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內大學公國內大學公國內大學公國內大學公共共共共關關關關係係係係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世新大學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世新大學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世新大學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世新大學公公公公
共關係室共關係室共關係室共關係室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計有三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主要是由於國內

教育環境的改變，促使大學公關越形重要，凸顯出進一步了解大學公關人員工作

信念的重要性。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之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背景與研究背景與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一一一一....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追溯起公共關係在台灣的發展起源，第一要歸功於政府的提倡，再加上民間

力量的順勢推動；另外也不外是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文化因素使然(張素慧、劉淑

惠，1999)。由於結合了這三方面的主要力量，使得公關在台灣逐漸起步發展。 

 

以政府的提倡而言，要從一九五 0 年新聞局首次引進政府公關提起，當時新

聞當局仿照美國已行之有年的公共關係的概念，將其運用在國內的政府組織領

域，一方面是為了用在政府宣傳，期望使政治行政得以更順利地運作；另一方面，

也是為了突顯更為民主與透明的政府公關(McNair，1997)。 

 

隨著時空轉換，台灣社會的發展日益自由化及多元化，於是在上述政治的民

主化以及經濟的發展迅速等等多重外在環境因素的激盪之下，提倡教育改革，關

心教育與影響教育的人事物日漸複雜了，例如強調校園的民主化、提倡教師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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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及教評會的設置等等，這些都使得學校教育不能再像以往一般，只能關

起門來在圍牆內辦教育，因為社會大眾比以往更強烈地期待參與學校教育事務

(張素慧、劉淑惠，1999)。由此可知，基於學校組織變革與對學校效能的要求，

使得關心學校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導致學校對內與對外公共關係的建立與推展顯

得格外重要，已不可同日而語(王振德，1998)。 

 

至於大學公關在國內的沿革，張在山(2004)指出，台灣的大學中，最早設有

公關部門的是成立於西元一九六 0 年代到一九七 0 年代的淡江大學的前身淡江文

理學院，但不久就撤銷了。台灣一百五十餘所大專院校在這方面腳步即顯得相對

較慢，世新大學因有完整的公關課程，故較早在行政管理系統內將其納入，但並

未設立公共關係室。後來，文化、輔大、銘傳、東吳、元智、中山、交通大學等

接著陸續跟進，並成立公共關係室(詳如表 1-1)。 

 

表 1-1: 國內大學公關室(一級單位) 

公私立 學校名稱 公關單位名稱 成立時間 

私立華梵大學 公關室 民國 79 年 

私立東吳大學 發展處 民國 82 年 

私立元智大學 公共事務室 民國 86年 

私立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處 民國 88 年 

私立逢甲大學 公共關係室 民國 90 年 

私立東海大學 公共關係室 民國 90 年 

私立輔仁大學 公共事務室 民國 93年 

私立長榮大學 公關暨新聞中心 民國 93年 

私立大

學 

私立世新大學 公共事務室 民國 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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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

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公共關係室 民國 95年 

  

在大學博覽會的調查中(陳俊宏，2004)，對於個別大學是否有成立公關單位

時，發現有 47.5%的受訪者表示該校有成立公關單位，但仍有 52.5%的學校並未

設立公關單位，研究發現，公關部門在大學教育，普及率不算高，只有近過半的

比例來處理學校與社會大眾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至於兼辦公關事務的單位大多

以秘書室為主，大都由校長主任秘書兼任部分工作。 

 

至於教育公共關係在國外的沿革則更早。以公共關係理論與實務為主要發源

地的美國為例，West(1985)指出，教育公關的濫觴實際要追溯到一個老師與一個

學生在教室中的首次見面，而William McAndrew 便是將自身在學校中經驗到的

這種情境，訴諸文字出版的第一人；Oberg(1983)進一步指出，由於William成功

地將學校與公眾放在一塊，使得描述其教育公關概念的一篇文章「公眾與學校」， 

在 1917 年出版並獲得大眾廣泛的閱讀。 

 

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遇上了「耙粪運動」(muck-racking)，企業家藉由

