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歷：

➢ 自立晚報生活組文字記者 2001年～2002年

➢ 國語日報文字記者 2002年～2004年

➢ 自由時報市政組文字記者 2004年～2006年

➢ 蘋果日報生活中心記者 2006年～2007年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技術師

2007年～至今



公共關係

組織經由深思熟慮、有計畫或持續努力，去建
立、維持與促進與公共相互良好關係，進而增加
公眾對於組織的認識、了解與支持，以增進組織
發展與提升組織效能。

對學校而言

協助學校塑造良好形象

幫助學校建立與

公眾良好溝通

推動學校公益性

服務

建立學校良好信

譽與聲望

有效進行學

校危機管理

幫助社會大眾

了解學校事務



目的：

將師生學術研究成果、學校新聞事件及重要活動，刊登於
師大首頁、師大週報、師大校訊、臉書粉專，甚至透過對媒
體發佈新聞及舉辦記者會等方式，提供媒體正向報導，俾利
本校形象及學術聲譽。

1.研討會：

• 學術研討會、

演講、座談

會……

2.研究成果及

優良事蹟

• 重大研究成

果發表、師

生得獎……

3.簽約結盟

• 產學建教合

作、跨校聯

盟……

4.人物專訪：

• 校友專訪、

傑出學生專

訪….

5.校園活動：

• 社團活動、

運動競技...















依據本校公關行銷SOP模式、定期發布新聞並朝「高專業」、「高回應」、「高效益」
三高指標邁進。

˙輿情蒐集—「高效益」 ˙新聞發布—「高專業」 ˙危機處理—「高回應」

積極強化本校與國內外媒體的互動與溝通，掌握全方位行銷本校的先機，以將本校
形象高度置於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學術成果發表記者會 ˙媒體餐敘或茶敘 ˙媒體服務及接待

年度性媒體行銷規劃，建立「師大大師」之品牌永續性，全力配合學校政策。

˙師大首頁網站新聞 ˙網路新媒體宣傳（官方臉書等） ˙協助校園記者管理
˙師大校訊（含校慶特刊） ˙師大週報、NTNU Quarterly（中、英文電子報）
˙中英文校園簡介紙本文宣 ˙中英文校園簡介影片 ˙校園活動網站



