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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香港傳媒風起

雲湧，似是風雨欲來的前夕。

具有 112年歷史但近年業績不
斷下滑的《南華早報》，剛於

12月 11日下午證實被阿里巴巴
以20.6億港元收購。年中，
壹傳媒旗下的綜合型雜誌《壹

週刊》需要進行裁員重組，同

一集團內曾經是全港銷量最高

的《忽然一週》則宣布停刊。

同樣要關門大吉的，還有長期

虧蝕的《新報》，這份有半世

紀歷史的報紙寫在結業當天，

其社長顧堯坤慨嘆：香港大部

份傳媒與時代脫鈎。

印刷媒體的銷量及廣告收

益江河日下之際，新的媒體卻

逆境相繼冒起。媒體行業正踏

入新舊交替的轉捩點。

「企業投放在印刷媒體的

廣告費每年不斷下降，而同時

間，投放在電子媒體的廣告以

香港的傳媒業過

去一年風高浪急。阿

里巴巴宣佈收購「百

年老字號」《南華早

報》，數家傳統印刷

媒體停刊及重組。同

時，新媒體亦急著上

場加入戰團，香港媒

體將進入一個怎樣的

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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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20％的速度增長。我覺
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

最後一定是要做網絡媒體，」

「端傳媒」創辦人蔡華說，傳

媒在這個新陳代謝的時代下，

專注網絡平台是唯一的出路。

「端傳媒」是剛於今年盛夏面

世的網絡媒體。

根 據 媒 體 監 察 公 司

admanGO公佈數據，雖然
2014年全港廣告開支總額高
達449億港元，比2013年同
期的439億港元高出5％。但
是，全港規模最大傳媒集團壹

集 團（282.hk）在2014/15年
度的年報上寫道：「惟廣告開

支從傳統印刷媒體流向網上

及移動媒體已屬不可逆轉。」

《蘋果日報》副社長張劍虹透

露：「現在《蘋果》的網上廣告

收益，差不多已是平面廣告的

兩倍。」這不斷擴大的線上廣

告市場，最近便在香港催生了

好幾家網絡媒體，令原本已經

要掙扎求存的傳統媒體進一步

受到衝擊。 「未來的媒體業將
會有很多的參與者，令媒體很

難單靠提供資訊來生存，」香

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

授蘇鑰機告訴《彭博商業周刊

／中文版》。然而他們認為，

新媒體仍有待建立一種有效的

盈利方法。

傳媒的光譜越來越廣闊，

新媒體未來必須建立自己的品

牌，再發展出更多不同的商業

模式，蘇鑰機預期：「傳統媒

體，雖然盈利下跌，但仍具有

重要的社會功能，估計將會相

繼被不同大企業收購。」就如

《南華早報》則被阿里巴巴收

購，以及《華盛頓郵報》於兩

年前被Amazon行政總裁 Je� 
Bezos收購一樣。未來的媒體
界，將掀起一陣收購風潮。

在香港的媒體行業中，電

視及收費報紙霸佔了最大的市

場份額。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

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今年中進

行的調查顯示，電視和收費報

紙的市佔率超過一半以上。其

次是電台、網上媒體、社交

媒體和免費報紙，但它們各自

所佔的比例都低於兩成。

單從數字上看，電視及收

費報紙的地位似乎仍然牢不可

破。然而，今年7月，具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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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華認為，傳媒在這個新陳代謝的時代下，專注網絡平台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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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歷史的《新報》宣佈停刊。

另外，曾經是香港銷量最高的

綜合型雜誌《壹週刊》及《忽

然一週》亦雙雙出現變動，需

要分別進行重組及停刊。雖然

全港最受歡迎的報紙《蘋果日

報》仍然可以在2014/15年度
中，保持每日平均銷量達 17
萬份，但已遠少於2007年的
30.6萬份，在7年間下跌多達
44.4％。
《壹週刊》、《忽然一週》

