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早報》的數位轉型：

香港傳統印刷出版商如何打造世界級的數位影片

團隊，並在 YouTube 上觸及全球觀眾

影片能為新聞發布商創造多種品牌效益，包含收益、報導及曝光等。《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的影片部門總監  Mat Booth 將在本文中，分享這間香港新聞發布商如何將數位影片融入新聞編輯室的核心業

務，並透過  YouTube 拓展全球收視族群。

撰文者：《南華早報》影片部門總監  Mat Booth 

《南華早報》的新聞編輯事業擁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現

在我們的讀者遍布世界各地。

不過事實上，我們的讀者群也是最近才快速增加。如

同其他眾多老牌出版商，我們是香港非常傳統的知名

媒體之一，主要在香港境內發行報紙，且業務模式在  
50 年來都沒有多大的變化。如果我們想在數位時代

繼續蓬勃發展，就必須進行現代化、革新，和觸及世

界各地的讀者。

《南華早報》在  2016 年開始踏上數位轉型之路，我們

著重在改良網站與應用程式、吸引全球觀眾、將品牌

定位成報導中國與亞洲崛起的首選英語權威新聞，以

及拓展品牌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

展開數位化之旅不久後，我們見證了數位影片的龐大

潛力。我們認為  YouTube 能協助《南華早報》觸及全

球讀者，成為享譽國際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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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每月使用者人數超過  20 億名，人口遍布  
100 多個國家/地區，是全球觀眾的首選影音平台，

若要打響知名度，我們必須在  YouTube 上脫穎而

出。

《南華早報》過去幾年來的成就讓我深感自豪。我們

打造出一流的影片團隊，主頻道的訂 閱人數也在  
2020 年 3 月突破 100 萬人次，比預期早了六個月

左右，且大多數訂閱者都在香港境外。除此之外，

《南華早報》影片團隊也獲頒數座新聞獎，包括榮獲  
2020 年亞洲卓越新聞獎的

超過 170 萬 
訂閱人數

5000 萬 
每月觀看次數 

10 億 
累計觀看次數

 《南華早報》遵循  YouTube 最佳做法，

大幅提升  YouTube 觀眾人數。



片水準。這個為記者提供支援的團隊包括錄影組

組長，為我們製作的所有內容視覺風格定調；執行

製作人，專門架構新聞報導；動態圖像專家，能 夠

繪製符合數位環境的動畫，以及審稿人員，確保文

稿和影片畫面能互相搭配。得力於這些支援人員，

影音記者模式的運作狀況十分良好。記者可以自

由、靈活且快速地進行報導，並且在需要時取得協

助。

在早期，影片團隊比較像是輔助文字記者的單位，

而非透過影像說故事的獨立團隊。但我們很快就

證明了自己對公司的價值，團隊現在已和新聞編

輯室的其他部門完全整合。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

能夠自行決定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以製作影響

力最大的影片。  
投入正確的資源，製作能推動品牌成

長的內容

你可能會很意外，我們其實沒有大筆資金可揮霍 ；

相反地，我們只是投入了正確的資源：世界級的團

隊與適用於數位影片的器材。

公司請我擔任影片團隊的資深主管，為影片部門訂下

發展願景和執行策略，以及輔導和支援影音記者。在我

擔任影片部門主管的期間，我們也爭取到 《南華早報》

高階主管的認同，可以自由決定影片團隊工作流程及

產出的內容。

接著，我們需要能述說故事的合適人選，因為你總不能

把攝影機塞到文字記者手中，然後 說「去拍影片吧！」

影片是完全不同的媒介，因此我們必須訓練能用影像

說故事的記者。我們最初採用影音記者模式，每位記者  
(通常是新聞系畢業生 ) 都像一個「單人團隊」，負責研

究、撰寫、拍攝及編輯等作業。   

雖然這個模式有助於降低成本，卻對記者造成很大的

壓力，因此我們請來專業製片人，大幅提升團隊的製

製作數位影片不須昂貴的直播級器材，而是要攜帶

方便且易於使用的裝備。我們投資購買高階數位單

眼相機和可拆換的鏡頭，還有各式各樣的「玩具」，包

括無人機、GoPro、滑軌及穩定器。  

我們也搭建一間小型多功能攝影棚，用來錄製訪談、

個人社論和綠幕片段。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打造 可

順暢運作的完善攝影棚不必 砸大錢。你只需要一個

看起來相對高級的空間即可，不過至少要能讓一個

小型團隊在裡頭順利運作及製作 內容。

《The Thin Yellow Line》，這是一部關於香港抗爭

活動的迷你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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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器材

