 日）。
檢視英皇北上成績單，最具代表性則是投資中國導演姜文《讓子彈飛》，締
造 7 億人民幣票房，成為中國影史上最賣座的華語電影，同時開啟和姜文、葛優、
馮小剛等中國知名電影人合作的契機。此外，英皇近年製作的中、港合製片《新
少林寺》
、
《大魔術師》、
《逆戰》在中國也有不錯票房，122012 年預計將再挹注 2
億人民幣製作葛優主演的合製片，以及投資 1.5 億由姜文自導自演的新片，並複
製在香港的成功模式，培養中國新人，動用集團資源、提供電影演出機會（馬巍，
2012 年 3 月 19 日；謝夢遙，2012 年 6 月 16 日；顧卓丹，2012 年 6 月 24 日）。
三、

嘉禾電影

嘉禾（Golden Harvest）自 1970 年代即在香港電影製作、發行、映演業占有
一席之地，1980 年代更超越邵氏，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華語電影公司，平均每年
製作 25 到 30 部片，發行與戲院網絡遍及全球（嘉禾院線網站）
。1990 年代初步
將業務拓展至中國大陸，香港本土生產的影片得以進口、分帳方式在中國城市戲
院上映，最成功的代表作則是與北京製片廠合作《獅王爭霸》
（魏君子，2012），
1994 年嘉禾娛樂集團於香港交易所上市，事業版圖觸及新加坡、台灣，2004 年
香港企業家李嘉誠和 EMI 百代唱片入股嘉禾，收購台灣華納威秀影城（嘉禾院
線網站）
。
相較於寰亞、英皇在 CEPA 實施初期就加速北上，鄒文懷一開始則認為中、
港受限於文化、政策差異，合製並非上策，並未積極耕耘中國市場，製片量卻因
此不斷下滑（魏君子，2012）
。2007 年起，鄒文懷開始出脫股權，中國橙天娛樂
（Orange Sky）有鑑於品牌優勢，正式收購嘉禾、成為第一大股東，2009 年更名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並以中國文化娛樂事業身分在香港上市，宣告曾伴隨香港電
影走過黃金年代的嘉禾，自此將重心移往中國大陸，未來將以橙天娛樂的唱片、
電視、廣告製作、藝人經紀經驗為基礎，運用中國廣闊的市場、充裕資金，融合
香港電影產業的人才與技術，打造橫跨娛樂內容、平台經營的一體化企業（柴魚，
2009 年 4 月 17 日；曹磊，2012 年 9 月 18 日）。
隨後 CEPA 實施、允許香港公司在中國獨資成立電影院，2006 年嘉禾於深圳
成立首間旗艦影城，正式進軍中國市場。截至 2012 年，橙天嘉禾在中國、香港、
台灣、新加坡經營 62 家電影院、共有 476 個銀幕，同時購買歐美獨立電影版權
於亞洲地區發行，旗下約有 140 套片庫（嘉禾院線網站）。橙天嘉禾首席執行長
12

《新少林寺》中國票房約 2.1 億人民幣；《大魔術師》約 1.67 億；
《逆戰》約 1.26 億。
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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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義民表示，未來將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開設更多旗艦影院，並鞏固
二、三線市場，每年新增 150 到 200 個銀幕、預計 2015 年達到 800 個，同時加
強數位、3D 放映設備，計劃從映演端扎根，再逐步重拾製作、發行工作，引進
好萊塢資金、啟動「嘉禾經典電影系列重拍」計劃，重拍 1990 年代嘉禾製作的
《甜蜜蜜》、《星願》、《紅番區》、《警察故事》等經典港片，每年製作 3、4 部中
小型電影，強化華語電影製片業務（柴魚，2009 年 4 月 17 日；曹磊，2012 年 9
月 18 日；魏君子，2012）。
四、

其他

除了寰亞、英皇、嘉禾等大型香港電影公司積極北上，仍有香港電影工作者
依靠個人名聲、品牌登陸單打獨鬥：新藝城創辦人黃百鳴的天馬娛樂預計集資 1
億港幣、在香港上市，全力搶攻中國市場（葉皓霖，2012 年 10 月 9 日）
；
《無間
道》系列導演劉偉強、《門徒》、《大魔術師》導演爾冬陞也在北京、蘇州設立工
作室，「接地氣」親身了解中國文化；曾赴好萊塢發展的導演唐季禮也在上海成
立華大影業，打造集製片、發行、映院、演藝經紀於一身的影視集團（邁子，2010
年 9 月 26 日）……。然而，在北上的香港電影人中，陳可辛算是開路先鋒，不
僅成為首位進入「2 億票房俱樂部」的香港導演，2008 年更與中國導演黃建新籌
組我們製作，直接吸納中國資金，籌拍大型商業類型電影，活躍於中國影壇（魏
君子，2012）。
陳可辛從 1990 年代初與曾志偉合資成立「UFO 電影人」
（United Film Makers
Organization）開始，便以執導《金枝玉葉》、《甜蜜蜜》、《風塵三俠》等都會愛
情片闖出知名度（魏君子，2012）
，之後又赴好萊塢發展，直到 2000 年返港成立
Applause Picture，集合亞洲各地資金、鋪設發行網絡，製作以東亞市場為主的泛
亞電影，例如《春逝》
、
《晚娘》
、
《見鬼》
、
《三更》
（彭麗君，2010；葉月瑜，2007，
2011）。比起徐克、吳宇森、陳嘉上、劉偉強等早年就北上拍片的香港導演，陳
可辛的腳步並不算早，2005 年《如果‧愛》網羅中、港、台、日、韓演員，企
圖以泛亞電影獲得市場認同，但票房不如預期，中國票房僅有 2900 萬，遠不及
同年《無極》
、
《神話》
、
《七劍》
、
《頭文字 D》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合製片，這也
讓陳可辛興起全力進軍中國的決心（葉月瑜，2007）。
「生意上，
『香港性』在香港電影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CEPA 後從泛
亞電影轉向中、港合製，近年深耕中國市場的陳可辛曾表示，就產業上來說，香
港電影早以不復存在，合製片將是未來的唯一出路（黃靜，2012 年 3 月 10 日）。
自《如果‧愛》後，陳可辛先以《投名狀》在中國締造 2 億票房，便計劃與中國
保利博納合作，與黃建新再次籌組「人人電影」
，預計以「人人製作、博納發行」
模式在 3 年內拍攝 15 部電影，總票房估計達 20 億人民幣（劉嘉琦，200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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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
，雖然人人電影與保利博納首次合作《十月圍城》在中國獲得 2.9 億佳
績，卻因為理念不合、分道揚鑣（魏君子，2012）。13近年，陳可辛的我們製作
仍獨立完成《神奇俠侶》
、
《武俠》
、
《血滴子》
，並計劃籌拍《鍾馗》
、
《等待》中、
港合製片，靠自己的團隊站穩中國市場。
另一位靠個人名聲北上發展的香港導演，則是自 1980 年代執導、監製、演
出超過 180 部電影，以喜劇、賭片、三級片聞名香港影壇的王晶（中國銀幕，2012
年 10 月）。王晶 1980 年代進入邵氏擔任導演，低成本拍攝多部賭片、愛情片，
接連突破千萬票房，例如《千王鬥千霸》
、
《賭王群英會》
、
《賭王千上千》
、
《表錯
七日情》等，1989 年執導的《賭神》更締造 3629 萬佳績，成為香港電影年度賣
座冠軍（魏君子，2012），讓王晶累積足夠籌碼，獨立開設晶藝電影視業有限公
司、王晶創作室，並與台灣學者電影合作，以「台灣資金、香港製作」出品朱延
平、劉偉強、葉偉民等港台導演作品，之後王晶又籌組最佳拍檔電影公司（Best
of Best）
，製作《古惑仔》系列、
《百分百感覺》青春愛情片，開創香港黑社會電
影風潮（魏君子，2012）。
2003 年 CEPA 簽署、實施，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市場，王晶出席香港電影評
論學會論壇時曾表示：「……，至於香港電影，我認為刻意保持地域特色，是很
愚笨的事，這形同放棄了跟中國電影融和的機會……，大家只懂得死守著香港，
幻想香港電影復甦，事實是不會再復甦的。」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7 年 8 月
31 日）由此可見，對一切向市場看的王晶來說，未來華語片將會取代港產片，
香港本土只能發展中、小型電影，隨著中國、香港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香港電影
必須融入中國電影，如何推陳出新、掌握中國觀眾口味，才是拯救香港電影產業
的解藥（唐愛明，2009 年 4 月 23 日）。
因此，王晶積極北上，至今在中國上映的電影將近 20 部，數量為香港導演
之首，北上之後每年有 3 到 5 部電影開拍，雖然作品毀譽參半，被觀眾稱為「爛
片王」
，但不可否認王晶仍是賣座導演，近年的《大內密探靈靈狗》
、
《財神客棧》
中國票房皆破億，旗下的影王朝、劇王朝更陸續開拍以中國市場為主的合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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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辛接受中國影評人魏君子訪問時表示，
《十月圍城》締造 2.9 億票房，保利博納總裁于冬
希望乘勝追擊，再拍《十月圍城 2》
，以獲取更高票房收益，但陳可辛認為：
「當然，順著發行的
思路，接下來應該拍《十月圍城 2》……，但是我肯定不想再做了，如果要更賺錢，意味著演員
的片酬要更低，製作成本都要壓縮，這個我覺得很難，因為這樣我覺得保證不了水準……。還有
一點，《十月圍城》在拍攝時，也的確遇到許多意料之外的事故，比如說，我們在片場被地頭蛇
『圍城』
，停工 7 天，每天損失大概 60 萬，當然，身為監製，我理應承擔責任，這就是我們每一
天都生活，片場每天都會發生，每天都要面對……，這些困難對他們（保利博納）而言是陌生的。」
有此可見，陳可辛做為文化產業中的構思（導演、編劇）與執行（監製）者，在電影產製階段面
臨的問題，並非單純做為所有人的保利博納能夠了解，後者主要在乎的是如何獲利，這也反映香
港電影工作者北上與中國資方合作時，不得不面對的衝突。
資料來源：魏君子（2012）
。
《華語電影勢力探祕：領袖訪談錄》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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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電視劇，例如與保利博納合作，網羅周潤發、洪金寶、吳鎮宇，以及中國一
線小生黃曉明主演的合製片《大上海》，香港劇組全員移師上海、總共斥資 1.3
億人民幣拍攝，預計 2013 年農曆春節檔期上映（中國銀幕，2012 年 10 月；北
京新浪網，2012 年 7 月 29 日）。
貳、

兼顧本土

一、

銀河映像

香港電影自 1990 年代由盛而衰，在低迷的環境中，唯一能保持產量，同時
兼顧創作品質的代表，就屬導演杜琪峰、編劇韋家輝於 1996 年組成的銀河映像
（Milky Way Image）
。銀河映像以杜琪峰、韋家輝為主要創作骨幹，兩人憑著先
前在 TVB 電視台、新藝城、邵氏的工作經驗，導入香港電影快速、彈性的生產
方式，培養一群固定的幕前、後工作人員，1996 年到 2004 年間製作超過 30 部
電影，每年平均產出 3 到 4 部，開創異於好萊塢與主流合製片的香港在地主義（彭
麗君，2010；魏君子，2012）。
除了初期幾部叫好、但不叫座的實驗電影，14基於杜琪峰在業界的人脈關係，
銀河映像不同於其他中、小型製作公司，經常採用知名演員，並和中國星、寰亞、
華納兄弟等大公司合作，獲得比較充裕的資金與發行資源，而不是單純交貨到投
資者手上，更可以彈性交叉拍攝由明星擔綱演出的喜劇大片，和較小型、有張力
的犯罪電影，一方面迎合香港觀眾，另方面也讓杜琪峰在商業市場上保持一定地
位（葉月瑜，2011）。
表 4-1：銀河映像作品年表
年份

片名

1996

攝氏 32 度

1997

一個字頭的誕生
恐怖雞
兩個只能活一個
最後判決

1998

暗花
非常突然
真心英雄

14

銀河映像在 1997 年出品了四部電影，分別是《一個字頭的誕生》
、
《最後判決》
、
《兩個只能活
一個》、
《恐怖雞》
，全都是深邃的黑色劇情片，票房不算理想，卻吸引影評人注意，其中《一個
字頭的誕生》更受到許多評論讚許，認為是該年最出色的本土製作。
資料來源：彭麗君（2010）
。
《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頁 6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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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鎗火
暗戰
再見阿郎
甜言蜜語

2000

孤男寡女
辣手回春
天有眼
無人駕駛

2001

暗戰 2
鍾無艷
男歌女唱
全職殺手
瘦身男女
愛上我吧

2002

嚦咕嚦咕新年財
無限復活
我左眼見到鬼

2003

向左走‧向右走
PTU
百年好合
大隻佬
奇逢敵手

2004

大事件
龍鳳鬥
柔道龍虎榜

2005

黑社會

2006

天生一對
放‧逐
黑社會以和為貴

2007

跟蹤
每當變幻時
鐵三角
神探

2008

蝴蝶飛
文雀
機動部隊‧警例

2009

機動部隊‧同袍
81

意外
復仇
2011

單身男女
報應
奪命金

2012

高海拔之戀 II
車手
毒戰
盲探

資料來源：戴樂為、葉月瑜（2011）
。
《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
，頁 71-72。臺北：書林；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A%80%E6%B2%B3%E6%98%A0%E5%83%8F

「銀河映像不去發展一些商業電影，就沒機會拍一些你中意的個人電影，不
拍賀歲片，就沒機會拍《PTU》、《文雀》、《放逐》，拍一些商業片，起碼投資人
對你有信心和期待……。」由此可見，杜琪峰除了與大公司合作，總是不斷為銀
河映像找尋出路，堅持劇本原創，只負責製作，不涉入電影發行、宣傳（魏君子，
2012）
。另外，因為有韋家輝帶領編劇人才，銀河映像慣以香港明星、類型公式、
在地場景策劃電影，並從日本漫畫、電視劇、流行歌曲、好萊塢電影、經典港片
擷取靈感，嘗試與當代香港社會脈絡結合（葉月瑜，2011）。兼顧商業、藝術讓
銀河映像不僅獲得香港觀眾支持，自《鎗火》之後，杜琪峰的導演名聲開始建立，
2003 年義大利烏甸遠東電影節舉辦杜琪峰回顧展、2005 年《黑社會》入圍威尼
斯影展競賽片，經過國際影展歷練，銀河映像大幅開拓海外市場（彭麗君，2010；
葉月瑜，2011；魏君子，2012）。
當香港電影人爭相北上，杜琪峰則被視為堅守香港本土的典範，作品《黑社
會》
、
《黑社會以和為貴》都因涉及黑社會題材，暗示中國官方在黑幫鬥爭中扮演
的角色遭到刪剪，《大隻佬》更因劇情與宗教、因果輪迴相關，幾乎被剪成另一
部電影，改名為《大塊頭有智慧》在中國上映，讓杜琪峰憤而拒看中國版本（何
毓文，2011）。「叫馮小剛說廣東話，叫杜琪峰講國語，就死定了！兩個都死！」
杜琪峰曾表示，香港是永遠的基地、是電影創作者最好的溫床，香港電影不會死，
因為香港自由，有自由就可以拍其他地方沒有的東西（方夷敏，2011 年 2 月 14
日；香港影視娛樂網，2012 年 7 月）。
銀河映像雖然在創作上堅持「香港本位」，但 CEPA 後中國市場成為資方的
主要考量，杜琪峰也不得不登陸發展、奉行「兩手策略」：立足香港，拍攝不受
拘束的道地港產片，北上工作，合拍通過中國官方審查的主流電影（方夷敏，2011
年 2 月 14 日）
。2007 年，杜琪峰和徐克、林嶺東共同執導《鐵三角》
，這部集合
兩岸三地知名演員的懸疑動作片一刀未剪，順利在中國上映，中國觀眾終於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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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睹杜琪峰的「黑色風格」
（中國銀幕，2012 年 10 月）
。不過，2008 年號稱杜琪
峰首部女性題材電影的《蝴蝶飛》，雖然啟用中國演員、製作班底，但中國票房
卻只有 800 多萬、香港也僅收 105 萬，淪為杜琪峰有史以來票房最差的作品（方
夷敏，2011 年 2 月 14 日；何毓文，2011）。
《蝴蝶飛》試水溫失敗，但銀河映像
並未放棄以愛情片進軍中國，2011 年《單身男女》正是杜琪峰、韋家輝北上發
展的第一部作品。
杜琪峰坦承，現在中國電影產業、市場逐漸成熟，北上的時間確實到了（方
夷敏，2011 年 2 月 14 日）
。不過，不像其他香港導演多拍大成本功夫、武俠片，
杜琪峰認為愛情喜劇反而容易通過審查，加上中國快速都市化，很多人從農村走
向城市，以都會為背景的題材容易獲得年輕觀眾喜愛，《單身男女》也因此誕生
（陳爽，2011 年 2 月 14 日）。除了考量中國經濟、社會變遷，由於 CEPA 規範
合製片需有 1／3 以上的中國演員，故事也得和中國相關，杜琪峰便找來中國女
星高圓圓搭配古天樂、吳彥祖，同時將結局移往蘇州拍攝，將過去《孤男寡女》、
《瘦身男女》公式與中國元素結合，上演兩男追一女的浪漫戲碼，中國票房達到
9950 萬，也讓杜琪峰繼續籌拍首部為中國市場打造的警匪片《毒戰》（方夷敏，
2011 年 2 月 14 日；何毓文，2011；中國銀幕，2012 年 10 月）
。未來，如何堅持
創作本位、保持港片風格，北上卻不過度迎合中國市場，則是杜琪峰的最大考驗。
二、

正在電影

正在電影（MAKING FILM）於 2001 年成立，是導演彭浩翔與妻子梁啟緣開
設的本土電影公司，主要製作電影和舞台劇。彭浩翔在香港新銳導演中有「怪才」
之稱，大學輟學後進入香港亞洲電視台工作，擔任喜劇綜藝節目編劇，同時撰寫
報紙評論、小說與劇本。1997 年，彭浩翔完成首部長篇小說《全職殺手》
，在香
港大賣超過 10 萬本，之後更被導演杜琪峰買下電影版權，並找來劉德華、日本
男星反町隆史主演。1999 年完成首部自編、自導短片《暑期作業》
，成為第一部
入圍金馬獎最佳短片的香港電影後，彭浩翔開始計劃執導長片，2001 年即以 50
萬美金、短短 15 天拍攝完成《買兇拍人》
，描述一名香港職業殺手，在亞洲金融
風暴衝擊下努力求生的故事，受到香港影評一致讚賞，彭浩翔也因此獲得香港金
紫荊獎最佳編劇獎（正在電影網站）。
表 4-2：正在電影作品年表
年份

片名

1999

暑期作業

2001

買兇拍人

2003

大丈夫

2004

公主復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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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AV

