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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與認同政治：以周青元電影為例 

 

摘要 

 

千禧年前後乃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國家獨立前因各種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讓曾經興盛一時的馬來亞華語電影運動停息，同時間國

內電影產業邵氏與國泰二大巨頭因馬來民主主義興起，而遭受打壓被迫放棄馬來

西亞市場轉移到香港，間接導致馬華電影發展落後於大中華地區，讓馬華社會電

影消遣選擇僅能局限在海外電影。 

直到 2010 年本地新晉導演周青元推出以強調本土馬華文化的賀歲片《大日

子》，才開啟了馬華電影新的契機。《大日子》後亦相繼推出以本土華人文化認

同為主的賀歲電影《天天好天》（2011）、《一路有你》（2014），以及以三大

族群作為討論議題的國家足球電影《OlaBola》從而奠定周青元於國內影圈的地位，

風格從賀歲三部曲到以三大族群為號召的國家電影創作改變體現了馬華社會認

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上的轉變。 

本研究將以周青元三部賀歲電影作為分析文本，從中篩取文本中所再現的文

化元素，藉此探討馬華文化認同與電影文本之間的關係。接著將解析馬來西亞華

語電影於千禧年後崛起與人民國族意識覺醒之關係，再從周青元電影《OlaBola》

因歷史改編而引起的社會爭議事件，分析國家政治對電影創作的影響。 

研究發現馬來西亞執政者從分而治之的治國政策到「一個馬來西亞」理念，

皆讓一直處於弱勢的馬華社會在認同政治層面不斷經歷擊碎與重組的過程，而周

青元初以華人傳統意識為創作題材到強調國族認同的歷程，也體現出導演個人所

賦予的國族寓言以及馬來西亞各族群間對於「和諧平等」的渴望想像。 

 

 

關鍵字：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文化認同、認同政治、分而治之、「一個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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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研究者本身是一名馬來西亞華人，生於八零年代，是一個香港全線拍粵語片

的年代，是周星馳及許冠文三兄弟無厘頭喜劇發展的年代，同時也是李小龍充滿

民族色彩的功夫片及成龍功夫喜劇全盛開展的年代。回顧以往生活經驗，馬來西

亞華人的電影收視習慣與選擇大部分來自香港、好萊塢與新加坡，其中香港為最。 

馬來西亞華人的電影娛樂文化長期沉浸在外國電影，直到 2010 年才出現第

一部由本地導演周青元執導的華人賀歲片－《大日子 Woohoo!》（以下簡稱《大

日子》），並且在上映之後獲得亮眼票房。對於本地華語電影火熱的現象，馬來

西亞影評人楊劍（2011）則認為主要來自文化上的認同與共鳴，因為一部電影可

以成功打進市場的最終原因，還是要仰賴文化滲透（中國專題網，2011.08.27)。

馬來西亞電影製片商馬特威（Metrowealth）首席執行員張秋發（2011）則認為：  

 

「馬來西亞幾部票房成功的華語電影，都有其特殊因素，例如《大日子》

是在收費電視台與電台的廣告效應下，才導致票房成功，若將廣告費放

進預算，則一定是虧損（《星洲新聞網》，2011.12.29）。」 

 

《大日子》的成功主要依靠華人本土文化的共鳴，以及媒體業的大量廣告宣

傳，吸引了馬來西亞華人的關注，而這部以馬來西亞華人為主題的賀歲片出現，

讓馬來西亞農曆新年賀歲片的市場多了一項選擇，不再受限於香港與新加坡，也

讓研究者開始對賀歲片的概念有不少改變，馬來西亞本土也能有屬於自己的賀歲

片，充滿著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與色彩的電影製作。 

研究者於 2010 年到台灣留學至今（2016），雖然身在異鄉，但每年寒假期間

仍會返鄉度過華人傳統節日-農曆新年；在這些返鄉經驗中發現，自身因為長時

間在海外，因此對馬來西亞過去文化的認知感受與現今的變化進展出現了斷層，

更在 2014 年返鄉時，發現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出現不少異動，華人每逢農曆

新年必去消費的賀歲片，已經不再把香港製作的賀歲片作為首要選擇，而是開始

傾向支持本土製作的華人賀歲片，如 2014 年由周青元所執導的《一路有你》上

映 6 天票房就突破 3,700 萬台幣，截至下檔為止總得票房約 1 億 7 千萬台幣票房

（資料來源：國家電影發展局「FINAS」），該電影受歡迎程度令研究者感到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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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因為從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僅佔全國 21.8％（6,584,700）的數據推斷，是難以

達到如此高票房成績，而該電影導演周青元對此現象回應： 

 

「《一路有你》一下超越了馬來片，成為最高票房，如果從人口上來計

算，絕對是一個奇蹟，因為馬來西亞華人的人口，只佔據二十多 percent，

因此票房超越一億其實是大部分華人都在看，並且可能重複再看 (無界

限講堂：大夢無敵，2014)。」 

 

《一路有你》的巨額票房以及周青元口述的「奇蹟」，引發研究者欲瞭解馬

來西亞本土華語電影蓬勃發展的現象。《一路有你》電影，主要描述本土華人的

傳統文化，與西方洋人文化之間所產生的衝突與和解過程貫穿整部電影，電影中

以父女間的親情、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愛情觀以及一群老同學間的友情作為整部電

影的主要結構，其題材雖非一般商業片或動作驚悚片，但卻成功地造就亮眼票房，

開拓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新局面。從這些現象觀察可得知，深受香港與好萊塢商

業電影影響多年的馬來西亞華人，已經開始將觀影選片，轉向本土華語電影創作，

不再限於國外影視。 

 

第二節、研究目的 

（一）、馬來西亞本地華語電影崛起 

 

「大馬首部中文賀歲電影《大日子 Woohoo！》創下逾 4,000萬台幣累積

票房紀錄，導演周青元週六（3月 27日）率領一眾演員「衣錦還鄉」重

返電影主要拍攝地點米昔拉漁村辦慶功宴！導演周青元在慶功宴上受

詢時，《大日子 Woohoo！》在本地戲院上映 9週，並成功寫下約 4,000

萬台幣票房紀錄（《星洲新聞網》，2010.03.28）。」 

 

《大日子 Woohoo！》是馬來西亞於 2010 年 1 月 14 日賀歲檔期上映的本土

華語電影，電影名稱中的「Woohoo」乃取自華人民間習俗「舞虎」之諧音，影片

內容主要講述位於馬來西亞東海岸的米昔拉村，每逢一甲子（六十年）必定要以

「舞虎」酬神祭奠，該項傳統唯一繼承人連八記（蕭斐弘飾）隨著時光流逝體力

不再，無法繼續「舞虎」的工作。另一線故事則圍繞在五位來自城市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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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城鄉之別以及華人民間習俗等元素，建構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特色的電影作

品。 

《大日子》在上映後獲得空前的高票房，並在當時引起馬來西亞各大中文媒

體爭相報導，而能夠引起媒體關注的亮點有二：1、2010 年以前，在「賀歲檔期」

期間所上映的賀歲電影幾乎都來自香港與新加坡，直到《大日子》出現以本土賀

歲電影為題材，才打破「賀歲電影等於港新製作」的固有局面；同時「首部本地

華語賀歲電影」也成為此電影的最佳宣傳亮點。 

第 2 個吸引媒體注意的亮點則是，《大日子》所得票房（約 5,000 萬台幣）

已遠超過以往所製作的本土華語電影，如 2006 年的《第三代》（約 80 萬台幣票

房）以及 2008 年上映的《近打 1881》（約 260 萬台幣票房），《大日子》刷新

了馬來西亞本土華語電影票房紀錄，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市場帶來新的刺激，同

時喚醒本地企業家對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的投資意願（票房資料來源：馬來西亞國

家電影發展局）。 

 

「2010年是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具有意義的一年，不到半年以來，所上映

大馬製作的華語電影紛紛告捷。《大日子》在賀歲檔期，面對多部香港

賀歲片圍攻下，依然贏得 5,000萬台幣票房的漂亮成績；而正上映的《初

戀紅豆冰》更是持續火熱，有望再創下另一部 5,000萬台幣票房的華語

電影紀錄（《星洲新聞網》，2010.05.02）。」 

 

如上所述，2010 年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可謂是極具意義的一年，繼周青

元所導演的《大日子》後，隨及連帶數部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紛紛湧現，另一部同

具代表性電影，則是由歌手轉型到導演的阿牛（陳慶祥）自導自演的《初戀紅豆

冰》，該電影講述一對青梅竹馬的年青男女，從青澀的年少情懷到成年後所必須

經歷的生活磨練，故事透過親情、愛情與友情等元素，相互交織出觀眾共同經歷

過的「回憶」。 

《初戀紅豆冰》的票房在上映 4 天內則突破千萬台幣票房，並在 20 天後達

到約 3,500 萬台幣（《星洲新聞網》，2010.04.20）；距離不到一年時間，周青元

執導的《天天好天》賀歲電影則借助《大日子》的電影口碑與宣傳所帶來的市場

價值，於 2011 年 1 月 13 日賀歲檔期上映並獲得 6,500 萬票房。本地華語電影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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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票房相繼報捷的佳績，讓當時國內各大中文媒體紛紛報導有關本地華語電影製

作開始崛起的議題，並藉此呼籲華人支持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營造出本地華語電

影市場擁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現象。 

從以上論述可發現，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於 2010 年得以發展的原因，主

要是因為周青元導演製作的華語電影成功為本地市場與投資意願帶來刺激；而其

電影中所具備的本土意識與文化認同議題對於本地市場的重要性與影響性為何？

也成為研究者所著墨的研究面向，並藉以探討本土華語電影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

聯性，以及高票房背後的成功因素。 

隨著數部本地電影受到市場的認可後，開始吸引企業家參與投資，同時本地

電影製作人也開始展露鋒芒，推行一系列發展計劃。2012 年 4 月由一批電影人

（鄭建國製作人兼導演、鄭雄城製作人以及陳慶祥導演等）創立「馬來西亞中文

影視協會」，以促進馬來西亞中文電影電視業的發展作為最終目標；爾後在 2013

年 9 月舉辦馬來西亞首屆名為「金箏獎」的本土華語電影頒獎典禮，並將從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所上映的 26 部（見表 1）馬來西亞華語電

影自動納入候選名單（馬來西亞中文影視協會，2013）。 

 

表 1-1 

「金箏獎」26 部本土華語電影候選名單1 

上映年份 電影名稱 電影類型 電影票房（台幣） 

2010（5 部） 大日子 賀歲/喜劇/親情 5,000 萬 

初戀紅豆冰 喜劇/愛情 3,500 萬 

搖滾單車夢 喜劇/愛情 未公佈 

鬼馬家族 喜劇/親情 未公佈 

Lelio 婆婆 喜劇/愛情 未公佈（約 1,500 萬） 

2011（6 部） 天天好天 賀歲/喜劇/親情 6,500 萬 

笑著回家 賀歲/喜劇/親情 4,000 萬 

大耳窿 動作/懸疑 未公佈 

辣死你媽 2.0 劇情/喜劇 7,000 萬 

23：59 驚悚/恐怖 未公佈 

結婚那件事 喜劇/愛情/親情 3,800 萬 

                                                           
1
 以上資料由為研究者整理自「馬來西亞金箏獎官方社群」、「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局（FINAS）」、

「本地電視節目的情意結」本地華語電影社群與各大線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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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5 部） 笑詠春 喜劇/愛情 未公佈 

撞鬼 驚悚/恐怖 未公佈 

大英雄小男人 喜劇/愛情 3,800 萬 

阿炳心想事成 賀歲/喜劇/親情 7,560 萬 

龍拳 動作/喜劇 1,260 萬 

行差踏錯 喜劇/懸疑 7,00 萬 

老友開心鬼 喜劇/鬼怪 1,080 萬 

魂不散 驚悚/恐怖 630 萬 

母親的眼淚 劇情/親情 70 萬 

肉骨茶 驚悚/懸疑 250 萬 

鬼佬大哥大 喜劇/勵志 3,450 萬 

貪心鬼見鬼 喜劇/鬼怪 未公佈 

甲洞 動作/劇情 2,090 萬 

金童玉女 喜劇/愛情 1,350 萬 

收爛帳 喜劇/動作 210 萬 

 

從表 1-1 所顯示的數據，可發現馬來西亞本土華語電影成長率從 2010 年的

年產量 5 部到 2012 年年產量飆升到 15 部，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發展生態來

說是一大躍進。2011 年《天天好天》約 6,500 萬台幣票房以及《辣死你媽 2.0》約

7,000 萬台幣票房，再次突破歷年馬來西亞本地華語電影票房；而從 2012 年電影

製作產量暴增為 15 部的數據可發現本地華語電影已經成為電影製作公司及投資

商感興趣的題材對象，讓本地華語電影產制隨著大量資金流入，提升華語電影能

見度。 

（二）、定義由時代決定：屬於「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位置 

1、兩岸三地對「華語電影」的定義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盛名於千禧年後，但國內對於華語電影的命名依然混淆不

已，從馬來西亞中文媒體的命名定義發現，皆以「中文電影」指稱，而本地製作

的「中文電影」則被稱為「本地中文電影」；反觀中國、香港、台灣（以下簡稱

兩岸三地）對於此名詞定義更彰顯得五花八門。 

對此李鳳亮（2008）指出在近代電影研究中，英文語境中便出現了一系列指

稱性的概念，如「Chinese cinema」、「Chinese national cinema」、「Chinese language 

film」、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Comparative Chinese cinemas」、「Sinophone 

cinema」等，與之相關的中文語境中則出現了「中國電影」、「中國民族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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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電影」、「華語電影」、「漢語電影」、「跨國華語電影」、「比較華語

電影」等。 

回顧兩岸三地的華語電影發展史，當地電影人與學者也曾為了命名苦惱不已，

魯曉鵬（2008）於《跨國華語電影：研究的新視野訪談錄》針對華語電影在不同

地域的定義與爭議作出相關說明，當時學術界對於電影名稱的定義因國家地域性

差異，其定義有所不同，如過去台灣學術界談到中國電影時，都會將台灣、內地、

香港三地的電影分別叫做「國片」、「內地片」、「港片」；然而這種定義卻引

起了中國學者的不滿並抗議，因為從中國學者的角度觀看，內地才是主體，中國

電影才能著稱為「國片」，而此問題在兩地交流時更為明顯，最後為了能讓兩岸

三地摒除疆域之別，進而發展出以語言共同體角度為主的定義，統一稱為「華語

電影」，並在 1990 年正式確立（葉月瑜，1999；魯曉鵬，2008）。 

「華語電影」定義先在兩岸三地學術圈出現，而在海外英語學術圈並未有相

關對應詞，最後魯曉鵬與葉月瑜兩位學者才提出「Chinese-language film」此概念，

於英語學界把它理論化、主流化（魯曉鵬，2008）。 

2、1950 年代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 

從上文可見「華語電影」一詞是為了磨合兩岸三地學術疆域之間的平衡而產

生；然而馬來西亞因多元文化與政治政策特殊性導致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異於傳統

必須與兩岸三地作明確切割，重新命名與定義。關於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概念早在

五零年代末就被新加坡國泰機構導演兼發行人易水（原名：湯伯器）引申討論，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5 月間，當地華語報章《南洋商報》影藝版刊載了大量書

名為「易水」的文章，內容皆為呼應抵制香港華語電影，提倡利用本土人才以及

本土製作華語電影（許維賢，2011），而近代學者麥欣恩（2009）將這段本土華

語電影發展時期簡稱為「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 

「馬來亞化華語電影」主張以完全本土化的概念，從上而下貫穿整部電影攝

製；不僅拍攝地點僅局限於馬來半島攝製，所有的演員以及電影工作者將必須由

本地人（不分種族）擔任，同時語言將採用「馬來亞化」華語，意指可以夾雜各

種方言，以及在地所使用的國語（馬來語）（麥欣恩，2009；引自易水，1959）。 

「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的形成原因與當時新馬的政治氣候，以及本地電影工

作者對香港電影的抵制息息相關，研究者將其分為「新馬合併與建國」及「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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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與本土文化認同」兩部分；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

在 1961 年提出與馬來西亞合併以爭取獨立的策略；而「馬來亞意識」在新加坡

官方特意宣導的論調下日益升溫，同時香港電影品質下降，香港電影雖使用大量

南洋題材卻未能再現本地華人生活文化，更引起本地電影工作不滿與抵制，並開

始發起跨種族合作（馬來族群與華人族群）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一方

面呼應官方所描繪「馬來亞化」建國想像，另一方面則透過該運動抵制香港電影

（麥欣恩，2009）。以上關於「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的發展，將在下一章節歷史

文獻回顧部分做進一步討論。 

3、「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命名定義 

「馬來亞化華語電影」推行後，易水於 1958 年陸續在《南洋商報》副刊《影

藝版》中發表了數篇文章，解釋「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的概念與目的；文章中指

出「馬來亞化華語電影」必須完全由本地人製作，而其中所指的「馬來亞化」，

其實是一種文化混合的概念，是由馬來族群、華人族群以及印度族群而衍生的文

化混合體。再者「馬來亞化華語電影」並不會完全以華語製作，而是可以混合多

種文化元素，多種方言等，甚至加入馬來語，而這種語言表現方式也被學者們稱

為「語言混雜文化」。當時國泰克裡斯片廠的運作就是一種馬來亞化的呈現方式，

片廠中的技術人員多為華人，演員與導演等卻是馬來人，而這種跨種族的合作模

式則是「馬來亞化」的核心理念（麥欣恩，2009；引自易水，1959）。 

從以上論述中，研究者發現「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的定義，與兩岸三地所提

出的華語電影有著根本之別，主要希望透過電影傳達出多元種族、文化相互合作

與混合的「馬來亞」景象，另外雖以華語電影命名，卻涵蓋了兩岸三地所沒有的

多元族群文化，以致其電影在語言陳述中已不純然為華語，亦不時參雜當地的馬

來語、英語以及方言等。  

馬來西亞華人傳承至今與兩岸三地之地理、文化、族群、身份認同及國籍同

構性都有所不同，而「華語電影」概念在此就像是溝通華語電影學界的橋樑，並

形成可討論的共同議題，就如葉月瑜（2005）所提出華語電影是作為「一個更為

全面的術語，包涵一切與華語相關的在地，國家，區域，跨國，漂泊離散以及全

球的電影」，以及葉月瑜（2000）在《什麼是中文電影研究？從若干問題談起》

文章中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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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電影的『華語』定義，指的是『華人的語言』，而華人一詞所涵

蓋的不僅止於兩岸三地，也可延伸至居住於其他國家地區，使用、實踐

華人文化和語言的不同身份華人。因此『華語電影』的範圍實際上遠遠

超出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而直指分散各地的華人所拍攝的電影。」 

 

楊貴誼（1990）也針對馬來西亞華語的使用與定義作出相關詮釋，「華語」

在馬來西亞歷史中是指「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華人所操的語言，除了普通話之外，

也包括華族社群中所通行的各種方言。」由於多元文化環境之故，馬來西亞華人

有著異於兩岸三地的語言混雜文化，不僅通曉華人多種方言，生活語言也常混雜

其他族群語言，如馬來語或英語；本土華語電影中所使用的對白更是混雜使用，

粵語、英語、中文以及馬來語等，對應馬來西亞的真實現況，以上所提出「華語

應指稱華族社群所通行的各種方言」的概念，也需涵蓋馬來語、英語等當地通用

的生活語言，而非一般「華語電影」所泛指的中文而已。 

然而電影研究學界對「華語電影」的命名/定義實在過於多元複雜，名詞定義

與命名也會隨著時代脈絡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因此本研究無意沿用易水所提出的

「馬來亞化華語電影」概念，或國內中文媒體所慣用的「中文電影」，而是根據

電影製作方賦予電影所具備的「華人認同」以華語為主的多元混雜語言呈現方式

（普通話、廣東話、客家話以及福建話等），並以華人為主的演員陣容及電影中

所刻畫的本地華人文化現象，作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定義。 

 

第三節、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社會認同」的衍生，因為社會的認同涉及作為個體的「我

們」，如何將自己放置在「我們」所生存於其中的社會的方式，以及「我們」認

知「他者」如何擱置「我們」的方式（孟樊，2001）；換言之，「文化認同」是

跨越地方、時間、歷史、以及文化，在「未來」與「過去」中以「成為」（becoming）

與存在「being」的形式不斷徘徊；「認同」從來都不是一個自然、絕對以及固定

的實體，而是一個流動不止，不斷被重新定義、重構和重組的「生產性」過程（Hal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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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種因素漂泊於世界各地的華人認同問題，則是一個不斷被建構與生產的

過程，王庚武（2013）對「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分為三類，第一代人在移

民情感上，仍強烈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到了第二代，心理上仍認同自己是中

國人，但同時也接受新生活地的文化陶冶，第三代則是移居已久的華裔，則逐漸

脫離原生國的文化，發展出獨有的文化認同（南洋網，2013.09.17）。 

從馬大華人研究中心對於「華人身份認同議題」研究得知，馬來西亞華人的

認同演變到第三代至第四代，這批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新生代華人，對國家與

族群身分認同上，都顯得直接既清楚，已經不存在中國原鄉身份的歷史連接與情

結，然而卻因為國家政治體制關係，頻頻在各方面受到打壓，產生不平衡心理，

同時馬華社會對於「文化認同」的態度因全球化衝擊而顯得淡漠薄弱，另一方面

也因國家政治的不認可與邊緣化而感到害怕焦慮，因此崛起新的年輕文化力量，

以各種方式重新檢視屬於馬華社會的華人文化（麥留芳，2013；南洋網，2013.09.17）。 

上述可發現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意識不斷經歷重組與被建構的過程，一如早

期馬來西亞華人於二戰時期的「政治認同」更傾向於中國，當時華人亦熱衷參與

中國的國族抗爭活動（Yen，1986；引自關志華，2012）。隨著馬來西亞獨立（1957

年），華人的「政治認同」在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等的變遷碎裂過程中進而消減

或轉化（張京媛 ，1995），改為效忠馬來西亞並建構「馬來西亞認同」，成為至

今的馬來西亞華人。 

 

「一個文化的存在，乃至於影響整個民族存亡的問題。」（鄭曉雲，1992；

引自曹雲華，2010） 

 

馬來西亞華人雖不再效忠於中國，但其文化認同則依然以「中華文化」為主，

而這種現象則指涉馬來西亞華人擁有著「多重認同」的普遍現象。本地學者劉磐

石（1998；引自曹雲華，2010）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作出三點定義包括：1、它源

自中華文化，但又不是中華文化的簡單翻版，而是在馬來西亞這個特殊環境下產

生的一種新型文化；2、馬華文化是馬來西亞華族自己創造出來的民族文化；3、

馬華文化是各種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產物，它的身上打下了多元民族和多

元文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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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與其他族群雜處而居的過程中，進行不同文化間的衝擊與適應，

已讓馬華文化發展成另具獨特性與複雜性的一個文化模式（謝愛萍，1996；引自

曹雲華，2010）；而研究者將此理解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是一種透過各族群文化

相融混雜後所產生的一種「混雜型」的新型文化，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是馬來西

亞華人的「語言馬賽克現象」。所謂「語言馬賽克現象」是指主體語言的詞彙或

詞組夾雜著少許客體語言的詞彙或詞組，形成一種多語並用，混成一體的特殊口

語（洪麗芬，2007）；如馬來西亞華人使用華語與人交談中，將會參雜許多其他

方言或馬來語的運用現象。 

 

「馬來西亞華人，不同民系將持有不同方言，幾乎沒有只會說華語（中

文）的華人；本地華人除了通行馬來語以及英語之外，亦能夠在不同籍

貫間各別使用中國語系的中文、福建話、廣東話以及客家話等（渡邊欣

雄，1998；引自曹雲華，2010）。」 

 

除了在語言所體現的混雜特殊性之外，當地華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複合的

生活方式；一方面將保持中華民族傳統，主要表現在重大節日和喜慶活動上；另

一方面，卻又廣泛地接受西方文化，例如：吃飯喜用刀叉而不喜歡使用筷子；穿

東南亞本地的服裝和西服，中國式長袍與旗袍極為罕見等（曹雲華，2010）。 

本研究透過 Petitdemange（1998；引自楊聰榮，2006）所提出的「文化認同」

概念，藉此釐清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認同問題；「文化認同」可分為三個領域：

發展（developed），表現（expressed），和採證（evidence）「文化認同」是透過

習俗、價值觀、傳統、態度、信仰和溝通方式等而發展出來，它亦透過藝術、文

學、設計、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系統（如電視、報紙以及網際網路等）被表達出

來，最後「文化認同」將藉由物質環境，諸如建築物、街景、風景和家庭器皿等

而被證明。 

根據以上 Petitdemange（1998）所提出的「文化認同」概念，曹雲華（2010）

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所整理四個層面極為貼近，包括 1.物質文化、2.社會組織、

3.意識形態和 4.節日禮俗。物質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等物化形式，而馬來西

亞華人則表現在華人傳統的民居、服飾與墳山祭拜等中華傳統文化。接著，馬來

西亞華人在社會組織的表現極為團結，當地華人社會將會以血緣、宗教、方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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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礎，產生與發展各種民間社團組織以加強華族的民族認同與歸屬感，如潮

州會館與客屬總會等。 

馬來西亞華人在意識形態部分，仍維持中華文化特色，華人社會將會透過宗

教等形式來傳承華人文化，如透過祭拜祖先等宗教儀式來堅守源自於中華文化所

堅守的「孝順」傳統；以及華人社會所信奉的佛教與道教，透過廟宇的建設來保

持中華傳統建築風格。 

另外馬來西亞華人也遵從中華文化的節日禮俗，如當地華人社會會將農曆新

年視為全年最為重視的日子，並在節日期間舉辦各種中華文化表演（舞獅、二十

四節令鼓以及扯鈴等）以向其他族群展示華族文化的存在價值。華人透過歡慶中

華節日，亦達到增強華人社會凝聚力的效果；對民族生活、思想、心理等形成起

著很大作用，同時也是構成民族認同與中華文化的基本因素。（吳德芳，1997；

引自曹雲華，2010）。 

綜所上述，馬來西亞華人文化雖作為一種混雜型的文化，但由於核心文化源

自中華傳統文化的事實，讓其仍然具備部分華人文化特性以及與中華文化之間的

共同性；另外馬來西亞華人也因為人口比例較高，而沒被列為少數民族；以及當

地華人積極參與政治的習慣，讓執政者無法順利以「同化政策」強加在馬來西亞

華人身上（曹雲華，2010），因此華人並未隨著「國家認同」的轉換，像其他東

南亞華人（如印尼與泰國）完全被同化，而得以保持中華屬性的華人「文化認同」。    

最後，本研究將文化認同定義為「一種被共同歷史傳統與集體記憶所建構出

來的事實；同時因為隨著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時空等元素不斷分裂，導致並非

固定而是處在不斷變換與演化之中的。」同時馬來西亞華人認同在經歷不停轉換

與建構的過程中，為了區別「自我」與「他者」的差異，亦不斷進行自我歸類與

他人歸類的「認同過程」，而這個過程通常是「政治的」並與權力位置與經濟利

益息息相關的（游美惠，2005；引自曾嬿芬，2000）。如 Hall（2000）一直所強

調「認同」同時也產制了差異與排他的機制，透過簡單二元對立的差異認知來建

立認同，簡言之「認同」乃透過不斷的差異化過程被建構出來，如華人與馬來人、

香港電影與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陳明珠，2002；Stuart 

Hal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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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孟樊（2001）亦提出：「當認同本身不是與生俱來唾手可得，而在建構的

過程中（由想像產生認同並出以敘事的形式），須採取行動以便掌握權力（支配

或反支配），為自身覓得一適切的位置，那麼此時認同政治便出現了。」馬來西

亞華人從早期離散至異鄉，從「中國身份」轉換到「馬來西亞華人」身份，這種

認同上的轉換過程，亦體現出馬華社會因身處權力與經濟利益間，不得不進行自

身認同的「再建構與重組過程」而尋找出適合自己的位置，亦乃為馬來西亞華人

認同政治的體現。 

 

第四節、問題意識與研究架構 

（一）、問題意識 

根據以上討論，本研究認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於 2010 年後明顯擴張，

並頻頻以「本土文化認同」作為電影製作核心與宣傳口號的現象與馬來西亞國家

政府所實行「非馬來族群」邊緣化政策有關，因此本文前三章希望從馬來西亞國

家政治視角，藉以歷史文獻資料討論國家政治、文化環境如何影響本地華語電影

產業、市場、華人故事再現能見度的問題。 

本研究認為 1950 年代易水導演所推崇「國家/文化認同」的電影製作理念與

近代周青元導演所推崇與實踐屬於「我們」的本土華語電影理念有所相合。同時

周青元導演的《大日子》、《天天好天》、《一路有你》電影所強調的華人傳統

意識亦體現出導演個人作為華人身份的認同政治，因此第四章希望以《大日子》、

《天天好天》、《一路有你》為例，討論電影文本與馬來西亞華人之間的文化認

同關係。 

接著第伍章節將從馬來西亞歷史脈絡視角出發，從中解析馬來西亞華語電影

於 2010 年後崛起發展與國族意識覺醒之關係；並從周青元於 2016 所創作的國家

足球電影《OLaBola》，分析導演個人如何從強調華人傳統到提倡各族群和諧的

轉變，透過電影文本探討導演個人創作目的與認同政治；同時亦討論《OLaBola》

因為內容與真實歷史不符所引起的社會爭議事件，分析國家政治對於電影創作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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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上述將整理出以下研究問題： 

1. 發探討馬來西亞國家政治如何影響本地華語電影產業發展、市場擴張，

華人故事能見度的問題。 

2. 以周青元賀歲三部曲《大日子》、《天天好天》、《一路有你》電影為例，

探討本地華語電影文本與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的關係。 

3. 探討馬來西亞人民意識覺醒與周青元電影崛起的歷史關係，並從其電影

賀歲三部曲到《OlaBola》（2016）創作風格上的變化，探討電影所展現

的族群融合景象與導演個人認同政治轉變之間的關係。 

 

（二）、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整理，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於 2010 年起步較晚，導致相關研究

匱乏，過往亦沒有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文化認同」的相關研究，因此希望採用質

性研究為途徑。另外研究者從馬來西亞電影學者關志華的研究文章－《馬來西亞

國家電影下的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論述》的論述架構得以啟發，因此將此文獻資料

作為借鑒用途，進一步延伸與補足該研究文章所缺乏部分，討論馬來西亞華人的

身份/文化認同與本土華語電影間的發展關係（見表 1-2）。 

首先以文獻資料分析的方法，透過前人所留下的文獻、媒體訪談資料，以及

國家官方視窗所公佈之數據（見表 1-3），藉此瞭解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

及推測將來（葉至誠，2011）的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生態；並從國家政治政策

視角切入，討論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於千禧年後的發展概況與趨勢，企圖彌補馬來

西亞華語電影研究相關發展論述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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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研究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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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本研究文獻分析取得來源 

