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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近幾年非常活躍，其中周青元的賀歲三部曲中的《一路有

你》更創下新高。在這之後，周青元拍了一部以馬來西亞國家足球隊歷史為卂考

的足球電影《輝煌年代》。雖然故事和人物都是虛構的，但還是引貣不少討論和

爭議。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輝煌年代》，運用 Christopher Vogler 所提出的「英雄

敌程」分析《輝煌年代》如何建構國族認同，及其如何運用國家象徵。再採用

Norman Fairclough 所提出的批判論述分析，從文本層面探討電影再現馬來西亞華

人文化認同和國族認同所面對的局限，並進一步分析《輝煌年代》在馬來西亞華

人群體中正反兩極的評價。最後，再從社會和歷史的脈絡分析電影中可能傳達的

政治隱喻和社會意涵，從中了解馬來西亞華人的處境和糾葛。 

 

 

關鍵字〆英雄敌程、批判論述分析、《輝煌年代》、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周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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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laysian Chinese film making is very active. The Journey, one 

of Chiu KengGuan’s directed Chinese New Year trilogy films, successfully hit 

Malaysia’s box office new records. Later on, Chiu KengGuan directed a Malaysian 

football sports film Ola Bola as inspired by the Malaysian national football team. 

Although the plot and the characters are fictional, the film caused a lot of discussion 

and controversy.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film Ola Bola. Christopher Vogler's "Hero’s 

Journey" is applied to analyze how Ola Bola constructs national identity by  using 

national symbols. Moreover, by means of Fairclough'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for 

Malaysian Chinese as reflected in the film. Furthermore, it evaluates controversial 

statements within Chinese community regarding the film. Finally, it looks into 

political and social aspects from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disputes for Malaysian Chinese. 

 

 

Keyword: Hero’s Journe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la Bola; Malaysian Chinese 

film; Chiu Ke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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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飄洋便過了海，披荊就斬了棘，落地也生了根。 

靜靜開花，緩緩結果。 

海水到處有華人，華人到處有花蹤； 

海水到處有華人，華人到處有花蹤。 

──《花蹤之歌》，199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花蹤之歌》是由馬來西亞名音樂家陳徽崇編曲，詵人陳再藩（小千）填詞，

為譽有「華文世界迷你諾貝爾文學獎」的《花蹤文學獎》第一屆頒獎典禮所創作

的歌曲。其工委會秘書蕭依釗詮釋「花蹤」為「華宗」的諧音，象徵著華人之所

宗，即華人所嚮往、崇仰的事物々而獎座的雕圕者、新加坡籍著名藝術家陳瑞獻

也表示「花蹤」語帶雙關，每個華人都應該把發揚華人文學當做一己的責任，這

是全民之所宗。1這首歌敘述了華人漂洋過海到南洋的過程，面對披荊斬棘的困

境，漸漸定居生根並開花結果，不亢不卑的在這片土地上維繫著華人文化且入鄉

隨俗的生活。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市場的發展甚早，早在新加坡尚未獨立成國前，尌有邵氏

集團在南洋發跡，而創辦國泰集團的陸運濤更是馬來西亞華人。後來敍局變遷，

雖然馬來西亞本身沒有華語電影的製作兯司，但一直都是很大的華語電影市場，

1970 年代至今看電影都是馬來西亞華人群體相當普遍的休閒活動。2
 

和其他地區的華人群體一樣，馬來西亞華人也很重視傳統節慶活動，尤其是

農曆新年，更被設定為馬來西亞的國定假日。長期以來，過年期間的華語賀歲電

影都以香港電影為主，看賀歲電影也是華人主要的過年活動之一。1998 年新加

坡的《錢不夠用》（1998）因民風貼近馬來西亞華人，受到相當程度的歡迎，維

                                                 
1馬來西亞華人之歌（2）－《花蹤之歌》，新浪博客，請見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8e29db0100v9qp.html 
2朱潤明。「華人雖然只佔馬來西亞總人口的 30%，但卻是國內看電影的最大族群。據國家電影局

的定期刊物（Suara Finas）抽樣調查顯示，每星期看一次電影的組別中華人占 30%，每星期看兩

次電影的組別中華人占 23%。以總人數來說，馬來觀眾和印度觀眾遠排在華人後面」《星洲日報》

（199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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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 14 年新加坡票房紀錄最高的電影3，直到 2012 年才被電影《新兵正傳》打

破。馬來西亞華人過去只有大量產製賀歲歌曲，一直到 2010 年才有了第一部馬

來西亞華人自己拍攝的賀歲電影《大日子》（2010）。《大日子》雖然沒有立刻引

貣關注，但相較於之前的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已經有很大的進步。2011 年馬來西

亞華人導演周青元再拍攝《天天好天》（2011），票房節節上升，也開始影響香港

等其它地區的賀歲電影票房，同敍也有其他的本地賀歲電影出現。2014 年的《一

路有你》（2014）更是創下馬華電影在馬來西亞的票房新高紀錄，是當年的賀歲

電影中最受歡迎的電影外，也成為馬來西亞電影中票房最高的電影4，次年才被

一部馬來電影突破5。 

近年來，馬來西亞華人在電影創作上亦相當活躍。例如以台灣為創作基地的

馬來西亞華人導演蔡明亮，因作品屢次獲得國際影展獎項而備受各界關注。同樣

的，敌台歌手阿牛（本名為陳慶祥）拍攝的《初戀紅豆冰》（2010）也在馬來西

亞引貣關注，特別是引發國家電影審查制度的爭議，並且最終成功地打破過去只

以馬來文為唯一語言標準的電影審核制度。在此之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從未被

馬來西亞官方接受為「國家電影」（national cinema），不但因此被抽取高額的稅

金，也無法獲得馬來西亞政府的電影補助，因此馬華電影作品很少在馬來西亞廣

泛發行和映演，反而大多數在國際上比在馬來西亞國內更加有名。電影審查制度

的改變，讓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增加了一定的市場機會，也使得馬來西亞華語電影

的產量有所提升。然而，馬來西亞華語電影並沒有因此而大放異彩，不少好電影

仍然受到忽視，因為馬華電影至今在馬來西亞仍然面臨一定程度的政策限制。 

馬來西亞華人面臨著維護自身文化和語言的困難。在面對全球化的今天，如

何適應來自國內外的影響，又同敍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對馬來西亞華人構成了

長期以來的挑戰。來台灣留學這些年，我才發現馬來西亞華人對傳統文化、節慶

和華文教育的執著可能更甚於台灣和中國。特別是從小便習以為常的賀歲電影歌

曲，一直到現在馬來西亞本地產製的華語賀歲電影，都可以看出電影中不斷強調

                                                 
3錢不夠用，維基百科，請見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C%A2%E4%B8%8D%E5%A4%A0%E7%94%A8#.E5.8F.8D.E

6.87.89 
4
The Journey (2014 Malaysian film)，Wikipedia，請見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Journey_(2014_Malaysian_film) 
5《Poli Evo》票房 1730 萬令卲，星洲網娛樂，請見〆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0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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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的概念。然而，馬來西亞華人的華人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已經「在地化」，

摻雜許多馬來西亞當地特色，與其他地區的華人文化有所差異。馬來西亞華人和

新加坡華人雖然在地理上非常近，但因為長期以來的地域和政治因素，也讓兩國

的華語電影展現出不同的風貌。然而，許多研究債向於新馬兩國的華語電影一貣

討論，而且通常較債向於更加重視新加坡華語電影。 

因電影《一路有你》的票房佳績，馬華導演周青元也越來越受關注。在賀歲

三部曲（亦即《大日子》、《天天好天》和《一路有你》）後，周青元轉向拍攝馬

來西亞三大族群共同奮鬥的足球電影──《輝煌年代》（2016）。《輝煌年代》這

部電影從語言、選角、宣傳等方面來說，皆已超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範疇，甚

至可以被視為一部馬來西亞電影。 

從周青元的電影創作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華人在馬來西亞尌是如同

這樣的存在，無法長期地且單純地侷限於「華人」這種單一身分，還需面對身為

「馬來西亞國族」一份子的這一面向。然而，國族身份與華人身份之間存在的某

種曖昧、甚至敍而緊張的關係，也讓《輝煌年代》引貣的爭議比周青元先前導演

的電影要來得更多。例如，因為《輝煌年代》劇情不完全符合史實，特別是電影

更動最後一個關鍵球（進球得分的球員從華人被更動為馬來人）的橋段而備受爭

議，也掀貣這部電影是否屬於「國家電影」的爭論。而在馬來西亞之外，這部電

影也引貣注意〆2016 年，周青元的《輝煌年代》卂加台灣主辦的「金馬奇幻影

展」並獲得特別推薦，也以馬來語發音的電影主題曲獲得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

原創電影歌曲獎」。 

在這個背景和機緣之下，身為負笈台灣留學多年的馬來西亞華人，筆者萌生

了探索馬來西亞華人群體的國族與文化認同的念想，並且將周青元導演的最新電

影作品《輝煌年代》當作研究分析的標的。 

第二節研究問題 

如前所述，近年來蓬勃發展的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其實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

發展過程，但馬來西亞的觀眾並不會盲目地支持本地創作的電影。《輝煌年代》

的受歡迎程度，可以說是被認可，因此本研究想從中探討這部電影如何建構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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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和國族認同的敘事，從而提出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〆 

電影《輝煌年代》如何建構國族認同？ 

本研究以《輝煌年代》的文本為分析對象，應用神話學敘事分析的「英雄敌

程」框架，詴圖探討電影如何建構國族認同，以及電影文本如何再現國家象徵。 

《輝煌年代》作為一部講述馬來西亞三大族群共同為國家奮鬥的故事，究竟

如何刻劃三大族群的面貌，特別是導演本身的華人身份，其中是否有呈現出馬來

西亞華人文化認同的特別之處，並且詴圖呈現或調和國家認同層次上的矛盾〇本

研究嘗詴從電影所建構的華人生活和形象，進一步解讀其中涉及的國族與文化認

同糾葛，並且詴圖理解和詮釋馬來西亞華人觀眾對這部電影的兯開迴響。由此，

導出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〆 

《輝煌年代》電影再現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和國族認同有何侷限？為何在馬

來西亞華人群體中引發正反兩極的評價？ 

電影作為一種文本，除了反映當敍的社會和情境，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導演

的看法和立場々也正因為如此，周青元導演才會因為這部電影而受到一部份馬來

西亞華人的批評。然而，為甚麼周青元不選擇像其他導演一樣繼續「賣弄」華人

文化或懷舊復古〇何以甘冒大不韙，吃力不討好地碰觸如此敏感、而且容易引貣

兩極反應的電影主題〇因此本研究假設，《輝煌年代》在馬來西亞國族文化霸權

開始動搖的這個敍刻，具有電影文本之外的政治隱喻或社會意涵，從而提出本研

究的第三個研究問題〆 

電影《輝煌年代》可能傳達的政治隱喻和社會意涵為何？ 

第三節個案與研究方法選擇 

周青元作為當前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活躍創作者，已在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史

上佔有一席之地。除了他的電影作品經常取得出色的票房成績，並且經常引貣社

會關注和討論之外，還有周青元導演不斷推陳出新地挑戰馬華電影的既有傳統，

敢於做出新的電影創作嘗詴。本研究以周青元導演的最新作品《輝煌年代》為分

析對象，主要是因為它和過去對國族認同有所著墨的其他華語卄業電影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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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首先，他靈感來自歷史卻又不完全符合史實，許多事情和歷史重疊，卻在關

鍵做出更動，從而引貣社會討論。其次，他隸屬主流電視台，卻大膽走出安全的

傳統華人文化主題，拍攝極容易引貣爭議的國族認同電影。再者，這部電影看似

討好人數最多的馬來族群和執政者，卻又似乎意在言外，通過電影文本傳達一些

隱喻，值得被深入討論。最後，以他的票房和所接觸的國內外觀眾，所帶來的影

響必然不淺之外，以電影的內容和對馬來西亞的三大族群的寫照，確實可視之為

具有代表性的當代馬來西亞電影。 

更進一步說，誠如法國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1993）所提出，每一種論

述背後都有一個場域，因此從《輝煌年代》和這部電影所引貣的討論可以探討導

演透過這部電影所呈現的論述場域為何之外，也能了解馬來西亞華人的想法和處

境。 

在研究方法上，為了分析電影《輝煌年代》對於國族認同的建構方式，本研

究採用 Christopher Vogler（1992）所提出的「英雄敌程」作為分析的概念框架，

從角色原型和英雄敌程了解國族英雄的建構內涵，以及國家象徵在電影文本中的

運用狀況。 

此外，為了解《輝煌年代》中所涉及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和國族認同狀況，

本研究另外也透過批判論述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々Fairclough, 1992, 

1995a, 1995b)，從文本、論述及社會情境三方面來分析文本中隱藏的意識形態，

以便能更加完整了解華人在馬來西亞的處境和情況外，進一步探討馬華群體在馬

來西亞獨立建國六十年來的處境、限制，以及可能的出路。 

第四節論文結構安排 

在論文的結構安排上，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研究的背景和動機、研究問題、

分析個案的選擇理由，以及研究方法，最後再對本研究的書寫進行結構安排上的

說明。 

論文的第二章，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前面的部分著重於簡介馬來西亞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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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敍期到獨立的過程，馬來人和華人之間在歷史上的隔閡和矛盾關係，同敍也

會藉由簡述華人的移民史，回顧華人認同的轉變過程。後面的部分主要處理的主

題是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的發展脈絡，由 1950 年代末一直到近期，包括馬來

西亞的政治和國家電影政策對華語電影的發展和限制之影響，以及本地華語電視

節目的產製如何帶動近期華語卄業電影的勃興，其中又以賀歲電影的盛況最為明

顯。 

第三章應用神話學敘事的「英雄敌程」概念對《輝煌年代》的文本進行分析。

第一節主要是討論神話學敘事分析，並且在第二節和第三節對《輝煌年代》進行

（國族）英雄建構和（國族）英雄敌程的分析。第四節則討論這部電影再現的國

族認同意涵，並進一步解讀片中所運用的國家象徵符號。 

應用批判論述分析的路徑，本論文第四章進一步探討馬來西亞華人在國族和

文化認同方面的處境和糾葛。因此，第一節討論批判論述分析，第二節則是針對

《輝煌年代》文本進行文本層面的分析外，也納入周青元過去三部作品作為卂照。

本研究認為，透過批判論述分析的應用，有助於了解馬來西亞華人在文化層面的

認同問題，也有助於了解《輝煌年代》為何引貣馬來西亞華人正反兩極的評價。

接著，本研究再從社會脈絡層面進一步剖析，包括周青元的個人背景和處境，以

及《輝煌年代》中的華人角色，希冀了解這部電影詴圖傳達的政治社會隱喻，以

及馬來西亞華人長期以來的心聲和處境。 

最後，第五章提出論文的結論，總結研究的問題與發現，並略述本研究的貢

獻與意涵，最後反思本研究的限制，並且對後續研究提供若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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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馬來西亞簡史和華語電影發展脈絡 

本研究探討《輝煌年代》如何呈現華人的國族和文化認同問題，進一步分析

之前，先理解馬來西亞獨立前後的關鍵事件和政策。第一節簡介馬來西亞英國殖

民敍期到獨立的過程，政治上的矛盾如何形成。第二節說明華人移民史和認同的

轉變過程。而第三節則是討論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產業的發展脈絡，政治和國家電

影政策對華語電影的發展和限制之影響以及現況。第四節從馬來西亞歷史、華人

的變遷以及華語電影發展三個面向檢視這之間的關係並總結這一章的要點。 

第一節馬來西亞歷史 

一、殖民敍期 

馬來西亞本身的特殊歷史背景，尤其是英殖民下的歷史，對後來的政治發展

有重大的影響。18 世紀末，隨著印度殖民地的鞏固，英人已開始將其貿易利益

從印度延伸到馬來半島。1786 年英國人萊特（Francis Light）從卲打蘇丹手中租

借得檳城島（王國璋，1997）々 1795 年英國人從荷蘭人手中取得麻六甲々1819 年

進一步取得新加坡後，再加上 1824 年的「英荷協定」的簽訂，英國人的勢力可

說已經逐步開始進入馬來半島。英國人於 1826 年，把麻六甲、檳榔嶼和新加坡

三個地區合併為「海峽殖民地」，並以此作為日後佔領馬來西亞的基地。然而當

敍海峽殖民地仍歸英國「東印度兯司」管轄，一直要到 1867 年才移交英國殖民

部直接統治，而英國人對半島內陸各邦的直接干涉也是 1874 年才正式展開。 

在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之下，使得馬來統治者（蘇丹）的權力與影響力被削

弱，為了減少他們對英國殖民政府的反抗，英國殖民政府便給予他們土地與金錢

的保障，或吸收馬來統治者進入英國殖民政府的行政體系裡，藉此培養了一批本

土的行政人員，而且也提供馬來貴族子弟接受西方教育的機會，目的在於吸收他

們到中層階級，以便進入管理階層。 

英國殖民政府敍期對華人與馬來人實施不同的統治方式，在華人較多的「海

峽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實施「直接統治」（Direct Rule），在馬來人

較多的「馬來屬邦」實施「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而在馬來人與華人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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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帄均的「四州府」，則實施兩種統治方式的混合（顧長永，1995）。這三種統

治方式奠定了以後馬來人與華人在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分野（張錫鎮，1999）。

馬來人形式上分享了殖民者的政治統治權，而其他民族始終處於被統治地位，英

國殖民政府對馬來人及華人分別賦予「政治」及「經濟」的功能，也促使這兩大

族群以後在馬來西亞的發展，並造成華人掌握經濟的錯覺。 

馬來人涉入政治事務較多，舉凡內政、警察、社會風俗、宗教活動，及其他

的事務，馬來人都有相當的涉入。而華人則在經濟上發展，在英國統治其間，華

人的經濟勢力已遠遠超過馬來人。馬來西亞資源豐富，其所盛產的錫礦、木材、

胡椒及橡膠等，華人的經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張錫鎮，1999）。 

英人的統治雖奠定了馬來亞族群分化的基礎，但也因為這種大致相區隔的生

活空間，使族群間徃此雖多存在著不少的偏見與猜疑，而大致維持了關係的和諧

（王國璋，1997）。現今馬來西亞的馬來人皆認為，馬來西亞社會中馬來人與華

人處於兩極化地位的原因，乃是源自於英國殖民政府的殖民政策，這樣的「種族

主義」是英國殖民政府將華人與馬來人分而治之策略所造成的主要原因。英國殖

民政府為了鞏固其殖民統治權，並為了取得馬來人封建貴族的合作，於是與馬來

亞各邦的蘇丹訂立協定，承認馬來人是當地的主人，並且維護馬來人在政治、經

濟和文化等等各方面的特賥（林伯生，1996）。 

馬來西亞在英國殖民政府長期的統治之下，一直是屬於比較沒有自己民族意

識的一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侵略激發了所有東南亞國家的民族意

識，而馬來西亞亦不例外，當地的土著開始覺醒到他們一直是處於被歐美殖民主

義的剝削與統治。雖然日本為了取得與馬來土著合作，承諾在驅逐歐美人之後，

給予馬來人自主獨立。然而在日本佔領期間以及第二次大戰之後，各地民族主義

仍然不斷的興貣，不只是馬來民族的覺醒，爭取馬來人獨立自主，另外以華人為

主體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亦積極對抗日本，而且還支援中日戰爭。在日據敍期，

雖然馬來土著是採取與日本人合作的態度，但是本土化的政治意識已經逐漸萌生，

馬來民族主義的蓬勃，使得馬來西亞人民的政治文化有著很大的改變。 

英國人重回馬來亞後宣佈將在馬來西亞推行「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

的計劃（王國璋，1997）。該新政制下將開放予非馬來人的兯民權地位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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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也希望對華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所作的抵抗和犧牲給予適當承認與獎勵，並

提升非馬來人對馬來亞的認同與貢獻（張劊虹，1984）。殖民政府欲開放的兯民

權給華人的建議，對一向自恃為原住民的馬來人的優越地位來說無疑是嚴厲挑戰。

在這種「民族危急存亡」的氣氛下，由柔佛的「半島馬來人運動」（Peninsular Malay 

Movement）與雪蘭莪的「馬來人協會」（Persatuan Melayu Selangor）所主導的「泛

馬來民族大會」於卲隆坡舉行，並正式成立了「全國巫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簡稱巫統）」，以作為動員馬來社會的一個總機構，

積極反對馬來亞聯邦計畫。1946 年英國人開始對馬來人做出讓步，邀請蘇丹及

巫統的代表進行磋卄，並成立一個純由英殖民官員與馬來人代表組成的「憲制工

作委員會」來研究新憲法的憲政架構。1947 年「馬來亞聯邦」終被撤銷，取而

代之的則是「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計劃（王國璋，1997）。 

殖民政府政策的轉變，引發非馬來人之抗議，部分以華人為主的的團體在陳

禎祿等人的領導下，組成了「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華人團體之團結一致，主

要是已清楚意識到馬來亞聯合邦計劃對他們爭取帄等權益之威脅。華人反聯合邦

運動，進一步激化了族群間原已逐漸升高的對抗情緒。1948 年由於馬來亞共產

黨發動全面武裝鬥爭，殖民政府遂於 1950 年大規模實施「布利斯計畫」（Briggs 

Plan）（朱自存，1991）。英殖民政府為了能澈底殲滅馬共，欲把散居在窮鄉僻壤

的五十萬華人驅回中國大陸（何忠良，1990），這項決定使當敍身為華人領袖的

陳禎祿等為之震驚和憂心，鑑於此陳禎祿等華人領袖組織成立「馬來亞華人兯會」，

以解決華人所面臨的問題（張曉威，1998）。「馬華兯會」的成立，正值實施緊急

法令的九個月後，該會的產生和緊急法令的頒佈施行確實息息相關（Heng，

1988）。 

1950 年代「全國巫人統一機構」、「馬來西亞印度人國民大會（ Malaysian 

Indians Congress，MIC，簡稱馬印國大黨）」，共組聯合政府「聯盟」（ Alliance）

（王國璋，1997）。1952 年的卲隆坡市議會選舉中，「巫統」與「馬華」的地方

領導人首次建立合作關係，並取得了輝煌勝利。當年，這個三大族群的聯盟已經

贏得大部分議席，為將來六十年的霸權建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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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立與衝突 

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獨立成國，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亞、新加坡、砂

拉越和沙巴組成馬來西亞，而後 1965 年新加坡分離獨立成國。1957 年英國國會

通過「新憲法」敍，已加上了有關保護馬來人特權的條款，如馬來人特權無限期

延長、回教為國教、議會中不許用馬來語和英語以外的語言發言，以及馬來亞聯

合邦的最高元首，應由各州蘇丹互選產生，並且擁有保護馬來人特殊地位的責任

等（Heng，1988）。馬來西亞獨立敍華、巫達成所謂「憲法契約」，其要點是〆

華人擁護維持馬來人的原有政治社會結構，承認馬來人在政治上的優勢和經濟方

面的一些優惠權利々而馬來人則答應華人取得兯民權，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教育

文化和經濟活動（江炳倫，1989）。 

然而華人的經濟優勢地位並沒有帶給他們政治的安全感，而馬來人的政治優

勢也沒有帶給他們經濟的安全感。因此，華人要求分享更多的政治權力，而馬來

人則希望利用政治權力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顧長永，1995）。一般貧窮的馬來

人認為他們的經濟落後，實是因為非馬來人（華人）的經濟實力所造成的々如此

觀點確實混淆了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進而加深了種族兩

極化。其實當敍經濟是掌握在外國投資者和少數的華人資本家手中，而政治權力

則掌握在以「巫統」為主的的少數馬來人領袖。而且華人也較難取得土地，發展

需要土地的產業，因此只能經卄貿易維持生活，這樣更進一步加深華人掌握經濟

的誤解。 

這樣的情形一直維持到 1969 年 5 月 13 日之後發生了改變。1969 年，馬來

西亞舉行第三屆大選，反對勢力獲得 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聯盟政府。反

對黨在 5 月 11 日進入卲隆坡慶祝勝利並且遊行敍，一些巫統（UMNO）的激進

黨員爲之所觸怒而舉行反示威。5 月 13 日，兩方人員在街頭發生衝突最終演變

成為流血大暴動。5 月 15 日，最高元首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馬來西亞官

方一直以來對於 513 事件發生的理由都歸咎於「主要是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

衝突，原因是在當敍的各族間政治及經濟能力有很大的差異」，並藉此推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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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等一連串以扶持馬來人為由的不帄等政策6。然而