2006

伊莎貝拉

2007

出埃及記

2007

破事兒

2010

志明與春嬌

2010

維多利亞壹號

2012

春嬌與志明

2012

低俗喜劇

資料來源：正在電影網站 http://making-film.com/

彭浩翔以拍攝低成本、黑色喜劇、驚悚片聞名，作品多以香港都市人生活為
題，反映現實苦悶卻不失幽默，經常有大量港氏俚語、粗口，例如《大丈夫》
、
《出
埃及記》、《破事兒》等（李東然，2012 年 4 月 13 日）。雖然彭浩翔被視為堅守
香港本土的代表之一，但 2004 年執導《公主復仇記》獲邀參加東京影展、2006
年《伊莎貝拉》入圍柏林影展競賽單元、2010 年《維多利亞壹號》為義大利烏
甸遠東電影節開幕片，豐富的國際影展經驗，奠定彭浩翔的海外知名度，也培養
出一群死忠支持者（中國銀幕，2012 年 10 月；正在電影網站）。
2010 年，彭浩翔以香港政府頒布室內禁菸令出發，拍攝愛情喜劇《志明與春
嬌》，找來楊千嬅和余文樂飾演在辦公大樓後巷抽菸、進而相戀的都市男女，在
微博、facebook 網路行銷下，香港票房達 630 萬港幣、並獲得當年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編劇獎，以及最佳女主角獎提名，也因為《志明與春嬌》口碑叫好，半年
後便以 CEPA 引進片條款進入中國上映，雖然因為粗口台詞遭到刪剪、中港文化
差易等因素，使得票房僅收 200 多萬人民幣，但仍受中國網民熱烈討論，也開啟
彭浩翔北上的契機（方便麵，2012 年 4 月 5 日）。
為了籌拍首部中、港合製片《春嬌與志明》，彭浩翔到北京定居兩年，每天
逛市集、書店、夜店、咖啡廳，只為接地氣、親身了解中國年輕人生活（張沫，
2012 年 3 月 19 日）
。
「我一直覺得，一部好的電影，70％是結構性的笑話，30％
可以做自己的語言體系和文化體系裡面的東西。這樣電影出來之後，或許 30％
的內容人家不會笑，但他們會為 70%而笑。」彭浩翔認為，北上合拍不代表犧牲
原有的港式風格，中國觀眾喜歡看香港電影搞笑、無厘頭，只是考量審查制度，
以及中、港差異，還是得在愛情、喜劇的大架構下，置入中國元素、情節，例如
把大部份場景搬到北京，由中國當紅女星楊冪擔任女配角，或找黃曉明客串、詮
釋北京男女的相親文化，盡量讓合製片符合兩地觀眾口味（李麗，2012 年 3 月
26 日；李東然，2012 年 4 月 13 日）。
彭浩翔證明合製片不一定會水土不服，以往合製片通常只能討好中國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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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春嬌與志明》上映一個月，香港票房達 2800 萬港幣，中國票房更超過 7300
萬人民幣，雖然未一舉破億，卻是少數可以兼顧中、港市場的合製片（張沫，2012
年 3 月 19 日；梁夢竹，2012 年 4 月 27 日）
。也因為《春嬌與志明》的成功，彭
浩翔加入中國華誼兄弟 H 計劃，預計再籌拍都會愛情電影《會撒嬌的女人最好
命》，持續耕耘中國市場（中國銀幕，2012 年 10 月）。
不過，自嘲旅居北京兩年、普通話卻不太流利的彭浩翔坦承，還是最習慣用
廣東話拍電影。2012 年，有鑑於廣東省政府要求新聞媒體減少使用方言，彭浩
翔為表達不平，花了 12 天就拍完新作《低俗喜劇》
，全片只講廣東話，而且充滿
腥、煽、色俚語，完全不考慮中國市場（賈選凝，2012 年 10 月 13 日）
。刻意反
其道而行、回歸香港本土市場的《低俗喜劇》，意外打敗同檔期好萊塢電影《黑
暗騎士：黎明升起》
、
《馬達加斯加 3》與合製大片《聽風者》
，以破 3000 萬港幣
票房成為年度華語片賣座冠軍（阿木，2012 年 8 月 17 日），反映彭浩翔即使北
上之後，仍不願放棄香港市場，對本地觀眾也還具有號召力，更可見近年合製片
難在香港賣座，反而是強調香港精神、特色的電影較受歡迎。
三、

邵氏兄弟

1960、1970 年代崛起的邵氏兄弟（Shaw Brothers），全盛時期曾在香港建立
整合製作、發行、上映環節的大片廠，和廣布全港的院線制度，並以黃梅調電影
和武俠片風靡海外，在香港、台灣、東南亞、美國等地經營的戲院超過百間，電
影發行網居亞洲之冠，同時也涉足酒店、銀行、地產投資，運用資本、技術、人
才建立亞洲娛樂網絡，使香港成為地區電影中心（林錦波，2009；傅葆石，2006；
鍾寶賢，2004）
。但榮景不再，邵氏從 1980 年代淡出電影製作，轉投資電視產業，
成為香港 TVB 電視台最大股東，只保留電影院、片廠以供租賃，1987 年正式宣
布停止生產電影，截至此時邵氏製片量已超過千部（林錦波，2009；傅葆石，2006；
鍾寶賢，2004）。
直到 2003 年 CEPA 簽署，邵氏看好電影業前景，與中國星投資 11 億港幣，
興建包含製片廠、電影院、展覽廳的新邵氏影城；2009 年，邵氏與 TVB 電視台
共同投資，時任董事方逸華找來曾志偉擔任監製、導演，開拍以香港市場為主的
賀歲片《72 家租客》、邱禮濤執導的警匪片《Laughing Gor 之變節》，以及古裝
愛情片《翡翠明珠》和《抱抱俏佳人》（文匯報，2010 年 2 月 22 日；郭雪瑩，
2012 年 3 月 20 日）
，其中又以《72 家租客》打敗同檔期合製大片《蘇乞兒》
、
《錦
衣衛》
，大賣 4300 萬港幣最受注目；隔年，邵氏再以《我愛 HK 開心萬歲》2690
萬票房蟬聯 2011 年春節檔冠軍，讓曾志偉加深以道地港片幫助邵氏站穩市場的
決心（余樂，2010 年 2 月 19 日；重慶商報，2011 年 7 月 12 日；郭曉華，201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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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72 家租客》、《我愛 HK 開心萬歲》在香港、東南亞市場賣座，邵
氏預計運用旗下片廠、後製設備資源，繼續和 TVB 電視台合作，每年至少開拍
8 部電影，雖然香港賀歲片在中國的票房並不亮眼，
《72 家租客》只有 3300 萬票
房，其中一半收入還是來自廣東地區（南方都市報，2010 年 3 月 4 日）
，顯見中、
港觀眾偏好差異，但曾志偉仍表示：「現在優秀的導演都紛紛北上，但作為一個
香港電影人，我還是想堅持多拍原汁原味的港片，香港電影要保持生命力，立足
本土也很重要。」因此，未來邵氏在曾志偉協助下，將先以警匪、黑幫、愛情喜
劇、賀歲片等中、小型港產片收復市場，並試圖以廣東話版本進入中國華南地區，
在北上趨勢中找出另一條路（重慶商報，2011 年 7 月 12 日）。
參、

特許合製

一、

銀都機構

香港銀都機構（Sil-Metropole Organisation）1982 年成立，目前總部在香港，
但屬於中國官方所有，主要由長城電影製片、鳳凰影業、新聯影業（合稱「長鳳
新」）具有中國左派背景的公司組成，之後又加入專門從事中國國產片發行的南
方影業、清水灣電影製片廠、銀都娛樂等企業，成為擁有製作、片廠、發行、廣
告、戲院等影視綜合系統的電影機構（銀都機構，2011）。
1980 年代初期，中國電影產業百廢待舉，大力鼓勵香港電影人參與左派電影
製作，15形成「香港資金、左派出品、中國取景、兩地班底」的合製片模式，例
如青鳥電影投資許鞍華的《頭奔怒海》
，與其他香港電影新浪潮作品《父子情》、
《半邊人》
、
《流水似年》等（魏君子，2012）
，間接成為培育香港新導演的搖籃。
之後，由於新聯製作的《少林寺》受中國觀眾喜愛，邵氏、嘉禾、新藝城也北上
尋求機會，與銀都合製《南北少林》
、
《少林小子》等功夫片（尹鴻、何美，2009；
胡克，2000；曾仲堅、馬傑偉，2010；趙小青，2007）。同時，銀都為了爭取外
資、突破市場封鎖，再次調整運作模式，不堅持使用公司原名，轉而成立衛星公
司吸引台灣片商，等電影完成再以台灣公司名義引進市場（魏君子，2012）。此
外，當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遭到官方封殺，銀都也主動出擊，負責出品張藝謀
《菊豆》
、
《大紅燈籠高高掛》
、
《秋菊打官司》等片，為中、港電影開始不同以往
的合作模式（銀都機構，2011）。

15

中國政府 1981 年頒布《進口電影管理辦法》
，左派電影公司與中國合拍電影，直接由國務院港
澳處同有關地區、單位聯繫，其他香港電影公司則須經由中國電影製片公司管理，必須由中國電
影主管機關審查劇本。
資料來源：魏君子（2012）
。
《華語電影勢力探秘：領袖訪談錄》
，頁 2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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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回歸後，中、港交流日益頻繁，銀都因為深耕中國市場已久，又具有
官方背景，成為香港電影人北上的橋梁。2003 年 CEPA 簽署，開啟中、港電影
合製大門，但也使得香港本土電影發展受阻，有鑑於此，銀都調整製片路線，不
刻意迎合中國市場，製作大型武俠、功夫片，反而出品許多富有港式人文意涵、
美學風格的電影，讓中、小型電影得以延續，推動香港類型電影發展（楊遠嬰，
2012）
。據統計，2005 年到 2010 年間，銀都主導投資的電影有 21 部，與其他電
影公司合作的則有 31 部，例如《竊聽風雲》
、
《證人》
、
《鎗王之王》
、
《線人》
、囊
括港台電影大獎的《桃姐》
，以及王家衛執導、籌拍三年的《一代宗師》
，並與郭
子健、鄭思傑、陳奕利等香港新導演合作，為香港影壇注入新血（楊遠嬰，2012；
魏君子，2012）。
目前，銀都除了全力發展製片業務，更積極修復自 1950 年代起生產的 500
部電影、電視劇、紀錄片，重新販售海內外電視、網路、多媒體版權，預計片庫
收入可達 2 億人民幣以上。此外，銀都原先在香港擁有兩間戲院，2006 年、2009
年分別因為業主不允續租，政府實施舊區重建被迫停業，但銀都仍計劃在 3 年內
於香港、中國投資商業院線，並準備在中國上市，希望成為整合製片、發行、映
演的影視集團（魏君子，2012）。
二、

思遠影業

目前，除了銀都機構可在中國享有國產電影公司待遇，2007 年 9 月起，中國
廣電總局認為香港電影大亨吳思遠、江志強長期在中國投資，為中國電影帶來一
定貢獻，因此讓吳思遠的思遠影業，以及江志強的安樂影片獲得特許，分別成立
上海思遠影業與北京安樂影片公司，得以獨立在中國進行製片、發行、映演業務
（香港影視娛樂網，2007 年 9 月）。
吳思遠自 1970 年代末期入行，先到邵氏擔任場記、副導演，1973 年創辦思
遠影業（Seasonal Film）
，曾執導多部經典香港電影，例如第一部紀實警匪片《廉
政風暴》
，監製動作喜劇《蛇形刁手》
、
《醉拳》
、
《南拳北腿》
，以及法庭劇《法外
情》系列，同時也捧紅成龍、洪金寶、劉德華等演員，以及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
的徐克、許鞍華導演，被視為影響香港電影發展的重要人物，並曾任多次香港電
影金像獎主席，現任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導演會永遠榮譽主席（李天鐸，
2005；楊遠嬰，2012）。
然而，除了鳳凰、長城、新聯具有左派背景的電影公司外，吳思遠是最早北
上合拍的香港電影人，早在 1981 年執導首部合製片《遙遠的路》；1980 年代中
期，吳思遠則和導演許冠文帶領香港代表團與中國主管機關接洽，開啟 1990 年
代初期中、港兩地第一波大規模合作，例如，思遠影業負責主要拍攝、瀟湘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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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提供場地和人物力的《新龍門客棧》，或與北京製片廠合作的《黃飛鴻隻獅王
爭霸》
、
《宋家王朝》等，都是由吳思遠擔任出品的代表作，為 1997 年回歸後中、
港電影合作提供許多經驗，也讓吳思遠和中國各地製片廠、發行公司、電影局、
廣電總局建立起密切關係（楊遠嬰，2012）。
據吳思遠表示，在 CEPA 簽署的兩個星期前，電影都還沒有被包含在優惠項
目內，直到一次與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餐敘，在吳思遠的建議下，才促使董建華
向中國官方極力爭取將電影和 CEPA 放在一起，成為重點開放項目之一（李天
鐸，2005）。吳思遠認為，中國是香港電影的大後方，因為香港地方太小、觀影
人口太少，唯有打開中國市場，香港電影才有前途（羅茜，2005 年 3 月 31 日），
因此，雖然 1990 年代中期後思遠影業的製片量減少，吳思遠卻開始利用先前累
積的人脈、資源，在中國拓展影院事業。
有鑑於中國 2001 年加入 WTO，開始改革電影體制，強化軟硬體設備，藉此
和好萊塢相抗衡，中國電影市場也逐漸成熟，吳思遠看準時機，了解唯有透過穩
定的院線制度，維持國產片放映配額，才能保障電影製片發展。於是，2002 年
吳思遠在北京成立第一間 UME 星華國際影城，引進最新數位放映、杜比音效技
術，以及 IMAX 立體電影，打造占地 4000 坪、有 5 個電影廳、1134 個座位的五
星級影城（楊遠嬰，2012）。此後，吳思遠又陸續在上海、重慶、廣州、杭州等
城市開設 16 間戲院，2010 年共創造約 5 億人民幣票房，成為首位在中國經營跨
省、市戲院品牌的業者（文匯報，2011 年 8 月 8 日；文匯報，2012 年 9 月 20 日）
。
雖然多數香港電影人看好中國市場前景，但吳思遠也表示，越來越多中國業
者經營戲院，連重慶、成都等二線城市都已經過度飽和，加上租金、人事成本提
高，未來即使全國總票房增加，單間戲院也未必賺錢，香港業者如果不了解中國
狀況、缺少人脈，根本無法從中獲利（文匯報，2011 年 8 月 8 日）
。因此，近年
上海思遠影業又重拾製片業務，製作《合約情人》
、
《功夫詠春》等合製片（香港
影視娛樂網，2007 年 9 月；香港影視娛樂網，2011 年 2 月）
，此外，除了拓展中
國市場，由於 CEPA 使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為避免本地電影產業空洞、人才斷
層，吳思遠正在籌備「香港電影回歸」計劃，向特首梁振英建議在香港建立片廠，
做到「合拍雙向」、增加香港工作者就業機會，並提供年輕電影人拍片資金，培
育香港本土電影人才（文匯報，2012 年 5 月 23 日；文匯報，2012 年 9 月 6 日）。
三、

安樂影片

安樂影片（Edko Film）總裁江志強曾於 2005 年獲選《時代》
（Time）第三屆
「亞洲英雄」
，得獎理由為：
「由於他的幕後推動，中國電影得以被成功介紹到全
世界。」
《亞洲華爾街日報》也評選江志強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獨立發行人」
88

之一（劉佩修，2005；魏君子，2010 年 1 月 13 日），顯見這位有「香港電影之
父」美譽的企業家，在將《臥虎藏龍》
、
《英雄》
、
《十面埋伏》等華語大片推廣到
歐美市場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江志強出身於電影世家，父親江祖貽是香港 1950 年代知名電影發行人，且
在旺角的百老匯戲院擔任副總經理，並於 1960 年代成立安樂影片，負責百老匯
戲院經營（魏君子，2010 年 1 月 13 日）。1980 年代，安樂開始將事業版圖擴及
中國大陸，1983 年深圳特區成立，江祖貽投資南國影聯娛樂中心、南國電影院；
1999 年，江志強在中國成立百老匯院線，隔年則開設旗下第一間大型影城─北京
新東安影城，正式插旗中國電影市場，目前安樂在香港擁有 11 間百老匯戲院、
市占率達 40％，在中國也有 8 間，遍及上海、武漢、瀋陽……，此外還在香港、
北京等地開設結合書店、咖啡廳的 MOMA 百老匯藝文中心，以及 PALACE、AMC
高級影城，成為中、港兩地的戲院龍頭（馬戎戎，2010 年 1 月 27 日；魏君子，
2010 年 1 月 13 日）。
除了經營戲院，由於 1990 年代中期香港電影快速衰退，好萊塢片乘勢崛起，
江志強考量買片所費不貲，與其花大錢和外國片商談條件，不如自己投資、製作
電影。1999 年李安開拍《臥虎藏龍》
，台灣資方突然撤資，江志強基於私人情誼，
參與投資、成為三大股東之一，同時擔任監製，結果《臥虎藏龍》在北美市場締
造 1 億美金票房紀錄，獲得當年奧斯卡 4 項大獎，大幅提高安樂與江志強的國際
知名度（馬戎戎，2010 年 1 月 27 日；魏君子，2010 年 1 月 13 日）。
繼《臥虎藏龍》後，江志強積極與外商聯手，順利將張藝謀的《英雄》
、
《十
面埋伏》
、
《滿城盡戴黃金甲》
，李安的《色，戒》
、李連杰主演的《霍元甲》發行
到海外市場，其中《十面埋伏》更曾在坎城影展上以 2 億人民幣賣給外國片商。
此外，不少美商也看上江志強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將電影中國版權交給安樂發
行，例如《神鬼傳奇》
、
《蜘蛛人》系列與《貧民百萬富翁》等好萊塢大片（魏君
子，2010 年 1 月 13 日）
。近年，安樂除了投資、發行電影，也開始製作華語片，
像香港警匪片《大追捕》、《寒戰》，文藝片《月滿軒尼詩》、《最愛》、《第一次》
等，都可望藉由安樂在中國以國產片身份發行、上映，同時江志強也表示，未來
將會積極扶持中、港、台新導演，持續開拓區域和海外市場（蔡嘉苓，2012 年 3
月 23 日）。
肆、

引進廣東

2006 年 1 月 CEPA 補充協議二實施，除了原先香港電影出口中國不受配額限
制，允許港產片的粵語版本經過中國主管部門批准、通過審查後，交由中國電影
集團統一進口，便可在廣東、廣西、海南等粵語地區發行放映（楊遠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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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CEPA 第九份補充協議更進一步放寬規定，香港電影、合製片粵語
版本可在香港、廣東地區同步上映，港片在廣東地區分帳由 13％提升到 25％，
香港電影發展局同時配合中國官方政策，港片在廣東地區上映發行、宣傳費用實
報實銷，最高可獲得 25 萬港幣補助，在 CEPA 新政策下，香港電影可望大幅拓
展人口近億的粵語片市場（譚休伊，2012 年 7 月 16 日）。
香港本地人口約 700 萬，廣東電影市場則連續 8 年全國票房第一，占全中國
票房 1/3，以往港產片多以普通話版本在中國上映，難和針對中國市場拍攝的合
製片競爭，如今，由於香港與廣東具有地理、文化、語言親近性，除了無法通過
審查的電影，大部分港片的粵語版本可以直接進入廣東市場，不用符合 CEPA 對
合製片演員比例、劇情的要求，獲得較大創作空間，廣東地區也可望借助香港電
影的豐富經驗，培植本土電影人才，整合兩地資源、打造粵港電影區域市場（列
孚，2012 年 7 月 19 日；譚休伊，2012 年 7 月 16 日）。
此外，本研究受訪者之一、香港電影發長局秘書長馮永也表示，港產片如果
在廣東地區賣座、打響知名度，反而更有機會北上進軍全國市場：
「我們在廣東有一個口號，就是『扎根華南、輻射全國』，建立華南電
影文化區，廣東省可以原汁原味上映港產片，它可以引進，廣東省電影公司
可以跟中影推薦這部電影，然後手續他們來搞，反正就他們兩個哥們……，
純香港生產的港產片還是有空間，因為賣到院線以後，如果反應好，其他省
份也要進去的時候，中影也會有興趣，它就變成全國發行，發行普通話的版
本……，不要小看廣東省 1 億人口，差不多有 9800 多萬都是講廣東話的，
這是我們現在希望可以慢慢發展起來的 domestic market（國內市場）……。」
（馮永，2012 年 1 月 31 日）
由此可見，在 CEPA 最新補充協議下，香港電影找到一條不同於北上合製的
出路，截至 2012 年 6 月底，在已經上映的 31 部香港電影中，有 19 部是港產片、
12 部合製片，先前例如《七十二家租客》、《我愛 HK 開心萬歲》等賀歲片，都
在廣東省創下破千萬人民幣票房，《志明與春嬌》、《打擂台》等富有香港特色的
中、小型電影也常是廣東票房冠軍，2010 年香港賣座電影《歲月神偷》票房更
達 1900 萬，同時開拓粵港兩地電影市場（香港影視娛樂網，2006 年 9 月；列孚，
2012 年 7 月 19 日；范麗珍，2012 年 3 月 8 日）。
伍、

小結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市場開放，在官方推動下，電影產業也逐漸企業化、現
代化，以吸引各類資本投入，2003 年 CEPA 簽署、實施，正好為衰退的香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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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帶來一線生機，盼望藉由中、港合作，在起飛的中國電影產業保有領先地位。
於是，香港電影人大舉北上，無論和中國保利博納、華誼兄弟等大型電影公司合
作，或是透過寰亞、英皇、嘉禾本土電影公司，甚至依靠個人名聲成立工作室，
試圖謀求生計、為香港電影開拓市場，都可看出中國做為全球新興強權，在資本
流通的今日，中國大型媒體集團正透過併購、聯盟等商業行為，企圖成為更大規
模、更複雜的跨國、跨地區企業，以參與各投資。
CEPA 簽署至今將近 10 年，無論積極北上、或兼顧本土的香港電影工作者，
幾乎沒有人可以獨立於中國因素、合製片浪潮之外，即使受限於文化、語言隔閡，
不管是像杜琪峰堅守以香港為創作基地，有合製機會時才北上打工，或是彭浩翔
為了體會中國庶民生活、旅居北京兩年，甚至透過引進廣東地區，開拓另一個粵
港電影市場……，現在的香港電影人只能在巨大的中國框架下找尋立足之處，如
何在合製關係中保有自主性、維繫香港電影永續發展，則是目前最需要思考的問
題。此外，除了業界以積極北上、兼顧本土、特許合製和引進廣東 4 種模式回應，
以往對電影產業採取不干預態度的香港政府，面對 CEPA 後北上趨勢造成本地產
業空洞化、人才流失、創作類型僵化等現象，又以哪些政策加以因應？則是本研
究下一節將討論的重點。
第二節