文獻取得來源 

1. 國家電影發展局（FINAS） 

2.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網路社群（電影觀後感與影評） 

3. 馬來西亞中文媒體（以中國報、星洲新聞網與南洋網為主，以及各類線

上雜誌及媒體等） 

4. 電影製作方訪談資料 

5. 華語電影產業相關資料 

6. 電影影評人訪談資料 

7. 學者研究著作文獻 
 

接著，本研究將以周青元導演所執導的賀歲三部曲電影為例：《大日子》、

《天天好天》以及《一路有你》作為本次研究的分析文本，並引用 Petitdemange

（1998）所論及的「文化認同」構成概念，結合曹雲華（2010）所整理的馬來西

亞華人文化四層面（見表 1-4），同時遵從 Hall（2000）所強調「認同化」是一種

構連（articulation）的過程，此過程彷彿是符號的運作機制，將主體與散漫機制如

特定歷史、情境、組織、機構、社會、文化等關係構連，「認同」則在此某種特

殊論述之中被建構（Stuart Hall，2000；引自陳明珠，2002）。同時研究者亦採取

差異化視角來從電影文本中選擇相關元素，如從未出現於電影銀幕中的馬華屬性

畫面等，進而探討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與本土華人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 

 

表 1-4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論述表 

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認同 

曹雲華（2010）的論點 Petitdemange（1998）的論點 

物質文化 透過物質環境，諸如建築物、街景、風

景和家庭器皿等被證明（evidence）。 

社會組織 透過藝術、文學、設計、正式和非正式

的溝通系統（如電視、報紙以及網際網

路等）被表達（expressed）。 

意識形態；節日禮俗 透過習俗、價值觀、傳統、態度、信仰

和溝通方式等而發展（developed）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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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探討與回顧 

第一節、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回顧（1950 年－2000 年） 

（一）、1950 港產片時代：成也新馬，敗也新馬 

華語電影起源於 1897 年傳進中國的「西洋奇畫」，所謂「西洋奇畫」正是

當時中國民眾對於西方電影放映技術的俗稱；而早期這些「西洋奇畫」的放映功

能多是作為粵劇結束後加插的餘興節目，直到法國百代公司（1915 年）到香港設

立分公司出租影片與放映，影院紛紛建立，從此展開華語電影的發展。 

中國在十九世紀的電影輸入，主要依賴兩大分別代表「國語片」與「粵語片」

的上海與香港兩大製片區；上海作為經濟發展中心，無論是資金抑或人才資源都

極為豐富，遠比香港電影業發展完善，直到 1937 年日軍進攻上海而淪陷，大量

影人才南移到香港，才讓上海電影製片地位產生動搖；1949 年，中國推行統一語

言政策，嚴禁粵語片進口，此舉雖然導致香港完全失去中國市場，但也讓香港發

展出獨立的港粵文化，正式脫離昔往上海的拍攝風格，並更依賴於東南亞的華僑

市場。 

胡鵬所導演的黃飛鴻系列（1949 年）正是在這種港粵意識覺醒的氛圍中誕

生，黃飛鴻系列電影中的石堅則憶述： 

 

「當時『黃飛鴻系列』是老闆的『救命靈藥』，製片家每逢周轉不靈，

便開拍該片，好向新馬院商拿『片花』（鐘寶賢，2004）。」 

 

所謂「片花」是指製片人在電影開拍前先向院商或發行商收取定金，用作電

影初期製作費，而東南亞戲院商則是粵語片資金的主要來源，其訂金約是電影製

作總成本的 30％至 50％；香港製片家往往憑藉故事大綱，以及男女主角演員名

單，便可向院商支取拍攝資金，或由院商代支付男女主角薪酬（《大公報》，1976；

鐘寶賢，2004）。 

著名演員吳楚帆（1956）指出，當時香港製片的兩大主力，皆來自於新馬資

金，分別是１、新馬戲院商邵逸夫家族 2、何啟榮家族。「邵氏家族」以南洋片

場作龍頭，間接控制香港的「世光」、「國家」以及「友僑」等數家片廠（吳楚

帆，1956；鐘寶賢，2004）；何啟榮在香港也擁有「四達」等片廠，以致這些片

廠和製片公司與東南亞有著密切關係，並主要依靠新馬院商集資拍片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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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兩地讓香港電影有著穩定的票房輸出，而香港粵語片的風行亦反映著新

馬市場的蓬勃與潛力。根據上文，可發現香港粵語片在五零年代（1950 年後）得

以發展，一方面是因為新馬院線的配合，另外則是新馬院商的大量資金湧入，讓

香港得以免除資金與市場的困擾。此局面到六零年代中期即產生巨大的變化，一

直維持大好形勢的香港粵語片工業在六零年代末急劇冷卻（見表 2-1），直到七

零年代被國語片產量淹沒。 

 

 表 2-1 

 香港粵語與國語片的產量（1952－1974） 

年份 粵語片 國語片 

1952-53 186 73 

1953-54 140 48 

1954-55 112 55 

1955-56 189 46 

1956-57 249 62 

1957-58 164 59 

1958-59 162 73 

1959-60 166 68 

1960-61 222 52 

1961-62 222 41 

1962-63 193 39 

1963-64 188 44 

1964-65 182 42 

1965-66 143 40 

1966-67 111 56 

1967-68 104 63 

1968-69 83 72 

1969-70 63 95 

1970-71 22 116 

1971-72 1 126 

1972-73 0 0 

1973-74 3 198 

資料來源：鐘寶賢（2004），《香港影視業百年》，香港：三聯書店。 

 

然而，表 2-1 所顯示數據，可見 1960－1962 年為香港粵語片產量高峰期，一

年產量高達 200 部以上，香港粵語片從盛轉衰起因於六零年代新馬當地民族運動

興起與電影進口限制問題，導致新馬市場萎縮，香港粵語片難以僅憑靠「賣片花」

形式維持粵語片產制；同時「邵氏」（1957）與「國泰」（1953）進駐香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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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廠展開集「製作、發行、上映」為一體的經營策略大量產製國語片，而粵語

片則因失去新馬市場與資金來源而衰敗。 

（二）、1960「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時代 

前文章節提出「馬來亞化華語電影」於六零年代興起，隨著馬來西亞（1957

年）獨立，以及官方政府所堅守與宣導的「馬來西亞認同」立場，本地華人也開

始排斥外來電影，轉向支持本地製作；「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形成分為「新

馬合併與建國」與「抵制他者與支持本土文化認同」兩部分。 

1、新馬合併與建國 

馬來西亞獨立之前，被稱為馬來亞
2
。英殖民政府在 1945 年將海峽殖民地、

馬來亞聯邦與馬來亞屬邦組成統一政體，而新加坡則單獨被分割為英屬殖民地。

日戰時期結束後，英殖民政府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滲透，於 1948 年提出「馬來亞

化」政策，進行多項政策來削弱馬來西亞華人權益，扶植馬來民族勢力發展，增

強馬來亞3意識（Oong 139）；並在馬來西亞 1957 年獨立後，指定馬來語為國語，

以馬來文化作為國家文化，進一步鞏固馬來民族特權。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腹地太小，若不與馬來西亞結合，將會對

國家經濟發展造成問題（崔貴強，2010），加上戰後曾是產品進出口地區的印尼

等國家皆已獨立，更基於戰後新加坡人口極速增長的考量，與擁有廣大土地資源

的馬來西亞合併，將是一個實際且經濟的需求（魏艷，2011）。然而，當時馬來

西亞認為自身並不缺乏港口貿易發展，因此以港口貿易為主的新加坡加入並無法

為馬來西亞帶來更大的經濟價值。同時，馬來西亞政府也不願意擁有近百萬華人

人口的新加坡加入，而造成馬來民族人口的優勢被破壞。 

為了打消馬來西亞政府的疑慮與戒心，新加坡政府在境內積極推行「馬來亞

文化」，將國語改為馬來語等政策。馬來西亞所謂建國運動，其實就是擴張馬來

亞文化，鞏固馬來人特權。這些政策往往與剝削其他民族的文化與政治利益一並

進行 (崔貴強，1990）。因此隨著新加坡迫切合併建國的心態，這種「馬來亞化」

                                                           
2
「馬來西亞」獨立前被稱為「馬來亞」，1957 年在獨立後統稱「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此聯邦由 11 州(包括新加坡)組成；直到 1963 年位於東馬的沙巴與砂拉越 2 州併入，才

改稱為「馬來西亞」;為了更快切入本研究討論主軸即馬來西亞華人概況,將不再贅述「馬來西亞」

相關演變史，此後章節将直接以「馬來西亞」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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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愈加明顯表現在文化層面上，而當地電影人易水也借助官方所建立的建國憧

憬下，利用「馬來亞化」的核心理念，積極推行「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的本土電

影產制計劃。 

隨著馬來西亞於 1957 年獨立並與新加坡合併建國，兩地間的華人也同時經

歷著「政治認同」的重要轉變。回顧華人移民歷史，大部分華人來自中國，清朝

時期內鬥紛爭，有些因受英國欲開發馬來西亞領土而被聘往當地擔當礦工（俗稱：

「賣豬仔」），而有些則是海外經商的中國商人暫時停留當地；無論是因經商抑

或勞力因素，來自中國的離散華人雖身處異鄉卻依然自持「中國身份」，而這種

「中國認同」也在後來馬來西亞建國獨立時期影響華人認同抉擇，中國政府於

1956 年 10 月中發出聲明希望新馬華人拋卻「中國身份」，申請當馬來西亞政府

公民，而這種效忠對象的轉換，也意味著新馬華人從「中國認同」漸漸轉換至「馬

來西亞認同」。 

馬來西亞的獨立口號很快成為所有馬來西亞人最為關注的事，反之有關中國

類似辛亥革命、抗戰等海外救亡與革命活動的聲音則逐漸消失。隨著「馬來西亞

文化認同」於六零年代不斷升溫，獨立與建國的論調充斥各個角落，而當時興起

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更是被近代學者指為其擔當著建國計劃下的政治工具，

以圖透過電影中的「馬來亞化」景象，讓新加坡華人接受與承認其建國後所必須

面對的「馬來亞化」事實（麥欣恩，2009）。 

2、「抵制香港電影」與支持本土「文化認同」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 

馬來亞半島於 1898 年開始電影放映，至 1929 年才擁有十多間電影發行公司，

但這些公司只發行而不製作。其實從電影史角度探討，「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

時期，易水所製作的《獅子城》（1960）並非第一部反映新馬華人本地生活的影

片，在 1950 至 1960 年代，已有製片商製作過新馬題材的華語電影。 

邵氏於 1947 年設立的「馬來電影製作公司」（Malay Film Production），就曾

攝製多部華語電影，如《新加坡之歌》（1947）、《星島紅船》（1955）、《零

雁》（1956）、《星島芳蹤》（1959）、《南島相思》（1960）、《蕉風椰雨》

（1960）等；另外同為發行院商的國泰機構也製作了《風雨牛車水》（1956）、

《娘惹與峇峇》（1956）、《星洲艷跡》（1956）、《吉隆玻之夜》（1958）等

（關志華，2015；引自 Yung，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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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電影的演員與導演大多來自香港或福建，常利用來自「唐山」以香

港或中國的敘事角度觀望南洋。此類以南洋題材包裝的港產電影，雖以新馬作為

敘事背景，但故事結構缺乏再現當地新馬華人生活文化，這種攝製模式也被當時

本地電影工作者批為「南洋題材的港產片」，而非真正的馬來亞華語電影。其中

《翠翠》電影（改編自沈從文著名小說《邊城》），在語言與人文情懷的表現上

更完全無法突顯馬來亞的在地特色，而此類南洋題材港產片的產製引進新馬後，

亦讓本地電影工作者開始抵制香港電影，易水也曾撰文表示不滿： 

 

「馬來亞少女哪有翠翠這一型？她們（林黛與鐘情）到底比瑪麗蓮夢露

更親切些；假如我們能找出一個更親近他們的偶像，相信馬來亞的華語

電影觀眾會愛護自己的明星遠勝於他們之傾慕的林黛與鐘情（易水，

1959；引自麥欣恩，2009）。」 

 

從易水的文字中可發現，新馬觀眾能接受此類影片的原因是出自於文化親近

性；新馬華人需要「華語電影」這項娛樂文化時，卻因新馬僅產製馬來語電影之

故，只好轉往尋找鄰近華語電影輸出國-香港來填補這面「文化缺角」（麥欣恩，

2009）；一如易水所言，新馬華人從林黛、鐘情與瑪麗蓮夢露選擇了更為接近自

身文化、語言、種族的林黛與鐘情作為偶像，反之若新馬擁有屬於自己的明星班

底，觀眾必定會棄「港星」轉而擁護「本土明星」。 

隨著六零年代東南亞民族運動風潮盛起，新馬經歷著由殖民到自治的政治轉

換時期，馬來亞意識覺醒，引發支持本土化華語電影產制運動等連鎖效應。同時

香港粵語片的品質問題，也引致新馬華人開始排斥並轉往支持本土華語電影，影

評人曾希邦（1957）便曾撰文抗議香港粵語片內容充斥色情與暴力的問題，其文

章《我們不要這種影片》中指出，港產華語片充斥「低級趣味」，港產神怪片乃

「荒誕不經，豈有此理」；武俠片則「打得昏天黑地，日月無光」，而歌唱片則

「香艷肉感，打情罵俏」，最後文藝片也被批「翻版、抄襲，掛羊頭賣狗肉」等

評語。 

抵制香港電影聲浪隨著建國論調不斷提升，發起「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

的易水則是眾多香港電影抵制者中的領頭人物，曾多次撰文批評香港電影以劣質

電影充斥新馬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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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不能拍自己熟悉的故事，反而由對此地情形完全不瞭解的

外國人來越俎代庖呢（易水，1959；引自麥欣恩，2009）？」 

 

「只是走馬看花掠取一些外景為背景，硬生生裝進了故事與人物。這些披

上馬來亞題材的糖衣的片子，居然在大行其道。從文化價值上來看，我們

否定這種作品，更不能把這種作品視為馬來亞化的華語電影（易水，1959；

引自麥欣恩，2009）。」 

 

從易水對香港電影的評述中，可發現其「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的推行目

的是希望擁有屬於「馬來亞文化認同」的華語電影，並再現真實的馬來亞文化情

境，而這種也是一種同一性（oneness）的表現，因為文化認同是「我們」所建構，

這個「我們」就是從中國離散至馬來西亞的華人，「我們」將有著相同的歷史記

憶、文化符碼或者血統關係（Stuart Hall，1996；Houston A. Baker，1996），以及

擁有統一共識。從這種尋求與建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我們」將有意識地抵制

「他者」，而當時大批進入馬來西亞市場的香港電影，則在新馬華人建構「國家

/文化認同」的過程中被淪為「他者」。 

此外，除了主張本土華人抵制香港電影之外，亦提出交由馬來亞人拍攝才能

再現出真實的馬來亞華語電影的觀點，並希望新馬華人可以支持「馬來亞化華語

電影運動」。 

 

「本土電影除了要運用馬來西亞題材，還必須完全使用本地人才，所謂

『人才』所指包括：幕前則是培養本地華人『明星』;而幕後，則是上至

導演、編劇、下至各單位的工作人員。有些國家的電影工業是自然而生，

而新馬的電影工業卻是『創造性』以及『建構性』的文化產物（易水，

1959；引自麥欣恩，2009）。」 

 

易水將「本土華語電影」的概念定義為「純粹當地語系化」，而這種純粹是

不能被外來因素所參雜而影響的，再者也希望透過推行本地華語電影，進而創造

屬於「我們」的文化產物，這裡所指的「我們」，則是從「中國認同」轉移到「馬

來西亞認同」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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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推行「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時，則面臨著本地電影人才與明星匱

乏的困境，因此為了實踐本土華語電影的製作計劃，易水隨及開辦訓練班，從演

員基礎培訓開始，並透過戲團話劇公演提升演員知名度，企圖生產明星；該計劃

總分成四階段進行：1、招考演員；2、舉辦演員訓練班；3、公演大馬戲團話劇；

4、電影開拍。 

隨著易水努力帶領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期間成功出品了《獅子城》

與《黑金》，兩部作品都極其強調「本土認同」的創作風格，然而，「馬來亞化

華語電影運動」卻於 1965 年新馬分家導致「馬來亞認同」產生裂痕而停息。許

維賢（2011）認為「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無法繼續進行的原因有二，新馬分家後

的新加坡教育政策轉向「英語化」，而馬來西亞的語言政策則全面轉向馬來民族

主義所推動的「馬來化」，讓易水所推行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理想破滅；另

一方面為出自易水個人健康問題，根據易水最後一部電影《小寡婦》男主角秦淮

回憶，易水為了電影事業熬夜，患上高血壓健康受到影響之故，更估計在完成《小

寡婦》不久即去世。以上原因之外，研究者認為《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時代

的結束，主要原因是來自於馬來西亞政府欲實踐「馬來中心主義」而透過政治政

策強行介入當時華人電影文化的產業發展，導致邵氏與國泰兩大製片業撤出新馬

在馬來西亞的製片業務。 

馬來西亞於 1969 年 5 月 13 日，發生一起傷亡嚴重的族群（華裔與馬來裔）

衝突事件；隨後馬來執政者將此衝突事件歸因於兩大族群之間經濟地位的懸殊，

並藉此實施一項名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的措施，透過政策

讓馬來民族在二十年內（1971 年至 1991 年），可以掌握至少三成國家財富，以

減少馬來民族所存在的經濟懸殊問題。因此「新經濟政策」的推行直接促成馬來

西亞電影（馬來電影）工業迅速發展；同時馬來商業組織亦向政府要求設立國家

電影發展機構（FINAS），以保護國內電影工業避免被數個大公司所壟斷發行、

放映、製作的問題，如邵氏與國泰。 

邵氏與國泰兩大製片業終究不敵馬來執政者所支持的國內電影工業，導致兩

大製片業所經營的馬來影片製作，逐漸失去競爭力並且被本土馬來電影業蠶食。

邵氏在 1967 年關閉了新加坡的馬來電影製作公司，而國泰也在 1972 年結束了

在新加坡的製片營業（Lent, 1990：190）。雖然 1966 年邵氏把新加坡的電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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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到位於吉隆玻的「獨立片廠」(Merdeka Studio)，試圖繼續爭取馬來電影市場，

但最終失敗。隨著邵氏在 1985 年把「獨立片廠」賣給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機

構，以及國泰也把大部分電影發行業務(包括戲院)賣給馬來公司，華裔資本也逐

漸遠離馬來西亞電影製作與發行（關志華，2015；Lent, 1990: 197）。 

「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結束的原因，姑且不提易水個人健康問題，新馬分家

造成兩國政治理念切割，就讓易水所提倡的「馬來亞化」理論無法繼續成立，一

切僅為空談。另外邵氏與國泰製片業的撤出，更意味著「馬來亞化華語電影」製

片經濟來源被中斷，難以繼續運作。 

（三）、千禧年獨立電影新浪潮時代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工業繼「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結束後即全面轉為沉寂

局面，直到九零年代末數碼相機時代來臨才迎來轉變。數位攝影機（DV）的出現

突破了傳統 16mm 膠卷攝影機價額高昂與使用難度的門檻，讓平民也可以輕易接

觸電影拍攝的領域，因而造就一群熱愛電影創作的華人獨立電影工作者，拍攝題

材多以華人作為媒介，主要刻畫本土社會現象，其獨特與新鮮的電影風格在多個

國際電影節相繼亮相並奪獎，為沉寂已久的華語電影工業帶來改革性的轉變，該

時期也被媒體與電影工作者視為馬來西亞的「獨立電影新浪潮」。 

「新浪潮」一詞源於法國，法國當代電影人對五零年代商業電影工業機制的

不滿，因此希望透過嶄新的電影創作手法，相繼產出反映當代真實生活狀態的作

品。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電影手冊》影評人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çois Truffaut，

杜魯福）與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高達）所拍攝的處女作品《四百擊》

和《筋疲力盡》，不但引起轟動，並在其作品之後引發大量新導演出現以及作品

產出，據統計於 1962 年為止總出現 97 部處女作品。法國如雨後春筍般的電影發

展現像，被當時《電影手冊》的記者弗朗索瓦·吉牢德命名為「新浪潮」（The New 

Wave），成為「新浪潮電影運動」的開端（好戲網，2010）。 

 

1、馬來西亞獨立電影新浪潮－大荒電影工作室 

馬來西亞電影新浪潮崛起是在阿繆·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執導的《唇

接唇》（2000），以及李添興拍了幾部低成本數碼電影，例如《狙擊手》（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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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重現》（2001）和《有房出租》（2002）等開始；而馬來西亞新浪潮的導

演有陳翠梅、李添興、何宇恆、胡明進、以及劉城達（趙靜，2007.11.24）。 

馬來西亞獨立電影新浪潮崛起於千禧年，一批獨立電影導演以數碼攝像機

（Digital Video）取代傳統的 16mm 膠片拍攝，以帶有個人鮮明色彩以及多元文化

特色的獨立電影相繼在國際電影節獲獎而備受關注，如阿繆·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電影作品於 2002 年至 2004 先後在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日本山形國

際紀錄片影展，以及溫哥華影展國際電影節獲獎，而 2005 年何宇恒的《Min》劇

情短片獲得第 25 屆法國南特影展特別評審團獎，兩年之後再憑藉《太陽雨》劇

情長片獲得法國南特影展最佳導演獎，隨後 2009 年以香港女星惠英紅作為女主

角的劇情長片《心魔》更勇奪多個獎項，成為馬來西亞獨立電影工作者的標榜（陳

翠梅，2007；引自 1905 電影網，2010）。 

 

「大概是 2000 年，我（李添興）和阿繆·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覺

得有一個有趣的想法，因為沒有預算的電影短片，去找演員演很困難，所

以我們想，為什麼我們不相互合作呢？我們去找其他電影人幫忙，下一

次我們再幫助他們，這就是我們怎麼開始的（李添興，2010；引自 1905

電影網，2010）。」 

 

馬來西亞獨立電影多以自籌資金低成本製作，在缺乏國家資助之下其電影創

作過程更加困難，因此從馬來西亞獨立電影運作方式可發現這群獨立電影工作者

的作品產出過程傾向於依賴成員之間互相支援；陳翠梅、李添興、阿繆·穆罕默德

（Amir Muhammad），以及劉城達四人於 2005 年成立「大荒電影工作室」（Da 

Huang Pictures）（以下簡稱「大荒」）。成立此公司的初衷，主要是一群導演為

了要擁有一個比較正規的電影製作公司（product house），處理電影計劃的資金申

請、拍攝執照和發行（許維賢，2014）。 

「大荒」的成立讓馬來西亞獨立電影製作更具凝聚力，而劉城達認為「大荒」

是一個小「社群」（Community），此社群負責凝聚公司內外的馬來西亞電影工

作者，不分公司與種族，讓大家可以通過這個平臺討論電影、彩排、製作電影 DVD、

分享資訊、互借器材與共同合作（許維賢，2014），而同屬「大荒」成員的陳翠

梅與何宇恒則認為，自己在幫忙其他夥伴（partner）的過程中，由於身屬多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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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職位，因此在協助過程中從對方身上學習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識，而達到技術交

流的效果以及思想上的雙向溝通（陳翠梅，2007；何宇恒，2010；引自 1905 電影

網，2010）。  

「大荒」以跨種族、跨公司、跨人力的運作模式作為平臺， 以最低電影製

作成本維持電影作品輸出，而「大荒」的收入主要依靠販賣電影版權與影展所得

獎金維持運作，尤其依賴歐洲市場。同時「大荒」導演將不給付薪水，而是將電

影版權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歸屬導演，另外百分之二十歸屬「大荒」保持運作（許

維賢，2014）。 

2、「大荒」的成熟與分歧·最美好的時光已過去 

 

「那時候是我們馬來西亞獨立電影最美好的時光，那時候大家都在一起

不斷地拍片，不斷地互相幫忙；所以那個時候我（陳翠梅）的攝影師是李

添興，剪接師是何宇恒，而阿繆·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則是我（陳

翠梅）的製片人，大家關係非常密切（陳翠梅，2010）。」 

 

「大荒」承載著馬來西亞獨立電影的夢想與旗幟，雖然獨立電影工作者缺乏

國家政府支持以及資金短缺問題，但仍然合力維持獨立電影的製作，然而具有鮮

明個人意識的獨立電影，一直難以在眾多主流電影中佔據市場，而這些獨立電影

往往僅現跡於國外電影節，卻難以在本地電影院上映（李添興，2010）。隨著獨

立電影製作在面臨市場過小的困境下，部分新浪潮導演在創作思維上開始出現分

歧。 

 

「我（何宇恒）覺得在整個創作上，可能這樣一路走過來好幾年，我們大

家都會開始思考不同的東西，在整個藝術的思維上，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變化，會有一些另外一種想像空間，我覺得能夠越多元其實是越好的，我

覺得大家不應該拍的東西都一樣，那太恐怖了（何宇恒，2010）。」 

 

何宇恒（2010）認為電影的創作屬於很個人化的，內容應該要區別多元而非

同質性，這樣在電影創作空間上才能更進步而不受限。隨著眾導演們的創作理念

開始出現分歧，以及馬來西亞市場對於獨立電影接受度低的事實，「大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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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最終走向分離，陳翠梅帶領「大荒」轉向到近年獨立電影發展極為蓬勃的中

國繼續奮鬥，而李添興與何宇恒等人則轉往商業類型電影市場尋求不同的挑戰，

李添興於 2012 年所製作的動作類喜劇的《大英雄·小男人》以及《收爛賬》，何

宇恒製作的《天機洩》（2011）都獲得市場良好評價。 

從李添興與何宇恒轉型商業電影發展的不俗成績可知，馬來西亞觀眾並非不

支持本地電影，而是獨立電影所探討的議題與創作題材過於嚴肅，以致難以抵擋

以親情、愛情、友情等輕鬆喜劇元素作為題材的本地商業電影。另外馬來西亞華

語電影於 2010 年亦經歷著本地華語商業劇情長片的重要發展階段；周青元導演

以本土華人傳統文化作為題材的賀歲電影《大日子》，以及陳慶祥（阿牛）所導

演的本土華人愛情喜劇《初戀紅豆冰》，兩部皆以主流電影所具備的親情喜劇題

材，成功在本地取得漂亮成績，一改本地電影不受歡迎的局面，同時亦再次證明

獨立電影製作在馬來西亞市場接受度低的事實。 

 

第二節、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研究文獻探討與回顧 

前面章節提及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起源於獨立前後時期（1958 年），因為當地

電影人不滿香港電影文化侵入而抱持抵抗姿態，另外也因應「合併建國」的濃厚

氣息，而開始推行「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以宣揚「馬來亞化」的「建國共識」，

但最後這股主張「本土認同」的電影運動卻因「新馬」政見不合分家而被迫瓦解。

同時源於馬來西亞的兩家電影製片廠（邵氏與國泰），也在新馬分家後將業務重

心轉移至香港，有關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發展事蹟隨之銷聲匿跡。 

馬來西亞政府長期忽略「非馬來族群」的電影扶植與發展計劃，導致本地華

語電影產業嚴重缺乏人才與資金的支持，致使發展遠遠落後於兩岸三地，上述原

因使得於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被列入神秘與陌生的研究領域，如焦雄屏

（1991）著作《新亞洲電影面面觀》所收編的《馬來西亞：細說電影的來龍去脈》

與《馬來西亞：近來電影的發展》中可發現，當時亞洲電影學者對於馬來西亞華

語電影的認知甚為空白，文中僅提到有關馬來電影工業發展，以及相關政治體系

對於當地馬來影片製作的影響，對於華語電影相關的敘述則隻字未提。 

另外焦雄屏（1991）也認為「亞洲電影」研究略為複雜，因為亞洲地區的民

族/國家之間常出現分歧問題，造成國家政治社會本質歧異，隨之應運而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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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極端不同；一如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華人經過幾代的文化融合與演變關係，

其文化認同早已從「中國認同」改變至今日的「馬來西亞華人認同」。雖然馬來

西亞華語電影相關研究在千禧年前因為各種地緣關係而完全缺席，所幸千禧年數

位時代的來臨，突破攝影器材與資金的局限，展開一波接一波的電影浪潮，才又

重新被電影學界關注。 

（一）、陌生的東南亞華語電影 

根據上述文獻得知，早期電影研究學者僅停留在馬來西亞電影等於馬來電影

的概念，而忽略當地華語電影在 1950 年代的蹤跡。另外，許維賢（2011）在《新

馬華人與華語（語系）電影》文中則指出，早期（1926-1927）新馬已開始出品本

土華語電影，名為《新客》，但卻未受重視，電影中所內涵的文化記憶被草率處

理。隨後《新客》電影在半世紀後（1976-1977），被本土華語老報刊以及口述歷

史著作在當代出版記錄此部電影的存在，但卻遭受本土英語學界漠視並給予否決，

文獻指出：「沒有證據顯示劉貝錦影片公司非比尋常，它展延的《新客》計畫，

並沒留下任何永久的電影製作遺產給新加坡（許維賢，2011；引自 Uhde & Uhde, 

2nd edition, 19）。」 

根據許維賢的論述，新馬華語電影發跡於二零年代（1926-1927），但卻不受

當地政府重視並任由沒落，讓新馬在二零年代所累積有關華語電影的研究資本漸

被淹沒。近年來雖然因早期兩岸三地華語電影研究的崛起與穩定發展，讓華語電

影研究的學術版圖逐漸開始擴展到東南亞華人地區，然而馬來西亞華人經由離散

背景與在地化後所產生的混雜性，與當時英殖民時期的地緣政治關係下，導致新

馬本土華語電影產生文化斷層；不論前者文化共性異於兩岸三地繼而導致少有他

國學者接觸研究，抑或後者新馬華語電影發展的文化斷層，都讓馬來西亞華語電

影學術研究圈難成氣候，導致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研究與兩岸三地比較下相對不足。 

（二）、嶄露鋒芒的開始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研究被學界忽略的狀況，直到 2009 年後才有所改善，尤

其麥欣恩（2009）的博士論文更有其珍貴借鑒價值，研究主題針對香港與南洋之

間電影發展關係，主要討論新馬（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於 1950-60 年代時的電影

工業發展與脈絡，將研究觸角伸入冷戰時期英殖民地檔案，以此切入新馬華人的

離散文化與香港之間的文化共性，並從兩地間所展現的文化共性來探討「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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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如何透過電影取得家、國與文化的身份認同。 

