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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世代愛世代愛吃吃「「網絡飯網絡飯」」（（下下））

擺錯心態選錯項
擺錯心態選錯項 冇飯開冇飯開

堅持三年拍好片堅持三年拍好片 必勝必勝

社交媒體發達造就了新興職業

社交媒體發達造就了新興職業KOLKOL（（Key Opinion Leader
Key Opinion Leader），），這是網絡世界一股巨大的力

這是網絡世界一股巨大的力

量量，，一言一帖的影響難以估計
一言一帖的影響難以估計。。所以今時今日想紅

所以今時今日想紅，，想成名想成名，，唔一定要做明星
唔一定要做明星、、模特兒模特兒

了了，，做做KOLKOL都可以都可以，，YouTuberYouTuber
或或BloggerBlogger爆

紅了便稱爆紅了便稱KOLKOL（（網紅網紅），），網紅名氣直迫
網紅名氣直迫

明星明星，，有些可以從網絡影片走入大銀幕

有些可以從網絡影片走入大銀幕，，由原本在社交媒體平台玩玩下的潮人變為

由原本在社交媒體平台玩玩下的潮人變為

網紅網紅，，從代言廣告中賺取可觀的收入

從代言廣告中賺取可觀的收入。。再加上當紅的影視男明星也會找女

再加上當紅的影視男明星也會找女KOLKOL

當女友和太太
當女友和太太，，令令KOLKOL地位大大升格

地位大大升格。。網絡上更不時盛傳
網絡上更不時盛傳KOLKOL的收入十分的收入十分

高高，，事實上事實上KOLKOL是否很易賺錢
是否很易賺錢？？這口這口「「網絡飯網絡飯」」是否很好吃是否很好吃？？很易吃很易吃？？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羚焯羚、、張美婷張美婷

在在
千千萬萬的千千萬萬的KOLKOL中成功率有多少

中成功率有多少？？當中當中，，海外及內地市場比香港較易生存

海外及內地市場比香港較易生存，，英國英國《《每日每日

郵報郵報》》曾報道曾報道，，如果你有逾十萬追踨者的話
如果你有逾十萬追踨者的話，，就可以吸引到廣告商同你合作

就可以吸引到廣告商同你合作，，分分鐘年分分鐘年

賺百萬賺百萬！！內地更有網紅有稱月賺十萬
內地更有網紅有稱月賺十萬。。香港成功賺錢的

香港成功賺錢的KOLKOL比例很低比例很低，，大多數都只賺到過萬收
大多數都只賺到過萬收

入的已經入的已經不錯不錯。。究其原因是香港市場細
究其原因是香港市場細，，香港人喜歡窺探別人的東西

香港人喜歡窺探別人的東西，，卻很吝嗇給人一個
卻很吝嗇給人一個

LikeLike，，流量多未必多
流量多未必多LikeLike，，商業價值被打折扣

商業價值被打折扣，，自然沒廣告自然沒廣告。。另方面另方面KOLKOL質素出問題質素出問題，，寫寫postpost

文內容表面化
文內容表面化，，靠賣樣和賣相

靠賣樣和賣相，，吸引力自然難持久
吸引力自然難持久，，粉絲難持續增長

粉絲難持續增長。。

KOL的薪金可說是「海鮮價」，
即由幾百至幾萬不等，未成為網紅的
YouTuber 或 Blogger 就沒有賺錢能
力，通常獲邀請介紹旅遊景點資訊，
只支助機票、交通食宿，不會提供任何
酬勞費；Blogger只賺了免費旅遊和投
稿給媒體的稿費。還有一些食肆、時尚
產品宣傳推廣都請Blogger免費試食，希
望由他們製造一些熱議話題，吸引客人
關注。但這都是只賺到食和試用產品沒
有收入的工作。
所以，雖然目前很享受由我話事的工作