CEPA 後香港政府因應政策

1997 年以前，受英國殖民的香港政府幾乎沒有明確電影政策，對電影產業採
取不干預態度，既不對電影業界提供任何援助，也沒有像其他國家採取保護主
義，限制外國電影進口、扶助本土電影業（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2007），
而是將電影視為單純的商業活動，任憑自由發展。事實上，打從 1960 年代起，
香港電影主要依靠邵氏、電懋等大片廠投資，維持穩定的產業動能；1970 年代
後，嘉禾的外包制度興起，海外資金開始挹注電影產業，甚至到 1980、1990 年
代進一步成為主要資金來源，由此可見，政府從來不是扶植香港電影成長的要
角，只是提供相對自由、開放的產業環境（曾仲堅、馬傑偉，2010），做為曾經
的東方好萊塢，香港電影的繁榮則是來自源源不絕的商業資金。
壹、

CEPA 前香港政府的電影政策

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受到產業內、外大環境因素影響，香港戲院觀影人次
不斷下降，港產片的本地票房市占率則從 1991 年約 75％，下降至 1997 年約 47
％，年產量更從 1980 年代 160 多部下降到少於百部。於是，香港電影人紛紛前
往海外開拓新市場，資金也逐漸撤離香港本土（尹鴻、何美，2009；梁麗娟、陳
韜文，1997；傅葆石，2007；趙衛防，2007；趙小青，2007；鍾寶賢，2004），
有鑑於此，香港政府才一改原先的放任態度，開始採取措施拯救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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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香港政府於 1995 年成立「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poment
Council，簡稱 HKADC）
，並在藝發局底下設置「電影與媒體藝術組」
，支持香港
獨立電影創作，提供最高 50 萬港幣創作基金，培育新興本土電影人才，例如，
2010 年就有 4 部獨立電影獲藝發局補助，並在商業院線上映（香港藝術發展局
網站）
。此外，1997 年回歸後，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認為，香港電影以往不論在
製作量、海外發行上均為亞洲之冠，必須支持電影產業發展，故在香港貿易發展
局「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下增設「電影服務統籌科」，以「維持香港做為主
要電影製作中心，提升香港在亞太地區電影貿易及服務樞紐的地位」為宗旨，做
為協助電影產業的窗口，並批准一筆約 1 億港幣的「電影發展基金」，用來改善
電影製作環境、培訓人才、補助電影文化團體與書籍出版、設立電影資料中心、
補助港片參與海內外影展（梁良，2004；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2007；趙衛
防，2007）
。同時，由貿發局每年舉辦「香港國際影視展」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 TV Market，簡稱 FILMART），推廣香港電影的海外市場，以及跨媒體、
跨領域的商業合作（香港國際影視展網站）。
然而，設立電影服務統籌科並未造成明顯成效，香港電影產量、票房依然不
見起色，2002 年生產 90 部片，總票房只有 3.6 億元，較前一年 4.5 億下滑約 9000
萬（梁麗娟、陳韜文，1997）
，香港電影業界急忙展開行動，在 2002 年末召開振
興電影工業研討會，並向政府提交報告，要求具體政策協助（陳韜文、馮應謙、
吳俊雄，2007）。 於是， 2003 年香港政府踏出重要一步，從電影發展基金調撥
5000 萬港幣成立「電影貸款保證基金」
，為預算低於 750 萬的中、小型港片提供
貸款，鼓勵銀行、借貸機構參與電影投資，但即使有政府擔保，礙於金融界對電
影產業了解不深，貸款風險評估時要求嚴苛，例如票房保證與可供抵押的資產
等，令電影工作者卻步，截至 2006 年只有 10 部電影提交申請及批准，成效並不
顯著（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2007；趙衛防，2007）。
貳、

CEPA 後香港政府的電影政策

2003 年 CEPA 簽署、實施後，合製趨勢使得跨國、跨境資金流通頻繁，香港
電影業界仍慣以傳統股份融資，或預售片花等商業方式籌措資金，由政府建立的
電影貸款保證基金作用不大，而 CEPA 也並未使香港電影產業再次繁榮，年產量
依舊逐年減少，2006 年甚至只有 47 部，創 10 年來最低記錄，總票房為 2.3 億元，
自此港產片收益不及整體票房的 30％，與 1990 年代初期逾 70％相去甚遠（梁麗
娟、陳韜文，1997；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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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香港電影發展局

因此，2006 年 10 月，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再提出促進電影產業措施，於 2007
年 4 月在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成立由業界代表組成的非法定機構「電影發
展局」（Film Development Council，簡稱 FDC），廣邀業界人士統籌電影相關政
策，包括產業投資、補助，海、內外行銷與推廣，以及人才培育等，同時推出「電
影發展基金、電影融資計劃」
（簡稱基金計劃）
，投入 3 億港幣支持中、小型電影
開拍，最高可申請製作成本的 35％補助，如果電影幕、前後工作人員與拍攝、
後製地點以香港為主，且具有商業價值，更可獲得將近 40％補助（王日平，2012
年 2 月 1 日）
，截至 2012 年 11 月，電影發展局共接獲 63 項申請案，獲得批准則
有 26 項，已撥款約 7400 萬港幣，成為中、小型港產片籌資的另類管道（香港電
影發展局網站）。
據現任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表示，發展局主要從產業的角度出發，偏
重電影的經濟價值，主要為香港電影開拓市場、培育人才，藉此維持電影產業永
續發展。因此，面對 CEPA 後香港電影工作者集體北上現象，馮永認為，CEPA
讓香港電影走出去、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未來除了提供香港電影資金協助，也
會持續和中國官方協商，讓港產片獲得更公平、開放的待遇，打通中國發行、放
映網絡（馮永，2012 年 1 月 31 日），但本地電影產業空洞化、人才流失問題，
則是電影發展局首要改善的問題：
「現在我們能下個命令嗎？任何人不行去北京，拍電影一定在香港，不
可能嘛，所以只能用各種方式培養（人才），永遠有一批年輕的電影工作者
出現，永遠有一批沒甚麼錢去拍電影的，他一定要拍低成本電影，從這個過
程中成熟起來，慢慢成長，然後再看是否有獨當一面的能力，自然有一些投
資人看重他們，一個一個把他們拉出去……，所以永遠有一批 local budget
（本土預算），我們現在都在推年輕一批，多給他們一些機會，他們困難我
們幫他。」（馮永，2012 年 1 月 31 日）
除了發展基金，電影發展局也正計劃提供新導演「第一桶金」，協助年輕創
作者拍攝第一部電影、刺激香港本地電影產業生產（馮永，2012 年 1 月 31 日），
並與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的「創意香港」辦公室合作，自 2008 年開始舉辦
「香港電影 New Action─電影與多媒體產業跨平台合作」計劃，強化影視媒體交
流、跨領域合作，以培養香港新世代導演、監製，幫助香港電影開拓海、內外市
場，為傳統電影製作找尋新的出路（香港電影發展局網站）。
二、

推動產、官、學界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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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 CEPA 後香港電影人大舉北上，港片年產量下跌、本地產業人才流失，
香港政府也和學、業界合作，提供資金、資源開設相關課程，例如，2009 年電
影發展基金補助香港浸會大學 340 萬，將原本設於傳播學院下的電影電視學系升
格為電影學院，從藝術、創意科技、製作與學術方面，培訓大中華影視產業所需
的專業人才，同時舉辦「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種子計劃」，鼓勵中學生進行電影創
作，並邀請業界人士擔任評審，向下扎根電影教育（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網
站）。此外，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也和銀都機構合作，推出「香港電影新動力」計
劃，製作、發行、銷售等環節皆由學生負責，並按照市場價格支付薪資，預計每
年拍攝一部電影打入主流商業市場（王玉，2012 年 9 月 6 日）。
另外，業界合作方面，電影發展基金從 2010 年起資助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
960 萬元，並與職業訓練局合作，開設為期 9 個月、全天制的電影專業培訓計劃，
共分為製片、副導演、美術助理、攝影燈光、剪接、後期製作、動作演員 7 組課
程（創意香港網站），根據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表示，此計劃著重於培訓專業
經理人，例如製片、監製、副導演，而非創意人才，藉此強化電影工作的管理過
程：
「它（指電影專業培訓計劃）純粹是 professional training（技能訓練），
不是 idea（創意）……，後來（7 個組別）畢業的時候有 112、113 個學生，
畢業那天已經有 30％找到工作，下午有兩個就飛到上海了，馬上坐飛機去上
海開工，去年年底跟我們報告已經 80％就業，這個很好，他們（指香港電影
工作者總會）如果有需要再開班的時候，我們會再考慮幫忙，當初的意義就
是讓一批人立即投入人力市場。」（馮永，2012 年 1 月 31 日）
由於香港電影產業架構較為完善，光業界就有電影導演會、編劇家協會、專
業攝影師學會、電影美術學會、電影製作行政人員協會等10個常態性組織，並於
2002年由成龍招集、合作成立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以維護電影工作者權益、改
善電影拍攝環境，並為業界服務提供交流（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網站），也成為
香港政府與電影產業合作的統一窗口，有利於產、官、學界交流。
參、

小結

香港曾經擁有全世界最具活力的電影產業，1960年代以來都是華語電影製
作、出口中心，因此，政府的放任態度反而提供一片淨土，讓香港電影依據市場
需求生產出各種類型的商業題材，成就長達數十年的黃金年代。1997年回歸以
前，香港政府與電影產業相關的行政措施，僅限於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執行的「電影檢查及監察制度」，對電影內容進行事後審查、分級（陳韜文、馮
應謙、吳俊雄，2007），並未有其他政策扶持產業發展，直到1990年代中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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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海外市場萎縮、人才流失、盜版猖獗、觀眾消費習慣改變等問題，香港政
府才較為積極，成立專職主管機構、提供補助與貸款，或與學、業界合作，藉此
振興日益衰頹的電影產業。
然而，隨著中國電影崛起、市場逐漸成熟，以及CEPA開放政策對香港電影
產業造成的磁吸效應，香港政府在改善產業內部問題之餘，還得因應中國因素所
帶來的外部衝擊，因此，學者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則提出5點意見，希望政
府能主動協助電影產業（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2008）：
第一、香港電影應積極面向亞洲區域市場，抓緊廣東粵語市場，並開發大中
華市場，同時不能忽略以香港為主的本土製作。
第二、香港政府應設法確保CEPA得以忠實執行，游說中國政府對香港電影
做出更大開放。同時，業界應大力發展中國電影的發行與放映網絡，促使香港電
影更快進入中國市場。
第三、香港電影發展局應擴大、發展職能。首先，香港政府應以香港電影發
展局為協調機構，促進香港貿易發展局、海外辦事處宣傳與推廣香港電影，發揮
蒐集市場訊息的功能。再者，香港電影發展局應建立委任劇本寫作制度，促進創
作。最後，香港電影發展局應設法改善香港電影產業的反饋系統，設立提供可靠
市場資訊的機制。
第四、香港政府應建立培養編劇、導演、製片各方面人才的電影學院，使香
港成為電影文化交流中心。香港政府、學界應培養電影文化，加強大眾的鑒賞能
力，促進電影評論發展。
第五、電影工作者應以品質掛帥，以品質高而多樣化的產品吸引觀眾。香港
政府則應大力打擊盜版，保護和鼓勵創意。
綜上所述，香港政府面對產業空洞化、人才短缺問題，除了藝術發展局持續
透過影展、競賽鼓勵獨立製作，電影發展局也以發展基金補助中、小型電影開拍，
並與浸會大學合作，成立香港第一所專業電影學院，更協助電影工作者總會開設
專業課程，培育產業新血，此外，總會會長吳思遠也曾向現任特首梁振英建議，
希望能在香港興建影城，刺激電影工作者回流、促進本地電影產業生產（文匯報，
2012 年 9 月 6 日）。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對外則藉由國際影視展打開海外市場，
並試圖在 CEPA 框架下爭取更開放的製片、發行、映演條件，讓香港電影與中國
國產片享受相同待遇，開拓生存空間。

95

對照歐洲各國合製電影文化保護政策，後 CEPA 時期香港政府除了補助本土
中、小型電影製作，培育專業人才，為避免香港本土電影產業持續衰退，以及合
製電影和香港文化、社會脈絡疏離，首先，未來應積極協助港產片在中國發行與
映演，讓非合製片能有更高能見度、推廣港式文化；再者，目前 CEPA 協議僅規
範合製電影演員比例，其他電影工作者權益未獲保障，香港政府應與中國政府持
續協商，將主創、技術人員、拍攝與後製地點列入考量，訂定更詳細的規則、配
套措施來確保香港電影的生存空間。
第三節

CEPA 後中、港合製電影分工之改變

合製電影組合多方優勢，便於募集、整合各地資金或勞工，藉此掌控全球、
區域市場（Pendakur, 1990: 194-5，轉引自魏玓，2006），因此成為國際電影產
業慣例。然而，香港電影擁有獨立、系統性的電影產業，擅長製作商業電影，對
剛成長中的中國電影具有指導作用，而香港電影人也盼望從廣大的中國市場中分
得一杯羹，CEPA放寬中、港合製片規範，正好為雙方打開合作大門（楊遠嬰，
2012）。但是，如同Miller所言，跨國合作雖然增強技術交換，對資金、技術輸
入國來說，卻可能讓文化產製重新洗牌（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
據此，隨著中、港電影產業地位消長，CEPA開放中國資本、製作人員、演員進
入合製片，加上既有的審查條例，香港電影北上之後，從創作到生產都必須因應
中國市場加以調整，早期合製片的港方主導模式不再，中方參與程度大幅提高，
進一步使得CEPA後中、港合製電影分工出現改變，對香港本地電影產業也造成
一定影響，以下本研究將從投資、產製、發行與映演階段來檢視CEPA後中、港
合製電影分工之改變，對香港本地電影產業又造成哪些影響？
壹、

投資階段

一、

香港資金淡出、中國勢力崛起

中、港合製片自 1980 年代香港出資、主導，中國輔助、僅提供勞務、設備、
場地，由港方完全控制成本、掌握利潤；到 1990 年代至 2003 年簽署 CEPA 前，
香港電影則面臨台灣資金撤離、東南亞市場淪陷、本土市場萎縮問題，嘉禾、思
遠等大型電影公司意識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便開始與中方合作，中、港合製逐
漸起飛（尹鴻、何美，2009）。直到 CEPA 實施，中、港合製正式從單純的商業
行為提升到戰略層次，成為中國電影抵抗好萊塢電影的途徑之一，因此，中國官
方透過合製優惠、刺激香港電影人北上，來輔助電影產業升級，也正因為中國電
影經濟情勢好轉，不再依賴香港資金、技術，中國資金、市場反而成為香港電影
賴以生存的基礎（楊遠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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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 2003、04 年開始，資金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因為那個時
候內地的資金還不多，主要還是香港的資金，然後抓一個內地的搭擋一起合
作，他們出力，香港出錢，可是後來慢慢轉了，那邊的資金越來越豐厚，香
港資金就變成 55％，但是現在已經變成大陸資金為主，然後再看，如果他們
需要香港包裝、香港明星、香港導演、香港的公司……，再包裝成合拍片，
這個主導已經變成大陸資方。」（馮永，2012 年 1 月 31 日）
然而，當中、港合製變成中方主導，中影、上影、保利博納、華誼兄弟等中
國電影公司逐漸壯大，投資合製片的資金也越高，以 2009 年為例，票房超過千
萬的 22 部中、港合製電影平均成本高達 5277 萬人民幣，較 2008 年成長約 14％
（楊遠嬰，2012），而在多數的合製大片中，中國往往是投資主體，例如 2007
年的《墨攻》
，中國資金占 30％，香港 20％，其餘則是日本、韓國資金（周星、
趙靜，2008）。
表 4-3：部分中、港合製片成本 2009
影片

成本（萬／人民幣）

建國大業

6000

非誠勿擾

5000

十月圍城

12000

三槍拍案驚奇

6000

赤壁（下）

15000

南京！南京！

9000

遊龍戲鳳

5000

大內密探零零狗

5000

葉問

6000

竊聽風雲

5000

花木蘭

5000

風雲 2

8000

家有喜事 2009

3000

東邪西毒終極版

2000

白銀帝國

7000

窈窕紳士

2000

狼災記

2000

資料來源：楊遠嬰（2012）
。
《北京香港：電影合拍十年回顧》
，頁 155。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據此，投資金額水漲船高讓香港電影人更依賴中國市場，期待以大製作、大
卡司獲取破億票房，再加上中國資本規模通常較高，無形之中鞏固了中國電影人
在合製關係中的優勢地位。對此，受訪者導演張同祖認為，在中國拍電影就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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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生意，而香港電影人在中國沒人脈、沒資源，大多時候也只能以中國資方的意
見為主：
「是錢讓你選擇拍不拍的嘛，有錢的說話就大聲……。」（張同祖，2012
年 2 月 4 日）
「很大的製作你得跟大陸合作，不只是香港的老闆，有一些（香港）老
闆啦，他們不是沒錢，但是電影說到底是風險很高的生意，你在大陸沒有內
地人跟你一塊合作，你做生意還是很難。」（邱禮濤，2012 年 2 月 3 日）
此外，曾執導《花田囍事 2012》
、
《葉問前傳》
、
《競雄女俠─秋瑾》等合製片
導演的邱禮濤也表示，中國電影產業前景看好，正進入「不愁錢」的年代，各行
各業都有企業家跨足電影產業（邱禮濤，2012 年 2 月 3 日）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
公司執行長朱雲來就曾說：
「別說幾千萬拍電影，幾千億都有！」
（孫麗萍，2008
年 6 月 21 日）但是，當電影淪為單純的商業交易，出資者的意見更容易凌駕於
電影工作者之上，主導電影產製過程：
「現在有內地的老闆了嘛，內地的老闆有些很莊重，但是有些會覺得我
給錢……，甚麼都能做，這個片子是我的。」（邱禮濤，2012 年 2 月 3 日）
「在國內拍片賺錢的機會很高，你很快就破億，投資的也是當成一盤生
意，我們只是製作人，也要有投資者才有資金開拍，例如，我想拍罵大陸政
府的，誰會投這個給你？或是我想拍一些在國內沒市場的，誰會理你？這是
最大的問題，我沒資金，我想拍甚麼都沒用，我有好的故事，有好的題材，
沒人投給你嘛，這就是最簡單直接的答案。」（王日平，2012 年 2 月 1 日）
二、

「越發兩極」的香港本土電影

正因為中、港合製片投資主體改變，中國資方逐漸占有優勢地位，香港資方
基於成本、風險考量，也加速向中國市場靠攏，連帶排擠港產片生存空間，香港
本地電影缺少資金挹注。1980 年代，香港電影常見大、中、小型製作，其中又
以成本約 1000 萬到 1500 萬港幣的中型電影為數最多，提供許多新導演、演員磨
練機會，造就香港電影人機動性高、實用性強的態度，再加上中型電影成本不高，
不太可能有海外市場，劇本通常本土色彩濃厚、具實驗性，也豐富了香港觀眾的
觀影經驗，為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奠定基礎（朗天，2012 年 9 月 29 日；張琴，2011
年 4 月 28 日；湯禎兆，2009）。
但是，CEPA 實施後，香港電影人陸續北上，投入預算動輒上千萬、破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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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的大型合製片（楊遠嬰，2012），考量成本回收，知名的創意、技術人員成
為資方關心的重點，因此，往往只有具知名度的香港電影人才能順利北上，在中
國立足，握有市場籌碼、文化資本和資方協商，取得較好的勞動條件。反之，當
本土資金、人才、技術逐漸流向中國大陸，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大多只能留在香港
發展，拍攝小型、低成本電影，成為支撐香港電影產業的僅存力量：
「有一些過去，有一些歷史的才過去（中國大陸）……，他們（指香港
年輕電影工作者）不是『留』在這裡，他們『沒有選擇』啊，去大陸人家都
不認識你，為什麼要投資在你身上？」（邱禮濤，2012年2月3日）
因此，港產片投資規模日益兩極，除了針對中國市場打造，斥資數千萬、億
的大型合製片外，就只剩下固守香港本土、成本 500 萬以下的小型片，中型製作
無法開拍，平均每年僅有 2 到 3 部上映（馮永，2012 年 1 月 31 日），香港市場
只能靠低成本電影續命，缺乏中型製作活絡產業，香港本土電影自然難以復甦。
貳、

