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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關係與新媒體

現今的科技使媒體的運用及訊息的發放變得 

更為複雜，公司、媒體、受眾三者之間的關係及

影響也更為微妙，公關人員在其中斡旋調解的作

用不可忽視。資深公共關係顧問何安達將深入解

讀傳媒關係與政治、政府公關管理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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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安達談媒體關係

公關的工作，其實和跳雙人舞非常相似，講求的是溝通和協調。

在跳舞前，夥伴間必須有足夠溝通及協調，若沒有足夠的溝通和協

調，在跳舞期間或許會互相碰撞。同樣，公關人員要做的，就是與公

司、媒體、受眾（Publics）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協調。公關人員有兩個主

要的職責：第一，將公司的營運理念、項目、貢獻和處事方式通過媒

體介紹給公眾；第二，將公眾意見、期望和需要傳達給公司。當與不

同的受眾溝通時，要考慮其獨特的要求、選擇適當的媒體以及傳訊方

式。現今的科技使媒體的運用及訊息的發放變得更為複雜，公司、媒

體、受眾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影響也更為微妙，公關人員在當中的斡旋

調解工作更不可忽視。

在職場上打滾了一段時間的資深公共關係顧問何安達指出，自己

在公關方面的優點是能清晰地解讀和引導公眾意見，他便利用這些優

勢，為六千多名官員和企業高層提供傳播和媒體技能方面的培訓，讓

身處高位的官員及企業高層理解公關如何透過媒體，將機構訊息有效

的傳播予大眾。

不斷增值自己  走在時代尖端

路是人們走出來的，同樣地經驗是要靠自己累積而來。何安達曾

經擔任記者和編輯的工作，這些經驗為他的公共關係顧問工作提供很

大的幫助。與媒體打交道，將公司的訊息通過媒體傳達給受眾是公關

人員的重要工作。在媒體工作的經驗也幫助何安達轉換思維，了解記

者的思考及行為方式、新聞觸覺及媒體議程（Media Agenda）安排。

何安達

何安達曾在多家企業、公營機構及政府部門擔任媒體方面

的工作，而他最為人熟識的，應該數他擔任前特首曾蔭權

的公關顧問一職。2006年至2012年間，何安達擔任行政

長官的公關顧問，職稱是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

員，職責是為政府重大政策及計劃制訂公關策略及監察其

執行。此後，何安達開辦了公關顧問公司，為不同機構提

供公關服務，服務範圍以傳媒關係及政治公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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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公關人員，另一個必需的技能是對新事物和環境變化的洞察

力，包括注意身處的社區、社會及全球的動態變化。何安達指出，客

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們需要建議是因為公關

人員知道他們並不知道的事情，這就要求公關人員要一直站在時代的

前端。為了做到這一點，公關必須處處留心、開拓視野、廣泛閱讀以

及廣交朋友。除此之外，高情緒商數（Emotional Quotient）也是每位公

關人員必須擁有的。從事傳播交流方面的職業，與人溝通是日常工作

的一部分，所以公關人員必須善於與人交流，樂於和別人建立聯繫，

並和人們達成共識。因此，努力提高自己的情緒商數是公關人員的一

項必修課。

在以上幾點中，何安達認為，最難達到的是每分每秒都走在時

代尖端，因為世界的變化實在是非常迅速。市場上有種說法「每五

年便要培養一項新技能，不然就會被市場淘汰了」。有鑒於此，何

安達一直在學習新事物。二十年前，當時還是記者的他對「社交媒

體」這項事物可說是一無所知；二十年後的今天，隨着 YouTube、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體在生活中的無孔不入，何安達也學習

並掌握了一些新媒體的知識，更密切留意不同的組織和公司如何利用

新媒體推廣企業形象及其理念，務求能在科技、政治等各方面處於潮

流前端。

找專家幫忙才是上策

公關人員和醫生的工作也有相似的地方，很多時候都要運用「對

症下藥」的原則，為不同機構提供有效的公關策略。何安達表示，在

政府部門工作時，必須揣摩公眾對政府的期待和看法；在商業集團工

作時，要考慮企業的營收利潤問題；如果在教育機構工作的話，又會

有其他更優先的事情需要考慮。總而言之，雖然同樣是公關工作，但

是為不同的客戶服務時，要站在不同的立場思考，因此，公關也需要

了解客戶所在行業的專業知識。要做到這一點，何安達的秘訣就是一

直保持勤奮的閱讀習慣。除此之外，還要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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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舉例說：「美國總統並不是一人獨攬所有事務，而是讓每個領域的

