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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 film industry in Macao was in a state of prolonged stagnation due to market and industrial 
constraints before return, hardly any film work came out.Macao was often objectified and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gambling films and gangster films that dominated the market during that period. Macao became a meaningless 
background, the one who was desired and damaged, and could not speak of itself; until its return, the shadow of 
colonization dissipated, the vagrant became dependent on the motherland, Macao'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became prominent in films, and Macao filmmakers began to escape the dilemma of silenc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ries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ies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Macao's film gradually radiates vitality, and the image Macao is no longer only used as an embellishment landscape, but 
also undertakes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calling for centripet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the ro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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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歸之前的澳門因受市場與產業限制，本地電影處於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態，幾無作品問世。此時期的澳門

在佔據市場主流的香港賭片及黑幫電影中，常處於被客體化和邊緣化的境地，澳門成為無意義的背景、被欲望與

被損害的他者，無法藉由影像言說自我；直至回歸之後，殖民的陰影消散，漂泊的遊子有了祖國的歸依，澳門的

主體意識逐漸在電影中凸顯，澳門電影人始而擺脫沉默的困境；隨著一系列產業扶持政策和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

略的實施，澳門電影逐漸煥發活力，影像澳門不再只是充作點綴的景觀，更承擔著建構主體意識、呼喚向心認同

的文化功能，以及促進文旅經濟發展的產業作用。 

關鍵字：澳門電影，粵港澳大灣區，文旅經濟 

1．引言 

電影是文化商品，同時也是一種書寫方式。影像澳門，

即經由電影書寫的澳門形象，是澳門本地以及非澳門本地

電影中澳門形象的集合。回顧過往電影中的澳門形象，其

轉變大致以澳門回歸為分界點。回歸之前的澳門電影幾乎

處於停擺的狀態，單一的博彩經濟、狹小的本地市場以及

電影人才的匱乏都是這一時期澳門電影發展的制約因素。

然而澳門電影雖然在世界影壇缺席，影像澳門卻不絕如縷，

成為華語商業電影中的奇異景觀。80年代開啟的香港電影

黃金時代，帶有傳奇色彩的賭片、黑幫電影廣受市場歡迎，

影像澳門通過這一類電影帶給世界各地的觀眾，澳門或是

聲色激蕩的東方拉斯維加斯，或是血腥暴力的黑暗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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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形象之下，無人在意澳門和澳門人真實的生活如何。

直至回歸之後，政治、文化和經濟上的種種轉變促使影像

澳門的蛻變。擺脫殖民地陰影，特區的設立給予澳門民眾

歸屬感和認同感，他們不再是漂泊在自己土地上的遊子；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的簽訂，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實施，令澳門在經濟文化層

面同內地的交流日益密切，也獲得更多的市場利好，這為

澳門電影的發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條件。一批澳門本地電

影、合拍電影於是湧現，澳門不再是電影中被塑造和觀看

的他者，影像澳門成為建構主體、召喚向心認同的重要符

碼，見證時代變遷、書寫城市記憶。此外，從文旅產業發

展的角度而言，日益豐富多元的影像澳門已然成為不可忽

視的重要動因。本文將通過對回歸前後與澳門相關電影的

分析，解讀影像澳門之意涵轉變，對澳門本地扶持政策和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加以梳理解讀，說明影像澳門對於澳門