產製階段

一、

主創地位受威脅、技術人員被取代

CEPA實施前，中、港合製電影在產製方面多以港方為主，中國製片廠僅提
供短期勞務、設備。但是，在中、港合製電影數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伴隨1980、
1990年代中國經濟市場化、電影體制逐步改革，香港電影豐富的製作經驗、商業
電影製片策略也一同北上，促使中國電影在技術、市場運作上快速成熟，逐漸改
變過去對港方的單方面依賴（尹鴻、何美，2009；趙小青，2007）。直到2004
年CEPA實施，明文規定中、港合製片至少要有1／3以上的中國演員，且主要人
物、劇情得和中國相關，再考量中國市場需求，以及製作成本，首先，在中、港
合製電影產製分工上，以往港方多占據主要創意人員，例如導演、副導演、編劇，
以及攝影、剪接、美術、武術指導等技術人員，甚至連監製、製片也多由港方擔
任，但近年香港電影人的優勢地位卻逐漸被中方取代：
「主創還是香港（工作人員），但也有很多都是大陸……，要掌握中國
觀眾口味，香港編劇寫不出來當地文化，說話方法也寫不出來，因為我們沒
經歷這種生活嘛，我看太多劇本了，大陸編劇的文字修養很高，香港編劇比
較欠缺這種文字修養，他們也有很好的美術、攝影啊，所以（香港和中國）
開始有一段距離……。重點是，他們現在太有錢，以前我們是用貨櫃拉器材
過去，現在，走吧！人來就好，不用帶東西了，人家器材都很新的，我們是
越來越落後。」（王日平，201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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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拍的數量少啦，有些人沒有工作了，合拍片多了，大部份也
會帶人去（中國大陸），以前有預算可以花，甚麼電工、小工都從香港帶，
但是這麼多年之後，內地年輕人工作能力也很好，他們年輕力壯，香港現在
很多（人）都很老了，因為過去十多年新進這個工業的不多，還留在裡面的
慢慢年紀大了，但是內地很多人，一小時跑遍整座山，很快！以前內地拍電
影很慢，經過這麼多年，其實都快很多了。」（邱禮濤，2012年2月3日）
由此可見，北上的香港電影人為了中國市場，不得不與中國主創人員合作，
以2011年前10大賣座合製片為例，其中就有《讓子彈飛》、《非誠勿擾2》、《建
黨偉業》、《趙氏孤兒》4部是由中國導演執導，其他像《新少林寺》、《竊聽
風雲2》、《法海：白蛇傳說》、《武俠》等仍是香港導演創作，中國電影人不
像以前多為邊陲勞動力（劉昌德，2011），反而後來居上，和香港電影人競爭核
心工作。此外，在製作成本、效率考量下，加上香港電影產業衰退已久，缺少新
血投入、人才斷層，中、港合製電影自然傾向選用年輕、廉價的中國技術人才，
尤其是需要掌控預算、進度、統籌資源，並與資方協商的製片組，幾乎都由具有
地緣、人脈優勢的中國電影人擔任，港方只需提供一到兩位監製，代表投資者監
督製作過程，其餘工作細節多由中方負責（王日平，2012年2月1日）。
表 4-4：中國前 10 大賣座中、港合製電影主創人員名單 2011
排行

影片

導演

副導演

編劇

1

讓子彈飛

姜文（中國）

方志丹（中國）

姜文、李不空、朱蘇
進等（中國）

2

非誠勿擾 2

馮小剛（中國）

楊玏（中國）

馮小剛、王朔
（中國）

3

4

建黨偉業

新少林寺

韓三平、黃建新

李少紅、陸川、沈

董哲、郭俊立

（中國）

東（中國）

（中國）

陳木勝（香港）

張超理、張亞海、

袁錦麟（香港）

戰立國、張楊、范
金軒（中國）
；唐家
偉、卓寶藍（香港）
5

竊聽風雲 2

麥兆輝、莊文強

李子俊、葉兆聰、

麥兆輝、莊文強

（香港）

龔兆平

（香港）

（香港）
6

7

法海：白蛇傳說

趙氏孤兒

程小東（香港）

陳凱歌（中國）

陳志良、施華鋒（香

張炭、曾謹昌、司徒

港）
；李明臣（中國）

卓漢（香港）

杜軍（中國）

陳凱歌、趙寧宇
（中國）

8

畫壁

陳嘉上（香港）

高林豹（香港）

陳嘉上、劉浩良、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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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源、王思敏
（香港）
9

武俠

陳可辛（香港）

唐昕（香港）

林愛華（香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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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嘉（香港）

巢志豪、杜師頌

陳慶嘉（香港）

（香港）
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www.mtime.com/；
《香港影庫》http://hkmdb.com/db/index.php；〈2011
年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2010.12.06~2011.12.04）〉http://www.douban.com/note/190794027/

表 4-5：中國前 10 大賣座中、港合製電影技術人員名單 2011
排行

影片

攝影

剪接

藝術指導／

動作設計

音效設計

張叔平

薛春煒

溫波（中國）

（香港）／

（香港）

美術設計
1

讓子彈飛

趙非（中國） 姜文（中國）

黃家能（香
港）
、高亦光
（中國）
、于
慶華（中國）
2

非誠勿擾 2

呂樂（中國） 肖洋（中國）

石海鷹

吳江（中國）

（中國）
3

4

建黨偉業

新少林寺

趙曉時

許宏宇

易振洲

王丹戎

（中國）

（香港）

（中國）

（中國）

潘耀明

邱志偉

奚仲文、劉敏

元奎、元

侯曉暉

（香港）

（香港）

雄（香港）

德、李忠志

（中國）

（香港）
5

6

7

8

9

竊聽風雲 2

潘耀明

彭正熙

文念中

林迪安

曾景祥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法海：白蛇

姜國民

林安兒

張叔平

程小東

王鋼（中國）

傳說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趙氏孤兒

楊述（中國）

許宏宇

秦紅波、柳青

谷軒昭

王丹戎

（香港）

（中國）

（香港）

（中國）

李屏賓

陳祺合

何劍雄

谷軒昭

杜篤之

（台灣）

（香港）

（香港）

（香港）

（台灣）

包軒鳴（美

許宏宇

奚仲文（香

甄子丹（香

Nopawat

國）
、黎耀輝

（香港）

港）
、孫立

港）
、谷垣健

Likitwong、

（中國）

治（日本）、

Traithep

畫壁

武俠

（香港）

嚴華（中國） Wongpaiboon
（美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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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恆

張嘉輝、鄧文

余家安

朱致夏、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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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香港）

滔（香港）

（香港）／

樑（香港）

黃炳耀
（香港）
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www.mtime.com/；
《香港影庫》http://hkmdb.com/db/index.php；〈2011
年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2010.12.06~2011.12.04）〉http://www.douban.com/note/190794027/

由 2011 年中國前 10 大賣座中、港合製電影主創與技術人員名單可知，電影
題材、投資者、導演決定了主創人員，再進一步影響技術人員，例如，票房冠軍
《讓子彈飛》由中影、英皇投資，中國導演姜文執導，改編自四川作家馬識途的
長篇小說《盜官記》，描述民國初年縣城長官、師爺與地方劫匪的鬥智、鬥勇過
程，全片皆在中國廣東拍攝，只有港星周潤發、劉嘉玲參與演出，主創團隊全是
中國人，攝影、剪接、音效設計技術工作也都由中方負責；然而，
《竊聽風雲 2》
則是香港電影慣有的警匪題材，由中國保利博納、香港銀都機構共同製作、發行，
曾參與《無間道》製作的麥兆輝、莊文強執導、編劇，全片在香港拍攝，因此主
創、技術人員都是香港人，反映了資金考量，以及電影工作者的人脈和地緣關係：
「香港主創（人員）主要是導演囉，導演會帶自己的副導演過去，也配
大陸當地的副導演，美術大部分是香港帶過去，可能再配當地的幾個助理，
如果（資金）可以，就盡量爭取攝影也是香港的，其他都是他們（指中國電
影工作者）……，如果香港資金夠，我們盡量配多一點，不夠的話，就只能
在外面找。」（王日平，2012年2月1日）
目前，香港電影工作者仍在以港方為主的合製片中保有主創、技術優勢，但
隨著中國電影蓬勃發展，人才、技術、設備大幅進步，甚至後來居上，尤其當香
港資深電影人相繼北上，本土電影卻持續衰退，缺乏新血投入，更可能讓香港電
影產業出現人才斷層，未來難以在合製關係中保持領先，甚至被中國電影工作者
取代：
「這不只是擔憂而已（指香港電影工作者被中國取代），是未來很可能
發生的事，大陸畢竟是所謂的祖國，香港回歸前說 50 年不變，但現在 11 年
已經變很多了，因為不可能不變，大陸透過各種管道……，軟的也有、硬的
也有，在控制香港，香港也是軟軟硬硬去抗拒，這是一個 never ending 的 turn
（永遠不會停止的循環）。」（何思穎，2012 年 1 月 31 日）
二、

彈性因應中國官方審查制度

除了主創地位備受威脅，中國審查制度也是香港電影人必須面對的一大問
題。Bordwell 曾分析 1960 年代至 2000 年前的香港電影，歸納出 3 項文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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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豐富的城市意象；第二、熟悉的明星；第三、反映在地語言與城市文化價
值，共同構成港產片的特殊氛圍，因此受到海、內外觀眾歡迎（Bordwell, 2000）。
然而，CEPA 實施以後，由於合製片規範開放，拍攝中、港合製片已經成為香港
電影北上的主要方式，除了因為中國資方逐漸握有主導權，香港電影人為求獲
利、生產依中國市場打造的大型合製片外，審查制度也是一大難關，在商業利益
與政治考量下，曾受過邵氏、嘉禾、新藝城等商業電影訓練，習慣針對不同海外
市場偏好產製電影，以彈性工作、靈活態度自豪的香港電影人，也只能以「擦邊
球」方式持續試探中國官方的審查界線：
「我在香港長大，很多潛移默化的（態度）是……，人家說香港人最靈
活，沒有甚麼不能改的原則，有甚麼環境我們就能做甚麼，如果從香港的歷
史來看，這個移民心態還是很強。」（邱禮濤，2012 年 2 月 3 日）
「為什麼叫香港電影？因為香港電影沒有包袱，天馬行空，甚麼都可以
拍，這是就香港電影。當然合拍片必須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香港人很聰明嘛，
怎麼可以不過關呢？它（指審查制度）沒有一個標準嘛……，當初陳嘉上拍
《畫皮》，所有中國人都知道這是聊齋，是鬼片，啊！大陸是無神論不能拍
鬼片，但是我們香港導演很聰明，他不會說是鬼，我們說妖，哈哈哈……，
這就過關了嘛！」（張同祖，2012 年 2 月 4 日）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於 2001 年頒布《電影管理條例》
，詳細記載電影
審查規範，凡涉及下列內容，一律無法通過審查、不得商業映演：第一、反對憲
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第二、危害國家統一、主權、領土完整；第三、洩露國家秘
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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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宣揚邪教、迷信；第六、擾亂
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第七、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教唆犯罪；第八、侮
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第九、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
統；第十、有法律、行政法規或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電影審查機構應即時
通知製片單位不得拍攝（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2001）。即使中國廣電總
局要求電影公司應先將劇本送審、備案後才得拍攝，但是，由於審查條文缺乏明
確標準，中國官方重「人治」輕「法治」，香港電影面對審查制度時，往往得透
過人脈關係和主管機關不斷協商，才有可能通過審查：
「沒有（通過審查）怎麼辦？你就是要 comply（妥協）……，因為你沒
有權啊，他（指中國電影審查機構）說你不能上就不能上，但是有些東西可
以談，雖然其實是不可以談的，中國人社會講關係，有關係就可以談，沒關
係不能談。」（邱禮濤，2012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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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審查制度的不確定，監製王日平在擔任英皇電影總監時，曾經參與合
製片《線人》的籌備過程，由於劇情涉及警方查緝犯罪集團，光劇本送審就長達
半年多，但反覆修改劇本後，即使電影能如期上映，也早已和原先的創作概念相
差甚遠：
「之前不是上了一部叫《線人》嘛，也是合拍，故事還可以，但是在審
批的過程裡改了很多次，第一次我們是說毒品，他們（指中國電影審查機構）
說不能拍毒品，第二次說是賣軍火，後來又不行，第三次變成打劫金鋪，但
是裡面的壞人是台灣人，有沒有注意！？不過他是大陸演員來演台灣
人……。我們現在要遷就很多東西，很多、很多這種事情，我覺得這樣下去
也不會有很多好看的電影嘛。」（王日平，2012年2月1日）
「迷信不可以，暴力不可以啦，色情一定不可以啦，另外，思想不正確
的（也不可以），類似我結了婚、有太太，但是還有小二、小三，表揚這種
東西不可以嘛，罵髒話，低級的也都不行，說公安是壞人也不行嘛，你可以
說他是壞人，但是最後還要說他是被迫的，坦白說就是大陸公安都是好人，
壞的都是外面的（人）。」（王日平，2012年2月1日）
由此可見，避免送審劇本曠日費時，香港電影人在創作階段就先「自我審
查」，響應中國官方的「銀幕清潔運動」（王日平，2012年2月1日），凡涉及政
治、犯罪、神鬼、情色等敏感題材盡量避開，迎合中國政治意識形態、觀眾口味
的古裝電影，便成為中、港合製片大宗。例如，自2008年《葉問》開始，一系列
抗日、愛國電影接續上映，更遑論《英雄》、《赤壁》、《無極》、《夜宴》開
啟的「盔甲片」風潮（王日平，2012年2月1日），逐漸讓「中國」取代「香港」
成為合製電影中的主角，香港電影人原先不擅長的家國情結、道德價值更變成主
流題材，1980、1990年代香港電影中常見的鬼怪、情慾、賭博與暴力已不復見，
以賭片和鬼片為例，2008年合計僅占合製片全體的4.3％，2009年只有3.8％，2010
年則完全無法在中國大陸上映（吳柏羲，2011；楊遠嬰，2012）。
三、

香港電影「港味」流逝

除了古裝合製大片，CEPA 實施以後，中、港合製電影最多的則是警匪、動
作與喜劇片。根據「內地文化轉型」原則（劉輝，2011 年 6 月）
，香港電影人為
了適應審查制度和中國市場，在文本創作方面，警匪片走入既定的故事情節、難
有突破，過去港產片中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不復見，觸犯法律者最終會選擇自盡
表示悔悟，藉此維護社會秩序，又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動作片由 1980 年代明顯
的本土化、本位化香港轉向，改為古裝戲碼，訴諸大中華的民族主義情懷，香港
不再是成龍《A 計畫》裡「港人治港」的香港，而是《十月圍城》中屬於中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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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志士的無名城市，失去過去動作片裡特有的香港風味；喜劇片則從 Bordwell
所說「盡皆過火、盡是癲狂」（Bordwell, 2000）逐漸「雅化」
，一味複製過去的
無厘頭歪風，拼湊成以中國為背景的古裝喜劇，順利在中國市場屢獲佳績（楊遠
嬰，2012；許樂，2011 年 6 月）。
表4-6：已上映中、港合製片類型比例2003~2011
年份

劇情片16

動作片

喜劇片

比例總合

2003

52.60％

21.10％

26.30％

100.00％

2004

43.50％

26.10％

30.40％

100.00％

2005

43.50％

26.10％

30.40％

100.00％

2006

45.50％

4.50％

40.90％

90.90％

2007

47.80％

13.00％

39.10％

99.90％

2008

56.50％

17.40％

21.70％

95.60％

2009

38.50％

19.20％

38.50％

96.20％

2010

39.30％

35.70％

25.00％

100.00％

2011

58.33％

18.75％

20.83％

97.91％

資料來源：吳柏羲（2011）。《與中國市場緊密結合下的香港電影：產業、文本與文化的變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2010.12.06~2011.12.04）〉
http://www.douban.com/note/190794027/

從此，因為審查制度與市場考量，過去「地球上最放肆」的港產片從「甚麼
都能拍」，淪為「甚麼都不能拍」的中、港合製電影（邱禮濤，2012年2月3日），
Bordwell所提出的香港電影3大特色日益消逝（Bordwell, 2000），傳統港片中的
人文精神逐漸泛娛樂化、商業化，甚至「泛中國化」（楊遠嬰，2012），香港電
影從投資、創意到製作都面臨全新改變。
參、

發行、映演階段

一、

CEPA 後發行、映演規範大幅放寬

在 2005 年實施的 CEPA 補充協議一，與 2006 年補充協議二中，中國官方正
式批准香港業者在中國試點成立獨資公司，發行中國國產電影，也得在多個地點
新建、改建電影院，經營電影放映業務（楊遠嬰，2012）。此規範一開，原先控
16

根據陳清偉《香港電影結構與市場分析》分類，香港電影的類型主要有動作片、喜劇片、劇
情片、文藝片、賭片、情慾片、鬼片、殭屍片、宮闈片，劇情片則是動作、喜劇以外的第三大主
流類型，CEPA 實施以後，中、港合製片中的古裝歷史片、警匪片也都算在其中。
資料來源：吳柏羲（2011）。《與中國市場緊密結合下的香港電影：產業、文本與文化的變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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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中影、上影、長影等國有電影集團手中的發行、放映事業，除了中國保利博
納、華誼兄弟、光線影業等民營企業外，香港電影巨頭也動作頻頻，例如，寰亞
傳媒、嘉禾電影，或是得到中國官方特許的思遠影業創辦人吳思遠、安樂影片主
席江志強，都積極在中國投資多家影院，垂直整合電影製片、發行、映演環節，
為香港電影人北上開拓更寬廣的市場前景（周星、趙靜，2007；楊遠嬰，2012）。
但是，即使 CEPA 允許香港業者登陸經營發行、映演業務，中國中影星美、
萬達、上海聯合、南方新幹線等 8 大院線幾乎壟斷市場，收益占全中國總票房 8
成，握有議價優勢（劉嘉，2009 年 2 月 17 日）。由於中國發行商和院線分帳比
例並不固定，香港電影人往往得和中國發行商合作，才能獲得較好的談判籌碼，
例如，即使是港方主導的合製大片《投名狀》
、
《長江七號》
、
《十月圍城》等，都
選擇和中影、保利博納合作，讓中國片商主導發行、出面和強勢院線協商，避免
映演收益任人宰割（李天鐸、梁友瑄，2010 年 9 月 19 日），對此，受訪者邱禮
濤也表示：
「不實在的東西（指中國分帳制度）……，如果你的關係不好，很多時
候收錢不容易，大部分甚至被放進內地的公司，現在院線是比以前好一點，
但如果是偏遠城市，那些錢就很難收，要很長時間。」（邱禮濤，2012年2
月3日）
二、

中國院線壟斷、香港業者難插旗

目前，中國國產片片商分帳比例約為43％，引進片最高約有25％，而CEPA
後中、港合製片享有國產片待遇，可獲得較高的映演收益。不過，2011年11月中
國北京新畫面影業董事長張偉平在《金陵十三釵》上映前，以製作成本破中國影
史記錄為由，要求將分帳比例從43％提升到45％，同時全國最低票價增加2元，
藉此提高新畫面的收益，中國8大院線則聯手抵制，揚言片商如果不退讓，將拒
絕放映《金陵十三釵》
（趙丹丹，2011年11月19日）
。最後，雖然雙方達成「票房
在5億元以內，片商分成45％，超過5億元的部分則拿41％，最低票價一律上調5
元，但是團購或其他活動可再協調」共識（趙洋，2011年11月25日）
，
《金陵十三
釵》也創下4.5億人民幣票房，位居2011年中國國產片冠軍（李閔超，2012年3月
12日），但從此次事件中更可看出中國片商的強勢，17以及中國院線早已進入大
者恆大、弱者恆弱的局面（郭靖涵，2009年2月19日）
，新進的香港業者難有發展
17

2012 年 11 月，中國 5 大電影發行商中影、保利博納、星美、華誼兄弟、光線影業聯合發出聲
明，要求院線正式將分帳比例由 43％提升到 45％，打算從 2013 年春節檔《一九四二》
、
《十二生
肖》
、
《一代宗師》
、
《大上海》等賀歲大片獲取更高收益，院線商則是集體反對，認為片商未先通
知，就單方面主導分帳，對戲院經營傷害很大，目前雙方仍未有具體協商成果。
資料來源：
《中國網》
（2012.11.16）
。
〈五大發行商要提高分帳 後果：電影票會漲價〉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2-11/16/content_17187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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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然而，中國政府動用資源保護國產大片更是常見，自2004年張藝謀《十面埋
伏》締造1.6億人民幣票房，每年7月便成為「振興華語電影」的「保護月」檔期，
在中國官方向各大院線下達「支持國產電影」指令後，所有好萊塢大片幾乎消失，
《七劍》、《瘋狂的石頭》、《唐山大地震》、《建黨偉業》等國產電影橫行無
阻，順利破億。此外，2012年6月上映的《畫皮2》能刷新中國影史紀錄，以6.85
億成為華語片票房冠軍，全是因為中國官方考量2012年上半年國產片票房低落，
將保護月檔期延長到8月底，順勢拉抬《搜索》、《四大名捕》等國產片票房（騰
訊娛樂，2012），在中國官方保護下，檔期制度讓市場競爭更加不公平，面對此
狀況，受訪者張同祖說：
「這（指中國官方保護國產大片）變成一個成功模式，但其實破億票房
是一個假象，當國家要上這部戲，外國片全部不要進來，《哈利波特》不要
進來、《變形金剛》不要進來，都只上國片嘛，而且只上這一部，這不是假
象？沒有競爭，這不是打仗……，用一個假象去做標準的時候，就是危險的
開始，我們（指香港電影工作者）不怕打仗，因為我們拍電影是打過來的，
你新藝城拍《追趕跑跳》，那我拍《警察故事》，都是警匪，但是不同路線，
你拍《開心鬼》，我拍《鬼打鬼》，我們打仗，但我們從不同的方向去打，
這是良性競爭，但是你如果拍《鬼打鬼》，我也拍《鬼打鬼》就完了嘛……。」
（張同祖，2012年2月4日）
由此可見，除了得和龐大的中國片商合作，試圖在壟斷的發行、映演市場取
得生存空間，中國政府的介入與操縱讓電影市場更加難以預測，對習慣自由競爭
的香港電影人來說，無疑是北上後的一大考驗，也為後CEPA時期中、港合製電
影投入更多不確定因素。
肆、