專家來幫助他治理國家。他需要做到的是知人善任，了解每個人的特

點和長處，在需要的時候請合適的人才解決問題。對公關顧問來說，

事情也是如此。你不太可能在每個專業領域都瞭如指掌，但你必需要

清楚在哪個領域有甚麼專家。當你遇到超出你能力範圍的問題時，你

就可以求助於你的專家好友了。」

社會各行各業對公關顧問有很大需求，如果留意報刊新聞的標

題，你會發現幼兒園院長在發表聲明，大型跨國公司的 CEO（首席

執行官）在發表聲明，NGO（非政府機構）的活動籌備者在發表聲

明，政府官員也在發表聲明，各式人等都在發表聲明，這就說明了，

對公關顧問的需求可謂無處不在。不少人誤以為「身光頸靚」的公關

人員，總能在公關事業上名成利就。然而，公關人員的最大職業滿足

感，來自幫助人們進行溝通、互相理解，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政府的公關宣傳—「起錨」行動

何安達曾擔任前特首曾蔭權的公關顧問，為當時的政府提供了不

少公關上的意見及策略。2010年，曾蔭權政府提出2012年政改方案

時，曾經受到不少非議，政改方案受到媒體強烈批評。何安達和同事

們多次與媒體溝通，但每個人對於如何推進民主發展都有一套看法，

難以讓不同立場的人透過媒體上的討論達成共識。何安達提及，當時

大多數的香港市民對政改方案的細節都不甚了解，在不了解的情況

下，難免會先入為主，持有偏見。大家都認同要提升民主水平，可是

具體如何達到，很多人都不清楚。

何安達指出，除政府發布了政改方案的細節外，媒體也有報道。

然而，媒體並無義務協助政府不斷重複報道這些內容。再者，媒體更

熱衷於話題性較強的新聞，特別是負面新聞。因此，起錨行動的宣傳

就變得更為重要。曾蔭權政府當時訂下的目標，就是向廣大市民推廣

政改方案的細節，讓他們真正了解政改方案的內容。「起錨」的宣傳

短片在電視上播出，政府官員親自前往各區分發傳單、與民眾交談，

以上一系列的宣傳通過各種渠道散播出去。「與此同時，為達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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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效果，特首曾蔭權和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更進行了電視辯論。而

之前的宣傳亦為這次辯論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至少公眾現在較清

楚，辯論的內容是甚麼。余若薇是一位資深律師，擅長辯論，而曾蔭

權卻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儘管如此，這場辯論仍然是空前的。一方

面，它引起了公眾的注意，讓他們了解政改方案的具體內容；另一方

面它為往後的特首開創了一個在面對爭議時，其中一種可用的全新處

理方式。人們往往只着重於該討論的過程和結果，卻低估了這一行動

所具備的開創性意義。」

前所未有的政府 Facebook 專頁—「上亞厘畢道」

除了「起錨」行動的辯論，何安達在擔任曾蔭權的新聞統籌專員

期間，還有一項創舉—就是開設了政府的 Facebook 專頁「上亞厘

畢道」。在此之前，香港政府各個部門都沒有設立 Facebook 專頁，

「上亞厘畢道」專頁的開設為香港政府提供了一個與公眾溝通交流的

新方案。當時，曾蔭權十分希望利用新方法及新科技加強與公眾的溝

通，於是促成了這一網頁的建立。但是，開設社交媒體的政府專頁也

有其壞處，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會主動讚賞政府做對的事情，批評政府

的人則相對主動得多；因而，即使是白宮的 Facebook 專頁，互動性

也不會很高。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個先例，一種新的交流方式。在

「上亞厘畢道」專頁的影響下，其他政府部門也考慮這種新的宣傳及

溝通方式。另外，在馬尼拉人質事件發生後，政府設立了一個讓市民

向受難者致以哀思和悼念的 Facebook 專頁「深切哀悼菲律賓遇害港

人」，此專頁大約有150,000人瀏覽。由此看來，政府應進一步思考如

何有效地運用社交網站與公眾溝通。

傳媒是「四葉草」

公關人員和記者、編輯之間的關係，就像「天秤」般，總是需要

維持及平衡兩者的專業利益。何安達說：「可能私下間你們是很好的

朋友，一起吃飯和喝酒，但是專業的記者永遠有他們的職業立場，不

要以為單靠私人關係，記者或編輯朋友就會在工作中提供幫助。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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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察覺到敏感新聞的味道之後，一定會馬上行動，緊咬不放。這