新聞媒體抵擋外界的批評，這股風潮也影響到學校，使得學校也開始懂得用報紙

來報導學校活動(陳慧玲， 1994)。由此可知，美國學校公共關係發展的主要力量

起源於企業界(陳世聰，2007)。 

 

Moehlman(1938)指出，一九二 0 年代教育公關漸漸開始從地方政府政策的束

縛中解套，努力朝向維持公眾資訊流通的目標進行。而這種資訊流通的目標，便

成為教育公關有史以來第一個統一的公關觀念。他解釋道，公共關係是一種資訊

的服務，其將公眾與媒體或議題視為擁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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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之父之稱的 Moehlman 在其出版的《學校公共關係》(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Plant:a Disscuss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Education ,1930)一書 ，首先揭示學校公共關係的概念，堪稱第一本與學校公共關

係有關的教育行政專書，他並將宣傳與公共關係清楚劃分開來，為公共關係注入

雙向溝通的慨念。Miller & Charles(1924)進一步指出，這也使得報社記者與教育者

開始成為一種共生的關係。 

 

而 1935年七月，一群學校公關專業人員的團體，決定組成他們自己的組織—

國家教育公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Publicity , NAEP)，也就是國

家學校公共關係協會(National School Public Relation Association ,NSPRA)的前身

(Wherry,1982) 。陳慧玲(1994)指出，至此美國民眾開始有參與教育事務的機會。 

 

到了 1945年，這個組織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手冊《今日的技術》(Today’s 

Techniques)，內容是描述成功的學校公關實作。在一九五 0 年代，無論是新聞文

件、手冊、特別報導、專題討論等等，都在這期間開始發展(Wherry ,1982)。 

 

此外，教育公關另一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是在一九七 0 年代採用了倫理道德

的議題，包括公關計畫與公關專業的標準(Wherry,1982)。 

 

而教育公關一個更大的改變是在一九八 0 年代，包含當時十一個主要的公關

協會，共同發布能持續引導公關專業擴張的報告與建議。另外，儘管在這個期間，

公關人員的主要責任本質上仍在新聞媒體，但為了配合持續增加的人員人數與工

作複雜性，仍然需要大範圍的技巧與才能（Ｗherry, 1982）。 

 

由上述美國教育公關的發展可以了解到，在公共關係的工作範圍上，對媒體

公關有很大的重視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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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觀國內大學公關，其最主要的公關工作便是因應學校面臨的種種問題，唯

有正視這些問題，才能對學校公共關係的推展有所助益。Kowaslki(1996)便指出增

加學校推展公共關係之必要性的種種狀況: 

 

首先，大學公關直接面對的是公眾的批判，外界對學校的負面形象看法，將

可能導致教育資源與補助的減少，因此，如何做好危機處理，將是學校公關人員

必須面對的一大課題。 

 

其次，由於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學生與社會的需求、興趣與價值觀逐漸走向

多元化，導致各種團體之教育需求有所衝突，故教育組織與組織內部及外部環境

的溝通顯得格外重要。舉例而言，大學能發揮的功能除了知識培育以外，也必須

逐漸因應符合內部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問題與外部企業的徵才需求，以致學校公關

工作中的就業輔導部分在今日顯得格外重要。因此，為輔導學生就業，台灣大學

舉辦學生職場體驗營；東海大學提供學生求公職考試密笈；政治大學找來美籍研

究生指導畢業生撰寫中英文履歷；世新大學及台北科技大學分別規劃「頭家育成」

課程及「雙師計畫」，教學生創業及貼近業界的知能(自由時報,2009,3 月 2 日)。 

 

隨著學校改革民主化，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學生需要更透明正確且充足

的資訊。各大學公關室無不推出新聞刊物或 e化窗口，如世新大學的「成報」、

台師大的「校園電子報」等等，以加強公眾對學校資訊的掌握與了解。 

 

另外，終身教育的概念，使學校必須負責回應更廣泛的學習需求。成功大學、

清華大學、台灣大學、東海大學、嘉義大學等都推出免費課程，讓放無薪假、失

業的人，可以重回校園進修(中央通訊社,2009,2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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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資訊時代，運用資訊解決並界定問題的能力越趨重要，無法持續性接收

