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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上周（11月3日）談及香港新聞網站流量的排名和瀏覧者所屬的地區，本文將討

論的焦點擴闊到全球的新聞網站。

根據Alexa提供的資料，最高流量的全球新聞網站可見諸附表。在這30個網站中，報紙佔了9

個，電視8個，網媒6個，其餘包括天氣網3個、雜誌2個、通訊社和綜合網各1個。

大部分高流量網站屬於美國

在這些新聞網站中，居首的reddit是一個社交新聞集合網站，瀏覽者可評價不同新聞資訊的重

要性及互相討論。Shutterstock是專門收集圖片、影像、音樂和提供編輯工具的網站。Drudge

Report則是一個討論政治的網站。

大部分的高流量網站屬於美國，共有24個，而印度和英國各佔3個。從到訪者所屬地區看，最

多的首個地區仍是美國。如果將前3個地區加起來統計，美國之外的地區還有中國、印度、加

拿大、英國、巴基斯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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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3份報紙上榜，而且排名頗高，相信和印度人口眾多有關。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到訪者

頗多，應是和印度報紙網站排名高有關。英國的The Guardian排名第4，但其來訪者的第一地

區卻是美國，可見它甚為國際化。此外BBC和路透社都是英國著名的新聞媒體。

到訪者每日頁面點閱數方面，一些網站如Google、reddit、Shutterstock、Yahoo最高，它們都

是網媒；但其實也有些網媒的點閱數偏低，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首100個網站中報紙最多 將來網媒比例或增

再擴大一點來看，首100個全球新聞網站中，報紙佔了41個，電視和網媒各佔17個，雜誌11

個，天氣網6個，通訊社4個，綜合網3個，電台1個。

這100個網站中，美國有59個，印度17個，英國6個，加拿大4個，中國2個，其他國家合共12

個。在首100名中，前5個國家所擁有的網站已佔去近九成。高流量新聞網站的分佈並不平

均，只集中於美國及幾個其他國家。

如果將首5個來訪者所屬地區作統計，最多的仍是美國，佔了95個，印度79個，英國77個，加

拿大63個，中國57個。其他國家合共123個，它們包括日本、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巴基斯

坦、孟加拉、德國、墨西哥、澳洲。這些地方有網民瀏覽外國新聞網，各自有不同原因，而名

單上有沙特阿拉伯及阿聯酋就有點出奇。

從媒體類型分佈可見，報紙網站仍然最多，電視和雜誌也有若干比例，而純網媒的比重約佔兩

成。在將來網媒的比例可能會增加，傳統報紙和雜誌相應減少。有趣的是，天氣網是頗受歡迎

的網站，通訊社也開始和讀者直接接觸，而非只是面向作為中介的新聞機構。

全球最高流量的5個網站依次是Google、YouTube、facebook、百度、Yahoo。除了百度之

外，其餘4個都是美國網站。最多人瀏覽這些美國網站的地區仍是美國本身，但所佔比例由一

成多至近三成不等，可見它們都非常國際化。次高的地區均是印度，之後包括中國、日本、巴

西和台灣。這些入門網站的每日頁面點閱數都非常高，由5至14不等。百度的九成多流量來自

中國，它只是國內的盟主。

Google和Yahoo在全球網站排名極高，但它們在新聞網站的排名稍低，顯示其作為入門網站的

特色。瀏覽這兩個網站的人不一定看新聞，也同時另有其他資訊吸引他們。

印度人多、懂英文的比例高，所以在瀏覽這些入門網站的排名僅次於美國。日本緊隨上述前5

名國家，可能因她經濟發達，人口也多。日本人並不國際化，但可能愛好動漫，所以在

YouTube的排名高踞第3位。巴西人口多，在facebook也佔第3，而台灣人特別鍾情Yahoo，可

能跟它的其中一名創辦者是台灣人有關。

總括而言，高流量新聞網站屬於哪些國家，視乎下列一些因素：互聯網的發展、國家實力、人

口多寡、英文水平、國際化程度、和美國的連繫。

各類媒體配合與競爭 是新聞業走向關鍵

以美國為首的英語國家，在新聞網站的發展佔盡優勢，她擁有網站和資訊的發放權，其他國家

基本只是接收者。在可見將來，這個格局很難改變。例如美國人除了看美國本身的新聞網站

外，也會偶爾看看英國的新聞網站。英國的網民就只看來自美國的外地新聞網上資訊。由於各

種不同原因，中國大陸網民很少看外國的新聞網站，台灣的網民也是如此，而香港網民稍多看

台灣及英美的新聞資訊，但實際數量也不算多。

入門網站和新聞網站的關係值得留意，如Google和Yahoo在提供新聞及其他資訊都很成功，其

流量超過很多傳統的主要新聞機構。這兩種網站有些合作但同時存在競爭，現時情况較有利於

少數大型入門網站，特別是在獲得人流和廣告資源方面。新聞網站作為內容的生產者，其產品

的市場價值並未獲充分的體現和回報。不同類型媒體在新聞內容、受眾流量和廣告資源之間的

配合與競爭，是未來新聞業走向的一個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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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及組織。本報上述權利絕不影響投稿者

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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