文化與文旅產業之重要價值。 

22．回歸之前：被欲望與被損害的他者�

澳門電影公司”於1924年由葡萄牙人瑪利亞·博

爾熱斯（Maria Borges）設立，運營半年後因虧損嚴重而

倒閉，期間無任何作品產出。中葡商人於1955年合資“歐

亞製片公司”，澳門的首部故事片《長途》誕生，最終因

電影票房慘澹破產。[1]之後近半個世紀，澳門本地電影一

直處於停擺狀態。而一海之隔的香港則憑藉製片與發行的

優勢，一舉成為遠東地區最發達的電影生產基地，並成為

世界上體量第二大的電影出口地區。[2]當澳門本地電影陷

入困境無法言語，強勢的香港電影卻發現且充分利用了影

像澳門。澳門電影研究者馬希雯總結了香港電影中的澳門

形象，她認為“香港電影通過將澳門塑造為背景符號、欲

望對象、末世景觀、東方賭城以及異域奇觀的方式,完成了

對澳門形象的‘客體化’和‘他者化’建構。而香港電影

中的澳門人，更是受到直接的矮化和閹割，成為澳門文化

形象最直接的象徵。”[3]筆者亦認同該觀點，回歸之前的

澳門在香港電影中總是無可避免地變成一個從屬的影子，

一段無意義的背景，一個被欲望的客體，一個被損害的他

者。 

“在早期的港產電影中，澳門的‘賭’文化成為一個

金字招牌，同時在‘賭’文化的覆蓋下壓縮了澳門的城市

文化，變成單一範式的賭城影像。”[4]將“賭城”與影像

澳門劃上等號的關鍵要素則是“暴富”與“暴力”，“暴

富”承載的是賭徒豪客的求勝欲望，“暴力”則代表著

“賭城”的黑暗法則。因此這一時期人們在港片中看到的

影像澳門往往是充滿著昂揚欲望的，混沌而無序的。在以

賭博傳奇為故事，以“賭王”“賭聖”為主要人物的“賭

片”之中，澳門的各種地標性建築往往被輕描淡寫乃至忽

略，鏡頭直接切入賭場內景，入鏡的賭城、賭桌、荷官、

賭徒以及酒店、奢侈品商店等共同編織了賭城影像，風靡

一時的《賭神》《賭聖》系列便是此類影片代表。即使不

在賭場中，港片中的澳門也同樣充滿搏命色彩，比如《阿

郎的故事》（1989年）周潤發飾演的賽車手阿郎為了追

回昔日戀人，而重新在澳門賽車場中比拼，最終付出生命。

澳門賽車場的“豪賭”成為阿郎開始新生活的希冀，賦予

影像澳門以理想色彩，但最終阿郎的死也加深“賭城”的

虛無色彩，搏命者最終殞命於此地。在財富與傳奇之外，

“賭城”作為影像澳門的一種，也意外著暴力無序。《八

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1993年）在情節和人物上都將

澳門塑造為惡之花盛開之地，血腥、暴力與色情元素充斥

電影。電影開始於在澳門海灘發現的碎屍，接手八仙飯店

的澳門人黃志恒在殺死前任店主一家後，將他們的肉製成

叉燒包販售，此外他還奸殺了一位女收銀員。澳門人在這

部電影中既殘忍又好色，澳門員警則被描述成怠忽職守、

好色無用，醫護人員則毫無職業操守，澳門人和澳門公共

機構都受到相當程度的矮化與貶抑。《濠江風雲》（1998

年)是一部由風光一時的黑社會老大投資的自傳性電影，

講述了他如何“統一江湖”的故事，這部電影中的澳門被

塑造為一個黑暗叢林般的社會，所有人都與黑幫有著千絲

萬縷的聯繫，沒有法治，勝者為王。 

即使是澳門回歸之後，香港電影有意無意間仍在某種

程度上延續著對於澳門的刻板形象。《掃毒》（2013年）

全片在港澳和泰國三地取景，結局時毒梟和主人公相約在

澳門銀河酒店，警方在銀河酒店抓捕毒梟。故事的重頭戲

主要發生在香港與泰國，澳門更像是被強行嵌入，換做任

何一個地點完成抓捕在情節設置上都說得過去，且影片中

的澳門僅限於銀河酒店的室內場景，根本無從區分澳門與

其它城市。在王家衛的《花樣年華》（2000年）與《2046》

（2004年）中，澳門成為佈景板似的存在，影像澳門被

揉碎而後納入影片的視覺體系，若無特別提及，觀眾根本

無從識得影片中何處是澳門，何處又是香港。《桃色》

（2004年）、《爆裂都市》（2004年）也是類似的處理，

澳門的景觀只是香港城市街景的替代，影像澳門被迫以在

場的方式缺席。在《友情歲月山雞故事》（2000年）與

《復仇》（2009年）中，澳門被塑造為一個沒有法律的

混亂城市，賭博、毒品和色情交易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

2020城市建設與展望——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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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會可以在市中央的主要街道槍戰無阻，影像澳門儼然