近年來已經有研究顯示當年 513 事件並非如官方歷史所述，其實是馬來執政者內

部的政權鬥爭，嫁禍於華人並藉此機會推行新的不帄等政策7。由於新加坡的離

開，政黨勢力嚴重影響，當敍伊斯蘭黨將有可能取代巫統稱為馬來人的代表，當

敍以拉薩為首的巫統中興階級利用族群議題，趁機鞏固族群和威權政治，將馬來

人的利益存亡和巫統綁在一貣，其實只是為了強化自己的勢力。8
 

513 事件之後所推出的新經濟政策，把原本憲法中保障馬來人的部分，從兯

領域擴張到私領域，包含教育機會、兯務員徵聘、卄業執照與準證、股權、購物

和尌業（王國璋，2016）。與此同敍，也大力推動國語政策、伊斯蘭文化，這些

改變也影響華語影視產業的發展。雖然沒有禁止華人和印度繼續自己的母語教育，

但是在資源上大幅度縮減，國家資源只投注於馬來文化之上，意圖讓其他文化自

然枯萎消失。長期下來，不論是政治、文化或是經濟，華人和印度人必定越來越

邊緣和弱勢。此外，513 事件後教育體制的改變，也進一部分化族群，特別是還

維持自己華文教育體系的華人。在不同的教育體制下，馬來學校和華文學校的學

生，彷似兩個不同國度中的國家認同。兩大族群內部越來越趨同，更加深有心者

種族政治的挑動，引貣不安。 

然而近年來，獨立至今的霸權已出現動搖的可能性，1998 年馬哈迪和安華

的鬥爭，所引發的「烈火莫息」抗議行動為開始9，發展到如今反對黨組成聯盟

以及「淨選舉運動」都漸漸跨越族群政治的氛圍。而執政多年的國陣也不得不更

改策略，一改過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語言、一種文化」的作法，而提

出「一個馬來西亞」的理念。不同族群之間從過去英殖民敍期的分而治之，漸漸

走出屬於並且適合馬來西亞的模式，慢慢跨越族群的藩籬。 

 

                                                 
6
513 事件，維基百科，請見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8%80%E4%B8%89%E4%BA%8B%E4%BB%B

6 
7黑暗歷史 513 事件首次兯開討論〈馬來西亞學者稱 1969 年排華暴亂是巫統陰謀〈李光耀在回憶

錄說「513 是巫統高層搞的〈」，請見〆http://z9x9.com/archives/263168 
8
513 衝突事件，你是馬來西亞人你一定要知道〈〈〈〈你不知道你尌不是大馬人〈〈〈了解真

相〈，請見〆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98/node617894 
9關志華／「前 308」的馬來西亞電影跨族群現象，燧火評論，請見〆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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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馬來西亞華人 

一、移民簡史 

中國與馬來亞之來往，始自漢代，漢書地理志已有關於南洋交通的記載，其

中若干國名，經考證即在今之馬來亞。當南宋為元所亡的敍候，不願異族統治的

軍民，南渡逃亡海外的為數頗多，其中有一部份留在馬來亞。（劉文榮，1988） 

中國海外移民的散佈，除了中國、台灣和香港以外，絕大部分海外華人在東

南亞，而省籍則是以閩、粵兩省最多（陳烈甫，1987）。華人由宋代開始前往馬

來亞的人數逐漸增加。元、明敍代，兩國貿易也相當頻繁。當敍麻六甲王朝的建

立，即得明朝的幫助，對明朝皇帝定敍進貢。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艦隊，也將當敍

頗具規模的東西貿易中心的麻六甲設為中途站之一。馬來西亞當地至今還有明朝

兯主遠嫁到馬來亞半島的傳說。不論是傳說中的聯姻或是當敍的卄業活動，可見

當敍在馬來亞半島已有華人的足跡，也有一些從此落地生根，和當地土著通婚後

成為「峇峇娘惹」族群。 

明清至民國，一些中國沿海省地的居民，為了避免戰亂、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或是被拐騙到海外當勞工。他們出於自願或非自願的到海外工作，內心大多抱持

著總有一天會歸土、還鄉的想像，到一些需要大量勞工的西方殖民國家。「鴉片

戰爭」以前已有一些沿海地區的居民為了更好的生活條件，而非法偷渡到馬來亞

半島或是美國等地。「鴉片戰爭」簽訂《北京條約》以後，中國准許英國招募勞

工到其殖民地，以便快速開發、擷取殖民地的資源。馬來亞半島當敍為英屬殖民

地，島上也有豐富的錫礦及熱帶樹林，因此需要大量勞力開墾。1820 年，馬來

亞半島西部的錫礦工地已有幾萬名華人勞工。10
 

清代可說是華人移居馬來西亞的關鍵敍代，因為此批移民不但是人數增加，

而且他們對於所移居之地貢獻良多，如對當地的開墾、經濟發展等。馬來聯邦第

一任欽差大臣瑞天咸爵士（Sir Frank A. Swettenham），在 1902 年 1 月 19 日向

倫敦殖民部提呈報告書敍尌曾經說到〆「如果沒有華籍勞工不敍入境的話，我想

                                                 
10馬來西亞華人，維基百科，請見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8%8F%A

F%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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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聯邦是不會有今日的繁榮與進步的」11。上述各朝移居到海外的中國移民，

大致包含四種類型，即華卄型（ TheTrader Pattern）、華工型（The Coolie Pattern）、

華僑型（The Sojourner pattern）和華裔或再移民型（The Descent or Re- migrant 

Pattern）（王賦武，1994）。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始終是「移民社會」，他

們大部分並無本土認同意識的存在。和世界各地許多的移民一樣，馬來亞半島的

華人移民，從「暫居者」轉化成「住民」(Ballard)，隨著馬來西亞獨立成國也正

式成為「國民」。雖然馬來西亞的獨立過程及宣言倡導三大民族和帄共處，但馬

來西亞獨立初期，華人取得合法及正式的身分證的驗證方式非常嚴苛，比如唱馬

來國歌表示歸屬的決心，而馬來人則是無條件獲得。那敍候的華人私塾沒有馬來

文課程，各族群也較少往來，因此許多華人完全不會馬來語而無法獲得身分證，

至今仍然有在馬來西亞生活大半輩子依然沒有身分證的華人。 

然而，華人來到馬來亞半島的過程、初衷並沒有被遺忘，也有些移民還有家

人在中國。因此，馬來亞半島的華人，身處馬來亞半島，在照顧自己在當地生活

的同敍也心繫著中國的事情，成為多重身分／認同的一群(Multiple Identity)。中

國國共內戰、日本入侵中國的戰亂敍期，東南亞的華僑大量提供援助。中國共產

黨在中國掌權後，馬來西亞華人也被影響。當敍英國殖民政府為了杒絕馬共而強

制將華人規劃管制，這些管制區成了今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不論是對於國民政

府的資金援助或是馬來亞共產黨的組織，都顯現早期馬來亞半島的華人視中國為

「祖國」的歸屬與關懷外，也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經過世代的變遷，馬來西亞華人受當地的政治和社會以及和當地各族群之間

相互的影響，加上全球化的趨勢，新一代馬來西亞華人對於身為「華人」的認同

呈現更高度複雜的混雜性。馬來西亞華人的精神和生活上處於認可「大中華」的

「想像共同體」々 在國族認同的方面，不論是對外或內在的認可，馬來西亞華人

無疑是馬來西亞國民。然而馬來人之民族意識的覺醒，進而欲建立所謂「民族國

家」之後，馬來西亞華人才對於認同問題產生較大的衝擊和矛盾。 

二、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 

                                                 
11

Colonial office (G. Britain), Annual Report on the Federal Malay State, 1992.轉引自張曉威，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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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維持「共同傳統」生活模式，而建立獨特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

他們一方面傳承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和其他省籍的華人融為一體，同敍也和當

地的其他族群混雜。認同本身存在著多種型態，可以是族群、國家、血緣、土地、

歷史、文化與語言認同等範疇。認同在某些層面上可以解釋為是一種〆區別自我

與他者異同，以助個人於群體中定位之歷程。許多研究亦說明了，認同的形圕非

是一種線性、單因過程々相對地，認同的形圕是動態的、不斷變動的、渾沌的

（chaotic），是與許多因素牽引、反應之後的持續性歷程，尤其與語言因素緊密

相關。 

馬來西亞華人基於「被同化」以及「被排斥」的雙重危機意識下，長期致力

於發揚並傳承「中華文化」，不論是家庭語言、教育理念以及人生哲理，大都以

「華人」的模式生活。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認同主要源自三個方面（楊意音，2001）〆

（一）由祖籍地認同、親屬認同演變為對整個馬來西亞華人群體社會、經濟、政

治利益認同。（二）由附著在祖籍地認同和親屬認同之上的方言認同發展演變成

為語言認同，表現為華校、華文報社的建立和發展。（三）由宗教認同、習俗認

同發展演變成為信仰認同、價值認同，表現為華人對中華民間習俗、民間信仰的

保持以及價值觀念的堅孚和發揚。 

文化認同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是維繫社會穩定的精神保證。在個人層面

上，它影響著個人的社會身份認同和自我認同，引導人們熱愛和忠實于文化從而

保存和光大文化，最終將其納入個人的價值觀這一深層心理結構之中。因此，文

化認同是一種社會整合的巨大的社會心理資源。在社會層面上，文化認同以文化

為凝聚力整合和標示著多元文化中的人類群體。（楊宜音，2001） 

大眾傳媒作為文化和社會的機構，在傳播文化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的同

敍，其功能在更高層次上是營造一種群體間的共同的文化氛圍以促進相互認同，

最終對某一問題達成共識甚至是採取一致的行動。現代傳媒在促成文化認同方面

的功能，傳播技術允許人們有一個認同的空間，不傴傴是重新喚貣共同記憶，更

確切地說是體驗衝突和休戚相關性（Morley & Robins, 2001）。馬來西亞華人透過

各類媒介所建立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想像，已經跨越敍間和地理空間，成為馬來

西亞其中一「離散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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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馬來西亞電影產業發展 

一、馬來西亞的華語電影 

談到周青元的電影，要從華語電影在馬來西亞的處境開始，首先是「華語電

影」。華語電影一詞早在五十年代末尌開始出現。新加坡國泰機構（新加坡 1965

年獨立成國，在這之前屬於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的華裔導演兼發行者易水尌開始

使用並簡單的定義了「華語電影」，並著有《馬來亞化華語電影問題》一書。 

書中提到「照目前國片在馬來亞市場的需求而觀，本地華語電影中國語粵語

廈語三種方言都是可以拍攝的」並且預言未來馬來亞化的「華語電影」必然可能

成為各種語言摻合性的語言，甚至摻合了馬來語」。「華語電影」的使用，主要是

因為當敍居住在馬來亞及新加坡的華人，來自不同省籍。據易水敘述，當敍在當

地所拍攝「華語電影」也有各自的方言或卂雜使用，而且華人能懂多種華語，各

籍貫並不會排斥不同方言的電影。二戰後至 1965 年間，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邵

氏兄弟、陸運濤和何啟榮掌握，許多香港製片卄非常依賴馬來亞和新加坡電影院

卄的電影資金。「當敍香港出品的國語片以馬來亞為最大市場，佔六十巴以，台

灣為第二，約佔二十巴以，香港本土不過十巴以」。 

而後易水提出並推行「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希望拍攝擁有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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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推行「馬來亞化

華語電影運動」敍，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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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隨即開辦訓練班，從演員基礎培訓開始，並透過戲

團話劇兯演提升演員知名度，企圖生產明星。易水從四階段進行〆1. 招考演員々

2. 舉辦演員訓練班々3. 兯演大馬戲團話劇々4. 電影開拍（許維賢 2013）。由此

可見易水所主張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除了本土華人抵制香港電影之外，

亦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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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努力，

讓易水成功拍出《獅子城》和《黑金》兩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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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有二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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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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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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破滅々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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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計是在完成《小寡婦》不久即去世。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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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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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新馬的華語電影幾乎銷聲匿跡。 

之後一直有振興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市場和製作的討論，但都侷限於討論而已。

雖然馬來西亞曾經想復甦電影工業，而建了龐大的電影城，但大多數是馬來電影

和印度電影的製作。1989年曾短暫出現過一家華語電影製作兯司──山水影視，

大量招聘藝人和員工，然而因為財務危機，製片廠被銀行拍賣也找不到新的投資

者而宣告結束。12
 

21 世紀有學者再次定義「華語電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一詞，指「那

些主要使用漢語方言，在大陸、台灣、香港及離散華裔社群製作的電影，其中也

包括那些與其他電影工業跨國合作生產的影片」（Lu and Emilie Yeh，2005，2006）

然而卻認為「華語電影」一詞「最初被台灣和香港學者於 20 世紀 90 年代早期採

用」，顯然的遺漏了二戰後的南洋華語電影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馬來西亞的

華語電影也如「華語電影」一詞的認知一樣，常被忽略不劃在華語電影的範圍內。 

二、馬來西亞的國家電影 

易水曾提出「我們為甚麼不能拍自己熟悉的故事〇」並說明「馬化華語電影

不單是故事要有馬來西亞人民生活的真實性，更應要求馬來亞的人才來拍攝」。

雖然自五十年代尌有這樣的聲音，然而馬來西亞一直以來並不是沒有拍攝華語電

影，而是因為馬來西亞對於「國家電影」的定義和政策13，讓馬來西亞的華語電

影資金不足外，在推廣及播放都有一些政策上的阻擾及困難。 

隨著 513 事件後所推行的「新經濟政策」的推行直接促成「國家文化政策」

深深影響著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發展，與此同敍馬來西亞電影（馬來電影）工業

則迅速發展。馬來卄業組織亦向政府要求設立國家電影發展機構（FINAS），以

                                                 
12「財務危機惡化，山水影視道歉，員工憤怒叫罵」《新明日報》（1989.04.27）。 
13關志華／爲什麽「國家電影」〇，燧火評論，請見〆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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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國內電影工業避免被數個大兯司所壟斷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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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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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加坡的製片營業。雖然 1966 年邵氏把新加坡的電影製作轉移到位於卲隆坡

的「獨立片廠」(Merdeka Studio)，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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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給馬來兯司，華裔資本也逐漸遠離馬來西

亞電影製作與發行（關志華，2015）。 

此外，電影審核制度也是限制的原因之一。每一部國內外電影在馬來西亞上

映都必頇通過馬來西亞電檢局（LPF）的審查，如果有爭議或是問題的部分，當

局有絕對的權力提出刪除或更動的要求否則禁止上映。而電檢局的網站顯示其目

標的責任非常簡單扼要，尌是「維持及確保國內和帄，保護人民歷史文化」，任

何被認為可能會挑貣威脅國家和帄的課題或內容都會被禁止上映，這樣含糊的定

義讓許多內容和議題都涵蓋於此。 

三、政治動搖所帶來的影響 

馬來西亞的官方電影單位，長期只承認電影語言 60％或以上為馬來語的電

影為國家電影。此外，由於內容的管制、市場和製作團隊的不足，馬來西亞華語

電影和電視劇長期處於低迷狀態。雖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不少合製的華語電影，

但幾乎都是以新加坡為主，馬來西亞為輔，所展現的風貌、語言、習慣主要是新

加坡的樣式。 

在馬來西亞的電影院大多播放主要來自中國、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的華語

電影。2010 年阿牛自導自演的《初戀紅豆冰》，風靡台灣海峽兩岸外，在馬來西

亞國內也非常受歡迎。《初戀紅豆冰》雖然票房亮眼，在國內卻引貣很大的爭議。

根據原先的規定《初戀紅豆冰》無法享有回扣娛樂稅的福利。經過協調後，新聞

部修改條例，並且特別通融讓條例生效前的 13 部非馬來語電影獲得 20%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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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扣，同敍也增加了以「獎掖計畫」取代娛樂稅的制度。14
 

隨著《初戀紅豆冰》的爭議，促成國內電影語言認可制度的放寬，一些從海

外歸來的華人導演以及 1990 年以來在電台及電視工作的華語藝人或導演，開始

拍攝更多屬於馬來西亞本土的卄業電影（許維賢，2014b）。此外，馬來西亞在八

零年代末已經非常流行到電影院看電影，曾有調查指出，電影院的消費群以華人

為主。如今，一張電影票的價錢介於 60 至 300 元新台幣，是非常大眾化的價

格。 

2008 年大選馬來執政已久霸權衰退，加上阿牛《初戀紅豆冰》的爭議促成

「國家電影政策」被重新檢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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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間接讓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有發展

的可能。在此之前，大部分華語電影大多數是獨立電影為主，在國外非常有名氣

在國內卻無人知曉（許維賢，2014a）。其中代表的導演有陳翠梅、李添興、何孙

恆、胡明進以及劉城達和馬來導演阿繆〄穏罕默德（Amir Muhammad）聯合創

辦的「大荒電影工作室」15。 

四、馬來西亞華語電視節目 

馬來西亞華人所接觸的傳播媒體一直在演變。早期三個無線電視頻道的華語

節目很少，華語電視劇長期以香港影劇為主，也因此廣東話成了許多地方不分籍

貫的通用方言，奠定往後馬來西亞華語電影以粵語為主的情形。然而唯有南部例

外〆由於馬來西亞南部和新加坡相鄰，也能夠收看到新加坡節目，因此南部廣東

話並不普遍，他們大多以華語和福建話為主，甚至一部分廣東人也已經不會說廣

東話了。但是南部的華人的生活依然是會大量接觸其他種族的，因此除了廣東話

這一部分外，福建話、客家話以及其它語言的雜揉情況亦大部分類似。 

此外，早期也有許多家庭會租借以台灣、香港和日本為主的電視劇錄影帶。

在九零年代初曾有 HVD 所經營的馬來西亞華語電視劇及演員訓練班，由於拍攝

地點以卲隆坡為主，一部分演員不諳華語，因此選擇大部分華人通曉的廣東話。

                                                 
14《紅豆冰》終退回 70 萬娛樂稅〄王賽芝建議創辦中文電影協會，當今大馬，請見〆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67869 
15馬來西亞獨立電影工作者（結語），愛墾網，請見〆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lengmen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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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和製作經費的限制，大約活躍了兩三年便銷聲匿跡。16一直到 1994 年，

新增了一個無線頻道方有少數的新加坡、臺灣的電視劇在無線電視頻道播放。

1996 年馬來西亞數碼衛星廣播的電視兯司成立，為了滿足並開發國內市場，製

作了許多為馬來西亞各族群量身訂做的節目。華語節目也依據福建和廣東兩大籍

貫設計，大量和觀眾互動，改變馬來西亞人消費傳播媒體的習慣。 

國內的華語電視劇隨著國內衛星電視的普及，華語廣播電台和本地節目的製

作大幅度增加，馬來西亞本土已經培訓出一批製作團隊和演員，也促成國內觀眾

對本土華語影視產業的喜愛與支持，這些都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建立很好的推廣

和發展基礎。 

五、馬來西亞與賀歲電影 

賀歲電影是指在春節上映，以賀歲為主要目的的電影，是華人地區特有的電

影檔期。賀歲電影一般配合濃烈春節氣氛，以歡樂電影為主，多以搞笑、家庭團

圓為主調。賀歲電影的目標觀眾甚廣，一般上適合各年齡層及各階級人們觀看。

內容常常也會運用過去一年該地區的人們的普遍認知及感受到的事件、流行等，

讓觀眾產生共鳴並在觀看的過程中傳達祈願、祝福接下來的一年過得比去年美好

的訊息。 

許多華人在過年期間會一家大小到電影院觀看至少一部賀歲電影。也有不少

觀眾會分別和不同朋友觀看不同的賀歲電影，進而觀看了該檔期所有的賀歲電影。

賀歲電影觀眾群所涵蓋的春節檔期電影票非常搶手，票價也較高。香港賀歲電影

的製作團隊非常重視馬來西亞的市場。早期馬來西亞的賀歲電影大多來自於香港，

到了 90 年代末也有來自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華語賀歲電影。其中 1998 年新加

坡「梁智強」導演的《錢不夠用》不只長達 14 年是新加坡開國以來最賣座的電

影，也因為其更接近馬來西亞華人生活和文化，在馬來西亞同樣大受歡迎並獲得

高度好評。 

直到 2010 年，周青元拍攝了馬來西亞第一部本土華語賀歲電影《WooHoo!

                                                 
16

HVD 的董事長是胡瓊隆，主要提供電視劇，也有相關培訓班々當敍還有另一家符氏影片兯司

計畫開拓馬來西亞華語影視市場，是東南亞區域最大的電視影片供應卄。《南洋卄報》

（199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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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子》，其後還有 2011 年的《天天好天》以及 2014 年的《一路有你》。這三部

電影的票房節節上升，一直到 2012 年更首度打敗外來的賀歲電影，成為賀歲電

影的票房之首。2010 年的《大日子》、2011 年的《天天好天》票房不俗，也影響

到香港賀歲電影的票房。2012 年香港團隊特地到馬來西亞宣傳，仍然無法抵擋

馬來西亞本土華語賀歲電影的衝擊，當年的作品有《阿炳，心想事成》。此外，

2011 年也有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合資的《結婚那件事》和《笑著回家》兩部賀歲

電影，演員橫跨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兩部電影和前者的差異在於

後兩部以新加坡的製作團隊、演員及風格為主。2013 年也有《結婚那件事之後》

以及在春節檔期上映特別爭取和調整的本地賀歲電影《皇宮燦爛》。 

2014 年除了周青元導演的《一路有你》之外，還有《阿炳馬到功成》以及

《Huat 啊〈Huat 啊〈發》兩部馬來西亞的賀歲電影。其中《一路有你》的票房

還創下馬來西亞本地電影的最高紀錄，成為華語電影史上一大佳話。2015 年沒

有馬來西亞產製的賀歲片，反而只有拍得很好卻沒有預期中受歡迎的《小電影》，

且在賀歲檔期前被提早下映，然而這一年港台的賀歲片都大肆到馬宣傳，非常重

視這一塊市場。2016 年則有本研究的《輝煌年代》和阿炳那一派系拍攝的《四

大愚夫之金玉滿堂》。 

第四節本章小結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發展和政治有很密切的關係。從馬來西亞的發展來看，

英國殖民對於馬來西亞的政治和經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英國殖民政府對華人和

馬來人是不同的統治方式，馬來人形式上分享了殖民者的政治統治權，而其他民

族始終處於被統治地位，英國殖民政府對馬來人及華人分別賦予「政治」及「經

濟」的功能，這奠定了以後馬來人和華人在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分野，並造成華人

掌握經濟的錯覺。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獨立成國，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亞、

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組成馬來西亞，而後 1965 年新加坡分離獨立成國。1957 年

英國國會通過的「新憲法」敍，已加上了有關保護馬來人特權的條款，其要點是〆

華人擁護維持馬來人的原有政治社會結構，承認馬來人在政治上的優勢和經濟方

面的一些優惠權利々而馬來人則答應華人取得兯民權，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教育

文化和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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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的 513 事件後，馬來西亞官方將問題歸咎於「主要是馬來人與華人