《再現／見南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1950-1965）》一文趨向媒體產業歷史

性的討論，主要分析新加坡、馬來西亞及香港三地的地緣政治關係產生連接，並

以由新加坡國泰克裡斯（Cathay- Keris）於 1960 年拍攝的本土華語電影《獅子城》

（The Lion City, aka Bandar Raya Singapura）為例，分析電影中所具有的「國家認

同」與「文化認同」。 

《獅子城》在電影中大量以新馬場景為主要畫面，並以「馬來西亞」的「建

國認同」來貫穿整部電影，企圖透過此電影加強觀眾對於新馬合併建國的「國家

認同」，以藉此灌輸其「馬來亞化」的美好想像。另外麥欣恩（2009）也在論文

中指出，易水積極發展「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宣導跨種

族合作的趨勢與意義，讓華語在新馬建國後能繼續保留重要地位；一如新加坡政

府在合併建國時期所提出的語言統一（馬來語與華語）計劃，而該統一不是指兩

者間進行融合，而是希望吸收彼此族群間的語彙，而讓其互相通用，如非馬來人

也能看懂馬來電影。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在 2010 年相繼問世，如《大日子》與《初戀紅豆冰》在

本地得到成功票房之餘，亦成功吸引學者的關注，如李有成（2011）在《離散與

文化記憶：談晚近幾部新馬華人電影馬來西亞華語電影》中提出有關新馬近代華

語電影的討論，李有成（2011）認為，文化記憶超越個人與社會，是一種文化現

像，其功能在激發不同世代的人在不同地區的離散想像。文中以馬來西亞本土華

語電影《大日子》作為分析文本，並指出馬來西亞華人如何透過電影的再現畫面

展開華人自身的離散想像，並說明文化記憶如何透過電影的再現，進而建構屬於

馬來西亞華人的本土文化記憶而不被遺忘/消失。 

（三）、結合與補足：多種視角與論述 

麥欣恩與李有成都以客觀精闢的視角，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進行分析與研究，

但由於以上兩位學者隸屬於港臺區域難免缺乏本土電影學者所擁有的生活經驗、

文化知識以及在地認同。另一位任職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新聞系講師的關志華

（2011）在《懷舊的迷戀對兩部馬來西亞話語電影本土話語的一些思考》一文中，

即提出馬來西亞華人本土電影對於華人本土性的討論，研究中以《大日子》與《初

戀紅豆冰》所展現的文化景觀來探討華語電影與本土性的再現關係。關志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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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指出：「無論是《大日子》還是《初戀紅豆冰》所展現的集體記憶與本

土性的文化想像都不是天賦的，而是一種人為與社會性建構： 

 

「在周青元和阿牛（陳慶祥）的鏡頭下，馬來西亞華人的『集體回憶』和

『生活點滴』，多被化為一幅又一幅去現代化的美麗鄉鎮『文化風景圖』。

這種刻意而狹隘的本土性強調，只會使到這本土『本質化』和『僵固化』，

甚至導致它被局限在某種純粹的『展示』功能。同時，廉價的城鄉對立以

及浪漫化鄉鎮和傳統的呈現，並無法對馬來西亞華人所面臨的複雜社會

文化空間與問題做更深度的刻畫。而阿牛更無法用他自己的電影和電影

先前面對娛樂稅問題背後的政治文化狀況，進行一個有意義的對話。」 

 

研究者對關志華所指：「電影中的畫面並無法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所面臨的

真實概況做更深度的刻畫論述」提出質疑，電影不僅具備刻畫當時社會輪廓與再

現民族記憶作用，同時電影也賦予觀眾娛樂性以及附有文化商品的意義。陳儒修

（1995）於《電影帝國另一種注視電影文化研究》書中提出，《沙鴦之鐘》這部

電影在五十年之後被帶到霧社重新放映，當地的原住民卻視它為紀錄片，他們希

望在裡面看到「祖先工作的樣子」，或者是「回想小時候成長的過程」。原住民

想用一段虛構的歷史來與現在連接，而台灣國家電影資料館認為這部影片所帶出

的意義為：1、呈現台灣原住民在日治時代的歷史情境；2、使霧社原住民重新恢

復其族群對泰雅族文化習俗、社經生活以及服飾項物的記憶。 

原住民渴望從影片所再現的畫面與歷史情境產生連接與記憶，就像馬來西亞

華人與本土華語電影所再現的文化景像產生連接，電影中的文化符號如特定歷史、

情境、組織、社會、文化等論述將化為接縫的元素與主體間產生構連（articulation）

並建立認同（陳明珠，2002；Stuart Hall，2000），進而喚醒與建構屬於馬來西亞

華人的文化記憶；同時本文亦企圖分析電影文本中所再現的文化元素，以探討電

影文本與馬華社會認同間的關係。 

麥欣恩的研究囊括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早期影視工業的發展概況與輪廓，而李

有成則以數部本土華語電影作為文本，分析同為福建籍貫文化的脈絡之下，新加

坡與台灣電影所展現的互文性現象，以及馬來西亞本土華語電影所再現的文化記

憶與建構。本研究認為麥欣恩雖已對 1950-60 年代的新馬電影工業部分的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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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作出相關討論，但其討論核心則是新加坡與香港，論述中甚少討論有關馬來

西亞政治、社會與文化概況，以及香港影視產業對於馬來西亞近代華語電影工業

影響的討論，然而文化非固態特質，會隨著時代進展有所變遷，因此本研究將論

述馬來西亞近代本土華語電影的發展與問題以延續補足麥欣恩之研究。 

李有成則是透過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文本《大日子》，分析馬來西亞華人的離

散想像與文化記憶關係，使研究者獲得啟發，希望以數部同類型之馬來西亞華語

電影為文本，進而分析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與「身份／文化」認同之關係，同時從

歷史角度切入討論結合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分析電影文本，並闡釋馬來西亞華語電

影在千禧年（2000 年）後的發展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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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周青元賀歲三部曲對馬華電影發展的影響（2010－2014） 

 

「農曆新年看賀歲片，就跟吃年糕一樣，幾乎快成了一種不成文的傳統。

既然大家都愛熱鬧歡樂的賀歲片，觀眾好像也從來沒有奢望哪一天有一

部貼近自己的電影，歡喜過大年（陳燕棣，2009；《星洲新聞網》，2009）。」 

 

馬來西亞華人也與大中華地區華人一樣，擁有喜愛於農曆佳節攜親喚友到電

影院消費賀歲類商業片的習慣，所以農曆佳節則成了新加坡和香港賀歲電影爭相

上檔的黃金檔期，此情況從建國獨立至 2010 年以前，從未被改變；直到周青元

導演所執導的首部本土華語賀歲電影《大日子》（2010）上映後改變此局面，繼

馬來西亞獨立電影發展後，掀起一股國內商業類型電影製作浪潮。 

 

第一節、周青元導演開創本地華語電影發展 

（一）、《大日子 Woohoo！》製作起源 

馬來西亞首部華語賀歲片《大日子》的製作原由與周青元自身經歷和理念有

關。周青元從小志願從事漫畫行業，直到高三畢業公演中擔當導演一職，發現自

己喜歡透過影像與聲音講故事（Tedx，2014.06.26），才啟發周青元對於電影創作

方面的興趣。然而，高三畢業後卻沒有選修影像創作相關課程，而是修讀廣告設

計，其學習期間無論影像、畫畫都是跟美學有關，所以希望從純美術出發（周青

元，2011；中國日報，2011），直到畢業後約 1994－1995 年接觸電影剪接工作（周

青元，2015；《南洋網》，2015.07.22），開始透過工作觀察電影業界的製作模式。 

 

「中文電影好像開始被世界注意，那樣也開始燃起了我一個對拍電影的

衝動。然後，每次就買很多電影書來看，慢慢覺得，去唸電影這塊是不能

少的，最後就去北京電影學院學電影（周青元，2014；引自彭文淳，2014）。」 

 

九零年代初（1990），亞洲華語電影邁上新進程，進入一個百花齊放並被世

界影壇關注的年代，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陳凱歌《霸王別姬》、蔡明亮

《青少年哪吒》、李安《囍宴》等亞洲導演不斷在媒體前獲得關注，讓周青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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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進一步堅定往電影產業發展的決心，並前往北京電影學院修讀電影增強自身電

影理論的不足（周青元，2014；引自彭文淳，2014）。  

九零年代末，周青元從中國北京電影學院回到馬來西亞後，發現當地華語電

影尚未開始發展，也幾乎沒人去拍華語電影，企業家仍然以投資市場與獲利機會

較大的馬來電影為主（周青元，2011；《中國日報》，2011）；因此投身電視製

作以累積影像創作經驗，其代表作是以馬來西亞自然旅遊作為題材的《橫行 8 道》

與《愛自由》本地旅遊節目；同時也從中理解「本土認同」對節目創作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看電視上的旅遊節目，畢竟都是其他國家的視角，不是自己的眼光（周

青元，2009；《星洲新聞網》，2009）。」 

周青元 2007 年加入馬來西亞衛星廣播網媒體公司（Astro），擁有許多高收

視率節目的製作經驗（Tedx，2014.06.26），其中影響周青元往後電影發展方向最

深的是「本地新年倒數節目」。馬來西亞華人在每年新年倒數時所收視「新年倒

數節目」（New Year Count down）都以兩岸地區中港臺為主，而馬來西亞本地華

語影視圈則從未有過製作此類型節目的先例。 

 

「全世界有華人講中文的地方都有除夕倒數節目，可是馬來西亞沒有。

『沒有，是因為沒有太多人敢做，因為沒人要跟這些節目對打（競爭）』

（周青元，2009；《星洲新聞網》，2009）。」 

 

當時正逢鼠年（研究者推算為 2008 年），周青元抱持「希望擁有我們（馬

來西亞華人）的新年倒數節目」的心態，向電視台提出製作本地新年倒數節目的

計劃，結果節目收視率遠超香港 TVB 倒數節目，並高出兩倍之多；而隔年（2009）

繼續製作的新年倒數節目也一樣獲得高收視率。周青元（2009）從本地新年倒數

節目高收視率的現象，發現本地華人對於「本土認同」的渴望與需求，並認為「本

地人可能對本地人有一種情感，但至到今天，我們依然沒有甚麼可以填滿觀眾空

虛的期待（《星洲新聞網》，2009.11.24）。」 

以上周青元提出的「我們依然沒有甚麼可以填滿觀眾空虛的期待」，實質上

是在描述馬來西亞華人因長年缺乏本土華人影視節目的問題，所形成的「文化缺

角」現象；六零年代由於國內「馬來主義」興起，推出多項維護馬來民族的政策，

其中所推行的「新經濟政策」讓當代華語電影產業紛紛被迫轉往香港，導致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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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華語電影產業發展從此停滯不前缺乏生產，讓華人在電影娛樂需求方面只能

向「有著距離感」與缺乏本土認同的海外華語電影索取。 

 

「特別魏導（魏德聖）的電影，其實對我的影響蠻大（周青元，2014；引

自引自彭文淳，2014）。」 

 

本地新年倒數節目獲得良好反應後，周青元開始思考「本地人想看本土節目」

的需求，直到台灣《海角七號》（2009）上映獲得當地觀眾歡迎，以及票房高達

4 億 3,000 萬元台幣，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票房第三名的電影（維基百科，2015.11.21）

並在台灣掀起一股「國片」熱潮。 

 

「一直到《海角七號》成功。我就想，時機可能也差不多了。我常覺得，

全世界的效應，不管經濟也好，文化也好，當一個地方在吹一樣的風，它

可能是大家的時間差不多。我就覺得，我應該趁這個時候拍一部電影（周

青元，2014；引自彭文淳，2014）。」 

 

《海角七號》為台灣電影產業發展帶上另一股高峰，也印證周青元舉出本地

市場對「本土電影」接受度與製作可能性，讓已在電視台磨練約有十年的周青元

決定將「本土／文化認同」的概念從本地電視節目延伸到自己一直想發展的電影

中。 

（二）、首部本土華語賀歲片所面對的困境 

 

「可能賀歲檔是在星馬一帶是個票房的一個保證。那我就想，我第一部要

拍賀歲片，然後要拍喜劇（周青元，2014；引自彭文淳，2014）。」 

 

喜劇一直是觀眾最容易接受的商業電影類型，根據馬來西亞電影發行商

RAM Entertainment（2013）指出，馬來西亞本地觀眾的電影消費習慣比較偏向消

遣娛樂類型的片種，如動作電影、喜劇、驚悚、災難、特技和怪物等等比較商業

和大眾化的類型（《中國報》，201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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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在想，到了一定的時機，我們總要有自己的賀歲片。為甚麼別人

有，我們沒有呢，為甚麼我們必須去看別人的賀歲片，能不能也有自己的

賀歲片呢（周青元，2009；《星洲新聞網》，2009）？」 

 

「我們為什麼不能拍自己熟悉的故事，反而由對此地情形完全不瞭解的

外國人來越俎代庖呢（麥欣恩，2009；引自易水，1959）？」 

 

周青元在籌拍電影階段，即決定開拍喜劇類型為主的電影，同時考量馬來西

亞華人每逢農曆佳節喜愛到電影院消費賀歲片的習俗文化，即將電影題材定為賀

歲片為主，並以「首部本土賀歲電影」作為號召，吸引本土華人關注。然而周青

元決定籌拍賀歲片的原由也與五零年代末易水積極推動的「馬來亞電影」理念不

謀而合，兩者電影製作理念皆與「文化認同」有關，希望作為馬來西亞華人有著

屬於自己的華語賀歲片，並且認為別人（海外）的電影跟我們（馬來西亞華人）

的電影有差，別人不會用這樣的腔調來講話，這無關語言的精確，而是生活的真

實映現，同時也指出自己想要把馬來西亞華人真實的文化生活體驗融合到電影裡，

真實再現給觀眾最熟悉的畫面（周青元，2009；《星洲新聞網》，2009.11.24），

以填補海外華語電影與馬來西亞華人之間所存在的「文化隔閡」。 

 

「我就是要做百分百的馬來西亞電影，就連一個小咖也不用外國演員（周

青元，2009；《星洲新聞網》， 2009.11.24）。」 

 

「本土電影除了要運用馬來西亞題材，還必須完全使用本地人才，所謂

「人才」所指包括：幕前則是培養本地華人「明星」;而幕後，則是上至

導演、編劇、下至各單位的工作人員。有些國家的電影工業是自然而生，

而新馬的電影工業卻是「創造性」以及「建構性」的文化產物（麥欣恩，

2009；易水，1959）。」 

 

周青元對於首部華語賀歲片《大日子》的製作要求極為嚴謹，不但規定全部

演員必須來自馬來西亞，連工作團隊也將完全以本土製作團隊為主；而這股對於

「本土化製作」的執著與堅持，也與易水當時所提倡的「本土電影除了要運用馬

來西亞題材，還必須完全使用本地人才」的理念是一樣的。易水所領航的「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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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華語電影運動」曾遭受大量電影人質疑，卻因為「國家建立」宣導的馬來亞意

識，因而成功借助這股國族/民族情感，以抵抗海外電影侵略本土電影文化為由，

帶動建立「屬於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電影」；而與易水理念同出一轍的周青

元，在籌拍《大日子》時也面臨相關難題。 

《大日子》在籌拍過程中，與大部分電影籌拍過程中一樣遇到資金問題；同

時因為馬來西亞華人長時間受香港流行文化影響（香港電視劇與流行曲）關係，

本地華人對於香港明星的敏感度與喜愛程度偏高，所以華語賀歲片所採用的明星

陣容也將影響著本地市場對於華語電影的最終消費意願。 

《大日子》完全以本土製作的策略在當時（2009）極具挑戰性，因為馬來西

亞華語電影欠缺市場，曾經票房最好的本地華語電影也只有約兩百萬台幣票房；

投資一部電影但最後卻難以從中獲取投資回報以及利潤，就會造成許多本地企業

家不願意投資本地華語電影發展的主要原因（周青元，2014；引自彭文淳，2014）。 

根據上述可知《大日子》作為首部馬來西亞華語賀歲片，要突破與改變以往

馬來西亞華人的收視習慣，讓他們嘗新接受本土賀歲類型的電影製作，勢必將面

臨市場接受度與發行商質疑的問題。因此《大日子》在上映前後面臨著許多挑戰

例如：1、如何說服企業家投資意願及說服院商放映意願；2、如何在眾多海外賀

歲電影環伺下，說服本地華人願意同額消費，去嘗試觀賞這部「實驗性作品」的

本土賀歲電影？ 

1、 不向企業家妥協，堅持「完全本土製作」 

 

「我在找資金的過程其實面臨困難，片商在商言商，會要求加一個香港

演員還是台灣演員進來，但如果是這樣，我寧願不拍（陳燕棣，2009；

《星洲新聞網》，2009）。」 

 

周青元在籌拍電影過程中，所面對的難題之一就是資金問題，由於本地華語

電影仍然處於未開發階段，觀眾電影消費習慣也較偏向兩岸三地（中港臺）、新

加坡、以及好萊塢的商業電影；《大日子》所採用全本土演員的策略，引起無數

質疑。最大的質疑來自於投資商，因為對本地企業來說採用新進演員屬於高風險

投資，導致周青元無法以電影的「演員陣容」說服企業家，只能利用自己曾經所

製作的賀歲專輯，以及銷量達到四、五萬張的成績去說服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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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電影與賀歲專輯兩者間無論製作模式、演員演技、工作團隊還是攝影技

巧等皆有著很大差異性；在這之前也並沒有太多華語電影製作經驗可以借鑒，對

此周青元（2014）也認為「當時包括整個本地中文電視圈都沒有太多類似的經驗，

大家覺得『好像是這樣，就去做了』，因為完全沒有一個根據可以參考。」 

雖然大部分企業家並不認同周青元的製作理念，並且提出若願意妥協加入香

港知名演員則可立刻投資，但最後周青元依然堅持初衷以本土演員與團隊完成電

影製作，因為「只有馬來西亞華裔才能最真實地反映出「我們」的生活經驗；透

過這些畫面刻畫出馬來西亞華人的「本土/文化認同」，也只有這樣，才能得到馬

來西亞人民的認可（周青元，2010；《中國新聞網》；2010）。」 

2、動員本土華人民族情感，院商妥協加開院線 

 

「2010年以前，根本沒有戲院想要放映本地製作的中文電影（周青元，

2014；《在路上》，2014）」 

 

周青元的《大日子》最後以本地廣播電台 myFM 以及馬來西亞衛星廣播網媒

體公司（Astro）聯合出品，並由本地企業「餘仁生」贊助。然而當《大日子》接

觸電影資金問題完成拍攝後，卻因為電影院商仍然存在「本土華語電影」不受本

地市場歡迎的刻板印象，而質疑與拒絕放映，並斷言此部電影不可能成功，票房

若能超過 500 萬票房是運氣；經過周青元與電影院商多次協調後，終於獲得 9 家

電影院上映的承諾。 

 

「就算你九家場場爆滿，我還是虧錢，因為太少（周青元，2014；引自

彭文淳，2014）。」 

 

「然後，後來慢慢又把（拿）光碟求他們看。可能陪著他們看，因為你

交給他看，他可能不看，他就跟你講不要，「噢，你看，我就坐在你旁

邊看你看。」就這樣一個、一個慢慢（進行下去）後來，到正式要上映

時大概有 28家戲院（後階段提升到 34家（《在路上》，2014））要上

映，但在馬來西亞的環境來講，28家是一個很小（規模）的放映（周青

元，2014；引自彭文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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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全國目前共有 138 家電影院，989 影廳，17 萬 2 千 995 個座位（《星

洲新聞網》，2015.10.24），卻僅得到九家電影院上映，此結果無法讓周青元認同，

雖然在多次爭取後，最終得到 28 家電影院認可放映，但也是安排在最小規模的

影廳。本地電影行業於 2010 年以前，對於本土華語電影製作完全失去信心與投

資興趣，大多數影院希望將放映檔期提供給海外以及本地馬來電影獲得更安全與

穩定的回報，因此本地市場的接受度亦間接決定著本地華語電影的發展機會。 

周青元或許明白「觀眾的消費意願決定一切」的關鍵，因此在電影上映前階

段，積極配合本地各大中文媒體為電影作大肆報導，其中電影出品商為華人社群

中影響力與使用率極廣的馬來西亞衛星廣播網媒體公司（Astro）加上華人廣播電

台 myFM 大力宣傳部分，在不需考慮「宣傳費」的前提下，透過媒體對本地華人

進行「轟炸式宣傳」。 

 

「舞獅、舞龍你看多了，舞虎你看過嗎？」、「有我們熟悉的語言」、

「除了給紅包，和家人去看一部屬於我們的賀歲片。（周青元，2014；

引自彭文淳，2014）」 

 

有關《大日子》的廣告宣傳不間斷出現在媒體上，以「首部本土華語賀歲片」

作為電影噱頭吸引當地華人社群的關注，同時因為馬來西亞華人傳統習俗，極為

重視「舞獅文化」，常在農曆佳節進行「舞獅」表演，富含瑞氣臨門，順利平安

的寓意，卻從未有過「舞虎文化」於民間流行，因此《大日子》電影中一直頻繁

提及的「舞虎是什麼？」，以及預告片中特意不顯露「虎頭」等宣傳手段，也成

功在華人社群裡引起話題。 

同時周青元製作團隊努力經營網路社群粉絲頁（臉書）與電影官方網站，拉

近本地華人觀眾與《大日子》電影之間的關係，營造出這部電影不是屬於「周青

元」或者電影院，而是屬於「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大日子》這種電影宣

傳策略所營造出的「我們」，可視為一種「想像共同體」的概念。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1936）對該理論的解釋是「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

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

他們互相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安德森，1936；引自吳叡人，

1999）。」一如《大日子》被賦予傳達華人「身份／文化認同」的仲介媒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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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來西亞各地華人之間建造連結，形成馬來西亞華人的「共同的想像體」，

而這共同體意識更擴散到共同抵制盜版電影《大日子》的運動。 

 
「最近我們都是聽見很多好消息，可是今天我們卻收到了一個恐怖傳聞: 

大日子 woohoo！出現了盜版？也有留言傳說網上也看得到了。我們感

到很無奈傷心；臺灣海角七號會那麼的成功，都是因為那裡的影迷門開

啟抵制盜版的運動；馬來西亞的影迷會為大日子 woohoo！這麼做嗎？

可悲可悲啊～希望大家如果看到盜版在哪裡出現,可以給我們知道! 我

們心連心，抵制盜版大日子 woohoo！（《大日子》官方粉絲群（臉書），

2010.01.15）」 

 

《大日子》於 2010 年 1 月 15 日在該電影官方粉絲群（臉書），上傳一則呼

籲大家共同抵制盜版的文章，並一再強調《大日子》是屬於「我們的賀歲片」，

若因為盜版而放棄支援本地電影作品，是一種可悲的行動。《大日子》發起的「抵

制盜版電影運動」讓馬來西亞華人間所存在的民族情感產生共鳴，而這種「情感

共鳴」其實源自馬來西亞國家政府所實踐的馬來中心主義政策，讓國內華人長期

在各方面發展遭受不平等待遇，如教育、文化與商業經營等；而當《大日子》電

影在推出後，則讓長期被壓抑的華人民族情感得以釋放，將自身對「本土華人文

化」的認同與情感需求投射到「第一部本土華語賀歲片」上。 

從電影官方網站粉絲群所得到的留言回覆（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 1），皆以

正面為主，完全認同於抵制盜版運動，並且主動呼籲其他網友共同抵制盜版，如

下： 

 

「如果支持盜版，本土華語電影就會消失（Vivian Tok）。」 

「盜版商休想扼殺《大日子》全體工作人員的心血!!!我們一定會全力

支持正版的（Kenny Yip Chan Fai ）！」 

「去了戲院感受過看戲之後，我一直都相信在電影院看《大日子》怎樣

都比盜版來得好。既然是本地製作，知道這條路走來一點都不簡單，就

不應該讓他二度重傷！抵制盜版！去電影院看吧（Teoh C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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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子》利用網路社群的散佈特性，灌輸馬來西亞華人「共同抵制盜版，

一起維護我們的本地賀歲片」的意識，並透過中文媒體（電視臺、報紙與廣播電

台）、各地巡迴宣傳活動以及網路社群的力量，傳達「支持本地賀歲電影製作」

的核心理念，從中動員與集結提升《大日子》電影的支持率與曝光率，將支持本

土電影的意識如同滾雪球效應般成為華人社群熱潮。 

 

「我有一個朋友就去試探他（賣翻版），你有賣這個《大日子》的翻版

嗎？他講：「好心你，這是本地電影，不要看翻版好嗎？」連翻版的都

叫你不要看（周青元，2014；引自彭文淳，2014）」 

 

馬來西亞電影一直以馬來語為主，因此《大日子》作為國內華人製作的「首

部華語賀歲片」，電影一直所強調的「本土製作與認同」，成功喚醒馬來西亞華

人的民族意識並形成共鳴；其影響甚至擴展到華人盜版商，加入呼籲支持「本地

華語電影」，而拒絕販賣盜版本地電影。 

 

「戲院開始都沒有信心，他給你最小的廳，大概是六十…八十個人的廳。

然後一開就爆滿了，其實那是好事。「哇！又爆滿了！」場場爆滿。所

以每一場也就八十個人噢，就場場爆滿！呵呵（周青元，2014；引自彭

文淳，2014）。」 

 

當支持本地電影的熱潮與電影頻獲佳評的口碑形成後，電影院商方面的意見

也隨著觀眾的期待而做出改變與妥協。由於當初戲院對《大日子》並不具備票房

信心，因此僅提供最小影廳（大約可容納 60－80 人）；然而《大日子》在上映

後卻出現每場坐滿的現象，電影院線也從 34 家追加到 42 家（《在路上》，2014），

最後以四千兩百萬台幣票房開創本地華語電影的新局面。 

《大日子》上映後的成功票房對於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極具意義，因為本

土華語電影製作於 2010 年以前沒有成功先例，作為首部本土華語賀歲片初進入

本地市場就獲得觀眾認可，讓馬來西亞電影院商與電影投資商對於本地華語電影

的投資可能性有著觀念上的轉變，已不再抱持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等於低票房的刻

板印象，嘗試投資並於觀看電影成品後再判斷上映與否；對此周青元（2011）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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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這也怪不得電影院業者，因為以前本地電影票房沒有這種（賣座）情況。

至少，現在他們認為本地電影也可以（十分專題：本地中文電影，2011）。」 

雖然《大日子》透過媒體與網路社群進行宣傳效果非常明顯，但本研究認為

《大日子》的成功並不該完全歸功於「宣傳策略」。因為電影宣傳只能對第一批

入場的觀眾產生效果，後面電影場次的票房成績，卻是源於第一批觀眾對於《大

日子》的整體品質（如故事結構與拍攝畫面）認可後所引起的口碑效應。Astro 集

團中文部總鑑朱志恆（2011）也對此表示：「宣傳策略可以吸引第一批和第二批

觀眾入場，但卻非一直有效的方式，想要吸引第三批觀眾入場，口碑才是關鍵，

宣傳不是一切，最終還是成品素質比較重要（十分專題：本地中文電影，2011）。」 

因此研究者把《大日子》能夠成功開創本地華語電影市場，總共歸納為 3 點

包括 1、《大日子》的「宣傳策略」極為成功，也因為出品商馬來西亞衛星廣播

網媒體公司（Astro）與 myFM 華人廣播電台，因此可以大量消減宣傳預算並達到

最大化電影宣傳效果；2、雖然《大日子》之前並沒有太多本土華語電影製作經

驗可以參考，但周青元於北京電影大學畢業後即在本地電視領域累積十多年影視

拍攝經驗，因此對馬來西亞本土文化有著很深入的瞭解，以及在電影結構與拍攝

概念部分都有相當基礎（聞天祥，2014；電影欣賞學刊，2014），讓《大日子》

整體品質顯得成熟與富有「本土性」；3、再者馬來西亞華人對於農曆佳節觀看

賀歲製作視同為一種習慣/習俗，然而卻從未擁有屬於自己（馬來西亞華人）的華

語賀歲片，因此《大日子》作為「首部本土華語賀歲片」在「本土/文化認同」部

分間接填補了一直觀看海外華語賀歲片的馬來西亞華人因而產生的「文化缺角」。 

 

第二節、馬來中心主義下的國家電影政策與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百花齊放現象 

2010 年被本地媒體稱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的分水嶺，周青元憑藉首部

賀歲電影《大日子》（1 月 14 日）成功獲得市場與院線認同之外，陳慶祥（阿牛）

所導演的《初戀紅豆冰》申請國家電影輔助權益時，不受承認為「國家電影」反

被「國家電影發展局」以電影對白內容未以馬來語作為主要媒介，定義為「外語

電影」。 

陳慶祥導演在這起「國家電影」事件中，成為了馬來中心主義下被邊緣化的

對象；但他並沒有接受國家政府所給予的不平等待遇，而是透過當時新聞、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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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部副部長王賽芝協助與上訴，以圖進行改革，同時藉由大眾媒體的散佈與

討論讓政府產生輿論壓力，終於讓「國家電影」等於「馬來電影」的馬來文化霸

權有了一絲妥協與鬆動，於 2011 年正式重新修訂與檢視「國家電影」的定義，

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多年來因為馬來文化霸權壓制下其尷尬地位的發展帶來改

革性的影響。 

 

「當年阿牛陳慶祥在拍《初戀紅豆冰》時，發現票價的 10令吉（馬幣）

中，有 2令吉（馬幣）是政府抽的稅，只要你登記通過「強制上映」，

政府會退還給 20%娛樂稅，但那時只給馬來片，阿牛就帶頭去爭取（《星

洲新聞網》，2015.10.25）。」 

 

《初戀紅豆冰》電影故事圍繞在八零年代的華人故事，其電影媒介以混雜性

華語為主，然而以上「國家電影」爭議事件主要是因為《初戀紅豆冰》不符合國

家官方所制定的「國家電影」標準，即電影內容使用語言必須達到 60％以上的馬

來語才能被視為「馬來西亞國家電影」，反之不符合標準者將被視為「外語電影」。 

即使該電影製作團隊與資金結構都完全來自馬來西亞，卻依然無法享有「國

家電影」的特有優待措施，即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局（FINAS）在 1987 年所實

施的「娛樂稅回扣」（Skim Pemulangan Duti Hiburan）優惠與「強制上映制度」

（Skim Wajib Tayang）政策。前者「娛樂稅回扣」，是指國家電影在上映後，可

以豁免繳交 20%的娛樂稅，如一張電影票卷為 100 元台幣，就得上繳 20 元台幣

給縣政府；而後者「強制上映制度」則是為了保護本土電影創作不被外國電影（如

好萊塢電影）壓制所制訂的，成功申請者可以在規定電影院的最大影廳連續播放

兩週（14 天）。 

然而，研究者認為雖然以上兩政策皆為保護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所制定，

但卻因「馬來中心主義」，使其他族群在馬來西亞政治環境下則一直處於「他者」

(others)的身份地位，馬來西亞作為多元文化共處的國家，國家電影卻以「唯一馬

來語」作為定義依據，不承認其他族群語言的電影存在從中也反映出馬來西亞政

府維護馬來主權與打壓他族文化的決心。 

馬來西亞偏向馬來中心靠攏，導致本地電影市場於 2010 年前呈現「一言堂」

現象，馬來電影持續獲得政府輔助，反之非馬來語電影則因為缺乏政府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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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申請相關電影輔助金或貸款，同時本地企業家投資意願也導向回報率高以及

