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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的出路 —— 一個偽命題 

陳琳 

 

 

前言 

 

香港電影經歷過輝煌的年代，「港產片」曾盛極一時，但自九十年代起產量逐漸下降，

於是紛紛出現「香港電影已死」、「香港電影何去何從」的論調。除了不死的警匪片不

斷推陳出新，連九十年代大熱的《家有囍事》、《喜劇之王》、《賭神》系列、《古惑仔》

系列都一一在二零一零年後舊調重彈，掛著舊有的名字推出新作，然而皆落得「炒冷

飯」之名。港產片看似風光不再，走到窮途末路，業界在苦覓出路之際，唯有紛紛投 

靠內地主場，渴望尋找新出路，中港合拍片因此成為大勢所趨。事實上，「香港電影已

死」的迷思，與「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的論述如出一

轍，恰如學者亞巴斯（Ackbar Abbas）於《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一書所形容，處

於視而不見的狀態「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本文嘗試從香港電影的市場，

何謂成功的電影的角度切入，並以今年上映的三套本地電影《叔．叔》、《金都》和

《幻愛》作參考，拆解「香港電影的出路」為何是一個偽命題。 

 

「香港市場太小」 

 

香港總被形容為「彈丸之地」，尤其當面對中國大陸十四億人口，香港人口不過七百

萬，從數字來看不過鴻毛。隨著回歸中國，各行各業把目光轉向內地龐大市場，從商

業角度似乎是明智之舉。然而，香港電影過去既不需靠攏內地市場，而香港人口亦一

直以年計增加，何以本地市場如今卻不足以支撐電影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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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官方資料，從一九九三年到二零一五年，香港電影院數目減少近六成，電影院座

位亦減少近七成；香港每十萬人口的電影院銀幕數目在亞洲排名屬於最低之一（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2017）。此現象或可歸因於盜版猖獗、互聯網興起影響觀眾觀影習慣等

原因，就如電影院開場前常見的政府宣傳片中任達華所言：「重偷拍？成個電影業俾你

搞軭晒（整個電影業給你搞垮了）！」i 但電影院作為票房的重要根據地，影院數量減

少對電影票房 收益造成直接衝擊。電影業既被視為香港的八大創意產業之一，當局

有見及此，亦實行一系列措施促進電影業發展，在隨後兩年間酌量增加戲院、座位及

銀幕數目 ii。 

 

電影院數量固然影響票房收益，但同時反映供求問題。根據香港影業協會公佈二零一

九年的票房數據，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一九年首輪上映的電影整體數量每年平均約三百

多部，當中香港電影平均每年只有五十部，其餘皆為非香港電影。補充一點，按照香

港影業協會的準則，「香港電影」的定義為：出品公司中最少有一間須為香港註冊公

司；同時，監製（或出品人）、導演、編劇、男主角或女主角此五個崗位中有一半以上

為香港永久居民；以及影片長度須為六十分鐘或以上，並於香港戲院正式上映及作公

開售票（香港影業協會，2010）。 

  

表格一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五大最高票房的香港電影及五大最高票房

的非香港電影收入資料 iii 

 

五大最高票房的

香港電影 

累積票房 

  HK$ 

五大最高票房的

非香港電影 

累積票房 

  HK$ 

1. 廉政風雲 煙幕 31,360,754 1. 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221,895,530 

2. 掃毒 2 天地對決 24,813,706 2. 反斗奇兵 4 88,53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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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問 4：完結篇 22,542,990 3. 蜘蛛俠：決戰千里 84,788,927 

4. 新喜劇之王 21,969,874 4. Marvel 隊長 76,043,088 

5. 淪落人 19,811,169 5. 小丑 60,896,272 

資料來源：香港票房有限公司（2020）。《2019 年香港電影市道整體情況》。香港：香

港影業協會。 

 

從表格一所見，若單以五部最高票房電影作參考，非本地電影的票房收入相比本地電

影超過四倍以上。因此，不論從電影產量或觀眾參與程度而言，供應和需求都不利於

支撐電影院經營。久而久之，電影院亦傾向將檔期編排給非本地電影，形成本地電影

低票房的惡性循環，香港市場自然「越做越細」。 

 

「香港電影已死」 

 

影評人朗天於《香港有我——主體性與香港電影》一書提出「港片死亡之謎」，點出千

禧年後因香港電影產量下降，開始出現「香港電影已死」的論述，坊間認定必須投靠

內地市場才能重生；作者則對此提出質疑，並提出香港電影要突破所謂困局，問題應

取決於其主體性。 

 