及《蘋果日報》的母公司壹傳

媒，整體收益亦因此受到拖

累，於2014/5年度的持續經
營業務的總收益為29.57億港
元，較2013/14年度的32.5億

「競爭永遠存在。online news正在發展中，個餅
越來越大，不擔心競爭，如何做得更好才是關鍵。」

上社會的重大的議題，都會由最大的媒體主宰敘事觀點，但現

在每有重大社會事件發生，除了主流媒體之外，所有的新媒體

都會蜂擁而出，在網上發佈不同的觀點與看法，百花盛放。游

清源亦指出：「新媒體具有顛覆性，把傳統媒體過去所建立的

系統都顛覆過來。」

以諷刺時弊引起廣泛討論話題的新媒體《100毛》及「毛記
電視」，可算是顛覆主流媒體的代表。《100毛》是本休閒性雜
誌，同時亦在Facebook及其網站，對於時事或趣聞，以諷刺
戲謔的方式發表簡短的評論，大受年青人歡迎，在Facebook
專頁上已擁有64萬個 like（讚好），大幅拋離其他新媒體的4
萬至35萬個 like。一直從事廣告及歌詞創作的創辦人林日曦接
受本刊訪問時說，在創辦《100毛》前，因為社會上缺乏針對年
青人市場的新媒體，「以前沒有一些消費八卦新聞、帶給人歡

樂並以香港本土為內容重心的媒體，《100毛》正想打入這個新
市場。」

今年，林日曦留意到更多廣告商願意將廣告費用投放於

網絡上，故立即成立多媒體網上平台「毛記電視」。透過這個

平台拍攝節目如：《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星期三港

案》、《勁曲金曲》等，主持人以誇張幽默的方式，針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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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9.5％。當中出版收益更
加下跌超過兩成至15.86億港
元。壹集團在年報中解釋：

「收益減少主因是閱覽報刊習

慣由印刷刊物轉為免費網上媒

體，致使本集團刊物的廣告及

發行收入減少。」

剛被阿里巴巴收購的「百

年老字號」《南華早報》，過

去多年的收益亦不斷受壓。根

據南華早報集團年報資料，旗

下報章收益由2007年的10.56
億港元，下跌至2014年的
8.42億港元，跌幅達20％。
管理層在年報中亦坦承：「媒

體消費習慣由印刷版轉為數碼

版已成為現時全球趨勢。」

對於傳統媒體來說
來自網絡世界的挑戰已迫在眉睫

近年在香港出現的媒體更如雨後春筍。他們的數量繁多，

但每個的規模卻相對較小，一般只有幾名至十幾名員工：立場

新聞、獨立媒體、852郵報、輔仁網、SocREC、巴士的報、
謎米等。「網媒的特色是根據時事發出評論，而且受眾主要是

習慣使用網絡的年青人，他們提供的，是傳統媒體無法提供的

資訊。」資深傳媒人游清源說，他兩年前離開傳統財經報紙《信

報》，創立了網上新聞平台「852郵報」，以「即時評論」為主
要特色，並設有錄影的評論節目，現時平均的網頁瀏覽量約

為每日30萬次，Facebook專頁上的「like」（讚好）約4.8萬
人。「我希望可以補足傳統媒體欠缺的地方，就是比較深入地

分析事件背後的啟示。例如，現在不少傳媒已經出現自我審

查，我希望852是一個敢言的地方，」游清源說。
「現在的資訊非常多，每個人的時間有限，我們已經進入

一個『碎片化』的年代，整個社會已不再像過去，由一、兩家

媒體掌握話語的主導權，」蘇鑰機說，以10年前為例，每每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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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清源說，新媒體具有顛覆性，把傳統媒體過去所建立的系統都顛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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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例如早前香港區議會選舉，民建聯議員鍾樹根落敗，由