擁有穩定觀眾群的馬來電影市場中。馬來西亞華語電影長期處於國家政策偏頗影

響下，相應產生資金援助與市場支持度不足等問題。 

《初戀紅豆冰》被定義為「外語電影」的事件，引起本地媒體與娛樂業者發

出抗議，紛紛對政府提出「本土人創作卻只能作為外語電影？」的有關質疑，要

求重新檢視「國家電影政策」定義與標準；同時加上《初戀紅豆冰》電影演員陣

容以成名海外多時的歌星與著名演員組成，如梁靜茹、曹格以及李心潔等，因此

在明星光環加持下，也成功引起國外媒體關注。馬來西亞馬華婦女組主席王賽芝

（2010）認為： 

 

「由於阿牛是國際知名藝人，加上他早前在台灣錄製《SS小燕之夜》綜

藝節目時，高呼大馬政府 20％電影稅抽得太兇，繼而引起大馬政府的關

注(《光明新聞網》，2010.09.02)。」  

 

最終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局因為各方施壓，開始對「國家電影政策」作出

根本性調整，王賽芝（2010）表示其修訂後的新條例為 1、只要電影的 50%內容

為本地拍攝，2、並配有馬來文字幕， 3、電影公司的 51%股權為馬來西亞國民

擁有，即可被列為本地電影，享有 20%娛樂稅回扣，並可以申請在本地電影院強

制上映兩週 (《光明新聞網》，2010.09.02)。 

（一）、2008 年大選馬來政黨霸權衰退-重新檢視「國家電影政策」 

「國家電影」定義從馬來意識為主，轉為多元文化發展，這種政治妥協與轉

變卻是建立在馬來西亞政治霸權產生裂痕所因應實施「一個馬來西亞」政治理念

的補救策略上。 

馬來西亞從英殖民時期開始，英政府因為恐懼於共產黨勢力的擴散，即特意

採用分而治之政策，透過積極推動馬來主權來削弱華人權力，從而致使當地華人

在政治與文化發展方面一直處於受政府打壓與邊緣化的處境，其中也包括了非馬

來族群的文化方面的發展。馬來西亞政府於建國後推行「新經濟政策」，試圖剝

奪與驅逐華人所建設的電影工業（邵氏與國泰）並取而代之，本地華語電影產業

在缺乏資源與工業基礎下而難以發展，並在後期制訂「國家電影政策」進一步穩

固馬來文化於境內地位，形成馬來文化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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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中心的政治霸權於 2008 年馬來西亞第十二屆全國大選後才有所轉變，

政府代表政黨國陣（國民黨）於大選失利，面臨自建國以來，首次讓反對政黨贏

得五個州政權，占總選票數 49%，被當時媒體形容為「政治海嘯」（Political Tsunami）

的選舉，從而成為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重要轉折關鍵。  

2009 年納吉上任馬來西亞第六首相，即推廣「一個馬來西亞」政治理念，試

圖進行新一輪的國族建構與召喚，為已經逐漸失去民心的國陣政府打造嶄新的政

治形象與聲譽，藉此挽回人民的支持與信任。「一個馬來西亞」強調建構「一個

更開明和真正提倡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關志華，2014.06.10），而這些帶有「開

明與多元化」政治改革也被實踐在國家電影政策裡，如《初戀紅豆冰》間接引致

「國家電影政策」被修訂事件，也體現出國陣欲推動「一個馬來西亞」政策以改

變政治局勢的決心。當新的國家電影政策被修訂後，本地華語電影製作不再存在

以馬來語作為國家電影標準的限制，華語電影也可擁有申請國家電影的相關特權，

如豁免 20%電影娛樂稅，以及院線強制上映制度。 

然而「一個馬來西亞」理念本質上並沒完全實踐，以馬來文化為主的中心意

識依然存在，如本地華語電影於「馬來西亞電影節」被列為非馬來語項目，而不

是與馬來西亞國家電影同臺競賽（關志華，2014.06.10）；另外國內電影工作者林

麗娟（2014）也對此回應，「一個馬來西亞」的開明多元理念如同虛設，因為至

今國家電影發展局所設立電影輔助金，依然以馬來人優先，而不開放其他族群申

請（林麗娟；許維賢，2014）。 

 

「我覺得這只是個政治口號，他們要得到非巫族的支持。但這些政治人

物對於做出結構性的變化，並不感興趣。他們要維持現狀，但又渴望得

到更多的選票（阿謬，2010；許維賢，2014）。」 

 

馬來電影工作者阿繆對「一個馬來西亞」理念亦保持質疑的態度，並認為國

家政府只想利用此類虛設的政治口號來「暫時性」提升非馬來族群的支持，並不

想做出多元族群間權益的結構性改變，連帶原有友善政策也隨選舉結束做出調整；

如國家電影政策解放後，本地華語電影產量年產量劇增，但國家電影發展局卻解

除「娛樂稅豁免制度」，改以「影片創作獎勵金」(Insentif Tayangan Filem Cereka)

取代，該新政策將以電影票房 10％作為獎勵金，而獎勵上限卻定位為 500 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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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讓本土電影製作重新面臨娛樂稅的問題，如同馬來西亞中文影視協會會長鄭

建國所說：「現在是根據票房的表現退還 10％的獎掖金，比如票房是 5,000萬，

他就還你 500萬，但 500萬已經是上限，就算你的票房是 1億，他還是抽你 2,000

萬，還你 500萬（鄭建國，2015；《星洲新聞網》，2015.10.25）。」 

另外作為馬來西亞國家電影頒獎典禮的「大馬影展」（Festival Film Malaysia），

卻沒有因為本土華語電影獲得國家認可而做出修訂，如華語電影在參賽入圍卻被

安排在「非馬來語電影」組別中，而不是「馬來西亞電影」組別；該現象也進一

步說明國家政府依然執著於馬來中心主義，而不願面對多元文化社會存在的事實。

因此華人文化的邊緣化現象並沒有因為「一個馬來西亞」的實施而獲得改善，同

時該政治理念也僅僅是當局為了挽救民心所執行的「應急型」補救方案而已。  

（二）、《天天好天》刷新票房，本土華語電影產量大增 

 

「當時很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大日子 2》，想再看那幾個角色和喜劇性

較強的電影（周青元，2014；《在路上》，2014）。」 

 

「國家電影」事件過去後，本地觀眾將目光重新放到因為《大日子》賀歲電

影成功而名氣迅速於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躥升的周青元身上，要求延續《大日子》

的故事，重現電影中的「五虎」角色以及喜劇性較強的畫面。隔年周青元推出第

二部作品《天天好天》，因為上部作品的成功，《天天好天》已不需考慮資金與

院商上映的問題，所以希望以一個不同類型的敘事方式與拍攝手法來挑戰新作品，

藉以開創在電影製作上的可能性，如同周青元（2014）認為此次電影製作所需面

對的難題是「如何在鏡頭運用和場景選擇上，讓觀眾有驚喜？如何可以超越上部

作品（《在路上》，2014）？」。 

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繼《大日子》與《初戀紅豆冰》引起社會關注後，周青元

再度以賀歲喜劇作為題材，推出馬來西亞第二部華語賀歲電影－《天天好天》；

周青元在此部電影進行許多嘗試與突破，包括到台灣尋找音效師杜篤之作電影音

效處理，並委託「臺北影業」負責電影畫面後製，成功在音效與電影畫面部分皆

有所突破。 

《天天好天》作為周青元首部嘗試與海外華語電影圈進行技術交流的作品，

成功促進馬來西亞與台灣兩地間在電影技術與人才上的交流，並使日後兩地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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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電影產業合作關係越加親密。周青元在《天天好天》的電影製作獲得新突破，

成功超越前部作品並獲得 6,500 萬台幣票房，再度刷新 2010 年的本地華語電影票

房記錄。然而一年內三部本地華語電影包括《大日子》、《初戀紅豆冰》與《天

天好天》總獲得億萬票房的成績，讓本地華語電影製作形成熱潮。 

隨著本地華語電影市場接受度提高，以及「國家電影政策」的解放，本地華

語電影產業開始吸引企業家投資電影製作，紛紛成立電影製作公司加入競爭，而

這段期間也是馬華電影百花齊放的時代，更出現因電影角色走紅而針對該角色延

伸出其他系列的情況。如在《大日子》與《天天好天》飾演聲線逗趣的警衛「阿

炳」（林德榮）一角迅速躥紅本地娛樂圈，則自行開設電影製作公司，延續民眾

對「阿炳」形象的懷念，開拍一系列以「阿炳」角色為主的電影，如《阿炳心想

事成》（2012）、《阿炳馬到功成》（2014）等。 

香港電視製作人袁再顯認為馬來西亞擁有優越的電影製作空間，包括硬體與

氣候部分，並且舉出由於馬來西亞貨幣兌換率偏低的優勢，投資方可以投入更多

資金到電影製作；另外馬來西亞華人獨有的歷史與文化元素，讓電影創作空間比

海外華語電影來得多元化。「硬體有了、氣候有了、消費群有了，現在是你給他

什麼！ 」袁再顯認為這正是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的時機，原本以製作電視劇

為主的嘉逸娛樂有限公司（英語：Juita Entertainment Sdn Bhd，簡稱嘉逸娛樂）也

在 2011 年加入本地華語電影競爭，總投入 5 部華語電影製作包括 2011 年的《美

好冤家》與《23:59》以及 2012 年的《行Ｘ踏錯》與《撞鬼》以及 2013 年上映的

《紙月亮》。對於加入本地華語電影市場競爭，袁再顯（2011）認為馬來西亞華

語電影正經歷著百花齊放的時代，需要更多人投入，才能越來越進步；而多元題

材的電影也能刺激市場，讓更多電影工作者加入這一行業（袁再顯，2011；《十

分專題：本地中文電影》，2011）。 

隨著越來越多本地電影製作公司投入華語電影製作，出現本地華語電影不斷

湧現的現象， 2011 年本地華語電影製作增加至年產量 6 部；2012 年年產量更高

達 15 部，然而 2013 年的產量雖然約有 15 部，但真正獲得上映的電影，只有 6 部

分別是《皇宮燦爛》、《結婚那件事之後》、《冠軍歌王》、《螢火俠》、《哥

妹倆》以及《紙月亮》；根據國家電影局所提供的資料，2013 年本地華語電影製

作整體票房有著明顯下滑趨勢，其中以林德榮等華人社群熟知的廣播 DJ 組成《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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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燦爛》僅獲得 5,600 萬台幣票房，與上部《阿炳 心想事成》作品 7,560 萬票房

相比明顯存在落差。其次是陳慶祥（阿牛）製作的《結婚那件事之後》獲得 4,600

萬台幣票房。另在 2011 年以《辣死你媽 2.0》獲得 7,000 萬票房的黃明志，於 2013

年集合高淩風、吳孟達與黃小琥等海外明星組成的《冠軍歌王》卻僅獲得約 2,050

萬台幣票房。 

2013 年華語電影整體票房的下滑，以及開拍多上映少的現象讓許多本地電

影工作者認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開始衰退並將面臨「泡沫化」問題，對此電

影發行兼院線（Golden Screen Cinema）發言人覺得目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就

像一場運動，導演需要嘗試多類型的創作以試探本地市場的電影喜好，在多次失

敗後才能知道本地觀眾的需求是什麼（《中國報》，2013.01.08）；一如周青元所

說：「這個市場需要很多人進來，才會顯得它的好，以前可能是兩個人，現在是

10 個人，然後再慢慢淘汰，就像馬拉松一樣；電影市場不可能一直用 100 公尺

速度來跑，否則半路就沒力了（周青元，2013；本地中文電影，2013）。」馬來

西亞華語電影產業出現的冷淡現像是每一種產業歷經蓬勃競爭時期後必定面臨

淘汰的正常現象，素質不佳者將會被淘汰，留下優質的電影工作者繼續推動本地

華語電影產業的發展。 

（三）、周青元以「全民電影」再創高峰 

然而當電影工作者與企業家質疑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熱潮已經漸漸消退的時

候，周青元並沒有在前兩部作品獲得佳績後，急於投入籌拍第三部電影，反而是

拍攝一部將跨越馬來西亞十三州，動員全民共同拍攝的賀歲 MV－《開心樂龍龍》。 

 

「沒有人會願意出來參與的、而且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十三個州屬，要

所有人放下手邊的工作，沒有任何物質的回籌，為了你來跳一支舞？還

要那麼多人？妙想天開了吧你（《在路上》，2014）！」 

 

《開心樂龍龍》MV 是一部要求全民義務參與協助拍攝的作品，而這種一反

資本主義慣有框架的概念立刻受到許多人質疑，但最終仍獲得上萬民眾協助完成

「開心樂龍龍」的拍攝，並於 2012 年 12 月 12 日將《開心樂龍龍 - MY Astro 新

年萬人 MV》上傳到網路社群，並引起業界轟動。「全民參與」的可行性讓周青

元得到第三部電影創作的啟發，希望將全民參與的概念延伸到電影，跨越六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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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尋找各地自願者參與拍攝與電影幕後工作人員，製作一部以馬來西亞景觀與

文化為主的「全民電影」。 

 

「電影的夢一直都是由一小撮人去執行這一次，是不是應該可以讓更多

人一起來參與？恩！做了一個全民的 MV，就要做一個全民的電影（周青

元，2014;《在路上》，2014）！」 

 

《一路有你》於 2014 年農曆上映，獲得 1 億 7 千萬台幣票房（於 2014 年以

前全國最高票房），同時獲得「第 27 屆大馬影展」（Festival Film Malaysia）頒發

「最佳攝影」、「最佳非馬來語電影」以及「最佳男主角」獎項；同時也因為電

影製作所使用的「全民協作」策略，讓周青元被國內媒體稱為「全民導演」，其

電影所強調的「全民」概念主要體現在兩個部分包括演員招募與工作團隊參與。 

前兩部電影作品以「屬於我們自己的賀歲片」成功牽動華人社群的民族情感

後，《一路有你》將「我們」的概念從電影故事延伸到「全民參與」，一部以全

民共同參與拍攝為目標的電影。片中除了洋人男角有過演戲經驗外，主要演員陣

容均透過「全民電影」演員招募計劃篩選而來，因此電影中主要角色都由非專業

演員擔綱，包括電影中對應十二生肖所設計出來的十二位角色，全由從未演戲經

驗的半退休/退休老人演出。周青元（2012）認為，《一路有你》會使用素人當演

員的原因，是希望把《一路有你》作為平臺讓全國普通民眾可以有機會參與電影

演出機會，真正貫徹「全民電影」的概念；而曾經在《大日子》與《天天好天》

參與演出的藝人們（林德榮、陳志康、顏江翰等）則退而擔綱片中配角，以襯托

平民素人的演出（周青元，2012；《南洋網》，2012.12.13）。  

 

「我覺得這次的故事性很強。推著這部電影走的是故事，不是演員。

所以在選演員的部分，我無法選任何有名氣的演員。因為當故事性強、

演員知名度高的時候，觀眾會覺得他們是在看名演員演戲，而不是在

「看電影」。啟用素人演員的話，觀眾在看電影時就不會先被演員拿

去注意力，反而容易投入到故事裡（《在路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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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你》會採用素人當演員的原因，除卻迎合「全民電影」的概念之外，

也與該次的電影故事與角色設計有關。《一路有你》主要圍繞在傳統父親與洋人

女婿於中西方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衝突，也講述傳統父親與一群老同學之間的友誼，

以及最後如何共同努力製造熱氣球，完成朋友生前夢想的故事。電影在故事創作

部分，相比《大日子》與《天天好天》降低了笑與悲的成份，以平實溫馨的情節

為主軸，而這也是周青元認為《一路有你》的重點不應該對焦在演員身上，而是

電影故事本身，希望觀眾在欣賞《一路有你》時，不受演員的明星光環影響，可

以更深刻體會電影的故事性。 

另外《一路有你》的故事題材以一群老同學追逐夢想（製造熱氣球）為主體，

而片中飾演一群老同學的素人演員，在現實生活也邁入高齡，參與電影拍攝對於

這群老演員也是在追逐夢想。「我們心中都有一個夢，不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

的，我們是要追求，我非常謝謝周青元導演給我們一個很美麗的夢（霍英來，2013；

「《拼一個夢》 映後座談」，2013）。」飾演全叔的李世平也認為可以參與電

影拍攝，是一種夢想，如同他認為「我都已經那麼老了，什麼都見識過了，來到

這個年紀還能有這樣的嘗試，我已經非常開心了（李世平，2014；《在路上》，

2014）。」 

研究者認為當電影劇本中的夢想，與現實中老人們的夢想重疊時，將會給觀

眾帶來更深刻的共鳴；如其中一位觀眾在看了《一路有你》與其電影拍攝紀錄片

後，對現實與電影中的演員們產生認同感，進而刺激對電影的認同的「感動」；

「我看著一批素人演員，然後可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興趣，然後就去在自己算是生

命旅程最後一段時候努力去爭取讓自己的生命發光，讓我覺得非常感動。（全民

電影紀錄片，2013.05.27）」。 

同時周青元不再沿用前兩部作品的演員當主角，是因為這些藝人在《大日子》

與《天天好天》中已被塑造為獨有形象，如飾演孝順兼憨呆的「阿炳」（林德榮）

以及喜愛鬥嘴的賣菜蓮（顏薇恩）等形象已深入民心，因此為尋求更貼合「電影

角色形態」的演員來擔綱，而將演員招募擴散到「全民」。周青元（2014）認為

「一個習慣於演戲的演員，要他去演一個「別人」的角色可以，但不容易。我覺

得這個題材也確實很適合讓非專業演員來演（《在路上》，2014）。」就像電影

中飾演嚴厲父親「全叔」的李世平，雖然在招募階段表現肢體生硬並且不通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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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但因為「外形神態」極為符合電影角色設計，最終得以周青元青睞，並在 27

屆大馬影展憑藉《一路有你》獲得首位華人影帝榮譽。 

《一路有你》作為一部以華人為主的「全民電影」，場景轉換高達四十個地

方，然而拍攝過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難題，並不是資金與演員，而是電影中象徵「夢

想」符號的「熱氣球」。然而這顆將近八十尺，可以承受兩人重量升空的熱氣球，

並非由購買管道取得，而是取自「百家被4」的概念，透過 Astro 本地電視台號召

「全民」以不同顏色的塑膠袋，相互黏貼方式製成。 

 

「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一直蹲在地上割啊黏啊，地面上的這些塑膠最後

拼湊在一起時究竟有多大，或許會長成什麼樣子。就只看到 Astro 播

著號召全民來製造熱氣球的片段，憑藉對周青元作品的認識，不問為什

麼，不問酬勞回饋，就這樣，把珍貴的星期日獻給了這部電影（《在路

上》，2014）。」 

 

《一路有你》全民協助製作熱氣球的過程，是一種近似義工的概念；而民眾

願意無償幫忙的心態是什麼？或者全民電影成功推動原因為何？從周青元在「全

民參與」概念的詮釋中得以解惑：「我們不是要義工，我們要的是大家一起來感

受拍電影的苦與樂。像在吉打的小學拍熱氣球那幾天，當熱氣球無法升空時，看

到現場所有人（不只是劇組人員，還有學校和師生、演員的家人）激動和失望的

表情，過後還有叔叔、阿姨自動過來幫忙黏熱氣球的破洞…那些畫面，都讓人動

容（周青元，2014；《在路上》，2014）。」從以上周青元論述中可發現，《全

民電影》的目的不是為了降低電影預算，而是希望透過這股「全民參與」的運動，

讓本地民眾可以有機會進一步貼近本地華語電影的領域，同時透過「全民協作」

的策略強化民眾對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的認同感。 

《大日子》、《天天好天》與《一路有你》被周青元定為賀歲三部曲，而這

三部電影的產生對於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圈的意義與影響皆不同。首先《大日子》

作為「第一部屬於馬來西亞華人的賀歲片」成功刷新往年華語電影票房，並喚起

                                                           
4
 「百家被」是源自中國的傳統習俗。父母將會為初生孩子到各個家庭收集不同布料縫製一件「百

家被」，其含義是這些布料將帶著不同家庭的祝福；能為孩子祈福避禍、接納百家之福，以借福

來保佑小孩平安長大，而馬來西亞大部分華人家庭迄今乃保有這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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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市場、企業家與電影院商對本地華語製作的信心。《天天好天》則是與海外

（台灣）華語電影圈接軌，開創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與台灣電影進行技術交流的契

機。最後《一路有你》被評為周青元最為成熟的作品，不僅獲得馬來西亞電影史

上最高票房（2014），也在「全民參與」的電影策略中，發現新的電影發展方向，

讓電影不再局限於傳統製作模式，而是可以透過全民參與加深民眾與電影之間的

共鳴與認同。 

 

「當時在媒體上會提到甚麼電影有幾百萬票房，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幾

百萬裡，有多少是要給出品方、發行方。在這樣的誤解下，有很多人投

資拍電影，所以產量越來越多(鄭建國，2015；《星洲新聞網》，

2015.10.24)。」 

 

然而從《一路有你》於 2014 年獲得史上最高票房電影的現象可見，馬來西

亞華語電影產業根本不存在業界所質疑「泡沫化」的現象，2013 年本土華語電影

平均票房下滑的原因，來自於華語電影品質下降。由於本地華語電影於 2010 －

2012 年亮眼的票房，使出品與發行商認為「本土華語電影等於高票房投資」的現

象，而忽略了票房以外的「電影品質」。電影投資商盲目拍攝大量電影，讓電影

產量大增卻使許多電影未達到正常水準，而導致市場對於本土華語電影信任度逐

漸降低。鄭建國（2015）直訴：「在這種電影的長期供應下，本地觀眾開始不買

單，加上現在還有消費稅，電影票高了，一張票要 15 令吉（約 150 元台幣），

那我為甚麼還要看沒有素質的本地電影？ (鄭建國，2015；《星洲新聞網》，

2015.10.24)」 

周青元無疑是眾多新銳導演裡最為成功的，繼《天天好天》（2011）闊別三

年後，再次以《一路有你》證明馬來西亞市場對於「本土製作」的認可與支持，

而周青元「賀歲三部曲」的電影文本與馬來西亞華人間所產生共鳴處為何？正是

研究者希望進一步探索的部分；因此下一章節將會以《大日子》、《天天好天》

與《一路有你》為例，以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認同」觀點與對電影文本之間的

相互指涉做進一步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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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周青元電影中的馬華文化認同 

早期有關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的研究多是著手於「馬華文學」，企圖從文

字中瞭解馬華作者內心的想法與認知，藉以馬來西亞歷史與政治環境等元素印證

並分析。一如林建國（2004）認為「『馬華文學』是早期馬華作者對他們歷史位

置的解釋，因此是馬來西亞部分人民記憶（popular memory）的具體呈現」，而研

究者認為雖然文學有著呈現當代社會記憶的作用，但卻不具備「電影」的影像再

現功能。 

因此希望透過周青元電影裡所再現的內容與畫面，分析電影與馬來西亞華人

間的文化認同關係，此章共分上下部分兩節：第一節將討論馬來西亞華人的物質

層面文化，與電影之間的再現關係；第二部分將討論馬來西亞華人於多元族群社

會的認同與描繪，包括當地華人所擁有混雜性語言；以及探討電影中所刻畫的馬

華傳統節日禮俗等文化元素，企圖詮釋馬華文化認同如何透過傳統文化、信仰、

價值觀的呈現與傳遞。 

 

第一節、馬來西亞華人「物質文化」的再現 

本節將敘述馬來西亞華人物質文化部分，「物質」概念將取自曹雲華（2010）

所提出包括衣食住行等物化形式，從周青元電影中分別呈現出馬來西亞華人的

「本土」生活習慣；研究者將從景象、建築風格，以及飲食文化為分類，企圖證

明（evidence）屬於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認同。 

（一）、電影中所刻畫的景象與建築 

根據前面章節論及，馬來西亞華人於華語影視文化方面多取自於香港；由於

香港地域狹小，因此電影畫面多以城市高樓為主，尤其在《無間道》之後，香港

警匪片大熱，電影畫面也多傾向於鋼骨城市主題，其中也包含了以賀歲主題為主

的香港賀歲片。 

然而馬來西亞地理位置接近赤道，四季如夏，當地南洋氣息濃厚，衣著打扮

多以清涼隨性為主，處處洋溢著椰林或橡樹等綠色視野，與香港電影普遍呈現的

城市緊迫感大有不同。如馬華文學作者林參天（1960）在其文章《沸騰的子夜》

中對南洋風貌的描繪，貼切點出了馬來西亞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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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翠的椰林、濃密的橡樹、茂盛的芭蕉、聳立的老樹…富於雨量的氣

候，一雨便成秋的熱帶的生活(林參天，1960)。」  

因此擁有馬來西亞生活經驗的華人以往於電影院觀看海外電影時，難以看到

屬於馬來西亞景象的畫面，如本地觀眾在接收香港電影所「給予」的訊息時，則

難以與電影內容產生共鳴，而研究者認為這種共鳴來自於馬來西亞華人族群對於

馬華生活的認同，同時透過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文本中所展現的各種諸如建築物、

街景、風景和家庭器皿等物質環境元素，從而讓觀眾感受海外與本地電影之間的

差異進而建構認同感。 

有著電視製作背景的周青元，其首部電影《大日子》則成功扮演著馬來西亞

華人文化的詮釋者，該電影主要講述華人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以位於國內靠近關

丹州一個製造「鹹魚」為生的小村莊-米西拉村作為電影故事的切入點，村中秉持

著每逢一甲子（六十年）必須以一群生肖虎的村民透過「舞虎」儀式來進行酬神

祭奠，祈求神明（天母娘娘）帶給全村豐收年年。然而該項傳統文化唯一繼承人

-連八記因年紀老邁無法再繼續舞虎，而其孫女（鹹魚蓮）為了完成連八記心願則

透過登報徵募的方式，尋找生肖虎的年輕人重新組成一支新的「舞虎」團隊，成

為此部電影故事的開端。 

電影開場畫面首先映入觀眾眼中是一部馬來西亞常見的巴士（臺灣稱為客

運），畫面一轉則是兩位老人於海邊練習「舞虎」架勢的景象（圖 4-1）以及電

影中名為「榴蓮頭」的孩子騎著腳車於田野邊的畫面（圖 4-2），真實呈現出馬

來西亞偏鄉地區常見的「鄉村板屋」，以及椰林茅草叢生的畫面。 

 

   

圖 4-1 

馬來西亞位於彭亨靠近關丹的米

西拉村（Kampung Beserah） 

圖 4-2 

馬來西亞偏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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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子》電影開場以漁村景象吸引觀眾目光後，便將故事焦點轉移到三位

來自首都吉隆玻（馬來語：Kuala Lumpur）的年青人身上，描述他們各自在城市

裡生活所遇到的困境與挫折，如阿炳（林德榮飾）因為失業面臨經濟問題，還頻

頻遭受鄰居賣菜蓮挖苦，責備阿炳從未帶父母出國旅遊是一種不孝順的行為；而

攝影師阿 Rain（陳志康飾）則因欠店租半年未還而被封店導致失業；老實憨厚的

阿發（楊佳賢飾）則因為對人生目標的迷惘導致其女友選擇離開。電影描述所出

現的景象都是馬來西亞人所熟悉的，如阿發販賣「炒粿條」的工作地點-「柏林茶

餐室」（圖 4-3），當地居民將會把這類飲食地點直稱為「小食中心」（Food Court），

販售的料理種類極為多樣化，但卻以華人飲食為主，同時由於馬來族群因「回教」

文化忌諱「豬」的原因，因此善用豬油、豬肉作為主要食材的華人飲食則被馬來

族群拒絕，這類「小食中心」的光顧人群多以華印族群為主。 

電影中阿炳向阿發買了炒果條回家路途中，出現一幕幕吉隆玻等都市的畫面，

如馬來西亞地標性的建築物柏威年商場（Pavilion）（圖 4-4）5、從 19 世紀英殖民

時期即存在的「木板屋」的建築（圖 4-5），以及後來三友開車前往米西拉村所

通過的「檳威大橋」，皆適度地喚醒著觀眾對於本土特徵的熟悉感。 

 

 

 

 

 

圖 4-3  

馬來西亞茶餐室文化 

圖 4-4 

柏威年商場（Pavilion） 

 

 

 

 

                                                           
5
柏威年廣場（英語、馬來語：Pavilion Kuala Lumpur，台灣譯名:巴比倫廣場）於 2007 年 9 月 23

日開幕，是位於吉隆坡武吉免登的其中一間大型購物廣場。地點位在星光大道（Bintang Walk）

的尾端。比鄰升禧廣場（Starhill Gallery）、JW Marriott Hotel、Ritz Carlton Hotel、Westin Hotel、

Millennium Hotel 等其他的高檔酒店與購物中心。除了購物廣場，還包括 368 個單位的豪華公

寓、19 層樓辦公室大樓及 6 星級精品酒店，發展總值達 30 億令吉。（資料取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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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林：每一幕戲，其實都有種熟悉的感覺，一種熟悉的溫馨！我是個「新

村」長大的孩子，我就是特別鍾愛只有屬於新村才有的風土民情！城市長大

或者住在花園屋的孩子，其實真得都感覺不了那當中的人情味。鄰居之間的

八卦比較，其實真得很寫實（《大日子》觀後感，2010）。 

 

易水（1959）陳述馬來西亞華人當初選擇收視香港電影的原因，是因為電影

中所敘述的內容對白是馬來西亞華人能聽懂的。然而，香港電影所呈現的無論是

建築或是文化風情卻與馬來西亞華人存在著距離，如「我們」不熟悉香港的銅鑼

灣與大嶼山，卻清楚地能指出《大日子》裡僅出現不超過五秒的（柏威年商場）

場景，以及大部分馬來西亞華人皆曾經住過的「木板屋」（圖 4-6），而以上網

友林所提出的「熟悉感」其實則來自於自身對於生活事物上的認同，電影中對於

新村木板屋景象的描繪，成功重新連接眾多華人觀眾的集體記憶。  

 

 
  

 
圖 4-5 

《大日子》阿炳的家 

圖 4-6 

雙文丹新村第一間建起的木板屋 

圖片取自《星洲新聞網》

（2015） 

 

馬來西亞「木屋」建築，當地華人因籍貫與環境的差異，對其稱呼也有著區

別，包括「木板屋」、「新村屋」、「菜園屋」與「非法屋」，雖然名稱有別，

但建築本體實質無太大差異，房子建築結構主要以木板與石灰建成，屋頂則以白

鋅構成；這類建築最初顯跡於馬來西亞英殖民時期，英殖民政府為了大量開採錫

礦等原料，引進大量勞工包括中國沿海地區的華僑。這批淘錫勞工以木板與鋅片

簡單搭建而成的木屋，就成為了當時南來勞工的住宿場所。 

 



57 

 