小結

2004 年 CEPA 實施，複雜的資本來源改變中、港合製片分工，香港從 1960、
1970 年代成為亞洲金融中心開始，便以方便的外匯條件吸引台灣、新加坡、馬
來西亞資金投入電影產業，再以香港作為製片基地，將電影發行到東南亞各地。
此時，香港電影雖然多有外資挹注，主要產地、創作人員仍是港方，但是，CEPA
以後，中國成為中、港合製片最大資金來源，以及唯一有利可圖的市場，不少合
製片幾乎全由中國片商投資，港方僅負責製作，但在視電影為一門生意的中國大
陸，資方往往有權主導電影創作，香港電影人在市場考量與審查制度下，只能在
商業與政治夾縫中，找尋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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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各種因應中國市場而生的古裝、警匪、喜劇片層出不窮，CEPA 後的
中、港合製電影港味不再，同時，伴隨中國電影逐漸成熟，專業人才養成快速，
北上的香港電影人雖握有主創優勢，也必須與後起的中國電影人競爭，更遑論在
成本、效率、風險考量下，遲早會被取代的香港技術人員。最後，即使 CEPA 讓
香港電影業者有機會到中國經營發行、放映業務，但是，除了有中國政府撐腰的
國營電影集團，中國發行、映演業早已被民營企業壟斷，香港業者難有進場空間，
而香港電影人為爭取更優渥的分帳條件，大多也選擇與中國片商合作，企圖在這
場贏者全拿的賽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即使寰亞、英皇早已擁有豐富的製片、發行經驗，進入中國後，也必
須借重中影、華誼兄弟的力量打通市場，更遑論嘉禾棄守香港、出脫股權，被中
國橙天娛樂收購，更名為橙天嘉禾繼續在中國開疆闢土，可見在首重人脈的中國
社會，為了爭取更寬鬆的審查標準、發行資源、戲院分帳比例，香港電影人能做
的就是成為賽局中的一份子，努力經營與中國政、商界的關係，例如，曾擔任《線
人》、《鎗王之王》等合製片監製的受訪者王日平就說：
「他（指中國官方）不會說給你聽（指審查標準），但是我們在市場裡
面一定知道（笑），有時候你拿一個劇本給我看，我也知道可過可不過……，
因為我們也認識一些審批的人嘛，基本上我們都了解，有一些你給我看，我
也會說不用浪費時間了。」（王日平，2012 年 2 月 1 日）
缺乏經驗、沒有人脈關係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即使北上，也無法在合製中取得
優勢地位，連長期在中國發展的陳可辛與保利博納合作、成立人人電影，最後也
因為創作理念不合、被迫拆夥，轉而獨資成立我們製作，靠自己的團隊深耕中國
市場。此外，隨著中國電影日益成長、茁壯，中國資方也試圖爭取更大的主導權，
保利博納總經理于冬就曾說：「香港電影人像遊牧民族，現在內地的電影市場水
草豐美了，他們也跑到內地來賺錢，我希望合作的結果是『融合』，而不是對我
們的掠奪和破壞。」
（楊遠嬰，2012）
，可見在未來的合製關係中，多負責創意工
作的香港電影人將更難爭取自主空間，在受中國官方、企業嚴格控制的行銷、發
行、映演等流通階段，大多也只能選擇妥協、配合，只有少數獲得特許的香港電
影公司，例如銀都、思遠、安樂得以在考量中國市場需求後，運用旗下發行、映
演管道替香港電影發聲。
綜上所述，CEPA 後的中、港合製電影分工無論從投資、產製、發行與映演
階段來看，都明顯從過去香港主導，轉向中國控制。然而，有鑑於 CEPA 後中、
港合製趨勢對香港電影產業的影響，2010 年台灣、中國大陸簽署 ECFA，其中有
關電影進口配額大幅開放，順勢帶起一波兩岸合製電影風潮，本研究下一章將先
從台灣電影近況談起，分析 ECFA 後台灣政府、電影業界的因應模式，以及 E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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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至今，又對台灣電影造成哪些初步影響？藉此對照港、台異同之處。

第五章 從 CEPA 到 ECFA─中國大陸、台灣合製電影概況
相較於從 1970 年代開始，中、港合製電影蓬勃發展，早期台灣與中國大陸
礙於政治因素，電影交流起步較晚，1978 年到 1998 年的 20 年中，中、台合製
的影片僅有 40 多部，中、港則高達 200 部（尹鴻、何美，2009）。直到 1980 年
代末期、1990 年代，隨著解嚴、
《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廢止等政治情勢開放，兩
岸關係逐漸正常化，中、台電影人開始透過國際影展相互認識、了解，台灣電影
也嘗試以香港作為第三地，規避當時仍未完全開放的政策法規，與中國進行電影
投資、拍攝上的合作。
2001 年，中國與台灣同時加入 WTO，因應經貿關係自由化，兩岸的電影政
策也進一步鬆綁，中、台合製電影風氣漸興，例如，2001 年由台灣焦雄屏監製、
吉光電影公司製作，找來法國資金挹注，集合中、港、台導演拍攝而成的《三城
記》
，則是此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合製電影之一。此外，2002 年由陳國富執導、監
製，集合台灣、香港，以及美國哥倫比亞影業跨國資金，斥資 600 萬美金拍攝的
電影《雙瞳》，也因其後陳國富與美方、中方的合作關係，逐漸將台灣電影觸角
伸到中國大陸、甚至國際市場。
近年，隨著魏德聖執導的電影《海角七号》締造台灣影史紀錄，全台票房達
5 億 3 千萬，2010 年《艋舺》後又共有 8 部國片票房破億，18台灣電影成為政府、
企業、電影人眼中，可以賺錢牟利的生意。加上 2010 年 ECFA 簽署，早收清單
電影進口配額規定生效，越來越多台灣電影人盼望赴中國發展，走出台灣，深化
兩岸電影交流，確保台灣電影產業永續發展，中、台合製片風潮就此展開。以下
將先從 2008 年《海角七号》後的台灣電影產業概況談起，分析 ECFA 電影進口
配額開放政策實施始末，以及台灣政府、電影業界如何因應 ECFA 後的中、台電
影合製趨勢，然而，2010 年 ECFA 實施至今，又對台灣電影造成哪些影響？
第一節

邁向「後海角」時代─台灣電影產業現況

從 1980 年代後期、1990 年代起，由於大環境經濟因素、股市崩盤，政府掃
黑行動開始，許多具有黑道背景的電影公司因此倒閉，加上主流商業電影殘存的

18

截至 2012 年 12 月，自 2008 年《海角七号》以來，共有 10 部台灣電影票房過億，分別是：2010
年《艋舺》
；2011 年《雞排英雄》
、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
《賽德克‧巴萊》上集「太陽
旗」
、下集「彩虹橋」
；2012 年《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
《陣頭》
、《愛 LOVE》
、《犀利人
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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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移往香港，台灣電影年產量下滑，1994 年僅剩 28 部，為 1960 年代以來的
最低點，國片票房黯淡，電影產業幾乎解體，資金、人才快速出走（盧非易，1997）
。
1999 年代末期，台灣政府亟欲加入 WTO，進口片拷貝數、外片放映廳數大幅放
寬，使得美商 8 大電影公司大舉侵台，好萊塢電影壟斷市場，以及衛星、有線電
視興起，消費者使用媒體習慣改變，1990 年國片年產量還有 81 部，上有超過 5
％的票房占有率，但到了 1999 年，年產量卻下跌至 16 部，票房市占率僅有 0.46
％，不到百分之一（黃詩凱，2004），台灣電影產業進入長達十多年的寒冬。
壹、

台灣電影年產量、票房表現

2000 年以後，台灣電影無論在產量、票房上，依然未見起色，2000 年至 2005
年間，國片年產量大約為 18 部，絕大部分票房只有數十萬，少數兩到三部可破
百萬，票房市占率僅有 1％到 2％，外國電影卻高達 95％以上（行政院新聞局，
2004，2005），台灣電影缺乏完善的產業環境，僅靠「手工業」模式苦撐，觀眾
也不願進戲院支持國片，陷入不景氣的惡性循環。
表 5-1：外語電影、華語電影在台上映數量和票房 2000~2005
大台北票房

大台北票房

總計

（元／台幣）

（元／台幣）

89

185,077,335

2,743,578,235

2,178,971,200

56

105,765,640

2,284,737,140

236

2,283,205,155

47

108,327,750

2,391,532,905

2003

264

1,855,481,324

54

147,427,244

2,002,908,513

2004

297

2,310,964,230

54

274,437,750

2,585,401,980

2005

256

2,431,100,440

51

162,331,380

2,593,431,820

年度

外片數

2000

252

2,558,500,900

2001

198

2002

華語片數

（元／台幣）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06）
。
《中華民國 95 年電影年鑑》
。臺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表 5-2：華語電影在台上映數量 2000~2005
年份

台灣

香港

中國大陸

其他

總數

2000

19

58

11

1

89

2001

10

42

4

0

56

2002

16

28

2

1

47

2003

16

27

11

0

54

2004

23

24

8

0

54

2005

24

23

3

0

51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06）
。
《中華民國 95 年電影年鑑》
。臺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直到 2008 年 8 月，魏德聖執導的《海角七号》上映 4 個月，卻創下全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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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5.3 億萬紀錄，長年被忽視的台灣電影開始受到重視，各地政府爭相投入資源
協助電影拍攝，視電影產業為下一個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契機。再加上同年小成
本製作的《囧男孩》大台北票房達 1700 萬；2009 年配合宣傳台北市聽障奧運的
《聽說》破 1400 萬；2010 年台北市電影委員會補助 400 萬、動用跨部門近 500
名人力，甚至封街拍攝幫派械鬥戲碼的《艋舺》，締造全台 2.5 億票房佳績，被
視為接續國片「後海角」時代的代表作，
「國片紅起來」
、打造國片「黃金 10 年」
成為政府造勢的宣傳口號（行政院新聞局，2010）
。
《海角七号》製片黃志明甚至
誇下海口，2011 年國片市占率將提升到 25％至 30％，總票房挑戰 15 億元（鄒
念祖，2011 年 6 月 23 日），台灣電影已然擺脫過去陰霾，逐漸起飛。
表 5-3：外語電影、華語電影在台上映數量和票房 2006~2011
大台北票房

大台北票房

總計

（元／台幣）

（元／台幣）

47

225,442,800

2,761,317,066

2,436,621,127

39

291,564,518

2,728,185,645

343

2,044,388,015

60

526,425,158

2,570,813,173

2009

311

2,601,596,904

62

207,887,726

2,809,484,630

2010

367

2,696,641,255

78

386,820,874

3,083,462,129

2011

269

約 2,521,850,000

72

約 771,760,000

約 3,255,000,000

年度

外片數

2006

269

2,535,874,266

2007

354

2008

華語片數

（元／台幣）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1）
。
《中華民國 100 年電影年鑑》
。臺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
館；
〈2011 年台灣電影總結：翻滾吧！台灣電影〉
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m/c/2011-12-27/16323518639.html

表 5-4：華語電影在台上映數量 2006~2011
年份

台灣

香港

中國大陸

其他

總數

2006

17

22

8

0

47

2007

21

12

5

1

39

2008

29

18

10

3

60

2009

28

21

12

1

62

2010

40

25

10

3

78

2011

34

0

72

38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1）
。
《中華民國 100 年電影年鑑》
。臺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
館；
〈2011 年台灣電影總結：翻滾吧！台灣電影〉
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m/c/2011-12-27/16323518639.html

表 5-5：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電影在台上映票房和比例 20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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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港陸片數

港陸片

占總票房

大台北票房

百分比

國產片數

（元／台幣）

國產片

占總票房

大台北票房

百分比

（元／台幣）

2006

30

99,174,172

3.70%

17

43,392,928

1.62%

2007

17

59,692,517

2.21%

21

198,820,828

7.38%

2008

28

176,307,967

6.98%

29

305,426,019

12.09%

2009

33

56,945,655

2.09%

28

62,492,627

2.30%

2010

35

164,647,888

5.33%

40

225,582,606

7.13%

2011

38

約 71,760,000

約 2.2%

34

約 700,000,000

17.5%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1）
。
《中華民國 100 年電影年鑑》
。臺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
館；
〈2011 年台灣電影總結：翻滾吧！台灣電影〉
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m/c/2011-12-27/16323518639.html

相對於以上樂觀論述，台灣電影看似復甦的榮景背後，破億、破千萬的票房
收入仍是奇蹟個案，以 2009 年上映的國片為例，僅有《聽說》大台北票房破千
萬，有 8 部介於 100 萬至 500 萬間，其他仍未達百萬票房；2010 年也只有《艋
舺》
、
《一頁台北》
、
《父後七日》成績較為亮眼，多數國片票房仍在百餘萬擺盪（中
華民國電影年鑑，2011）
。2011 年則靠《賽德克‧巴萊》上、下集全台累積約 8.8
億票房，再加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4.6 億，以及《雞排英雄》、《翻
滾吧！阿信》、《殺手歐陽盆栽》破億與千萬成績，讓國片總票房一舉突破 15 億
元（許世穎，2012 年 1 月 29 日），為台灣電影產業注入一劑強心針。
即使自《海角七号》以來，國片產量、票房表現有顯著起色，但是，若以近
年台灣電影市場中外影片發行數量、票房、市占率判斷，則會發現2007年國片年
產量達21部，有李安執導的《色‧戒》、周杰倫《不能說的秘密》拉抬票房，市
占率成長到7.38％；2008年則因為《海角七号》效應市占率達12.09％，較2006
年的17部、市占率1.62％明顯成長，但隨著海角效應退燒，隔年缺乏賣座大片提
升整體票房，國片市占率隨即降到2.3％，可見《海角七号》是否真的帶起「看
國片」風潮，仍須持續觀察。然而，即使在台灣電影最風光的2008年，好萊塢電
影仍有超過80％市占率，更遑論2009年高達95％，2011年也逾70％，可見台灣電
影雖然擺脫長期低迷，從市占率1％、2％逐漸復甦，單部電影賣座逾億成為可能，
破千萬也非難事，但整體而言，台灣電影市場還是以好萊塢外片為大宗，偶有賣
座強片也僅為個案，大部分國片票房仍不理想。
另一方面，若從台灣電影產業「開發」、「製作」、「後製」、「發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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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映演」各環節分析產值，可看出國片票房成長並未對台灣電影工作者帶
來明顯收益。台灣電影產業2009年總產值約為107億元，其中以電影映演業的
55.66億產值最為高，占總產值約50％，電影發行／代理業的33.28億居次，然而，
多數台灣電影工作者投入的製作、後製產業分別為14.3億與4.66億元，與由美商
福斯、博偉、華納、UIP獨占的發行業，19以及由外資、本土財團經營的映演業
相比，實為少數（行政院新聞局，2010）。
表5-6：台灣電影產值與結構比例2009

4.66 億，占 4％

14.3 億，占 13％

33.28 億，占 31％
55.66 億，占 52％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0）。《2009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電視、電影及流行音樂》。臺北：
行政院文化部。

貳、

小結

綜上所述，即使台灣電影在產量、票房上有所成長，但回歸產業來看，以台
灣電影工作者為主的製作、後製環節仍占不到總產值 20％，獲利大宗的發行、
映演業則被外商、財團占據，本土中、小業者很多是單片公司，票房也未逾百萬
（行政院新聞局，2011），難以在業界永續經營。此外，當台灣電影年產量從
1990 年代的十多部，成長到超過 40 部，製作、後製環節能否因應又是另一個問
題。
以 2010 年《賽德克‧巴萊》製作期間為例，由於過去缺乏拍攝大型商業電
影經驗，又需要大量人力長時間參與，其他國片則無人可用，不少後製人才只能
用「軋戲」方式在不同劇組間游走（台灣立報，2012 年 7 月 31 日），等於加重
電影工作者的工作負擔，也讓影片品質下降，可見國片看似復甦背後，其實反映
缺乏製作人才、專業分工，以及資金、進度統籌能力不足等問題，未來，台灣電
19

美商博偉旗下包括博偉、哥倫比亞發行商；UIP 則包括環球與派拉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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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是否能真正起死回生，如何培植健全的產業環境則是主要關鍵。
第二節

共存共榮？ECFA 後兩岸合製電影趨勢

與中國大陸簽署互惠兩岸經貿協議，為馬英九於 2008 年總統大選時的競選
政綱，馬政府上任以來，歷經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加上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
協自由貿易區將於 2010 年 1 月啟動，為防止台灣被孤立在區域貿易外，以出口
為導向的產業喪失競爭力，加快兩岸經貿交流則為執政當局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2010 年 6 月 29 日，第五次「江陳會談」於中國大陸重慶舉行，磋商近一年半的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
ECFA）簽署，於 9 月 12 日生效實施，預計在 2011 年元旦正式實施降稅（中華
民國經濟部，2010）。
ECFA 屬於 WTO 架構下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經濟體為台灣與中國，
未來此架構內容也僅適用於兩者之間。協議的內容主要以商品貿易為主，未來台
灣輸往中國的部分產業將可逐步排除關稅與非關稅障礙。按照 WTO 架構，ECFA
屬於過度協定，在簽署生效的 10 年內，需要達到約 90％商品服務免關稅，台灣
與中國將相互大幅開放市場給對方，以落實自由貿易之精神。因此，為達到自由
貿易原則，同時減緩市場開放對兩經濟體的衝擊，ECFA 的實質內容需逐步談判
協商完成，
「早收清單」（Early Harvest List）即為談判過程中，兩岸約定好「提
早降低關稅」、「提早開放」之項目（呂國禎，2010 年 7 月）。
壹、

ECFA 電影進口配額開放政策

一、

政策內容

在 ECFA 開放的貿易項目中，唯一和文化創意、影視產業相關的就是 2010
年 10 月 28 日，早收清單內「非金融服務貿易」項目中的「取消台灣電影進口配
額限制」
。中國大陸自 2001 年加入 WTO 後，開放每年外語電影進口配額 50 部，
其中 20 部為好萊塢分帳大片，台灣電影也被劃分到外語片中，只能和其他國家
競爭剩下的 30 個配額，2001 年至 ECFA 開放前，國片僅有《運轉手之戀》
、
《聖
石傳說》、《海角七号》3 部獲得配額進入中國市場（中華民國經濟部，2010），
而像《不能說的秘密》
、
《功夫灌籃》則是兩岸合製電影，被視為中國國產片，與
進口配額開放無關。ECFA 相關協議實施以後，台灣電影進入中國不再受配額限
制，只要通過內容審核，並且由中國電影集團進出口公司統一進口，即可在中國
院線上映，為國片打開了另一個海外市場。
此外，台灣自 1997 年修正、公告「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台灣地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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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演、播放（送）之數量、類別、時數」，即開放「大陸地區電影片進口數量以
每年 10 部為限」
。然而，此次 ECFA 協商考量中國電影年產量逾 500 部，遠多於
台灣電影，為保護國片在台灣的映演空間，故仍維持每年 10 部中國電影在台商
業映演資格，並未多予開放配額（行政院新聞局，2010 年 6 月 25 日）。
二、