回到製作層面，本地導演爾冬陞曾於訪問中引述「有人」形容香港近年的小型製作都

是「有病的電影」，例如「《一念無明》講精神病，《麥路人》主角沮喪的，《淪落人》

等」，「目前的環境的確是個死局。」（劉，2020）香港電影的主體性就如香港人的身份

認同般難以捉摸，香港電影從早期邵氏電影到後來集合功夫片、武俠片、笑片，甚至

三級片，各種類型包羅萬有，充滿活力；發展至今，被形容為「有病的電影」，或許 

也是現實社會的寫照。如訪問真的如實引用爾冬陞的原句，驟眼看似乎有理，但實際

反映受訪者或「有人」只聚焦於「有病」的電影（以精神病患、身障人士為題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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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影反映的社會問題以「有病」一言以蔽之（例如《麥路人》主要描繪寄居於快餐

店的低下階層，重點並非病患），卻無視了其他類型、較「正面」的電影，例如《點五

步》（2016）（以棒球為題材）、《以青春的名義》（2017）（師生戀）、《空手道》

（2017），則未免以偏概全。雖然這幾套電影由於宣傳不足、題材非主流，相對大型製 

作的確知名度不足；但同時亦引伸一個問題——既然香港電影一直在生產，所謂的

「死局」有多大程度是事實？還是只因香港人（甚至製作人）沒有關注或留意本地電

影？然而，訪問的確也點出了本地電影業的一個關鍵問題——對比黃金時期，香港電

影的產量下降，亦失去了以往的「木人巷」訓練，令製作團隊缺乏足夠機會磨練和進

步。即使過往亦曾出現初拍長片便嶄露頭角的優秀新晉導演（例如麥曦茵、黃進，甚

至彭浩翔），亦只屬少數。另一方面，對於監製及投資者最「致命」的問題是，香港電

影不如以往般容易賣埠。於是在業界的重覆論述下，香港電影的發展被鑑定為患了絕

症般岌岌可危；又假如香港電影真的垂老兮兮，重覆的「已死」論述更如已自我放棄

的患者，因心理誘因加速了病情。 

 

（圖片擷取自： https://mypaper.pchome.com.tw/kitty191/post/1375867572 ） 

https://mypaper.pchome.com.tw/kitty191/post/137586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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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電影」定義 

 

投資者因認定香港市場狹窄、香港電影不景氣，故一心靠向內地市場，中港合拍片亦

由此而生。要打入內地市場，先勿論要通過內地影視嚴格的審查制度，製作人若一心

迎合內味觀眾的品味亦未必能打響如意算盤。從彭浩翔的《志明與春嬌》系列 iv 電影

可見，續作《春嬌與志明》雖加入內地演員領銜主演，在內地坐擁七千萬票房收入，

但口碑卻一般，反而《春嬌救志明》重新聚焦本地演員，賣弄港式笑話，內地觀眾卻

似乎十分受落。 

 

從廣義而言，要判斷一套電影成功與否，離不開「叫好叫座」，除了票房之外，口碑、

獎項、影響力亦是參考準則。雖然香港電影票房表現疲弱，但小眾電影近年卻備受關

注。本地電影發行公司高先電影在二零二零年連續推出《叔．叔》、《金都》和《幻

愛》，三套電影被稱為「高先三寶」（下稱「三寶」），在製作及題材方面都有別與近年

的主流港產片，既非中港合拍片，亦沒有「大卡士」，主要採用年輕新演員、「綠葉」

演員及舞台劇演員；題材涉及老年男同志、「中女」婚姻觀、精神病患者。在疫情影響

下，今年電影市場受到重創，戲院不時需要關閉，票價亦大減，但《幻愛》票房收益

仍超過一千五百萬，並榮獲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至於票房收入較一般的

《金都》和《叔．叔》，除了於金馬獎獲多個提名，後者更入選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

元。當然，《幻愛》票房大收亦歸功於疫情下電影檔期拖長，吸引更多觀眾因口碑而入

場；事實上，筆者之所以觀賞此三套電影，主因亦是由於票價減半，並受「三寶」的

口碑影響而入場。在此電影業寒冬中，「三寶」在低製作成本的情況下（其中《金都》

更是透過香港電影發展局「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撥款資助）能叫好叫座，已算功得圓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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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02771/%E9%87%91%E9%83%BD%E5%