及使用資訊的組織將不具競爭力。「網路大學博覽會」及「網路研究所博覽會」，

便是運用便捷的網路作為資訊平台的例子，以作為一般實體大學博覽會的輔助資

訊管道。 

 

面對擴大需求及緊縮的資源，為了競爭少數資源，策略活動變得越來越重

要。越來越多大學公關部門運用與外界企業的合作連結，不定期地舉辦各種活

動，以增加新聞能見度及學校形象的方式，進而獲取更多資源。 

 

為了擴大選擇性與競爭性，許多大學也積極競爭學生的招生。為了積極招

生，例如:東海大學有「菁英新生入學獎學金」、逢甲大學設計「新生鷹揚獎學金」

等等，都是以高額獎學金透過宣傳吸引學生入學(自由時報,2009,2月 21 日)。 

 

針對個別學生問題，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有社會、身體、情緒及學習上的問題，

學校必須提供更多的服務如擴大健康照顧及社會服務，為了符合這樣的需求有賴

於學校與社區的雙向溝通。 

 

至於經費短缺，更需靠募款來確保有額外的經費來支付更高的成本及擴大的

服務。由各大學公關部門中不可缺的募款業務便可見一斑。 

 

 關於大學公共關係的推動，最基礎工作之一便是經費的籌措。自 1994 年新

大學法修正公布之後，促使教育部開始積極鼓勵國立大學自行籌措部分財源(劉

秀曦，2001)。教育部計畫八十六會計年度擴大試辦國立大學設立校務基金，規

模可能會由當時的五校，擴充到十校。實施至今，已有多校彈性運用校務基金，

如台大以校務基金積極投資、台師大撥出部分校務基金委外操作(聯合報,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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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C3 版)。之前公立大學在員額經費上完全仰賴政府供應，在自籌經費後，

校務的發展上，將會有較大的彈性(聯合報 1995年 8月 30 日六版)。至於私立大

學主要的經費來源，陳俊宏(2005)指出大致有三:一是政府補助，二是學生繳納的

學雜費，三是捐款收入;另外還有董事會的經費來源，以及國科會的研究補助等

等。到目前為止私立大學向校友募款的情形不多見，在私立大學方面，如東海大

學、輔仁大學、銘傳大學等開始向校友募款，因此大學中的公關部門顯得日漸重

要(陳俊宏，2005)。 

 

在政府補助經費刪減，自籌財源比例升高之時，各大學院校更能體會招收學

生時，質與量必須並重，因為足夠的學生所繳交的學費是學校主要經費來源(顏

朱吟，2004)。 

 

張在山(2004)指出，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大學平均學生數已由 1998

年的 1000 人中有 410 人，升到 2007 年的 1000 人中有 987 人，平均錄取率達到

96%的最高點，可想而知， 如今台灣一些學校已有招不足學生的問題。黃政傑

(2001)表示，大學快速擴增，學齡人口卻相對減少，學雜費收入是學校經費的重

要來源，因此國內大學院校之間對學生來源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東華大教務長張瑞雄(2005)指出，教育部宣布五年五百億的高教特別經費有

二十九所大學在搶，且由於同時間大學數目快速增加，本來有十塊錢要餵五個小

孩，現在只剩八塊錢卻要餵十個小孩，台灣各大學需要更多的經費來做建設。(聯

合報，2005)。因此，如何開發籌措財源，成為學校人員責無旁貸的責任。 

 

此外，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後，各大學

也面臨國外大學對台招生的壓力；加上兩岸交流之後，國人赴大陸就讀大學的人

數也增多，這些都會影響到國內大學的招生(黃政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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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原因，首屆大學博覽會於民國 1995年七月藉由中時晚報開始舉

辦。舉辦動機不外有二:第一，考慮到學生的需求，希望透過參觀大學博覽會，

使其獲得個人就學所需資訊外，並能夠與參展學校作互動;第二，是站在參展學

校需求的立場，吸收高素質的學生，並增加學校在外界的知名度曝光率與形象塑

造。總而言之，就是期望藉由該活動，使民眾與大學院校作一良好互動。 

 