台灣電影學、業界反應

呈上所述，台灣電影工作者多認為簽署 ECFA 有利國片登陸、大賺中國錢，
為積弱不振的台灣電影產業找到出路，其中又以長年在中國發展、有多次兩岸合
製電影經驗、現任「中華民國電影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的朱延平最為積極肯定。
朱延平在 1980、1990 年代初期執導多部賣座國片，例如《小丑》
、
《好小子》、
《大頭兵》、《七匹狼》、《異域》等，1994 年由郝劭文、釋小龍主演的《新烏龍
院》為當年北市國片賣座第 2 名，朱延平也因此獲選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最
佳導演」獎。但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台灣電影產業不景氣，加上朱延平
無法開創新類型題材，觀眾看膩難以買單，2004 年朱延平以《人不是我殺的》
及《一石二鳥》分別創下台北市票房 2280 元及首周票房 3830 元的超低紀錄，正
式宣告朱式搞笑電影在台式微，但以「電視電影」規格低成本籌拍的《一石二鳥》
卻意外在中國開出 2000 萬人民幣紅盤，讓朱延平得順勢前進中國市場另闢新天
地（鄭秉泓，2011）。
因此，身為最早赴對岸發展的台灣導演，朱延平公開支持 ECFA 不遺餘力，
表示「簽 ECFA 是國片強心劑」、「瘋狂支持 ECFA」，朱延平認為國片如果走
不出台灣，會導致電影人只願拍攝製作成本 5000 萬以內的電影，相較於香港、
日本動輒十幾億的製作費，國片自然沒有競爭力，而 ECFA 簽訂後，台灣電影不
再局限於 2300 萬人口的票房，而是 13 億人口的超級大市場，市場的擴大，會讓
投資者願意將投資金額提高（張帆，2010 年 7 月 4 日）。
面對 ECFA 開放電影進口配額限制，長年於海外各大影展推廣台灣電影的製
片焦雄屏認為，目前兩岸電影的交流管道仍不夠暢通，除了 ECFA，兩岸政府必
須進一步簽署文化交流協議，藉由官方、民間交流深化電影合作，目前中國的審
查制度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國片在選材各方面仍限制重重，唯有透明公正的審查
制度與對話窗口，才能真正保障台灣電影的權益（中新網，2012 年 10 月 23 日）
。
焦雄屏早在 2000 年就與法國金字塔公司合作，拍攝以中國、香港、台灣為
題題材的《十七歲的單車》、《愛你愛我》、《藍色大門》之《三城記》，她認為雖
然兩岸年輕一代在文化認同上有差異，例如《集結號》等在中國反應強烈的電影，
台灣票房卻少得可憐，國片在中國市場也較為小眾，但只要台灣電影開始進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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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岸，打破文化的陌生感，會使中國電影市場逐漸開放，以兩岸固有文化、語言
共通性，相信國片在中國會很受歡迎（田婉婷，2010 年 7 月 1 日）。
相較於朱延平、焦雄屏的樂觀看法，導演侯孝賢則認為，中國市場雖然大，
但並不容易打入，台灣電影如果沒有商業特質，缺少大製作、大明星包裝，連賺
錢的條件都沒有。況且，並非所有台灣導演都可以拍大片，要有能力和資源，獲
得中國片商信任，加上中國市場結構不完整，每年產出 400、500 部電影，能順
利在商業院線上映的只是少數（牛萌，2011 年 4 月 6 日）。另外，龍祥電影公
司董事長王應祥則提到，即使 ECFA 開放進口配額，但台灣電影仍僅由中國官方
的中影集、華夏集團引進，如果國片的話題性、商業性不夠強，對岸兩家片商不
買帳，台灣電影還是進不去對岸市場，跟簽屬 ECFA 前沒兩樣（羅蓓菁，2011
年 1 月 9 日）。
學者廖金鳳也表示，中國電影市場競爭激烈，台灣電影迄今並無太多優勢，
且電影屬文化商品，按過往經驗，兩岸觀眾品味相差極大，在台灣暴紅的電影題
材，對岸不見得吃這套，加上中國政府對大眾傳媒仍有諸多管控，像《艋舺》因
涉黑道題材，即使在台灣受歡迎，進軍中國連審查都過不了，台灣電影產業和其
他登陸的產業一樣，都還需要經過一段摸索期（羅蓓青，2011 年 1 月 9 日）。
此外，李天鐸則具體指出，台灣電影產業缺乏緊密統整，從募資、製作、發
行、映演的價值鏈並未串連，不見政府檢討產業內部問題，排除外部環境障礙，
扶持產業導入健全發展，卻將國片未來寄望在中國市場，當碰到中國壟斷性的發
行體系，將毫無議價的籌碼，再加上黑箱式的票房算計，映演收益將任人宰割，
還有強勢的中國國產片，早已生根卡位的香港電影人、同樣不受配額限制，在台
灣內部壓得國片喘不過氣來的好萊塢電影，國片登陸甚為艱難（李天鐸、梁友瑄，
2010 年 9 月 19 日）。
綜上所述，台灣電影業界普遍肯定 ECFA 開放進口配額限制，認為進軍中國
市場有助提升產業收益，例如原本就有兩岸合製經驗的朱延平、焦雄屏，皆認為
台灣與中國具有文化、語言共通性，促進兩岸交流是救台灣電影，開拓中國市場
的不二法門；部分業界和學界人士則持保守看法，強調國片賣到中國仍得考量兩
岸文化的歧異性，以及審查制度、其他電影競爭、發行映演體系問題，並非像政
府想像的如此樂觀。
三、

目前成果

ECFA 開放台灣電影進口大陸配額限制已逾兩年，據行政院新聞局統計，至
2012 年 5 月，共有 5 部國片登陸映演，共累積約 5 億台幣票房，與開放前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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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有顯著成長。接續新聞局業務的文化部也表示，將會持續推動 ECFA 後續協
商，讓電影成為台灣文創產業火車頭，拓展大中華市場（呂雪慧，2012 年 5 月 4
日）。但是，目前 ECFA 僅開放國片進口配額，並未像 CEPA 大幅放寬合製片規
範，未來兩岸是否會如中、港進一步簽署合製協議，還有待觀察。
表 5-7：ECFA「取消台灣電影進口配額限制」生效後台灣電影在中國票房
中國大陸上映日期

影片

票房（萬／人民幣）

2011 年 7 月 12 日

雞排英雄

120

2011 年 8 月 5 日

愛到底

1154

2011 年 12 月 9 日

翻滾吧！阿信

600

2012 年 1 月 6 日

殺手歐陽盆栽

565

2012 年 1 月 6 日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7480

2012 年 5 月 10 日

賽德克‧巴萊

1475

2012 年 7 月 13 日

愛的麵包魂

350

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www.mtime.com/；《M1905電影網》http://www.m1905.com/；〈2011
年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2010.12.06~2011.12.04）〉http://www.douban.com/note/190794027/

貳、

攻略華語市場─崛起的兩岸合製電影趨勢

2010 年 ECFA 進口配額開放以前，兩岸電影交流受限政治因素，有所更迭，
合製電影並不多見。直到 1987 年台灣解嚴、開放黨禁，隔年李登輝繼任總統，
1990 年代初期國會全面改選，1991 年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台灣自此邁入
民主憲政時期。然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也因為經濟相互依賴與文化接近
性，加上政府開放赴大陸投資、探親，從過去的敵對，走向開放，兩岸電影交流
才逐步展開。
一、

ECFA 前兩岸合製電影概況

不同於 1960、1970 年代「漢賊勢不兩立」局面，到了 1990 年代，兩岸開始
以香港作為第三地，嘗試合資、合製電影，並發展出下列幾種模式：台港合資、
台資港製（在香港）
、台資港製（在中國）
，以及台資中製（在中國）等，此時期
的合製電影數量不多，1986 年以前，每年平均約 2 到 3 部，之後才開始增加，
穩定保持在每年平均 5 部，1993 年甚至高達 13 部，顯見兩岸合製趨勢興起（盧
非易，1998）。但是，此時台灣多僅參與投資，不干涉電影製作，變相鼓勵資金
出走，使本土製片缺乏經濟奧援，不得不減產、停工、轉業，整體生產力受挫，
也為香港增加製片機會，強化港片在台灣的壟斷能力，並活絡正在起步中的中國
片廠設備、技術與人力，造成台灣電影製作環節空洞化，陷入主要以「買片發行
與映演的弱勢處境」（盧非易，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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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00 年，李安執導《臥虎藏龍》找來製片徐立功、江志強，先以自營
公司向銀行貸款籌措資金，再將電影預售版權給美國哥倫比亞影業，取得合約，
並以此作為擔保，向銀行貸款取得約 1500 萬美元製作費用，供應資金所需。同
時找來中、港、台電影製作班底，例如，攝影鮑得熹、美術葉錦添、作曲譚盾等，
集合周潤發、楊紫瓊、章子怡、張震知名演員，將市場預期擴大至華人圈、乃至
海外，之後《臥虎藏龍》成功在美國賣座 1.2 億，創下華語片最高紀錄，開啟兩
岸三地合製大片潮流（黃奕瀠，2009 年 8 月 30 日；魏玓，2005）。 20
之後，無論是和法國 PYRAMIDE 製片公司合作的《三城記》系列，由美商
哥倫比亞、台灣南方影業公司投資，陳國富執導《雙瞳》
，或是 2004 年同樣由哥
倫比亞投資的《20、30、40》，皆是典型的跨國合製案例，為台灣電影引入外國
資金、技術，以及發行到海外、華語市場的可能性（魏玓，2005）。此外，2006
年，早先赴中國發展的朱延平憑《功夫灌籃》創下 1 億人民幣票房，之後陸續拍
攝以中國題材、班底為主，訴諸中國市場的合製片。例如，網羅周杰倫、林志玲
演出的《刺陵》
，或是由中國戲曲演員趙本山、小沈陽主演的喜劇片《大笑江湖》，
票房高達 1.5 億人民幣，讓朱延平看好中國市場（黃奕瀠，2009 年 8 月 30 日；
鄭秉泓，2011；魏玓，2005）。
2008 年前後似乎成為兩岸合製電影的轉捩點。2007 年，周杰倫執導、主演
的《不能說的‧秘密》由香港銀都電影公司發行，讓此片得以合製片身分於中國
發行、放映，加上通俗的校園青春、浪漫愛情、時空穿梭題材，在中國獲得 3300
萬人民幣票房。2005 年至 2009 年跨國合製電影比重也有上升趨勢，總計約為
21.84％，2009 年則達 35.71％（行政院新聞局，2010）。其中最頻繁合作的是中
國大陸，主要與中國電影市場崛起、華語大片當道有關，加上兩岸有語言、文化
共通性，中國對合製片、進口片待遇相差甚遠，合製片被視為中國國產片，和戲
院、發行商拆帳具有優勢，因此透過合製片進軍對岸，便成為近年台灣電影業界
20

據魏玓發表於《2005 年台灣電影年鑑》
〈是出口還是深淵？─台灣電影跨國合製的困境與轉機〉
表示，2003 年 12 月立法院通過《電影法》修正案，進一步放寬「國產影片」認定標準，只要有
國內製片業者參與，並符合以下幾種情形即可屬之：第一、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1／2 以上
為本國人；第二、主要演員 1／3 以上為本國人，但要在國內取景、拍攝達全片 1／3 以上，且同
一外國籍的演員不得超過主要演員 1／2；第三、主要演員 1／3 以上為本國人，但全片在國內完
成後製作，同一外國籍的演員同樣不得超過主要演員 1／2。由此可見，合製片要取得國產電影
身份並不難，應更嚴格規範的「本國電影」
，也僅須符合兩項標準：第一、本國製片業參與的投
資額要最大，或與其他聯合製作國家或地區投資比例相同；第二、也是同一外國籍演員不得超過
主要演員 1／2。然而，新聞局大幅放寬國產、本國電影標準，主要是希望透過放寬電影的國籍
認定標準，以讓外國電影資本參與投資或合作的電影，也能享有與傳統國產電影一般的政策優惠
措施，特別是每年辦理的「國產電影輔導金」政策，作為吸引外資的誘因，達到跨國合製救國片
目標。
資料來源：魏玓（2005）
。
〈是出口還是深淵？─台灣電影跨國合製的困境與轉機〉
，
《中華民國 94
年電影年鑑》。臺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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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方式之一，以 2009 年 10 部合製片為例，就有《街角的小王子》
、
《刺陵》
、
《妳
是否依然愛我》
、
《這兒是香格里拉》
、
《白銀帝國》5 部與中國合作，兩岸電影交
流密切（行政院新聞局，2010）。
表 5-8：台灣電影跨國合製比重 2005~2009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總計

跨國合製片數量

2

2

6

6

10

26

該年度製作國片數量

24

17

21

29

28

119

比重

8.33%

11.76%

28.57%

20.68%

35.71%

21.84%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0）。《2009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電視、電影及流行音樂》。臺北：
行政院新聞局。

二、

ECFA 後兩岸合製電影概況

隨著 2008 年《海角七号》風潮，台灣電影產量、票房增加，加上 2010 年
ECFA 讓國片登陸不受配額限制，基於市場復甦，以及政策推波助燃，越來越多
台灣電影人盼望透過兩岸合作，走出台灣淺碟市場。不過，即使 ECFA 為國片開
拓另一條映演管道，但考量中國社會講求關係、人脈，電影市場又被少數官方、
民營發行和映演公司控制，合製電影則比引進片更容易打通中國市場，也更好掌
握中國觀眾口味，獲得票房佳績。
因此，除了 ECFA 外，台灣政府也積極計劃推動兩岸合製電影。從文化部影
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的《電影產業發展旗艦計劃 99─103 年》可看出，21首要目
標即是「協助業者拍攝在華語市場叫好叫座的國片」，推動華語市場趨勢研究，
以及電影創意與劇本開發，並且以 2008 年朱延平《功夫灌籃》為範本，協助業
者在 5 年內製作 10 部規模相近的兩岸合製片，提供所需資金、市場資訊、創意
開發、行銷平台等協助，加速推動兩岸電影交流，希望國片能在 5 年內占中國市
場 6.9％、電影從業人員工作機會增加 200％，票房產值從平均每年 4.26 億逐年
提升，預計 2014 年達到 43.38 億，5 年總計 144.6 億台幣。此外，文化部將持續
21

文化部《電影產業發展旗艦計畫 99─103 年》表示，推動兩岸合製目標係以 2008 年《功夫灌
籃》的中國票房為計算基準，該片拍攝成本約新台幣 3 億元，台灣票房為新台幣 4300 萬元，在
中國票房則達到新台幣 5 億元（人民幣 1 億元），全亞洲市場締造新台幣 7.23 億元的票房佳績，
係近年來國片以合製片模式成功進入中國市場最佳典範，計畫在 5 年內，每年輔導攝製 10 部規
模與《功夫灌籃》相近之兩岸合製片。同時推動「華語市場趨勢研究」，內容包括：新聞局將委
託相關學校、學者，透過組織性、系統性的蒐集及分析國內外市場資料，定期研提策略與建議，
供政府及民間參考，具體工作內容為：
(1)調查：進行國內、外市場調查分析。
(2)研究：進行系統性的製作及行銷策略研究。
(3)推廣與服務:發行刊物，舉辦實務研討會。
(4)建置華語市場趨勢研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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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政府協商，爭取訂定兩岸合製電影的法律依據，同時由「兩岸電影交流委
員會」擔任平台，管理國片在中國版權認證事宜，藉此保障台灣電影人赴中國拍
片權益。
即使文化部有意推動兩岸合製，為台灣電影開拓中國市場，增加電影工作者
的生存空間，但是 2013 年電視、電影及流行音樂預算約為 42 億，其中廣播、電
視占 63％，流行音樂則占 20％，電影只占 11.34％，約 4.76 億，3 大產業預算僅
較 2012 年增加 1 億，電影部分還比去年新聞局「電影事業輔導」預算減少約 4000
萬（褚瑞婷，2011 年 10 月 6 日；劉品希，2012 年 11 月 26 日），政府是否能達
成目標，靠合製電影「攻略華語市場」，則還有待觀察。
然而，檢視 ECFA 後至今，兩岸合製電影則有 12 部在中國上映，票房較佳
的是由鈕承澤執導，舒淇、阮經天、趙又廷、趙薇、陳意涵、彭于晏等知名演員
主演的《愛 LOVE》，不僅在台灣賣座 1.6 億，也成為第一部中國票房破億的兩
岸合製片，蔡岳勳執導的《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同樣也有近 9000 萬人
民幣票房，其他除了朱延平重拍舊作的《新天生一對》約 4800 萬，多數兩岸合
製片票房約在千萬徘徊，甚至不到 500 萬人民幣，可見台灣電影人對於中國市
場、合製模式仍未完全熟悉。
表 5-9：ECFA「取消台灣電影進口配額限制」生效後兩岸合製電影在中國票房
中國大陸上映日期

影片

票房（萬／人民幣）

2011 年 9 月 23 日

五月天追夢 3DNA

2623

2011 年 10 月 14 日

戀愛恐慌症

402

2011 年 11 月 3 日

星空

1620

2011 年 11 月 3 日

轉山

475

2012 年 1 月 23 日

新天生一對

4895

2012 年 2 月 13 日

愛 LOVE

12930

2012 年 2 月 22 日

寶島大爆走
（烏龍戲鳳 2012）

2012 年 3 月 23 日

約 200
22

飲食男女：好遠又好近

270

（飲食男女 2012）
2012 年 4 月 1 日

台北飄雪

180

2012 年 5 月 31 日

為你而來

30

2012 年 6 月 8 日

寶島雙雄

420

2012 年 6 月 19 日

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

8945

（痞子英雄之全面開戰）

22

括號內為中國大陸上映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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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時光網》http://www.mtime.com/；《M1905 電影網》http://www.m1905.com/；〈2011
年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2010.12.06~2011.12.04）〉http://www.douban.com/note/190794027/