一個末世都市。《大丈夫》（2003年）與《飛虎出征》

（2013年）中，均有香港男性組團前往澳門嫖妓的主要

情節，《大丈夫2》（2006年）中甚至出現香港妻子們組

團赴澳門嫖男妓的情節，澳門仿若偷渡性欲的樂園，影像

澳門成為承載香港情欲的客體。《遊龍戲鳳》（2009年）

中，由舒淇扮演的澳門女性米蘭在賭場任職，與劉德華扮

演的香港富豪相戀，王子與灰姑娘的童話背後依舊是香港

電影對於澳門的欲望想像。此般種種顯示出影像澳門仍無

法完全擺脫在香港電影中的邊緣處境，由此也揭示了澳門

發展本地電影產業，借由影像澳門建構主體意識，言說澳

門故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33. 回歸以後：主體意識與向心認同

3.1．城市記憶與主體建構 

回歸以後，影像澳門擺脫了港產片中單一扁平的刻板

形象，整體上呈現出多元化、正面化的特點，湧現出一批

關注澳門人日常生活、聚焦城市記憶、思考澳門未來的本

地電影。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中，澳門在“賭城”之外其他

向度的城市文化得以被發掘重現，影像澳門的主體意識於

焉浮現。 

澳門本地劇情片有何飛的《痕跡》（2014年）與《愛

比死更冷》（2017年）、陳雅莉的《沙漏愛情》（2014

年）和《那一年，我 17》（2016年）、徐欣羡的《骨妹》

（2016年）、陳嘉強的《過雲雨》（2017年）等等影片。

這些劇情長片的共同點在於，聚焦時代變遷中的本地風土

與人事，思索城市文化與主體意識。《堂口故事》（2008

年）則被認為是最能代表澳門的電影，它由五個短片組成，

分別由五位土生土長的澳門導演執導。其中，何家政《良

辰美景》的故事與澳門城市空間息息相關。敘述視角為一

個來澳門尋母的內地人，跟隨這個外來漫遊者的腳步，影

片導引觀眾重新踏足落寞的仿佛被高速發展的澳門遺忘

的青洲，勾起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反思，對城市記憶的尋根。

朱佑人執導的《有時》，通過三代澳門人的視角見證三盞

燈區的都市更新，傳遞對漸漸遠去的舊時街景風物的懷戀，

這部電影恰是一次用影像留存澳門城市記憶的實踐。《澳

門街》由澳門土生葡人導演 Sergio Perez執導，非華人的

身份為這部影片帶來不同的觀看澳門的視角。從國外回到

澳門的女主角與經營餐廳的土生葡人男主角相戀，女主角

熱愛新街區的繁華生機，男主角喜愛舊區的種種，影片從

新舊街區探討澳門城市空間與記憶的議題，但是並沒有在

新舊之間持一種明顯的偏向態度，只是以影像引發思考。

許國明的《紙飛機》則是關於澳門和澳門人的時代寓言，

一個迷失自我的賭場主管遇上年少時的自己，回憶起當年

的純真與朝氣，這似乎也是“賭城”澳門的隱喻，在一片

繁華中如何保有最初的寧靜樸實？影片以個體澳門人的

精神困境引發對澳門這座城市發展的人文關注。《指望》

由陳嘉強執導，以一個澳門少年的成長之路指涉澳門的發

展，引發更深層次的對於澳門城市發展的反思。 

除劇情片之外，澳門的紀錄片更為直接地呈現了澳門

電影人和普通澳門人對於澳門的種種思考。《350米》

（ 2007 年）由旅居葡人費爾南多·義來（ Eloy 

FERNANDO）拍攝，以350米長的十月初五街凝縮澳門的