於香港較本土的年青人對於鍾樹根頗不認同，不少人更對於他

的落敗表示雀躍。頭上包著染血紗布的「毛記電視」主持人東

方昇特意買來一盒蛋撻及一束鮮花，親自拜訪鍾樹根辦公室。

最後東方昇採訪被拒，他走到鍾樹根的宣傳橫額前獻上蛋撻及

鮮花，並進行三鞠躬。並以「永遠懷念鍾樹根」為節目主題，

對於鍾樹根的落選作出戲謔。這段視頻大受歡迎，瀏覽量高達

23.5萬次。
「毛記電視」正正補足了傳統媒體「無綫電視」無法為大

眾提供的空白。事實上，「毛記電視」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報

道》、《星期三港案》、《勁曲金曲》，以至主持人東方昇，都

是透過模仿，戲謔「無綫電視」的《六點半新聞》、《星期三檔

案》、《勁歌金曲》，以及著名新聞主播方東昇。

「然而，如果失去了主流媒體，新的網絡媒體就會無所依

附，因為新的網絡媒體的取材和養份，都是源於傳統媒體。由

於沒有一個新媒體的覆蓋面能夠及得上傳統媒體，即使他們自

己提出新的議題，亦難以得到很大回響，」蘇鑰機分析，因為

網上媒體並未能以傳統媒體的方式運作，每天動員數百個記者

外出採訪，「新媒體只能每天看著傳統媒體的新聞，然後再建

基於這些新聞，作出評論及再創作。」

林日曦亦指出：「新媒體是吸引了一批不看新聞的讀者。

傳統新聞仍然有重要的位置，它們提供的是實在的資訊。」但

他相信傳統媒體必須要跟隨時代轉變，方可持續發展。「正如

我今年成立網上平台，正是跟著香港人的需求轉變。『毛記電

視』也在主力諷刺時弊、抽水（嘲笑某事件，並以此為招徠）的

同時，增加更多實用性資訊給讀者，我們正在不停改變。」蘇

鑰機亦強調：「媒體業現在有趣的地方，是與傳統的媒體出現

共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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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是吸引了一批不看新聞的讀者。傳統新

聞仍然有重要的位置，它們提供的是實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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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日曦指出，新媒體是吸引了一批不看新聞的讀者。 東方昇透過「毛記電視」的模仿，戲謔公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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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大型媒體仍然有

存在的價值，需要的是因應

時代進行變革。故此，有人

辭鄉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

場。仍然有人願意前仆後

繼，希望為傳統大型媒體填

上補充。

當《新報》、《忽然一週》停刊之際，

就在同一個夏天，名為「端傳媒」的新媒

體以高姿態進軍香港傳媒界。以提供深

入的分析報道為主打，透過高薪招聘業

界內的編採工作者，現時員工達60人。
與一般新媒體一樣，「端傳媒」希望補充

傳統媒體的缺口；但不同的是，「端傳

媒」更希望掌握話語的主導權。由美國

回港當律師，現在卻創辦新媒體的蔡華

說：「我們覺得這個市場是有一個空隙

的，在華文世界裡，需要一個比較有地

區性的、平衡的，比較高質素的媒體。」

蔡華舉例，「如果一個老婆婆過馬路，

被車撞倒了，我們不會派人去報道。但

是如果同一個地方有很多人在過馬路時

經常被撞倒，我們就會發現這可能是結

構性的問題，就會問：應否正視這個問

題？我們會更重視趨勢。這個是跟香港

的媒體有很大的區別的。」

雖然立足香港，但「端傳媒」劍指

全球華文世界，選材亦以全球華人的角

度切入，例如其中一篇報道，採訪了幾

個在英國參選的華人議員，展示華人在

白人主流社會的政治權利及精神面貌。

「我們其實是一個比較面向中高端讀者的

新聞及資訊產品，這群人在社會裡面只

佔大約百分之 10至20，單單是香港的
市場太小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海外華

人的市場，」蔡華解釋，現時「端」開業

約四個月，香港的讀者約佔40％，另外
45％來自台灣，10％自北美，「我們的讀
者來自超過200個國家，這一點在香港
其他媒體都沒有的。」「端」的深度文章

及攝影作品已吸引了外媒的關注，部份

如《Foreign Policy》、《The New York 
Times》、《The Atlantic》等更向「端」
買入了部份內容的版權。

同時間，另一家名為《香港零一》的

媒體，已招募數百名員工，現在正密鑼

緊鼓籌備出台，坊間有指創辦人于品海

的投資額多達6億港元。總編輯龍景昌在
今年 10月接受大專雜誌《大學線》訪問時
表示，《香港零一》將以周報形式發行，

印刷媒體和網絡媒體同時運作，但內容

不會重複，會接照新聞內容特質，選擇

合適的表達媒介。「《零一》是一個倡議式

的媒體，透過報道引起社會討論。它有

明確的價值觀，有人文精神、弱勢社群

將受保護。」更直言：「不要說沒人看報

紙，每日免費報紙派了多少份？人依然

有看紙媒的習慣，他們只是不買而已。」

他批評現時的報紙像無綫劇集一樣，沒

有投資在內容，流失讀者是因為

質素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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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新的媒體正在雄心勃勃，預備大展拳
腳，令整個傳媒行業百花齊放。

