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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

踏入 21 世紀
世紀，
， 荷里活電影依靠着其資金
荷里活電影依靠着其資金、
、 題材和技
術，領導世界電影市場
領導世界電影市場，
，幾乎在全球每一個角落
幾乎在全球每一個角落，
，都有
荷里活電影的身影，
荷里活電影的身影
，以及其帶出的文化
以及其帶出的文化。
。
以香港為例，
以香港為例
，我們可以看一看香港歷年來累積票房頭
十位的電影，
十位的電影
，不難發現大受歡迎的電影都是荷里活的作
品。到了第十七位
到了第十七位，
，才發現香港的本土作品
才發現香港的本土作品。
。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初，「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初
，「港產片
港產片」
」風魔全球
風魔全球，
，有說
有說：
：
「有華人的地方
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香港電影的影蹤
就有香港電影的影蹤。」
。」當時香港電
當時香港電
影更是繼荷里活後，
影更是繼荷里活後
，居全球第二電影總產值的地方
居全球第二電影總產值的地方。
。時
至今天，
至今天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香港電影的市場影響力大
不如前。
不如前
。到底荷里活電影如何借助全球化
到底荷里活電影如何借助全球化，
，一步一步地
進入我們的生活？
進入我們的生活
？到底是汰弱留強的文化侵略
到底是汰弱留強的文化侵略，
，
還是能成功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
還是能成功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
？ 下文
將會一一剖析。
將會一一剖析
。

荷里活片捲全球
文化侵略
交流

■ 徐溯

Q：荷里活電影為什麼可以風魔全球，和全球化有什麼關係？
美國政府支持
美國政府一直十
分支持美國的電影
工業，甚至以外交
手段及經濟手段協
助荷里活電影的輸
出。
早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美國推
行 「 馬 歇 爾 計
劃」，以幫助飽受
戰火蹂躪的西歐各
國戰後重建，其中
便要連帶接受美國
輸入電影。

全球性資金來源
荷里活電影成本高昂，平均成本高達 6 千萬
美元，部分「大製作」更達數億美元，如迪
士尼電影公司製作的《加勒比海盜：魔盜王
終極之戰》耗資高達 3 億美元。荷里活電影雖
然產自美國，但資本來源卻是全球性的。如
哥倫比亞和三星電影公司被日本索尼公司收
購，梅鐸的新聞集團也是霍士電影公司的大
股東。藉着這種全球的資本來源，荷里活電
影得以擴大和集中資本，製作更多高質素電
影。
近年，不少中國資金均投入荷里活電影市
場。如最近由湯告魯斯主演的《職業特工隊
5：叛逆帝國》便是由中國資本家馬雲旗下的
阿里影業所投資。

五湖四海的電影從業員
荷里活電影其中一個特色，便是由演員至製
作團隊均來自全球各地。荷里活著名影星彭妮
露古絲為西班牙人，在西班牙語系國家享有很
高的號召力；著名的「澳洲幫」，則以羅素高
爾、米路吉遜和妮歌潔曼為代表。
華人影星方面，有大家熟悉的成龍、李連
杰、楊紫瓊、周潤發等，為荷里活帶來了巨大
商業價值的華人電影市場。這些賣座明星的影
響力甚至超過影片本身，而觀眾往往以喜歡的
明星來作為選擇電影的標準。
至於幕後人員方面，更具全球化的精神，如
知名香港武術指導袁和平，香港導演吳宇森，
當然還有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臥虎藏龍》的導
演李安。

題材廣泛
我們熟悉的香港電影大部分題材是描寫香
港人的生活，以香港為主體。荷里活電影雖
然產自美國，但非單單反映美國人的生活，
反而更多取材自美國以外的地區，不論是歐
洲、拉丁地區，還是中東、甚至非洲。
荷里活電影更多強調世界各地共通，全球
一體化的理念。如《阿凡達》、《星球大戰》、
《侏羅紀公園》
、
《未來水世界》等著名電影，
沒有國與國之間的觀念，反之片中威脅都是
針對整個地球或人類這一個族群，在這些電
影面前，觀眾不再有國家或地域的差別，他
們產生的是一種整體的認同感，正正和全球
化所提倡的「世界公民」、「地球村」概念
不謀而合。

佔全球票房七成

議 題 分 析

在文化產業中，電影是最國際化的
媒介產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從某
種意義上說，荷里活從一開始就在向
全世界推銷美國。荷里活製片人就開
始在主要的國外市場設立辦公室。第
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美國電影乘歐
洲陷於戰爭的混亂中，逐漸取代法
國、英國、德國等傳統的歐洲電影基
地，形成國際化的電影市場。
在上世紀 30 年代以後，外國電影市
場的收入已經佔美國電影總利潤的三
分一到二分一。到了 1995 年，美國電
影已經佔有歐洲票房收入的 75%，由
於衛星傳播和有線頻道的發展，美國
電影在歐洲電視播放的電影中也佔有
70%以上。
據統計，上世紀 90 年代初期，世界
所生產的 4,000 部電影中，荷里活電影
只佔其中數量的不到十分之一，但卻
佔有全球票房的70%。