三、

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兩岸合製經驗

魏玓曾檢視 2000 年到 2004 年台灣電影跨國合製模式，並區分為下列 4 種（魏
玓，2005）：第一、好萊塢電影投資特定創作者，以全球市場為目標，台灣僅以
少數人力、資金參與，例如李安的《臥虎藏龍》；第二、好萊塢電影投資特定創
作者，但以亞洲或華語市場為目標，台灣電影產業投入較多資金和人力，例如哥
倫比亞公司投資《雙瞳》、《20、30、40》；第三、特定的國際知名台灣導演，主
動獲得或爭取外國電影公司投資，進行自主性較高的藝術電影創作，並以國際藝
術電影市場為目標，例如侯孝賢、楊德昌和蔡明亮等，此運作模式已有十數年歷
史；第四、台灣電影人、公司主動與中國合作，包括資金、人力以及拍攝場景，
並將目標市場定位為兩岸三地華語市場。然而，隨著中國電影市場逐漸成熟，兩
岸交流密切，第四種模式則成為近年台灣最常見的跨國合製模式，也是本研究關
心的重點。
由於，中國大陸、台灣合製電影趨勢方才起步，目前台灣少有學術研究專文
探討，了解台灣電影工作者與中方的互動過程，因此，本研究將整理幾位正活躍
於兩岸合製的台灣導演、監製、製片經驗談，針對中國「資方合作」
、
「官方審查」
兩大常見問題，提出初步觀察與分析，以供產、官、學界參考。
(一) 資方合作
不同於香港電影北上多年，更有寰亞、英皇、嘉禾等本土公司在中國插旗、
設點，協助香港電影人與中國資方合作，台灣電影人較晚進入中國市場，幾乎都
是單槍匹馬的「個體戶」（徐立功，2012 年 3 月 6 日），缺乏政、商人脈，面對
中影、保利博納、華誼兄弟等國有、民營大型電影集團，剛開始大多只能讓中國
資方主導合製：
「以前你台灣去的人，他（指中國資方）把你當肥羊，現在他才不在乎
你，他錢比你還多，他覺得他有錢，他要把錢砸在誰身上，是他說了算，他
們的財力台灣真的追不上。」（徐立功，2012年3月6日）
正因如此，握有資金優勢的中國公司通常有權干涉電影幕前後工作人員、題
材、映演檔期，曾監製《喜宴》、《飲食男女》、《推手》、《臥虎藏龍》等跨
國合製電影，縱橫國際影視公司董事長徐立功表示，在籌拍《飲食男女：好遠又
好近》過程中，原先合作的新聞集團（News Cooporation）北京分公司一開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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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不干涉電影創作，後來高層卻對導演人選提出意見，認為導演曹瑞原「太年
輕」、「信心不夠」、「不夠有名」，並要求保證電影票房破億，簽約時更發生
合約公司立項名稱與印章不符的問題（徐立功，2012年3月6日），讓徐立功心生
疑慮，幾經考慮過後，拒絕與新聞集團合作，改由北京太合影業負責《飲食男女：
好遠又好近》在中國的製作、發行事宜：
「後來要正式簽約，他（指中國合作對象）有些小動作我不喜歡，就像
今天合約寫縱橫影視公司，蓋的章卻是他們的，兩個名字不相同。而且我覺
得很不好的是，他在我們要上飛機前，才把合約拿出來，還好我們很仔細，
看這合約就不像嘛，名實不相符，就說這個合約不能收……。回來以後我們
會計就說，要跟那麼大的公司合作，千萬要很小心，他們公司光律師就十幾
個，如果我們有違反任何一點規定，打官司吃不完兜著走。」（徐立功，2012
年 3 月 6 日）
曾擔任《詭絲》、《天堂口》、《赤壁》合製片監製的葉如芬也遇過類似情形，
並非從事電影相關產業的中國資方，到後製階段才要求更改內容，加入「出資者
的個人照片」
（葉如芬，2012 年 3 月 13 日）
，但葉如芬和導演卓立認為與創作衝
突，雙方意見僵持不下，最後只能採取兩個版本做法：
「剛開始拍都非常順利喔，等到拍完，他（指中國出資者）才說想要
加……，他的照片啊，但我們覺得這跟一開始創作不一樣，我們不願意，後
來我就做了另一個版本，繁體版本，我把它帶回台灣，然後簡體版本在大陸
愛怎麼弄，就怎麼弄，因為我們不想管了。」（葉如芬，2012 年 3 月 13 日）
除了中國資方介入電影產製，在國有、民營集團壟斷的中國市場，無論是劇
本送審，安排發行、上映檔期，缺乏合製經驗的台灣電影人都得靠中國合作對象
協助，如果台灣創作者缺乏知名度，又沒有大卡司協助宣傳，電影獲利機會不高，
龐大的中國資方也難以傾全力支持：
「魏德聖如果沒有《海角七号》，他怎麼拍《賽德克‧巴萊》？知名度
大於真正的實力，也許你很有實力，但是不夠知名，人家還想說你是誰？你
的電影不賣，等於沒有啊，這很現實，要嘛你在柏林（影展）賣，要嘛就在
大街賣，只有這兩種途徑。大陸的投資商如果有一半不是專業電影人，只是
一個企業家，他當然從知名度來看，除了導演，還有演員用誰，你不能用台
灣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啊，他會害怕，他根本不知道錢放在哪裡。」（葉如芬，
2012年3月13日）
因此，即使是靠《流星花園》
、
《白色巨塔》
、
《痞子英雄》電視劇打響名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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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蔡岳勳，在籌備首部兩岸合製電影《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時，卻因
為在中國沒有代表電影作品，不夠知名，雖然找來中國最大的國有電影集團─中
影合作，卻因為中影同時忙於《畫皮》與《建國大業》等中、港合製大片，根本
無暇顧及台灣電影人：
「中影是最大的，中影是全中國最大，他們是因為太大了，太大了……，
他們不是非常的（幫忙），那時候有《建國大業》啊，還有其他幾個大片在
做，他們不是那麼在意，沒有非常投入，但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對我自己非常重要（強調）。」（蔡岳勳，2012年3月15日）
因為缺乏中國資方協助，蔡岳勳只能花兩年時間、往返兩岸十多次，親自研
究、送審劇本，打通中國官方、與廣電總局協商，「自己跑了一大圈」才終於讓
《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通過審查（蔡岳勳，2012年3月15日），得以在
中國上映，創下近9000萬人民幣票房。不過，加盟中國華誼兄弟2011年「H計劃」
的《星空》、《愛 LOVE》則比較幸運，除了由曾在台灣擔任導演、編劇的陳
國富監製，華誼兄弟總裁王中磊親自出席活動宣傳，《星空》因此製作成本從台
幣2500萬提升到近億，有更多資金投入後製，即使不是主流商業電影，華誼也動
用資源幫《星空》追加上映場次，希望提高這部「小清新」文藝片票房（李欣，
2011年11月24日）。此外，由於《愛 LOVE》在中國票房破億，導演鈕承澤也
成為華誼兄弟重點合作對象之一，將於2013年展開為期3年的合作關係，製作7
部電影、1部偶像劇，未來華誼也會協助中國發行、行銷，並投入20％至50％不
等的資金（廖慧娟，2012年11月19日）。
綜上所述，台灣電影人因為市場考量北上，與中國資方合製電影，由於起步
較香港電影晚，又面對近年蓬勃發展的中國國產電影，加上沒有本土大型電影公
司奧援，大多仰賴中方協助。目前除了像鈕承澤與華誼兄弟、朱延平與吳敦的長
宏影視形成較為穩定、長期合作關係，多數台灣電影人在競爭激烈的中國電影產
業缺乏談判籌碼，如果遇到「唯利是圖」、「爆發戶心態」的投資者（徐立功，
2012年3月6日），就容易出現資方干涉電影製作的情形，讓台灣電影人夾在「市
場」與「創作」兩難中，只能自食其力。
(二) 官方審查
自從2003年CEPA簽署、實施，至今近10年來香港電影工作者陸續北上，將
香港電影靈活的商業模式帶到中國，培養起一套因應官方審查的創作模式，不管
是「雙結尾」、「雙版本」，或「改台詞」、「換身分」（楊遠嬰，2012），香港電影
人持續擦邊球，在緊縮空間裡找尋僅剩不多的創作自由，同時在商業考量下，拍
出一部部向中國市場靠攏的合製電影，使得香港電影原有的文化特色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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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後到的台灣電影工作者想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羹，同樣也得面對「上面說了
算」的審查制度（黃志明，2011年12月28日），這對承襲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
運動」傳統，重視電影美學、人文價值的台灣創作者來說，無疑是更大挑戰。
從求學時期就深受侯孝賢、楊德昌等新電影導演影響的林書宇（台北電影節
官方新聞稿，2012年7月9日），2005年以短片《海巡尖兵》初試啼聲，入圍金馬
獎最佳短片獎，2008年的《九降風》更獲得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台北電影節評
審團特別獎肯定，2011年則與中國華誼兄弟合作、執導由幾米繪本改編的《星
空》
。林書宇表示，早在劇本撰寫階段，就決定找中國演員徐嬌擔任女主角，之
後因為華誼兄弟總監製陳國富也是《星空》發行商─原子映像的股東之一，有鑑
於電影題材單純、不牴觸中國審查條例，才提議與華誼合作，改採兩岸合製模式，
藉此提高製作預算：
「我不用做任何妥協，不用因為政治因素、情色、暴力，改甚麼東西，
所以不會有任何問題，還有幾米的東西本來就是無國界，沒有特定在哪個地
方，就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城市，所以那時候（陳國富）覺得說，好像可以做
成合拍，然後也不會傷害到我原本想做的事情，而且預算可以再高一些。」
（林書宇，2011年12月29日）
在華誼兄弟總裁王中磊眼中很有「書卷氣」的林書宇，同時也是《星空》編
劇，身為電影創作者，他強調在合製過程中並沒有感受到資方壓力，「如果要商
業的話，就不會找我拍啦，把版權賣給香港導演就可以了……，從一開始我們就
確定要做一個品質很好的改編電影，資金增加了，只是為了讓故事更好看，不是
更商業。」（李欣，2011年11月24日）此外，面對審查制度，由於《星空》內容
以青少年、家庭為主，是中國官方喜歡的「健康」題材（黃志明，2011年12月28
日），無須做太多更動，只有把「國中」、「班導師」等台灣用語改成「初中」、
「班主任」中國用語，以及拍攝尺度上的微調：
「他們（指中國電影審查機構）有提到早戀的部分，他們對這種青少年
戀愛不太鼓勵，原本我劇本裡有接吻，但後來現場拍一拍，也覺得這太過頭，
就改掉了，反而比較好、比較含蓄，和審查沒關係……。在過程中我有跟陳
國富一直溝通，就送送看（指送劇本審查），但如果回來要改很多東西，那
我寧可不要合拍。」（林書宇，2011年12月29日）
《星空》因為題材「正確」，並未遭到太多刪減，林書宇也得以保有創作自
主性，試圖兼顧藝術與商業價值。但是，其他嘗試合製的台灣電影人則沒有如此
順利，曾擔任《雙瞳》、《詭絲》、《不能說的秘密》、《海角七号》等賣座國
片監製的黃志明就說，原先魏德聖執導的《賽德克‧巴萊》考量成本回收，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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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採合製模式，並找來中影簽約合作，但因為電影題材複雜、容易做「政治解讀」
（黃志明，2011年12月28日），加上故事內容、表現方式完全與中國大陸無關，
即使中國審查機構提出各種建議，最後仍在魏德聖堅持下，宣告破局：
「它（指《賽德克‧巴萊》）牽涉的層面比較複雜……，會從外交關係、
民族情結啊，民族意識去看，然後又完全沒有大陸因素，日本統治跟大陸沒
有關係，雖然有講到清朝時期，可是整部片又跟清朝沒甚麼關係，當初申請
合拍的時候，吳朋奉的角色本來想找張涵予（中國知名演員）來演，我跟中
影簽的合約上面是寫張涵予，我繳了錢，也簽了一個立項書，由中影代表我
們去送這個劇本。」（黃志明，2011年12月28日）
「要改劇本啊，說加（中國）記者的角色，他（指中國電影審查機構）
要我們試試，但是我們不願意，哈哈……，今天我做muffin（麥芬），應該
是這樣的配方，然後又要我加點甚麼，它就不是原來的東西，我明明知道觀
眾喜歡吃muffin，可是做出來的是馬來糕，這不成，我知道台灣市場在這，
怎麼可能為了一個未知的東西（指中國市場），喪失已知的東西，再加上小
魏（指魏德聖）的形象，你沒辦法去做這件事情，小魏當然有一些顧慮嘛，
他沒有辦法同意這種做法。」（黃志明，2011年12月28日）
最後，《賽德克‧巴萊》仍以純台資製作，除了新聞局電影旗艦組輔導金1.6
億，還找來中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台強投資3.5億，再加上其他政府補助與
民間資金、貸款，斥資近7億台幣，台灣票房則達8.8億（上、下兩集總合），破
國片影史紀錄（林弘杰，2011年2月22日）。但是，《賽德克‧巴萊》以進口片
方式登陸，票房卻不盡理想，即使將兩集版本修剪成不到3小時的中國版，企圖
迎合中國市場需求，最終票房僅有約1470萬人民幣，距離原先預計的6000萬差一
大段距離，製作成本也難以回收（中央社，2012年5月29日）。此外，蔡岳勳的
《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即使一開始就決定以合製進軍中國市場，同樣也
因為題材敏感，涉及犯罪集團、恐怖組織，需要大幅修剪、調整：
「一開始很多人認為我們這部電影不會過，我在最開始的那半年，其實
很辛苦，幾乎是沒辦法，一直到第一次被退回來，確定不通過，那時候我們
快開鏡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蔡岳勳，2012年3月15日）
「那個環境（指中國電影產業現況）跟台灣現在是不一樣的……，反而
很像30年前台灣電檢制度，非常嚴格，對內容做審查，不行的就剪掉，甚至
不給准演執照，尤其這是（指《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警匪動作電
影，有犯罪事件、恐怖攻擊，比較大的討論是在這上頭，就是可以拍甚麼，
不可以拍甚麼。」（蔡岳勳，2012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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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缺少中國合作對象協助，蔡岳勳只能透過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以及與
中國官方較為熟識的導演朱延平、李行代為溝通，強調《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
開戰》劇情並未指涉台灣或中國大陸，只是單純的商業娛樂電影，希望可以藉由
兩岸合作開拓大中華與亞洲市場（蔡岳勳，2012年3月15日），對此，朱延平也
表示：
「他（指中國官方）鼓勵兩岸合拍嘛，但我說最重要的兩部（《賽德克‧
巴萊》與《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都槍斃掉，談甚麼合拍？蔡岳勳
跟他們報告啊，黃志明也去了，但是賽德克真的沒辦法，因為一句國語都沒
有，除非配國語，但是魏德聖不改，其實他們也釋出很多善意啦，說安排一
個北京記者的角色，做到就給合拍，魏德聖也不要，那你不尊重人家要求，
就不要合拍嘛，像蔡岳勳就完全同意，他（指中國官方）說這全面開戰，不
要引起糾紛，我就問蔡岳勳願不願意改成『某國』？不要說美國或印度，蔡
岳勳說願意改，所以後來還是通過了。」（朱延平，2012年2月23日）
《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從籌備到在中國上映，總共耗費超過兩年時
間，蔡岳勳認為，雖然「靠自己」送審劇本、疏通高層官員、針對敏感問題反覆
修改十分累人，最終還是來不及兩岸同步上映，但是，至少現在已經「搞清楚重
點在哪裡」、「知道爭議的問題是甚麼」、「應該要找誰幫忙」、「花時間學經
驗非常值得」（蔡岳勳，2012年3月15日），由此可見，冗長費時的審查過程並
沒有磨損蔡岳勳前進中國市場的企圖，反而因為《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
在中國票房亮眼，製作成本得以回收，加深蔡岳勳以合製電影走出台灣的野心，
更希望能將經驗分享給其他想和中國合作的台灣電影人。
除了電影題材、內容是否合乎審查規範，兩岸特殊的政治情勢也成為台灣電
影人登陸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例如，2010年東京影展的「江平事件」，23就突
顯兩岸政治認同差異，更可能影響未來電影交流。對此，執導《功夫灌籃》、《赤
陵》、《大笑江湖》等合製片在中國奠定知名度的朱延平就曾遇到審查通過，事
後卻因為「外在因素」被退回、得重新修剪影片的經驗：
「他們（指中國官方）看完（《功夫灌籃》）很喜歡，因為那年是北京
奧運年，最後周杰倫還把球傳給朋友，然後team work，又愉快又輕鬆，就通
23

2010 年 10 月 23 日東京影展開幕式上，中國代表團團長江平要求台灣代表團必須以「中國‧
台灣」參展，並一起走綠地毯，時任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處長陳志寬當場拒絕，江平則反問
說：
「你們的電影不想賣到中國了嗎？」引起爭議。
資料來源：
《中國時報》（2010.10.24）
。
〈東京影展 中國團要我改名 星光大道全缺席〉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Showbiz/showbiz-news-cnt/0,5020,100103+11201010
240000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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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審查）了，之後我們出拷貝，沒想到突然接到命令，調回去重審，看完
說禁演，我們全部傻掉，怎麼會這樣？他們說太殘暴，《功夫灌籃》怎麼會
太殘暴？他說你自己剪，再送審，所以我剪了37刀……，其實那時候出事了，
李安《色，戒》害電影局的人差點被炒魷魚，幾個人記過，有人差點被撤職
查辦，湯唯列入黑名單，電影局大反彈，說你們靠我們賺錢，然後害我們背
黑鍋，把電影調回去重審，從嚴處理。」（朱延平，2012年2月23日）
2007年，李安執導的《色，戒》因劇情涉及第二次大戰期間國民黨女特務奉
命暗殺汪精衛政府官員，以及大量的性愛鏡頭，在中國引起極大爭議，審查後全
片遭刪減12分鐘，包括大部分裸露、暗殺畫面，連結局都得重新剪接、配台詞，
前後總共送審六次，趕在上映前才確定最後版本（閻雲飛，2007年10月31日），
女主角湯唯也因為全裸演出，加上中國官方高層認為《色，戒》有「歌頌漢奸」、
「侮辱愛國之士」嫌疑，遭到封殺、不得在中國境內從事演藝活動，直到2009
年以港片《月滿軒尼詩》復出，2010年出席中國央視「百合獎」頒獎典禮，才重
回中國影壇（世界娛樂報導，2010年4月29日）。正因為《色，戒》引起的風波，
讓中國廣電總局緊縮審查尺度，更可看出中國官方的人治特色，台灣電影人面對
變化莫測的審查標準，大多認為應該「避免觸碰禁忌」
、
「不要去挑戰敏感問題」、
「要賺錢，也只能尊重人家的制度」（朱延平，2012年2月23日；黃志明，2011
年12月28日；葉如芬，2012年3月13日；蔡岳勳，2012年3月15日），對此，製片
葉如芬也說：
「台灣太自由了，愛怎麼拍，就怎麼拍，同志、鬼片都可以，到大陸想
拍鬼片，人家就不通過啊，這是規範嘛，不要觸碰（審查規範），故意觸碰，
然後又去罵大陸，我覺得這很無聊……。我們也希望開放，但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想拍電影給多一點人看，創作題材稍微修正一下，也無妨，如果想做一
個台灣導演，自己想到題材就拍，拍得很愉快，也很好啊，跑一跑國際影展，
很多地方還是可以看到這部電影。」（葉如芬，2012年3月13日）
「我以前做每一部電影都去影展，可不可以不要再去了？不要再去走紅
地毯？每次都走紅地毯，柏林（影展）一點也不吸引人，一點也不興奮，因
為我去太多次，那又怎樣？我現在能不能做一部賣的？葉如芬能不能做破億
的？讓大家都看到我的電影，我現在很希望是這樣，這是期許嘛……。」（葉
如芬，2012年3月13日）
由此可見，2008年《海角七号》帶動國片復甦，無論是《艋舺》、《雞排英
雄》、《賽德克‧巴萊》、《陣頭》……，一部部延續「海角熱潮」的本土電影
創下票房佳績，同時也提升國片的籌資能力，甚至吸引中國資方參與投資，合製
片成為台灣電影的另一條出路。因此，即使可能因為資方干涉、官方審查影響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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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自由，方才登陸的台灣電影人仍然對合製片抱有期待，希望藉此走出不同於過
去本土中、小型製作，或藝術、影展電影模式，以兩岸合製電影開拓大華、甚至
亞洲市場。
參、

小結

近年台灣電影逐漸擺脫過去每年上映不到 20 部、市占率不及百分之一，人
才出走、資金流失的窘境，在產量、票房、電影類型上都有所提升，除了民間投
資日益回流，中央與地方政府也傾力輔導國片製作，2010 年與中國大陸簽署
ECFA，讓台灣電影不受中國進口配額限制，更反映「後海角」時代國片希望從
本土走向海外的樂觀期待，同時開啟台灣電影工作者與中國合作的契機。
但是，榮景背後仍有許多隱憂值得注意，首先，台灣電影產業體質尚未健全，
產量、票房成長是否進一步提升創作品質，讓電影人有較為穩定工作條件與待
遇，都還需要觀察；再者，雖然台灣政府、企業積極推動兩岸合製，但中國大陸、
香港早在 2003 年簽署 CEPA，兩岸目前仍未簽署合製相關協議，來保障台灣電
影人的工作權益，比起經驗豐富的香港電影人，台灣多數創作者得獨自面對龐大
的中國資方與官方審查，更容易產生合作糾紛，或被詐騙、占便宜，難以爭取更
好的發行、映演條件，與中、港合製片或中國國產片競爭，這也是未來台灣電影
人是否能在兩岸合製中取得平等地位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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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從全球化下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概念出發，並透過二手文獻分析、深
度訪談法，探討大中華區域崛起後，CEPA 對中、港合製電影投資、製作、發行
與映演的影響，其中文化勞動、分工狀況如何改變，是否讓衰退以久的香港電影
產業起死回生？最後，回歸台灣電影產業，近年國片復甦、ECFA 後兩岸合製片
興起，若以香港經驗為鑑，試圖分析中國大陸、台灣電影可能的合作模式，對台
灣電影產業、工作者又會造成哪些影響？藉此提出初步觀察供產、官、學界參考。
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全球化使得資本、商品、勞動力自由流動，促進
大型跨國企業興起，國家也逐步解除對經濟活動的各種限制，讓好萊塢為首的文
化勞動新國際分工（NICL）更加穩固，透過勞務外包、彈性聘僱控制他國勞動
力，同時規範電影的文化表現形式，以擴大經營綜效、降低風險，最終建立起從
生產、流通到消費嚴密的全球分工體系。雖然，全球市場中仍有除了好萊塢外的
地方、區域電影蓬勃發展，構成獨特的文化語言、美學風格，以及不同的商業操
作模式，甚至與好萊塢相互抗衡，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為核心，香港、台灣、新加
坡等華語地區組成的大中華區域電影最受注目，自從中國經濟崛起、文化產業快
速成長，加上 2000 年李安的《臥虎藏龍》成功進軍好萊塢，在北美市場締造 1
億美金票房紀錄，並獲得奧斯卡 4 項大獎肯定後，中國便試圖整合華語區域力
量，打造如《英雄》
、
《十面埋伏》
、
《滿城盡戴黃金甲》
、
《赤壁》等合製古裝大片，
以「華萊塢」挑戰西方好萊塢霸權。
回顧華語電影發展脈絡，從 1960 年代即開始的中、港合製片更是不可忽視。
香港電影曾有「東方好萊塢」之稱，全盛時期年產量達 160 部，出口到全球 90
多個國家，出口總額更超過 1.1 億港幣，席捲台灣、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
東南亞國家，成為華語區域電影核心，同時輸出人力、技術、設備到電影產業仍
然落後的中國大陸，主導中、港合製電影分工。直到 1990 年代中期，香港電影
因為產業內、外因素逐步衰退，賴以生存的海外市場不復存在，同時，隨著加入
WTO，中國電影開始進行體制改革，從國家主導一切走向市場經濟，加速民營
化、吸引資本投入產業，軟、硬體條件日益提升，廣大、尚待開發的中國市場也
成為香港電影工作者眼中的淘金地。
2004 年 CEPA 實施，著眼於全年票房破百億人民幣的中國市場，在香港政
府、業界支持下，香港電影工作者集體北上，中、港合製電影全面展開，從資金、
製作、發行到映演環節，進行資源整合，跨界的華語電影市場形成，加速香港本
土資金、人才、技術外移。
129