BD%B1%E8%A9%95-%E9%A6%99%E6%B8%AF%E5%89%8D%E8%B7%AF-

%E7%8C%B6%E5%A6%82%E7%82%BA%E8%87%AA%E7%94%B1%E8%AA%A4%E5%A2%AE-

%E4%BA%8C%E6%AC%A1%E5%81%87%E7%B5%90%E5%A9%9A-

%E5%B2%94%E8%B7%AF%E7%9A%84%E5%A5%B3%E5%AD%90 ） 

 

凡製作必牽涉時間、場地、人（製作團隊），在有限的資金下，反而刺激創作人思考如

何殺出血路、找回定位。「三寶」題材雖各異，但大體還是離不開談論愛情，從場面調

度也處處可見本土情懷、人文風景的再現，電影在公共屋邨、社區中心、公園、海

傍、行人隧道實境拍攝，佈滿尋常生活的軌跡。香港充斥大大小小商場，舊式平民商

場被大型高檔商場逐步取代，《金都》卻取材自以婚嫁用品為主的金都商場，緊扣戲中

婚姻的命題；說實話，如非因為此電影，筆者本身也未聽聞這個商場。屯門總被標籤

為「大西北」偏遠地區，網民常笑說「屯門要騎牛上學」，《幻愛》卻罕有地捕捉了屯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02771/%E9%87%91%E9%83%BD%E5%BD%B1%E8%A9%95-%E9%A6%99%E6%B8%AF%E5%89%8D%E8%B7%AF-%E7%8C%B6%E5%A6%82%E7%82%BA%E8%87%AA%E7%94%B1%E8%AA%A4%E5%A2%AE-%E4%BA%8C%E6%AC%A1%E5%81%87%E7%B5%90%E5%A9%9A-%E5%B2%94%E8%B7%AF%E7%9A%84%E5%A5%B3%E5%AD%90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02771/%E9%87%91%E9%83%BD%E5%BD%B1%E8%A9%95-%E9%A6%99%E6%B8%AF%E5%89%8D%E8%B7%AF-%E7%8C%B6%E5%A6%82%E7%82%BA%E8%87%AA%E7%94%B1%E8%AA%A4%E5%A2%AE-%E4%BA%8C%E6%AC%A1%E5%81%87%E7%B5%90%E5%A9%9A-%E5%B2%94%E8%B7%AF%E7%9A%84%E5%A5%B3%E5%AD%90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02771/%E9%87%91%E9%83%BD%E5%BD%B1%E8%A9%95-%E9%A6%99%E6%B8%AF%E5%89%8D%E8%B7%AF-%E7%8C%B6%E5%A6%82%E7%82%BA%E8%87%AA%E7%94%B1%E8%AA%A4%E5%A2%AE-%E4%BA%8C%E6%AC%A1%E5%81%87%E7%B5%90%E5%A9%9A-%E5%B2%94%E8%B7%AF%E7%9A%84%E5%A5%B3%E5%AD%90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02771/%E9%87%91%E9%83%BD%E5%BD%B1%E8%A9%95-%E9%A6%99%E6%B8%AF%E5%89%8D%E8%B7%AF-%E7%8C%B6%E5%A6%82%E7%82%BA%E8%87%AA%E7%94%B1%E8%AA%A4%E5%A2%AE-%E4%BA%8C%E6%AC%A1%E5%81%87%E7%B5%90%E5%A9%9A-%E5%B2%94%E8%B7%AF%E7%9A%84%E5%A5%B3%E5%AD%90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02771/%E9%87%91%E9%83%BD%E5%BD%B1%E8%A9%95-%E9%A6%99%E6%B8%AF%E5%89%8D%E8%B7%AF-%E7%8C%B6%E5%A6%82%E7%82%BA%E8%87%AA%E7%94%B1%E8%AA%A4%E5%A2%AE-%E4%BA%8C%E6%AC%A1%E5%81%87%E7%B5%90%E5%A9%9A-%E5%B2%94%E8%B7%AF%E7%9A%84%E5%A5%B3%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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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另一面貌，令連接「屯天元」的輕鐵也成了浪漫的場景。《叔．叔》雖以男同志為

題，但描繪了於香港的情景下退休老人的暮年生活，姑勿論藝術處理上的質素高低，

當中蘊含的人文關懷和溫度實屬難得。寫實之外，從「他者」的角度看，香港的

「井」字型屋邨向來是攝影的素材，高樓林立下的市井面貌，也總刺激中外的流行文

化創作，當中尤以 Cyberpunk（數碼龐克）獨樹一格，取材自香港的作品有《銀翼殺

手》、《攻殼機動隊》；甚至近年的荷里活製作《變形金剛》也特地到香港進行實境拍

攝，《奇異博士》則參照香港的街道搭建廠景拍攝。 

 