並沒有錯，而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和記者維持好的關係，明白他們是

怎麼想的，雖然不一定有甚麽實質的幫助，卻可減少在溝通中出現誤

會的可能性。」何安達提出了一個「四葉草」的比喻，當今媒體就像

一棵「四葉草」，它的第一片是傳統媒體，電視、報章、雜誌等在新

媒體及新科技的衝擊下，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第二片葉子是半傳

統半電子傳媒（Tra-digital Media / Traditional-digital Media），例如美國的

《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及香港的《主場新聞》*等；第三片

葉子是社交媒體，像 Facebook、YouTube、Twitter 這樣的社交媒體

在訊息的傳遞交換方面都在當今社會發揮着巨大作用；最後一片葉子

是機構或團體自己手上擁有的「媒體」，隨着發布新聞內容門檻的不

斷降低，人人都是傳媒人，任何人都有能力製作新聞內容和訊息，並

且可以隨時隨地發表。作為公關顧問，在為客戶提供建議時必須要牢

記這四片葉子，並加以適當運用。

網絡上的資訊發達，導致傳統媒體的記者也會花大量時間在新媒

體捕捉新聞。許多我們日常在報紙看到的新聞，其實來自YouTube、

Facebook 及 Twitter 等任何人都可以發放消息的社交網絡，人人都

成了新聞的生產者，然而，新聞的可信度也因此而下降。儘管香港

的傳統媒體以前也會犯一些報道方面的錯誤，但現在這種情況更加嚴

重。競爭越是激烈，傳媒人就越少時間去驗證消息的可靠性。以往，

針對每個版面的內容都會有不同的截稿期限，亦即所謂「死線」。如

今，訊息的更新速度之快，每分每秒都是死線。由於記者在行業間

激烈的競爭，不經過縝密的調查就會發表一些從社交媒體搜尋來的內

容作新聞報道，新聞的真實性及可靠性都較以往低。擔任「守門人」

（Gatekeeper）角色的編輯也因為時間有限而無暇多顧。有一說法：

「以往，傳媒遇到有疑問的新聞都會展開調查確認（“If in doubt, check it 

out.”）。後來，由於時間關係如果有疑問就棄之不管，不作調查、亦不

*  《主場新聞》於2014年7月已正式結束，部分人員於同年12月宣布再創辦新的網站，

名為《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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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報道（“If in doubt, leave it out.”）。如今，就算有疑問也照樣第一時間

出版、報道，絕不考究其真偽（“If in doubt, print it out.”）。」當然，這

並不是絕對的，記者的天性還是不斷懷疑一切，繼而挖掘新聞真相。

「當你遇到危機時，仍然要用事實來說服記者，而不能蒙混過關。」

新時代下的傳媒關係管理

何安達的經驗告訴我們傳媒關係的重要性，因此，這裏特別提

供一些傳媒關係管理的方針及守則。

對大多數人來說，公共關係一詞等同於「和媒體打交道」及

「發表文章」。事實上，現代公共關係最早只是新聞業的附庸。現

代公關之父艾維•李（Ivy Lee）原是新聞工作者，及後被客戶要求

為其公司建立形象。1990年前，幾乎大多數香港的公關人員都曾當

過記者。

簡單而言，身為一名公關必須熟知如何與傳媒打交道。然而，

現今的新聞媒體對於企業、政府或其他組織持負面態度居多。甚至

有人抱怨，相比起報道所有消息，記者更熱衷於報道壞消息，根本

就是「魔鬼代言人」。這也是很多人不喜歡媒體的原因。然而，尋

根究底，不留情面、甚至是懷有惡意地對權威發問是媒體的責任及

權利—它們在民主社會中的職責就是獨立地挖掘出真相。現在，社

交媒體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和媒體打交道變得越來越不容易。公關

專業人員的重要工作，就是在尊重媒體的前提下向他們解釋和溝

通。

雖然社交媒體的影響很大，但一些具權威性的傳統媒體，仍

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人們心中，具有良好聲譽的媒體為商業品

牌所作的報道比商業廣告更值得信賴。公關人員的核心工作內容，

就是在品牌媒體上塑造企業的良好形象。以新聞形式進行的企業報

道，可信程度比要花錢的廣告要高得多，因此，讓企業在新聞中出

現是公關人員絞盡腦汁要做到的。若希望有更多正面的新聞報道，

公關人員就要和記者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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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到電視、新媒體等其他媒體帶來的競爭壓力，平面印刷