為了達成目標，我們將數位影片整合至新聞編輯

室的核心業務、投入更多資源，並發展出以拓展觀

眾群為導向的內容策略與發布策略。  

《南華早報》的多功能新聞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AbNlX4H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AbNlX4HNs


我們發展出明確的社論風格，呼應《南華早報》品牌形

象，同時也將報導類型擴大至即時新聞 。這個做法乍

看之下相當艱鉅，因為我們是出版商，而不是電視台

，但在香港抗爭活動期間，我們實現了這個目標，並

將當時所學到的經驗沿用至今，這部分稍後會再深入

說明。

為了觸及更廣大的觀眾群，必須制訂周

全的內容策略及發布策略

如要製作及供應最優質的內容，必須回歸到專業技

術與獨門優勢。對我們來說，這代表充分發揮香港

英語新聞出版商的優勢：在報導中國相關新聞時我

們具有地利之便，且也從中累積豐富經驗，《南華早

報》已準備好成為報導亞洲重要事件的全球指標媒

體。因著這個想法，我決定建立完善的 內容與發布

策略。

《南華早報》的目標是推出可提高品牌忠誠度與業

績的內容，觸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廣大觀眾群。為此，

我們在六大關鍵內容領域中，發布了外觀 /風格與《南

華早報》形象一致的內容：

內容

新聞

許多《南華早報》的新聞內容都非常嚴肅，因此我們必

須挪出空間報導較輕鬆的內容，例如在最近上傳的影

片中，我們介紹當地一家製作奇特蛋糕的 烘焙坊。這

類內容在社群媒體上的成效非常好，可吸引觀眾造訪

我們的頻道。  

娛樂

這類內容不易退流行，且可用來在報導相關新聞時 嵌

入網站中。舉例來說，這部關於新疆的解說影片已成

為搭配該地區追蹤報導的常態性 內容。 

解說

我們試著打入英語觀眾群，成為華語地區爆紅影片的

主要發布商，並在這類內容中加入自己的社論風格。

解說內容現在占總影片流量的  40% 到 50%，且某幾

部獲得最多觀看次數的影片就來自這一類，包含 製作

玩具的巧匠以及金魚踢足球等影片。

爆紅影片

數位影片讓我們得以認識另一個時空的有趣人物，

而這類「生活寫照」內容在 YouTube 上的成效非常

好。舉例來說，這部關於斯里蘭卡毒癮者靠清掃珠

寶店維生的專題報導成效十分優異，出乎我們意料

之外。我們在  SCMP Films 迷你紀錄片系列中製作

了諸多類似影片。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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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影片包括訪談、議題討論，以及直接面對鏡頭錄

製、影音網誌風格的獨白式 內容，全都在我們的攝影

棚拍攝。  

棚拍影片

「摺疊人」的故事：在經

歷斷骨手術後，患病  
28 年的李華終於能挺

身站直。  

香港電影金像獎：黃秋

生在電影《淪落人》中飾

演癱瘓男子，精湛演技

贏得觀眾青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IWbOKWp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Ug-w0tdyB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Uj3KFbhh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Uj3KFbhh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VFRI6A0lI&t=48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wQcHdH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wQcHdHn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U53TFeKvG2cXNQ6RaU2MHayI31ToUmt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SWqYd6bv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zD87EtkUg