塑造
形象
主動
行銷

凝聚
共識
創造
效率

對內服務對外行銷

讓大家知道
師大的好



認識媒體

民主社會為什麼需要媒體？

第四權：媒體站在民眾的立場去監督政府

一方面滿足民眾「知的權利」

另一方面，反映民眾對政府施政的意見

所以媒體必須發掘關乎眾人之事的「真相」

不管好的、壞的，只要是民眾關心、民眾
有權知道，以及可受公評的事件



媒體新聞 VS. 公關新聞

媒體新聞稿 公關新聞稿

代表社會公器，客觀守望環境 性質 代表學校、組織或個人的立場

閱聽眾：讀者、觀眾、網友 對象 媒體或大眾（大多是校友、家長、
學生、校內老師等）

向閱聽眾告知、說明、分析、影響 功能 透過媒體傳遞學校、組織或個人的
對外訊息

新聞稿(報導、特稿、評論、專題) 名稱或
形式

新聞稿、聲明稿



什麼是新聞？

➢新聞指的是

▪新的事實與事物，且新近被報導

▪將具有時間性，且能使人感興趣的事實或訊息加以報導、傳
播、紀錄、介紹。

▪是新近發生的事件，符合公共利益、不違反社會規範，可引
起多數人的注意與興趣，透過媒體所做的「最新」報導。

➢所以「新聞」是：

▪是新的事實、事物

▪最近被報導出來的訊息

▪人們會感興趣或會注意的訊息

➢因此「新聞」的意涵是：

▪新聞報導必須是基於真實而存在、真實發生的人事物

▪未經媒體報導，不稱為新聞

▪內容不應違反社會規範或與公共利益無關



什麼是新聞性？

➢新聞性是指：一個事件或訊息有無構成一則新聞的條件

▪對媒體：一個事件或訊息「有沒有新聞性」，決定了是否要
繼續進行新聞的產製

▪對公關：提供給媒體的訊息有新聞性，才可能讓媒體有意願
採訪報導。

➢一個事件或訊息有無新聞性，可以從哪些指標初步判斷：

▪時間性強嗎？是不是最近發生

▪真實性高嗎？有事實根據，不是傳聞耳語

▪重要性高嗎？影響全國的重要政策

▪夠異常嗎？戲劇化，例如臺大潑酸事件



什麼是新聞價值

➢新聞價值是：一個事件或訊息所具備可構成新聞的元素，也
就是俗稱的「含金量」。

▪對媒體：一個事件或訊息「有沒有新聞性」，決定了是否要
繼續進行新聞的產製

▪對公關：提供給媒體的訊息有新聞性，才可能讓媒體有意願
採訪報導。

➢從沒沒無聞到成為新聞

▪事件或訊息從不為人知、小眾之間口耳相傳，到通過媒體篩
選，經過採訪、編輯、報導出來，成為閱聽人得以共見共聞
的「新聞」，就因為它具備了「新聞價值」的元素

➢新聞價值對公關稿的重要性：

▪公關稿不具新聞價值，就無法通過媒體的篩選成為新聞，達
成曝光效益。



新聞價值的常見指標

「凡對於閱聽人具有任何價值的新事物或新觀念，都可
以稱為新聞。」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

➢ 以下的元素具備愈多，新聞價值與含金量愈高(範例)

時間性 愈新、愈即時就愈有價值。與現在的時間背景愈接近愈有價值。

真實性 愈貼近現場(目擊)，愈有價值（ex LIVE）

突發性 愈是在不預期的狀態下突然發生，愈有價值（ex 地震）

顯著性 受影響的人愈多，就愈有價值（ex 考試改變）

衝突性 與一般人的認知或經驗愈背道而馳，愈有價值

共鳴度 愈讓一般人覺得跟自己有關，愈具新聞價值

異常性 不尋常的變動或少見的人事物

趣味性、人情味 有溫暖、觸動的效果

話題性 與最近被高度討論的人事物有關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chive/20170925