 

（圖片擷取自： https://jet.my-magazine.me/article/detail/Interview/11384） 

 

與此同時，製作人亦要在僅有的資金下折衷，選角時未能聘請明星等「大卡士」，反而

開拓新氣象；「細有細做」亦盡顯香港人的靈活性。「三寶」主要演員皆為本地演員

（除了《金都》因劇情講述中港婚姻而聘用內地男演員作配角），其中《叔．叔》兩位

主角均是資深甘草演員（袁富華、太保）。另外，亦聘用不少舞台劇演員，例如朱栢

康、區嘉雯、潘燦良等，都是演技精湛但於銀幕上不常見的臉孔。電影與舞台劇雖是

https://jet.my-magazine.me/article/detail/Interview/1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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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業，電影業採納舞台劇演員，有助促進兩者的交流、擴闊觀眾層，打破以往不

相往來的局面。在《幻愛》的觀影熱潮下，兩位主角劉俊謙、蔡思韵最近參與的舞台

劇《午睡》即使由小型劇團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製作，門票也罕有地甫開售便極速售

罄。 

 

 

（圖片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93881/%E5%B9%BB%E6%84%9B-

%E5%B0%8E%E6%BC%94%E8%A6%AA%E8%A7%A3%E5%B1%AF%E9%96%803%E5%A4%A7

%E5%8F%96%E6%99%AF%E4%BD%8D-

%E5%8A%89%E4%BF%8A%E8%AC%99%E5%A4%A7%E8%AE%9A-

%E5%B1%AF%E9%96%80%E7%A2%BC%E9%A0%AD%E6%9C%80%E9%9D%9A ) 

 

小眾電影變得普及，也反映觀眾的口味變化。一如電視節目，即使畫面有多高清、特

技有多花巧，內容一旦脫離現實，與生活失去連結，長遠而言便難以引起一般觀眾的

共鳴，例如曾大熱一時的宮鬥片、爭產片經過再三「炒冷飯」後已無以為繼。「三寶」

可貴之處在於重新聚焦於「銀幕的少數、現實的大多數」族群——老人、勞動階層

「打工仔」；即使《幻愛》以精神病患為題，但男主角也只是一個尋常「屋邨仔」。站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93881/%E5%B9%BB%E6%84%9B-%E5%B0%8E%E6%BC%94%E8%A6%AA%E8%A7%A3%E5%B1%AF%E9%96%803%E5%A4%A7%E5%8F%96%E6%99%AF%E4%BD%8D-%E5%8A%89%E4%BF%8A%E8%AC%99%E5%A4%A7%E8%AE%9A-%E5%B1%AF%E9%96%80%E7%A2%BC%E9%A0%AD%E6%9C%80%E9%9D%9A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93881/%E5%B9%BB%E6%84%9B-%E5%B0%8E%E6%BC%94%E8%A6%AA%E8%A7%A3%E5%B1%AF%E9%96%803%E5%A4%A7%E5%8F%96%E6%99%AF%E4%BD%8D-%E5%8A%89%E4%BF%8A%E8%AC%99%E5%A4%A7%E8%AE%9A-%E5%B1%AF%E9%96%80%E7%A2%BC%E9%A0%AD%E6%9C%80%E9%9D%9A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93881/%E5%B9%BB%E6%84%9B-%E5%B0%8E%E6%BC%94%E8%A6%AA%E8%A7%A3%E5%B1%AF%E9%96%803%E5%A4%A7%E5%8F%96%E6%99%AF%E4%BD%8D-%E5%8A%89%E4%BF%8A%E8%AC%99%E5%A4%A7%E8%AE%9A-%E5%B1%AF%E9%96%80%E7%A2%BC%E9%A0%AD%E6%9C%80%E9%9D%9A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93881/%E5%B9%BB%E6%84%9B-%E5%B0%8E%E6%BC%94%E8%A6%AA%E8%A7%A3%E5%B1%AF%E9%96%803%E5%A4%A7%E5%8F%96%E6%99%AF%E4%BD%8D-%E5%8A%89%E4%BF%8A%E8%AC%99%E5%A4%A7%E8%AE%9A-%E5%B1%AF%E9%96%80%E7%A2%BC%E9%A0%AD%E6%9C%80%E9%9D%9A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93881/%E5%B9%BB%E6%84%9B-%E5%B0%8E%E6%BC%94%E8%A6%AA%E8%A7%A3%E5%B1%AF%E9%96%803%E5%A4%A7%E5%8F%96%E6%99%AF%E4%BD%8D-%E5%8A%89%E4%BF%8A%E8%AC%99%E5%A4%A7%E8%AE%9A-%E5%B1%AF%E9%96%80%E7%A2%BC%E9%A0%AD%E6%9C%80%E9%9D%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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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資者角度，票房收入、「賣得」當然是成功的指標，但從文化層面而言，一套 電