製作新聞快報：

我們從 2019 年香港抗爭活

動中汲取的經驗

因此我們必須靈活應變 。我們不再拼命趕往各個城市現場進行報導，而是有策略地猜測重大新聞可能發生的地點，然後才派

記者前往。我們甚至決定不再直播所有事件，把這項工作留給擁有更多資源的電視台去執行。我們挑選特定事件進行重點報

導，並以富有電影感、適合  YouTube 平台的方式製作內容，這個做法與傳統電視報導大相逕庭，但充分發揮了我們的優勢。  

我們也調整了影音記者的報導模式， 與其讓同一個人肩負所有工作並迅速累 垮，我們建立起一條生產線。最多會有七位記者

在外拍攝影片，其他團隊成員則留在新聞室中撰寫、編輯與上傳報導 內容。  

人員的安全是第一要務， 因此我們訂下嚴格的規定，例如要求每位前往現場的員工都必須有人同行、穿戴適當的防護裝備以

及攜帶急救包等。突遇危險情況時，無論報導多麼具有新聞價 值，我們都會毫不猶豫地撤離人員。我們打造了意見通報機制，

藉此頻繁確認每個人的身心健康狀況。   

結合以上策略，我們成功製作真實、第一手且風格獨特的香港抗爭報導。 當全球目光都集中在香港時， YouTube 協助我們觸及

世界各地的觀眾，提供撼動人心的追蹤報導。自那時起，有不少知名的海外紀錄片製作人透過  YouTube 與我們聯絡，希望能

取得影片使用授權。  

《南華早報》過去製作的影片量偏少，每  10 天才產出

兩三部影片，而且我們對發布的 內容與位置也很挑

剔。當時我們認為所有上傳至  YouTube 的影片都必

須是親自拍攝的素材，不應使用他人的 內容，即使是

已向通訊社合作夥伴取得授權，或向其他第三方取

得使用許可的影片也一樣。不過，現在的觀眾其實不

太在意影片素材的來源，他們只想要規律且即時地

看到新內容。更準確地說，觀眾比較喜歡定  

期推出的真實報導。全球收視人口眾多，你製作的每

則報導都一定能吸引到特定觀眾。

我們調整了內容的外觀和風格，更加貼近觀眾期望，

並將我們在  YouTube 上發布的內容數量提高至每天 
7 到 10 部影片。這讓我們得以觸及全球廣大的收視

族群，並與他們交流互動，觀眾對於《南華早報》的品

牌印象也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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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發布

香港的抗爭活動於  2019 年 6 月展開，頭幾天我們試著捕

捉社會上發生的一切，但很快就發現這個做法並非長久之

計。我們的資源不足，無法隨時派員趕往現場報導，且所有

人都開始出現過勞狀況。



善用 YouTube，
提升未來成長動能

剛開始使用  YouTube 時，我們投入非常大量的心

力來推動頻道成長，包括大幅提高發布頻率，以

及學習各種能吸引  YouTube 觀眾的技巧  (例如使

用吸睛的縮圖與標題、結合社群功能，以及撰寫

出色標題與說明，提高影片在搜尋結果中出現的

機率)。訂閱人數突破  5 萬人時，頻道熱度逐漸提

升，在達成  10 萬訂閱人數的里程碑時，更是繼續

展現成長力道。 

現在我們有將近 170 萬的訂閱人數、500 萬每月

觀看次數，以及超過十億的累計觀看次數

，YouTube 為我們帶來了相當可觀的收益。我認

為沒有一體適用的做法，能幫助新聞業者長久穩

定地產出影片，但我確實相信  YouTube 可在這方

面發揮關鍵作用。

我們期待未來能進一步探索  YouTube 和 PfP 等
計畫提供的更多營利選項， 相信 YouTube 能持續

協助我們成長茁壯！我們也等不及發掘更多創作

與發布內容的機會，為世界各地的觀眾帶來 啟發

與動力，並讓《南華早報》成為 值得信賴的新聞來

源，在國際間站穩腳步。

新聞內容是我們頻道的主要賣點，且成效非常良好，

因為這類內容能抓住觀眾的目光，且通常也是觀眾主

動搜尋的內容。這些都有助於進一步推動其他 內容的

成長。我們總是會查看自家網站上的前  10 大熱門報

導，並確保報導中附有相關的影片  (像是重大新聞或

輔助解說內容)，因為這些熱門報導每天帶來的流量

最高。

另一個協助我們快速成長的推手是  YouTube「新聞發

布者專用播放器」 (PfP) 計畫。2019 年，我們開始在

《南華早報》自有自營的網站與應用程式中，將  
YouTube 設為主要的影片播放器，進而簡化上傳過

程 (因為只需上傳一次 )。現在，我們新聞編輯室建有

專門的內容管理系統，可用於上傳影片至  YouTube，
以及讓記者輕鬆嵌入  YouTube 頻道上的影片。PfP 
計畫絕對是我們新聞業務成長的重要推手，《南華早

報》官網上的影片觀看次數會帶動  YouTube 頻道觀

看次數的成長，反之亦然。  

05

我們總是會查看自家網站上的前 10 大熱門報導，

並確保報導中附有相關的 YouTube 影片。

「

」

《南華早報》網站上的  YouTube PfP

We always look at the top 10 stories on our website and make 
sure there is some YouTube content associated with it.

“

“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11050/chinas-rebel-city-watch-third-instalment-scmps-unflin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