然而「木屋」能夠成為大部分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裡一個重要符號的原因，

是源於 1948 年英殖民政府為瞭解決馬來西亞共產黨暴動問題6所執行的「新村」

（New Village）計劃，目的是將散居鄉下靠近森林地帶的華人集中在「新村」中，

限制其居住和出入，人員及貨物進入新村必須登記，以阻止馬共的交通人員透過

華人而獲得經濟來源（崔貴強，1990）。然而當時華人居住多以木屋為主，因此

木板屋的建築風格則以「新村」文化的形式留存了下來，至今國內亦仍然保留約

480 個新村（黃招勤，2012），從中傳承著多代華人的文化與歷史記憶。 

周青元導演擅於利用城鄉差異來突顯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其中類似新村的

木板屋則在周青元的電影作品中頻頻出現，除了《大日子》裡阿炳的家之外，同

時也成為《天天好天》與《一路有你》兩部電影的重要場景，讓木板村屋成為「鄉

野」與「幸福」的象徵（圖 4-7）。 

 

  

圖 4-7 

《天天好天》阿福兒子為父親於家中煮面。 

《一路有你》全叔家吃團圓飯。 

 

 

《天天好天》電影中的阿福（林德榮飾）與兒子住在位於馬來西亞玻璃市

（Kuala Perlis）一個小鄉鎮的木板屋，雖然生活窮困，卻樂知天命，享受與兒子

的天倫之樂，不嚮往城市繁雜的生活。然而這類草根景象、視野雖然反復性地出

                                                           
6
 馬來西亞獨立前，因為國內所執行的公民權與移民政策都明顯偏袒馬來族群，該偏袒行為導

致大量馬共（馬來西亞共廠黨）罷工示威，以及當地企業主、礦主以及橡膠園主遭到刺殺事

件；被當局立即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阿福： 衰仔啊，老豆（爸爸）那麼窮，坐這樣的爛鬼羅厘（卡車），

你不會怪老豆的吧？ 

兒子： 不會！羅厘才好呢！還大輛過賓士！ 

 



58 

 

現在兩部賀歲作品裡，卻未造成當地華人觀眾的視覺疲勞，反而樂在其中，第三

部電影《一路有你》票房遠超前作，其電影開場畫面則依然保持周青元導演一貫

風格，直接以馬來西亞金馬倫高原（Cameran Highlands）作為畫面開場，並以大

量金馬倫高原的景象穿插電影其中。劇情以中西文化的衝突作為起點，片中飾演

老父親的全叔（李世平飾）思想保守封建，卻極為疼惜女兒，為了讓女兒（Bee）

可以得到光明前程，不惜強迫送到英國留學，卻因此與女兒種下心結。 

導演企圖描繪圍繞在三人間的文化衝突與認同，將洋人 Benji 作為「他者」

來突顯出馬來西亞大部分華人的舊有傳統與思想，如 Benji 認為全叔對於結婚堅

持必須舉辦喜宴以及親自派喜帖的行為是極為「多餘」的，接著 Benji 為了 Bee

而妥協，並在華人傳統文化裡扮演著「他者」的身份，與全叔踏上派喜帖的旅程，

過程中以公路電影的形式攝入許多馬來西亞的景象包括：金馬倫美蘭村、檳城的

檳威大橋、檳城姓周橋 （Chew Jetty）、霹靂州雙溪吉隆啟華小學、仁嘉隆佛光

山東禪寺、柔佛的古廟遊神以及澳島等，帶領觀眾領略馬來西亞真實風貌（圖 4-

8）。 

 

 

然而研究者認為 Benji 的身份是一種馬來西亞華人對於外國文化的投射，亦

可說是把它設定為馬華文化傳承的假想敵；如前文所述，當馬來西亞華人接受海

外華語電影時，因為電影中所呈現的核心文化差異性，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將被

 
金馬倫（Cameran Highland） 

 

 
檳城檳威大橋（Penang Bridge） 

 
檳城姓周橋（Chew Jetty） 柔佛古廟遊神 

圖 4-8 

《一路有你》電影拍攝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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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他者」；而當周青元以馬華「文化認同」作為創作中心時，馬華觀眾在文

本接受過程中將會從多年來的「他者」收視觀眾身份置換為「我們」，形成馬華

觀眾與本土華語電影之間的認同與共鳴關係。 

（二）、電影中的擺設與飲食文化 

那到底馬來西亞華人在物質層面的文化認同體現在何處呢？從十九世紀起

大量華人因各種因素，到當時被稱為「南洋」的馬來西亞生活，落地生根發展至

今已超過一世紀的時間，而東南亞眾多華僑離散之地，卻將中華文化傳承最為完

整，而受政府執行「同化政策」影響最輕微的馬來西亞，因當地華人的身份認同

隨著社會、政治、文化等分裂不斷地變遷與融合，其共同歷史傳統與集體記憶所

建構出來的事實也被保留。因此馬來西亞華人的部分生活與飲食習慣雖然會受其

他族群（馬來人與印度人）所影響，但依然保存了中華文化的傳統根源。 

然而千禧年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並不熱絡，許多電影銀幕上的畫面都多

以海外華人文化為主，而有關更深層、本土的馬華文化元素的描繪則一直未能出

現；因此以下將篩取流竄於電影故事中的馬華文化元素，如對馬來西亞福建籍貫

華人有著起家意義的「雞公碗」，以及馬華社會經過多代繁衍與本地他族文化所

衍生的獨特飲食文化。 

1、「雞公碗」的故事 

電影中所出現的「雞公碗」，為電影豐富化了華人文化的內涵。「雞公碗」

乃中國傳統的家用陶器，為清朝 1960 年代時期中低下階級的普遍食具；清末民

初的雞公碗原在江西燒製，但因為洋瓷盛行而一度停產，後來潮汕地區接力生產

讓其再度普及，更出口到香港與東南亞。 

碗身所繪畫的公雞圖案，被視為吉祥與起家之意。因為「雞」在福建話（閩

南語）裡和「家」諧音，因此帶有「起家」的寓意；而碗身除了公雞外還有其他

圖案作為陪襯，如所配以的牡丹、芭蕉等。牡丹象徵富貴，而芭蕉則因為是大葉

植物，而有「興家成大業」、「功名富貴」的吉祥寓意（飲食茶具故事館，2016）。 

「雞公碗」（圖 4-9）對於早期從中國沿海地區遷移到南洋（馬來西亞）的

華人先輩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多作為苦力，以農耕與挖礦為生，公雞

是人們生活的警鐘，意指開始一天的勞作，因此也被稱為「起家碗」。「雞公碗」

所代表的寓意，可以讓他們於精神層面上得到寄託，並且希望可以早日於異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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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就，成功「起家」獲得財富；同時「雞公碗」對早期華工（華人苦工）有著

「望梅止渴」的含義，因為他們在異鄉生活貧苦，碗內無肉，而喜歡在食具上畫

上「雞公」，以獲得心理上的補助（《中華日報新聞網》，2016）。 

雖然「雞公碗」因在馬來西亞多元種族文化影響下已趨向少見；但在許多華

人傳統家庭裡依然屬於常用食具，如《大日子》與《一路有你》中出現「雞公碗」

（圖 4-10）的畫面皆是以偏鄉地區為主；連八記與孫女孫子們進行晚餐時的場景；

以及《一路有你》中代表保守封建一派的全叔與 Benji 也是以「雞公碗」作為主

要餐具。然而當鏡頭轉換到城市時，三部電影所出現的餐具，則換為多色塑膠餐

具（圖 4-11），真實反映出中華文化於多元種族環境下的失落，而「雞公碗」的

使用，也正表示出華人對於中華文化的一種擁抱與情懷，他族文化不抗拒，而是

選擇嘗試「妥協」地去融入進而改變，這種現象也將在「飲食文化」中獲得證明。 

 

  

圖 4-10 

《大日子》與《一路有你》中所出現的「雞公碗」 

 

 
 

 

圖 4-9 

馬來西亞「雞公碗」，取自中國

報 

圖 4-11 

馬來西亞常見的多色塑膠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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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雞公碗」也盛行於香港，並被大量應用於香港電影與電視劇中，如深

受馬來西亞華人觀眾喜愛的 TVB 香港電視劇亦常以「雞公碗」作為劇中道具，

次數之多經過大陸網友整理，早至 1983 年版《射鵰英雄傳》（黃日華、翁美玲、

苗僑偉、楊盼盼主演）直到 2012 年的台慶劇《大太監》皆出現其蹤影，更引起

廣大網路社群討論，將之稱為「TVB 神道具公雞碗，縱橫 30 年一碗永流傳」；

同時「雞公碗」也出現在周星馳系列電影中，如《算死草》、《逃學威龍》、《食

神》、《賭俠》以及《功夫》等；對此 TVB 監製莊偉健（2014）認為其實「雞公

碗」是一種很平民化的東西，而它也有著很多集體回憶在其中，同時色彩鮮艷價

格低廉，因此才會常被用來當道具使用（《新浪新聞》，2014.07.23）。 

因此周青元電影裡所出現的「雞公碗」，除了是馬來西亞華人對於廣東與福

建文化的集體記憶表現之外，也同時表現出香港流行文化對於馬華歷史下所刻畫

的痕跡。從十九世紀香港流行文化對於馬來西亞華人的經營視角分析，香港流行

文化對馬華文化身份認同（獨立前後時期）的建構有著一定影響，如同麥欣恩

（2009）指出香港影視文化補足了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缺角；而研究者認為這種

「補足」，也可被視為一種香港對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滲透，雖然強化了馬華文

化部分的中華意識，對馬華文化的復興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亦讓其文化認同的建

構過程中受到影響而融合，研究者將其現象稱為屬於兩地華人之間的文化共鳴與

交流，而當地華人受港式文化影響最深的部分則是語言（粵語）與流行文化（影

視）。 

2、「Laksha」般的飲食文化 

「它源自中華文化，但又不是中華文化的簡單翻版，而是在馬來西亞這個

特殊環境下產生的一種新型文化（劉磐石，1998）。」 

如上所述馬華文化認同雖發展奠基於「中華文化」，但卻處於混雜狀態，從

華人的飲食文化部分最為顯著證明。當地華人飲食習慣不完全以中華料理為主，

而是混雜多元族群文化後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新式飲食習性。同時因為馬來西亞早

期曾被英國殖民，因此受西方文化影響關係，華人日常使用餐具以叉子與扁型湯

匙為主，筷子為輔，而飲食部分喜好辛辣與香料口味，如《天天好天》裡的 Uncle 

Lim（福建面）所烹飪的 Asam Laksa（亞參叻沙）源於馬來族群的傳統麵食，其

Asam 乃馬來語中「酸」的意思，也可表示羅望子與亞參果片；而 Laksa 一詞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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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古印度梵文 Laksha (淡米爾語：लकष)，意指「千計無數」，若用到飲食料理

上，則可直接聯想為多種不同食材交雜融合烹飪的統稱（林金城，2008）；經過

多年各族群文化間的融合與演變，飲食文化已不分種族界限，更因為多年的文化

融合與不斷改良而衍生出屬於符合華人地方口味的美食。 

《天天好天》電影中則呈現了一幕因跨區域而反映出文化差異的畫面，Uncle 

Lim 從玻璃市老人院到吉隆玻都市，與孫女一起到「小食中心」吃 Asam Laksa 卻

無法習慣吉隆玻的口味並認為非常難吃停下碗筷而引起其孫女 Joey 的疑惑。 

 

接著鏡頭一轉，Uncle Lim 便帶著兒子到巴殺（傳統菜市場）購買亞參皮等

材料自己回家烹飪，從這現象可發現華人在飲食文化認同是多變性的，不拘束於

中華文化，而是可以從其他族群文化裡交雜融合發展出擁有馬華屬性的文化，如

同劉磐石（1998）所認為馬華文化是各種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產物，它的

身上打下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烙印。 

除了 Asam Laksa 以外，周青元電影中也特意描繪當地華人的日常飲食文化，

如《大日子》電影裡的重要角色之一阿發則是一個「炒粿條7」攤販；它於馬來西

亞華人社會中極具代表性，屬於草根民間食物，馬來西亞大部分茶餐室都能看見

其蹤影。追溯其「炒粿條」歷史，發源地是潮州而隨著大批華僑到馬來西亞，才

傳至檳城。 

「潮州粿條福建麵，海南咖啡店」是早年流傳於新馬華人社會的順口溜，表

示著當地各籍貫華人小販所從事的飲食行業縮影（林金城，2012）；「炒粿條」、

「福建麵」以及「海南咖啡」都分別對應著華人各自籍貫社群的關係與認同。從

周青元電影中真實呈現出華人傳統飲食的是「炒粿條」（圖 4-12）與「海南咖啡」

（圖 4-13）；而「福建面」則以綽號的形式出現在《天天好天》，由於片中 Uncle 

                                                           
7
炒粿條常見於廣東潮汕地區，其做法與廣府人的干炒河基本雷同,加入蛋、血蚶、豆芽、臘腸、

蝦子,黑醬油，炒得色深味濃。在潮汕一帶，蚶是錢的象徵，有開枝散葉、榮華富貴之意，潮州

人習慣將血蚶用開水燙熟，搭配魚露而食。但在馬來半島的赤道氣候中，食物保存不易，加上

移居檳城的潮汕人士改變口味，利用家鄉慣有的食材，再加上黑醬油及辣椒醬，炒出具有檳城

特色的炒粿條。資料取自：維基百科， 

Joey ：「阿公，不好吃咩？」 

Uncle Lim ：「我煮的比他好吃幾百倍呢！不信，你問你媽咪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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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籍貫為福建，經常操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閩南語）與廣東籍的朋友對話，而

被取名為「福建面」，而其朋友則被稱為「廣府炒」，代表廣東籍貫的華人之意，

透過飲食文化的呈現以說明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籍貫關係，以及各籍貫華人間所

建立的飲食記憶與認同。 

 

  

圖 4-12 

阿發炒粿條的畫面 

圖 4-13 

華人茶餐室常見的「海南咖啡」 

 

然而有關異國料理部分（如壽司、西式排餐等）卻未在電影裡出現，而對於

海外飲食的唯一描述，則是在《大日子》電影中「鹹魚蓮」母親所指出的「香港

醬爆牛丸」而已。從這現象可發現周青元企圖於電影裡建立馬來西亞人的本土認

同，而這種「本土認同」不僅於華人社群，亦包括其他族群的文化呈現；如《天

天好天》阿福為了感謝其表妹「多好」長期對母親的照顧與幫助而邀約晚餐，於

是表妹「多好」為了應約而向其朋友（Uncle Lim 的兒子）借了一套晚裝，在其想

像與憧憬（圖 4-14）中，是與她傾慕的阿福表哥到五星級飯店一起吃「燭光晚餐」；

然而鏡頭一轉，兩人卻出現在馬來西亞常見的印度攤（圖 4-15）（當地稱為 Mamak

攤，為馬來西亞各大族群常光顧與聚會的地點）吃印度料理，更把印度服務員所

介紹的食物點完。 

 

  

圖 4-14 

「多好」表妹對於「燭光晚餐」的憧憬 

圖 4-15 

馬來西亞常見的印度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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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片段可發現，導演企圖透過印度餐點的描述喚醒觀眾對於日常飲食的

熟悉感，因為印度攤（Mamak 檔）的飲食文化存在於馬來西亞各族群的文化記憶

中，而以上情節的呈現可以更為貼近當地觀眾的生活習性，賦予「我們」更為強

烈的「認同感」；而來自西式飲食文化的「燭光晚餐」則被塑造為「他者」一種

本土文化抵抗的對象，印度人口中快速唸出的食物名稱則代表著文化認同中的

「我們」，以馬來西亞文化與西式文化中的對立關係，再現出馬來西亞的社會結

構及各大族群文化夾雜而處的真實狀況。 

 

第二節、華人視角的族群再現 

（一）、馬來西亞社會組織認同 

馬來西亞是一個由多元文化、族群、語境組合而成的國家，社會結構與其他

大中華地區有很大差異；電影中不但呈現出馬來西亞社會常見的現象，亦再現出

各大族群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使這種角色的設計乃屬於導演或觀眾對於其

他族群的既定印象與觀感。而周青元華人身份背景關係，因此電影也以華人文化

為創作文本，以下也將以華人視角分析電影中他族與社會結構的再現。 

「電影」可以塑造與建立觀眾對於「他者」的想像，亦是一種有效「重新操

控人民記憶」的手法（Foucault，1989；引自許維賢，2015）。國內各大族群間都

阿福與「多好」表妹於印度攤用馬來語點餐的對話： 

 

印度服務員 ：Makan apa？ Boss… 

 （老闆吃什麼？） 

 

阿福 ：Ada apa？ 

  （有什麼？） 

 

印度服務員 ：「Roti kosong」、「 roti telur」「 roti satin」、   

「 mee goreng」、「 maggi goreng」、「 kueh tiow  

goreng」、「 nasi goreng」、「 telur goreng」。 

（普通印度煎餅、雞蛋印度煎餅、沙丁魚印度煎餅、炒麵、

炒泡麵、炒果條、炒飯、炒雞蛋。） 

 

阿福 ：Semua satulah! 

 （每樣來一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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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彼此有著不同的想像，如作為馬來西亞人的研究者，從小被塑造的族群想像，

則是馬來人是懶惰、不積極卻因得到政府輔助而坐享其成的族群；印度人則是窮

困、愛酗酒且貧富差距嚴重的族群；最後華人則常被政府欺壓，只能靠自身努力，

從事商業經濟的族群，也常被他族視為富有而狡猾的華人。 

以上各族群間刻板印象是英殖民時期政府透過分而治之的治國策略所造成，

至今仍然無法消除。然而周青元電影中則特意將三大族群的再現形象平民化，掩

蓋馬來西亞社會一直存在的經濟差距現象，僅以「和諧喜氣」的手法表述馬來西

亞社會。 

1、「熟悉」的詐騙集團 

《大日子》中販賣「炒果條」的阿發，因其性格善良隨性，多次被同一個騙

子以不同的形象行騙，包括華校募款、僧人化緣以及慈善團體（圖 4-16）等；而

這一幕情節除了為電影製造笑料之外，另外也反映出國內猖獗已久的詐騙集團問

題。馬來西亞華人宗教信仰講究積善廣德以及華人教育的傳承，因此詐騙集團多

以華人族群為對象，如電影中騙子以「疾苦孩子」的照片博取阿發的同情心，並

不斷重複提及「做善事要多點點，不要一點點」的概念。 

「華校籌款之路已非常坎坷，如今居然有不法之徒盜用華校籌款名義，

到處招搖撞騙，可惡之極！不法分子採取「撒網」方式，謊稱為中華小學

籌款，希望對方看在愛華教精神捐獻（《星洲新聞網》，2014.07.19）。」 

 

 馬來西亞華人極為重視華語文教育，亦把「華教」視為中華文化的根源與傳

承，因此華人社會常流傳「再窮不能窮教育」的觀念；從早期馬來西亞執政黨推

出多項政策企圖打壓國內華人各方面文化的傳承，包括教育層面，取消華人母語

-華語，以馬來語代之實行同化政策，政府的壓迫引起馬華社會強烈的反彈與抵

抗，許多華人社會組織因而產生，包括以捍衛傳承華人教育為目的的「董教總」，

民間則直稱為「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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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孤兒愛心募款 建設華校募款 

 

 

僧人化緣捐款 

圖 4-16 

詐騙集團的多變形象 

 

馬華社會重視華文教育的積極態度，成為詐騙集團藉以行騙的突破口。電影

中阿發被騙子以幫助可憐的孩子為理由捐款，而第二次則是以「華校募款」的名

義行騙，這時阿發對騙子說出：「華人支持華校也很應該的噢」可發現，阿發或

許明白對方是騙徒，但卻因為對方以「華校募款」作為理由，因此依然願意受騙，

從第三次騙徒假扮僧人行騙時，阿發對其詢問：「做麼師傅跟剛才那兩個醬像臉

的？」則能明白，阿發並未盲目被騙，而是電影中所操弄的「幫助疾苦孩子」、

「建設華校」以及「做善事」等觀念深刻印在阿發的意識形態裡，促使他為了滿

足自己心靈層面的信仰而選擇捐款。 

 

「裡面的情節，其實也讓人很熟悉，像是阿發在賣面的時候出現的

三個其實是同一個人扮演（戲裡戲外也是）的籌款戲碼：慈善團體、華

校生、和尚，裡面的對白和內容，讓人一看就忍不住就要拍案叫絕，異

口同聲的大叫：『對！對！對！就是這樣子（網友葉子，20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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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日子》再現出社會常見「華校募款」、「和尚化緣」與「愛心捐款」

的詐騙事件後，於現實生活中有過雷同經驗的華人觀眾則能夠與電影情節產生連

接與共鳴，如同以上網友「葉子」在觀影過程中因看到熟悉的場景與事件感到熟

悉而認同。 

2、電影中建構的他族想像 

「Mata」是馬來語，為眼睛的意思，在馬來西亞當地亦等同員警的意思，該

說法源於早期福建籍貫華人對於認為員警就像眼睛般監督著人民，所以便習慣以

馬來語「Mata」稱之，並沿用至今；同時也從馬來語「Mata」展現出馬來族群在

員警行業的重要性與地位，而這也是英殖民政府實施分而治之政策的結果。從周

青元電影，員警的出場率是很低的，但卻有著一個共同點，員警多以馬來族群身

份出現在三部曲中；《大日子》中阿炳等人於夜晚聚賭，卻迎來員警檢舉而將麻

將藏起以中國象棋取代之，不料馬來員警領隊對中國象棋極感興趣興趣，並以流

利的粵語腔調說出：「將軍」一詞把棋局結束，最終藏起的麻將掉落被發現，以

聚賭罪名逮捕阿炳等人。 

《天天好天》中對於員警的描述不多，僅出現在 Joey 與阿公相見的場景亦

沒有任何對白，Joey 欲乘上火車尋找遠在玻璃市的阿公 Uncle Lim，路途迷失被

兩位分別一男一女的馬來員警帶往目的地，為員警塑造「熱心」與「盡責」的形

象；而《一路有你》的員警畫面則安排於一場掃黃行動的情節中出現，全叔所入

住的旅店因遭受檢舉賣淫，兩位分別一男一女的員警則將全叔帶上警局，即使全

叔以「我都已經那麼老了，我哪裡可能還可以？」等說辭向員警求情，最終仍然

被帶上警局。 

從以上電影情節對「馬來西亞員警」的描繪中可發現，《大日子》中的員警

是幽默、開明與通曉部分的中華文化，電影中的警官雖為馬來人卻能口說粵通曉

中國象棋。村長保釋兒子出來時對其的責備：「若不是「林北」趕著來，你們幾

個就變 botak了！」則對觀眾有著提醒的功能；「botak」乃馬來語，為光頭之意；

從對白中帶出 2006 年的「新春聚賭」新聞事件，馬來西亞員警以聚賭為名，於

新春農曆期間逮捕約 11 名華裔男子，扣留期間對他們執行「剃光頭」懲罰，引

起當事人不安，認為新春佳節剃光頭是一種禁忌，最終引起華人社會強烈譴責並

被媒體報導為「辱華事件」；雖然該事件過去已久，但卻真實刻畫在華人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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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中，而「聚賭」會被逮捕「剃光頭」亦成為了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集體

記憶。 

《天天好天》的員警則被塑造為「熱心」與「盡責」的形象；最後《一路有

你》的員警則是「態度強硬」與「不講情理的」。然而無論電影所建立的員警形

象是否真實，但能從電影中發現馬來族群對於馬華文化表示親近學習的可能性，

以及員警於社會中的權力表現；同時員警在選角部分也明顯考慮符合本土性的問

題，並未因以上電影為華語電影製作而選用華人演員，選擇以馬來人飾演員警

「Mata」一角，其角色設計以符合馬來西亞社會組織事實為主。 

在電影中也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其他族群刻板印象的描述，如馬來族群的隨性

與懶惰，以及印度族群愛酗酒兇狠等形象。周青元三部曲中所出現的馬來員警形

象公正與盡責，《一路有你》中全叔的馬來女同學「法蒂瑪」（Fatimah）則心思

聰穎與溫和；而印度族群則以「保安」與印度攤服務員出場，人物形象逗趣與正

面積極。以上皆以正面手法處理其他族群形象的策略中可發現，周青元企圖逃避

各族群間於現實社會所存在的政治性問題，以電影刻畫出種族和諧的景象；一如

《大日子》電影中的米西拉村，村民們成功捕獲蟒蛇共同合照的畫面，企圖建構

三大族群的「和諧想像」，以貫徹馬來西亞於 2009 年所推行以「各族平等，團

結一致」為訴求的「一個馬來西亞」理念。 

 

 
圖 4-17 

《大日子》米西拉村村民捕獲蟒蛇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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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的本土現象-多元語言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熔爐，其中華人則屬包容性最強的族群；早期中

國沿海地區華僑下南洋，其中包括福建、廣東、潮州、客家、海南等地方，他們

帶著自身籍貫所屬文化漂洋過海到馬來西亞落地生根，也將「籍貫文化」與「籍

貫語言」傳承下來；同時由於國境場域，華人必須吸收異地文化，內化為自身生

活的一部分，以融入當地生活。 

因此當地華人最少能通曉三種語言，包含作為全國馬華社會的母語-華語、

籍貫所屬方言，以及國家官方語言-馬來語；然而馬來西亞籍貫以福建與廣東文

化為大宗，因此華人所通曉方言為何乃取決於地域性，一如研究者雖然自身所屬

籍貫為福建省，但卻未能通曉福建話而是以粵語作為生活第二語言，這是因為自

身生活環境從小受香港流行文化包括港劇、港片與音樂所影響，親朋好友亦以粵

語溝通，導致研究者不諳自身原來籍貫所屬方言而傾向於粵語；此現象李如龍

（1996）所指出隨著五六十年代電視於南洋普及化，港產片大熱，許多說閩南話、

客家話的人由於常看電影、電視而學會了粵語方言。 

研究者認為語言認同的迷失與轉換，是因為受時空、社會、場域等不穩定因

素所造成；如陳曉錦（2003）認為在異國他鄉，爲了生存，使用同一漢語方言的

華人常聚居在一起，這種集中聚居的方式無疑有利於華人保留其母語；而作為馬

來西亞首都的吉隆玻則是廣東華人的集聚地，檳城華人則使用福建話，以及柔佛

巴魯華人則主要通用潮州話等等。 

作為馬來西亞經濟發展中心的吉隆玻吸引許多外地華人前往求職，隨著空間

的「移動」使「認同」逐漸發生轉變，這種「轉變」來自於他們為了適應工作場

域與生活環境需要使用粵語，而開始學習當地語言；隨著移動的華人越來越多，

粵語亦逐漸傳遞發展形成馬華社會的強勢語言。 

另外馬來西亞華人處於多元文化的場域，其語言屬性已經發展為混雜以華語

為主混雜其他語言的溝通方式；國內研究者洪麗芬（2007）將之稱為「語言馬賽

克現象」，意指主體語言的詞彙或詞組夾雜著少許客體語言的詞彙或詞組，形成

一種多語並用，混成一體的特殊口語；然而本研究認為所謂「馬賽克」亦指出語

言主體的不穩定與模糊化，馬來西亞經過多代的各族群文化共處，其語言屬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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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模糊並交融，如周青元電影中角色以多種語言相互交談而無隔閡，綽號為「福

建面」的 Uncle Lim 與講粵語為主的阿炳，再現了一幕多元語言交流的情節： 

 

阿炳 ：「Uncle Lim 啊，你真的要去 KL咩？」安老院知道嗎？ 

Uncle Lim ：「你問醬多做麼？『tumbang』你羅厘（卡車）去 kl 不可以  

   咩？」 

 

從以上情節發現有關馬華社會的特殊現象，若雙方溝通發生籍貫不同，或對

方不通曉自身語言時，則會將語言轉換至「華語」； 如阿炳明白 Uncle Lim 是福

建人，因此並未以粵語與對方溝通，而是以華語為主，並且參雜許多在地化語言

使用；而在馬華社會日常使用語言中，也以中、英、馬、和地方語言混雜使用方

式呈現，如 Uncle Lim 所提到的「Tumbang」則是搭順風車的意思，而混雜語言的

使用並非電影所特意塑造的效果，而是馬來西亞真實存在的本土現象。 

馬來西亞曾為英國殖民地，其殖民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則直接表現在語言上；

英國在殖民期間曾於馬來西亞積極推行英語教育，直到馬來西亞獨立後為了建立

馬來民族主義並且執行族群同化政策，才定制推行全國「國語」教學的教育藍圖，

取消「全英語」教學，改為「全國語」教學，而所謂國語即是馬來語；形成馬來

西亞社會在英語、馬來語兩大語境以及各地方言組成「語言馬賽克」的局面。 

然而馬來西亞特有的「語言馬賽克」現象體現在華語電影裡，是特殊的，也

是其他華語地區電影難以模仿的，而這種電影所再現的文化獨特性也更容易讓觀

眾從中取得認同，因為語言混雜化是馬來西亞社會最根本的文化展現。以下網友

對於周青元電影所呈現多元語言的影評與觀感： 

 

 

「摻雜馬來文，廣東話的馬來西亞華語，聽起來，特別親切。覺

得，沒必要以中文老師的教學眼光去衡量這部電影，畢竟，這大概就

是馬來西亞吧（chenghui，2010）。」 

 

 

 



71 

 

「電影裡面穿插了非常多的馬來西亞本土文化，包括的馬來文，

英文，華語，廣東話等多重語言。也就是因為他們利用了這一點，所

以覺得這部電影特別的好看。一般上馬來西亞的連續劇都有一種追

求「正宗」的感覺。比如發音要標準，要模仿正是中文發音。大日子

因為注重本土發音，所以特色比較濃（shower999，2010）。」  

「從場景、環境、人物到語言，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幾乎每一天

都可以見到和聽到的。像是「媽打寮」、「銳」（錢）、檳城人很喜

歡說的「打必」（Tapi，但是）…他們的人物，像阿炳、阿連、阿發

這些，都很貼近生活，貼近我們自己(葉子，2010)。」 

 

從以上影評中可發現，觀眾對電影裡所刻畫的多元語言現象感到特別「親切」，

並認為這種親切感是其他海外華語電影無法賦予的；對於許多華語電影裡對華語

發音使用字正腔圓的表述方式感到疏離與不真實，而周青元電影中對於族群語言

的表現與刻畫才是最為接近觀眾日常生活，如「媽打寮」、「銳」（錢）、以及

檳城華人愛掛在嘴邊的「打必」，都是馬來西亞華人所熟悉的字眼，這些詞源自

於馬來語的（Balai Polis）「媽打寮」（警察局）、(Duit) 「銳」(錢的意思)以及

(Tapi)「打必」(但是)，雖然混雜語言的表現方式相比兩岸三地等大中華地區的華

語電影顯得「怪異」或「不正宗」，但卻是這種「不正宗」和「混雜」的語言陳

述方式才能真正呈現馬來西亞的風貌，貼近每個華人觀眾現實裡的生活經驗，建

立起電影與馬來西亞華人所擁有獨特文化之間的連接與共鳴。 

 