什麼是新聞角度

➢新聞角度是：

▪撰寫新聞稿、或企畫公關活動及公關稿時，根據「新聞性」
與「新聞價值」的判斷，選擇最具有新聞價值的觀點（新聞
點）作為主題，來鋪陳事件或活動內容。

➢「新聞角度」對媒體報導的重要性

▪議題設定的效果：引導讀者、觀眾、網友跟隨媒體設定的方
向解讀，媒體報導愈醒目，閱聽人就會覺得愈重要。

➢「新聞角度」對公關稿的重要性：

▪議題行銷（建構）的效果。



新聞價值及角度初審6元素：5W & 1H

➢新聞的「to-do-list」：

▪新聞稿裡必須納入的內容

▪評估新聞價值、思考新聞角度的好用檢核表

▪When 何時：什麼時候發生

▪Where 何地：在哪裡發生

▪Who 何人：主要人物是誰

▪What 何事：事件內容是什麼

▪Why 何故：為什麼發生

▪How       如何：事件怎麼進行….更細節的訊息



學習設定新聞角度的6頂思考帽（找哏）

➢先學「看」—從看新聞、看標題，練習理解新聞角度

➢再學「設定」—新聞稿或公關稿的新聞角度，從這些地方找

▪從5W1H找特點

▪從最近的新聞熱點找連結：有無統計數據

▪從流行與話題找關係：網路言論

▪從時令、節慶找聯想：五月母親節、六月畢業季

▪從趨勢、名人找話題：520與女性領導者

▪從別人的創意找靈感



小結，公關稿的議題行銷考驗新聞

➢三個關鍵能力

➢分辨新聞價值：懂得什麼是「新聞」與「新聞性」

➢設定新聞角度：學當哏王哏后

➢專業訊息佈達：符合專業的新聞(公關)訊息

➢議題行銷：找對新聞角度

新聞角
度

5W1H

統計數
字

熱門話
題

流行趨
勢

時令節
慶





新聞寫作基礎概念

➢形式

▪新聞的形式：不是作文，不可第一人稱，是「新聞事實
的描述」，寫作（表達）方式必須讓一般人快速看懂、
一目了然，掌握事件的來龍去脈與重點

▪新聞稿的組成：標題、導言（Lead）、軀幹（body）

▪標題：新聞稿的主題

▪導言：新聞稿的濃縮菁華

▪軀幹：新聞稿的其他內容，用以解釋與補充導言揭示的
菁華。

▪盡量用主動句，少用被動句，最好不用倒裝句

例如：╳ 「畢業於師大的」 ○「師大畢業的」



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不用西化的句子

╳ 國民黨對民進黨的建議，未做出任何的反應。
○ 國民黨對民進黨的建議還沒有反應。

╳ 做為一個院長，他是失敗的，但是做為一個教授，他卻是成
功的。
○ 他是個失敗的院長，卻是成功的教授。

╳ 市議會國民黨團要大會對未曾審議過的條文進行覆議
○ 市議會國民黨團要覆議未曾審議的條文



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刪去不必要的字

╳ 美國總統歐巴馬來台做為期五天的訪問。

○美國總統歐巴馬來台訪問五天。

╳ 金馬獎今天起開始辦理報名手續。

○金馬獎今天起報名。

╳ 給予災民必要的救濟

○救濟災民



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1. 用大家常用的字詞，不用冷僻艱澀的字詞

2. 用語平實，少用「最」、「極為」等形容詞

3. 不用「恭」字：╳ 恭請總統蒞臨訓話，○ 請總統致詞

4. 不用「該」字：╳ 該患者，○ 這名患者

5. 少用「予」、「予以」 ：╳ 不予同意，○ 不同意

6. 少用「謁」字 ：╳謁見、拜謁，○ 拜會、拜訪、會見

7. 不用「親臨」、「蒞臨」、「親自主持」、「親自接
見」、「親自出席」

8. 對七十歲以下的人，不用「老」字



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 日期、時間

1. 報導國內事務，請用中華民國年曆

2. 寫「星期一」，不寫「禮拜一」

3. 提到時間用下午二點（二時也可），不說「十四時」

➢ 數字

1. 除了「星期一」，其他均用阿拉伯數字

2. 百分比： 百分之…或 ％ 或八成五（即85％）



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人名及職稱

1. 新聞第一次提到某一人物時，應寫出職銜及職稱，並用
全銜全名，不可一開始用簡稱。例如「行政院院長江宜
樺」，總統則是唯一例外，可稱馬英九總統。
因我們是師大新聞，故可稱張國恩校長。

2. 全銜全名同用時，職銜在前，名字在後，例如文學院院
長陳國川，不說「文學院陳院長國川」、「文學院陳國
川院長」

3. 若干人同一職稱時，職銜在前，名單在後，例如「立法
委員柯志恩、段宜康」，不寫「柯志恩、段宜康立法委
員」

4. 姓名之後不加「先生」、「小姐」、「女士」

5. 寫「張太太」不寫「張妻」或「張夫人」



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 標點符號

1. 逗號「，」 ：分開並列的詞語或子句

2. 句號「。」 ：用在意義完整文句的後面

3. 頓號「、」 ：用在連用的單字、詞語和短句的中間，但一個
完整的短句，裡面包含了兩或三個名詞，不必用頓號分開，例
如「中日關係」不必寫成「中、日關係」

4. 冒號「：」 ：通常用於直接引述。間接引用他人的說話，則
不用冒號，用逗號。

5. ╳ 他說，他不能同意。 ○他說：「我不能同意。」



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標點符號

⚫ 引號「」：標出直接引用他人的話。

○ 發言人說：「我沒有評論。」

╳ 發言人說：我沒有評論。

╳ 發言人說：「他沒有評論。」

除非引號只有一個字詞，否則把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放在引號內

⚫ 問號「？」：表示疑問的語句

⚫ 驚嘆號「！」、夾注號（）、破折號—：新聞中少用





什麼是倒金字塔寫作

⚫ 經典新聞寫作模式：

⚫倒金字塔寫作(inverted pyramid)

⚫ 倒金字塔寫作原則

⚫最關鍵重點放第一段，次重要在二、三段，依此類推。

⚫ 倒金字塔寫作的由來

⚫為可讀性著想：方便閱聽人閱讀，立刻吸收重點。

⚫為新聞操作著想：方便編輯下標題，文稿過長必須刪減
段落時，可從後端刪起。



倒金字塔寫作圖解

⚫ 訊息依重要性遞減法逐層呈現。

⚫ 第一段導言為最主要訊息，第二段為次主要…依此類推。

⚫ 倒金字塔寫作基礎能力：須能依新聞價值辨識、排列主要
與次要訊息。

最主要訊息(第一段導言)