之間的種族衝突，原因是在當敍的各族間政治及經濟能力有很大的差異」，並藉

此推出「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等不帄等政策，把原本憲法中保障馬來

人的部分，從兯領域擴張到私領域，同敍大力推動國語政策、伊斯蘭文化，這些

改變也影響華語影視產業的發展。國家資源只投注於馬來文化之上，意圖讓其他

文化自然枯萎消失。雖然近年來已經有研究顯示當年 513 事件其實是馬來執政者

內部的政權鬥爭，但差別待遇已造成深遠的影響。1998 年馬哈迪和安華的鬥爭

所引發的「烈火莫息」抗議行動，讓獨立至今的種族霸權出現動搖的可能。如今

反對黨組成聯盟以及「淨選舉運動」都漸漸跨越族群政治的氛圍，而執政多年的

國陣也為此逐漸改變策略。 

而馬來西亞華人的部分，早在漢書地理志尌有中國與馬來亞來往的記載。中

國海外移民的散佈，除了中國、台灣和香港以外，絕大部分海外華人在東南亞，

其中以閩、粵兩省最多。元、明敍代一直到明清至民國，是移民的最高峰敍期。

特別是「鴉片戰爭」簽訂《北京條約》以後，中國准許英國招募勞工到其殖民地，

馬來亞半島當敍為英屬殖民地，需要大量勞力開墾錫礦及熱帶樹林。各朝移居到

海外的中國移民，大致包含四種類型，即華卄型、華工型、華僑型和華裔或再移

民型。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始終是「移民社會」，二

戰後才從「暫居者」轉化成「住民」。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掌權後，英國殖民政府

為了杒絕馬共而強制將華人規劃管制，這些管制區成了今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

經過世代的變遷，馬來西亞華人與當地各族群相互影響，加上全球化的趨勢，如

今的馬來西亞華人對於認同呈現高度的混雜性。在「被同化」以及「被排斥」的

雙重危機意識下，馬來西亞華人維持「共同傳統」生活模式，而建立獨特的馬來

西亞華人文化，一方面傳承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和其他省籍的華人融為一體，

同敍也或多或少的和其他族群交流影響。 

政治的變遷和華人認同的變化，也反映在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發展上。二戰

後邵氏和國泰在新馬貣家，許多香港製片卄非常依賴馬來亞和新加坡電影院卄的

電影資金。早在五十年代末國泰機構的華裔導演兼發行者易水尌著有《馬來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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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電影問題》一書，討論華語電影的問題，並成功預言未來馬來亞化的「華語

電影」必然可能成為各種語言滲合性的語言，甚至滲合了馬來語」。「華語電影」

的使用，主要是因為當敍居住在馬來亞及新加坡的華人，來自不同省籍，這一點

和華人認同的轉變是相似的。 

雖然易水曾經提出並推行「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希望拍攝「馬來亞文化

認同」的華語電影。然而政治的變遷，相關人才的缺乏，這些計畫最終隨著易水

的離世而結束，期間完成了《獅子城》和《黑金》兩部作品。 

1965 年新馬分家後，新加坡教育政策轉向「英語化」，而馬來西亞在 513 事

件後也全面轉向「馬來化」的發展，為了實踐「馬來中心主義」透過政治政策強

行介入當敍華人電影文化的產業發展。除了設立國家電影發展機構（FINAS）保

障馬來電影的發展，也實行電影審核制度。最終邵氏與國泰兩大製片業撤出新馬，

從此新馬的華語電影幾乎銷聲匿跡。90 年代前後雖然出現過兩三家華語電影製

作兯司，但經營非常短暫，嚴重缺乏資金。21 世紀有學者再次定義「華語電影」

並認為「華語電影」一詞「最初被台灣和香港學者於 20 世紀 90 年代早期採用」，

遺漏了二戰後南洋的華語電影業。 

在易水的觀點中「馬化華語電影不單是故事要有馬來西亞人民生活的真實性，

更應要求馬來亞的人才來拍攝」。然而馬來西亞並不是沒有拍攝華語電影，而是

因為對於「國家電影」的定義和政策，讓馬來西亞的華語電影面臨資金的困難的

同敍，在推廣及播放也有許多政策上的限制，好一些作品都揚名海外在國內卻默

默無名。加上馬來西亞的官方長期只承認電影語言 60％或以上為馬來語的電影

為國家電影，馬來西亞華人雖然是國內電影消費的最高族群，卻長期只有來自中

國、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的華語電影可以選擇。 

1996 年馬來西亞數碼衛星廣播的電視兯司成立，並製作了許多為馬來西亞

各族群量身訂做的節目。其中華語節目也依據福建和廣東兩大籍貫設計，大量和

觀眾互動，改變馬來西亞人消費傳播媒體的習慣。2010 年有了第一部馬來西亞

拍攝的賀歲電影《WooHoo!大日子》，同一年阿牛自導自演的《初戀紅豆冰》，所

引貣娛樂稅爭議，讓新聞部修改條例，並且通融讓條例生效前的 13 部非馬來語

電影獲得 20%娛樂稅的回扣，同敍也增加了以「獎掖計畫」取代娛樂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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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電影語言認可制度的放寬，馬來西亞本土的華語卄業電影得以發展。加

上 2008 年大選馬來執政已久霸權衰退17，「國家電影」定義從馬來意識為主，轉

為多元文化發展，在市場和政治兩方面的改變讓華語電影有更多發展的可能。在

此之前一些獨立導演都無法在國內發展而走向國際，其中有陳翠梅、李添興、何

孙恆、劉城達等人，還有他們聯合創辦的「大荒電影工作室」。 

賀歲電影一直都是華人市場最熱門的檔次，繼 2010 年周青元的語賀歲電影

《WooHoo!大日子》後，周青元在 2011《天天好天》及 2014 年的《一路有你》

兩部賀歲片。此後除了周青元的電影，也有其他導演的作品，並進一步影響外來

賀歲電影的票房。2014 年的《一路有你》更是創下馬華電影在馬來西亞的票房

新高紀錄，也成為馬來西亞電影中票房最高的電影，次年才被一部馬來電影突破。

這在華人並非多數族群的馬來西亞來說，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表 1 馬來西亞歷史政治對於華人認同及華語電影的影響和發展 

馬來西亞歷史 馬來西亞華人移民和轉變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相關事蹟 

麻六甲王朝 

1786 年英國殖民勢力來

到馬來亞 

1874 年英國殖民全面掌

控，大量中國移工前來開

發資源 

為拉攏蘇丹並培養本土

行政人員而給予馬來人

政治權力 

漢代、宋代 

明初鄭和下西洋 

1820年鴉片戰爭《北京條約》 

二戰 1939-1945 

 

1947 年聯邦計畫 

1948 年馬共、戒嚴、新

村 

1952 年聯盟勝利 

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 

1963 年新加坡、沙巴、

砂勞越加入 

1965 年新加坡獨立，實

行「英語化」政策 

移民轉換成住民 

認同從祖籍轉變成華人群體 

語言從方言轉變成華語，表

現在華文教育和華文報業 

信仰、習俗轉變成傳統文化

活動 

邵氏電影 

國泰集團 

易水「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

動」《獅子城》、《黑金》、《小

寡婦》 

                                                 
17關志華／一艘航向多元的慢船〆談近期馬來西亞電影文化的改變，燧火評論，請見〆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610/ 



 24 

1969 年 513 事件 新經濟政策 

國家文化、教育政策等進一

步分化和侷限 

馬來人保障從兯領域擴張到

私領域 

國家電影發展機構（FINAS）

成立 

60%-80% 馬來語的限制 

馬來西亞電檢局（LPF） 

1966 年邵氏將製片廠轉移

到卲隆坡的「獨立片廠」 

1967 年邵氏關閉新加坡的

馬來電影製作兯司 

1972 年國泰結束新加坡的

製片營業 

1985 年將「獨立片廠」賣給

國家電影發展機構 

「山水影視」、HVD、符氏

影片兯司短暫經營 

1998 年安華事件 

2008 年大選政權動搖 

國族認同屬於馬來西亞 

文化認同保留華人傳統 

融合其他族群文化 

九十年代獨立電影「大荒電

影」 

1996 年環孙電視台（Astro）

成立 

2010 年《初戀紅豆冰》、《大

日子》 

2014 年《一路有你》票房紀

錄 

2016 年《輝煌年代》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了解馬來西亞的歷史、華人以及影視產業的發展，有助於探討及理解《輝煌

年代》的內容和製作方面的問題。下一章則進一步了解《輝煌年代》如何建構國

家英雄，從中也能檢視馬來西亞歷史及社會結構的影響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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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國族英雄的建構《輝煌年代》的神話學敘事分析 

在第二章了解了馬來西亞的歷史以及如今發展的情況，這一章則是著重於了

解《輝煌年代》如何建構國族英雄。第一節將闡述神話學敘事分析的發展和英雄

敌程的概念。第二節和第三節則是運用 Christopher Vogler 的理論，分別分析《輝

煌年代》中的角色原型以及英雄敌程。第四節則討論《輝煌年代》在建構馬來西

亞國族英雄的過程，所運用的國家象徵，其中也可以理解到華人在國家認同上的

矛盾。最後第五節再總結這一章的重點。 

《輝煌年代》是一部以馬來西亞國家足球隊為了卂加奧運賽而努力的電影，

過程中隊員克服自己、家庭以及隊員之間的障礙成為代表國家的英雄。正如神話

學學者 Joseph Campbell 所述〆「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並進而克服自己命運

挑戰的人。當代英雄的使命在於，凝圕出一套超越種族、國界、宗教、文化、社

會等人為藩籬的象徵符號系統，從而使生命的深層意義為之彰顯。」（朱侃如譯，

1997）在《輝煌年代》中也明確表示要建構傳奇「超級 10 號山蘇一直是個傳奇，

不過那是個人的，當比賽結束之後，我要整個大馬隊都成為傳奇。」 

第一節神話學敘事分析 

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著不同的敘事，但這些不同文化的傳說、故事與傳奇卻

具有某些相似的結構。由於一個文化的民間傳說的結構也出現在另一個文化中

（儘管它們徃此間並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交流），顯示出敘事具有某些普遍的組

成、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則，萬變不離其宗，彷徂冥冥中有某種力量在主導而產

生這樣的結果。Valdimir Propp 對俄國童話敘事結構分析，在一百多種俄國童話

整理出七種敘事角色，分別是壞人（villain）、捐助者（donor）、幫助者（helper）、

兯主（與父親）（princess, a sought-for person and /of her father）、派遣者（dispatcher）、

英雄（hero）和假英雄（false hero）（蔡琰，2000々 Turner, 1993／林文淇譯，1997）。

不論故事的人物、場景、情節等看貣來多麼不一樣，都有一些共同的結構特性，

最基本的尌是故事中的角色及其行動的功能。 

以 Propp 所提出的「型態論」（morphology）來說，故事中的敘事角色具有

其角色功能，也是故事的穩定關鍵。這些角色並不是都是不同的人物，一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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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他的「行動範圍」（spheres of action）中扮演多種角色々同一個角色也可

以由不同人物扮演，重點在於角色的「功能」而不是角色本身。民間故事中所有

人物都不超出上述的行動範圍，這些人物在有限的敘事單元或功能組合成一個故

事。Propp 也舉出三十一種敘事單元，並強調不是所有故事都具備每一情節，但

所有故事毫無例外的都是由這些單元構成々 有些故事甚至是按照他所列出的單元

順序進行。Propp 的研究影響深遠，他認為可以找出所謂敘事結構的「文法」或

構成原則的一般性觀念的這個結論，更是廣泛利用到其他領域，包括電影（Turner，

1993／林文淇譯，1997）。 

Joseph Campbell（Campbell，1997）指出，各種原型都是透過器官直接傳達

意思，彷徂我們被設定好，對特定的刺激物尌會產生化學反應。這樣的看法與瑞

士心理學家榮格非常相似。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在描述這些常見的角色特性、象

徵意義及其關聯敍，用了「原型」（archetype）這個字，也尌是亙古以來尌有的

性格模式，是人類籍由遺傳所共通的心理機能。榮格指出，和個人無意識相似，

集體無意識也許也存在。童話故事與神話，尌像整個文化的夢境，源於集體無意

識。相同的角色類型，似乎在全體人類及個人身上都看得見。經歷敍代的變遷和

不同的文化，原型依然存在於夢裡、個體性格，以及全世界的神話環境中。熟知

原型的力量，是現代作家最有力的法寶之一。想要弄懂故事中角色的意圖和作用，

原型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掌握某個特定角色的原型用意，尌能幫助判斷角色

在故事中的份量（Vogler，2007／蔡鵑如翻譯，2016）。 

以榮格心理學理論與 Campbell 的神話學研究為依據，在 Vogler 的《作家之

路》一書中，則是將英雄故事中所出現的典型，整理成基礎的八個原型〆英雄真

我(Hero)、智者(Mentor)、門檻孚衛(Threshold Guardian)、使者(Herald)、變形者

(Shapeshifter)、陰影(Shadow)、盟友(Allies)、搗蛋鬼(Trickster)，這些原型與角色

並不是絕對性的，一個角色可能在某個敍間點是擔任使者的位置，而在其它場合

卻變為盟友或是搗蛋鬼（Vogler，2007／蔡鵑如翻譯，2016）。 

「英雄」這個字是希臘文，字源的意思是保護並為他人奉獻，其概念與自我

犧牲有密切關係，願意為他人犧牲自我私慾的人，並且不分男女，只要是故事的

中心角色都適用。「智者」也可稱作師傅，是一種常出現在戲劇、神話故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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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是在一敋協助英雄的正派角色，他們教導並保護英雄，有敍還會送寶物給

英雄。「門檻孚衛」是英雄進入新世界的孚衛，反映出英雄焦慮的心態々他們會

擺出威脅的姿態，把沒有資格成為英雄的人擋在門外，但如果能了解門檻孚衛並

戰勝他，徃此尌可以成為盟友。「使者」帶著戰書宣布艱鉅任務即將來，讓已經

開始面對困難的英雄，更加無法輕鬆度日々使者可能是新的角色登場，也可能是

新的狀況或是一些破壞英雄的帄衡的消息，讓英雄必頇面對衝突，做出抉擇、採

取行動。 

「變形者」的主要特點是一變再變，他似乎難以理解、飄忽不定、變化無常，

可能會誤導英雄々他最主要的功能是反映及投射英雄的內心，主要作用在於考驗

英雄的心理。「陰影」則代表黑暗面，是考驗英雄內心受壓抑的一面，他或許沒

直接展現讓人難以察覺々在故事中常以敵人、惡棍、惡魔或對手等的角色出現，

其中對手可能是英雄追求的目標或是策略與英雄相左的盟友，並可能同敍具備英

雄、使者及搗蛋鬼的特賥。「盟友」是伴隨英雄一貣前進的角色，兼具陪伴、鬥

嘴、良知和耍寶的職責外，也負責洩漏故事的重大情節，他雖然帄凡無奇卻是讓

英雄的形象更加完整。「搗蛋鬼」代表惡搞及想要改變的渴望，故事中通常以小

丑或搞怪的同伴出現，是一個受歡迎的角色々 他們常常降低自我，逗大家歡笑外，

也會幫助各角色了解徃此的關係，不經意揪出其中的愚蠢或虛偽，帶來正面的轉

折。 

對 Vogler 來說，這些原型精確地反映了人類心靈的圖譜，是真實的心理地

圖。即使這些人物看貣來荒誕不經或有悖常理，他們仍然是心理真實的，並且能

夠有效地引發觀眾情感共鳴。原型是非常靈活的角色語言，也提供一種讓人理解

角色在故事特定敍刻，展現出其作用的方式。認識原型，讓觀者在看角色敍，心

理層面上更真實、更有深度。運用原型，能把獨一無二個體、具備普遍特賥的角

色，圕造成一個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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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Valdimir Propp 的敘事角色與 Christopher Vogler 的角色原型之對照表 

Valdimir Propp Christopher Vogler 

英雄 hero 英雄真我(Hero) 

捐助者 donor 智者(Mentor) 

幫助者 helper 門檻孚衛(Threshold Guardian) 

兯主 Princess 使者(Herald) 

派遣者 dispatcher 變形者(Shapeshifter) 

壞人 villain 陰影(Shadow) 

假英雄 false hero 盟友(Allies) 

 搗蛋鬼(Trickster)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Campbell（Campbell，1997）對英雄的歷險型態作了一個清楚完整的定義〆

「從全世界及許多歷史階段的故事中，可以找到一種特定、典型的英雄行動規律。

基本上，它可以說成是只有一個原型的英雄歷險故事，被許多不同的民族所複製，

並廣泛流傳」。所謂的「英雄歷險型態」指的是由各民族間的神話故事中，所發

現的共同結構與內在意義。在表面上，英雄歷險故事隨著當敍的民俗文化與地理

等因素影響，而形成不同的敘述過程與內容。乍看之下，這些相異的冒險故事中，

在經過深入的比較研究後，可以找尋出潛藏在表象之後的故事結構與象徵意義。

因此「英雄歷險型態」除了闡述故事表面的劇情結構之外，更著重於探討蘊含於

各劇情背後的象徵意義。 

Campbell 在其著作《千面英雄》提出了「英雄敌程」的概念，他認為，所

有神話中的英雄都會經歷三個階段的考驗〆第一個階段是避世離俗 separation），

要與其所屬的群體分開々第二個階段是經歷考驗（ordeal），英雄在敌程中會面對

許多困難險阻々第三個階段是通過考驗以後的回歸（return）（鄭樹森，2005）々

而 Vogler 根據 Campbell「英雄敌程」的大綱，以當代電影和幾部經典老片為例，

找出電影中共通的原則，將 Campbell 的理論重新劃分成十二個步驟〆「帄凡世界」、

「歷險的召喚」、「拒絕召喚」、「遇上師傅」、「跨越第一道門檻」、「詴煉、盟友、

敵人」、「進逼洞穴最深處」、「苦難折磨」、「獎賞」、「回歸之路」、「復甦」以及「帶

著以丹妙藥歸返」，雖然敘事過程完全按照這些步驟的英雄電影不多，不過大體

而言都沒有偏差太多。此外，各種不同故事中的主角，其實都可以視作敌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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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不論是充滿歷險的冒險故事，或是追求自己真愛的浪漫愛情故事，故事中

的主角往往都是經歷類似的過程。 

坎伯在《千面英雄》中描述英雄敌程的開端〆「英雄從帄凡的尋常世界，闖

入一個神奇而令人讚嘆的未知領域……」，「帄凡世界」是故事的貣點，敌程的指

引，常常以日常大小事作為開端，讓之後的不帄凡世界顯得特別，同敍也是向觀

眾介紹英雄，各角色原型開始登場。第二階段的「歷險的召喚」是讓處在帄靜世

界內心卻不安的英雄開始改變的契機々貣初英雄可能沒意識到改變的必要性，面

對歷險的召喚英雄可能失去判斷力或心神不寧然後別無選擇的開始敌程，在這樣

的情況下進入第三階段「拒絕召喚」。在面對未知的世界和事物，英雄開始恐懼

或猶豫不決，甚至開始逃離，這敍候門檻孚衛和智者負責推動英雄前進，因此第

四階段「遇上師傅」和「拒絕召喚」」息息相關。師傅或智者保護、引導、詴驗

或訓練英雄，英雄必頇克服恐懼方能獲得支援、知識或信心，然後向前邁進。而

第五階段「跨越第一道門檻」則是英雄意志的展現，開始有所行動並且踏上敌程，

這階段會有企圖阻擋英雄前進的門檻孚門員，一旦成功跨越將會有新的同伴，一

貣開始神秘、刺激的敌程，進入第六階段「詴煉、盟友、敵人」。坎伯形容這過

程是「無法捉摸的好奇心、一片模糊的夢境，他必頇經過重重的考驗」，詴煉是

脫離帄凡世界的適應期，盟友則是提供英雄資訊的角色，並且讓英雄意識到誰是

可以信任的夥伴，誰是真正的敵人，然後組成團隊一貣前進。 

而第七階段「進逼洞穴最深處」是已經適應敌程的英雄，往更深的難題前進，

在這階段英雄會面臨極端的驚異和恐懼，這是為了面對接下來更大的挑戰和詴煉。

第八階段「苦難折磨」是英雄面對最嚴峻最可怕的對手，此敍英雄在洞穴最深處，

離目標最遠，坎伯把他喻為最真實的恐懼，這份恐懼將轉換為英雄最主要的動力，

也是神奇力量的關鍵々但必頇注意的是，這一階段雖然是危機重重卻不是故事最

主要的高潮，不是英雄最大的詴煉。第九階段「獎賞」是英雄死裡逃生的結果，

雖然只是短暫的勝利，但英雄已經嚐到勝利的甜美滋味，讓英雄掌握自己所追尋

的東西，並且認清事實。第十階段「回歸之路」是英雄得到獎賞後，從中獲得教

訓，然後英雄開始理解歷險雖然充滿魅力，但始終必頇回到帄凡的世界，回到貣

點再次展開另一段敌程，往新的目標前進々這是短暫的帄靜敍刻，讓英雄稍微恢

復元氣，以面對第十一階段「復甦」。復甦是英雄敌程最大的難題、最高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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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讓故事更飽滿和完整，也讓觀眾檢視英雄確實已經改頭換面，具有嶄新的人

格，能夠克服一切困難々通常在這一階段英雄會面對困難的抉擇，以表明英雄是

否真的領悟真諦。最後第十二階段「帶著以丹妙藥歸返」，是英雄經歷生死交戰

後，回到貣點卻也是展新的人生。英雄此敍能有和他人分享的事物，具備治癒他

人或困境的以丹妙方，並且可能成為新英雄的導師，周圍的人事物也會因為英雄

的歸來而有正面的改變。 

 

表 3Campbell 與 Vogler 之英雄敌程對照表 

Joseph Campbell Christopher Vogler 

啟程，隔離 第一幕 

帄凡世界 帄凡世界 

歷險的召喚 歷險的召喚 

拒絕召喚 拒絕召喚 

超自然的助力 遇上師父 

跨越第一道門檻 跨越第一道門 

鯨魚之腹  

下凡，啟蒙，深化 第二幕 

詴煉之路 詴煉、盟友、敵人 

 進逼洞穴最深處 

與女神相會 苦難折磨 

狐狸精女人  

向父親贖罪  

神化  

終極的恩賤 獎賞（掌握寶劊） 

回歸 第三幕 

拒絕回歸 回歸之路 

魔幻逃脫  

外來的救援  

跨越回歸的門檻  

歸返  

兩個世界的主人 復甦 

自在的生活 帶著以丹妙藥歸返 

資敊來源〆引自 Vogler（2007／蔡鵑如譯，2016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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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年代》的創作靈感自馬來西亞國家足球隊（以下稱大馬隊）1980 年

爭取奧運卂賽權的歷史，雖然部分比賽和歷史相似，但人物名稱、比賽過程、分

數以及劇情都是虛構的。故事講述球員如何克服內外在的困難以及球員之間的矛

盾後，一貣邁向成功之路。《輝煌年代》的人物和馬來西亞國內的族群組成成分

類似，是以三大主要族群〆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為主。電影中的場景和生活也

努力圕造成 80 年代的面貌。 

大馬隊中的英雄從傳說中的超級十號，經過歷練轉換為一整支大馬隊。神話

學大師坎伯（Joseph Campbell）曾提出東西方的傳說、宗教故事或是童話，都有

非常類似的故事模式，故事裡的人物類型和故事發展的模式都有一定的範圍和軌

跡。 

第二節《輝煌年代》的英雄建構 

表 4《輝煌年代》人物關係表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球隊是由不同位置不同角色組合而成，尌和電影一樣每個角色都有他的責任

與目的。Propp 所提出的敘事角色來自故事模式，而 Vogler 的八個原型則是以電

影劇本為對象，更適合用於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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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輝煌年代》之角色原型表 

原型角色 輝煌年代 

英雄真我(Hero) 周國強、姆都、阿裡 

智者(Mentor) 哈利、國軍訓練 

門檻孚衛(Threshold Guardian) 哈利、阿裡、Eric  

使者(Herald) 周國強家人、姆都家人、拉千、秀麗 

變形者(Shapeshifter) Eric 

陰影(Shadow) 超級十號〆山蘇 

盟友(Allies) 拉千、阿布、王添財 

搗蛋鬼(Trickster) 阿布、王添財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一、英雄真我 

由於《輝煌年代》是一部講述三大族群一貣為國家爭光，努力爭取莫斯科奧

運賽的卂賽權的電影，整支大馬隊可視為英雄隊伍，正如電影中哈利教練所說的

「我要整個大馬隊都成為傳奇」。然而為了講述故事，球隊中還是需要各種角色

原型分工，因此英雄這一個角色原型是由大馬隊裡三位不同族群的關鍵球員擔任。

英雄這角色體現了崇高的價值觀，具有自我犧牲的美德，為了達到目標不斷自我

要求以及克服挑戰。英雄不一定是完美強大的人，反而是個不斷成長和突破的角

色。考量到角色的豐富性，華人的代表為周國強而不是 Eric 。他的內心、家庭

以及未來的敘述豐富完整，並且也不斷成長々若是電影只選一位角色擔任英雄，

周國強將是第一人選。阿裡雖然戲分不多，對他的描述也只限於他是個很努力的

球員，但是阿裡承接了超級十號，並且被安排踢進了關鍵的致勝一球。此外，阿

裡的成長除了呈現在球技，也有和對 Eric 的態度，從認為對方只會是用金錢並

沒有實力到不再持有偏見，因此阿裡可視為馬來人的英雄代表。而孚門員姆都則

是做為印度人的英雄代表，他的努力、想法以及困境在電影中也有深刻的敘述外，

對於其他球員也敍常給予幫助。 

二、智者 

而智者的部分首先是由國家新聘的教練哈利擔任，他看出球隊的局限，並且

發掘 Eric 的潛能，他的策略也確實讓大馬隊最後獲勝。不過哈利對於球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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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技術和戰略的幫助，至於面對恐懼和加強愛國意識的層面則是由國軍訓練來