媒體的記者比上個世紀更為咄咄逼人，有些甚至懷有惡意。當媒體

決定針對了某個組織或某個人時，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1997年，

華爾街極富傳奇色彩的投資者朱利安•羅伯森（Julian Robertson）

花了十億的訴訟費才讓《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雜誌承認在

〈華爾街巫師的隕落〉（The Fall of the Wizard of Wall Street）一文

中對他的不實報道和惡意誹謗。相對媒體來說，公關人員的主要工

作，是在平時幫助推廣企業、機構，在遭逢攻擊的時候幫助捍衛機

構的聲譽，這就需要充分了解傳媒對甚麽感興趣。

照理來說，記者應該客觀地報道新聞事件，但「完全客觀」

實際上是幾近不可能的。幾乎所有人看待事物都會有預設立場或偏

見。儘管如此，新聞學的學者一般認為記者和編輯應在最大程度上

追求客觀性。就本質來說，記者對於企業、政府的新聞發言人是持

懷疑態度的，不會全盤接受新聞發言人所說的一切。同樣地，如果

企業和政府能有力地證明他們的說法，那麼記者和編輯也不會對真

實內容加以扭曲。

從另一方面來說，公關人員和記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友好的

對手」而不是「惡敵」，但現實中兩者的關係有時會演化成後者。

儘管如此，這並不是說記者只會一味地惡意攻擊企業或政府，他們

也會儘量客觀地報道各方意見。現在，越來越多的記者表示自己尊

重公關人員的工作。如果能理智、友好及專業地對待記者，他們也

是相對好相處的。然而，一些企業高層並不明白自己的企業和媒體

關注點有所不同：記者感興趣的是故事，即使對於企業來說不一定

是好故事；然而，企業則只想呈現自己最好的一面。因為這一立場

不同，企業管理層有時會把記者視為堅定不移地給自己找麻煩的敵

人。

互聯網的發展無疑為記者提供了更加多即時消息及資訊，同

時也讓記者和企業之間關係變得更加複雜。互聯網開啟了新聞傳播

的新時代：即時的、自由的、不受審查的言論和消息得以一星期七

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傳播。然而，互聯網的發展也使得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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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約定俗成的一些規矩遭到挑戰，謠言更能肆無忌憚地傳播。網絡

記者時時刻刻辛勤工作，不斷製作出關於個人、團體、企業、政府

的大量新聞報道，一些是真實的，還有一些內容不盡不實，需要推

敲。必須承認的是網絡記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們所生產的內容對

人們的影響。和網絡記者相處的關鍵與傳統媒體記者一樣—尊重他

們，友好平等地相處並提供真實的訊息。

公關守則—要與記者保持專業關係

公關人員精心維持着企業和媒體之間的關係，幫助他們進行溝

通。媒體是不可能被簡單操縱的，但有可能在你誠懇傳達訊息的情

況下為你做一些正面報道。要做到這一點，一家公司首先要建立正

式的媒體關係政策，讓記者知道採訪途徑和規定；其次，公關人員

應當遵循下面12條守則：

1.  記者就是記者。記者是沒有「下班」的狀態的。你對記者

說的任何話，他們都可能會報道。所以，不管你是一個性

格多麼友好的人，永遠不要對記者放鬆警惕。

2.  你代表你的公司。過去，記者看不起公關人員，諷刺他們

是公司的「傳聲筒」，也極少引用他們的說話。但現在的

公關人員代表着公司的形象，所以說話前一定要三思，謹

言慎行。

3.  記者並非千人一面。很多人不願意與媒體打交道。他們認

為記者都是壞人。但實際上，大部分記者只是努力做好他

們的工作而已。除非一個記者臭名遠播，否則對待每一個

記者都應該抱着友善和尊重的態度。

4.  以專業公關的態度面對記者。記者很清楚公關人員和他們

的角色區別，後者也應當如是。記者的職責是挖掘新聞，

而公關人員的職責是建立和保護公司的形象。記者和公關

人員的相處之道應為互相尊重和保持專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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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因為懷疑而惱怒。記者不是領着薪水來說好話的。他