次主要訊息

更次要訊息

逐層遞減



導言寫作

⚫ 新聞報導要出色，就要找出新聞的賣點。

⚫ 設法把新聞的5W1H「適當運用」放在起始的第一段，

讓大家快速了解重點，吸引讀者興趣。

⚫ 新聞導言寫得好不好，通常決定了這則新聞是否受到編輯
青睞的命運。

WHY

WHAT

WHO

WHEN

WHERE

HOW



導言寫作

⚫ 導言寫作是新聞工作重要的基本功。

⚫ 導言最好在100字左右，不見得要把5W1H全寫出來。

⚫ 寫法

敘述式 點出最吸引人的新聞點，愈具體愈好

引語式 引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描寫式 以場景開頭

提問式 疑問句開頭



主體的寫法（倒金字塔寫法）

➢ 按事實的比重，越重要的越寫在前面。

➢ 按發生或發展的時間先後順序敘述。

➢ 按事物的因果關係等邏輯題材，安排層次結構。



寫稿原則－信、達、雅

➢ 信—明白無誤的寫出信息內容
▪ 多查證—同音異字、人名、頭銜、地點、時間
（下筆一定有角度，新聞不可能完全客觀，是在建構再現世界，但上

述這些一定是客觀的…）

▪ 寫出受訪者名字，甚至多位受訪者，不是自己說

▪ 化感覺為具體：多用數字、描述場景及表格，使描述
抽象的概念和數字具象化，可一目了然



寫稿原則－信、達、雅

➢ 達—條理、層次的表達新聞重點

▪新聞是導言＋主體

▪導言要掌握重點和結論。

▪主體全是要圍繞著導言，逐段來解釋。

▪「層次分明」：與讀者最有關係的先寫。

▪「段落清楚」：每段約一百字左右。

▪切記不要記流水帳，不要照單全收。



寫稿原則－信、達、雅

➢ 雅—用優美文字表達新聞內容
▪「增加可讀性」：多用短句，多用常用字。

▪「寫稿通順」：要少寫「的」。

▪「用字精準」：可查教育部國語辭典

▪同一段中，重複的詞用其他詞替代。



標題的重要性

⚫ 標題：新聞稿主題，是新聞內容的「最主要訊息」

⚫ 標題能發揮哪些功能

⚫搶眼：方便讀者從新聞內容中抓出最重要資訊

⚫說服：標題是新聞稿的「再現」，凸顯新聞價值。



標題的性質

⚫ 標題與廣告文案的差別：

⚫ 標題是具象、完整的一句話

⚫「舒服能，能舒服」、「一家烤肉萬家香」、「鑽石恆
久遠，一顆永流傳」是抽象廣告文案

⚫「半數上班族每週運動次數是零」是標題（完整具象的
一句話）。

⚫ 直接：一看就知道說的是什麼

⚫ 清楚：快速掃描即可理解，不會誤解。



下標：入門6策略

⚫ 1.掌握新聞稿的新聞角度，以及含金量最高的主要訊息。

⚫ 2.列出重要關鍵字

⚫ 3.以關鍵字搭配上述1，寫出標題

⚫ 4.標題可以一句(一行題)，也可以兩句、三句，但須精簡、
明確、語意完整。

⚫ 5.下完標題再檢視有無可刪去或精簡的字詞。

⚫ 6.試讀一次，是否通順不拗口，符合新聞重點。



導言寫作範例

（一）敘述式：點出最吸引人的新聞點，越具體愈好

抗癌小天使 陳芯瑤獨眼畫世界

陳芯瑤出生九個月罹患視網膜母細胞腫瘤，五歲開刀割除左眼，在五年住院治療的
孤單歲月中，藉由繪畫走出傷痛，她昨天在惇敘工商舉辦畫展，與學生分享自己繪
畫抗癌的生命故事。

http://test.thvs.tp.edu.tw/news/me/hp/a43.htm

遲來32年小兒麻痺陳義銘捧市長獎

自幼拄柺杖、穿鐵鞋的小兒麻痺患者陳義銘，32年前從私立商工畢業，當年學業成
績優異，卻因社會歧視身障者，錯失領市長獎的機會，6年前他重拾書本，就讀中興
高中進修學校，更考上大仁科技大學，昨天領回遲來32年的市長獎。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4148

http://test.thvs.tp.edu.tw/news/me/hp/a43.htm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4148