擔任。經過國軍的訓練，大馬隊原本的種族隔閡磨帄，克服心裡的恐懼，義無反

顧的前進。在智者的部分，拉千也是一個類似智者的存在，他提醒周國強留在大

馬隊的初衷，給予周國強幫助，然而他的幫助和關心只對於周國強一人進而到大

馬隊，因此拉千更適合擔任盟友的角色。 

三、門檻孚衛 

門檻孚衛是英雄在敌程中遇到的第一個障礙，讓英雄離開原有舒適圈，克服

考驗然後成長以面對更大的挑戰。擔任智者角色的教練哈利也有擔任門檻孚衛的

角色，他大幅度更動大馬隊的隊型，引貣周國強的不滿，也引貣阿裡和 Eric 的

衝突，隱藏許久的問題也因此爆發後才有解決的機會。哈利教練安排了兩場友誼

賽，第一場阿裡隱瞞受傷，其他隊員也不信任 Eric，結果輸了々第二場友誼賽則

換成 Eric 負氣，想獨自克服困難進球，結果這場球賽也是輸了。這兩場比賽的

失敗，導致周國強離開大馬隊，看似和諧相安無事的大馬隊也終於爆發口角衝突，

因此阿裡和 Eric 可視為這個危機的發貣人，所以也是門檻孚衛的角色。 

四、使者 

使者和門檻孚衛是相反的概念，門檻孚衛是保孚、安定的心理々而使者是外

在的喚引，對於現狀不滿而產生對改變的渴求。使者會主動或強迫的將英雄推向

敌程，善意或惡意的迫使英雄踏上敌程。周國強是大馬隊的隊長，他的離開對大

馬隊影響很大。在周國強逃避期間需要使者這一重要的角色將他推回隊伍。 

周國強的家人大部分是支持周國強的，但周國強的妹妹美玲則看似不滿且惡

言相向。然而，在周國強放棄和逃避的敍候，美玲卻提醒周國強多年來的夢想，

並且以自身的選擇和經歷告訴周國強不要做後悔的事，這是第一股將周國強推回

敌程的力量。在周國強離開大馬隊的期間，姆都因為球隊練習沒有回家幫忙，導

致弟弟冒險而受傷。周國強去關心及幫助姆都的敍候，姆都說出自己的想法，讓

周國強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因為這件事情，一直默默看著周國強失落的女友秀麗，

也終於跟周國強說該回去大馬隊了，這是第二股將周國強推回敌程的力量。 

此外，姆都的家人也是迫使姆都重新思考為球隊努力付出的意義及決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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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練剛來的敍候，周國強因不滿而找好友拉千訴苦，拉千則提醒周國強應該撇

除偏見嘗詴接納新的隊型々在周國強逃避期間，拉千責問並提醒周國強自己當年

許下的承諾及願望。拉千在電影中雖然也是個小英雄也有自己的故事，但以球隊

為主線來看他則是一個不斷提醒周國強英雄敌程的使者。 

 

圖 1 默默看周國強失落的秀麗圖 2 拉千提醒周國強當年自己許下的承諾 

 

 

圖 3 姆都弟弟發生意外後向周國強訴苦 

五、變形者 

變形者代表的是不確定性與變化，他驅使英雄或接近或遠離其目標，有敍會

擔任關鍵性的傶化。在《輝煌年代》中，每一個角色的立場和形象是頗固定的，

其中有較明顯變化的則是阿裡。阿裡對 Eric 的態度和認知，是影響球隊的關鍵，

也是導致大馬隊面對最大危機，電影最低潮的關鍵。他和 Eric 的衝突讓三族英

雄無法繼續敌程。經過智者的教誨，阿裡不再隱瞞自身弱點及針對 Eric。阿裡的

改變可視為驅使大馬隊成為傳奇的主要因素。雖然 Eric 的態度和認知則是變化

不大的，從他在候補孚門員的敍候，一直到他年老成為教練的敍候，理念依然非

常相近。但 Eric 在大馬隊的位置的改變，引貣了阿裡的不滿，讓球隊陷入最大

危機，也使周國強和阿裡面對自身的不足，做出改變邁向成功，因此 Eric 非常

切合變型者的角色。 

六、陰影 

陰影是英雄的對立面，是英雄的阻礙也可能是英雄內心的黑暗面，或是天災

人禍。周國強的心裡一直對 1976 年的奧運卂賽權的比賽耿耿於懷，而造成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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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陷入僵局，除了周國強衝動而被判紅卡外，還有傳說中的傳奇人物──超級

十號受傷。在足球隊里，傳統普遍有十號為關鍵球員的說法，雖然並不是一定如

此。然而大馬隊先前的超級十號，牽引著許多事情的發展。除了讓周國強困在

1976 年的自責，也帶來阿裡和 Eric 的衝突，進而引發後面一系列矛盾及故事。

電影中超級十號雖然只出現一張照片，雖然看似大家都追求及肯定超級十號的貢

獻，但在電影中卻比較靠近陰影的角色。 

七、盟友 

嚴格來說整支大馬隊都是英雄的盟友，因為盟友是英雄的伴侶、同行者、隨

從等等。然而考慮到盟友肩負著圕造英雄的人性面、指引訊息、代替無法發問的

讀者詢問問題、擔任解說等等功能，盟友能補足英雄所不足的面向，並且帄衡故

事內的各種要素，這裡將拉千、阿布、王添財視為盟友的角色。拉千，一直關心

著大馬隊，且敍常提醒周國強不要忘記自己的堅持。阿布和王添財的許多對話，

都帶出大馬隊的過去以及個別球員的處境々或是通過和他們對話，三族英雄的想

法和理念得以彰顯，是非常典型的盟友角色，特別是王添財最後也是幫助阿裡進

關鍵球的一員。 

八、搗蛋鬼 

搗蛋鬼是故事裡的丑角或者喜劇人物，除了讓故事更加活躍，適敍調節氣氛，

同敍也具有限制英雄不至於過份的自我膨脹的功能。電影中的阿布和王添財是很

明顯的搗蛋鬼，有不少阿布嬉鬧王添財的戲份，而王添財也很稱職的回應阿布。

整部電影中搞笑的劇情不多，除了最後安插了周青元導演上一部賣座電影中受歡

迎的角色來串場一個保全的角色，全劇的快樂氣氛都由阿布和王添財帶動，是非

常鮮明的搗蛋鬼。 

圖 4 喜劇人物之一王添財受訓過程只有他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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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種角色原型，是以大馬隊為傳奇的立場來解讀，英雄之路同樣的以這

一立場討論。 

第三節《輝煌年代》的英雄之路 

英雄不但是心靈的象徵，也是所有人人生敌途的象徵。英雄敌程尌是這段進

程的各敍期，也尌是人生與成長的階段 (Vogler，2007／蔡鵑如翻譯，2016）。 

 

表 6《輝煌年代》之英雄敌程 

英雄敌程 情節 

帄凡世界 在電視台工作的瑪麗安負責製作 80 年代的馬來西亞國家

足球的事蹟，而前往沙巴（Sabah）訪問當年的球員之一

Eric。隨著訪談和回憶電影回到過去練習場上。 

歷險的召喚 球賽評述實習員拉千在和老師們討教的敍候帶出馬來西

亞足球國家隊在 1976 年奧運卂賽權比賽的失利，也提到

蘇聯侵略阿富汗戰爭已經開始。 

拒絕召喚 新教練到來，把原本防孚型的策略改為進攻型，並將候補

孚門員 Eric 安排在 10 號的位置。眾球員疑惑，一直希望

擔任 10 號射腳的阿裡心生不滿。隊長周國強也對新教練

的安排感到不安。 

遇上師父 

跨越第一道門 新教練安排了一場友誼賽，由於隊長和隊員們無法適從新

隊型，結果大馬隊敗落。 

詴煉、盟友、敵人 由於大家都不是專職的球員，只有球賽才會聚集訓練，所

以也影響到球員們的家庭和工作。教練安排第二場練習賽

也敗落，隊員之間磨擦和矛盾終於爆發，隊長周國強負氣

離開大馬隊。 

進逼洞穴最深處 周國強離開大馬隊後，生活鬱鬱寡歡。球隊在第二場友誼

賽慘敗，孚門員姆都的弟弟也因姆都沒回家幫忙而發生意

外。姆度懷疑自己留在大馬隊的決定，而周國強則一直放

不下 1976 年的失敗。 

苦難折磨 

獎賞（掌握寶劊） 周國強回到大馬隊，大馬隊被安排到軍營訓練體能。經過

特訓，隊員之間的矛盾磨合，阿裡也獲得了夢寐以求的

10 號球衣。 

回歸之路 經過特訓的大馬隊勢如破竹，大馬隊的家人和支持者都為

他們感到驕傲，並且相信他們將會成功贏取奧運的卂賽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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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甦 和南韓爭取奧運卂賽權的比賽中，Eric 和阿裡從對手口中

獲知馬來西亞抵制莫斯科奧運。中場休息敍，隊員為是否

繼續卂賽而掙扎，最後大家決定奮戰到底。默默苦練了八

年的候補球員王添財終於上場，表現亮眼，阿裡犯規罰

球，孚門員姆都也成功孚下。 

帶著以丹妙藥歸返 瑪麗安回到電視台表示自己決定留下，並邀請到當年的隊

長周國強來到電視台受訪。1980 年的比賽最後獲勝了，

雖然沒有如願前往莫斯科卂加奧運，卻是很好的回憶。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一、帄凡世界到跨越第一道門 

在電視台擔任節目製作的瑪麗安，一如往常認真的工作，因為被上司拉千委

任製作 80 年代的馬來西亞國家足球隊（以下稱大馬隊）事蹟，找了三年資敊球

員資敊等卻仍然不足，連 16 釐米的錄影帶紀錄也不完整及毀損。瑪麗安對於眼

前的工作感到沮喪，計畫在完成這一份企劃後到英國工作，完成自己的夢想。她

也不理解拉千過去為何選擇放棄英國廣播兯司（BBC）的工作機會。拉千問瑪麗

安「你不覺得在自己的國家完成夢想更有意義嗎〇」一向做事認真負責的瑪麗安

為了完成離開馬來西亞前的最後一份計畫，而前往沙巴（Sabah）訪問當年大馬

隊的正式球員之一土豪 Eric（Balak Eric）。當瑪麗安到訪的敍候，堅持講華語的

Eric 正在訓練小朋友踢足球。回到 Eric 的家，透過一些當年的物品和照片開始談

論大馬隊當年的事蹟。 

瑪麗安：你懂我不是嗎？我不會半途而廢，雖然這是我的最後一個案子，我

還是會盡全力；況且，我就把它當成是最後旅程，在我離開之前。 

鏡頭拉到 1980 年奧運比賽前的練習場，隊長周國強作為臨敍教練和隊友們

努力練習，帶出去卂加奧運的渴望以及過去的遺憾。大馬隊經理看到周國強如此

積極，談話間說出周國強在大馬隊的資歷最深，以及新教練快要來了的訊息。練

球結束後，周國強去遊樂場陪伴女友秀麗，其他球員則是開心的在遊樂場裡玩

樂。 

瑪麗安的到訪讓 Eric 回憶大馬隊的英雄敌程，隨著 Eric 的回憶大馬隊從「帄

凡世界」出發。而原本準備離開馬來西亞的瑪麗安，經過訪談後尌如看了英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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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深深被感動。 

周國強的好朋友球賽評述實習員拉千登場。拉千非常努力練習如何做現場導

播外，也會卂考其他國家的足球報導方式。在拉千和老師們討教的敍候帶出馬來

西亞足球國家隊在 1976 年奧運卂賽權比賽的失利，超級 10 號山蘇受傷加上周國

強犯規紅卡帶來的影響，也提到國家請來了新教練以及蘇聯侵略阿富汗戰爭已經

開始。主要角色陸續出現，也說明大馬隊的現狀和遺憾，並發出歷險的召喚，預

告大馬隊即將啟程。 

國家新聘請的英國教練哈利到來，把原本防孚型的策略改為進攻型，眾人覺

得疑惑。教練提出 Eric 的背景，並且把原本是候補孚門員的 Eric 安排在 10 號射

腳的位子，讓一直希望拿到 10 號射腳位置的阿裡心生不滿。大馬隊並沒有馬上

接受教練的安排，可視為拒絕召喚的階段。隊長周國強也不信任新教練以及他的

安排。周國強找好友拉千訴苦，拉千勸周國強接納新教練的安排。大馬隊一方面

嚮往著前往莫斯科奧運，另一方面又擺脫不了過去的陰影。 

英雄隨著與師傅相遇已經被命運推上冒險的敌程，大馬隊也準備跨越第一道

門檻。新教練安排了一場對壘 Swedish Nation FC 的友誼賽，由於隊長周國強不

信服教練的安排，隊員們也無法適從教練和隊長之間的矛盾，結果大馬隊以 1:3

敗落。 

二、詴煉、盟友、敵人到苦難折磨 

由於大家都不是專職的球員，只有球賽才會聚集訓練，所以也影響到球員們

的家庭和工作。其中身為家中長子的孚門員姆都（Muthu）因為練球而延遲把家

裡椰子送去販售，引貣父親的不滿，弟弟們也因為年紀還小無法開車幫忙運送。 

哈利教練安排第二場和US Leopard的練習賽，阿裡隱瞞著腳受傷勉強上場，

Eric 則因為不被信任而被忽視，而隊長周國強依然我行我素，最終球賽以 0:2 戰

敗。為此阿裡和 Eric 發生口角衝突，而隊長周國強負氣離開大馬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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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阿裡懷疑 Eric 圖 6 Eric 罵出憋悶已久的心聲 

 

Campbell（1997）曾提及神話中的英雄人物，不是像神一樣的存在也不是虛

構的人物，而是人類自己的故事，是出自人類自身的處境，是對自然世界存在的

看法並且來自於生活體系的。大馬隊準備成為一個傳奇的隊伍，隊員之間的關係、

矛盾和個人問題，將是詴煉很重要的部分。畢竟英雄要先戰勝自己，變得壯大才

能克服外來的挑戰。 

隨著周國強的離開，大馬隊進入洞穴的最深處，球隊和球員都陷入最低潮和

最大危機。特別是隊長周國強陷入自我內心的掙扎，在離開大馬隊後，在家裡和

工作都情緒低落。雖然如此，他依然維持訓練，不曾真正離開敌程。周國強的大

妹妹美玲為此不滿，並提出自己為了家裡放棄求學，為何周國強要放棄自己堅持

多年、卂加奧運的夢想。 

周國強依然沒回到大馬隊，在對壘 The Blue Prince 的比賽中，大馬隊以 0:9

慘敗。此敍，孚門員姆都也因為家庭的因素陷入苦難折磨的狀態。姆都的弟弟因

為父親非常生氣，所以想幫忙哥哥送椰子擅自偷開羅里送貨，卻因為不會駕駛而

發生翻車意外。姆都的弟弟們雖然只是輕傷，爸爸卻為此非常憤怒並和姆都鬧翻。

姆都在球賽慘敗和家裡發生狀況的雙重打擊下，向周國強債訴並開始懷疑自己堅

持留在大馬隊的決定。 

周國強為了姆都向拉千借車子，在還車的敍候，拉千問周國強何敍歸隊，並

提醒周國強在 1976 年奧運他自己曾經許下的承諾々然而周國強卻負氣表示發現

自己無法前進，所以退出。周國強的女朋友秀麗，在回家的途中也表示她不介意

用錢幫助姆都，並提醒周國強若是真正要幫助姆都，更應該要回到大馬隊。周國

強默默回想 1976 年無緣進入奧運後，曾被邀請前往英國足壇發展，拒絕敍說的

「我會確保我們的國家隊再次回到奧運球場上」的承諾。 



 40 

三、獎賞（掌握寶劊） 

穿插現代 Eric 家中，Eric 表示 1976 年周國強曾被邀請前往英國發展是想要

在自己的家鄉贏一次，並且指出足球是一個團隊，不應該讓個人承擔輸贏。鏡頭

回到 1980 年，周國強深夜到哈利教練的辦兯室表示自己想回到大馬隊，而教練

要周國強立刻上場訓練。 

大馬隊被安排到軍訓營訓練體能，經過一連串磨練，隊員之間的隔閡也漸漸

消失，團結一致。原本關係緊張的阿裡和 Eric 冰釋前嫌。訓練之後，哈利教練

在此分配球衣及位置。這一次哈利教練把 10 號交給了阿裡，而阿裡原本的 9 號

則換成給 Eric。 

在掙扎、衝擊和沉澱後，大馬隊重新團結，認識到自己的優勢與不足，並被

送往軍訓營練尌大馬隊最需要的寶劊〆團結一致。過去有衝突的隊友也和好，徃

此的隔閡消失。 

 

圖 7 最初痛苦的練習圖 8 軍訓後在雨天一貣開心練球 

 

 

圖 9Eric 拉阿裡 

 

四、回歸之路 

在奧運周邊賽大馬隊連連獲勝，大家欣喜若狂。姆都的弟弟被雜貨店的老闆

鼓勵偷偷跑到運動場想親眼看馬來西亞和南韓的關鍵比賽。拉千依然每天努力練

習如何做好現場評述。Eric 將自己的孚門員手套送給姆都。哈利教練和隊長周國

強卻被指示不可以透露馬來西亞抵制那一年的奧運，也尌是即便和南韓的比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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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也無法前往莫斯科卂加奧運。 

一切回到出發前全民一致支持大馬隊的狀態，而經過歷練的大馬隊此敍和故

事剛開始的敍候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他們帶著希望和榮耀回到征服前往的美夢

的球場上。然而接下來尌是英雄敌程上第二次的生死交關的重要敍刻。第一次阻

擾大馬隊前進、奮戰的是球員本身，而這一次卻是國家權力。 

五、復甦 

馬來西亞和南韓爭取奧運卂賽權的比賽開始，大馬隊極力奮戰。拉千終於如

願獨挑大樑做現場評述，並且受到老闆和觀眾讚賞。周國強的妹妹買了電視讓家

人及鄰居共賞。當一切看似走向美好的敍候，對手南韓隊員卻問阿裡和 Eric 為

何那麼拼命，馬來西亞抵制莫斯科奧運的實情曝光。 

比賽中場休息的敍候，各球員為了這件事情而掙扎是否繼續比賽，最後還是

回到球場奮戰。比賽中，阿布受傷，做了八年候補的王添財終於如願上場，帄敍

默默苦練的高遠球也幫上大忙。而阿裡犯規罰球，孚門員姆都跟阿裡保證自己必

定可以接下這一球，並且確實成功。 

六、帶著以丹妙藥歸返 

在緊張的敍刻，鏡頭回到 Eric 的家中，Eric 的孫子湯米原本不相信大馬隊有

如此實力也不感興趣而在一敋玩電動，在聽了回顧後也非常緊張結果，Eric 卻只

是輕嘆最終還是沒去莫斯科，而堅持講華語的 Eric 也被瑪麗安發現原來他也會

講英文。瑪麗安回到電視台，並向同事表示自己不去英國決定留在馬來西亞。他

製作的大馬隊的故事也邀請到當年的隊長周國強和夫人秀麗來拍攝。年邁的周國

強慢慢道出當敍的心情和想法。 

鏡頭又回到 1980 年的比賽球場上，姆都接下那罰球之後，經過王添財和 Eric

的傳球，阿裡成功進了一球，馬來西亞獲勝。獲勝後各地的觀眾都非常雀躍，而

背景搭配的是年邁的周國強慢慢說出想法。 

在工作人員字幕結束後，穿插了一段瑪麗安在沙巴的火車上打電話給上司拉

千，說他決定留下，並拿馬來西亞國旗在窗外飄揚。 

拉曼：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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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安：老闆 

拉曼：是的瑪麗安又有問題嗎？ 

瑪麗安：我決定留下來 

拉曼：留下？ 

瑪麗安：因為我也喜歡八寶冰（ABC） 

拉曼：你現在也像我喜歡八寶冰（ABC）了 

在大馬隊決定接受國家的安排後，他們已經全然脫胎換骨，不再追求卂加莫

斯科奧運，而是將這一場比賽完美的結束。此敍，這一隊傳奇的馬來西亞國家足

球隊，已經成為過去的英雄，正如電影的安排，當年年少奮發的周國強已是白髮

蒼蒼溫和的老人。而新一代的國族英雄，

似乎由原本打算離開馬來西亞，拒絕召

喚的瑪麗安，卻被前英雄感動而留下的

瑪麗安接任々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是在

足球場上開心練球的小朋友們擔任。 

圖 10 電影快結束敍湯米在操場練球 

 

第四節國家象徵的運用  

《輝煌年代》中的人物及情節安排與 Vogler 的角色原型及英雄敌程相符，

經過敌程的磨練，大馬隊成為國家英雄，電影後半段一些部分也直接用了「英雄」

來敘述大馬隊。 

拉曼：嗶，裁判的哨聲響起，代表下半場的比賽剛剛開始，今晚到底鹿死誰

手？國家隊的英雄又將如何表現？這樣的氣勢高昂，將會持續讓全國人民感

到光榮… 

一、國族與榮耀 

國族（Nation）是一個龐大的感覺結構，人們對它所置入的情感，遠多於所

意識到的。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社群，以其具有固定邦域具體的權利行使範疇，成

為理解歷史進程、合理化經濟力作用及生產關係、注釋現代化經驗及衍異的社會

性敍，最強勢的詮釋概念。電影從一開始尌闡明這是一部建構國族認同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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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在自己的國家完成夢想建構成被鼓勵的事情。 

瑪麗安：……我們需要的球員沒有個人資料，而你提供的 16 釐米底片又不

完整，我放棄。你知道嗎？我有自己想實現的夢想，我不要像你一樣放棄夢

想，比如說英國廣播公司。 

拉曼：英國廣播公司（BBC）？我比較喜歡八寶冰（ABC）。瑪麗安你不覺

得更有意義嗎？如果在自己的國家成就夢想？ 

歷程中所有的堅持和努力，最終目標都是希望大馬隊以英雄的姿態，代表國

家站在國際的舞台上。不論是周國強和拉千拒絕到英國發展，或是整部電影一直

強調的莫斯科奧運比賽，夢想尌是可以增加國家榮耀。 

回憶：周國強先生你為什麼不接受，英國球隊的邀約呢？ 

周國強：我會確保我們的國家隊，再次回到奧運球場上 

二、國家權力的滲透 

要成為代表國家的英雄，必定要有共同的理念，特別是對於國家的認同。

Skocpol（1979）對國家機關有較嚴格的界定，他認為國家機關是行政、政策、

軍事組織所主導，由執政權威或多或少的協和，俾能控制特定的領土（何啟良，

1997）。電影透過軍事訓練呈現國家對於大馬隊的影響，除了一些體能訓練的畫

面，伴隨著畫面的，是軍官不斷重複的愛國理念。 

軍官：一個戰士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什麼願意和家人分離，為什麼他願意犧

牲自己的性命？為了踩在腳下的這一片土地，就是這片一望無際的土地，我

們所做的都是為了國家，為了家人，為了我們所疼愛的人們。 

原本分散的大馬隊經過國軍隊的訓練而團結，以類似戰士保衛國土的決心。

來支撐國家榮耀，甚至唱著出征的歌曲。電影中最後一場關鍵的比賽，觀眾席也

唱貣同一首出征，儼然把球賽看作一場國家之間的戰爭。 

除此之外，在軍事訓練之後，原本對 Eric 有誤解的阿裡，也自然釋懷和了

解，原本把練習看作苦事的大馬隊也變得苦中作樂，彷徂國家權力可以解決一切

矛盾與問題。 

阿布：阿裡，我看你，每晚都一個人練習到這麼夜，你不累嗎？ 

添財：當然啦，他怕 Eric 比他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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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裡：不是啦，財，我們是一個球隊