傳統風物街景，如廟宇、餅店、茶葉店、雜貨鋪、舊茶樓

等，以影像為澳門傳統文化留下見證。《迷·城》（2007

年）由澳門本地人士丘靜與李維君共同完成，訪問了來自

不同階層的數十位澳門人對澳門社會發展的看法，借由多

重目光傳達一個在光鮮外表下更為真實的澳門，而普通人

對城市發展的探討更是主體意識加深的體現。《澳門的水

源》（2007年）將鏡頭對準了澳門的古舊水井，以亞婆

井為中心，通過飲用水源的變遷探討澳門這座城市的發展

及其潛藏的問題。黎若嵐的《澳·土》（2008年）關注

的是葡人與華人混血的土生葡人這一群體，以影像記錄他

們的日常生活，向觀眾傳遞他們的文化與心聲。黃漢鏗的

《三輪車的聲音》（2008年）關注的是現代城市交通發

展下，傳統三輪車的衰落以及從業者的困頓，喚起對這部

分勞工的關注。黃江波的《紅黃綠》（2008年）同樣探

討的是澳門的城市交通問題，人口的增加使得澳門的交通

問題亟待解決。從紀錄片的議題選擇，可知無論是對消失

中的澳門傳統手藝與城市景觀的依戀，還是對澳門在時代

變遷中的反思與質問，亦或是普通澳門市民的酸甜苦辣，

澳門本地的影像創作已然深具本位意識，以本地視角講澳

門故事，影像澳門不再只是電影中的景觀與客體，更承載

著留存城市記憶，建構主體意識的使命。 

3.2．文化記憶與向心認同 

“文化記憶的主要功能就是為身份定位，一方面，通

過保存代代相傳的集體知識來確證文化的連續性，並以此

重構後人的文化身份；而另一方面，通過創造一個共用的

過去，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向他們提供一種整體意識和歷史

意識”。[5]定位即是認同，而在充滿斷裂和衝突的當代，

國家、民族等集體性概念對於個體而言則是最為可靠穩定

影像澳門：主體構建、向心認同與文旅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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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來源。回歸以後的影像澳門，在展現澳門本地變遷

發展的同時，更恰似一條紐帶，連結著另一端的祖國。尤

其是在內地與澳門的合拍片中，影像澳門與更廣博的影像

中國結合，喚起澳門人乃至各地華人對於祖國的向心認

同。 

《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2016年）中的女

主角焦嬌自十五歲來到澳門便開始為生活而混跡顛沛，她

的職業是賭場公關，日常要面對的是妄想一夜暴富的賭徒

或一擲千金的豪客，可這股拜物拜金的潮流並沒有在她的

內心留下過多的痕跡，相反她擁有堅定的內心和對於情感

的執著追求，還有著不俗的人文修養，對西方文學和中國

古代詩詞均有涉獵。這樣一個女性角色的出現，對於豐富

影像澳門的意涵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打破了以往港片

中將澳門女性作為欲望客體的慣例，焦嬌的成長何嘗不是

澳門的成長？焦嬌的自愛自強何嘗不是代表澳門的發言？

一個在賭場工作卻融匯中西文化的女性形象，恰是澳門經

濟與人文共融的美好理想。《媽閣是座城》（2018年）

由李少紅導演，改編自華裔作家嚴歌苓同名小說。“媽閣”