此外，近年來由於大學校園危機事件層出不窮，也迫使大學經營者必須公開

發表各類聲明，以「說清楚講明白」來澄清學校的立場。  

 

2002 年發生文化大學校長的碩士論文抄襲風波，立委指控前文化大學校長

林彩梅在任職文大商學院長期間，讓自己的女兒大量抄襲自己的論文;2004 年，

臺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過程產生爭議，乃在於有學界人士認為新任校長黃光彩適

任資格不符(潘韻文，2005)。諸如此類，皆對學校公關人員面對危機事件時的處

理提出挑戰。 

 

大學公關除了消極的危機處理，平時也要對學校的形象與特色有所建樹。 

  

 近年來教育部宣布，未來大學將分為五類，包括研究型、研究教學型、教

學研究型、教學型、社區型(聯合報,2007,10月 17 日: 45 版)。不少學生乍聽研究

教學型、教學研究型頭都昏了，直問有何不同? 教育部長杜正勝(聯合報,2007,11

月 2 日:C4版)表示，大學要提升品質，要發展特色;要發展特色，就要分類;各大

學可以選擇去參加哪一類，各校都可自主，不會受壓迫。因此，對於大學的分類，

高教司長何卓飛表示，大學分類需要社會共識，學校本身也要有認知，重新思考

自己的定位問題。(聯合報,2007,10月 17 日 :45 版)。總言之，校方應從本身做起，

將自身學校的類型落實與宣傳，使公眾了解學校的特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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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新的環境挑戰，大學必須將社會互動密切的公共關係工作定位，建立觀

點，制定對策，藉由媒體的宣揚，讓社會大眾、校內教職員以及學生等等學校內

外部公眾，都能了解認同與支持學校的政策方向，並讓學校得到永續發展(劉秀

曦，2001)。 

 

  

二二二二. . . .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從闕淑如(1999)對我國大學院校之公關編制情形調查中發現，當時全國共 87

所大學及獨立院校來看，其中大部分的大學院校並未把公關職責從行政單位中獨

立出來，僅有 14所大學設有公關部門(16.1%)。觀察我國大學院校設立公關單位

的觀念卻仍在發展階段，故針對大學公共關係之運作確實有研究及調查之必要。

此為第一個研究動機。 

        

王宣民(2004)指出，隨著國內教育事業不斷地發展，教育機構的社會角色功能

如社會化與全球化等日益複雜化，其所面臨的社會關係如社區接軌與全民教育等

也越益多元化。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它反映社會危機及發展趨向，躲在象牙塔內

閉門造車的時代已過去。因此，李湘君(2004)認為，在教育機構中注重對公共關

係的建立，增加民眾對學校公關的溝通與了解，已經成為其創設和發展時的一個

關注焦點。劉秀曦(2001)進一步指出，面對快速發展的資訊時代與多元化的轉型

社會，學校經營者為了要促進公眾對於學校運作之進一步了解，並爭取公眾的支

持與合作，從事適度的學校公關推展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容忽視的。 

 

然而雖然如此，國人對於大學學校公關的認識普遍不足，為本研究第二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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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動機。一方面是由於缺乏了解，一方面也是由於國情並不如美國受到重視。由

於大學公關在國內的不興盛，適時對大學公關的理論與實務的重要性予以關注，

已成為當前大學公關的一項課題。 

 

關於大學公關的重要性，除了時代的潮流，知識水準的提高，導致社會大眾

對於學校運作的參與程度日漸加深；還包括教育形象逐年低落，使得各大學紛紛

致力於追求組織再造；由教改所衍生的壓力，教改的呼聲此起彼落，使得學校公

關人員要做好內外部溝通的橋梁，促進雙方良性互動；自籌財源比例的增加，為

學校公關帶來自籌經費的壓力；加上學校特色的推展，公關人員全力運用各種管

道來宣傳自己學校的特色等等(劉秀曦，2001)。 

 

具體地說，大學院校在面臨民主意識高漲、經費籌措、以及同業競爭等壓力

下，大學公關人員不得不改變以往被動的保守的經營態度，轉而運用各種媒體，

主動出擊為宣揚學校特色而努力(劉秀曦， 2001)。 

 