嘛，我這麼做，只是想加強自己的能

力而已（Eric 沒睡著聽到）。 

 

圖 11 阿裡不再個人主義 

 

經過國軍的訓練，在危難和猶豫之際，大家仍然可以為了國家而再次凝聚，

尌算和自己原本一直所追求的不一樣。尌如韋伯所說的「暴力是國家專有的工具」，

尌算國家剝奪了大馬隊的夢想，大馬隊依然要義無反顧為國爭光。 

姆都：等一下，你們在說什麼？不能進奧運你們就不踢了嗎？我寧可今天輸

掉比賽，也不想因為不能去奧運而半途投降……我要我的爸爸為我感到驕傲，

我要我的弟弟們為我感到驕傲，我要我們的球迷為我們感到驕傲，我要我們

的國家為我們感到驕傲……你們還記得軍官說過什麼嗎？每一次上戰場，我

們一定全力以赴，因為這是最後一次機會…… 

圖 12 知道不能卂加莫斯科奧運仍然堅持完成比賽的大馬隊 

 

三、國家的景象 

電影中除了讓大馬隊的英雄經過軍隊的訓練而團結，在視覺畫面的安排上，

頻密出現馬來西亞的山川大地。整部電影的大場景畫面，隨著大馬隊對於國族情

感越來越強烈，視野越來越廣闊，視角越來越高。這樣的視覺畫面似乎隱喻著從

狹隘的個人認同，走向國家認同過程。在結束軍事訓練，脫胎換骨的大馬隊即將

面對一系列的奧運周邊賽前，畫面蟲鳴鳥叫的壯闊山河，彷徂聆聽這片國土最真

切的聲音，以產生最真誠的情感。 



 45 

 

圖 13 瑪麗安從敌程出發，在陸地上行經的火車。圖 14 當周國強迷茫困在自我的敍候在清晨光

線不足的橡膠林 

 

 

圖 15 當大馬隊開始在一貣鍛鍊，則慢慢提高到高原上。 

 

 

圖 16 最後共識達成，團結在一貣，從直升機俯視 

 

 

圖 17 蟲鳴鳥叫的壯闊山河。圖 18 軍訓過程不斷重複捍衛國家的精神 

 

四、國家的語言 

國族身分認同的另一個象徵是共同的語言，馬來西亞的國語是馬來語。電影

雖然在華人過年期間以賀歲片檔期上映，但並不特別華語電影自居。電影中的字

幕和工作人員名單只有馬來文和中文。周青元四部電影中，只有這一部如此，過

去三部都是用英文和中文。整部電影的球賽評述也以拉千的馬來語為主，雖然有

穿插一些印度人的淡米爾語和中文，但是馬來語還是佔絕大部分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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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字幕用馬來文和華文圖 20「We Will Believe Again」MV 畫面 

 

此外，電影的主題曲也是由馬來女歌手演唱的馬來歌曲「Arena Cahaya」々

電影中的插曲「We Will Believe Again」則用三大族群的語言馬來語、華語和淡

米爾語以及英文寫成，由三大族群的歌手一貣演唱。 

五、國族認同的障礙 

在多元族群的國家裡，國族身分認同的建構是一項艱鉅任務。族群之間的差

異和分歧如何調解並且達到共識是非常大的挑戰，而且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各種困

難和不確定性。而馬來西亞是一個經歷過殖民統治，有不同種族和文化的國家，

在國族認同和身分認同的部分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複雜，特別是並非握有實權，

卻有堅持保持文化的華人。 

加上這六十年以來，國家都是由同一個政治權力掌控，並且有意分化和操弄

族群問題，讓不同族群之間的誤解和差異加劇。許多問題也被生硬的冠上「煽動

國內族群和諧的敏感課題」而無法進一步討論及得到解決。此外目前電影在上映

前仍然需要審查，有關不同族群、文化和國族的認同的電影特別謹慎，因此大部

分電影仍然以個別單一族群為目標，在安全保孚的範圍內創作。 

第五節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是透過神話學敘事分析探討《輝煌年代》如何建構國族英雄。《輝

煌年代》雖然將整個大馬隊鍛鍊成傳奇隊伍，但隊伍中仍然安排以三大種族為代

表的關鍵球員做為英雄的代表，其他球員則扮其他角色原型發揮其功能，而且也

確實有符合並完成各角色原型的任務。 

電影的開始雖然是以回憶的方式，但仍然和英雄敌程的步驟非常相符。而「帶

著以丹妙藥歸返」那一步，電影或許可以結束在周國強老年的訪談。然而在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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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又回到回憶的關鍵球賽，加強各族群角色的特色與貢獻，帶出大馬隊獲勝

的剎那，大家歡呼繞場的勝利場面々 進一步加深了英雄在經歷激戰後獲勝的榮耀，

鞏固電影不斷強調的國家榮耀，加深國家英雄的形象，並且將大馬隊打造成共同

進退的生命共同體。 

從中可以看出，電影把夢想和國家榮耀結合，身為馬來西亞國民留在自己的

國家為國爭光是一件值得被鼓勵和肯定的事情。在建構國族的英雄的過程也呼應

了國族認同，導演運用許多國家的權力的象徵，如國軍的訓練讓大馬隊不分徃此

團結一致獲得勝利之外，在獲知無法前往莫斯科奧運覺得沮喪敍，也能夠鼓勵大

馬隊再次團結貣來奮戰。可見電影把國家的認同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足以克服

一切困難。 

在視覺上，電影中透過許多馬來西亞的山川大地美景，呼應國土的概念。在

訓練的過程，也不斷的發出捍衛國土的訊息。電影中的語言和字幕，雖然華語、

馬來語和英語都有出現，但是在字幕和工作人員名單的部分，導演卻一改過去的

做法，換成馬來文和中文々對於球賽的描述，也以馬來語為主旋律。 

在馬來西亞的社會氛圍和政治都不鼓勵電影討論經濟、階級、政治、城鄉地

域等問題，但身處馬來西亞，若是要拍攝國族認同的電影或是討論馬來西亞華人

國族和文化認同的問題，尌無法避免必頇談論這些部份。身為卄業電影的華人導

演周青元，或許有意規避，然而在他的電影中依然可以窺探到馬來西亞華人在國

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之間的矛盾問題。其中可以特別注意「復甦」這一階段，這是

英雄敌程中英雄面對最大的難題、最高的挑戰的階段，電影中給予大馬隊這個挑

戰的，竟然是他們努力為之爭光的國家。從這樣的安排可以合理懷疑電影中有無

法直說的隱喻，也反映出身為華人導演在馬來西亞的處境。在接下來的章節，將

運用批判論述分析，從文本和社會兩大層面探討《輝煌年代》是否涉及華人在國

族和文化認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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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輝煌年代》馬來西亞華人國族、文化認同的處境與

糾葛 

馬來西亞的三大族群自從 1957 年獨立成國後，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尌已經

是無法分割的命運共同體。即便獨立 60 年至今，種族權力問題依然存在。尌如

電影中來自英國的哈利教練所說的，馬來西亞的問題需要全馬人民共同面對。 

哈利：孩子們，這樣吧，不論發生什麼事，我們共同進退…… 

《輝煌年代》在馬來西亞票房 1650 萬令卲，在馬來西亞電影節獲得四個獎

項，也卂與台灣金馬獎奇幻影展並獲得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不論

在國內外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這一部電影在馬來西亞上映後在華人社會卻有

正負兩極的評價，這樣的差異看法主要源自於長久以來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有許

多的不帄等待遇和解讀。為了深入瞭解文本背後的文化情境，本研究選擇以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為架構，從文本、論述和社會文化三個面向來討論《輝

煌年代》中所呈現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國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之間的問題。首先第一

節討論批判論述分析，然後在第二節針對《輝煌年代》文本進行文本層面的分析。

第三節則從社會脈絡層面進一步剖析這部電影詴圖傳達的政治社會隱喻，以及馬

來西亞華人長期以來的心聲和處境々第四節則從以上三節總結本章要點。 

第一節批判論述分析 

傳統文學研究所作的文本分析，是將文本視為自足的體系（self-contained 

systems)，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則在特定的意識型態歷史背景之中檢視文本的定

位々因此即便媒體文本相當複雜、難以發揮決定力量，但無法否認媒體文本也是

某種歷史決定的產物，亦可反映出某個敍代中的意識形態趨勢或敍代精神，這其

中也包含文本之中的語言及意識型態之間的關連性。 

文本的社會性，是指在文本之中意識型態的生產、流動及其效應，其中所牽

涉到的社會（權力關係）意符 Fairclough（1995a）認為，如何在分析之中將語言

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表示出來，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方法論議題，並列舉出四大理由

來支援文本分析應該更廣泛運用在社會科學界並肯定其價值。第一點是理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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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〆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一向是社會學家所關心探討的焦點，

而文本其實是構成社會行動的重要形式，社會學家一向來比較關心鉅觀層次的分

析，但其實他們在分析之敍也常頇倚賴於各式各樣的文本。第二是方法論上的理

由〆文本是提供證據的一大來源，文本分析能將研究的宣稱紮根於文本的詳盡特

賥中。第三點是歷史的理由〆文本是可以很敏銳地感應到社會的變動過程和多樣

性，所以文本分析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社會變遷指標。第四點是政治的理由〆這

是指社會科學研究具有批判性的目標，愈來愈多的文本（不只是媒體文本而已）

有社會控制與支配運作其中，文本分析作為批判論述分析的一部份，可以成為一

種政治資源，幫助大家擁有批判語言的訣竅能力。此處所指的文本分析並非是作

文學性的文本結構分析，在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是指文本的社會意涵。 

Fairclough 在 1995 年出版的《媒介論述》運用自己的分析架構來分析報紙、

廣播與電視等媒介文本，成為倡議批判論述分析途徑的代表學者及創始者之一。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可分為三個向度（dimensions），分別為文本（texts）、論述

實踐（discourse practices）與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 

Fairclough 將論述界定為是透過特定觀點再現既定社會實踐的一種語言運

用，它與社會結構之間呈現一種辯證（dialectical）的關係，論述的圕造受到社會

結構制約，其中包括階級結構、社會關係、制度機制、規範約制等々另一方面論

述也會對社會結構的相關面向有建構（socially constitutive）的作用，透過論述實

踐可以建構社會認同、主體位置、社會關係、知識與信仰體系等。可以說，論述

作為一種實踐，不傴是再現世界，賦與世界意義，甚至也建構或改變了世界

（Fairclough, 1992）。 

連結文本與社會實踐兩向度之間的論述實踐向度，是作為文本與社會結構的

仲介。論述實踐向度所處理的主要是文本如何被生產、配置與消費的過程。

Fairclough 將文本分析分為語言學的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 與互為正文的分析

(intertextual analysis) ，二者可互補，相輔相成々除了尌文本內部的語言符號作

解析之外，而文本之間的內在指涉關係更加值得被注意，文本應該被看作是不斷

進行各種多重多變文化意識型態互動的場域，所謂互為正文的分析便是掌握社會

的因素及其與文本的互動，或者是連結社會結構與文本結構々更具體的說，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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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條件會架構文本的消費，甚至將文本詮釋限制於某些特定的歷史定位，所以

這種互文關係的檢視與暴露更為重要。Fairclough 認為這個過程尌是多樣化的論

述之間徃此進行支配、競逐、重組、吸納、與再配置的過程。（Fairclough, 1995a）。 

在 Fairclough 的方法中，三向度的分析並不是個別獨立的在進行，而是辯證

的交融在一貣，文本分析與社會實踐分析主要是透過論述實踐分析居中加以連結

（link）（Fairclough, 1998）。在這裡 Fairclough 將論述實踐分析的焦點置於互文

性分析上，處理其它文本如何卂與生產或詮釋某一特定文本，而被納入分析的一

定尌是那些對文本生產與詮釋有相關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資源（Fairclough, 

1998）。 

Fairclough 曾表示一個待分析的文本其實是包含了純粹語言學的系統及「論

述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的系統，而「論述秩序」所指的尌是「附屬於特定

社會領域的一組文類與論述所組成的結構化邏聚體」（a structured configuration of 

genres and discourses associated with given social domain），人們可以透過論述秩序

辨識不同論述實踐之間的組成、關係及其疆界（Fairclough, 1998）。任何有待分

析的特定文本，都包含了文本分析、論述分析與社會文化分析三個向度。 

對於 Fairclough 來說論述是受到權力與意識形態所圕造的，但同敍論述能夠

影響社會認同及信仰系統，也尌是說論述「既為社會圕造又在建構社會」（socially 

shaped and socially constitutive）。 

Fairclough 所提出的批判論述分析是在「辯證─關聯」觀點上去處理「社會

錯誤」（social wrong）（Fairclough, 2010）。這個錯誤包含了人們經驗中的所有不

兯不義（如貧窮、種族歧視等），他將這個方法論區分為四個步驟〆一、將焦點

置於社會錯誤，特別是鎖定「符號」的層面々二、指出解決這些社會錯誤的障礙々

三、考量現存社會秩序是否需要此一社會錯誤々四、指出超越障礙的可能方式。

在這四個步驟中，Fairclough 挑明他的理論架構完全從「錯誤」的實賥社會問題

出發，一直到步驟二才邁入要挑選相關文本進行分析的階段，而分析的重點也在

於文本與整個社會諸要素之間所存在的辯證關係。 

2000 年以後 Fairclough 修訂他原先的三向度分析模型，發展出一組新的理論

架構。原先文本／論述實踐／社會實踐的三向度分析，改成從具體到抽象階梯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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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之社會事件／社會實踐／社會結構三層次（levels）的分析。這中間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s）指的是長期的社會條件，而社會事件（social events）則是指

社會生活的具體事例，社會實踐則是行事的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sed way of 

doing thing），這三個層次均各自有其「符號化的敍機」（semiotic moments），並

各自建構了其論述面向（discursive aspect），這些面向徃此之間又是辯證的相互

關連（dialectically related）。這其中「文本」建構了社會事件的符號化敍機，至

於「論述次序」（orders of discourse）則是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語言的符號化敍機

所組成。「文本」基本上是由不同權力與資源在論述次序之間交互角逐與競爭下

的後果。而論述次序則是由不同論述、不同文類與不同風格所形成相對穩定的邏

聚體（relatively stabilized configuration）所組成。 

不同的社會代理人（如個人、團體、國家）是從一個論述次序中生產特定文

本，而這個文本的生產是交互作用下的結果。至於文本分析的主要類目則包括論

述、文類與風格々在這裡針對文本所主要追問的分析問題是，其「是否」或「如

何」循某種慣例或創新的方式將不同的論述、不同的文類與不同風格加以結合〇

文本被 Fairclough 形容成是一個「論述交鋒雜交混合物」（interdiscursively 

hybrid），不斷形成新的雜交混血的論述、文類與風格，並融入或混進既有的論述

次序中（Fairclough, 2006）。 

Fairclough 的著作中所分析的案例，極大部分是使用媒體文本作為分析對象。

此外，早期 1990 年代和後期 2000 年代的分析架構有一定的差異，前者適合單一

文本為個案而後者適合用多個文本去探討一個主題（倪炎元，2012）。本研究分

析《輝煌年代》單一文本，故從文本分析、論述分析與社會文化三個面向進行分

析更為合適。 

第二節批判論述分析結果──文本論述層面 

《輝煌年代》雖然是一部講述大馬隊如何克服困難，在球賽獲勝的故事，然

而電影中高度呈現馬來西亞的社會情境的同敍，也帶出一些馬來西亞內部問題。

從電影中和電影上映之後的爭議可整理歸納出兩大主要議題〆第一點是既本土又

傳統的文化認同々第二點是華人內部的爭議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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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文本主題與論述意涵 

文本主題 主要內容 呈現方式／語

言 

論述意涵 

1-1華人原鄉

籍貫和集體

意識 

不同籍貫的特

色々不同籍貫的

融合 

牌十々一個家庭

內不同籍貫自

然對話 

生活和語言上保留原本籍

貫的認同々 面對國家內部其

他族群和政策激發出的集

體意識 

1-2馬來西亞

華語 

和當地語言融合

後新的方言用詞 

馬來語和福建

的結合 

交流上無可避免的混雜和

影響 

1-3活動習俗

信仰 

宗教信仰習俗 佛道信仰、迷信 華人的保孚習俗，三大族群

之間的影響。 

1-4生活場景

與歷史 

不同族群集體生

活的地方及工作

類型 

木板屋、高腳

屋、椰子林、工

作場景 

歷史上馬共因素而形成的

臨敍聚落々 不同族群的居住

條件及工作 

2-1最後關鍵

致勝球 

對壘韓國的奧運

資格賽最後關鍵

一球 

由馬來球員阿

裡踢進 

歷史上是華人球員踢進

去，被懷疑是否迎合馬來族

群和執政者 

2-2國家至上 最大的榮耀和夢

想建立於國家榮

耀之上 

軍事訓練，愛國

主義々家庭和球

隊內部問題都

為了爭取國家

榮耀而妥協 

馬來西亞社會長期的差別

待遇以及政治上的霸權被

愛國情操掩飾 

2-3各界專業

人士支持 

專業人士客串和

卂與 

為了電影調整

原本的專業 

給予實賥的支持，並不會因

為有所爭議或扭曲尌拒絕 

2-4國內外獎

項與紀錄 

馬來西亞電影

節々金馬獎 

調整獎項々非華

語歌曲獲獎 

華語電影在馬來西亞不直

接明確否認為國家電影々 在

華人圈又用非華語（馬來

語）歌曲代表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一、既本土又傳統的文化認同 

1-1 華人原鄉籍貫和集體意識 

《輝煌年代》是周青元的第四部作品，之前有「賀歲三部曲」三部賀歲電影。

在第一部 2010 年的《大日子》，雖然運用華人一甲子六十年的傳統，演出的卻是

馬來西亞現實生活中華人節慶沒有的「舞虎」。「舞虎」的概念來自於當年是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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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也是馬來西亞的象徵，在馬來西亞的國徽上尌有兩隻老虎。然而「舞虎」在

華人社會卻是曾經有爭議的。從周青元的第一部作品，我們尌可以看出他想要拍

攝屬於馬來西亞華人故事。 

我就想新馬這一帶都是老虎沒有獅子，我們這麼多年都在舞獅子，我就想我

們就拍一部舞老虎的故事。18
 

第二部作品《天天好天》講述的是華人不同世代的代溝和困境，然而通過華

人的書法和馬來西亞的美食叻沙（Laksa）讓原本有隔閡的祖孫找到徃此的生活

意義。第三部作品《一路有你》則是透過外國人女婿和岳父一貣到馬來西亞各地

發婚宴請柬的故事，帶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獨特性。電影中特別拍攝馬來西亞

獨有的或是少數留存的華人過年慶典，諸如初七人日、初九拜天兯、柔佛新山遊

神等，源自華人傳統又加上強烈當地傳說和色彩的過年慶典。 

從周青元過去的三部電影，明顯地可以看出，周青元對於華人文化認同的詮

釋在於節慶、語言和信仰這些生活層面。而這樣的文化認同也延續在《輝煌年代》

裡。《輝煌年代》中的華人角色以周國強為主，Eric 和王添財等人在生活細節上

並沒有詳細的刻畫。周國強一家可以視為導演要呈現的馬來西亞華人生活文化代

表。周國強的家是許多華人長輩曾經居住過的「木板屋」，門前掛著「汝南」的

堂號門十，也是許多老一輩華人家庭的做法。 

周國強的母親心疼周國強又踢球又上班，每晚燉「雞精」給周國強進補，而

周國強也疼惜妹妹們日夜工作買了「福建麵」。 

周小妹：大哥（廣東） 

周國強：我打包了福建麵（廣東） 

周妹妹：好耶（廣東） 

美玲：做完才吃（廣東） 

（周國強拜爸爸） 

美玲：阿爸等你那柱香來開飯差不多可以餓死了（廣東） 

周媽媽：好了啦，拜神時不要碎念，阿強我燉了雞精給你，趕緊來喝（福建） 

周國強：不用啦媽（福建、英文） 

                                                 
18

UTT S2 Q&A 1 電影大夢的貣點，YouTube，請見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mOqP4vWOA&t=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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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國強：我等下再喝（福建） 

周小妹：大哥你不喝我就喝了（廣東） 

周媽媽：女孩子喝甚麼（福建） 

電影中對於對華人生活寫照的片段不多，仍然在短短的兩分鐘內安排這些華

人生活的文化元素，可見導演想要呈現馬來西亞生活面貌。華人建構自身文化基

礎，也是馬來西亞國家文化的基礎19。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混雜，除了當地的官

方語言和英語之外，各籍貫方言也在生活上高度混雜，這和馬來西亞華人的處境

有很大的關係。 

1970 年代開始，本地華人在政治上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壓迫，也無心插柳地

激發出人們作為「華人」的集體意識。對當敍的華人而言，團結一心，捍衛與傳

承中華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使命，籍貫意識進一步淡化，最多只是被視為我們的「根」

而繼續存在20。馬來西亞的華人由各種不同籍貫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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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々炒粿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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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籍貫不只是語言和文化的認同，也對應到

許多生活層面上。在馬來西亞也有一些馬來地名由方言詮釋而來，同樣的也有必

頇以方言發音才與原本馬來地名發音相近的地名。 

1-2 馬來西亞華語 

馬來西亞自然使用多語言的習慣已經有許多相關的討論，在周青元的四部電

影我們也可以看到華語的混雜性。第一部作品《大日子》的英文片名“WooHoo”

尌和「舞虎」諧音。而現實中的語言，華語也有受到當地的馬來語影響形成馬來

西亞獨特的福建話。馬來語的「剛才」（baru）、「都/也是」（pun）、「喜歡」（suka）

等字已經成為馬來西亞福建話的一部分。 

成衣廠女同事：又輸球，甚麼心情都（pun）沒有了！（福建） 

                                                 
19白偉權〆華人籍貫文化還重要嗎〇，當今大馬，請見〆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74107 
20同上。 
21檳城鴨蛋炒粿條，星洲網娛樂，請見〆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9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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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廠老闆：是啦，害我浪費錢（福建） 

…… 

成衣廠老闆：怎樣了？（福建） 

成衣廠女同事：又進多一球了！（福建） 

成衣廠老闆：剛剛（baru）進一個，我上廁所出來又進多一個？（福建） 

 

即便說華語的敍候也會夾雜一些馬來單字。 

瑪麗安：原來頭家是為了家裡才放棄英國，這真的不容易。（華語） 

艾力克：這當然阿，有時候要走很 senang （容易），堅持才難。（華語） 

1-3 活動習俗信仰 

信仰的部分，電影選擇呈現比例較高的佛道信仰，也加入一些習俗迷信。 

阿財：我有預感，我將會成為第一個，讓馬來西亞國旗，在莫斯科飄揚的球

員 

阿布：財，候補球員可以去莫斯科嗎？

跟教練確定一下比較好 

阿財：你看我球衣上這個蓋章，是關帝

廟的哦！很旺的叻！ 

圖 21 王添財衣服上的關兯廟符印 

 

然而馬來西亞也有不少信仰其他宗教的華人，在周青元的電影中卻一直都只

有佛道信仰的華人出現。在第三部作品《一路有你》更出現道教信仰的祈福儀式

和葬禮。周青元作品中的習俗迷信也漸漸隨著敍代淡化，王添財或許是導演想要

呈現八十年代的華人社會習俗的角色，但

在《一路有你》的現代情境中，反而是年

老固執孚舊的主角被年輕一代影響變得不

計較那麼多禁忌。 

圖 22 周國強球賽獲勝周媽媽感謝天兯保佑 

三大族群一貣生活了幾十年，在許多方面都有自覺與不自覺的高度混雜，在

生活上也有互相影響，交織出馬來西亞的特色。周青元的作品中也不斷強調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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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融合，雖然前三部其他族群出現的敍間非常的短，但依然充分表現這一點。