是Macau的音譯，同時也指代著女神媽祖，從片名即可看

出，澳門和澳門女性是這部電影毫無疑問的主角。女主角

梅曉鷗是賭場的“疊碼仔”，影片中圍繞在她身邊的男性

人物們接二連三地被欲望引向深淵，在賭場輸光家底，梅

曉鷗卻始終清醒，在男人們沉迷的時候，她仿佛一束光，

以存於心底的一絲善良救贖他們。當女性形象與澳門形象

同構，影像澳門便不再只是噬人的賭城，它也有溫暖的一

面。影片借由梅曉鷗的個人生活史折射出澳門城市的歷史，

回歸祖國後的旅遊博彩業的騰飛，社會的繁榮安定等等也

都在電影中得以再現。 

除了以女性形象寄寓澳門城市形象，對代際親緣關係

的刻畫是將影像澳門與向心認同連結的另一常見方式。在

《一切都好》（2016年）中，一位父親從北京去看望散

居各地的子女，最後一站是小女兒生活的城市——澳門。

北京是故鄉，是父親的城市，澳門與其它城市同屬子女漂

泊的異鄉，這樣一種親緣關係的隱喻，正契合澳門在情感

上對祖國的依歸。影片中的父親以親情溫暖小女兒的內心，

幫助她堅定人生的方向，走出眼前的迷障，也寓意著回歸

後的澳門在祖國的支持下日益蓬勃發展的希望。《又見蓮

花》（2019年）是紀念澳門回歸二十年的獻禮之作，影

片將北京澳門兩地兩代人的故事作為主線、穿插了非遺木

雕的傳承、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等與澳門城市文化息息相

關的議題，從普通人的視角講述澳門人的愛國情懷。居住

於北京的顧先生是雕塑大師，在澳門回歸前夕受命製作一

尊雕像作為北京給澳門的禮物，顧先生在澳門舊街區采風，

遇到木雕手藝人徐師傅，通過和徐師傅的切磋獲得了靈感，

最終製成蓮花的雕像。蓮花是澳門的象徵，是顧先生和徐

師傅友誼的象徵，更是北京與澳門血緣的象徵。二十年過

去，顧先生之女又來到徐師傅的店，替父親完成當年的約

定，在此過程中顧先生的女兒和徐師傅的兒子又結下了友

誼，共同解決了木雕店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幫助作為澳門

非遺代表的木雕打開新局面。這樣的情節安排體現的是年

輕一代澳門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對於澳門傳統文化的認同，

以及深種的愛國情懷，寓意著澳門與內地血脈相親的情誼

將在年輕一代身上延續傳承。《澳門人家》（2019年）

作為獻禮劇在央視甫一播出便收穫好評如潮。該劇以以澳

門著名點心杏仁餅作為行業背景，以梁家大屋的產權變遷

作為核心線索，串聯起了過去30多年間最具意義的歷史節

點，如中葡簽署聯合聲明、香港回歸、亞洲金融危機、澳

門回歸、非典、北京奧運、澳門回歸10周年、港珠澳大橋

通車等等。梁家大屋的失而復得象徵著的正是澳門的歸來，

而選取杏仁餅和梁家大屋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則是通過

這兩件事物的鮮明澳門本地特色，來構築澳門的文化記憶，

並將之與回歸前後的愛國情懷互相激蕩。而梁家三代人的

命運浮沉則是時代的縮影，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使得所有與

澳門、與祖國相關的抒情都不再空洞。“規劃建設中的粵

港澳大灣區既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更是一個文化共同體。

在大灣區文化認同的形成過程中，電影擔負著重要的文化

責任”。[6]影像澳門既擔負著構築澳門文化記憶的功能，

同時也兼具加強國家認同，凝聚向心力的文化責任。 

���照進現實：影像澳門與大灣區文旅經濟

4.1．影像澳門與文旅經濟 

影像澳門的價值生於銀幕，卻遠遠超出銀幕。影像澳

門凝聚著澳門斯城斯人的文化記憶與向心認同，再者當澳

門的城市形象經由影像傳遞給觀眾，影像澳門便有了促升

文旅經濟的可能。“社會表像理論”最早是由上世紀60

年代社會心理學家莫斯科維奇（Moscovici）提出的。“社

會表像”是指通過長期的積累和傳播而形成的對事物的

一些特定的印象短語。[7]比如人們想到“桂林”就會想到

“山水甲天下”，想到“長沙”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茶顏

悅色”，想到“成都”便想到“火鍋”。社會表像構成了

同一社群成員藉以理解其周遭世界的認知框架，影響著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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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行為。同樣的，影視作品也可以在觀眾心中形成對某