第一，大學必須擁有資源與自由，才能持續不斷完成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的責

任(李湘君，2004)。 陳慧玲(1992)解釋道，公共關係一直為企業界所重視，卻鮮

少出現在校園；究其原因，主要是過去的公立學校只受政府監督，經費及學生來

源受到保障，民眾當時也較無能力加以干涉；而私立大學雖然對公共關係比較重

視，但也只侷限在形象的宣傳。但自 1994 年新大學法修正後，便開始強調學術

自由與大學自主的精神，大學對於招收學生素質的提升與自籌財源部分，都予以

把關。凡此種種，皆顯示出大學與社會大眾之間互動頻繁，更凸顯了大學院校公

共關係的重要性(劉秀曦，2001)。 

 

第二，新聞媒介對大學十分膚淺的宣傳報導和公眾對教育界接連不斷的批

評，加上學校增加政府補助減少，導致了大學的財務危機。學校管理者和公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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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員還要努力與對大學教育失去信心的現象搏鬥 (紀華強， 1996)。 

 

李湘君(2004)指出，學校正受到外界越來越多地的抨擊，常常成為新聞媒介

批評的對象。衝突誤解與溝通的困難，進一步加深了學校教育的危機。為改變這

種不利的狀況，一些受到媒體報導負面新聞的學校應振作起來，重塑自身良好的

形象，以獲取公眾更多的理解與更多的道義和物質的支持，重建公眾對學校教育

的信心。 

 

最後，隨著供給的快速增加，大學教育市場的競爭亦進入白熱化的階段，而

如何提升學校形象以吸引優秀學生前來就讀，亦成為各大學重視的課題。因此，

學校公關人員如何向社會大眾尋求更多人力、物力等資源以利學校發展，並造就

更好的學習環境來達到招生的目的，學校公共關係的有效推動實具有關鍵性的地

位(林姿君， 1995)。 

 

總而言之，學校公關人的基本任務，是將學校現況及未來改變，進行內部與

外部溝通，並告知要採取行動的相關領導者可能產生的影響。主動的訊息溝通是

學校必須進行的一種公關活動，學校應把公關看作一種有效的管理策略，此趨勢

在國外大學早就行之有年，國內在觀念及作法上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李湘君，

2004)。 

 

積極而言，大學公關人員的主要責任是讓大眾知道學校的特色，如此才不會

因為不知而損害其聲譽，反而會因了解而支持其觀點(李湘君，2004)。林志成(2001)

便指出，學校公關是讓大眾了解學校辦學理念與績效，進而支持學校辦學的溝通

行銷利器與策略工具。 

 

儘管如此，林志成(2001)認為學校公共關係仍存在一些迷思與困境:目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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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成員雖然聽聞公關之妙，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未能真正體會開放社

會中學校公關的重要性，也未能發揮學校公關的正向積極功能;而社區人士缺乏

正確理念，也會影響學校公關的推動。 

 

李義男(1995)便指出，每一個教育機構都有它的許多不同民眾，要去建立有

效益的關係，以幫助學校公共關係實際的推展。而學校公共關係是教育企業的重

要工作，每一位教育者必須知道公共關係的功能責任和工作上的規範。因此，從

事學校公共關係工作者本身必須反映出最好的道德標準與專業態度。 

  

最後一個動機則是目前國內關於探討大學公關的文獻普遍缺少，約只有零星

的十數篇，透過對國內大學公關運作現況的初步研究，可補相關研究的不足及作

為其他後續研究的一般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一一一、、、、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世新大學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為例，選擇世新大學與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兩所大學的公共關係單位為研究對象，是由於兩所皆在最近才成立獨立專責

之一級公關單位，以期能夠盡量在成立時間與運作時間差異不大的原則下，進行

研究。  

 

 第二則是特意選擇一所國立大學與一所私立大學為研究的樣本.乃在於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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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基礎與目標訴求等等條件上，有明顯的差別，選擇此兩所以彰顯出兩者的

特色。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三: 

((((一一一一))))    了解公立與私立大學公關部門組織成立與運作上的理念。 

(二) 了解公立與私立大學公關部門在實際工作執行上有何作為及對策。 

(三) 分析公立與私立大學公關工作成果的資源與成效。 

    

二二二二....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針對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擬定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世新與台師大學校公關室單位成立的目的為何?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

念? 