們的職責就是批判和懷疑資訊。有些人憎恨這一點，但聰

明人清楚此乃天經地義。

6.  別想收買記者。不要嘗試利用廣告來威脅、強迫記者。新

聞和廣告之間應當有明確的界限。謹守專業操守的記者不

會接受企業的賄賂為其美言。

7.  做一個可靠的消息源。記者不會被收買，但卻會相信值得

信賴的消息源。記者的職責是報道發生了甚麽事，而公司

內的公關人員會比記者更清楚公司和行業內所發生的事

情。做好消息源，正面的關係也會隨之建立。

8.  非工作時也提供消息。做消息源就意味着要和記者共享訊

息，即使發生的事情和你的公司關係不大時也是如此。記

者需要人提供新聞切入點，如果你提供給他們了，那麼彼

此之間的正面關係就可以得到強化。

9.  別指望你和記者看待新聞的標準一致。記者所認為的新聞

和公司認定的新聞是有分別的。如果一件你認為應該上新

聞的事情沒有被報道，別抱怨。不要和老闆保證，「這事

一定能上新聞」。

10.  不要扭捏作態。記者需要你提供消息，對待他們既不可羞

澀靦腆，亦不可冷漠無禮，不情願分享消息。

11.  不要說謊。這是最基本的規則。就像一位《華爾街日報》

的記者說的那樣：「永遠別對記者說謊，否則他們再也不

會相信你。」

12.  多讀記者撰寫的新聞。公關人員常常因為提供予記者的東

西沒新聞價值或枯燥無趣而被記者批評。在公關人員希望

記者撰寫特定方向的新聞時，這一點尤其容易讓兩者產生

衝突，因此要多讀新聞，從而了解記者的新聞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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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些人不肯承認，但記者也是人。因此，就算你做到了以

上各點，記者也不一定會公正客觀。但大多數時候，遵循這些原則

可以幫助公關人員和記者建立較好的關係。與媒體保持良好的關係

的企業，會較容易吸引媒體正面報道，這就是處理好媒體關係的目

的。就像上文提到的，通過新聞稿和其他途徑使媒體對公司作出正

面的宣傳和報道，比廣告有效得多。

公關的武器—新聞稿

公關及記者的溝通，大多着重於問與答之間，公關人員若要主

動出擊，製造新聞作宣傳之用，就要出動專用武器—新聞稿了。

新聞稿是為機構作宣傳報道之用，為使傳媒更廣泛地採用有關的新

聞稿，公關人員在準備新聞稿時，必須要注意下列提示：

1.  明確「死線」。對媒體來說時間性是很重要的。譬如說，

《紐約時報》商業版的截稿時間是下午六時到七時左右，

新聞活動的安排應當考慮到相關的截稿時間。還有一個技

巧是在周五下午截稿前發布壞消息，記者就不會對該消息

進行仔細研究，而周六讀報的人也會較少。儘管這個技巧

有時會起作用，但也會讓記者和編輯感到不高興。

2.  首選郵件而非電話。由於記者非常忙碌，所以最好先通過

郵件方式發送新聞稿給他們並再以電話確認，節省他們的

時間。如果他們有甚麽不明白的，會再透過新聞稿的聯絡

方法致電公關人員詢問。

3.  將新聞稿發給具體的人物。報社是分部門的：商業、體

育、時尚、娛樂等，有針對性地將稿件給某個記者或編

輯，比模糊地寄給一位「編輯」更容易得到發表。就財經

新聞來說，一家大報可能會有不同編輯分管銀行、化工、

石油、電子等領域的內容。公關人員應當清楚了解哪一位

編輯是他們要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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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搞清楚記者希望你怎麼聯絡他。像對待客戶一樣對待記