一具體事物的看法，進而影響觀眾的行為。比如韓劇中經

常出現的吃烤肉、炸雞的場景，直接帶動了亞洲地區對韓

式烤肉和炸雞的消費，又比如韓劇中常出現的整容美女讓

不少遊客選擇韓國作為整容的選擇；而泰劇中常有LGBT

相關情節則使得泰國成為LGBT人群最喜愛的旅遊地之一；

《灌籃高手》的熱播使得湘南海岸至今成為動漫愛好者們

前往日本的必選打卡地。由此可見，影視作品對於一座城

市的旅遊業來說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影視作品

能夠喚起遊客對目的地的集合式的關注，影響遊客的目的

的意識，甚至影像遊客的選擇過程”。[8]朱燕妮依據社會

表像理論，以抽樣問卷的方式研究香港賭片對赴澳門旅遊

決策所產生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香港賭片在觀眾心中

形成了關於澳門的不乏負面符號的影視表像；賭片中關於

澳門的積極符號會引起觀眾的旅遊興趣，而負面符號會對

觀眾的旅遊決策產生消極影響。[9]這也再次印證了影像澳

門的重要價值，只有多元而豐富的影像澳門才有可能吸引

遊客做出赴澳門旅遊的決策，也提示我們繼續挖掘影像澳

門的積極意涵之必要。 

現實中已不乏電影產業帶動文旅經濟的案例。如王家

衛的《重慶森林》《旺角卡門》兩部作品分別讓重慶大廈、

旺角成為觀眾心目中的香港表像。韓國的濟州島是許多經

典韓劇的拍攝地，如《冬季戀歌》《人魚小姐》《我叫金

三順》《大長今》《我的女孩》等風靡全亞洲的劇集，在

經典場景拍攝處設有雕像或提示牌，吸引韓劇愛好者們前

去體驗韓劇獨有的浪漫。陳凱歌《妖貓傳》為求場景的真

實感，耗時六年在襄陽搭建了一座唐城，如今襄陽唐朝影

視基地已被列為國家5A級景區，伴隨著《妖貓傳》的熱映，

襄陽的旅遊及周邊產業都得到了帶動。這是電影產業與文

旅經濟深入結合的典範，將發展文旅經濟的訴求在電影專

案籌備之初便嵌入其中，以便調動地方資源積極部署。而

國內目前影視文旅產業的最佳發展模式，莫過於浙江橫店

影視城。橫店影視城一方面向劇組提供攝製場地及配套的

設施服務，一方面利用知名電影的影響力向遊客提供影視

作品的實景旅遊體驗。這種模式也適用於擁有場地資源和

政策優勢，有意發展影視與文旅產業，但在影視作品內容

開發上尚不具備明顯優勢的地方，恰如澳門。 

澳門充滿現代感和設計感的高級酒店、融匯了中西文

化特色的歷史建築，和傳承至今的非遺木雕手藝、傳統的

本地美食等已然成為具備相當辨識度的城市名片出現在

電影作品中。《澳門風雲》系列、《媽閣是座城》、《北

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展現澳門作為“賭城”的喜劇

以及溫情的一面，使得香港賭片中關於澳門的“黑社會”

“高利貸”等負面符號得以淡化；《一切都好》《澳門人

家》《又見蓮花》則將澳門的歷史積澱帶給觀眾，傳統的

手藝和文物古跡給影像澳門鍍上一層人文的暖色。日漸立

體多面的影像澳門正在逐漸提升觀眾對澳門的旅遊喜好，

然而現有的帶有鮮明澳門烙印的IP似乎仍然不足以打造

一個類似橫店般的影視文旅產業，此種情形下積極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的影視產業開發，從內容和行銷的層面打開突