第三節、電影中刻畫的在地華人傳統習俗 

早期華人先輩下南洋，多數為勞工階級，其文化與教育水準皆不高，同時也

為了生存而無暇進行文化的發展；隨著 20 世紀 30、40 年代，大批華人知識分子

從中國移民到馬來西亞，才正好彌補了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層面的缺失（曹雲華，

2010），文化認同亦透過透過習俗、價值觀、傳統、態度、信仰和溝通方式等被

發展（Petitdemange，1998）。因此以下將透過電影所刻畫的場景、情節，以及華

人形象等，討論馬華社會普遍存在的核心文化，即為意識形態層面問題，同時結

合馬華「內外」傳統，以描繪當地華人傳統文化的面貌。 

 

https://www.douban.com/people/1045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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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日子》：「記得文化，記得傳承」 

從電影《大日子》中對於「舞虎」（圖 4-18）的描述是馬來西亞關丹「米西

拉村」的傳統習俗，為當地村莊特有的文化。片中飾演「舞虎」老師傅的連八記

演員，原名為蕭斐弘，是馬來西亞曾多次獲得世界冠軍的麻坡關聖宮龍獅團教練，

負責此電影中的舞虎跳樁動作與虎頭的設計，所以電影中所描述的米西拉村專有

的「舞虎」並非虛構而是確實存在，並與「舞獅」（圖 4-19）有著不小淵源。 

 

 
圖 4-18 

《大日子》「舞虎」文化的再現 

 

圖 4-19 

馬來西亞華人傳統活動「舞獅」，圖片拍攝於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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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虎」源自中華傳統習俗，民間稱為「舞財神」相信舞虎能為民眾帶來財

運與平安。周青元在拍攝《大日子》前，曾到「舞虎」發源地河南溫縣考查，並

參考虎頭設計與技藝演示，然而因為時代變遷，此項民俗傳統已面臨失傳的危機。

而與「舞虎」相似的「舞獅」文化，因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本身也屬於多元文化，

因此「舞獅」於早期華人社會並未獲得重視與系統性地發展，逐漸產生文化斷層。

接著 70 至 80 年代馬來西亞政府又進一步推行馬來文化中心主義，實行「新文化

政策」強制打壓他族文化將其成為邊緣地位；1971 年 8 月 16 日至 20 日舉行的國

家文化大會上提出了「馬來西亞國家文化」的概念，包括以下三點： 

 

1. 馬來西亞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原住民的文化為核心。 

2. 其他適合及恰當的文化成分可被接受為國家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是必

須符合第一及第三項原則才會被考慮。 

3. 回教為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來源 

 

馬來西亞政府希望以國家力量強行將全國籠罩在「馬來民族至上」的意識形

態統治。在其政策的影響下，華人族群文化受到的打擊與影響極大，當時作為內

政部長的丹斯里加沙裡表示，馬來西亞華人所屬文化「舞獅」活動並未有任何馬

來西亞的本地色彩，拒絕將其列為國家文化，除非將「獅子」改為馬來西亞的象

徵之一「老虎」；當時國家持有的態度與意圖讓華人社會備受壓力與恐懼，「舞

虎」輿論讓當時華人社會感受到自身文化被侵蝕與迫害，而引起強烈的文化反彈，

華人社會群起捍衛「舞獅」文化，才讓原來未被重視的「舞獅」文化繼續獲得發

展並傳承至今。 

《大日子》的舞虎是參考中國河南「舞虎」文化，並結合馬來西亞華人傳統

「舞獅」文化元素所推演創造，將本地從未發展的「舞虎」搬上熒幕，為新生代

華人觀眾製造新鮮與好奇的視覺觀感，而這份「好奇」可以提升新生代馬華對於

「舞虎」傳統文化的關注；而對於老一輩華人觀眾，「舞虎」的符號，則具有喚

起八零年代華人為保護族群文化傳承與政權抗衡的歷史意義。另外研究者從一位

有「舞獅」經驗的親友對談中，對《大日子》電影所賦予的文化意義有著更深一

層的理解，「電影不能引起觀眾對舞獅、舞虎的學習慾望，卻能從中明白『文化』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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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本著接近華人傳統文化，再次用心感受華人生活面貌。

Astro 本地圈誠意為你獻上，全馬獨家製作的舞虎楊

威媽祖誕。」(記者將麥克風遞向連八記詢問其感想。) 

連八記 ：我很緊張，因為我很希望我的徒弟，好像我的名字一樣，

八記，記得八件事情，記得歷史，記得文化，哈… 

 

電影中連八記在教導阿發練習舞「虎頭」過程時因為跳樁滑落而受傷，面對

阿發的自責時，連八記則說出：「人老了，手腳不靈活；心定手腳不定…不關你

的事，是我連八記，要記得傳承，要記得…」時，卻被徒弟們，以要「記得吃藥」

等言語打斷，表現出新生代華人對於傳統文化習俗的忽視；接著連八記於「媽祖

慶典」開始前接受記者訪問其夢想時，則希望徒弟（新生代華人）要像他的名字

（連八記）一樣，要記得八件事情：「要記得歷史，記得文化…」來提醒觀眾文

化傳承的重要性，記得「我們」先輩發揚和振興中華文化的初衷與目的，勿以輕

視嬉戲的心態對待。 

從以上《大日子》電影情節的設計可見，連八記一直在扮演著一個提醒的角

色；分別是「記得傳承，記得歷史，記得文化」，從記者訪問中說出的「徒弟」

其實就是「我們」-馬來西亞華人；透過連八記此角色雖老邁卻堅持捍衛文化的精

神，以及一群來自都市的年青人拋棄利益的誘惑來完成「舞虎」的文化表演，提

醒與傳達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習俗重於一切的中心思想，一如蕭斐弘（2010）指出

「現在的我們是傳承前人的文化，將來的人則承傳我們留下的文化，世代創新，

世代相傳，此謂文化傳承，薪火相傳」；歷史文化記憶的傳承，才是馬來西亞華

人建立與捍衛自身「身份/文化認同」的根本。 

（二）、原鄉的記憶與文化 

《大日子》中的「記得傳承，記得歷史，記得文化」為觀眾傳達「勿忘根本」

的含義，而「根源」的重要性關係一個族群文化體系傳承的完整性，以及建構族

群認同時，區隔「我們」與「他者」身份的重要依據，並藉由歷史記憶建構出馬

來西亞華人的想像共同體。如華人講究中華傳統觀念與習俗文化寓意；馬華社會

多提倡儒家思想所推廣的「孝順」、「飲水思源」等觀念，習俗文化部分因為籍

貫與文化的多元性，造就當地華人在思想層面部分有著多樣的寓意與禁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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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你》中 Benji 在農曆年三十晚（除夕夜）將表示不吉利與倒霉的「雞頭」夾

給全叔而受到喝罵。無論是儒家思想抑或民間習俗觀念都在馬華社會佔據重要位

置，因為這些發展多年而保留下來的「意識形態」，才是馬華社會保持「文化認

同」主體而未被同化的根源與關鍵。 

1、失落的「堂號」牌匾 

周青元三部電影中，完整呈現出當地傳統華人家庭的中華文化，如《大日子》

（圖 4-20）與《一路有你》（圖 4-21）電影中皆出現掛在大門上的「堂號」牌匾。

「堂號」牌匾有著追溯自身祖籍身份的功能與意義，主要為了讓遠赴南洋落地生

根的華人能夠憑著這一片牌匾，明白自身祖籍發源地，用於區別姓氏、宗族或家

族等，貫徹華人不忘本的傳統價值觀。《大日子》電影中的教導「舞虎」的連八

記，其家門上即擺置了一幅「上黨」堂號門匾，以示連姓的發源地亦即現今的山

西省長治縣（維基百科，2016.04.18）。 

 
圖 4-20 

《大日子》連八記的家 

圖 4-21 

《一路有你》全叔年青時的家 

 

電影中所出現的「堂號」畫面並不多，就屬《大日子》電影中的「堂號」呈

現最為明確清晰，雖然《一路有你》電影裡也有「堂號」的景象，但卻被模糊處

理了；這其實真實再現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隨著政治、社會、時空上的流動變遷，

文化傳承部分也開始出現斷層與變異。隨著馬來西亞居住環境的發展與提升，許

多老舊房子已被發展為排屋型或公寓型住宅，新生代華人則漸漸離開新村搬往都

市，此類中華「堂號」門匾的文化失去傳承而快速消失。 

 

「現代人的宗族觀念不強了，相信是這樣，新生代都不愛在本身的

住所門檻上放置姓氏堂號的牌匾。她說，以前人們在家前掛上姓氏牌匾，

是要方便外來人辨識同宗。不過，現代人沒有這方面的需要（《南洋商

報》，2015.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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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南洋商報》報導文章可見，近代華人對於宗族觀念遠比前幾代華人

來的淺薄，而這也反映了馬來西亞華人從重視宗族的中國認同因時間遞嬗逐漸淡

化；隨著新生代華人數量增加，老一輩華人所留存的「中國記憶」將慢慢消退，

一如「堂號」牌匾多出現在新村等偏鄉地區，而新生代華人所處的城鎮（花園屋

8）則不再有張掛牌匾的文化。 

 

「一個人可以有多重的認同，具體到一個馬來西亞華人，就是說他可以

在政治上認同和效忠於馬來西亞，而在民族上認同於華族，在文化上則

認同於中華文化，這種多重認同的現象同時出現一個人身上而不矛盾，

這種現象在東南亞華人中極為普遍（居維寧，1997）。」 

 

「堂號」文化的失落說明著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雖然基礎於「中華文化」，

政治認同卻不認同於中國身份而是馬來西亞；同時亦意味著馬來西亞華人經過多

代異鄉文化的相融與演變，南洋先輩所帶來的「祖國身份」漸漸被切斷，換上以

英文與數字元號的「門牌」，從而發展出屬於「我們」的新型華人文化。 

雖然電影中所刻畫的「堂號」文化有著消逝的寓意，但卻透過中華傳統習俗

/文化的事物再現說明著馬來西亞華人只是切斷「中國身份」並非「中華文化」，

因此政治認同於馬來西亞國家，同時亦依循中華文化觀念/思想等發展，演化為一

種多元認同的現象，從「純粹」的中華文化轉換至馬華文化的演變過程。 

2、電影中的「孝順」 

隨著姓氏牌匾的式微反映出新生代華人對於宗族觀念的淺薄現象，然而該

「淺薄」僅體現在宗族即中國原鄉，而並非針對於血緣與親情。馬華社會極為重

視儒家思想，如周青元電影中反複提及的「孝順」觀念則出自於儒家，「百行孝

為先」則在反映出華人社會對於孝順觀念的重視。 

從《大日子》、《天天好天》到《一路有你》對於情感故事部分的描述都與

親情有關。《大日子》裡阿炳取笑以販賣蔬菜為生的鄰居「賣菜蓮」皮膚保養不

好時，讓「賣菜蓮」說出自己的工作目的與生活哲學，她不惜犧牲自身的青春到

菜市場賺錢，僅僅是為了讓母親可以去旅遊，生活過得好一些。從「賣菜蓮」的

                                                           
8
 「花園屋」為馬來西亞華人對於「社區房屋」的統稱，亦會稱為「Taman 屋」，而 Taman 為

馬來語，為「花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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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中可知，電影中對「孝順」的詮釋是可以讓父母生活過得好一些，至少快樂

無憂。 

接著阿炳因為遭受「賣菜蓮」諷刺從未讓父母出國旅遊的經驗，而謊稱隔週

會讓父母參與日本豪華旅遊團，事實卻是讓攝影師朋友（阿 Rain）以影像後製技

術為其父母透過攝影棚製作一系列旅遊照片（圖 4-22），兩老因為需要佯裝沒人

在家只好在沒有聲音的情況下，收看歌唱節目，雖然帶有笑料但卻顯得無奈。然

而因為炳爸生日想吃鹹魚，卻因為鹹魚味道過於濃郁被鄰居識破謊言，讓阿炳無

地自容，並遷怒於兩老，最後哽咽說出自己失業的困境，劇情試圖刻畫城市人生

活的壓力與艱辛現象，同時也展現為人父母，疼惜子女的關愛（圖 4-23），即使

遇到多大困境父母永遠都是兒女的依傍。從「賣菜蓮」主動孝順母親，到阿炳父

母對兒子的幫助與包容的兩段故事可發現，電影企圖突顯中華傳統思想「血濃於

水」的觀念。 

 

  
圖 4-22 

《大日子》阿炳父母於攝影棚後製

假旅行照片 

圖 4-23 

《大日子》假旅遊謊言被識破 

 

《大日子》之後，隔年周青元推出的《天天好天》則將故事重點完全放在「親

情」的描述上；阿福母親因為患有老人癡呆症，將馬來西亞常喝的「涼茶」（類

似青草茶）煮成辣椒水，負責照顧福媽的「多好」表妹與阿福兒子都不願將其辣

茶喝下肚，唯有阿福若無其事繼續喝，並在母親詢問是否好喝時點頭說好；此幕

攝影機完全對焦在阿福身上，呈現為人子女不忍讓母親難過的「親情」意識，希

望在母親有生之年盡可能孝順，如《天天好天》電影片尾林主任於小學運動會致

辭所陳述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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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在想要天天都要見到我的爸爸，但是沒有辦法。因為父母

只能照顧我們的前半生，我們只能看到父母的後半生，時間一到就要

分開；所以各位家長要好好珍惜你們跟孩子的時光，各位同學要好好

對你們的父母。」 

 

《天天好天》所強調的孝順觀念是互相的，父母與子女所組成的家庭結構都

應該尊崇於儒家的中心思想，如同電影中提到所謂「德、智、體、群、美，運動

只是其中一環，家庭教育才是最重要的一環」，以及 Uncle Lim 對兒女們說出：

「你們自己好好照顧自己，阿爸已經沒有能力照顧你們一輩子了。人老了，現在

這裡痛哪裡痛」；可見電影所強調的「孝順」並非僅僅子女對於父母的關愛態度，

更多地是講究華人家庭間的互相包容與傳承的概念，而這也是東方集體主義的一

種表現，如《一路有你》中的洋人 Benji 對於其妻子 Bee 的懷孕感到意外，並覺

得自己還未準備擔當一個父親的角色，直到在一次與乩童「大肥鬼」的對話中，

「大肥鬼」以粗淺的英文為他解釋「Chinese people always say， people feed me， 

me feed people…(我養人，人養我)」，才漸漸明白何謂父親、子女觀念。一直認

為 Bee 父親全叔思想封建保守的 Benji 此刻終於發現「華人文化並非傳統守舊，

而是基於對子女的愛與關心」的深刻內涵，衝擊來自西方缺乏孝順觀念的洋人；

也透過這種情節安排，將「孝順」具體化，使華人從「孝順」觀念的情感獲得認

同。 

3、馬華民間信仰 

周青元電影的創作類型屬於市場容易接受的題材，除了親情描述以外，觀眾

亦能透過電影再現發現更多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尤其是民間信仰部分。如《大日

子》中的「媽祖」以及《一路有你》所出現的古廟遊神等節慶，電影企圖透過馬

華信仰的畫面，營造出馬華社會的想像，透過宗教信仰元素去建立馬來西亞華人

的想像共同體。 

東南亞因地域與多元族群關係，宗教信仰實質比中華地區更為豐富多元化，

早期華人初到南洋則面臨宗教適應的問題，大約分為四種情況，包括 1.改教者，

即放棄原來宗教信仰，改信回教或西方宗教；2.創教者，即創造新型式宗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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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與德教等；3.堅持華人傳統宗教，即佛、道教和各種祖先崇拜；4.無神論者，

沒任何宗教信仰（曹雲華，2010）。 

從電影中所描繪的華人宗教事物多屬佛道場景，是因多數華人依然堅持中華

傳統宗教，根據馬來西亞官方統計局於 1991 年所提供的宗教信仰普查（表 4-1），

華人宗教信仰選擇中華傳統宗教的人口統計達 88.5%，接近九成；第二選擇信仰

則是傳自西方國度的基督教，而本土宗教回教則僅佔全國華人人口 0.4%，其餘

3.5%則是其他信仰或無神論者。從 1991 年的華人宗教信仰普查可發現，選擇傳

統佛道宗教依然佔首位，可見馬華社會對於中華文化的重視涵括多層面。 

 

表 4-1 

馬來西亞華人宗教信仰情況 

宗教類別 馬來西亞華人信徒（佔本國華人人口百分比） 

回教 0.4 

基督教 7.8 

印度教 0.2 

佛教 68.3 

儒/道/其他華人宗教 20.2 

部落/民俗宗教 0.1 

其他 0.3 

無宗教信仰者 2.7 

未知 0.3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Government of Malaysia: “Population Censu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1991. 

(資料取自：《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頁 259) 

 

首先從華人家庭普遍所信仰的「神靈」開始談起，雖然從前文提及馬來西亞

華人社會已經將政治認同置換到馬來西亞認同，但文化認同根本依然以中華文化

為主，因此「祖先崇拜」的信仰模式仍普遍存在於信仰傳統華人宗教的馬來西亞

華人家庭中，而所謂「祖先崇拜」則是家裡將安置祖先靈位，每逢農曆初一十五

上香供奉，藉以得到心靈層面的寄託，同時亦透過祭拜祖先的習俗希望自己在異

鄉不忘本，並時刻提醒自己與後人勿忘記自身的列祖列宗（曹雲華，2010）；然

而從研究者的角度亦將此傳統儀式理解為，透過供奉「祖先靈位」能夠強化與提

醒「華人」自身的身份與文化認同及「孝順」的觀念，而「祖先靈位」則是華人

社會中傳遞「文化認同」的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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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對於皈依「回教」的看法是敏感的、背叛祖宗的、以

及不孝的；而這些看法來源於馬來西亞華人若皈依「回教」則將放棄自身原由的

生活習俗，如「不再祭祖」、「改起穆斯林姓名」等；一位已經皈依「回教」的

馬來西亞華人則表示，其實華人認為皈依「回教」後則將切斷家族所有關係，父

母往生後亦無人祭拜而變成惡鬼，因此將會遭到反對（王祖興，2011），也會被

掛上不忠不孝之名。 

宗教之間歧義也影響不同種族難以通婚的現象，如《一路有你》中的全叔反

駁他人將自己與馬來女同學法蒂瑪湊成對時說：「什麼法蒂瑪啊！你都傻的！我

是華人，她是馬來人，我怎麼會喜歡她？」可知道大部分馬來西亞華人難以跨越

族群隔閡，與馬來族群建立婚姻關係；而當年馬來女同學「法蒂瑪」因為不想成

為十二生肖中的蛇而想當貓才讓全叔老同學們無法湊足十二生肖，從這點亦能發

現代表馬來族群符號的「法蒂瑪」並無法接受十二生肖的概念，因此在意識上形

成對立，亦即解答了全叔所說的「我是華人，她是馬來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原因；而意識上的相對立，亦是華人社會建構身份認同的重要關鍵，因此宗教信

仰的立場亦代表著「我們」與「他者」的概念，進而體現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對於

「他者」產生抵制與抗拒的心態。 

因此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宗教信仰具備集結華人文化記憶與認同的作用，正

如馬來西亞濱城華人史學者王琛發（2010；曹雲華，2010）指出華人社會所興建

的廟宇文化並非基本所需，而是作為社群團結的象徵；賦予維護原鄉傳統的功能，

扮演共同信仰中心的角色，同時亦具備集結異地團結凝聚社會力量的中心組織。 

《一路有你》中的電影場景之一柔佛「古廟遊神」景象是馬華文化的重要象

徵，從 1870 年傳承至今已經擁有 140 多年歷史，將在每年農曆廿一進行遊神盛

會（《東方網》，2016），而柔佛古廟則是一座位於於馬來西亞柔佛州巴魯市直

律街的古廟，其代表著馬華五大籍貫和諧相處與團結的精神，分別是「潮州幫」、

「福建幫」、「客家幫」、「廣東幫」以及「瓊幫」，而五大籍貫更各別負責供

奉五位神明，分別是「玄天上帝」（潮州幫負責）、「洪仙大帝」（福建幫負責）、

「感天大帝」（客家幫負責）、「華光大帝」（廣東幫負責）以及「趙大元帥」

（海南幫負責），每逢遊神慶典各籍貫華人（潮、福、客、廣、瓊）鄉親將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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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遊神工作，各抬著由中華公會沿襲制訂的神明遊行，祈求合境平安（柔佛巴

魯中華公會，2016）。 

「古廟遊神」的歷史再現是一種屬於馬來西亞華人的本土人文，電影是直接

到活動現場拍攝，將「古廟遊神」壯觀密集信眾的熱絡情緒、舞龍遊神很本土及

真實的文化面貌展現在螢幕上，實現了《一路有你》作為「全民電影」的概念，

讓「我們」一起參與其中。如果「古廟遊神」透過信仰集結著當地五大籍貫華人

的共同記憶，而電影所再現的畫面則為觀眾建立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的共同想像，

從電影中去感受「我們」的文化精髓，體會馬華文化更為深刻的層面，電影中所

呈現的每一點滴感動著製作團隊、感動著觀眾，以及感動著「我們」，而「感動」

是源自於民族間精神、情感與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認同」。 

一如電影中全叔與洋女婿 Benji 的相處過程，是一個文化衝突的呈現；Benji

一直無法明白全叔對於中華文化、信仰等的堅持，認為他是保守、守舊及封建的，

如在進行華人的結婚擺酒儀式前不能同房、對於除夕夜孝敬「雞頭」一事憤怒、

老班長去世後因為忌諱「紅白事相衝」而不參與祭拜、結婚要親自派請柬而不能

寄電郵或 SMS？這些在洋人 Benji 眼前看似幼稚兼守舊的想法，卻是華人多年以

來所發展出來的人文與認同。 

 

結婚派「請柬」不能用電郵？ 

Benji ：「你不覺得這又麻煩又多餘嗎？難道不能用郵寄，或是電   

    郵？或是 SMS（電話短訊）？你不敢反對他，是不是？」 

Bee ：「不是不敢，這是中華文化（chinese culture）!」 

 

「紅白事相衝」的疑問 

Benji ：「平時我都依據華人傳統習俗來尊敬你，可是今天我真的 

    沒辦法不出聲了。我今天一定要把心理的話說出來。你 

    都老遠來到這裡了，但卻不進去見校長最後一面，真不 

    明白你為何這麼固執。 」 

 

洋人 Benji 的角色是「他者」的影射，國家政府一直無法理解華人的堅持為

何？無法理解「我們」對文化傳承的重視程度，如政府早期所強制推行的「統一

語言政策」時，認為馬來西亞國民應該於各方面統一語言（馬來語），以表示對

國家的效忠；對於華族誓死捍衛「華語」與「中華文化」的行動是無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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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你》中洋人 Benji 和全叔踏上派請柬的路途上，則是描述「我們」

與「他者」在文化上互相理解與妥協的過程，屬於西方文化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

洋人 Benji 透過瞭解有了另一層面的領悟，其「認同」開始改變，並對 Bee 說出

自己這段日子來的一些想法。洋人 Benji 認為：「這幾個星期，有些東西改變了

我。我開始可以接受一些新的觀念。一些以前我不明白的觀念，比如華人文化，

並不只是關乎傳統，而是從愛延伸出來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是一輩子都

不能被切割的」，從最後洋人 Benji 認同被轉變的情節可發現，電影中把「華人

傳統文化」詮釋為一種長輩關愛後輩的合理化表現，將馬華傳統意識拉升到華人

共同想像的層面，可視為周青元彷彿希望以電影為媒介將馬華社會長期遭受執政

者的邊緣化與政治打壓所帶來的壓抑情緒，藉由訴諸傳統文化等共同記憶去喚醒

與強化馬來西亞華人主體性想像，進一步從漂泊碎裂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想像中，

確立與辨識自身對於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定位。 

同時電影亦說明馬華社會許多的意識形態或生活習性都從「文化認同」中延

伸出來；如全叔的女兒 Bee 聽了 Benji 的想法後，隨即會心一笑並輕聲說出：「爸，

看來你贏了。」意味著扮演古板傳統角色的全叔才是充滿不穩定變數裡的贏家，

也反映出中華文化乃是緊繫每代華人認同與精神傳承的重要繩索。 

「我們」之所以與「他者」不同，是因為「我們」的馬華文化是傳承著中華

傳統根源，無論景象、擺設、抑或保守老舊的傳統習俗，這都是辨識「我們」身

份的唯一依據，所以本研究認為周青元電影作品能夠迅速受本土華人市場接受，

是因為其電影成功透過各種本土華人認同元素為馬華社會於邊緣化的時空下建

立馬華社群的歸屬感，從茫茫海外電影中成為最為貼近、真實描繪「我們」文化

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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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國家人民意識覺醒與電影發展關係 

從前文章節可發現周青元電影創作裡擁有豐富的「本土認同」元素，因而讓

本地市場歡迎。追溯周青元導演的人生經歷，可知他曾負笈馬來西亞華人原鄉-

中國北京電影學院，但畢業後並未留在中國，而是回到家鄉馬來西亞投身電視製

作，包括以「本土人文」的電視節目《橫行 8 道》與《愛自由》的本地旅遊節目

等。周青元負笈中國的「再離散」經驗， 使其跳脫馬來西亞場域，置身於中國

當地成為「他者」更能夠清晰明白何謂「自我」的概念，而周青元的「再離散」

經驗無疑是一種強化「認同」的自我檢視過程。 

此外，周青元於 2010 年所推出的首部電影《大日子》時間點，正是馬來西

亞國族意識興盛的階段；因此本章節首先將從國家政治與社會層面切入，分析周

青元電影創作與國族意識覺醒的關係；第二節將以周青元最新作品「OlaBola」

（2016）電影因為歷史改編事件所引起的族群爭議問題，分析馬來西亞政治政策

對電影產業發展的影響性為何，以及探討周青元電影作品中所背負的國族寓言。 

 

第一節、 人民意識覺醒：認同本土性創作 

（一）、政府所操弄的族群隔閡 

馬來西亞族群於千禧年前一直處於融而不合的狀態，最大原因是執政者為鞏

固自身地位，而實施「分而治之」策略導致，同時執政者嚴密管控國內媒體，試

圖建構與操控民眾的國家與族群間的想像，使各族群間建立隔閡與刻板印象等意

識形態。馬來西亞政治策略承襲自英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政治分權制度，將政治權

力賦予馬來族群建立「馬來主權」，名義為扶植馬來族群，實質為了加深族群間

的猜疑與衝突，讓執政底下的人民無法團結共處，更容易為政府所掌控。同時因

忌諱馬來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簡稱馬共）的威脅，早在英殖民時

期即制訂「煽動條例」（Sedition Ordinance 1948 ） 與「印刷報業條例」（ Printing 

Presses Ordinance 1948），成為管控媒體與社會輿論自由的政治手段（黃國富，

2008）。 

馬來西亞 1957 年正式脫離英殖民政府獨立後，「分而治之」政策依然持續，

唯一改變的則是馬來族群直接掌控國家權力，並引用英政府的治理方法繼續為各

大族群間製造糾紛與衝突；如 1969 年因為馬來執政黨大選失利，於 5 月 13 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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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的兩大族群間（華人與馬來人）流血衝突事件（圖 5-1）（簡稱為「513 事

件」）。本地學者柯嘉遜（2007）透過解密英國駐馬專員的觀察報告、外國通訊

記者所撰寫新聞報告以及外交圈子內流傳的機密檔發現，「513 事件」實為巫統

（馬來西亞執政黨）內部策劃，主要為了推翻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政權的陰

謀。 

柯嘉遜（2007）指出：「馬來西亞 1969 年 5 月 13 日（以華人為受害者主體）

的種族暴亂，絕非多元族群社會中自發的純粹種族暴亂。有關的撤銷保密的檔清

楚表明，發動這場種族暴亂是有計劃的行動。」柯嘉遜所指證關於「513 事件」

的謀權陰謀論則進一步辯證馬來西亞政府為了鞏固馬來主權，利用分裂族群關係

與族群情緒高漲等手段發起政治暴動。同時政府為了加緊管控媒體訊息傳佈，於

1971 年與 1974 年修訂「印刷報業法」（Printing Presses Act），符合政府規定者才

能獲得報刊印刷證；「煽動法」明文禁止討論四大議題包含 1、馬來語為國語的

語文政策、土著特權、馬來統治者與非土著公民權；「官方機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1972，OSA）進一步限制國內言論自由，只要被視為洩露政府機密者可被強制

性監禁（葉瑞生，1995）。 

 

 

圖 5-1 

馬來西亞 513 種族流血事件。圖片取自：犀鄉資訊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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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政府透過各種政策強行控制媒體內容與社會輿論，報導內容涉及敏

感議題，將無法得到印刷證而面臨停產。除了以上政策，1960 年為了打壓「馬共

問題」所制訂的「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ISA，簡稱內安法令），

成為執政者控制社會輿論的最大利器；它賦予國家內政部長擁有未經審訊拘捕

「懷疑與可能威脅社會安定者」的權力，讓政府真正擁有完全操控與打壓「民主

自由」的能力，簡言之政府可以不需要任何證據即能以「懷疑威脅社會安定」的

罪名進行拘捕行動。如發生於 1987 年的「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當時因

為政府派遣不諳華語的馬來教師擔任華小高職（高級職位）有試圖「同化」華人

母語之嫌而引起華人社會強烈反彈，聯合多個政黨包含馬華、民政黨、民主行動

黨等進行提案抗議；最後前首相馬哈迪以「種族關係」為由，直接援引「內部安

全法」拘捕多位反對黨黨員與領袖、社運工作者與華教人士等（王德齊，2007；

《當今大馬新聞網》，2007），並於事後檢討再次加強媒體的管控，將國內媒體

所有權集中化與集團化（莊迪澎，2004）。 

進入 1990 年代，政府持續對媒體進行「私營化」，造成國內媒體多由政黨

旗下或其盟友所成立，包括由巫統（執政黨）朋黨阿南達克裡斯南（Ananda Krishnan）

所經營國內最大的傳播娛樂製作公司-寰宇集團（Astro Holding Bhd）攬括大部分

影視娛樂節目製作與發行等（張丹楓，2012），進一步操控人民意識，模糊化族

群彼此間的認知。國內大部分媒體也在「集中化」與「私營化」下為執政者喉舌，

凡超出政府所能容忍底線的言論，則被直接刪版抑或取消出版權處理。 

從以上有關馬來西亞政府管理體制中可發現，國內民眾的意識形態與言論自

由處於不斷被壓抑的狀態，尤其華人族群的文化發展與國民權利亦常被執政者以

「不效忠國家」、「威脅國家安全」以及「引起種族糾紛」等各種莫須有罪名為

由進行剝削與打壓。因為害怕執政主權動搖，而玩弄種族政策等手段在馬來西亞

歷史上層出不窮，如 1987 年「茅草行動」事件，執政者企圖蠶食與同化華文教

育根基遭到華教反抗後；同年 10 月 17 日巫統青年團團長（巫青）納吉即號召兩

萬人以上於吉隆玻甘榜巴魯的 TPCA 體育館舉行《捍衛馬來人權益大集會》（圖

5-2）。曾於現場採訪的公民記者李生裕（2013）指出，當時會場充斥極端種族主

義口號和布條，其中一幅則畫著馬來短劍，寫著「以華人的鮮血染紅它（馬來短

劍）」強烈煽動種族意識的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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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茅草行動馬來極端主義份子的《捍衛馬來人權益大集會》 