(二) 世新與台師大公關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 

(三) 世新與台師大公關室與媒體實際的溝通程序為何?又與媒體的互動上，採行

何種策略? 

(四)檢視世新與台師大公關室的人力、人際關係、軟硬體上的資源狀況?工作成效

以何種標準來評估?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一一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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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師大及世新兩所大學的公共關係室為主要研究對象，採深度訪談

法，以管理學派的觀點，分析自 2008 年一月到 2009 年五月，兩公關室公關運作

的觀念、實務與評估。採用公關理論中的系統理論、情境理論及優越公關概念作

為本研究的理論背景。 

 

研究架構以理念開始，到評估結束，如圖 1-3-1。首先從概念性的層面，先

探討兩校公關單位人員的工作理念，並公關單位成立的原因；大方向了解之後，

再落實到與抽象理念相對應的實務層面，分為兩部分，包括一般性的工作內容及

執行方式，以及特別強調媒體實務一塊；最終再統合上述部分進入整體評估。 

 

 

                世新公共事務室    台師大公共關係室 

 

 

圖 1-3-1: 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理念 

 成立原因 

工作理念 

   媒體 

媒體溝通 

媒體策略 

   實務 

工作作為 

執行方式 

   評估 

資源評估 

成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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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章節安章節安章節安章節安排排排排::::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從國內大學招生率攀升及教育經

費籌措等面向探討大學公關設置的需要，並說明大學公關人員的責任角色。第二

節研究目的與問題，主要包含理念與實務兩大方向。第三節為研究架構與章節安

排。 

 

 第二章文獻探討共有三節。第一節為大學公關，包括大學公關定義、大學公

關編制、大學公關人員角色、大學公關公眾;大學公關的工作職掌，主要在闡述

大學公關的功能、大學公關工作的管理職掌;媒體與公關、公關策略、公關信念。

第二節為公關理論，提出公關三大學派及其與教育公關的觀念連結;公關四模式

及其與教育公關的關係；並系統理論及學校開放系統模式。第三節則為國內外大

學公關相關研究回顧。 

 

 第三章研究方法，提出本研究方法為深入訪談法，包括訪談範圍與訪談對

象，並明訪談大綱與訪談對象。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第一節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公共關係運作概況，

第二節是世新大學的公共事務室運作概況，第三節分別為台師大點燈系列活動及

世新大學助學方案的個案探討，第四節則為綜合比較。 

 

 第五章為研究結論與建議，包括研究發現、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

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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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檢閱文獻檢閱文獻檢閱文獻檢閱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大學公關的定義、編制、角色與公眾；大學公關

的職掌，包括大學公關的功能以及職責目標、目標管理的限制因素、達成目標的

做法；媒體與公關、公關策略及信念。第二節為公關理論，先分述公關三大學派，

再論述情境理論、優越公關與系統理論；並前述與教育公關的概念連結。第三節

為國內外相關研究回顧。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大學公關大學公關大學公關大學公關    

    

一一一一、、、、大學公關的信大學公關的信大學公關的信大學公關的信念念念念 

    在了解了大學公關概念面與實務面的內容之前，有必要對更高層次如大學公

關人員的工作信念，作進一步的描述與了解。 

(一) 意義 

指出信念是了解一個人做決定最佳的指標，跨越情感和認知兩個領域;

在情感方面，信念和態度的界限一直很難釐清，在認知方面，信念和知

識又密不可分。因此，信念不易被定義，僅能間接從認知態度方面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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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高強華(1992)根據牛津英文字典的解釋，信念有下列幾項意義: 