影的價值並非只取決於實際收益。去年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以荒誕形式揭露貧富

懸殊，雖是純本土製作卻享譽國際，榮獲奧斯卡金像獎及金球獎等多個國際獎項；同

樣描繪低下階層的日本電影《小偷家族》亦於康城影展獲得「金棕櫚獎」。即使題材小

眾，藝術及技術上的處理亦可殺出重圍。可見投資者若一味擁抱內地市場而缺乏國際

視野，等同孤注一擲，顧此失彼。 

 

每當論及如何「重振」香港電影（潛台詞又回到「香港電影已死」），另一論調則是討

論如何「衝出國際」。常說「劇本是一劇之本」，此不單指劇場，也套用於電影。即使

本土情懷能成為「賣點」，若以此為唯一賣點，必不能持久。以電影質素而言，「三

寶」尚有許多進步空間，例如劇本的完整及流暢度、鏡頭敍事及剪接技術等，始終流

於獨立製作的水平及格局（筆者並非有意貶低獨立製作，只是獨立製作事實上有其局

限）。如果「三寶」本身並非「本土」電影，而是外國製作或中港合拍片，觀眾的反饋

會否不同？一如當年《十年》獲第三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坊間亦有評

論指出只是在此政治氣候下的情感主導，尤其電影本身是五套各不相干的短片合集

（雖然以同一命題出發）而非一套完整的長片。因此，回到最根本的問題，與其著眼

於香港電影如何「衝出國際」，不如套用想當年的電視廣告名句：「要贏人，先要贏自

己」v 電影雖是工業，但畢竟是一門藝術，以戲論戲，先做好一個製作，以質素取勝才

是王道。 

  

近年除了百老匯電影中心，百老匯旗下的 MOViE MOViE 亦相繼於太古坊、金鐘開設

電影院，以及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影院，都提供較「冷門」的電影。高先電影據聞

亦將於二零二零年底在西環開設電影院，並以類近百老匯電影中心作定位，主要放映

小眾或獨立電影，雖然暫時只聞樓梯響，但足見小眾電影有其市場。要令電影市場發

展更蓬勃，當然不能單靠小眾電影，但電影院的數量增加，無疑令電影業更百花齊

放，只要令更多觀眾入場，提升票房收益，自然吸引投資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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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https://ezone.ulifestyle.com.hk/article/2880568 ） 

 

結語 

 

總括而言，香港從來不乏好題材和好的製作團隊，根本問題匱乏的是「被看見的機

會」。在商言商，投資者如何對本地製作重拾信心、製作人又如何提升作品質素，實是

一場資金與創作、麵包與夢想之間的角力。但投資者若能將目光重新放到香港市場，

由上而下的資金投放，使創作人無須顧慮，有更大自由度發揮，才能對業界甚至香港

的文化有更好的發展。所謂機會，亦不啻指投資者的資金，更指本地觀眾的支持和討

論。套用白居易的詩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假使只迷戀香港電影過去的光輝歲月，等同於對岸瞭望苦等不存在的出路，同時對一

眾深耕細作的本地電影工作者視而不見，否定其努力，那麼這片土壤將更加無以為

繼。 

 

 

https://ezone.ulifestyle.com.hk/article/288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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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i 知識產權署（2009）。《反戲院盜錄宣傳片》。香港：知識產權署。 

 

ii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8 年《立法會一題：促進香港電影院發展的措施》提及「二

零一七年相較二零一五年，戲院數目由 47 間增加至 53 間，增幅為 12.8%；座位數目

則由 37 779 個增加至 38 976 個，增幅為 3.2%；而銀幕數目則由 209 增加至 237，增

幅為 13.4%。」。 

 

iii 新聞稿發佈於 2020 年 1 月 2 日，原表列出十部最高票房的香港及非香港電影及上

映日期，本文只節錄五部最高票房電影收入資料。 

 

iv 《志明與春嬌》（2010）為本地製作；《春嬌與志明》（2012）及《春嬌救志明》 

（2017）為中港合拍片。前兩者在內地影音評論網站「豆瓣」的評分分別為 7.9 及 7

分；《春嬌救志明》在另一內地流行的影音網站「貓眼」評分達 8.8 分。 

 

v 來自 1997 年和記新幹線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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