圖片取自《正義之聲》網站。 

 

馬來西亞執政者常利用馬來族群與華人族群間對彼此的「不熟悉」與「文化

隔閡」關係進行操弄、分裂，為彼此不斷製造仇恨關係，目的是為馬來族群建立

「他者」（others）概念，透過馬來族群對於「他者」的集體仇視與排斥來建立執

政者所設想的「馬來民族主義」，並利用極端化的馬來民族主義建立屬於馬來族

群的「想像共同體」，保持馬來族群對執政黨系－「巫統」的效忠地位。雖然各

族群間的物質文化方面能夠相互影響與接受，但有關族群彼此間的政治意識，依

然因為執政者的分裂政策而一直存在隔閡。直到 1998 年巫統內部權力結構出現

裂痕而引發的「烈火莫熄」運動，才讓馬來西亞的霸權執政局面有了一絲改變。 

（二）、「烈火莫熄」運動：「啟蒙」與「覺醒」 

「烈火莫熄」抗議浪潮（reformasi，馬來文意為改革），是馬來西亞歷史上

最具代表性的社會運動，該運動源起於巫統內部關係決裂，當時任職副首相的安

華於首相馬哈迪出國期間，以改革者形象展開反貪汙行動，而與馬哈迪派系出現

巨大分歧（潘永強，2001），執政派系主權遭到衝擊同時馬哈迪擔心安華取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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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劉鎮東，2003），因此 1998 年 9 月安華被冠上涉及不道德行為（雞姦案）等

罪名，革除其副首相兼財政部長職務。安華被革職後即展開揭發馬哈迪派系等各

種貪汙、濫權等醜聞，引起社會民眾關切，隨後安華因「雞姦罪名」被拘捕入獄，

更在入獄期間發生被毆打成「黑眼圈」等濫權行為，掀起由安華支持者所發動的

「烈火莫熄」運動，要求公平審訊安華，並且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 

「烈火莫熄」運動對於馬來西亞歷史的主要影響，是為各大族群建立一個「共

同目標」即拒絕貪汙，反對濫權等意識，跨越因族群分裂政策所產生的族群界限，

讓各大族群間因「共同目標」將「他者」置換為執政黨，對族群間的融合以及意

識覺醒可謂一大突破。安華事件引發多次民眾抵抗威權政策事件，而「自由與民

主」等訴求則成為當時馬來西亞社會主要意識形態。 

「烈火莫熄」運動能推動成功，起因於網際網路的開放性。由於馬哈迪於 1996

年提出馬來西亞於 2020 年成為先進國計劃（即「2020 宏願」），為了執行「多

媒體超級走廊計畫」（Multi Media Super Corridor project，簡稱 MSC）而承諾政府

將不會管制網際網路，以示「開放與先進」。網際網路不受管制，為抗議者提供

一個不受時空限制、集結民眾進而凝聚「共同意識」的自由平臺，成為對抗威權

政府的最重要管道。 

隨著政改運動的推動，社會大眾意識亦逐漸催生而覺醒，而這種人民意識的

表現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電影發展領域，如馬來西亞的「獨立電影新浪潮」則

是人民覺醒運動中所影響而產生。數位元攝影機普及賦予電影作品最大化的創作

自由，因「烈火莫熄」運動所影響的政治氛圍亦不斷刺激著擁有批判思維的電影

工作者，把文化和藝術當成是介入社會的場域，提倡一種跨文化、跨語言、跨族

群的公民政治（關志華，2014）。因此獨立電影導演則多以鮮明個人意識，追求

刻畫馬來西亞真實社會本質，跨越族群探討人權、民主、政治濫權與言論自由等

議題，以挑戰官方所特意建構的不和諧「國族認同」想像，轉向追求馬來西亞社

會的本質與集體認同。 

「烈火莫熄」運動讓馬來西亞政治氛圍從「融而不合」的不和諧關係，趨向

轉變至跨族群認同關係。同時隨著千禧年經濟起飛以及數位通訊科技進步，社會

大眾的政治意識與素養越漸成熟，已經不容易受到族群分化的政治手段所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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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莫熄」運動已過去但影響深遠，至今（2016 年）依然扮演不斷衝擊與監督

國家威權執政的角色，如馬來西亞於 2008 年所發生的「308 政治海嘯」。 

前副首相安華入獄後，其妻子旺阿茲莎替夫從政於 1999 年 4 月 4 日成立「公

正黨」圖重整政治版圖，2007 年國內反對黨（包括公正黨、行動黨、回教黨）與

NGO 非政府組織聯合發起「凈選運動」Bersih 1.0（馬來語意指乾淨）（圖 5-3），

訴求乾淨不濫權，公平選舉抗議過分偏向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一直執政的國民陣

線黨（即巫統）；並以黃色作為「凈選運動」的代表顏色，現場上萬不同族群的

「黃衣」參與者形成「黃色浪潮」（Gelombang Kuning）席捲吉隆玻市中心的畫

面(《星洲新聞網》，2015)，以公民行動衝擊著壓抑已久的政治霸權。 

 
「凈選運動」八大選舉改革訴求: 

一、準確的選民冊 

二、使用不褪色墨汁 

三、改革郵寄選票制度 

四、至少 21天的競選期 

五、自由和公平地使用媒體 

六、強化公共機制 

七、杜絕貪汙濫權以 

八、杜絕骯髒政治手段 

 

「凈選運動」Bersih 1.0 成功吸引社會民眾關注，喚醒國民的民主與政治意

識，既而成就隔年 2008 年大選（簡稱 308 大選）反對黨陣營大勝的成績，11 州

拿下 5 州執政權（林怡廷 ，2013），意味著反對黨擁有於國會中否決提案的權

力，一改往日執政黨「巫統」霸權執政的局面。2008 年後執政黨大選面臨慘敗，

開始重新檢視執政策略，而隔年就任的首相納吉則改變「巫統」一直所抱持的「分

而治之」方針，轉以主張「族群和諧」，推動「一個馬來西亞」政策，企圖建構

新一輪的國族想像。 

從以上馬來西亞歷史陳述中，可發現「烈火莫熄」無疑開啟了馬來西亞民主

化的契機，並在多次的抗議運動中強化著社會民眾「政治意識」；馬來族群不再

像以往輕易被「種族分化政策」所煽動，而華人族群也隨著多次的「參與」進一

步強化著對國家的歸屬與認同感，不再像從前被政府單方面打壓，而擁有發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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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著「共同意識」的建立，三大族群漸漸趨向「我們」因為共同抵禦威權政

治而建立的國族想像裡，即「族群和諧，公平團結」。 

 

 

追溯馬來西亞九零年代末歷史，「烈火莫熄」激發出國民多年被國家政治所

壓制的國族與政治意識；在各種政改運動的帶領下，全民抱持推翻威權政府的希

望與決心，讓當時馬來西亞的國族意識前所未有的強烈，如同獨立電影導演阿繆

（Amir Muhammad）所分享：「『烈火莫熄』是個令人振奮的時期，當年大眾不

再感到害怕，非常自發發起的群眾運動（許維賢，2014）。」 

於 2010 年後快速崛起的本地導演周青元，則正好於九零年代末從中國北京

電影學院畢業回國，趕上這股國民意識「覺醒」的浪潮。受到政治氛圍的轉變與

沉浸，以及中國留學的「再離散」經驗，讓周青元對於國家與本土性的認同刻畫

地更為清晰；如同一些馬華文學家離鄉到國外後，會因為馬來西亞的景象、飲食、

語言歌曲等等，激起作家書寫與回憶的動力（游雅雯，2015），而周青元回國後

所製作的電視節目，也能發現他對於本土意識的認同不斷升溫被強化。周青元認

 

圖 5-3 

「凈選運動」Bersih 1.0 上萬黃衣集會者參與 

圖片取自《星洲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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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時國內電視所播放的旅遊節目多源自國外，缺乏了「我們」自己的視角，因

此隨後推出以強調本土性的《橫行 8 道》與《愛自由》的旅遊節目。 

然而周青元當初選擇留學於中國北京電影學院的初衷，乃希望能夠投身電影

製作而非電視領域。雖然馬來西亞曾擁有本地華語電影製作事例（《第三代》與

《近打》），但卻因經驗不足與題材問題而受市場忽視。本地華語電影製作不受

市場歡迎的現象，讓周青元繼續考查市場接受度與等待本土電影製作的契機。直

到 2007 年周青元加入由巫統朋黨阿南達克裡斯南（Ananda Krishnan）創立的寰宇

集團（Astro Holding Bhd）旗下的衛星廣播媒體公司，於 2008 年開始實踐「本土

認同」創作的可能性，製作屬於馬來西亞的「本地新年倒數節目」；最後節目成

功獲得高收視率，讓周青元發現市場對於「本土性」作品的需求，即開始以「本

土認同」作為電影題材打進市場。 

周青元首部電影《大日子》能夠成功，主要源自於市場對於本土性題材的認

同、網際網路的開放以及宣傳方式，製作團隊透過網路社群散佈有關強調「本土

認同」的訊息，如「屬於我們的賀歲片」、「屬於我們的語言」等概念，同時也

透過經營網路社群進行活動參與和分享電影製作過程拉近觀眾與電影製作團隊

之間的距離，進而有效激發馬華社群對電影的認同感，同時亦表現出導演作為華

人身份之外，亦欲透過強化華人身份認同吸引本土華人市場的認同政治。 

另外《大日子》的廣告宣傳採取轟炸式策略，成功藉助各大媒體傳播平臺進

行不間斷播放電影花絮吸引馬華社會關注。除了 Astro 集團自身的媒體企業生態，

也應歸功於 Astro 集團與巫統執政黨的朋黨關係，周青元所製作電影從未被有關

當局刁難或惡意針對，而打著捍衛華社旗杆的各大中文媒體也以表示支持「本土

華電影」而爭鋒報導。從以上觀察中，發現《大日子》間接強化著馬來西亞華人

社會的族群/文化認同，另外從 Astro 電視臺與政府朋黨關係亦進一步展現出馬來

西亞華語電影發展與政府之間的妥協關係。 

然而研究者所指的「妥協」關係是相對性的，僅限於電影的故事性與意識形

態在執政者所能容忍的底限內。如於 2010 年以愛情與親情作題材的《初戀紅豆

冰》，因電影未符合國家電影標準而無法豁免娛樂稅，而引發「本土電影標準」

風波。首相納吉為了實踐「一個馬來西亞」政策理念，即針對非馬來族群作出「討

好」姿態修訂多項政策，包括國家電影標準的開放，讓其他族群能夠在法定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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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有國家電影所有權益，以展現「各族平等，團結一致」核心理念。反之若本

地非馬來電影製作觸碰敏感內容，將會遭受打壓刪減或禁播，如於 2013 年因涉

及「馬共」背景的《新村 1949》則被有關當局以涉及「宣揚共產黨意識」而被禁

播。 

周青元於 2010 年推出的《大日子》能夠快速進入市場，正是因為剛好接軌

本地市場遇上社會民主意識爆發，國族意識升溫的時機；馬來西亞社會剛經歷

2007 年 308 大選大勝後，讓民主意識快速膨脹，而以「本土認同」作為題材的本

土華語電影亦能與當時政治氛圍契合，同時《大日子》中不斷被強調的「我們」

的認同意識亦無疑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被消費。 

另外從周青元推出賀歲三部曲系列《大日子》、《天天好天》與《一路有你》

有關「文化認同」的分析裡，《大日子》強調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天天好天》

則透過幾位主角的故事去刻畫華人對於「孝順」的重視；而《一路有你》則是以

東西方的文化衝突帶出文化共處融合的可能性。從以上分析發現周青元在處理電

影故事部分，是偏頗於「華人認同」作為整個故事的中心架構，如同周青元所說：

「心底有個很想發出的聲音、想告訴大家的故事，或說，藉由電影創作分享、表

達一種觀點與看法，與大眾形成共鳴（周青元，2014；彭文淳，2014）。」 

從周青元的想法與電影文本分析中，可將電影創作視為周青元自身內心深層

「認同意識」再現過程，如周青元認為從始至終都只想講「很馬來西亞」的故事，

若預算、成本或技術得已突破，將會挑戰「大場面」與「歷史久遠」的故事（周

青元，2014；彭文淳，2014），而周青元所指的「很馬來西亞」其實應被理解為

「國族認同」，華人與他族在經歷「烈火莫熄」時代的刺激後，促進族群間的融

合與認識，同時亦讓華人認同邁向轉變契機。 

2016 年周青元製作的《Olabola》以「三大族群和諧團結」為核心理念，將國

家足球歷史作為故事架構的馬來西亞電影，則進一步印證著馬來西亞文化/身份

認同的變遷過程，即從「華僑」拋棄中國身份到「馬來西亞華人」，再從電影寓

言中展現馬來西亞華人到不分族群身份的「馬來西亞人」的認同演變過程，同時

亦正迎合國家執政者所一直推崇的「一個馬來西亞」理念。有關周青元第四部電

影《Olabola》的論述將在下一節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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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OlaBola》：「我們」的想像 

2014 年周青元推出《一路有你》獲得馬來西亞史上最高票房，也因為「全民

協作」的電影製作概念，而被稱為「全民導演」；然而當時「全民」一詞其實僅

限於華人社群，電影中並未太多友族同胞參與，而故事結構與收視觀眾亦以華人

為主，與真正「全民」一詞仍然尚存落差。時隔兩年 2016 年，周青元所推出的

《Olabola》則讓周青元真正坐實「全民導演」的頭銜，同時亦反映其認同政治上

的轉變。其電影故事發展基於三大族群（馬來人、華人、印度人） 為主，透過

80 年代的馬來西亞國足運動的歷史重現，企圖刻畫出三大族群的和諧團結精神，

並為電影深深畫上一道國族印痕。 

（一）、《OlaBola》裡的國族想像  

《Olabola》中的 Ola 來自葡萄牙語，意指「hello」，而「Bola」則是馬來語

中意指足球的意思（Melody Fm 廣播電台，2016），從周青元以馬來西亞國家語

言作為電影命名的現象，即可發現此作品不再像從前《大日子》等電影般強調華

人文化認同為主，而企圖透過國家足球歷史的陳述，將故事、市場從族群個體延

伸至國家全民；如電影中飾演足球賽播報員的 Bront Palarae 則從訪談中透露出此

部電影的目標市場： 

「對於導演，在辛苦拍攝完電影之後，當然是要把最好的呈獻給觀眾，

我認為我們整個團隊很興奮地去期待觀眾的回應，然後分享給全國的觀

眾（Bront Palarae，2016）。」 

電影背景設定在八零年代，故事改編自馬來西亞 1980 年國家足球隊最為輝

煌的真實歷史。電影開始並未直接切入主體，而是講述一名從英國回國亦不諳華

語的電視台製作人 Marianne，因為經費與環境局限關係對馬來西亞本土失去信心，

而打算移民英國的故事開始；從 Marianne 的開場故事中間接反映出馬來西亞社

會人才外流的問題。同時電視臺主管則讓 Marianne 離職前，處理一個關於八零年

代國家足球隊的故事，透過 Marianne 尋找當年的足球隊隊員「Balak Eric」的訪談

中，帶領觀眾瞭解馬來西亞八零年代三大族群和諧景象以及提升國家足球輝煌歷

史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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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Bola》此次並未刻意強調華人社群面貌，而是透過故事設計，凸顯馬來

西亞三大族群和諧的美好想像，更為清晰「各族平等，團結一致」的「一個馬來

西亞」理念。於電影中佔據重要戲份的是周國強、拉曼（Rahman）與姆都（Muthu），

分別代表著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三大族群並且從中描繪出各自族群的文化面貌。

電影中所描繪的國家足球隊剛開始是屬於分裂的狀態，擔任後衛的周國強隊長渴

望獲得莫斯科奧運會資格，卻未獲得隊友們認同而共同追求夢想，同時因家裡經

濟問題與自己追求夢想之間產生矛盾與掙紮。另一位足球前鋒為馬來球員

Ahmand Ali（以下簡稱 Ali）態度好勝自視過高，因華人隊員 Eric 被英國教練安排

為前鋒而不滿，成為足球隊分裂的導火線。國家隊一號的印度守門員姆都也因家

裡經濟問題想放棄夢想退出國家隊。國家足球隊的黃金鐵三角，後衛、前鋒、守

門員各自所面對的問題皆讓球隊處於不穩定與分裂的狀態。 

國家足球隊的分裂與不穩定的狀態，似乎在反映著馬來西亞國家獨立前族群

不和諧的狀態，Ali 的好勝體現出國內的積極推動馬來民族主義，無視其他族群

權益的問題；周國強的掙紮處境則反映出當時中國華僑的身份認同與國家效忠對

象的抉擇；而家裡經濟貧困的姆都則展現出印度同胞於馬來西亞被邊緣化的弱勢

現象。最後足球隊從「分裂」到「團結」，經歷著一個認同被建構的過程，將國

家足球隊黃金三角視為馬來西亞三大族群的體現，建構著「我們」的國族想像，

而「英國」在電影中則扮演假想敵促進建構「我們」與「他者」的身份。 

電影開場先從電視台製作人（華人）Marianne 切入，因其對英國環境的憧憬，

而對馬來西亞感到失望，形成「我者」與「他者」的比較過程。因為回流自英國

關係對於馬來西亞本土、文化認同感到陌生，而導致立場偏頗於「他者」。Marianne

在觀看 1980 年的 16mm 國家足球隊運動紀錄片時因為保存問題播映到一半斷片，

對此直接向主管提出放棄要求，亦反映出自身對於本土認同的斷層而抗拒接觸選

擇直接放棄，更諷刺主管自己不想像他放棄可以進入 BBC（英國廣播公司）的機

會，主管卻以輕鬆語氣說出：「BBC？我比較喜歡 ABC（馬來西亞本土美食挫冰：

八寶冰）！」進一步以本土意識說服 Marianne 堅持此案子並給予機會自己去理解

國家足球隊的歷史。 

Marianne 的「認同」建構則從乘上馬來西亞火車到沙巴尋找曾為國家足球隊

前鋒的 Balak Eric（以下簡稱 Eric）的旅程開始。首先 Eric 的角色是一名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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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文化，國家認同則效忠於馬來西亞的華人，雖然自身通曉英語，卻時刻提

醒周邊的人華語的重要性，從中呈現 Marianne 與 Eric 之間文化意識的抗衡與影

響，如 Eric 在教導孩子們踢足球時，其中一名華人孩子用英語與其溝通，卻被

Eric 直訴：「講華語！」糾正其母語的重要性；另外 Marianne 初到 Eric 家採訪時，

拿起足球守門員的手套以英語問對方：「This is a goalie gloves ?」，卻被 Eric 無視

與不理睬的反應，直到 Marianne 以生澀的華語來問 Eric：「這個是守門員的手

套？」才獲得回應。電影中這一幕所表示，是一種兩種語言認同間的抗衡，也讓

Marianne 認為 Eric 是因為不通曉英語而迫於用生硬逗趣（如把士氣唸成濕氣）的

華語進行對話，直到最後 Eric 用英文與孫子對話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對方通曉英

文；從此故事設計能發現，英語僅被 Eric 當成一種交流工具，該語言認同的母語

即華語。 

《OlaBola》企圖引用兩條故事線去帶動觀眾的身份與國族認同，第一條是

Marianne 與 Eric 的訪談過程，Eric 利用訪談需求讓 Marianne 使用自身族群語言對

談，回流自英國的她無法用流利的華語對談，也意味著 Marianne 的華人認同是缺

失的，如同初始不認同於本地電視臺而一直想到英國 BBC 發展。然而 Eric 則扮

演著喚醒 Marianne 認同意識恢復的角色，隨著 Marianne 對國家足球隊歷史的認

識加深，亦透過國家足球歷史漸漸明白 1980 年代馬來西亞那曾經的美好時代，

一個「各族團結、和諧」的年代，而加深對於馬來西亞的歸屬感；Marianne 也在

得知當時國足隊長周國強可以為了家鄉、國家而放棄受邀到英國，感到非常驚訝

並從中重新檢視自己的國家認同。 

 

Eric ：「周國強不去英國是因為想在自己的家贏一次，80

年的奧運對他對國家隊來說，是個心理關卡。」 

 

Marriance ：「原來周強是為了自己的家才放棄去英國，這真的

不容易。」 

 

最後 Marianne 在馬來西亞與英國兩者間選擇了前者作為自身的認同對象。

訪談結束回到電視臺後，同事一再向 Marianne 確定是否真的選擇留下，而放棄接

受英國 BBC 廣播公司的邀請機會，Marianne 則回答：「我會留下，我找到留下來

的理由了。」從以上對白可明白，Marianne 之前漂泊不定的認同，是因為她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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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同部分是缺失且並不存在歸屬感，而馬來西亞有意推動的馬來民族主義亦導

致其他族群被邊緣化，在此政治環境影響下，Marianne 並沒有太深厚的國族意識，

另外從英國回流的她也對陌生的馬來西亞感到排斥，直到有關國家的歷史與意識

被補充後，才漸漸喚醒 Marianne 身份與國族認同。片尾 Marianne 於火車上撥電

給老闆告知對方自己想要留下，也喜歡 ABC（馬來西亞挫冰）而並非 BBC（英

國廣播公司），同時掛上電話後，拿著大幅馬來西亞國旗於火車外飄揚的情境，

意味著重新接受自己作為馬來西亞國民的身份（圖 5-4）。 

 

 

圖 5-4 

Marianne高舉國旗於火車外隨風飄揚 

 

以上 Marianne 與 Eric 的訪談過程，讓前者的國家認同重新被建構，真實反

映出馬來西亞近代華人對於國家認同的遲疑與掙紮，因為多項的不公平與邊緣化

政策，讓國內多數民眾選擇遷移國外另求機會，其中以新加坡為最，澳洲、英國、

紐西蘭以及台灣等亦不少。從電影情節中表述，周青元企圖透過 Marianne 的故事

提醒華人觀眾母語華語的重要性，以及喚醒民眾對於國家的記憶與認同，呈現最

為貼近人民真實生活的問題而與觀眾產生共鳴。 

（二）、被建構的「國家想像」 

在電影中被建構的「他者」除了 Marianne 記憶中的英國廣播公司，也包括電

影裡第二條故事線，八零年代國家足球隊故事中所聘請的英國教練。根據馬來西

亞真實歷史，六零至八零年代是國家足球隊最為輝煌時期，綽號為「馬來亞虎」

（Harimau Malaya）；1962 與 1974 年與亞運會中獲得銅牌， 1972 年於首爾舉行

的奧運足球入選賽中，分別以 1:0 成績挫敗韓國以及 3:0 成績取勝日本，獲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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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慕尼克奧運會」資格；1976 年則止步於奧運外圍賽，而電影中則將 1976 年

的那段歷史，塑造為「超級 10 號」的傳奇射腳山蘇因受傷退出，而讓球隊無法

進入奧運賽，讓電影中見證 1972 年國足輝煌時期的周國強一心想在 1980 年取得

奧運資格，重現當年榮耀。 

《OlaBola》企圖打造三大族群和諧的畫面，並將「愛國意識」建構為各族群

間的共同意識，電影多處宣揚著愛國主義，如隊長周國強於 1976 年的奧運外圍

賽表現優異其足球天賦獲得英國方面的欣賞，但他卻為了能夠於 1980 年重獲國

家榮耀而拒絕英國足球隊的邀請（圖 5-5）。雖然在電影中，周國強一再因為家

裡經濟問題與球隊理念不合而產生掙紮， 但最後還是因「國家榮耀」而回歸，

電影企圖將國族符號地位放到最高處，私人情感抑或經濟問題等都能因「國家」

而被排除。 

電影中代表印度族群立場的守門員姆都，因為對於國家足球夢想的追逐，而

無暇回家幫忙父親（以下簡稱姆父）運送椰子，而被父親否認父子關係；與球隊

中的矛盾關係，也讓姆都一度想退出球隊（圖 5-6）。然而周國強與姆都所遇到

的現實問題，都被電影直接以「國家榮耀」所覆蓋，與馬來西亞執政者一直所操

弄的「愛國意識」如出一轍，掌權者喜愛宣導人民應該為了「國家」而必須有所

犧牲的政治意識，像政府所實行的打壓華人族群以及印度族群的文化、母語等行

動。 

 

 

圖 5-5 

周國強拒絕英國邀請留馬待四年（1980年）再戰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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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華人與印度人的愛國必須有所犧牲而被成就，而這種「為國家犧牲」

的國族情懷並不包涵於馬來族群中；馬來族群作為國家主要掌權者，在政府的扶

助下擁有多方面的優勢，而這種族群優勢則於《OlaBola》被描繪出來，如代表馬

來族群的馬來廣播員拉曼的生活並不像周國強與姆都般煩惱，反之是歡樂與無憂

的（圖 5-7）。拉曼於同輩裡面也是唯一已經結婚以及擁有汽車的，證明其經濟

地位與生活品質比周國強與姆都高；以及馬來球員阿裡被英國教練賦予有著傳奇

象徵「10 號球衣」並對其說道：「這一直以來都是你的」，都隱隱展現出馬來族

群被英殖民政府賦予以及作為主要掌權者地位的形象。 

 

  

圖 5-6 

周國強傾聽姆都沮喪地訴苦 

圖 5-7 

拉曼與女兒們於高腳屋外快樂嬉戲 

 

周國強、姆都以及拉曼，雖然三者存在血緣與族群等差異，但在電影裡卻並

未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同時電影中的三大族群亦是融洽毫無隔閡的，無論是語

言還是生活文化。三大族群融合共處的景象亦表明周青元企圖跨越族群的界限，

將情感連接拉升到國族層面。如前所提，電影中的國家足球隊最初開始因為彼此

間的不合與猜疑而處於分裂狀態，直到英國教練的到來，團隊才逐漸融合，亦顯

示出分裂的團隊因為「他者」而產生共同意識，建構出屬於隊伍即「我們」的認

同；如以下周國強因為不滿英國教練冒然改變領隊方針而與好友拉曼抱怨： 

 
周國強 ：「如果教練不能帶，我自己帶。」 

 

拉曼 ：「別這樣，他大老遠從英國過來幫你，你知道嗎？」 

 

周國強 ：「還不知道他是來幫忙，還是製造麻煩？他棕頭髮藍眼

睛，他跟我們不一樣！」 

 

拉曼 ：「你看，不一樣的。我們不也是兄弟嗎？（將自己的膚

色與周國強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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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強 ：「不一樣的，他們吃牛排，但我們都是吃椰漿飯長大，

不是嗎？」 

 

從以上周國強與拉曼的對話中可發現，周國強將英國教練視為「他者」，並

以英國教練是棕頭髮、藍眼睛等外形特徵來區隔「我者」與「他者」的不同，然

而作為馬來人的拉曼舉出自己與周國強膚色也有差異卻依然相處融洽的例子時，

則被周國強以「他們」吃牛排，「我們」吃椰漿飯來辯證自己的認同問題。可知

電影企圖指出膚色、種族並非決定建構「認同」的最重要因素，從故事情節中所

強調的本土飲食－「椰漿飯」才是三大族群所共同擁有的文化符號、歷史記憶，

同時也成為建構各族群間認同彼此的要素，為電影勾勒出馬來西亞社會「多元共

處」的本土想像。 

《OlaBola》在整部電影中埋藏了許多與「國家榮耀」抗衡的因素，如周國強

工作的老闆並不喜歡員工討論足球，亦對大家稱呼周國強為「頭家」（Tauke）9

深感不滿；其妹妹為家裡經濟問題被迫放棄升學理想，而選擇割橡膠與縫衣廠工

作，對哥哥周國強把下班後閒暇時間都花在足球上而感到不滿，認為參加國家足

球隊無法獲得相對價值（金錢），而球隊也並非屬於自己的，因而對周國強堅持

要贏取比賽感到不理解並抱持反對態度。 

 

周妹 ：「又割膠、又上班，下班後還要跑去踢球，非要把自己弄

得像大忙人一樣。」 

 

周國強 ：「贏了就不踢囖。」 

 

周妹 ：「你年年都這樣說的！那麼容易贏噢？萬一又輸呢？又要 

多踢四年？好心你啦！球隊又不是你的，輸贏關你什麼

事？錢又不是很多，都不知道踢來做什麼。」 

 

另外作為一號守門員的印裔球員姆都，與馬來西亞社會多數印度族群一樣缺

乏經濟方面的優勢；家裡依靠父親採賣椰子維生，而姆都則是負責駕駛羅厘（貨

車）載運成堆的椰子到城市販賣，因為忙於國足隊練習緣故，已多日未回家幫忙

而間接導致弟弟們為了幫助父親運送椰子而偷開羅厘發生意外。姆都父親將此意

外源頭直接怪罪在姆都一直所堅持的「國家足球」上，對其大罵：「只顧踢球，

                                                           
9
 Tauke 乃馬來語，為老闆指稱，在足球隊里被視為隊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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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顧家，今天的意外就不會發生了！」，讓姆都與父親關係決裂。除此

之外，《OlaBola》中所穿插出現的縫衣廠以及 Fun Fair（遊樂場）場景亦對國家

足球隊的表現冷嘲熱諷。 

從以上情節安排表示民眾對於「國家足球」的奚落與不理解，形成與「國家

符號」的抗衡，塑造一種國家足球隊隊員為了國家理想，不惜有所犧牲創造「國

家榮耀」的政治氛圍。然而到電影尾聲時，國家足球隊以破竹之勢踢進決賽，對

壘韓國有機會獲得參選莫斯科奧運會資格時，所有當初抱持不支持與不理解的民

眾，則開始轉換立場與態度，用不同的方式表現對於國家足球隊的支持。 

如一直反對哥哥踢足球的周國強妹妹，卻在哥哥決賽前夕特意購買電視機回

家讓家人可以一起觀看（圖 5-8），並為哥哥成功進入決賽而感到榮耀（圖 5-9）。

同時姆父因為足球關係而不承認姆都為兒子，卻也在決賽前夕親自到默迪卡體育

館（Stadium Merdeka）觀看兒子比賽。從以上故事情節表現，電影明顯希望刻畫

出當國家榮耀面臨關鍵時刻時，任何「國家」以外的事物都不允許參雜其中；如

周國強在決賽前夕就知道馬來西亞因為加入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而抵制

1980 奧運會（全世界 67 個國家抵制），即使在決賽勝出依然無法前往參與莫斯

科奧運會，卻依然堅持繼續，而其隊友 Ali 知道雖然感到挫敗，但最終隊友們也

為了「國家」而繼續，周國強對隊友們喊話激勵：「我們證明給外面那些支持我

們的人看，那些我們愛的人，那些我們認識的人，我們為了他們而勝利。」將僅

為了自己想進入奧運會的個人榮耀，延伸至為全民而踢的「國家榮耀」，把國族

情操帶往另一個高度。 

 

  