破口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阿裏巴巴文娛優酷總編輯張麗

娜在獻禮劇《澳門人家》的研討會上提出關於此劇在宣傳

發行與製作上的不足，“提檔上線有點倉促，否則可以協

調最好的宣推資源去預熱，讓好的內容最快、最廣地觸達

到觀眾。這個劇如果前期能夠更好地進行互動，可以把播

出平臺跟澳門線上、線下的資源更好地打通，挖掘澳門的

美食、旅遊景點資源，播出效果會更好”。[10]可見，在由

影像澳門向文旅澳門轉化的過程中，加強與內地線上平臺

的合作，將對澳門的城市行銷提前到影視專案籌備的初期，

使得後續的拍攝和宣發都能更具目的性，以更具規劃性的

眼光打造定制式的澳門影視產品，這對於加深潛在遊客對

於澳門的良好觀感，並轉化為實際的旅遊消費，有著關鍵

的意義。 

44.2．政策扶持與產業展望 

回歸後，國家層面的扶持與合作政策不斷惠及澳門特

區政府。《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於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全面實施。其中第十條

視聽服務允許澳門的服務提供商“以合資形式，從事音像

製品的分銷業務（不超過70%的控股權）及經營電影院（不

超過75%的控股權）”，“澳門製作的影片可在內地發行，

不受進口外國電影的配額限制”。[11]這條規定有利於澳門

電影產業向內地尋覓合作機會，有效拓寬市場。2019年

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廣東省電影局、創意香港聯合主辦

了“2019粵港澳大灣區電影創作投資交流會”，遴選優

質電影專案進行資本與製作多方位的合作，共同探討目前

大灣區電影專案合作發展的新契機，積極促進粵港澳三地

電影業界互動交流。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在電影產業的

一個落地嘗試，而隨著大灣區戰略的深層全面推進，澳門

勢必會更緊密地與內地、香港的電影產業與市場連結，這

將帶來新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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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國家層面的政策扶持和大灣區戰略的推進，澳門特區

政府近年亦施行一系列推動本土電影發展的舉措。澳門特

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在首屆澳門國際影展接

受採訪時稱：“我們也在思考在摸索，要找哪一些產業來

發展？除了會展業務，還有就是文化產業，電影是其中非

常重要的一環。澳門的電影文化會成為澳門多元文化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12]本地電影產業對於城市文化以及產業

結構發展的重要價值已然進入澳門特區政府的視野。事實

上，相關政策自2010年起便已陸續展開。“文化創意產

業促進廳”與“文化產業委員會”於2010年相繼成立，

澳門特區政府又於2013年設立“文化產業基金”，並完

善《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進一步明確發展文化

產業實現經濟適度多元，避免經濟結構過度依賴旅遊博彩

業。[13]

以發掘培育電影人才為目的，澳門特區文化局自

2013年開始陸續推出電影製作支援計畫。2013年首屆

“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畫”，遴選資助了如徐欣羡（《《骨

妹》）、何飛（《痕跡》）、陳嘉強（《過雲雨》）等優

秀的青年電影人。[14]“2016年原創動畫短片製作補助計

畫”，規定獲選者可獲得上限為24萬澳門幣的補助。[15]