本研究分析後 CEPA 時期香港電影產業因應模式，區分為積極北上、兼顧本
土、特許合製、引進廣東 4 種類型，並舉代表案例加以說明，結果顯示，即使是
被視為固守香港本土的電影工作者，皆在近年籌拍首部合製電影，為北上做準
備，試圖在中、港兩地取得平衡，思考如何保有港式特色，同時又讓中國觀眾買
單，更遑論積極北上的寰亞傳媒、英皇娛樂大型電影公司，甚至深耕中國市場已
久、獲得特許的銀都、思遠、安樂影片，CEPA 後紛紛加碼中國投資，整合製作、
發行、映演環節，同時跨足藝人經紀、多媒體娛樂、文化創意產業，朝向跨國、
跨區域集團發展。
合製電影原有便於募集、整合資金與勞工、擴大市場優勢，然而，中、港合
製電影卻因為雙方政治、經濟地位消長，伴隨 1997 年香港回歸，從國際金融中
心轉變為中國國內區域城市，強化合製關係中的不平等分工。CEPA 簽署至今將
近 10 年，幾乎沒有香港電影工作者可以獨立於中國因素、合製片浪潮之外。詳
細檢視後 CEPA 時期的中、港合製片投資、產製、發行與映演階段可知，即使像
寰亞、英皇、嘉禾北上已久，香港電影為了打通市場，仍必須和握有當地人、物
力資源的中國資方合作，尤其面臨中國官方審查制度，國產片製作技術提升，發
行、映演體系又被國有、民營資本壟斷，為求獲得更優渥的商業條件，香港電影
人通常只能選擇配合中國電影產業生產邏輯，盡量不牴觸中國社會、文化脈絡，
再試圖爭取僅剩的創作空間，後 CEPA 時期的中、港合製電影正式從港方主導，
變成中方意見優先。
因此，後 CEPA 時期中、港合製電影分工變化從投資階段即可看出，合製片
成本水漲船高，讓香港電影人更加依賴中國市場，使得中國國有、民營資本快速
崛起，加上多數港資爭相投入合製片拍攝，香港本土電影缺乏奧援，僅剩小型商
業電影，或者獨立製片得以開拍；產製環節則因為中國電影技術、市場快速發展，
香港主創人員逐漸受到威脅，以往擅長的導演、編劇，甚至攝影、剪接等技術，
都在製作成本、效率考量下，面臨被中國電影人取代的危機。此外，香港主創人
員即使順利北上，也需要以各種彈性策略因應中國官方審查，影響創作自主權，
使得合製片中的港式特色日益消失；最後，在發行、映演階段，由於 CEPA 大幅
放寬相關規範，許多香港業者積極登陸經營發行、映演業務，但新進者要跨足早
已被中國業者壟斷、受官方保護的院線體系，無疑須要面對更多考驗，北上之路
困難重重。
至於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在後 CEPA 時期，大多以香港導演為核心
的主創團隊最具競爭力，與業界經歷豐富、有高知名度的技術人員，前者例如北
上 7 年、作品共累積 10 億人民幣票房的徐克，或者北上 9 年，以《畫皮》系列
締造票房紀錄的陳嘉上，以及吳宇森、葉偉信、陳木勝、劉偉強、陳可辛等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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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銀幕，2012 年 10 月）
，再加上熟悉的明星陣容；後者則像著名攝影師杜可風、
美術指導張叔平、武術指導程小東等……，將香港電影成熟的類型風格、美學技
巧輸出到中國大陸，逐漸站穩中國市場。在首重大製作、大卡司的中國電影產業，
這些依靠名聲獲利的電影工作者，通常享有較高的合約報酬，賣座導演更可以和
中國資方、院線爭取較有利的分帳方式，進而在北京、上海、杭州成立個人工作
室，將事業重心移往中國：
「現在那些名導演都搬過去了，香港只留間辦公室，裡面可能有一個祕
書幫忙接電話……。」（張同祖，2012年2月4日）
但是，對其他的香港電影人來說，北上發展不見得如此順利，當中、港大型
電影集團為了降低成本、符合生產彈性化需求，透過外包、約聘與其他企業、工
作室合作，缺乏專業、知名度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多數北上「打工」，有電影開
拍才到中國工作，電影殺青則又回香港等待機會，參與中、小型港產片製作，或
是到電視、網路產業兼差（王日平，2012 年 2 月 1 日；邱禮濤，2012 年 2 月 3
日），勞動狀況、條件不甚穩定，難以在人才濟濟的中國電影產業闖出名聲，獲
得穩定工作機會、優渥報酬。當然，也有香港電影主創人員基於個人偏好，並不
刻意北上，反而選擇留在香港發展，但如此一來等於放棄淘金機會，在日益萎縮
的本土市場賺取生活開銷，曾執導 70 多部中、低成本港產片的邱禮濤就是一例：
「如果香港電影還像以前繁榮，可能我會想拍一些不太像港產片的電
影，但是現在越來越沒有港產片了嘛，所以我更要拍……。當然很多人笑我，
我在這裡做『茶餐廳』，他們在北京做『六星級』，我不是很富有，但是生
活也沒問題，我也不希望太富有，所以這個不是我考慮的。」（邱禮濤，2012
年 2 月 3 日）
由此可見，香港電影工作者雖然還在產製階段保有地位，但已經不具有絕對
優勢，反而得和後起的中國電影工作者競爭，甚至有被取代的可能性，況且，中
國電影產業仍受政府影響甚深，香港電影人是否能逐鹿中原，往往取決中國政、
商關係，以及票房成績、知名度，並非所有主創、技術人員都能順利北上發展。
本研究援引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理論，分析中、港合製電影分工、勞動的位
階變化。研究結果發現，早在 1980 年代初期，在中、港合製電影中，香港做為
僅次於好萊塢的電影出口地區，自然位居主導地位，中國僅擔任協助角色，提供
場景、基礎設備、人力資源，降低香港電影工作者北上拍片成本與風險。此時，
香港憑藉資本、產製與發行優勢，將電影生產線拉至中國，把位處邊陲的中國納
入香港電影產業分工體系之中，最後再將成品銷回本土與鄰近亞洲地區，中國市
場並非中、港合製片主要目標。但隨著 1990 年代中期後，中國電影起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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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電影陷入低潮，後 CEPA 時期中、港合製片的權力關係因此改變。依文化勞
動新國際分工理論解釋，中國於大中華地區已從邊陲上升為核心國家，但目前仍
未像好萊塢透過國際分工將勞務外包至海外，掠奪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力與自然資
源，而是以快速崛起的政治、經濟實力、廣大的內需市場，以及 CEPA 釋出的優
惠措施，讓產能萎縮的香港電影產業找到另一條出路，吸引香港電影工作者北
上，將香港電影納進中國電影產業的分工體系內，整合為中國電影中的一環，除
了滿足國內市場，更試圖打造華語電影品牌，進軍國際市場。
香港自 1997 年回歸以後，加上 CEPA 實施，以往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淪為
中國境內城市，中、港合製電影分工的權力關係從港方主導，轉變成中方至上。
當中國官方祭出審查大旗，香港電影工作者因為市場考量，生產出一部部符合中
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合製片，即使有損創作自主權，考量文化、語言共同性，以及
CEPA 優惠措施，讓也只能屈服或者游走於審查邊緣，中、港合製電影「中國優
先」生產邏輯越發鞏固，呈現不同於好萊塢為核心的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理論特
色，形成中國主導，因文化、語言、政治因素結合的大中華區域電影市場。
「80 年代的香港電影不會在今天重新出現，香港面對的歷史環境已經不
一樣了……。」（彭麗君，2012 年 2 月 1 日）
「香港電影一定要變，尤其97回歸是一個事實……，我們不可能抗拒（中
國大陸），這是沒有辦法扭轉的歷史命運。」（羅卡，2012年2月3日）
CEPA 實施後，當中國市場以超乎預期的速度成長（彭麗君，2012 年 2 月 1
日），在商業利益驅使下，中、港合製電影從每年平均 10 部，成長到近 40 部，
超過香港電影年產量一半，中國票房也不斷成長，但香港票房卻日益下滑，香港
本土在其中的角色更加邊緣化。同時，由於香港大型電影公司將事業重心轉往中
國，本土電影則有資金、技術、人才外移問題，中、大型商業製作無法開拍，更
可能有產業空洞化危機，CEPA 並非拯救香港電影的萬靈丹，而是加速中、港電
影產業融合的催化劑，香港電影獨立性逐漸消逝。對此，CEPA 實施至今將近 10
年，香港電影人站在融合或抗拒的隘口，面對的越發競爭的中國市場，以及逐漸
衰退的本土市場，未來的出路為何？
如同香港導演陳可辛所說，從產業的角度分析，未來勢必只有以中國大陸為
核心的華語電影，純正港產片早在 10 年前就已經死了（鄧艷剛，2012 年 3 月 28
日）
。但是，正因為 CEPA 讓香港電影往中國市場靠攏，合製片壓縮港產片生存
空間，近年，不少香港電影人開始反思集體北上對本土市場造成的危機，例如，
香港電影發展局每年投入 3 億港幣輔導中、小型電影開拍，投資、製作、發行如
果以香港市場為主，可獲得較多補助，藉此刺激本土創作、活絡香港電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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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爭取港產片以粵語版本在廣東地區發行、上映，企圖為香港電影打開另一扇
門，推廣港式文化。另外，深耕中國已久的電影大亨吳思遠也在籌備「香港電影
回歸」計劃，鼓勵香港電影人返港拍片，增加本地就業機會。
在此氛圍下，2012 年，以「香港 10 年來最好的電影」做為號召的《寒戰》
上映，全片斥資近億港幣，網羅郭富城、梁家輝、劉德華等一線演員，從投資、
故事題材、製作班底、拍攝場景都強調「香港風格」，沒有任何中國元素，堪稱
CEPA 以來罕見的香港本土大型製作，甚至連劉德華都多次在宣傳場合表示：
「現
在道地的香港電影越來越少……，但是我不可能放棄香港電影，我不敢、不想，
也不願意。」即使中國市場快速成長，但香港電影特色也應該延續下去，給予年
輕電影人更多機會（魏君子，2012 年 9 月 3 日）
，並與香港電影發展局合作、培
育產業新血，避免人才斷層問題持續惡化。在傾香港電影產業之力下，《寒戰》
香港票房突破 4000 萬港幣，更成為中國大陸有史以來最賣座的港產片，票房達
2.3 億人民幣，連台灣都有 2000 萬台幣票房，同時也激勵其他北上的香港電影人
回頭拍港產片，看見除了中、港合製電影之外的另一條道路（王雅蘭，2012 年
12 月 7 日）。
「現在香港電影很兩難，要融合……，融合是很困難的，因為以前的隔
閡還在，但是要抗拒更難，你要保持香港身分，又要在這個歷史潮流中活下
去，回歸到現在十幾年，香港人還在磨合。」（羅卡，2012 年 2 月 3 日）
如果從 2011 年《桃姐》，到 2012 年《低俗喜劇》、《寒戰》是香港電影試圖
回復港式精神，反攻中國、海外市場的敲門磚，以合製片北上開疆闢土的香港電
影工作者，又該如何在政商相護、競爭激烈的中國市場保有生存空間？除了像獲
得中國官方特許的銀都機構、安樂影片，CEPA 後反而投資、出品《線人》
、
《證
人》等具有香港特色的本土製作，讓香港電影工作者有更多創作自由，藉此保持
主創人員優勢，同時提升港產片在中國市場的能見度。此外，2011 年中國大片
票房下滑，
《失戀 33 天》等中、小型製作異軍突起，都會、愛情、驚悚、警匪題
材受到中國新一代觀眾歡迎，也讓熟悉商業類型電影操作的香港電影人有更大發
展空間，不一定拘泥於傳統古裝鉅作，而是以彈性、靈活的創作原則開發不同題
材，挑戰中國資方偏好與官方審查尺度（王日平，2012 年 2 月 1 日；張同祖，
2012 年 2 月 4 日）。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若以 CEPA 後香港電影產業因應 4 種模式來看，為
避免集體北上使香港電影產業持續空洞化，反映香港社會、人文特色的港產片不
復存在，未來，兼顧本土應是活絡香港電影發展的較佳策略，以香港為創作基地，
培育主創、技術人員，藉此保持在中國市場的優勢地位，在巨大的中國框架下，
改變中國電影產業既有結構，捍衛香港電影工作者在中、港合製片中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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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展望─從中、港合製電影經驗放眼台灣

2004 年 CEPA 實施以來，香港電影工作者從引頸期盼到集體北上，透過中、
港合製片站穩中國市場，直到現在 10 年將至，香港電影人卻開始反思 CEPA 對
本土電影產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嘗試尋找北上之外的道路。相較於此，2008 年
《海角七号》帶動台灣電影復甦，以及 2010 年 ECFA 電影進口配額開放後，兩
岸合製電影熱潮才逐步展開，台灣電影工作者大多對此保持樂觀態度，認為合製
有助國片走向海外，開拓更多可能題材與市場。即使眼見香港電影北上造成的產
業空洞化、人才流失問題，曾參與合製的台灣電影人也都表示，由於兩岸和中、
港政治情勢仍有差異，加上台灣不像香港電影長期依靠海外市場生存，形成「哪
裡有錢就往哪裡去」的工作原則（黃志明，2011 年 12 月 28 日）
，台灣電影人早
已習慣自給自足，況且，1980 年代新電影浪潮以來的人文精神仍延續至今，兩
岸合製使台灣電影一味往中國靠攏的可能性較低：
「我不認為台灣會變成香港，香港人習慣跟我們不一樣，他們很商業，
工作速度很快，而且他們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們不是。」（蔡岳勳，
2012 年 3 月 15 日）
「香港電影本來就是游牧民族，所以他們北飄去賺錢……，台灣導演很
機車，他們已經形成一種台灣電影文化，民族意識比較強，自覺性都很高，
不會完全為市場服務，像《賽德克‧巴萊》雖然是一部商業片，但它不完全
是，還是有魏德聖很強的個人堅持。」（黃志明，2011 年 12 月 28 日）
此外，2008 年《海角七号》帶動台灣電影復甦後，多部破億國片如《艋舺》、
《雞排英雄》
、
《賽德克‧巴萊》
、
《陣頭》等，皆強調台灣共同的歷史、社會記憶，
甚至以本土情懷為號召，讓「看國片」成為「愛台灣」的一種表現，成功吸引觀
眾進戲院支持（葉立斌，2012 年 12 月 14 日；蘇詠智，2012 年 10 月 3 日）。反
觀兩岸合製電影，近年只有《愛 LOVE》、《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票房
破億，《星空》、《新天生一對》達千萬水準，其他票房仍約百餘萬，甚至不到百
萬就匆匆下檔，顯示合製電影除了數量有所成長，反映兩岸交流日益密切外，創
作品質依然參差不齊，無法獲得市場肯定（鄭秉泓，2012）。由於目前台灣電影
在產量、票房表現上，本土國片仍是主流，兩岸合製趨勢才剛起步，並未像中、
港合製電影威脅港產片生存空間，因此，多數曾參與兩岸合製的台灣電影工作者
認為，當下台灣產、官、學界應該鼓勵兩岸交流，加緊在廣大的中國市場卡位，
還不用擔心「台灣電影香港化」問題（朱延平，2012 年 2 月 23 日；黃志明，2011
年 12 月 28 日；葉如芬，2012 年 3 月 13 日；蔡岳勳，201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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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使台灣本土製作與合製片之爭尚不明顯，隨著 ECFA 等政策開放，
促進兩岸三地資金、人才流通，跨界市場也逐漸形成，未來，有利進軍中國市場
與國際賣埠的兩岸合製片勢必快速成長（鄭秉泓，2012）。台灣雖不像香港有寰
亞、英皇等大型電影集團做為北上基礎，以及嫻熟的商業電影製作經驗，但未來
具有知名度的主創人員仍可透過加盟與中國資方合作，尋求較為穩定的合製關
係，例如導演鈕承澤、林書宇、楊雅喆加入中國華誼兄弟 H 計劃，24朱延平長期
與長宏影業搭檔，缺乏經驗的台灣電影人難以受中國資方青睞，除非先在台灣成
為票房保證，打響名號，或者藉由電視劇登陸，再轉戰電影產業，否則台灣電影
人實在難以與中、港電影工作爭競爭，站穩中國市場（黃志明，2011 年 12 月 28
日；葉如芬，2012 年 3 月 13 日）。
當兩岸合製成為台灣電影的另一條出路時，在考量兩岸電影法規主創人員比
例限制、中國官方審查制度，以及市場偏好後，台灣電影工作者與北上的香港電
影人一樣，都需思考如何捍衛作自主權，保有平等、互惠的合製關係，而非一味
向中國資方妥協。目前，比起中、港合製電影，兩岸合製尚未成熟，在題材上，
大多強調鄉愁情感和回歸渴望，例如《飲食男女：好遠又好近》、《為你而來》，
或者是以台灣「寶島」為號召，強調兩岸人民同心協力，並融合搞笑、無厘頭的
《寶島大爆走》
、
《寶島雙雄》系列，但無論在中國或台灣，觀眾評價與市場反應
均不理想（鄭秉泓，2012）
。由此可知，台灣電影工作者想透過合製片賺中國錢，
除了得先適應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與資方培養合作關係外，還得克服文化差
異，試圖開發具商業價值且富原創性的題材，兼顧兩岸市場，不只是置入景點、
訴諸情感認同如此簡單。
最後，從 2012 年金馬獎得獎名單來看，台灣電影除了「最佳年度台灣電影
工作者」、「終身成就」、「最佳新導演」3 個獎項外，僅獲得「最佳女主角」獎，
其餘獎項皆由中、港電影獲得，堪稱近年來成績最差的一次（膝關節，2012 年
11 月 24 日），也讓人思考，2008 年《海角七号》後國片看似起飛，榮景背後其
實仍有製作人才缺乏、資金統籌不易、創作類型僵化等問題，與曾是東方好萊塢
的香港電影，以及近年快速崛起的中國電影相比，台灣電影如果想在華語地區立
足，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
因此，政府將兩岸合製視為電影政策的重點項目前，應該先培植健全的產業
環境，盡早與中國官方擬定合製相關協議，保障台灣電影工作者權益。此外，更
須從主創、技術人才培育做起，除了學校教育，可學習香港電影發展局與電影工
作者總會合作，開辦專業訓練班，與業界緊密接軌，改善人力短缺狀況。同時，
積極引入政府、企業投資，輔導各種類型、題材電影開拍，強化行銷機制，擴大
24

2012 年，台灣導演楊雅喆的《女朋友。男朋友》加盟中國華誼兄弟 H 計劃，華誼因此成為該
片 4 個投資公司之一，但並未參與製作，其他為原子映像、威像、中影，皆為台灣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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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片市占率，提升回收，吸引更多資源投入電影產業（麥若愚，2012 年 11 月 26
日；黃茂昌，2008 年 12 月 10 日）
。唯有先站穩本土，台灣電影才有可能攻略海
外，促使國片永續發展，並以香港電影為鑑，避免過度向中國市場靠攏，造成本
土產業空洞化、人才流失等問題。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 2004 年 CEPA 實施後，香港電影工作者集體北上，香港政府與
電影業界的因應策略，中、港合製片從投資、製作，到發行、映演階段，其中的
文化勞動、分工狀況如何改變，香港電影產業是否又因此復甦。最後，參考中、
港合製電影經驗，提出對兩岸合製片的可能想像，當 2010 年 ECFA 政策開放，
兩岸合製趨勢漸興，台灣電影人的態度如何轉變，對台灣電影產業、工作者又造
成哪些影響？
在研究限制與建議上，本研究礙於時間與經費限制，研究者僅於 2012 年 1
月前往香港一周，進行訪談資料蒐集，訪問對象多為香港電影主創人員，其中又
以導演、監製、製片為代表，或者官方代表，並未與其他主創或技術人員接觸，
無法深入了解中、港合製電影中的不同位置工作者的勞動狀況，只能從既有的二
手文獻，以及訪談記錄中推斷。2012 年 11 月金馬獎頒獎典禮前夕，研究者也曾
透過主辦單位接洽入圍的香港技術人員，但最後並未獲得任何回音，無法補充訪
談資料，讓研究結果更為完整。因此，未來若有研究關心此一議題，建議將技術
人員納入訪談對象，藉此釐清中、港合製電影分工與勞動全貌。
此外，本研究主要從產業面探討，透過中、港合製電影產量、票房等數據，
試圖了解 CEPA 對香港電影產業造成的影響，但合製片有各種混雜合作方式，研
究者無法針對每部電影進行分析，只能透過文獻、訪談釐清產業整體狀況，或許
日後研究可選定幾部具代表性的中、港合製電影，從投資、製作、發行、映演階
段做更細緻的描繪。
最後，由於兩岸合製電影才剛起步，未來若簽屬如 CEPA 相關合製協議，對
台灣電影產業、文本類型，甚至電影工作者造成的影響更值得探討，也有待後續
研究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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