者，弄清如何聯繫他們會讓他們覺得更方便、滿意。

5.  不要糾纏不休。媒體有其獨立性，接收新聞稿之後是否刊

登取決於編輯的判斷。不要對他們施加壓力，糾纏不休，

否則可能會有反效果如惹怒他們。

6.  慎用獨家新聞。記者都想拿到獨家新聞，所以有時公關人

員可以以此形式吸引他們，譬如安排媒體與企業高層進行

獨家專訪。儘管這一方法提高了文章發表的可能性，然而

也有可能得罪其他媒體，所以必須慎用。

7.  親自接聽電話。傳媒人通常都不用秘書，因為他們不想耗

去等待轉告的時間。同樣地，公關和傳媒人打交道也應當

親自接通電話，並保持有禮、親切的態度來贏得記者和編

輯的好感。

8.  別將其他媒體的稿件給當下打交道的記者看。這可能會

讓他們覺得別人在收到新聞稿之前已經挖到了有價值的新

聞，或者自己寫的稿子不夠有趣。

9.  建立良好關係。和記者有着越好的關係，他們就越會理解

和體諒你的公司。

10.  永遠不要說謊。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新聞稿一般由公關人員直接發往報社或相關記者。除此以外，

給通訊社供稿也是必需的。美聯社為全球超過15,000個客戶供

稿，它和其他三家財經通訊社—道•瓊斯（Dow Jones）、路透社

（Reuters）及彭博社（Bloomberg）都積極報道關於各大公司的消

息。然而，他們採用的新聞都經精挑細選。許多中型公司也會考慮

付錢給收費通訊社，以保證他們採用自己的新聞稿，這些通訊社便

會將新聞稿發給媒體。為這一類收費通訊社準備新聞稿時，公關人

員應特別注意使用清晰的標題、有力的引語（Quote）、方便而明確

的新聞查詢聯絡方法，並要抓準時機及目標通訊社來發放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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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是形象顧問也是心理醫生

公關人員除了負責發表新聞稿，令企業得到媒體的宣傳報道之

外，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協調傳媒對他們公司高級管理層的採訪。大

多數高層並不適應這樣的採訪，甚至會反感。因此，高層的採訪顧

問工作就至關重要了。在準備採訪時，應當明白採訪者和被訪者都

沒打算建立長久的友誼。採訪者的目的是寫出有價值的報道，而被

訪者則希望能傳達自己的重要觀點。在面對採訪時，公關要擔當形

象顧問及心理治療師，並謹記以下十條守則：

1.  提前做好準備工作。在採訪前，告知被訪者採訪者的身

份、寫作方向和觀點等，同時還要讓被訪者了解讀者想知

道甚麽。

2.  放鬆。記者也不過是想做好工作的普通人而已，保持和諧

的氣氛可以令採訪更順利。

3.  以個人身份發言。人們不太相信龐大的機構。比起「我們

公司」這樣的說法，「我」會顯得更親切，這讓公眾覺得

你也是他們中的一員，而非公司的喉舌。

4.  歡迎簡單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非常簡單，但也應該好好

回答，這能幫助不太了解公司的人了解更多。

5.  直接簡潔地回答問題。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回答要簡潔、

精確、切中要點。所謂言多必失，如果話題被引到了自己

所不熟悉的領域是很危險的。

6.  不要亂說。如果記者問了被訪者不了解或是不能回答的問

題，直接交代。如果公司有其他人更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可以告訴記者。

7.  陳述事實和事例。事實和事例支撐着採訪。被訪者應準備

好一些支撐自己觀點的基本數據。公關顧問要為被訪者做

好這些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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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答應提供給記者更多訊息，那就儘快提供。記者在緊

張的時間壓力下工作，需要儘快得到足夠訊息以在截稿期

前完成稿件。如果忘記為記者提供額外參考資料，可能會

令記者失望，或令事件報道不全面。

9.  沒有「不宜報道」這回事。如果不想看到某些內容出版，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就不要提及。儘管有的記者會按照你的

要求不提及一些事情，但並非所有人都如此。被訪者應意

識到自己說的每一句話都有被刊登的可能性。

10.  說真話。聽起來很陳詞濫調，但的確重要。記者都很敏

感，能夠察覺到被欺騙，所以不要妄圖欺瞞、迴避、說

謊，而應保持積極可信的態度。如果拒絕回答問題，一定

要給拒絕的原因。在採訪中，個人信譽是最基礎的，如果

你不可信，你所說的一切也會受到懷疑。

像其他公共關係的工作一樣，維持良好媒體關係的關鍵就是專

業。專業的公關人員能夠幫助企業和媒體雙方更有效地達成目的，

實現溝通。

參考書目

Seitel, F. P. (2004). The practice of public relations (pp. 211–240).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