Q：文化全球化到底是汰弱留強的文化侵略，還是能成功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
時至今天，荷里活電影幾乎佔據了全球票房的四分三，反觀歐洲電影，現今市場佔有率只有1945年的十分一。但這現象到底是福是禍？
文化侵略論
當荷里活電影傳至世界各地後，會壟斷文化領域，令別國電影難以
生存。更嚴重的是，有意見認為荷里活電影是美國向世界各國散播美
國文化和價值觀的工具，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法國康城電影節
的主管 Gilles Jacob 就曾說過：「美國不只會想出口它的電影，更想出
口它的生活方式。」
早在上世紀 30年代，美國政府就意識到，電影和其他大衆文化都不
僅具有產業意義，而且對於宣傳美國政治、文化和擴大經濟影響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用途。在羅斯福執政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荷里
活電影則成為推銷美國形象、美國民主，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文化輸出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歷史意識、社團意
識、宗教意識和文化意識， 淡化甚至重寫這些地區的傳統和文化。即
使近二三十年，不少娛樂性的電影其實都宣揚美國的「英雄們」，把
其他國家塑造成製造混亂的歹角，又或以「美國英雄」為首，拯救地
球。

文化交流論
荷里活電影向全球擴散並不代表是一種文 界各地的也很多。何來美國文化侵略之說？
化侵略，反而是全球化的浪潮改變了荷里活
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不少荷里活電影更
電影的製作。荷里活固然是世界電影工業的 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範例，如動畫《功夫熊
霸主，但事實上，其實這個全球霸主並非十 貓》，打着中國功夫的旗號，以中國國寶熊
分「美國」。
貓做主角，成為老幼咸宜的動畫。外國製作
正如上文提及，荷里活電影題材愈見多 公司成功以自身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把中國
元，以 21 世紀幾個最賣座的電影系列為例， 儒道佛思想和西方神明思想價值觀成功糅
《魔戒》（Lord of the Rings)、《廿二世紀 合。
1998 年拍攝的《花木蘭》更有助將中國的
殺 人 網 絡 》 （Matrix） 、 《 哈 利 波 特 》
（Harry Potter）這些電影，《魔戒》和《哈 本土文化向外國宣揚，電影中採用了中國歷
利波特》都改編自英國作者的同名小說， 史故事花木蘭代父從軍的事跡和中國美術風
《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動作指導班底則基 格；而在影片製作時，音樂效果卻滲入了美
本上是由香港人領導。再看看當今荷里活的 國風格，有效地將中國傳統文化和美國元素
影星以至不同部門的幕後製作人員，來自世 融合，並向全世界宣揚。

概 念 圖

想 一 想
1. 根據上文，指出荷里活電影和全球化的關係。
2. 承上題，有意見指文化全球化是文化侵略，你同意嗎？
3. 「荷里活電影更多強調世界各地共通，全球一體化的理念。」你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戚鈺峰

背景

電影
全球化

答 題 指 引
2. 同意：可指出荷里活電影常出現美國「英雄」，表面上是無分國界種族，但實為一種有選擇性
的文化輸出。反對：可指出從題材和製作班底來看，荷里活電影是不分國族、多元的，另外可
舉出跨國合作的例子支持。
3. 同學宜先界定「世界共通」和「全球一體化」的意思，再針對定義解釋。例如可指出有些電影
題材雖然多元，但卻在經濟上壟斷了別國的電影產業，再加以評論。
■戚鈺峰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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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1.文化侵略論
2.文化交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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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政府支持：
2. 全球性資金來源：
3. 電影從業員來自五湖四海
4. 題材廣泛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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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文化霸權

「文化霸權」是指一個國家從本身的
利益和戰略目標出發，把自身的思想、
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以一種普世價值的
姿態推行至其他國家，從而在世界文化
上建立支配地位。一個國家的文化若成為世界
主流文化，其價值觀就會支配了國際政治秩
序，有助該國高踞國際領導地位。
西方國家將其文化產物大量向外傾銷，這除
了賺取龐大的經濟利益外，還藉此向全球推廣
西方的政經制度、生活模式和價值觀。西方文
化的入侵，使一些國家的文化市場被大規模佔
領，同時削弱人民對自身文化的歸屬感，形成
日益嚴重的「文化帝國主義」。

知

識

延 伸 閱 讀
荷里活電影與全球化關係

1. 可從資金來源、演員國籍、題材等方面切入。

星期一

21 世紀，荷里活電影依靠着其
資金、題材和技術，領導世界電
影市場。

■周潤發出演《魔盜王》，可謂印證了「電影
從業員全球化」這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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