圖 5-8 

周國強妹妹為了讓家人觀看哥哥比

賽購買電視機 

圖 5-9 

周國強妹妹為哥哥能夠進入決賽

而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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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分析可知，《OlaBola》是一部忠實於「理想化」國族想像的電影，

透過國家足球隊隊員們的感情，投射出「不分你我，族群和諧」的美好畫面；然

而電影中所刻畫的國族想像卻與真實歷史有著落差，六零至八零年代正是馬來民

族主義抬頭階段，1969 年即發生大規模族群流血事件（513 事件），其事件帶來

的後續影響（族群關係惡劣），似乎被電影特意所忽略；而透過電影所再現的當

代（1980）政治氛圍卻是一味吹捧著族群融洽共處的景象，讓研究者不得不質疑

此舉乃電影製作方有意響應政府所推動的「一個馬來西亞」理念，而對電影創作

所帶來的政治性影響。下節將繼續討論《OlaBola》電影與國家政治影響的關係。 

（三）、被改編的歷史 

 

「我們講不同的語言，卻唱著同一首歌」 

「要贏一起贏，要輸一起輸」 

「這下面是我們的祖國，是我們用熱血、汗水和淚水來保護的國土」 

 

《OlaBola》透過各式各樣的口號與符號建構出美好與和諧的國族想像，而此

想像不容許有任何個人意識與階級差異，所有一切如周國強或姆都所存在的經濟

問題都必須拋開，只講究對國家的唯一效忠，甚至其中連 1976 年國家足球隊進

駐奧運的失敗原因也未給予交待，另外在真實歷史中決賽獲勝的關鍵制勝球原 9

號華人球員黃才富，電影中卻被改為 10 號的馬來球員 Ali，引起社會譴責同時此

舉也有著往馬來民族主義靠攏的意味。 

根據國家足球隊真實歷史發現，1980 年國家足球隊隊員包含人稱「頭家」

（Tauke）的隊長蘇進安、綽號為「SuperMokh」的射腳莫達達哈裡（Mokhtar Dahari）、

以及黃才富（被稱為「King James Wong」）、最佳守門員仇志強，以及哈山沙尼

（Hassan Sani）、阿魯穆甘（R.Arumugam）等人。追溯自 1980 年 4 月 6 日，馬來

西亞對壘韓國至下半場為 1:1，到距離比賽結束最後 4 分鐘，哈山沙尼從後場反

擊連續避開兩名韓國隊員攔截，傳球給 9 號球衣前鋒黃才富，以假動作騙過防守，

將球射進決定勝負（圖 5-10）（《星洲新聞網》；麥發順，2016.01.24），以 2:1

獲得莫斯科奧運參賽權，但馬來西亞政府卻因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抵制參賽

（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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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國家足球隊歷史敘述，《OlaBola》並未完全跟從真實歷史再現，而

將最後得分功臣篡改為馬來球員 Ali；然而周青元(2016)本人對此事作出以下回應： 

 

「我沒有瞭解整件事，但整個電影情節和人物背景是虛構的，只是被

當年的真實歷史事件啟發，希望大家以電影的角度去欣賞。整部電影

強調的是團隊精神，講述一個團隊如何在困境中努力實現夢想，並未

可以放大誰是足球英雄。」 

 

從以上周青元的回應中，電影製作方強調並未參雜種族主義到電影中，或是

特意塑造馬來英雄地位，只是想透過陳述電影角色如何在困境中，成就最後的勝

利與夢想；同時也強調「整個電影情節和人物背景是虛構的，只是被當年的真實

歷史事件啟發」，而在電影開場時亦有特意標示「啟發真實事件，人物故事純屬

虛構」的標語。然而從研究者在觀閱《OlaBola》文獻爬梳中發現，電影中的場景

與故事都以國家足球隊真實歷史契合，前國家足球隊員哈山沙尼（《光華網》，

2016.02.18）則在觀影後指出，《OlaBola》確實反映出當時大馬足球隊的真實實

況，球員沒有族群差異，都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以及東馬各族組成，劇情

也接近國家足球隊的經歷，如球隊受訓方式、軍營受訓以及搭乘直升機到默迪卡

體育館等，然而雖然電影還原了大部分 1980 年國家足球隊入選莫斯科奧運會的

實況，但卻對部分重要的歷史做了更動。如哈山沙尼（2016）提出 1980 年國家足

球隊是以 2 比 1 打敗韓國，卻被改為 3 比 2，針對此點周青元可能因為電影故事

需求關係，讓球賽的進球次數增加，提升觀影的緊張感；第二更改卻是將最後踢

進致勝球的 9 號球員黃才富改為 10 號馬來球員，讓觀眾認為不僅玩弄種族主義，

且在最終決勝關鍵被更改，將對馬來西亞年輕一輩產生歷史部分的混淆，前國足

隊員黃才富認為（2016）：「電影不該更改國足致勝一幕的歷史事實，因為這會

引發年輕一代的混淆。」 

綜所上述可發現，周青元所陳述電影人物故事乃純屬虛構並無法構成合理的

解釋，因為電影中的場景與故事情節皆被電影製作團隊作最大努力的還原工作，

如周青元（2016）說明建構電影中所出現的「Fun Fair」（遊樂場）場景是「因為

那個年代沒有網路等娛樂，因此大家到遊樂場就是馬來西亞那一代人的共同回憶，

所以務必需要被重建；重建過程艱辛因為若需要真實必須搜集許多歷史資料作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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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工作（Astro 本地圈，2016）。」當電影中大部分生活史實皆被真實再現時，

但最終歷史卻被扭曲呈現，可見馬來西亞在馬來霸權掌控的政治氛圍下，要「還

原」真實依然存在困難；此種情況不只出現在《OlaBola》，2013 年的《新村》電

影也因為被有關當局指控內容涉及讚頌馬來亞共產黨即扭曲歷史成分問題，而被

馬來西亞電檢局（LPF）禁止上映（《中國報》，2015）。 

 

圖 5-10 

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入選賽馬來西亞對壘韓國，黃才富射進得分成為勝利

關鍵（圖片取自東方網（2016.02.22）） 

 

 

圖 5-11 

獲勝卻因為抵制奧運而無法參與，隊員們情緒低落（圖片取自《星洲新聞

網》（2016.01.24）） 

 



103 

 

「電影週五已通過電檢局檢測，並且一刀未剪，保留所有畫面（周

青元 2016）。」 

周青元導演作為 Astro 電視台中文部製作與市場高級經理，也不得不受政治

與市場環境的影響，若《OlaBola》歷史並未改編，最後一顆決勝球乃依據真實歷

史呈現，其電影是否還能順利通過馬來西亞電檢局（LPF）且一刀未剪排期上檔？ 

為了市場利害關係讓周青元不得不將此納入考量範圍內。此外該電影融合三大族

群將之定位為「國家電影」，並以馬來西亞人口最多的馬來族群作為市場考量，

將電影改編賦予馬來族群正面兼英雄化的策略成為了合理的解釋。 

然而本研究無法否認，《OlaBola》確實讓全民感受到電影中描述和諧精神的

觸動與渴望，如麥欣恩（2009）研究中所提出早期馬華社會缺乏華語影視娛樂，

而向傾向於香港填補這方面的文化缺失。自從全民意識隨著通訊環境的開放，不

再像以往「封閉」遭受掌權者操弄，族群意識已傾向「族群和諧」的意識形態，

然而執政者卻依然堅守分化族群，以鞏固權力的落後執政手段，讓「一個馬來西

亞」的國族認同至今依然只存在與想像空間裡，而《OlaBola》的出現則正好填補

與迎合了這部分馬來西亞社會意識的渴望。 

《OlaBola》電影的出現已經不再以華人觀眾為主，而作為國家主要人口的馬

來族群也對該電影有著正面及樂觀的回應，一位馬來受訪者認為，該電影描繪出

一個曾經不分族群與互相尊重的馬來西亞景象（FMTNews，2016.02.05），另外一

位足球迷觀眾在觀看電影後則發表：「看見身旁不同種族的觀眾，讓我感到非常

高興並感受到族群團結依然存在於這個國家中（MalayMailOnline，2016.02.20）。」 

從以上報導受訪者的觀影感受中發現，電影中所倡導的「和諧想像」是被接

受與渴望的；同時周青元創作歷程上的轉變，也能理解為華人身份長期在政府壓

制與邊緣化下所迫切尋求國家承認的一種表態。作為一名國家體制下的電影工作

者，若欲把電影作品推出海外、國際市場，則不能再像以往般特意強調個體族群

（華人文化為主）的身份認同，而是利用「族群融合」的渠道獲得國家「合法化」

認可，從以往族群為主的認同意識延伸至全民認同，以「國家電影」形式推出市

場，同時亦從周青元導演創作歷程的轉變反映出其個人在認同政治上的選擇與方

向。而電影中所描繪烏托邦似的國族認同，亦迎合「我們」（三大族群）所希冀

看見，以及所願意擁抱的國族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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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企圖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於 2010 年的興起現象進行研究分析，透過

解釋國家政治脈絡變遷瞭解與本土華語電影產業的影響關係；再從華人社群歷史、

政治、經濟以及時空等因素所發展出來的馬華文化認同，藉以分析具本土華人傳

統意識的周青元三部曲：《大日子》、《天天好天》以及《一路有你》其電影文

本與觀影認同間的問題。最後再從周青元於 2016 年創作的《OlaBola》，說明其

電影中所呈現的國族寓言。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國家政治的絕對影響 

 從本文歷史脈絡的整理中，可發現馬來西亞無論政治或社會經濟皆籠罩在馬

來霸權主義的陰影下，而馬來霸權的成長與緣由，是源自英殖民時期「分而治之」

政策，為了避免族群和諧團結讓掌權者遭受威脅可能，以各種政策如透過大幅度

提升馬來族群權益，並同時打壓與邊緣化非馬來族群來達成分化族群目的。 

 雖然 1960 年曾因為馬來西亞獨立而讓國族意識覺醒，本地電影創作者紛紛

舉起抵制香港外來電影的旗幟，轉而推動捍衛本土文化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

運動。然而根據歷史文獻陳述，當時本地導演所推動的本土華語電影卻並非從純

華人認同出發，而是混合多族群文化的元素，意圖迎合當時掌權者所希望看見的

國族景象，為當時面臨新馬兩國合併關係建構出一個美好的「馬來亞」想像。雖

然易水當時所產制的電影大多為宣導與鼓吹馬來亞化意識形態，甚至更偏向於國

家立場，但卻也因此而讓本地華人的文化想像可以在電影中獲得釋放，不再依賴

海外電影去填補這份文化缺角，為本地華語電影生產帶來一絲曙光。 

「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雖然在國家獨立期間成功萌芽，但最後卻因為國

家政治轉變，新馬兩國關係分裂，電影中所建構的美好國族想像也隨之碎裂，同

時政府亦大肆推動「馬來中心主義」，扶植馬來族群並打壓華人文化與經濟層面

的發展，如實施「新經濟政策」讓馬來族群可以在二十年內（1971 年至 1991 年），

掌握至少三成的國家財富,當時馬來商業組織亦乘勢要求設立國家電影發展機構

（FINAS），並以保護國家電影工業為由，搶奪電影、發行、放映、以及製作權

益，而作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根基的兩大電影巨頭「邵氏」與「國泰」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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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敵國家政治力量的干涉而相繼退出馬來西亞，讓本土華語電影的產業生態一蹶

不起。 

 直到 1998 年因為安華副首相以改革者形象展開反貪污行動，與當時馬哈迪

首相派系關係產生裂痕，被冠上莫須有罪名（「雞姦」）逮捕入獄，執政黨「巫

統」派系內部面臨分裂危機，才讓馬來西亞的政治局面有了轉變。因此引起安華

派系所發動的「烈火莫熄」運動，於民間宣導改革政治與社會為目的，社會民眾

亦在一波接一波的社會運動衝擊下，民主意識開始覺醒；同時隨著網路科技時代

的來臨，民眾不再活在資訊封閉的空間裡，不再像以往盲目接收掌權者所特意建

構的族群想像，社會政治形態開始轉為由下而上的發展局面，而數位攝影機技術

的成熟與普及化，促使一群華人投入獨立電影創作，沉寂將近半世紀的華語電影

產業生態隨著民間意識覺醒重新萌芽。 

被分化多年的各大族群也因民主意識覺醒邁向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融合，重新

對政府的不合理政策作出反省並抗衡。其中最為代表性的成果，則是 2008 年「308」

大選所帶給執政黨的慘敗經驗，讓國家掌權者不得不重新檢視國家政策實施方向，

轉而以公平與團結的「一個馬來西亞」政策爭取挽救民心。雖然該政策僅僅是掌

權者為了挽回支持率的補救性方案，並未真正貫徹其中心理念，但卻也因此為電

影產業帶來良性影響，如周青元於 2009 年開始投入製作本地賀歲片，以本土華

人文化作為號召的《大日子》（2010）電影也適時地迎合著這股人民意識浪潮衝

擊著本地華人電影市場。 

另外著名本地歌手陳慶祥（阿牛）所導演的《初戀紅豆冰》被有關當局以電

影內容語言馬來語關係未超過六成以上為由，拒絕承認為國家電影且不能享有

「豁免 20%娛樂稅」權益引起巨大言論爭議，最後也因為 2009 年推動的「一個

馬來西亞」政策，被迫同意修訂電影政策，不再以族群區分國家電影的定義。然

而本土華語電影雖然已獲得合法化地位，但卻不表示馬來西亞掌權者的馬來至上

中心思想有真正改變，只是乃政府對民間支持的應對方案而已，若非《初戀紅豆

冰》所引起的社會輿論帶給政府足夠影響性，國家是否依然對華語電影產業發展

保持寬容態度尚屬未知數。 

再者國家政府雖然修訂政策合法化華語電影地位，但後來卻取消「娛樂稅豁

免」，改為以電影總票房收入 10%，最高限制為 500 萬台幣的「故事片公映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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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變相剝削國家電影所能享有的權益，對剛取得合法身份的華語電影產業無

疑帶來衝擊。根據國內電影工作者表述，「一個馬來西亞」政策其實形如虛設，

許多國家電影發展局所設立的電影貸款或輔助金依然僅開放給馬來族群優先，華

人電影工作者並未在「一個馬來西亞」之下獲得真正的公平待遇。 

從英殖民時代所推動的「分而治之」方針，以及馬來西亞政治所堅持抱持的

馬來中心主義，都不斷地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產業生態帶來多次的影響與衝擊，

如 2013 年以馬共時期華人歷史為故事的《新村》電影，則因為被執政者以涉及

「馬華共產黨」敏感議題直接被下令禁播；另外聞名海外的蔡明亮導演也因為《黑

眼圈》故事內容被有關當局認為涉及安華雞姦議題而被禁播，最後雖然引起社會

強烈反彈獲得上映，但卻被刪減多刀導致故事支離破碎讓電影難以成形，徹底成

為政治體制下的犧牲品。 

因此在馬來西亞國家政治政策影響下，本地華語電影若要取得正常發展，則

必須在國家政治與創作內容的角力之間取得平衡與妥協，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妥協

必須建立在國家政治所能容忍底線的前提下進行。即如以文化認同作為主要創作

元素的周青元導演，則從中取得平衡而避談政治敏感議題，於賀歲三部曲中純以

華人傳統文化為架構勾勒出一幅幅馬華社會所熟悉與接近的文化景象。 

（二）、邊緣化下的抗衡與融合 

從周青元於 2010 年所創作的《大日子》可發現，此部電影極為重視華人傳

統意識，故事情節不斷傳遞華人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隨後所製作的《天天

好天》與《一路有你》亦離不開馬華文化認同的創作風格，以上為強調馬華文化

認同的本土電影，除了因市場考量，在電影中更以「本土認同」議題突圍而出，

周青元也企圖以電影為媒介藉由訴諸馬來西亞華人的共同歷史、傳統及文化記憶

等，去強化馬華社會的主體性想像。 

 因為馬華社群不斷受到壓迫與邊緣化時，才會更希望透過各種方式與媒介，

來聲彰並強化自身主體性，在被邊緣化的疆域中，尋找自身的認同與定位，而電

影也透過各種物質文化、社群想像、傳統信仰與意識形態等層面的表述來建構一

個馬華共同想像體，讓馬華社會能夠於漂泊碎裂的國家想像中，確立與辨識自身

主體在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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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馬華文化認同作為創作架構的周青元，成功為處於邊緣化狀態的馬華社會

建立歸屬感，得以藉由電影抒發多年被壓抑的文化需求。另外周青元的個人經歷

也與 1960 年代的易水導演有所契合，兩者皆因為深刻渴望擁有本土華人認同的

電影，而開始投入馬華電影生產創作，只是易水因為政治關係無法實踐其理想，

而闊別半世紀後由近代導演周青元，完成與實踐前人導演所留下的遺願。因此可

見族群文化被壓抑與邊緣化的境遇下，會透過各種管道作出抗衡與反彈，而周青

元則將自身對本土華人文化認同的渴望，將其情緒投射到電影創作中。 

 2014 年的《一路有你》中出現多個華人傳統活動畫面，無論是「拜天公」或

是「古廟遊神」都是當地傳承極久的歷史記憶，或許因為馬來西亞地域廣闊關係，

多數華人並不知曉其文化，但透過《一路有你》全國上映，則有效為華人觀眾傳

遞其歷史意義。而《大日子》到《一路有你》三部電影被周青元認為是「賀歲三

部曲」，成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史上第一個本土華語賀歲電影系列。 

 時隔兩年（2016）周青元推出以國家足球作為主題的電影，其故事創作與前

幾部作品截然不同，若前三部曲將是以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為主的華語電影，那麼

《OlaBola》就是一部以三大族群作為市場定位的「國家電影」。電影中不再強調

個人族群意識，前作所強調的親情、愛情與傳統文化也不再重要，而是將其拉升

到國族層面，三大族群為了國家而奮鬥，「族群和諧」與「國家榮譽」等意識形

態作為支架不斷迴繞於電影情節中。最終國足英雄歷史被篡改事件也被周青元以：

「沒想太多，只強調族群團結。」來帶過，讓研究者深信任職於與政府擁有朋黨

關係的 Astro 電視臺的周青元，在其體制下擔當導演與市場高級經理，以及在以

往華語電影常因為不符合掌權者意願而被刪減或禁播的陰影下，不得不因為政治

體制與市場利害關係將電影改編並賦予馬來族群正面英雄的形象，討好國家政府

與人口最多的馬來族群。 

 除此之外，《OlaBola》所描繪的族群和諧景象，也是馬來西亞各大族群渴望

已久的想像，從千禧年後全民意識覺醒之後，族群間的想像已不再像以往受制於

政府，反而國家政府所表現的腐敗，讓各大族群為了建構一個美好的政治環境而

達成共識，讓早期被分化的各大族群，開始趨向和諧化的發展。而《OlaBola》電

影中所建構的烏托邦式的國族想像則正好迎合了現今各大族群社會所希望看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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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周青元從純馬華電影到國家電影的創作歷程轉變中可發現，當人民意識

漸漸覺醒，一味強調自我認同只會讓華人族群在趨向族群融合的多元社會裡，越

漸弱勢與被邊緣化走向更激烈的局面，而應該轉向真正的融合，與各大族群間產

生共同意識，建構一個真正和諧的國族想像，從馬來西亞華人身份演變為馬來西

亞人，於此才有機會被國家政府真正合法化認可，亦能藉由「國家電影」名義提

升曝光海外、國際市場的機會。 

 然而除了周青元的《OlaBola》強調國族精神以外，民間已經有類似的創作，

如著名馬來導演雅思敏以及華人導演黃明志，也產製出多部族群融合的國家電影，

而這些電影作品也都是馬來西亞多元族群電影的發芽種子，徵兆著馬來西亞國家

電影未來發展的方向，不再強調族群個體意識，而真正實踐多元化的一個馬來西

亞。 

 最後研究者認為周青元的電影中，從華人認同到國族認同，是作為國族寓言

來預見華人認同的演變，而這種認同演變也是無法避免的，隨著政治、經濟、與

時空的轉變，認同也將會不穩定地變化。從中國身份到馬來西亞華人，直到現今

電影中所陳述的馬來西亞人認同，都表明著馬來西亞華人為了從馬來西亞政治場

域中尋覓適合自身的位置，不停地在政經利益間進行「再建構」的過程，而馬來

西亞華人到馬來西亞人則是目前最為「安全與適合」的轉變，祈求藉由族群融合

得以在政經利益層面上獲得公平對待，有關華人認同轉變的敘述，乃為馬華認同

政治的表現過程，也是本文最終所想要探討的目的。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遠比其他海外華語電影地區來的緩慢，顯少有關類似

研究，以致研究過程中並沒有太多可參照借鑒的對象，因此將研究範圍鎖定在馬

華電影歷史脈絡爬梳與本地新銳導演周青元電影作品分析兩部分。透過本文初步

瞭解馬來西亞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對馬華電影發展生態的影響，並從周青元電

影作品的文本分析中，明白其所投射的馬華社會認同政治的轉變。 

然而本研究依然屬於初探性質，關於華語電影產業部分的影響與論述則因為

受限於時空與政治因素，難以對馬華電影生態做出更全面的剖析；同時研究者以

周青元為重點分析對象，間接導致分析過程中缺乏其他導演的聲音，讓研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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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片面而無法宏觀地看待馬華電影產業的發展面向。因此未來若有相關研究，

希望能以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作為討論中心，並將研究觸角伸向更多其他本地

導演電影作品，帶來更廣闊的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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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主題：《大日子 Woohoo！》電影粉絲群呼籲群眾抵制盜版電影 

時間：2010 年 1 月 16 日  

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E5%A4%A7%E6%97%A5%E5%AD%90woohoo-

199499266420/?fref=ts 

內容：最近我們都是聽見很多好消息，可是今天我們卻收到了一個恐怖傳聞：大

日子 woohoo!出現了盜版？也有留傳說網上也看得到了。我們感到很無奈傷心；

臺灣海角七號會那麼的成功，都是因為那裡的影迷門開啟抵制盜版的運動；馬來

西亞的影迷會為大日子 woohoo 這麼做嗎？可悲可悲啊~謝謝大家的厚愛！希望

大家如果看到盜版在哪裡出現，可以給我們知道！我們心連心，抵制盜版大日子

woohoo！ 

以下為馬來西亞華人針對此事件回復（「大日子 woohoo！」為官方留言）： 

Johnson Thoo  抵制盜版!!!!!!!!!!!!!!!!!!!!!!!! 

Winson Zai  不會啦！ ！ ！ 

Jeffery Lim 拒絕盜版！決絕盜版！拒絕盜版！ 

Wan Ying 很悲哀啊!!!不過大馬人一定會支持整版的!!woohoo 

大日子 woohoo!  

謝謝你！我們曾經一起爭取更多的戲院上映大日子

woohoo! 也成功了！我相信我們也可以一起抵制盜版！

這是大日子 woohoo 製作組們的心血，大家一定要和我們

同在，抵制盜版~ 

Wan Ying  抵制盜版!!! ANTI 盜版!!! 

Jeffery Lim  贊成！大家一次同心協力！要「相信可能 」！ 

陳鶖惠 
不知新加坡有沒有機會上映，蠻想去看這套戲。 。因為

我家在關丹… 

KC Chuan  鄙視售賣的販商 ！ 

Johnson Thoo 對啊！首映當天就去戲院看了這部大馬電影。很棒。大

家要支持。抵制盜版！ 

Lim Lee Ken  我們一定要支持正版!抵制盜版... 

Yi Yi  抵制盜版........... 抵制盜版................ 

Teoh CYun  

去了戲院感受過看戲之後，我一直都相信在電影院看

《大日子》怎樣都比盜版來得好。既然是本地製作，知

道這條路走來一點都不簡單，就不應該讓他二度重傷！

抵制盜版！去電影院看吧！  

Ah Toh  
我也支持正版，還好不是在中國上映，我聽說中國有些

電影還沒上映就已經有盜版的了 

Kenny Yip Chan Fai 強烈的抵制盜版!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7944706119&id=19949926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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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 Ng  
我明天就會去戲院支持了， 我相信有很多人還是會支持

正版的！加油， 加油，加油．．． 

WeiYing Yeoh  
walao～第一次全大媽製作都要盜版？馬來西亞真的是

boleh.. 

Calvin Foong  拒絕盜版!決絕盜版! WooHoo 一定可以決絕盜版的! 

Race Tan  Malaysia Boleh,support M'sia Movie 

Kh See  say NO to pirate version. 

大日子 woohoo!  謝謝大家！ 

Chuen Chuen  1 like ittt/.... 

Calvin Foong 不用客氣！ 

Kenny Yip Chan Fai  支持正版!!!支持正版!!!支持正版!!! 

Kei Kei 拒絕盜版哦各位！我今晚就去電影院看哦！好期待哦！ 

Louie Wong 

I'm just going to watch a few more times just to show my 

support to our local movie maker and say 'NO!' to these Pirates 

of the Malaysian 

Carson Tung Now I at new York...how can I watch it??? 

Shirmine Chen  放心~我一定會買票進戲院的.... 

Yeong Siew Hung  支持正版!!!拒絕盜版!!!鄙視買賣盜版者！  

林薈廷 花一個十塊錢,為他人的用心鼓舞,有很難咩？ 

曽珒郝  

大日子五虎神功發威。哈！出招！盜版，你死定了，因

為大馬的華人都很支持「大日子 WOOHOO！」。我和太

太確定星期四再買票看一次。 

Carol Inn  支持正版!!!拒絕盜版!!! 

Louie Wong 
Yes.. have to buy ticket to watch, just gou gou li say 'No' to 

pirated WOOHOO. 

Alex Phen  
我支持正版,支持馬來西亞製作!!拒絕反版,跟反版說不!!

所以我一定會買票進戲院看!! 

Christine Teng 

有沒有搞錯？ ？他們這麼辛苦拍戲，而且可說是暫時

「有吃無薪」來搞大馬第一部賀歲電影。難道大馬華人

就連 RM10 都給不起支持大馬的電影嗎？賣盜版的和買

盜版的。 。鬼不望你們在虎年「倒楣」到底！哈哈哈 

Dickson Eng 抵制盜版!!!抵制盜版!!!抵制盜版!!! 

Kyle Ho  

我前天去戲院看了，挺不錯的本土製造，也笑著感動。

不過要是正版售價不高的話,我們也樂意杯葛盜版,光碟可

是買來收藏的呀 

Chieng YeuChing  
出現盜版殺死的不僅僅只是<大日子>,而是整個馬來西亞

的中文電影事業啊!!! 

Casandra Chong  say NO to pirated... 

Kyle Ho  p/s: Local film industry，+U+U 

大日子 woohoo!  

謝謝大家的支持，這一件事情暫時只是傳言；如果你們

有發現那裡出現盜版或網路下載，記得通知我們！我們

一起抵制盜版，為馬來西亞中文電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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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 Foong ok,no problem 

Alex Phen  
無問題！我希望以後看到更多嘎純大馬製作嘎電影，一

定會甘做！  

Rene Kendrick 抵制盜版.....支持正版 

Bk Ewe  

對，昨天也是聽到一位朋友告訴我：翻版出了！（因為

他的朋友在 VCD 店工作），怎麼可能那麼快？我就告訴

他說難得有一部純本地製作的電影，無論如何都要支持

整版，全力打擊盜版商，特別是《大日子 woohoo！ 》

這部電影，這樣才能讓本地中文電影繼續生存！不然以

後就很難看到本地電影了…過後，他就說會到戲院看，

不然怕我會生氣。cantik sekali... woohoo！  

Chia Chung Chieng  抵制盜版! 

Bk Ewe  抵制盜版，請支持正版！ ！支持《大日子 woohoo！ 》 

Ken Ho  

no demand no supply. we hand in hand together urge our friend 

no buy the cetak rompak then is ok liao pun. we all go cinema 

watch the movie dont buy any cetak rompak because it will kill 

malaysia chinese movie thank you 

Kok Beng 抵制盜版! 強烈指責! 

Ck Ho  

我希望還能看到更多的大馬製作電影出現，只有大家一

起抵制翻版，大馬電影才有希望！總有一天，我們大馬

電影會在各國的頒獎典禮出現！我們就能以我們是大馬

人而驕傲！為大馬人而鼓掌！ 

Goh Kah Yan  

在此奉勸各界人士：千萬千萬不要碰盜版產品，不然是

很對不起辛苦暨努力的製作團隊及演員們的，同時也會

對不起自己~大馬公民，加油！ 

曾潔鈺  一起抵制盜版！讓本地電影抬頭… 

Evelyn 靖懿  支持支持 

Rong Jun Min 我們一起努力來打擊盜版，支持正版 

Eehui Lim 
正版什麼時候出來呢。國外的朋友也很想看啊。只支持

正版… 

Gary Yap  到底是誰！ ！ ！ 

Jinwei Lee add oil!! 

健文陳 
我們一定要全力支持正版，杜絕盜版！支持本地製作的

中文電影，尤其是《大日子》！ 

言筱米  大家要一起抵制盜版~~ 

Kh See  ok 

Pey Jing 加油！  

Gordon Choo 馬上打電話給員警了 

Ck Ho 是馬來西亞人就應該支持這部電影！大家跟翻版 say NO! 

Chris Ohi  wan to ask jb which part got this movie? 

Steve Wong Fooei 大家跟翻版 say yes cheap and i li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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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Vivian 
對~只要大家不去買，盜版自然會消失！如果大家支持盜

版~本地電影就會消失了~~~三思啊！ 

MeeSze Siow no pblm! 

Jia Xing 有人向你賣盜版，你就說「ngo tai zho lo!」。 

William Boyd  the next movie make cinema find u guys..support!! 

曾潔鈺 抵制盜版！ 大家一起支持正版！ 

Evelyn 靖懿 對對對! 

Wan Ying 一定支持正版! 

Goh Kah Yan woohoo!消滅盜版！ 

Eric Wong  1000% support you. Will the show last until cny? 

龔良育 haiz.... trg no have cinema see , how to support 

Joanna Tnay can buy DVD when it release~^^ 

Kahong Chan  exp...i wait till televisyen out ba=P 

Joanna Tnay 
em..its the latest movie wor..do u tink it will show in astro o any 

tv channel? 

Bk Ewe  大家心連心，抵制盜版《大日子 woohoo！ 》！  

Fbuser Minion  
Jb - ion terbau got this movie...sure! support no pirated for local 

film... 

Jack Deh 
This movie available in Sarawak or not? i heard my MyFM 

mentioned available for Sabah. hmmm...... any1 know? 

Kenny Yip Chan Fai 
盜版商休想扼殺大日子 woohoo 全體工作人員的心血!!!我

們一定會全力支持正版的! 

Andy Teo 今天有派人到 Batu Pahat Mall 派日曆？ 

Lanny Chew  

Jun KheongJack! Sarawak got! At kuching leh.... Lotus Five 

Star Cineplax at Riverside! Kuching only got one cinema got 

nia.... 

Jinwei Lee good.. 

Angie Chieng  
我昨天有假假問買翻版的，他說還沒出。希望不會有

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