方式帶來的快樂，但全職KOL心底也有
煩惱，全職Blogger「風信子」坦言，在初
成為全職Blogger時，因每月沒有穩定的收
入，以致產生焦慮和不安的感覺，「當初
連與朋友聚會時，也只能負擔得起便宜的餐
廳，因消費必須與收入成正比，我也因此變
得非常節儉。」「風信子」亦是家庭的經濟

支柱，要負責家裡的大小開支，但她指以當時的情況，
要負責這些開支是十分困難的事，「曾經有兩三個月，
我真的只能拿出兩三千元作家用。」而因自由工作者沒
有固定的上班時間，因此更考驗個人有沒有規律的生
活，「若一不小心睡過頭，半日就浪費了。」
而作為全職YouTuber的「CatGirl」也表示，YouTu-

ber的收入並不穩定，「如果想有穩定的生活，我會覺
得找一份工作比YouTuber好，至少收入會較固定和較
高。」

現今香港的現今香港的KOLKOL有男有女有男有女，，但原來性別在行業中也會影響

但原來性別在行業中也會影響

收入收入，，普遍男性普遍男性KOLKOL比女性比女性KOLKOL的收入最多少一倍
的收入最多少一倍。。FelixFelix

指非性別歧視
指非性別歧視，，是因為市場上願意花錢請

是因為市場上願意花錢請KOLKOL拍廣告的大多
拍廣告的大多

都是女性產品
都是女性產品，「，「大部分的廣告都是來自於美容

大部分的廣告都是來自於美容、、化妝化妝，，而而

這些廣告商都偏向找女性
這些廣告商都偏向找女性KOLKOL，，適合男性適合男性KOLKOL接的廣告會接的廣告會

較少較少。」。」而女性而女性KOLKOL有有33至至55萬位訂閱者時
萬位訂閱者時，，收入亦會慢慢

收入亦會慢慢

上升上升，「，「因為現時有不少化妝品牌和美容院都希望有愈多女

因為現時有不少化妝品牌和美容院都希望有愈多女

性性KOLKOL替品牌宣傳愈好
替品牌宣傳愈好，，因此開始有數萬位訂閱者時

因此開始有數萬位訂閱者時，，便可便可

以接廣告賺取更多收入
以接廣告賺取更多收入。」。」

Felix認為香港的KOL行業仍只是剛起步，
「這個行業我認為是未正式開始的，我會覺
得仍是在剛起步的階段，香港的KOL主要都
是美容、化妝、試食和打機的類型，其他還
有好多的類別仍是沒KOL當主導者。若新
入行想成為KOL的人，以未有KOL當主導
者的類別作目標，會更容易成功。」
Felix公開了成為KOL的「必勝公式」，

「第一，選一個沒KOL當主導者的類別為
目標；第二，堅持三年每日上載影片，質
素必須愈來愈好，若願意跟隨這公式營運
頻道，三年後必會成為該類別的主導
者。」Felix指，這公式中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堅持。
「很多人都知道努力便會成功，但仍

很輕易放棄，往往這些人最擔心的是害
怕自己付出的努力後得不到想要的回
報，但現實正正相反，若願意付出努力，其實就
會成功。要由一名寂寂無名的YouTuber、Blogger成為成功的KOL，非
努力不懈不可。」Felix也強調繼續堅持做也不代表能賺錢。
Felix亦鼓勵年輕人，要成為KOL並非難事，「我仍會覺得做KOL比
其他行業容易，問題在於能否堅持。例如會計業，大家從讀書到入行就
知道只要堅持數年便會成功當會計師，出來工作存在不少競爭者，大家
也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專業。而現今很多人在成為KOL的道路上很輕
易放棄，若你能堅持不懈，就能容易成功，這也是不少現今新興行業的
特徵。」