然而，一直是媒體收入支柱的廣告市場，能否支撐越來越

多的參與者？「對於我們來說，最大的困難就是錢，」游清源

說，因為網絡上的廣告單價亦仍遠低於傳統媒體的收費，「在

報紙上登廣告，動輒已幾十萬港元，但在網站上登廣告，只需

幾千元。」每日平均發行量為42萬份的免費報紙《am730》創辦

人施永青亦指出：「雖然網上廣告增長速度快，但將廣告資源

投放在傳統媒體的仍然多，」他認為這是由於網上廣告仍未擺

脫橫額（Banner）、彈出（Pop-up）的模式，「追不上新媒體的傳

達方式」。

即使是近年大力推廣數碼業務的《蘋果日報》，數碼廣告

的收益仍未足夠彌補印刷收益的下跌幅度。現時《蘋果日報》

手機程式每日瀏覽人次超過3000萬，平均每日獨立非重返

用戶亦高達240萬人，2014/15年度的數碼業務廣告收益更加

由2013/14年度的3.64億港元，大幅增長77％至6.47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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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指，網上廣告創新不足，追不上新媒體的傳達方式



然而，同時間，由於讀者由紙本的《蘋果日報》流入數碼手機

版，《蘋果日報》的紙本廣告收入亦在2014/15年度，由一年前

的5億港元，下跌31.3％至3.4億港元。出版收益亦由一年前的

20.22億港元，下跌21.6％至 15.86億港元。故此，這邊廂在數

碼業務收益雖然多了2.83億港元，另邊廂在印刷業務卻又少了

5.96億港元。面對多家新崛起的新媒體，《蘋果日報》副社長張

劍虹表示：「競爭永遠存在。online news正在發展中，個餅越來

越大，不擔心競爭，如何做得更好才是關鍵。」

香港廣告商會主席黃光銳指出，三、四年前廣告客戶平均

僅將廣告費用約 15％投放於網絡上，今年已大幅增加至40％。

「但新媒體並不能取代傳統的廣告，兩者之間帶給消費者的體

驗並不一樣。」黃光銳表示，電視廣告可為品牌提高形象；刊

登在報紙雜誌上的平面廣告讓消費者更了解品牌旗下的產品；

網上廣告則有助霸佔消費者在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單靠網

上廣告無助品牌提高銷售量，」黃光銳說。

傳統媒體正在與時間競賽，希望透過追上新的模式，以彌

補因舊模式衰落而損失的部份。同時間，新媒體亦嘗試在廣告

市場上爭取分一杯羹。「然而，由於市場的參與者越來越多，

未來的大型媒體，將很難能夠以單獨營運媒體而生存，」蘇鑰

機說，而且媒體的社會功能已出現根本的改變，所以未來是一

個龐大的動盪階段。如果要生存下來，便需要以一個品牌的形

式發展不同的業務，「台灣的《聯合報》便是一個例子，透過自

己的品牌進行跨界別發展，推廣不同的活動，開拓新的業務，

帶來收益。」他甚至預期，未來會出現更多大企業收購媒體的

個案，阿里巴巴收購《南華早報》，只是一個開始。「傳媒加入

大企業後，可以互惠互利，大企業會提供資金，而傳媒亦可為

大企業的形象帶來正面的幫助。」

「好的內容是一個入口，得到足夠的瀏覽量，便可以再延伸發

展更廣闊的業務，這應該是新媒體的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新媒體亦正在嘗試在廣告收益以外，開拓更多

的收入。「端傳媒」現在正緊密籌備，探討一個新的盈利模式。

「新媒體的商業模式不應該只靠廣告，舉例說，傳統媒體是兩

個面向的，所以他能做的只是廣告，只能向讀者展示。新媒體

是有三個面向，他是一個空間，所以他不僅僅做廣告，還可以

做電子商戶，」蔡華分享，「端」已經聘請了具有資深經驗的電

子商戶主管，現在正尋找合適的合作伙伴。「好的內容是一個

入口，得到足夠的瀏覽量，便可以再延伸發展更廣闊的業務，

這應該是新媒體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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