“2016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畫”獲選者可獲上限150萬

澳門幣補助，[16]而2018年的支援計畫則將上限增加至

200萬澳門幣。[17]以上援助獎勵計畫都規定主創團隊中澳

門本地人士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且導演須持有效的澳門居

民身份證，並詳細規定了結案的時間限制和成果審查，令

計畫能夠實實在在刺激澳門本土電影產業。除了直接補助

影片拍攝，文化局自2012年開始推出“文化藝術管理人

才培養計畫”，[18]次年又加推“文化藝術學習資助計畫”，
[19]每年度向具備澳門永久居民身份的文化產業從業者以

及有志於此的學生開放申請，逐步實現電影生產全鏈條的

人才儲備。

電影人才培養、電影創作獎勵都有相關政策，作為產

業鏈重要一環的宣傳發行也不例外。澳門旅遊局於2016

年主辦“第一屆澳門國際影展”，[20]一年一度迄今已連續

舉辦四屆。來自多個國家的資深業內人士擔任影展選片與

策展顧問，陳凱歌、陳可辛、趙德胤、關錦鵬、陳子謙、

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鄭雨盛、陳沖等世

界知名影人擔任歷屆影展評審，充分保障了影展的藝術品

質與國際口碑；就產業層面而言，除開面向普通觀眾的公

開展映，更設有產業論壇、創投會、提案會，為影片製作

團隊與投資方接洽提供平臺；大師班等公益講座與工作坊，

則為培養觀眾、提升青年影人創意能力注入動力。澳門國

際影展在連接澳門電影產業與國際電影市場，吸引本地消

費者的同時，更借助娛樂明星的影響力，在網路社交平臺

擁有較為可觀的曝光度，尤其是星光璀璨的頒獎典禮，更

是能激起網路聲浪。如“2018年第三屆澳門國際影展暨

頒獎典禮”在新浪微博的話題閱讀量達到2205.5萬，[21]

同年舉辦的“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的話題

閱讀量為1522.6萬，[22]澳門國際影展的網路能見度儼然

佔據後來居上的態勢，而討論度便意味著潛在的消費群體，

這對於豐富澳門城市形象，促進文旅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

著不容小覷的意義。 

田媛對回歸後截至2017年底澳門本地的電影產業相關數

據進行分析，發現澳門通過系列獎助計畫和國際影展的方

式，成功推出了部分本地電影作品，也較為成功地完成產

業技術升級，然而依然存在較為明顯的短板：電影製作與

發行占整體經濟比例依然很小；澳門本地製作的電影只占

觀眾影院觀影消費的五分之一。[23]如何擴充電影產業整體

的經濟體量，如何提升本地電影的票房吸引力，將是澳門

電影尋求長遠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充分挖掘澳門城市文

化特色，以影像傳遞澳門獨特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凸顯澳

門主體意識，講述時代變遷中澳門人自己的故事，嘗試開

發本地IP；培養本地電影產業人才，開展多樣化的電影文

化活動，為本地電影培育觀眾，這是澳門電影產業可持續

發展所必需的“內功”。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框架之下，

加強和粵港兩地電影產業的交流互動，提升電影製作水準，

補足宣傳發行上的短板，擁抱“愛優騰”等視頻網站，開

拓傳統影院之外的放映管道，增加澳門電影線上線下的能

見度，這是澳門電影產業發展所能借助的外力。澳門影人

自身的努力，加之特區政府推動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利好，

相信澳門電影產業將迎來長足的發展。 

55. 結論

電影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可以塑造一座城市的人文形象，

可以傳遞與塑造民眾的文化與情感認同。通過對電影中的

澳門城市形象進行觀察分析，可知澳門回歸是一重要節點。

回歸之前的澳門常在香港電影中被建構為聲色犬馬的欲

望之城與暴力野蠻的黑暗叢林，甚至影像澳門只能在電影

中作為無意義的風景，長久地處於被他者化的邊緣地位。

回歸之後，澳門主體意識及國族認同增強，加之澳門特區

政府施行的系列獎助舉措，相繼出現了不少反映澳門城市

文化與時代變遷，關注澳門人日常生活的本地電影。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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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拍片中，澳門與澳門人也同樣擺脫了他者的從屬地位，

他們是不可缺少的抒情主體，強烈地召喚著遊子思歸的向

心認同，也得以言說自己的情感與生活。回歸令澳門有了

根，令澳門人得以通過電影自我表達，令影像澳門有了更

豐富多元的詮釋。而在文化載體之外，電影也可轉化為一

地文旅經濟發展的動力。澳門特區政府為發展文化旅遊產

業，對本地電影製作實行多項獎勵與優惠，加之粵港澳大

灣區戰略所帶來的利好，澳門電影將迎來更好的發展，影

像澳門終將照進現實，成為吸引遊客的城市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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