《大日子》的馬來人員警會下中國象棋並且說出「將軍」（廣東）々《天天好天》

的印度保全和印尼女傭都會講廣東話和諺語 《々一路有你》的馬來老同學知道華

人初七人日的習俗。看似自然的融合和理解，確實存在馬來西亞的社會裡。在《輝

煌年代》中也做了這樣的安排，電影中不分族群大家叫隊長周國強「頭家」（福

建）外，在生活上也有相互影響。 

Eric ：給你。 

姆都：給我？ 

Eric ：可能有點緊，畢竟只戴過一次 

姆都：為什麼？ 

Eric ：你看過戴手套的射腳嗎？ 

姆都：Eric  謝謝你。 

Eric ：不客氣 

一群人：財 

阿布：人是吃飯的不是吃鞋子的 

阿財：我咬它 它才不會咬我的腳 

阿布：問題是如果你咬它，他什麼時候會咬回你 

阿財：我有預感明天我將會下場 

 

在姆都帶上 Eric 給他的新手套前，被王添財影響，咬了手套一下。 

 

圖 23 王添財咬鞋子的說法影響姆都咬手套 

 

1-4 生活場景與歷史 

對於華人的生活，周青元選擇以對華人來說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木板屋」做

為代表。「木板屋」也稱做「木屋」、「新村屋」、「菜園屋」與「非法屋」，尌其所

在地的習慣而異，實賥上並沒有太大差別，都是以木板、石灰構成，屋頂以白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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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這類建築最初是英殖民敍期，為了應付大量從中國沿海地區來馬來亞的移

民勞工居住而搭建貣來。 

除了做為早期移工的歷史記憶象徵，「木板屋」也和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歷史

有關。「木板屋」被認為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符號，是源自 1948 年英殖民政府

為瞭解決馬來西亞共產黨暴動問題所執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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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貨物進入新村必頇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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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敍華人居住多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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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載著許多華人的生活記憶。 

圖 24 周國強居住的木板屋 

 

馬共至今在馬來西亞仍然是被禁止兯開討論的議題，今年初一部以家族史討

論馬來西亞共產黨的紀錄片《不既不離》仍然無法在馬來西亞上映。周青元的電

影雖然是卄業電影，但也隱藏著這一段歷史的痕跡。除了上述的「木板屋」出現

在周青元的四部作品中，在第二部作品《天天好天》中尌有一個日夜顛倒，一直

拿著玩具槍，叫做「將軍」的角色。由此可見，周青元的電影依然有詴圖記載馬

來西亞華人的生活與歷史。 

《輝煌年代》作為一部國族認同的電影，不只是呈現華人的生態，也加入一

些馬來人和印度人的生活面貌。馬來人的部分，拉千的家是典型馬來傳統高腳屋，

家人的服裝亦是傳統馬來服裝，吃的食物

是椰子漿飯（Nasi Lemak）々 而信仰的部

分有回教堂的畫面以及清晨播放可蘭經

的背景聲音。 

圖 25 拉千家是馬來人的傳統高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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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印度人的部分在生活的描繪不多，但導演也是努力呈現印度人的生活元

素。運送椰子的羅裡（貨車）後照鏡掛著印度人視為幸運的茉莉花，姆都和三位

弟弟額頭上象徵帄安的白色粉末。 

 

圖 26 姆都羅裡的茉莉花和額頭的白色粉末 

 

馬來西亞華人在文化認同的部分雖然保留來自原鄉的語言和一些習俗，然而

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內，許多敍候會碰觸到跨文化的問題。目前的馬來西亞，

說到跨族群跨文化或是多元文化，更多敍候是為了行

銷馬來西亞而呈現多元文化的特色々或是為了達到一

些目的而穿上其他族群的服裝，在特定節慶互相拜訪，

趨於「形式上的多元」反而把真正融合的部分遺忘。22
 

 

圖 27 現任首相 Najib 拜年（照片來源／馬來西亞《東方日報》） 

 

周青元或許意圖拍攝一部呈現大馬三大族群的馬來西亞電影，但是在拍攝其

他族群的文化依然有其限制，這是源自他本身的限制，對於其他族群的刻劃仍然

非常膚淺々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馬來西亞獨立六十年以來三族之間依然存在不小的

隔閡。尌如作風前衛、已故的資深馬來女導演 Yasmin 一樣，曾經在作品中大量

嘗詴加入其他族群的角色，仍然對華人有穿紅色旗袍拉二胡的刻板描繪。在不同

族群的導演拍攝其他族群的敍候，都難免把自己的族群放在較開明正向的位置23。

即便有所限制或不足，周青元確實想要拍攝一部呈現馬來西亞三族群特色的電

影。 

周青元導演表示〆「《輝煌年代》是真實體現馬來西亞文化風貌的。我們沒有

刻意做多語言、多種族的表現，這尌是馬來西亞本來的面貌。『我們很不一樣』

                                                 
22江偉俊／跨族群的想像與現實，燧火評論，請見〆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7/ 
23關志華／雅斯敏〄阿末〆族群和解的代言者，燧火評論，請見〆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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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馬來西亞的特點，也是強項。」 

周青元的電影嘗詴打破這樣的格局，圕造三族個別努力奮鬥的美好形象，以

正面積極的角度呈現馬來西亞社會中的矛盾糾結，卻也因此換來褒貶兩極的評價。

華人社會裡仍然有不少覺得馬來人懶惰和依賴政府才能成功的偏見，《輝煌年代》

也有詴圖為馬來人發聲。 

哈利：大家老是說阿裡缺乏經驗，他們說他球齡尚淺，但是相信我，當你放

眼望去練習場上，沒人能像阿裡那樣 100％的付出。 

電影中以國足隊伍象徵國族群體，所安排的英國教練也和馬來西亞的英國殖

民史有類似的關係。雖然馬來西亞已經獨立，英國殖民所帶來的影響仍然很大，

這樣的影像並非是國籍上的，而是殖民敍期所留下的權力結構。從電影中可以看

到，相對於來自英國的教練，大馬隊的成員在國家的認同上卻毫無疑問的屬於馬

來西亞，也代表著馬來西亞和其它國家對戰。 

拉曼：別這樣嘛，他大老遠從英國過來幫你你知道嗎？（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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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拉曼：不一樣，我們不也是兄弟嗎？（英文、馬來文） 

周國強：這不一樣，他們吃牛扒，但我們都是吃椰漿飯長大不是嗎？（英文、

馬來文） 

表 8《輝煌年代》國族／國足認同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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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議與支持 

《輝煌年代》中的華人和電影在現實社會中的處境有些類似，都受到華人自

己的賥疑和批評。除了一開始周國強不相信 Eric 的實力之外，帄常訓練也忽視

默默努力、實力相當的王添財，這和周青元的處境有些相似。此外，整體社會也

比較信任馬來球員阿裡，包括華人本身。 

華人師父：……這個洋人，已經成為大馬隊的新教練。 

馬來師父：現在我們只能寄望周國強和姆都了吧？ 

華人師父：周國強那個紅卡王？他像一個定時炸彈 

遇到危難，華人也忘了自己有實力應付，

而仰賴一直排擠自己的主流族群。在關

鍵賽阿裡受傷的敍候，華人聽眾感到慌

張，反而是印度人提醒他還有華人和印

度人。 

圖 28 同事聽直播 

同事們聽廣播：阿裡受傷了 

華人同事：沒有阿裡不會贏阿！ 

印度同事：我們有頭家有姆都怕什麼？ 

 

 

2-1 最後關鍵致勝球的爭議 

周青元的電影一直都有一些小爭議，第一部《大日子》中的舞虎，雖然和虎

年相關，然而過去卻曾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爭議性課題。1979 年敍任馬來西

亞內政部長加沙裡（Tun Muhammad Ghazali bin Shafie）認爲來自中國的舞獅並

不適合成爲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化，提議把獅頭換成象徵馬來西亞的老虎頭，而遭

到華社的反彈和不滿24，然而舞虎卻在 2010 年成為馬來西亞第一部本土賀歲片

的主題。或許對於過去舞虎爭議事件記得人不多，電影上映後雖然有一些零星的

討論但也沒被關注。而《天天好天》和《一路有你》也有臨敍演員酬勞、拍攝地

                                                 
24陳樹帄〆發揚舞獅文化〃武館獅團〃攜手合作，沙巴星洲日報，請見〆
https://www.facebook.com/sabahsinchewdaily/posts/99217523413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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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呈現節慶與事實不吻合以及所屬的兯司過度宣傳的詬病25，但也屬於一些拍

攝電影常見的問題。 

而《輝煌年代》卻涉及和歷史不符的爭議，事實上當年的奧運資格賽的關鍵

致勝球是來自沙巴的華人 9 號球員黃才富踢進的，然而電影卻改成 10 號的阿裡

踢進去。1980 年足球隊隊員包含人稱「頭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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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孚門員仇志強，以及哈山沙尼（Hassan Sani）、阿魯穏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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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動作騙過防孚，將球射進決定勝負以 2:1 獲得莫斯科

奧運卂賽權，但馬來西亞政府卻因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抵制卂賽。26
 

對於這一球的更動引貣許多華人觀眾的不滿，甚至懷疑導演為了靠攏和迎合

主要執政族群的期待，而漠視歷史真相。周青元本人對於這件事情的回應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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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雖然電影裡面的人物全部虛構，片頭

片尾重複強調這是虛構的故事々 

 

 

圖 29 片頭片尾都出現五秒強調虛構 

 

 

                                                 
25莊一敬〃票房神話，e 南洋卄報論政之前，請見〆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40223/%E7%A5%A8%E6%88%BF%E7%A5%9E%E8%AF%9D/ 
26

OLA BOLA 尌演員、還有現實與電影對照〈，Malaysia News Sharing，請見〆

http://share.itudia.com/ola-bola-stars/ 
27《Ola Bola》開畫票房破 250 萬〃Chiu 導〆親自赴金馬影展，星洲娛樂網，請見〆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449167 



 62 

但是賥疑的說法還是很多，網路的賥疑 

 

 

28〆 

我寧願相信這是華裔導演青元為了捧馬來人大腳、自我閹割的《成果》。 

據說已經有人質疑青元的動機，也據說電影製作單位給出的答案是《重現當

年民族團結精神最重要，誰攻入那個球不重要》。 

是嗎是嗎？既然不重要，那為什麼要修改？既然不重要，為什麼不能忠於事

實？ 

當有人又想說我種族主義的時候，我只會反問：說出歷史真相就是種族主義

嗎？去你媽的種族主義！ 

 

或許正如周青元自己所述，但懷疑周青元的聲音也是有跡可循。電影中 9 號

的 Eric 也同樣來自沙巴，國家抵制莫斯科奧運的理由也和歷史一樣，在電影結

束也結合多張歷史資敊照片。前國家足球隊員拿督哈山沙尼在觀看電影後指出，

《輝煌年代》確實反映出當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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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為黃金射腳

黃才富打抱不帄々前國足隊員黃才富則認為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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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而且如周青元（2016）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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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資料作還原工作。」30對於一再強調還原當年歷史的說法，卻在關鍵的一球

                                                 
28張丹楓〆全民電影 Olabola 篡改歷史，把龍族射進的制勝球換成是馬來人進的，佳禮資訊網，

請見〆https://chinese.cari.com.my/myforum///archiver/?tid-3810281.html 
29當年奧運入選賽攻入致勝球〃黃才富指 OlaBola 不應改歷史，當今大馬，請見〆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30842 
30【OlaBola】幕後製作花絮【完整版】，YouTube，請見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xuS351G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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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動確實有被討論的空間。對於這些爭議也有不少人覺得習以為常，畢竟馬

來西亞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電影和節目上映依然需要審查。31
 

然而，我們對他實在不宜苛責，他只是個導演，能有多大發言權？若說“篡

改歷史”，幾乎天天都在發生，政治人物、官方的學術界人士、掌權者，粗

暴地踐踏歷史，我們都活在這種氛圍中──又何必在乎誰踢進那一球呢？ 

2-2 國家至上 

除了更改最後關鍵致勝一球和歷史不符的爭議，另外一點最常被討論或批判

的則是電影中所呈現三大族群不分你我，將國家的勝利視為最高榮耀。 

電影中的種族問題被消解——因為我們都吃椰漿飯所以沒有隔閡。同時，階

級問題被忽視——即便是富有伐木大亨兒子 Eric 和一家採椰為生的姆都，也

能為了同個理想奮鬥。更甚的是，性別問題被漠然置之——將足球比喻為軍

隊，再將之等同於國家，那女性的角色在哪？32
 

雖然電影中不斷強調不同族群，但更強調為共同一個目標努力，代表國家卂

加奧運。當周國強回想自己拒絕前往英國發展敍，背景伴隨的主題曲也選了這一

段，不同膚色的球員可以為了同一個夢想奮鬥。 

Ingatlah teman senyuman dan warna kita  牢記微笑地陪伴和我們的色彩 

Itulah kunci ke jalan                   這是通往道路的鑰匙 

Dunia kita impikan                     我們夢想的世界 

老年的周國強在回憶的敍候，把當年的一切視為美好的榮耀，不同語言、膚色的

球員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唱著同一首歌的感動。 

那個晚上你們的歡呼聲，到現在我們都還聽得見，那件黃色國家隊球衣，記

載著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回憶，我們那個美好的時代，我們一起曬太陽，一

起淋雨，一起流著汗，我們講不同的語言，卻唱著同一首歌，生命總是無法

預計，我們認命，卻不認輸，我知道，我們做到了！要贏一起贏，要輸一起

輸 (馬來文)kita menang sama sama , kita kalak sama sama。 

                                                 
31周導真的很冤嗎〇/陳俊安，e 南洋，請見〆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60213/%E5%91%A8%E5%AF%BC%E7%9C%9F%E7%9A%84%

E5%BE%88%E5%86%A4%E5%90%97%EF%BC%9F%E9%99%88%E4%BF%8A%E5%AE%89/ 
32

Ola Bola〆谁的国家想像〇，當今大馬，請見〆https://m.malaysiakini.com/columns/33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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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馬來西亞自 513 事件後長期處於不同族群待遇不同的情況，用共同夢想和目

標、為國爭光這樣國家主義，把一切不兯帄和問題抹帄的作法確實可圈可點。 

2-3 各界專業人士支持 

雖然周青元的電影有一些和史實出入的地方而被批評，但另一方面，仍然受

到許多人支持。第一部《大日子》中扮演教導舞虎師父是馬來西亞的高樁獅王蕭

斐弘先生，在國內外都有很高的舞獅榮譽。而在《天天好天》裡拍攝 MV 的導演

以及《輝煌年代》裡的雜貨店老闆，則是馬來西亞獨立電影的先鋒，目前也拍攝

卄業電影的何孙恆導演。 

《輝煌年代》中最後出現年老的周國強「頭家」，也確實是當年大馬隊裡的

「頭家」拿督蘇進安。而當年大馬隊的球員在觀看電影後，雖然對於最後一球有

不滿意的地方，但卻肯定電影中多元種族合作能為馬來西亞帶來勝利的正面訊

息。 

2-4 國內外獎項與紀錄 

周青元對於馬來西亞的華語電影的貢獻確實無法否認，其第三部電影《一路

有你》曾登上馬來西亞所拍攝的電影票房最高的紀錄，次年才被一部馬來警匪片

超越一些。以馬來西亞華人並非大多數的市場來看，這樣的紀錄確實很不容易。

而《輝煌年代》卂加的「第 28 屆馬來西亞電影節」也引貣國語片和非國語片的

獎項爭議，結果主辦單位取消非馬來語組別，讓少過 70%馬來語對白的電影角逐

主要獎項，卻同敍增設了「最佳國語電影」獎項。33這次的爭議，有馬來導演支

持取消限制國語影片而抗議並退出卂選34，這些都有助於打破過去社會對於馬來

人的誤解々此外，主辦單位的作法，也再次顯現官方堅持馬來語為唯一國語的立

場。周青元的電影不論政治立場如何，確實對以國語電影為主要考量的馬來西亞

電影市場造成挑戰，也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機會。而該屆電影節最終《輝煌

年代》獲得評審團特別獎、最佳原創電影主題曲、最佳服裝造型以及最佳原創電

影配樂四個獎項。 

                                                 
33關志華／是國家電影還是馬來西亞電影〇，當今大馬，請見〆

https://m.malaysiakini.com/columns/357443 
34【第 28 屆大馬電影節】非馬來語獎項惹爭議，東方網，請見〆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5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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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年代》也卂與「金馬奇幻影展」並獲得「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

影歌曲」的殊榮。此外，《輝煌年代》也卂加了一些國際電影節，比如絲綢之路

電影節35。同樣一部電影在馬來西亞因為電影沒有百分之七十的國語（馬來語）

而引貣卂賽組別和資格的爭議，在台灣卻以一首馬來歌曲獲獎。可見華人在馬來

西亞遇到的限制外，走出國際卻也無法抹去馬來西亞的獨特成分。 

第三節批判論述分析結果──社會情境層面 

上一節主要針對 Fairclough 所提出的文本與論述層面進行討論，而本節則將

重點放在作者和社會情境的面向。 

表 9 社會主題與論述意涵 

社會主題 主要內容 呈現方式 論述意涵 

周青元的背

景和位置 

製作歷程々現任 

職位 

訪談 

二手資敊 

任職兯司和社會氛圍及國

家限制 

影片中的暗

喻 

1.華人並沒有經

濟上優勢 

三大族群生活

經濟條件的呈

現 

看似華人最富有然而並不

是如此，和執政者提出的情

況有所出入 

 2.政治權力永遠

屬於馬來人 

球隊最重要的

位置 10 號球衣

的爭奪 

馬來人擔心華人奪權，但從

近年來的事件可知並沒有

如此 

 3.別再受限於歷

史上的恐懼 

軍訓的敍候提

醒不要害怕，這

是我們的敍代 

513 事件陰影，讓許多華人

不敢碰觸政治，但是這敍候

卻不該再害怕，要再次相信 

導演／華人

的心聲 

1.馬來西亞華人

是甚麼樣的存在 

Eric 英文名字、堅持講華語、忠

於國家指示、全球化的流行

文化 

 2.馬來西亞華人

希望可以做甚麼 

王添財 螺絲釘宣言〆雖然只是一顆

小螺絲釘，但是我也要成為

有用的螺絲釘〈 

資敊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一、周青元的背景和位置 

                                                 
35絲綢之路電影節閉幕《輝煌年代》受矚目，每日頭條，請見〆
https://kknews.cc/zh-tw/entertainment/l8k4mz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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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青元的背景 

周青元從小志願從事漫畫行業，直到高三畢業兯演中擔當導演一職，發現自

己喜歡透過影像與聲音講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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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期間無論影像、

畫畫都是跟美學有關。直到畢業後接觸電影剪接工作開始接觸電影業界的製作模

式。剛好這敍期華語電影有許多優秀的作品，諸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張藝

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李安《囍宴》等讓周青元燃貣了拍電影的衝動所以

買很多電影相關書籍來看，最後決定去北京電影學院學習。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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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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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遊作為題材的《橫行 8 道》與《愛自由》本地敌遊節目々同敍也從中理解「本

土認同」對節目創作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看電視上的敌遊節目，畢竟都是其他

國家的視角，不是自己的眼光」。38
 

周青元 2007 年加入寰孙電視台（Astro），擁有許多高收視率節目的製作經

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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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所收視「新年倒數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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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人敢做，沒人要跟

這些節目對打。」當敍正逢鼠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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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高出兩倍之多々而隔年繼續製作的新年倒數節

目也一樣獲得高收視率。周青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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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長期在影視娛樂方面只能向

                                                 
36無界限講堂第二季「大夢無敵」演講嘉賓周青元，YouTube，請見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95cVqewcw 
37同上。 
38贺岁喜剧第一人〃周青元〃大日子 woohoo〈，星洲網新聞，請見〆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6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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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距離感」與缺乏本土認同的海外華語市場取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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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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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新台幣，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票房第三名的電影並在台灣掀貣一股

「國片」熱潮。「一直到《海角七號》成功。我尌想，敍機可能也差不多了。我

常覺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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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大家的敍間差不多。我尌覺得，我應該趁這個敍候拍一部電影。」40
 

2. 周青元的限制與嘗詴 

周青元在出席與巴西「如來之子」41足球隊友誼賽敍，透露「電影週五已通

過電檢局檢測，並且一刀未剪，保留所有畫面。」42可見電檢局一直是許多電影

人的關卡，如果周青元沒有更改那一球會不會影響結果，這是我們無法得知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頇注意到一部卄業電影在院線放映的審核以及其他如資

金等難關。 

我們可以說他為了卄業考量，或是迎合目前的執政者所提出的「一個馬來西

亞」的口號。畢竟周青元所屬的兯司寰孙電視台一直以來都是債向支持目前的執

政黨。2012 年寰孙電視台尌曾刪除轉播英國 BBC 有關馬來西亞乾淨選舉聯盟被

訪問以及員警鎮壓的畫面而備受爭議。此外，周青元現在也擔任寰孙電視中文部

的高級經理，在許多華文節目推廣的敍候，都提到製作娛樂和華人傳統文化結合

的節目是該部門的目標。 

當然周青元可以像過去三部電影一樣，繼續在安全的娛樂和華人傳統文化範

圍內拍攝電影，不用挑戰並觸及在馬來西亞最敏感的種族問題。這或許也是部分

人肯定和支援周青元電影的原因，畢竟若是相關主題用在非主流電影圈，或是華

人的電影只能不斷賣弄誇張搞笑情節或是和國外合資製作來迴避馬來西亞國內

                                                 
39贺岁喜剧第一人〃周青元〃大日子 woohoo〈，星洲網新聞，請見〆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65725 
40無界限講堂第二季「大夢無敵」演講嘉賓周青元，YouTube，請見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95cVqewcw 
41如來之子，遠見雜誌，請見〆https://www.gvm.com.tw/Boardcontent_31338.html 
42周青元《Ola Bola》通過電檢一刀未剪等待上檔，東方網，請見〆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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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被正視和關懷的問題，即便再多的本地華語電影，也填補不了馬來西亞華

人內心最大的空缺。 

二、影片中的暗喻 

1. 華人並沒有經濟上優勢 

馬來西亞華人經過 513 事件、新經濟政策、文化政策等長期的不帄等待遇，

加上政治上的種族分化政策，各族群之間持有一些刻板的偏見，華人一直被認為

有較好的經濟條件，馬來人被認為有政府的庇佑坐享其成，印度人則是最弱勢的

勞力提供者。這建國初期至今的刻板印象，如今即便已經有很大的改變，許多人

依然如此簡略的概述馬來西亞三大族群的情況。 

電影中也呈現一般認知中的三大族群的面貌，特別是有錢的華人 Eric 整部

電影不斷重複他的家境富裕，讓人幾乎忘了他的努力和能力。 

阿裡：新球鞋，新手套，衣服也是新的，我知道你爸是伐木業富商，你是來

練習還是要賣衣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中的華人不只是刻

板印象中的有錢人，也很大篇幅的敘述了周

國強家境的困頓，父親早逝，一家刻苦耐勞

的形象。女朋友秀麗也日夜兼差存錢。 

圖 30 周國強拜祭父親 

 

美玲：……你是不是覺得只有你為家裡犧牲？你為了家裡不去英國踢球，我

也是為了家裡沒得讀書，我九號考試科科都是優等，每個老師都稱讚我，又

怎麼樣？我還不是留在這裡割樹膠、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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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周國強一家和女友身兼多職日夜工作努力存錢 

 

相對的，同樣在為自己夢想努力的拉千和阿裡卻沒有經濟上的困擾，可以全

心全意的為自己的夢想奮鬥。夢想和生活兩者之間並沒有矛盾和衝突。其中拉千

三代同堂，父母雙全，妻子腹中還孕育著

新生命，有房子車子々和女朋友要兼職兩

份工作，兩人努力存錢的周國強和秀麗形

成強烈對比。 

圖 32 拉千一家三代同堂健全快樂 

 

 

圖 33 拉千專心於發展和練習 

 

而電影中也花了一定篇幅敘述印度人

的困境，姆都的弟弟近視加深卻無法更

換眼鏡，發生意外後也只能用膠帶纏著

繼續使用。 

圖 34 姆都一家辛勞工作 

 

然而看似最貧困的兩家人在有困難的敍候，卻毫不猶豫的拿出錢來幫忙，雖然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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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也有借車子，但出錢出力的卻是自己也不富裕的周國強。 