網絡紅人廣告公司「5Unit」的創辦人
王嘉裕（Felix）表示，很多人會認為
KOL所賺取的廣告費很可觀，以為隨意
拍段影片宣傳產品上載便會有可觀的收
入，但事實並非如此，行內可透過香港全
職KOL的工作獲取較高的收入的人數其
實不多，「行業中大部分KOL接廣告的
收費也不高，若只靠這份工作的收入來養
妻活兒的話，可說是很勉強，甚至不太可
能。」
Felix指出香港大多的KOL均是由上載
影片至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起步，以
YouTuber的身份儲下人氣，繼而成名成
為KOL。普遍以化妝、試食、打機和搞
笑的類型為主。年輕人被這新興的行業吸
引，紛紛投身這行業，但大部分人心態上

也未完全準備好。
Felix由2015年開始經營KOL經理人公

司「5Unit」，他透露公司網站至今每日
收到約5至10位應徵成為KOL的申請，
可見行業吸引不少人入行。但接觸大部分
想成為KOL的年輕人均是認為KOL如
明星般，是一個夢想的行業，可能眼見個
別KOL被電視台、電影公司睇中就發達
了。年輕人是把KOL工作想像成明星捷
徑，根本沒有想過要認真地用心經營自己
的平台。他們不知道成為KOL並不容
易，甚至只看到KOL風光的一面，並不
去了解背後的付出及辛酸，輕視要面對的
困難，抱着「只要我努力一點就會成功」
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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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KOL收入收入 男少女一倍男少女一倍

吃吃「「網絡飯網絡飯」」正處低潮正處低潮

每日上好片每日上好片

必成主導必成主導

香港香港KOLKOL收入難養家收入難養家

曾擔任雜誌宣傳推廣工作，現為潮流
網站編輯的小馬分析，香港的全職KOL
難以像其他國家或地區一樣以此維生，因
太多人湧入行、競爭大之餘，人的質素參
差、言行不夠專業，也影響全行的形象和
地位，自己未夠水準如何可以提高叫價力
賺錢工作。他認為吃「網絡飯」的人目前
處於低潮，許多網站都是以最節省成本的
方法維持運作，希望能捱過呢段時間，去
蕪存菁下，網絡文化回歸正常。
「早期的Blogger非常用心在電腦上寫

文章，真心分享感受，吸引到讀者追看，
是Blogger的忠實粉絲團。自從智能手機
發達，潮流興起玩 fb和 IG這些社交媒
體，而且人人可以玩，有個靚樣和做出位
言行就多人看，就當時爆紅，造成錯覺，
做網絡紅人很容易。加上人氣與宣傳推廣

商機掛鈎。玩社交媒體都
可賺錢，人人都希望入行
找機會。靠靚相能吸粉
絲，觸覺靈敏的模特兒經
理人公司就安排一些沒法
接到工作的模特兒做網
紅，拍片賺人氣兼賺宣傳
費、廣告費。結果青春新
人類、原有的Blogger、模
特兒、藝人幾類人馬一齊
加入網絡平台競爭，衝擊了原來的Blog-
ger界正常生態。本來不大的市場，多了
那麼多人來競爭大，要跑出不容易，不少
模特兒更是找寫手幫忙；有人做手腳增大
粉絲量，數據多水分，在良莠不齊狀況
下，KOL行業很難健康發展，亦很難有
大作為。

九成人欠毅力九成人欠毅力半途放棄半途放棄
年輕人在面試時，Felix常發現應徵
者沒有作任何的面試準備，他們的社
交平台Instagram也是剛開始，只有數
百個追隨者，這不足以成為KOL。
「我覺得大部分應徵者的心態也未準
備好。只有約百分之二十是清楚了解
自己要投身哪一種類型的KOL。很多
人在投身KOL界別前，都沒有考慮清
楚自己的發展方向，只知道自己想成
為KOL，但對行業內的資訊並未了解
清楚。」
Felix 說：「我覺得若要入行成為
KOL，最重要是必須有清晰的工作方
向。每一位想入行做KOL的人都必須
知道自己要投身哪一種類型，不同類
型的KOL工作收費可說是差天共地。
而我所接觸的大部分應徵者都希望能
把KOL視為全職的職業，最大問題是
沒考慮清楚要投身哪一種類型的
KOL，這就會十分影響他們的收
入。」
「好多人都會看一些很極端的例
子，例如在短時間內爆紅的『火雞
姐』，覺得別人可以短時間就在行內