1. 信念是一種心理的作用條件或習慣，是對人或事物的一種信任確信

與信仰。 

2. 信念是指在心理上確定某一命題陳述或事實為真，無論是基於權威

或證據;都指心靈上對某項敘述的同意，不必再做觀察與驗證。 

3. 信念是指人們所相信的事物，即我們視其為真的命題或一系列的命

題。早期多半是指宗教上的信條，晚近則主張是一種意見或主張信

仰。 

4. 信念是我們所相信的教條的一種陳述，信念即教條。 

5. 信念是一種充滿信心的預期或期望。 

 

(二) 特性 

1. 選擇性的 

 Abbott(1960)在提到學校高級管理人以及其職員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價

值影響及感知時指出，個人所擁有的價值，會扭曲對他人所提出的價值

的感知。換句話說，這種個人擁有的價值具有高度的自主選擇性。 

 

Simon(1947)與 Barnard(1947)也指出，既然管理決定涉及了倫理價值的判

斷，那麼這種決定便是由每個人的相對感覺所評估，而這種相對的感覺

是非常個人化的。 

       2. 時間性的 

Flatt(1982)、West(1982)指出，教育公關專業人員對其責任和負擔的看法，

會隨著時間的經過，不僅在人數，在複雜度上都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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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1985)在描述教育公關領域時指出，教育公關……的歷史指出，這是

一個時間的產物，教育公關由於它的需要性，成為一個正在不斷形塑的

領域。 

   

(三) 功能 

1. 做決定 

Corson(1985)在討論連接倫理與教育管理的概念時指出，這種概念視判斷

品質與決定權之間的關係而定。換句話說，他稱這兩種判斷品質與決定

權為一個好的管理人員所需要的內容；為了使教育倫理的管理品質越

高，概念越增強，這兩者間的關係須越密切。換句話說，教育管理的觀

念透過做決定而落實。 

 

2. 評估成效 

Pomppor(2006)認為，在高等教育的結構中，為了獲得組織的成功，其必

須透過與目標公眾的持續互動，以達到組織目標。 

  

3. 預測 

Griffiths(1959)在描述管理理論的價值時指出，它幫助管理者預測當它採

取一個行動時，什麼將會發生；管理者的價值系統，提供他一個什麼應

該做的引導。 

 

(四) 範疇 

1. 社會的 

Broudy(1965)提出，社會對教育管理者的期望標準，與其他社會中的組

織比較起來，遠高於對社會中其他組織的標準。換句話說，教育管理者

必須將自己的信念，與社會的期望標準，作相互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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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的 

Thomas公共關係角色的問題，與其說來自於是否發揮了它的功能；不如

說是對個人信譽成就與期望的感知和了解。 

    

二二二二    . . . .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公關公關公關公關的的的的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教育公關的範圍包括小學、中學及高等學校，本研究以教育公關中的大學公

關為探討對象。 

 

West(1985)定義教育公關是一種系統化，連續性的計劃、管理、評估的程序，

藉由使用平面、電子及人力資源等等方式，使教育機構從內外在獲得支持的一種

互動溝通及人際關係。 

 

美國國家學校公共關係學會(NSPR)(1986)將教育公關定義為介於組織和其內

外在公眾間的一項計畫性和系統性的雙向溝通過程，使其能建立對組織道德的、

善意的了解及支持。 

 

教育公關包含各級學校，由於本研究以大學為研究之對象，因此，列舉以下

對大學公關的定義: 

 

Dyson(1989)認為大學公關是:一所大學與其公眾進行雙向對等的溝通，在這

個過程中，彼此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以藉此使一所大學達到其所

計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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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matratchakit(2002))認為大學公關是一種管理功能，也是大學和社區的一

種溝通過程，藉由鼓勵明智的公眾利益的實踐中，以及能使大學獲得改進的合作

性工作中，以達到民眾對教育需要的了解之目的。 

 

歸納以上學者對大學/教育公關的定義，大學公關具有以下兩個特徵: 

 

1. 組織化的，雙向對等溝通，相互的了解與尊重 

學校公共關係是學校運用各種行政行為、溝通媒介及行銷策略等各種信息傳 

播方式，透過校內公關與校外公關，形成學校、家庭、與社會民眾［雙向回饋，

多向交流］的信息網路，並使三者相互了解，從而建立良好關係，且使學校塑造

良好的形象，終獲得社會民眾的支持、信任與協助，而能有效發揮學校教育的功

能（林泊佑，1994；秦夢群，1998：謝文全，1997）。 

 