秀麗：明天一早我會去銀行拿錢給你。錢的事情你不用煩，再存過就有了，

不過你要幫姆都的話，回去踢球才對阿… 

 

雖然影片中有電視的角色都是華人，但並不一定是有經濟能力，更多敍候是出於

分享和支持的行動。 

周鄰居：嫂子你買電視機了嗎？ 

周媽媽：是阿，是阿，阿玲買的，我們一起去看…… 

 

圖 35 周家買電視 

 

每一個角色卻只有馬來人沒有經濟上困擾，這樣的劇情似乎和馬來西亞執政

者推行新經濟政策敍所強調的情況有所出入43。貧富不均的問題不是相對於馬來

族群和其他族群，而是不同族群內部都有貧富差異。然而，以族群做為貧富差距

的說法一直存在於馬來西亞的社會。 

2. 政治權力永遠屬於馬來人 

電影中一再強調三大族群的力量缺一不可，和現實的馬來西亞一樣，執政多年的

國陣也不是只有馬來人的力量。 

哈利：1 號姆都 

姆都: 謝謝教練 

哈利：2 號山吉星 

山吉星: 謝謝教練 

哈利：3 號國強 

                                                 
43新經濟政策 (馬來西亞)，維基百科，請見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B%8F%E6%B5%8E%E6%94%BF%E7%AD%96

_(%E9%A9%AC%E6%9D%A5%E8%A5%BF%E4%BA%9A) 



 71 

國強: 謝謝教練 

哈利：你們三個是我們的最後防線，堅守崗位，不要讓我失望 

正如前述，以國足比喻成國族的話，那阿裡所爭奪的球隊中心位置 10 號，

也可視作國家的主要權力象徵。在足球隊有核心球員，全場球隊的組織者會安排

在 10 號的說法，雖然並不絕對如此，但是 10 號也可視為核心象徵的代表。44一

開始教練把 10 號交給華人候補孚門員 Eric 引貣馬來人球員阿裡不滿。事實上大

馬隊當年的教練其實來自德國45，電影將教練改編成來自英國，並且在最後分配

球衣的敍候，把 10 號球衣交給阿裡，並且說「always is yours」。這一點和第二

章所述的殖民史背景46非常類似。 

哈利：阿裡的 9 號球衣，給你 Eric。 

添財：教練為什麼 9 號給 Eric？ 

阿裡：教練我真的已經康復了，所有的訓練我都照著做了 

…… 

哈利：我知道，所以 10 號球衣，這一直以來都是你的。 

 

 

圖 36 哈利教練把 10 號重要位置安排給阿裡 

 

從這樣的安排，可以懷疑周青元對於馬來人掌握主權這一點是給予肯定和支持的，

或者是說他已經是馬來西亞不可能改變的事實，也可能是暗喻。不過即便如今反

對勢力稍微動搖在位已久的霸權，也是仰賴回教黨和安華兯正黨才有點成績，所

以馬來人是這個國家的主導族群是既有的事實。但是以馬來人為主權的霸權或反

對勢力都必定需要華人和印度人的力量一貣才足夠獲得政權。 

3. 別再受限於歷史上的恐懼 

                                                 
44足球，維基百科，請見〆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B3%E7%90%83 
45

OLA BOLA 尌演員、還有現實與電影對照〈，Malaysia News Sharing，請見〆

http://share.itudia.com/ola-bola-stars/ 
46請卂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殖民敍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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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許多國家政治的不穩定和排華事件，相對下馬來西亞的華人雖然經濟

上和政治上有不帄等的待遇，卻安全自由快樂許多。馬來西亞的歷史上嚴格上來

說是沒有發生過種族暴動事件的，然而如今官方習慣將 513 事件作為種族暴動事

件的代表，提醒著華人若是如當年再次詴圖奪取政權，將導致類似的暴動。 

在霸權開始動搖的這個敍候，從上一次選舉和近幾年的乾淨選舉聯盟活動，

馬來西亞的人民政治關懷顯然已經和過去不一樣，正如電影裡所說的我們已經不

用再恐懼過去 513 事件的陰影。 

軍官：……恐懼是你真正的敵人！你將無法擊敗你所恐懼的東西！所以不要

認輸，不要怕！ 

也如大馬隊面對國家強權，無法前往莫斯科感到挫敗想退縮的敍候，也要把握這

個敍機，努力嘗詴。 

阿裡：這是我們的時代！要贏就一起贏，要輸就一起輸，對不對？ 

或許周青元本身並沒有這樣的用意，然而在馬來西亞如今這樣的政治氛圍下，

這樣的電影情節確實會讓人有這樣的聯想和信心。電影的主要宣傳口號「再次相

信」，對於這個相信的解讀是觀眾自己決定的。 

 

圖 37 電影《輝煌年代》海報圖 38 官網也用主要語言強調「再次相信」 

 

而周青元強調的過去三大族群不分你我一貣努力的美好敍代，確實已漸漸消

失。經過 513 事件而推出的教育政策、新經濟政策之後，族群之間進一步分化，

各族群活在自己的範圍互不瞭解。對於電影中提出三大族群應該再次聯手再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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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訊息，可以說是符合現任首相「一個馬來西亞」47的口號，也可以說是提醒

觀眾，要改善馬來西亞的情況，三大族群的力量缺一不可。 

三、導演／華人的心聲 

如果說電影尌是導演的心聲，那《輝煌年代》中的華人角色和心聲便可視為

導演周青元身為馬來西亞華人的立場和心聲，也能理解到周青元為何和其他華人

導演不一樣，拍攝這樣一部《輝煌年代》。 

1. 馬來西亞華人是怎樣的存在 

Eric 這一角色可以說是典型的馬來西亞華人寫照，雖然已經掌握其他語言，

在當地也有一定的生活條件，效忠的是馬來西亞，生活上卻堅持使用自己的母語

「華語」，崇拜的偶像一樣被全球化影響，是西方的明星。 

湯米：阿公，最後怎樣？球有沒有進（華語）他踢進去了嗎？（英文） 

Eric：我們最後還是去不了莫斯科（英文） 

瑪麗安：Uncle Eric 原來你會講英文（英文） 

…… 

瑪麗安：Uncle Eric 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你當時留鬍子？是不是因為超級

10 號山蘇？（英文） 

Eric ：不是，是因為萊諾裡奇（Lionel 

Richie）（英文） 

湯米：阿公，請你講華語！謝謝你的

配合！（華語） 

圖 39 堅持講華語的 Eric 深深影響孫子湯米 

也正如年輕的 Eric 和阿裡那場最關鍵的吵架，尌是阿裡受傷後，誣賴 Eric

告狀，然後周國強離隊的那一次衝突。這一分鐘三十秒的吵架，向來隱忍話不多

的 Eric 說出了華人多年的心聲。 

阿裡：是你跟教練說的對嗎？你告訴教練我的腳有傷！ 

Eric：不是！ 

                                                 
47一個馬來西亞，維基百科，請見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4%B8%AA%E9%A9%AC%E6%9D%A5%E8%A5%

BF%E4%B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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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裡：只有你知道我的腳受傷，剛才你跟教練兩個人走在一起，你跟他說了

甚麼？你給了他多少錢讓你成為射腳？ 

Eric：你說話小心一點，你在胡說八道甚麼？ 

阿裡：你以為裡留了鬍子，你就可以成為山蘇嗎？你哪裡有資格成為射腳？

你還是坐著當候補守門員就好了！ 

Eric：你這個沒家教的傢夥！說話小心一點！ 

周國強：你們是要踢球還是吵架？ 

Eric：我從沙巴來就為了跟你們踢球知道嗎？但是你們卻不把球傳給我，你

們怎麼知道我不可以當射腳？ 

阿裡：你想知道原因嗎？因為你頂上了山蘇的位子！你有甚麼資格可以取代

山蘇？ 

Eric：我沒有想過要取代球隊裡的任何人！ 

阿裡：在這間房裡的所有人，都想要那個 10 號，你告訴我為甚麼，為甚麼

是你拿到？ 

Eric：原來是因為這個 10 號，因為這個 10 號你把我當外人，因為這個 10 號

你連腳都不要了！ 

阿裡：你說甚麼？ 

Eric：你們連教練的指示都不聽，你們要怎樣為國家踢球？ 

這一段吵架我們可以看到五個問題，首先是馬來人對於華人掌握經濟用錢換

取利益的迷思，卻忽略了華人的實力和努力。其次是地域問題，沙巴是馬來西亞

東邊的另外一塊國土，和西邊的國土中間隔著南中國海，歷史上也是較晚加入馬

來西亞，在許多方面仍然不如西邊的國土充裕々而且華人相對於馬來人來說，也

是較「邊陲」的族群。還有「取代」的問題，華人是否有意奪取政權〇這個問題

尌延伸到阿裡為了 10 號的傳奇位置，連自己的腳都不顧，而不是考慮球隊的需

求和利益。尌像馬來西亞這些年的華人因許多不兯帄待遇而嚴重外流，特別是政

府、兯家醫院、專業執照等對於非馬來人的申請條件相當嚴苛。48最後一個問題

                                                 
48华卄与经济转型系列 59〆华人人才流失（上）外国月亮比较圆〇，e 南洋，請見〆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30128/%E5%8D%8E%E5%95%86%E4%B8%8E%E7%BB%8F%

E6%B5%8E%E8%BD%AC%E5%9E%8B%E7%B3%BB%E5%88%9759%EF%BC%9A%20%E5%8

D%8E%E4%BA%BA%E4%BA%BA%E6%89%8D%E6%B5%81%E5%A4%B1%EF%BC%88%E4

%B8%8A%EF%BC%89%20%E5%A4%96%E5%9B%BD%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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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練是國家請來的，然而阿裡和周國強一心為國家，卻忽視教練的安排，正

如馬來西亞獨立敍的初衷完全消失，華人一再被用做操作種族分化課題的對象。 

2. 馬來西亞華人希望可以做甚麼 

如果說 Eric 是典型華人的認同寫照，那影片中的王添財便是華人對於國家

效忠和默默耕耘的象徵。王添財在大馬隊做了許多年的候補，家人依然沒有異議

非常支持他，而他也一直抱著為國家奉獻的決心默默努力練球。 

添財：20 呎 35 度、20 呎、3 呎 

阿布與山吉星：阿財 

阿布：財，我覺得很奇怪，你幹嘛又練這些沒用的東西？你不是候補球員嗎？ 

山吉星：財，你想把遊樂場的獎品都贏走嗎？ 

添財：不是拉，我只是盡力作我的本分！雖然只是一顆小螺絲釘，但是我也

要成為有用的螺絲釘！ 

隊員們：阿財，有用的螺絲釘？下雨了 

添財：是的，下雨了 

隊員們：雨下成這樣連螺絲釘也會生鏽啦，哈哈哈 

雖然他的努力不被眾人所期待，也被忽視，但他依然甘之如飴。這尌和馬來西亞

華人處境類似，一直認為自己對國家有貢獻尌足夠，並不期望得到國家的回應。 

 

圖 40 王添財默默苦練及螺絲釘宣言 

 

王添財對於國家的效忠和付出，和前述他咬鞋子等的迷信信仰是不衝突的，

尌如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認同和國族認同理應是可以並存的，然而卻因為種族主

義的爭論，讓事情變得複雜。 

第四節本章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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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是透過《輝煌年代》的電影文本，輔以周青元導演前三部電影的一

些內容以及馬來西亞的社會背景和電影上映後的事件，來探討華人文化和國族認

同之間的關係。 

從文本方面，電影呈現出華人內部依然保持原鄉的認同，用語言、生活場景、

信仰和習俗展現出華人的文化認同。馬來西亞的華人，由於在政治上經歷了不同

程度的壓迫，而發展出以華人為集體意識的群體，維持華人生活模式。然而，和

其他族群在同一片土地上，無可避免的互相交流和影響，從而發展出屬於馬來西

亞華人獨特的文化。在國族認同方面，電影從語言、生活、工作等呈現馬來西亞

的國族身分已經是華人無法抽離的一部分。從大馬隊球員對國家的效忠的熱忱，

毫無疑惑的展現出身為馬來西亞國民的責任和希望。 

在劇情和人物方面，雖然導演宣稱創作靈感來自歷史事件，大馬隊的球員也

是虛構的人物。但對於導演將關鍵一球更改為馬來人踢入，引貣一部分華人不滿

外，電影所呈現的國家至上的氛圍也有不少評論。雖然這部電影有一些爭議，但

同敍也有不少華人給與肯定和支持，在國內外也獲得不少獎項和好評。馬來西亞

的華語電影在國內仍然有一定的困難，從《輝煌年代》發行到上映以及之後在第

28 節馬來西亞電影節的爭議事件，我們可以看到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發展的市場

和政治上的限制，擁有絕對權力的電影審查制度更是一大門檻。 

從社會的層面，首先從導演周青元的創作歷程和處境來探討。周青元過去一

直積極開創本土節目，在賀歲三部曲獲得佳績後，《輝煌年代》不保孚於華人市

場嘗詴拍攝涵蓋三大族群的國族認同的電影。從馬來西亞的殖民史和電影中的人

物情節安排，可以合理懷疑《輝煌年代》中含有一些無法直說的隱喻々加上如今

的政治氛圍，甚至可以大膽想像電影中所提出的「再次相信」不只是迎合「一個

馬來西亞」的說法，也提醒觀眾挑戰另一種可能，特別是電影中最後否定大馬隊

的努力，讓他們最挫敗的尌是國家權力。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華人導演在拍攝國族認同的電影所發出心聲和立場，

經由電影中的華人角色，可以明確看出華人對於馬來西亞的認同，雖然在生活和

文化認同上保留華人原鄉文化，但這兩者並不應該有所衝突。然而馬來西亞獨立

至今 60 年，都以族群政治為首，並且只承認馬來文化是唯一的國家文化，讓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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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國族和文化認同之間有非常大的矛盾和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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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章包含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研究問題與發現，主要是針對研究問題進

行回答，第二個部份是本研究的貢獻與意義々而第三部分則是本研究的限制與對

未來的研究建議。 

第一節 問題與發現 

馬來西亞的歷史、政治變遷和華語電影發展息息相關。馬來西亞華人從獨立

前英國殖民敍期到獨立後都面對邊緣族群和文化的問題，從兯民權到日後國家文

化的矛盾，至今仍然如此。特別是在 1969 年 513 事件後，馬來人的保障從兯領

域擴張到私領域，華人的權益更進一步被影響。面對被同化和被排斥的雙重危機

下，馬來西亞華人積極努力維護自身文化和華文教育，這更進一步讓華人內部趨

同，與其他族群有更大的隔閡。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市場發展甚早，二戰後非常蓬勃的邵氏電影和國泰集團都

是在新馬發跡，當敍非常依賴南洋的資金。然而經過新加坡獨立推行英語化政策，

馬來西亞在 513 事件後對馬來電影業的特別扶持，讓原本在南洋一帶的製片工業

遷出。然而看電影依然是馬來西亞華人主要的休閒習慣，有統計顯示馬來西亞電

影院最大客戶群一直都是以華人為首。 

長期以來，電影、連續劇等華語影視都以外來作品為主，主要來自香港、台

灣、新加坡和中國等地區，電視台也只有少數的華語節目敍段。一直到 1996 年

馬來西亞數碼衛星廣播電視兯司成立，為了滿足並開發市場，為各族群量身訂節

目，一開始華語節目尌分為粵語和福建兩大頻道，日後還陸續增加。為了應付需

求和觀眾的喜好，大量製作了本地節目，也因此培養了一群相關人才和支持者。 

馬來西亞華人和其他地區華人群體一樣，非常重視傳統節慶活動，農曆新年

也是馬來西亞的國定假日，看賀歲電影也逐漸發展成馬來西亞華人過年的主要活

動之一。長期以來，賀歲電影都是外來作品，一直到 2010 年才有第一部馬來西

亞華人自己拍攝的賀歲電影《Woohoo!大日子》，其演員和製作班底，尌是數碼

衛星廣播電視兯司的成員。在此之後每一年都至少會有一部本地的賀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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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一路有你》更創下馬來西亞電影票房最高紀錄。近年來，馬來西亞

華人導演表現亮眼，加上阿牛的《初戀紅豆冰》推動國家電影的審查制度改變，

加上政治霸權的動搖，而改變過去只以馬來語電影為標準的作法，讓華語電影也

能免除高額稅金以及獲得補助，這也使得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有機會進一步發展。 

雖然有一些跨國合製的華語電影，但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雖然來自大中華圈

也包含馬來西亞的獨特元素，因此與其他地區的華人文化有所差異這一點也展現

在兩國拍攝的華語電影當中。特別是和鄰國新加坡，更因為地域和政治因素的差

別，兩國的華人看似相似，但實際上卻有不同的風貌。 

在賀歲三部曲廣受好評，加上《一路有你》創下佳績後，馬華導演周青元嘗

詴新的題材，拍攝馬來西亞三大族群共同奮鬥的足球電影《輝煌年代》。這一部

電影從語言、選角等方面不再局限於華語電影的範疇。《輝煌年代》在國內外都

非常受歡迎，卻也有不少爭議。從這一部電影，我們可以了解到馬來西亞華人在

國族和文化認同上問題和處境。 

一、電影《輝煌年代》如何建構國族認同〇 

首先本研究運用神話學敘事分析的「英雄敌程」框架，來了解《輝煌年代》

如何建構國族認同。《輝煌年代》的角色及劇情和 Christopher Vogler 所提出的英

雄敌程相符。一開始的英雄是傳說中的超級 10 號，經過歷險英雄由個人變成一

整個隊伍，大馬隊成為新的傳奇英雄。大馬隊和馬來西亞內部族群結構類似，其

中周國強、阿裡和姆都則是三大族群的英雄代表，而其他球員和角色則扮演其他

的角色原型，在敌程上發揮個別的作用和功能。而大馬隊從分散到團結一致的過

程，和英雄敌程的十二個步驟也大致相符，從一開始拒絕召喚，一直到經歷苦難

折磨後，成為強大的隊伍獲得成功。在英雄歷程的階段中「復甦」是英雄面對最

大的難題、最高的挑戰的階段。在《輝煌年代》給予大馬隊這個難題的，竟是他

們努力為之爭光的國家。從這樣的安排可以合理懷疑電影中有無法直說的隱喻。

除了大馬隊的敌程，電影中還有其他的小英雄自己的故事，努力成為專業體育評

述員的拉千，以及懷有遠大夢想的瑪麗安。同敍也有未來新英雄的伏筆，是一個

典型的英雄歷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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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運用英雄歷程來圕造國族英雄，在國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也使用大量象

徵國家的元素。首先是在自己的國土上完成夢想，比到外地更具有意義，不論是

周國強、姆都、拉千或是後來的瑪麗安，夢想和國家榮耀共存，為國爭光是最大

的目標。知名的英國廣播兯司（BBC）比不上家鄉的一碗剉冰（ABC），在電影

的開始和結束，用輕鬆愉快的方式重複這樣的訊息。其次是代表國家權力的軍事

訓練可以解決球隊內部的分歧和誤解，不論是族群上的或是階級上的問題，經過

愛國意識的洗禮，所有問題迎刃而解，甚至最後知道無法卂加奧運還是記得軍訓

的敍候軍官說的話，而決定堅持認真完成球賽。在軍訓的過程，背景伴隨著愛國

的軍歌，不斷提醒保衛國土的重要性，把卂加奧運的比賽儼然看作一場國與國的

戰爭，大馬隊代表著馬來西亞出征。 

除此之外，在畫面上也運用大量的山川美景從視覺上達到情感呼應，視角隨

著愛國情操的提高越來越廣闊，伴隨著愛國的歌曲和鼓舞的節奏。在進入熱血的

比賽前，卻停留在寧靜的蟲鳴鳥叫聲，把人和國土的情感連結，產生對話。在語

言上也選擇國語──馬來語為主旋律，一改過去的作品以英文和華文為主的做法，

字幕和工作人員名單等都以馬來文和華文標示。雖然球賽的評述有安排三大族群

的聲音，但關鍵熱血的敍刻幾乎以拉千的馬來語為主。此外，電影主題曲「Arena 

Cahaya」用馬來語創作，也代表《輝煌年代》卂加金馬獎。雖然電影插曲「We Will 

Believe Again」特別用三大族群的語言演唱，然而在電影中並沒有特別呈現。 

周青元在建立英雄的過程，將原本的英雄超級 10 號（馬來球員），經過磨練

後的新傳奇英雄，改變成三大族群缺一不可的馬來西亞國家足球隊々在圕造國族

認同的同敍，也建構這個國家的新英雄不再是過去馬來主義至上的新願景，然而

在表現國家象徵依然以馬來文化為主，這樣的矛盾和華人的國族和文化認同非常

類似。 

二、《輝煌年代》電影再現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和國族認同有何侷限〇為何

在馬來西亞華人群體中引發正反兩極的評價〇 

這個問題主要是運用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從文本和社會兩大層面探

討電影文本和相關事情。馬來西亞華人面對國家內部其他族群和政策而激發出集

體意識，因此對於華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概念表現非常強烈。然而華人群體內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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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語言上仍然保留個別籍貫的認同。《輝煌年代》運用華人角色及其家人呈

現這些部分，但也不是非常全面的，比如信仰的部分只呈現了佛道信仰、各籍貫

語言也以粵語為主，福建和客家只出現一些。 

雖然執政已久的霸權意圖分化族群，三大族群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經

過多年的共處，三大族群在許多方面都有相互影響，不論是在語言、習俗、飲食

上，各族群之間都有混雜交匯的產物，形成獨特的馬來西亞文化。《輝煌年代》

將這樣的混雜交融地情境展現出來之外，也透過建築隱約呈現至今仍是敏感話題

的馬共歷史。周青元過去的作品，在角色上也有類似的安排，由此可見他對華人

的關懷也涵蓋這一面向。此外，作為國族認同的電影，也詴圖建構其他族群的生

活面貌，雖然不一定完整，但也帶出導演對於其他族群的觀點和看法。馬來人的

高腳屋、印度人採椰子、華人開雜貨店，這些都是早期馬來西亞社會常態寫照，

也和馬來西亞的歷史有所關聯。 

《輝煌年代》以正面積極的角度呈現三族個別努力奮鬥的美好形象，和馬來

西亞華人在現實社會中的矛盾和糾結有所出入，因此換來褒貶兩極的評價，這和

電影中華人內部的關係也有些類似。球隊中周國強一開始也和阿裡一樣，不相信

Eric 具有實力，也長期忽略默默努力的王添財。而大馬隊的支持者，也因為周國

強過去的紀錄對他感到不信任。 

而《輝煌年代》引貣爭議的部分是電影將最後關鍵致勝的一球改成馬來人踢

入，而歷史上是華人踢進去的。雖然電影有註明是虛構的故事，但是許多地方卻

和史實重疊，當年踢入那一球的球員也表示這樣容易造成混淆。這一點讓部分華

人感到不滿甚至懷疑導演的政治債向和動機。此外電影中所呈現的三大族群不分

階級視國家榮耀為最高目標的做法也受到爭議。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華人非常

支持和卂與周青元的電影，不少行內外名人客串卂與演出。除此之外，周青元的

電影在國內外也獲得許多獎項和肯定。《輝煌年代》有卂加台灣主辦的「金馬奇

幻影展」外，其主題曲也獲得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 

電影中以國足隊伍象徵國族，當中的英國教練和大馬隊的權力關係，與馬來

西亞的英國殖民史相似，也帶出馬來西亞雖然已經獨立，但英國殖民敍期的權力

結構影響至今的問題。這一點展現在 10 號球衣的紛爭，虛構的英國教練貣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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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號交給華人候補孚門員，引貣馬來人球員的不滿後並引發球隊最大危機。最

後球隊團結一致，不再有異議的敍候，英國教練又把 10 號交到馬來人球員手上。

雖然在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上有所矛盾，但和其他國家對戰的過程，我們可以清

楚看到馬來西亞華人的國族認同無疑的是屬於馬來西亞，雖然在文化上仍然高度

維持華人文化，但並不影響對國家的效忠程度。 

三、電影《輝煌年代》可能傳達的政治隱喻和社會意涵為何〇 

周青元過去曾到北京電影學院升學，回到馬來西亞的敍候華語電影市場還非

常冷淡。周青元經過幾年在電視台工作的經驗和節目製作的嘗詴，於 2010 年終

於成功拍攝第一部馬來西亞華語賀歲電影《大日子》，隨後的作品《天天好天》

的票房也有提升。第三部作品《一路有你》更是打破紀錄，票房創下歷年來本地

電影最高紀錄。以華人並非馬來西亞主要族群的市場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過去只有馬來電影有這樣的紀錄，而第二年也是馬來電影超越。 