有名氣，認為自己都可以，其實這些
可以在短時間內出名的YouTuber是少
於百分之一，當中成功的機率可以說
跟中六合彩沒分別。」
如何孕育有名氣的KOL？除了個人

奮鬥外，也可以找個引路人，隨着
KOL行業的興起也衍生了KOL經理
人公司，經理人公司是以中間人角色
替KOL提供資源和洽商廣告，也會有
培訓。
「在我們進行眾多應徵者的面

試中，發現大部分的應徵
者的年齡層為15歲至20
多歲，應徵做KOL的
人都非常願意接受公司
的栽培、幫助他們成為
KOL。」Felix說。
簽新人時，Felix先要了

解到應徵者對KOL工作的
心態，「首先我要確定他投
身KOL行業並非為錢，若
完全為了賺錢而投身KOL是
不可能的，我會再問他，若
由現在開始每日出一條影片，

每日都不停地拍影片，連續堅持三
年，但三年後每條影片的觀看次數仍
是只有一百，你還會堅持嗎？很多應
徵者都表示會堅持下去。但當我叫他
由今日起嘗試每日上載一條影片，堅
持三十日，三十日後若做到，我們再
談合約的事，而可以堅持去做這件事
的人至今不足十位。十位中只有一位
至今仍有堅持拍影片追夢。」

■■FelixFelix（（後排左後排左33））不時與不時與KOLKOL一同一同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TonyTony和和SteohenSteohen為為KOLKOL提供拍提供拍
攝器材攝器材。。

■■FelixFelix曾開多場曾開多場
講座講座，，分享培訓管分享培訓管
理人才的心得理人才的心得。。

■■TonyTony和和StephenStephen表示表示，，希望希望
香港能推出類似抖音的香港能推出類似抖音的APPAPP。。

KOL 難以單憑自
己力量做包裝，KOL
經理人公司應運而
生，Tony 和 Stephen
創立「到位有限公
司」原本為人力資源互
聯網的廣告公司，半年
前見現今KOL行業發
展迅速，因此二人創立
KOL 經理人公司，為
KOL提供空間拍攝和與
客户洽商廣告，「KOL
難以單憑自己去做包裝，
背後必須要有公司的團隊
支持，我們也會同KOL互
相合作。」
對於香港KOL大部分難

以此維生，Tony指出香港
市場細，但又不願走出香港
將圈子擴大，「內地與香港

經營KOL的風氣很不同，內地有數
千個直播平台，香港則很少。內地的
KOL市場比香港大，也更容易透過
KOL 的工作賺錢，香港也有不少
KOL希望能進入內地的市場，但不了
解內地的文化和風氣，亦不知如何運用
直播平台，因此而卻步。另外，外國的
KOL甚至會出商品，開闢生財路，但
香港的KOL則較少，香港的KOL不是
不能出商品，只是很少人會願意投入金
錢和時間去出商品，也難找到贊助。」
Tony說。

Tony和Stephen對這些透過網絡產
生的新興行業有期望，
他們見到內地發展短視
頻APP「抖音」十分成
功，但香港卻沒有類似的
平台讓KOL發展，覺得香港
市場也應有類似抖音的平台，
希望香港市場可有突破，也可仿
效搞這些短視頻APP。他們嫌香港
的短片網站模式一成不變，在使用
者的角度而言也沒抖音方便。在內地
抖音有網絡責任，香港對網絡監管不如
內地嚴格，但做得不及內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