導言寫作範例

（二）引語式：引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勇敢腦瘤兒生命小鬥士

「我被抱出手術房後，一點力氣也沒有，努力地睜開眼睛，使力地伸出手，我想看
爸爸，更想抱媽媽…。」顗媗感情豐沛地這麼寫著，筆觸裡察覺不出她才八歲，更
察覺不出她的小小生命正辛苦地與病魔對抗。

（自由時報A1頭版頭條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8342)

化療30次永不放棄 樂觀校長師生楷模

「我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但死亡一點也不可怕，每天起床見到家人，我就賺到一
天，所以要活得快樂，我也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珍惜眼前所有的，我此刻的心情，
要問自己：在有限的生命裡，對這個社會有什麼貢獻？」

台北市萬芳國小校長何瑞蓮3年前被診斷出卵巢癌，至今接受30次化療，她樂觀面
對癌症，上午還在醫院化療，下午就回學校，堅守教育崗位，還帶領師生獲得北市
資訊訪視第一名，她昨天榮獲特殊優良教師獎，實至名歸。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74174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8342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74174


導言寫作範例

（三）描寫式：以場景開頭

ALD小鬥士盲而不茫

既便老天爺奪去雙眼、讓自己失去行動力，也不放棄學習的機會！台北市昨天舉
行國小94學年第二學期模範生表揚大會，多位特殊學生所展現出來堅毅好學的精
神，令人動容，啟明學校ALD抗病小鬥士林立翔獲表揚，高興地抱著媽媽不放，文
山特教學校林佳輝障礙程度高，爸爸幫他推著輪椅上台接受頒獎。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4751

外籍生、七旬嬤獲選優良學生

台北市94學年第2學期優良學生表揚大會，昨天在仁愛國中舉行，受獎者中有愛爾
蘭籍高中生戴漢娜、高齡72歲的阿嬤林黃訓及60歲的老闆駱良山，他們是現場最
受注目的學生，受到同學及老師不斷的恭賀，得獎者則顯得有些不好意思。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5589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4751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5589


導言寫作範例

（四）提問式：疑問句開頭

留英女博士與蝙蝠為伍

蝙蝠，是帶來福氣的吉祥動物？還是醜陋的吸血鬼替身？今年3月才從英國取得博
士學位的「蝙蝠女博士」陳湘繁給的答案是，蝙蝠的構造極其精密，牠的好，老
祖先最知道。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6854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68544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099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099








什麼是新聞角度

➢「新聞角度」案例練習一：

▪七屆孔子行腳啟程 兩岸大學生偏鄉課輔（連結）
▪ 聯合報報導：連結 自由時報報導：連結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121&keywords=%E5%AD%94%E5%AD%90%E8%A1%8C%E8%85%B3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newssearch&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FrYP-z7nPAhXJspQKHTNcCPgQu4gBCB4oAjAA&url=http://udn.com/news/story/6928/1817394&usg=AFQjCNGqe5F3PHwb2mMKutnPddtkCuGCvg&sig2=kGugC2hZ0t4ew0kU26J1Eg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newssearch&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FrYP-z7nPAhXJspQKHTNcCPgQqQIIHCgAMAA&url=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57175&usg=AFQjCNGA1_Bif4MRvpfytoZQO4kDHx0J0g&sig2=5jEoWgrRy__WUm8KN_O5_Q










什麼是新聞角度

➢「新聞角度」案例練習二：

▪1040402 從免疫檢測到腦磁圖造影新聞稿











什麼是新聞角度

➢「新聞角度」案例練習三：

▪1060905 臺師大銀齡樂活據點

➢「新聞角度」案例練習四：

▪1021129 宋曜廷發表電腦化職涯測驗

➢「新聞角度」案例練習五：

▪1020507自主式履帶機器人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9557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9557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

ODE=DATA&ID=7941&KEYWORDS=ADC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7941&keywords=A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