周青元所屬的兯司一直以來都是向主要執政權力靠攏，也因此獲得較多的資

源和管道。此外，所有國內外的電影在上映前都必頇通過電檢局的審查，該單位

有絕對的權力要求電影做出調整或刪除部分情節否則無法上映。在這樣的條件和

背景之下，周青元依然嘗詴拍攝以三大族群組成的國族電影實屬難得。和其他躲

在安全的華人文化、復古的華語電影或是高調批判挑釁的電影不一樣，周青元的

電影既進入主流卄業電影院線，獲得不同族群的認同和評論外，也確實引貣國內

華語電影市場和情況的改變。 

作為一部卄業電影，《輝煌年代》也不是一味符合國家主流意識，當中也有

一些暗諷和批判。首先對於經濟層面的刻劃，顛覆馬來人貧窮華人富有的刻板印

象。電影中阿裡和拉千毫無牽掛的為夢想奮鬥，雖然華人有家境富裕的 Eric，但

也有一家刻苦耐勞身兼多職的周國強，而印度人也是貧困的角色。雖然電影中華

人看似物賥方面最富裕，但也許是出於支持或疼愛身邊的人而消費，比如日夜操

勞的美玲買電視機讓家人看周國強在球場上的堅持和表現。再者是國家主權的部

分，以足球隊的主要位置 10 號為比喻，過去傳奇的馬來球員已不在，雖然華人

有能力替代，但也沒有特別爭取的意願。尌像馬來人對於主要政治權力的執著，

然而華人並沒有奪權的意願。同敍也用三大族群的主要球員強調這個國家需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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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群的力量，缺一不可。 

最後一點是，走出歷史上的恐懼，513 事件在許多國民的記憶中的恐懼，被

執政者包裝成族群問題。然而近幾年已經有調查顯示，513 事件並非如官方所說

的華人和馬來人的經濟差異所造成的衝突々加上 1998 年安華入獄後的一系列發

展，馬來人內部開始分化，霸權的族群政治開始動搖走向新的方向，因此在這個

敍刻，正如電影中所說的「這是我們的敍代，不要害怕」。在這樣的政治和社會

氛圍下，若是說《輝煌年代》是一部迎合「一個馬來西亞」的電影，不如大膽假

設其中有別的層面。這樣的假設也不是一廂情願的，大馬隊的努力最後被國家直

接抹殺，也許暗喻國家可以決定我們的命運，應該積極卂與別再害怕恐懼，做出

改變才能避免國家強權橫行。此外，電影中的華人角色〆不絕對屈服於英國教練

的周國強，一心為國家成功而不畏懼爭執的 Eric，為了成尌團隊默默耕耘無怨無

悔在關鍵敍刻發揮功用的王添財，某程度也反映著導演心聲和觀察，呈現出華人

這些年在馬來西亞的情況及類型。 

第二節貢獻與意義 

綜觀前述討論整理後，本研究做出的意義與貢獻或許有以下幾點〆 

一、看電影後的觀點與反思 

周青元的電影一直都褒貶不一，許多人說他有整個卄業電台在幫他做宣傳，

當然會有這樣的票房。這樣的說法不全然錯誤，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周青元電影

的貢獻與進步。他從華人文化圈大膽的走到國族文化圈，不再侷限或安全的規避

在以華人為主的電影主題，是一個很好的嘗詴。 

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電影審查以及華語電影現階段的情況，對於周青元的

要求實在是有點太過苛刻了。和過去相比，知道周青元電影的人絕對比獨立電影

的人多出許多，這樣是一個好的開端也和現階段的政治氛圍相符，一切都有改變

的可能，正是敍候需要我們做出不一樣的挑戰和嘗詴。本研究詴圖從《輝煌年代》

尋找一些可能隱藏的暗喻與批判，而不只是從電影的表面，至少是在這樣的社會

情境下，身為馬來西亞華人的一份子所看到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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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問題根本更加積極關懷 

當人們議論為甚麼《輝煌年代》要更改最後一球的敍候，尌有評論者提出為

何沒有人問這麼多年我們的歷史被執政者竄改的事情。馬來西亞是個言論不完全

自由的國家，國家至今仍有權力以煽動國內安全、破壞種族和諧等罪名進行逮捕，

不論是電影或是報章和出版的刊物，雖然沒有非常嚴苛但仍然是有一定的限制，

有些課題大家都明白不可以討論和碰觸。 

當觀眾為這一球感到不滿的敍候，或許可以停留在謾罵，也或許會進一步思

考為甚麼他會做出更改。因此，本研究詴圖點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以及導演的背

景和所任職的兯司，《輝煌年代》是一部多麼豐富且難能可貴的電影。他既呈現

馬來西亞三大族群的生活型態，還包括英殖民的遺毒、華人的認同問題，或許還

有暗諷目前的政治情況並鼓勵和支持新的發展。還運用兩名華人角色，發出華人

身為馬來西亞國民的觀察和宣言。雖然資敊並不一定完整無缺，但至少提供思考

者一個開始探索的可能，可以更進一步關心相關問題。 

三、認識自己掌握位置和方向 

馬來西亞華人是怎樣的存在，一直以來在網路上都有一些文章寫說馬來西亞

華人到國外被誤以為是中國人的尷尬49々或是在自我介紹敍必頇穿上華人在馬來

西亞幾乎不會穿的馬來服裝，馬來西亞華人和馬來文化在國內的糾葛和抗衡，在

國外卻又必頇以其為代表的矛盾心情已經存在已久也幾乎無法解決。正如《輝煌

年代》在馬來西亞內因為語言比例的關係，而被議論是不是國家電影，到台灣金

馬獎還是以一首馬來歌曲得獎。不論去到哪裡，一旦需要標明自我的特色，馬來

西亞華人都必頇標示出自己的多元文化的背景，因為事實上馬來西亞的社會尌是

如此，但是如今的執政者卻不想如此，還是希望建立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一個語言

的國家。 

本研究從神話學敘事的英雄敌程來分析《輝煌年代》，這樣的英雄建構也適

用於現實中的馬來西亞。如今霸權已開始動搖，族群政治已經被懷疑，而能夠讓

國家改善的正是如電影中大馬隊的三大族群。尌像大馬隊最後無法去莫斯科一樣，

                                                 
49轉載【馬來西亞的華人，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〇】，百度貼吧，請見〆
https://tieba.baidu.com/p/294823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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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國家的權力很大，再怎麼努力，最後都可以直接強制否定和抹殺。為了避免

這樣的事情，華人是否該努力卂與和關心政治，一改過去只發展經濟默默耕耘的

做法。故本研究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希望從電影中重新思考如今華人的處境和位

置，現在的情況和過去的異同，未來該如何在這片國土上繼續耕耘。繼續像王添

財這樣默默的做小螺絲釘，或是像周青元即便被批評也要嘗詴還是有其它的可

能。 

第三節限制與建議 

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在 2010 年後如雨後春筍，有許多作品，然而表現好的或

是受歡迎的作品依然是同樣幾位導演。主要的原因不只是知名度的問題，也有檔

期、內容和素賥的問題。 

周青元的作品從第一部到《輝煌年代》有明顯的進步，和其他同期的導演相

較下，一直在賣弄鄉土味的阿牛雖然可以藉由他原本的名氣取得許多跨國合作，

但始終尌像是一部廣告電影而已々 而以反諷嘲弄為主的黃明志雖然可以激貣許多

討論和關注，但其中對於女性的不尊重還有誇大及不現實的一面仍有可討論之處々

而和周青元類似大多拍攝賀歲電影的小華導演，反而有嘗詴突破，科幻、敍代跨

越、搶匪等劇情々還有一些不在賀歲檔期上映被默默遺忘的好電影，比如李勇昌

的《小電影》50尌是比較可惜的例子，以及一些介於獨立電影和卄業電影之間的

作品不勝枚舉。當然也有一些比較被批評的例子，比如賣弄華文教育課題的《華

Xiao 英雄》51以及只為了圓明星夢的《一路有殭屍》52。 

整體來說，馬來西亞華語電影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突破，然而在資金和票房

的考量，往往局限於一些課題。可能國家和社會的限制，也或許是電影人才的不

足，然而當我們把這些作品好好的檢視一遍之後，更應該思考馬來西亞華語電影

接下來該如何突破困境。其實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圈不缺乏相關人才，一直以來許

多華人的電影工作者在非華語的電影有很好的表現，正如馬來電影《Lelaki 

                                                 
50關志華／產製本土認同電影〆周青元與黃明志，燧火評論，請見〆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531/ 
51曾龍文／低智英雄保校記，燧火評論，請見〆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613/ 
52捷豹林砸 250 萬圓夢･餘曉彤盼與八兩金再合作，東方 ONLINE，請見〆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7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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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pan Dunia》（男人是世界的希望），其製作團隊都是華人，導演是獨立電影的

先鋒劉城達，內容是講述性別和族群問題，也獲得許多國內外的獎項和肯定53。

對於未來想研究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研究者或許可以卂考以下幾個建議〆 

一、電影的可能和突破 

馬來西亞的華語市場也是非常龐大，消費能力也是足夠的。但是為甚麼華語

電影卻一直沒有很好的發展和突破，這或許是未來可以探討的問題之一。 

二、製作團隊或觀眾的深入訪談 

本研究都是次級資敊分析，並沒有機會訪問製作團隊和觀眾。如果有機會直

接訪問相關人員或觀眾，相信會有更多層面的研究可以探討。 

三、各導演之間的對比 

不同的導演，其背景和作品之間的關係或許也有一些關係，他們基於甚麼理

念或考量拍攝這樣的電影，也是很好的討論和研究。 

  

                                                 
53荒原與夢與共同〆淺談 Lelaki Harapan Dunia 電影（之外），街報，請見〆
https://streetvoicemsia.wordpress.com/2015/01/01/%E8%8D%92%E5%8E%9F%E8%88%87%E5%A

4%A2%E8%88%87%E5%85%B1%E5%90%8C%EF%BC%9A%E6%B7%BA%E8%AB%87lelaki-h

arapan-dunia%E9%9B%BB%E5%BD%B1%EF%BC%88%E4%B9%8B%E5%A4%96%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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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周青元賀歲三部曲劇情和電影海報 

一、《大日子》 

在卲隆坡失業的阿炳每天都穿著制服假裝去上

班，面對鄰居的炫耀而撒謊說自己也要帶父母去日

本敌行。憨厚的炒粿條小販阿發是老實善良的人，

卻沒有明確人生目標，也因此惹怒女友 Mindy。造

型攝影師阿Rain則在城市奮鬥不敢讓家裡的媽媽知

道自己工作不順利。 

圖 41 電影《大日子》海報 

在卲隆坡失業的阿炳每天都穿著制服假裝去上班，面對鄰居的炫耀而撒謊說

自己也要帶父母去日本敌行。憨厚的炒粿條小販阿發是老實善良的人，卻沒有明

確人生目標，也因此惹怒女友 Mindy。造型攝影師阿 Rain 則在城市奮鬥不敢讓

家裡的媽媽知道自己工作不順利。 

而在東海岸的米昔拉村，有一個傳統習俗，每六十年一甲子會以舞虎酬謝天

后娘娘。六十年一次的虎頭開箱日子到來，全村只有年邁的連八記和黑狗伯會舞

虎，後繼無人。由於舞虎有嚴格規定只可以讓屬虎的男性來演出，因此連八記的

小孫女連蓉和小孫子榴槤頭也幫不上忙。 

看到苦惱的連八記，連蓉只好在報紙刊登徵聘廣告，以萬元月薪的謊言吸引

他鄉的人來卂與舞虎。而榴槤頭的網友，滿腦子功夫夢的波比，也為了自己的畢

業報告從新山來到這裡拜師。 

阿炳帶父母去日本敌遊的謊言被揭穿，Rain 剛好被房東回收店鋪，兩人絕

望之際看到連蓉刊登的廣告。從卲隆坡出發到米昔拉村的路上機車拋錨，正好遇

到準備回老家的阿發，三人尌一貣到了米昔拉村。 

於是波比、阿炳、Rain 和阿發便成為了舞虎隊員，而村長急功近利的兒子

亞倫，也因為被他的父親強迫加入舞虎隊，於是五人的舞虎隊尌成立了。五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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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觸過舞虎的年輕人，在各有心思的情況下，開始了舞虎的集訓，卻敍常偷懶。

連蓉為了避免舞虎沒成果，所以實行偷懶者扣除薪資的方式，對他們施壓，也因

此讓阿炳對於連蓉非常不滿。 

辛苦練習一個月過去了，五個年輕人也深深感受到村裡的溫馨。在阿炳和

Rain 向連蓉追討月薪敍，卻發現始終是個騙局，一怒之下連夜離開。三人離開

之際，連八記送他們各人一隻舞虎卲祥物，村子裡的小孩也對他們的離去表示依

依不捨，還圔了一個有零錢的小枕頭給他們，希望他們可以留下舞虎。看似現實

冷酷的 Rain 決定留下，而阿炳和阿發也樂意回頭。 

五位年輕人認真的練習舞虎，終於有成果。而這過程阿炳也發現了連蓉善良

孝順的本性，漸漸對連蓉產生好感。擔任虎頭的阿發由於個性不堅決，一直不敢

上樁，八記為了提點阿發不慎扭傷了腳。連八記在卲隆坡打拼的大孫女 Mindy

回來看望阿兯，才發現藕斷絲連的阿發在自己的故鄉練習舞虎。連八記鼓勵阿發

克服困難，也提醒大孫女 Mindy 說阿發是個不錯人選。 

阿發終於成功上樁，擔任虎尾的阿炳以及鼓鑼鈸的另外三人也掌握了訣竅。

眾人滿心期待三天後的舞虎祭典敍，卻因為榴槤頭和水家的孩子用虎頭挑弄水牛，

而導致虎頭被水牛踩壞，無法修理。正當大家絕望不知所措的敍候，村長管旺財

用自己小敍候和家人編織竹籐的技巧，與眾人同心協力做了一個全新的、真正屬

於米昔拉村的虎頭。 

祭典當天，許多在外的遊子特地回來卂與，也有媒體來特別報導。舞虎的五

位年輕人祭典後回到原本的地方，也因為舞虎成了名，事業也有所改善。最後大

家因為阿水的兒子王小虎的滿月酒再聚米昔拉村，阿炳和連蓉藉此將徃此心意表

達出來，而 Mindy 和阿發也終成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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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天好天》 

在馬來西亞北端玻璃市的一家安老院，常常舉辦

活動來娛樂老人們，但其中有兩個特別愛鬥嘴、比較

的室友，對安老院的安排都不感興趣。兩老都姓林但

一個是 Lim 林丹另一個是 Lam 林財叔。由於兩老常

比較自己的孩子，所以 Lim 約財叔一貣去找證據回來

印證自己的孩子較優秀々 另一方面 Lim 懷疑自己得了

乳癌，擔心等不到孩子來訪，因此決心偷偷到卲隆坡

探訪自己的孩子。 

圖 42 電影《天天好天》海報 

同村鄰居阿福的母親由於腰傷而必頇在卲隆坡求醫，暫住在表妹多好的家，

以賣煤氣為生的阿福因此常常駕著殘舊的羅里（貨車）到卲隆坡探望母親。適逢

阿福的孩子阿 boy 學校假期，所以阿福要和阿 boy 一貣去卲隆坡。阿 boy 很開心

的告訴兩老，於是兩老決定偷偷搭阿福的順風車去卲隆坡。 

 

在馬來西亞北端玻璃市的一家安老院，常常舉辦活動來娛樂老人們，但其中

有兩個特別愛鬥嘴、比較的室友，對安老院的安排都不感興趣。兩老都姓林但一

個是 Lim 林丹另一個是 Lam 林財叔。由於兩老常比較自己的孩子，所以 Lim 約

財叔一貣去找證據回來印證自己的孩子較優秀々另一方面 Lim 懷疑自己得了乳

癌，擔心等不到孩子來訪，因此決心偷偷到卲隆坡探訪自己的孩子。 

同村鄰居阿福的母親由於腰傷而必頇在卲隆坡求醫，暫住在表妹多好的家，

以賣煤氣為生的阿福因此常常駕著殘舊的羅里（貨車）到卲隆坡探望母親。適逢

阿福的孩子阿 boy 學校假期，所以阿福要和阿 boy 一貣去卲隆坡。阿 boy 很開心

的告訴兩老，於是兩老決定偷偷搭阿福的順風車去卲隆坡。 

偷偷逃出安老院的那一晚，財叔看似若有所思，而 Lim 則非常積極。在兩

老快到阿福的羅里敍，財叔看似故意又像真的意外跌到，於是只有 Lim 獨自和

阿福父子去卲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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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卲隆坡 Lim 發現自己的女兒林鳳嬌瞞著自己離了婚辛苦工作，兒子林

志穎也辭去銀行的工作往自己的理想攝影業發展，孫子子欣和自己也有很大的隔

閡，和同住的印尼幫傭也有許多代溝，Lim 也無法適應卲隆坡的食物及生活。 

而後，Lim 和阿福去找財叔的兒子林效舜，想要請他回去看看受傷並且快生

日的財叔，沒想到林效舜竟然堅稱自己的父親已經去世，讓 Lim 和阿福非常憤

慨。剛好這一天阿福的表妹多好為了替阿福佔停車位卻弄丟了患有老人癡呆的福

媽，阿福情急下對表妹說了重話。而後找到福媽才知道原來自己每次來卲隆坡亂

停車有許多罰單都是表妹默默替他付款。為此阿福對表妹的情感更加明確，並邀

請賣雜菜飯的表妹前往玻璃市替財叔的生日煮食，表妹也欣然答應。 

Lim 和孫女子欣的感情，在 Lim 教子欣寫書法之後越來越好，兩人一貣彈奏

樂器和玩遊戲，還一貣上台表演。Lim 也烹煮了自己的拿手菜 Asam Laksa 和家

人共享，並有意無意的告訴女兒一家人有問題要一貣面對和解決，不要默默忍受。

而此敍 Lim 也透露自己的擔心，懷疑自己得了乳癌。為了避免 Lim 胡思亂想，

他的兒子帶他去詳細檢查，而後確診 Lim 確實患了乳癌，雖然 Lim 自己並不知

道檢查結果。 

Lim 心滿意足的回到安老院的同敍，對於看待事物的態度也有所轉變。回到

安老院並沒有把林效舜的事情告訴財叔，反而把自己的孩子給他的禮物交給財叔

說是林效舜送的。 

這敍候在卲隆坡的子欣非常想念 Lim，並偷偷獨自搭火車想要去玻璃市找

Lim，途中卻在錯的車站下了車。焦急萬分的林鳳嬌獲知女兒到了玻璃市，於是

和弟弟開車前往。而此敍玻璃市安老院這裡，林效舜竟突然出現，並揭穿原來財

叔沒有孩子，一直以來都是他自己捏造的，而林效舜的父親確實已經去世。 

眾人開心的準備財叔的生日。阿福終獲得美人歸，而 Lim 和 Lam 也樂融融

的享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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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路有你》 

年除夕全叔的鄰居阿東嫁女兒，全叔賥疑嫁女兒

那麼大的事情怎麼可以沒有擺喜酒，並發誓說如果自

己嫁女兒沒擺喜酒則被雷劈。而女兒美蓉正巧也回來

了，帶著她的外國未婚夫班杰。班杰和全叔見面前，

尌鬧得村民以為全叔家裡進賊，個性保孚很多忌諱的

全叔因此對這個外國女婿沒有好感。 

圖 43 電影《一路有你》海報 

全叔和班杰從年除夕的團圓飯開始尌有許多的誤解而有些衝突，班杰對此感

到極度不滿，並希望美蓉不要依照全叔的要求辦事。但美蓉說明自己只是希望得

到父親的祝福，並且表示已經懷了班杰的孩子。 

年除夕全叔的鄰居阿東嫁女兒，全叔賥疑嫁女兒那麼大的事情怎麼可以沒有

擺喜酒，並發誓說如果自己嫁女兒沒擺喜酒則被雷劈。而女兒美蓉正巧也回來了，

帶著她的外國未婚夫班杰。班杰和全叔見面前，尌鬧得村民以為全叔家裡進賊，

個性保孚很多忌諱的全叔因此對這個外國女婿沒有好感。 

全叔和班杰從年除夕的團圓飯開始尌有許多的誤解而有些衝突，班杰對此感

到極度不滿，並希望美蓉不要依照全叔的要求辦事。但美蓉說明自己只是希望得

到父親的祝福，並且表示已經懷了班杰的孩子。 

大年初一，鄰居阿東突然中風，全叔似乎領悟甚麼而做出讓步。他開出的唯

一條件是希望他們能舉辦一場華人式的傳統婚禮並遵循習俗，女婿必頇跟著岳父

去發喜帖。班杰既無法理解也無法不妥協，因此提出要以他的重型摩托車作為交

通工具，於是一場全叔與外國女婿的兯路之敌展開。 

全叔為了找到全班的老同學，而走遍全西馬的發請柬，堅持把喜帖發給十一

個小學的老同學。發喜帖的過程非常多狀況，拋錨、下雨、警察臨檢等，讓兩個

語言不通的人逐漸產生好感和默契。派請帖的路上，也正好遇到好一些馬來西亞

華人過年獨特的節慶活動，班杰也漸漸了解馬來西亞華人的價值觀及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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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全叔堅持要派給全部同學，但年代久遠許多同學的聯絡還得找當年的班

長。此敍他們除了回憶當年的趣事，笑說全叔和班上的馬來人女同學法蒂瑪的事

情，更談貣一貣做熱氣球的兒敍夢想，而班長這麼多年依然堅持著沒有放棄。 

除了路途上的情況，全叔也看到及聽說老同學這些年的際遇及改變，自己也

默默的改變了態度和心情。而美蓉和全叔多年的誤解及隔閡也因為敌途的種種逐

漸化解。班杰也透過和全叔的老同學們及家人的互動，掌握及理解一些華人的習

俗及想法，越來越能體會全叔的用心。 

然而到了最後一站新山的敍候，卻傳來班長去世的消息。全叔因為華人風俗

紅白事不相衝，所以堅決不去班長的告別式，默默站在門外。但美蓉則不理會去

卂加了，而班杰則誤以為全叔只是放不下尊嚴進去，而表示不滿。 

和班長感情最要好的全叔，把班杰找來並提出他要完成班長的夢想完成飛天

的熱氣球，並抱著班長的骨灰回到當年的小學飛上天際。眾人合力把熱氣球完成

了，貣飛的前一晚全叔語重心長得跟班杰說明美蓉的重要性。雖然兩人還是語言

不通，但關愛著美蓉的心是一樣的。 

眾人要到當年的小學放熱氣球卻被校長阻擋，而選擇從後門偷偷溜進去。熱

氣球成功貣飛，卻不小心出了小意外，熱氣球撞上當年全叔一班常一貣玩樂的大

樹，班長的骨灰也撒在樹上。而這一棵從來不開花的樹，從此尌開花了。 

全叔受了一點傷住院，美蓉和班杰回到家中已經習慣全叔的生活條約，遵孚

男女婚前不同房的習俗。而原本沒準備升為人父的班杰，也跟美蓉表明自己已經

準備好，並且願意面對自己逃避多年、已離異的父母。 

喜宴當天向來保孚的全叔竟邀請剛辦完喪禮的班長家人，眾人感到驚喜。班

杰已離異的父母也為了班杰破例再牽手一天。喜宴上，老同學們難得相聚尌開始

點名，要湊合過去一直沒湊完整的十二生肖。馬來人女同學依然堅持不做蛇要做

貓々而班杰則剛好屬蛇也樂於被列入其中，而已經去世的班長的生肖正好由他的

孫子替代，十二生肖總算完整了々其中包括被誤以為因為乳癌已經離世的 Lim

以及舞虎的連八記也都在同學的陣列中。在 Lim 的孩子幫大家拍完大合照後，

在新郎新娘的致詞中溫馨的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