2.與環境公眾之動態關係而發展的概念 

這個觀念支持 Cutlip(1994) 、 Grunig(1994)的觀點，即公共關係的實踐，普

遍藉由在一個複雜環境中，組織與其公眾建立彼此互惠的關係來完成。 

 

Kennedy(1987)也指出大學必須跟著社會需求而變動，也就是大學公關的任

務。他指出，所謂的任務並非處理我們自己著手於眼前的新議題；相反地應該是

社會給我們的新議題。而第一個出發點就是說服公眾我們正在實踐他們的需求任

務。 

 

 Yang(2000)便指出，大學公關做為一個進化的觀念和實踐，必須隨著改變中

的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實際狀況，而有所調整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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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大學公關的重要性，Kowalski(1996)認為教育組織的公共關係，是某種進

化社會科學及領導過程，由於利用多元媒體的門徑，使其能建立信譽，提升公眾

對教育價值的態度，擴大互組織與它們生態系統間的互動與雙向對等溝通，且提

供公眾與職員重要，有用的資訊，並使其成為計畫與決定功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綜合國內學者對學校公關重要性的敘述，可歸納出以下三點: 

 

1. 與公眾的互惠與著重其利益:學校公共關係推動，必須符合社會需求，並以公

眾的利益作為前提之一，努力建立與公眾的良好關係，並得到公眾的了解與支

持。陳慧玲(1994)指出，學校公關須以公眾利益為前提，藉由調查輿論，了解並

結合公益；並尋求公眾對組織的善意了解與好感，進而支持組織。李義男(1994)

鼓勵智慧大眾對學校關心，共同合作以改善學校教育。謝文全(1996)認為應與社

會民眾建立相互了解與關係的歷程，以學校及社會互惠為目的。譚以敬(2003)認

為學校公關的目的在促進公眾對學校的了解支持與協助，能促進學校校務推動，

符合社會發展需求，能有效處理校園危機。楊慕理(2005)指出應建立學校與其內

外在生態系統間的善意關係，藉由雙向對等互動溝通提供重要且有用的資訊給公

眾及職員。 

 

2. 以長期的眼光維持公共關係:必須以計劃性的方式來規劃學校公共關係，以獲

得與內外部公眾長期建立的關係，並使整體公關工作更有效及有影響力。陳慧玲

(1994)認為有系統計畫長期性的活動，其步驟包含輿論調查、計畫決策、傳播行

動、評估校正；對象包含內外公眾，內部公眾常被忽略。陳義明(1996)指出，學

校透過各種媒體，向政府官員民意代表社會大眾學生家長，做適當的報導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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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使其對學校有良好印象；建立良好關係，進而獲得支持鼓勵與指導。譚以敬

(2003)認為要著重有系統有計畫長期性的雙向溝通過程。楊慕理(2005)指出要計畫

和管理有影響力及有效的公關規劃及方案，管理公眾對學校和教育價值的態度。 

 

3.公關工作內容的多元多樣化:學校公關工作可透過更多樣化的方式來進行，以多

元化的概念並行推動，以獲得更有彈性及效率的成效。謝文全(1996)提出促進學

校公共關係的方法多樣化。譚以敬(2003)認為學校公關可透過多元方式進行。 

 

 

三三三三. . . . 大學公關編制大學公關編制大學公關編制大學公關編制    

 Jefkins(1983)認為各組織內設立公共關係部門的取決因素在於組織規模的大

小、組織的最高決策者對公共關係價值的認定程度、組織對公共關係的需求程度

三者。至於公共關係部門的職權歸屬，一般常見的有以下四種形式(蕭思源，1991): 

(一)為一獨立部門 ，直接對最高執行主管負責。 

(二)為一獨立部門，對行銷或業務主管負責。 

(三)為一幕僚或諮詢單位，直接對最高執行主管負責。 

(四)非獨立部門，僅為附屬於行銷或其他部門的企劃。 

  

至於我國大學院校的公共關係組織編制情形，根據闕淑如(1999)之研究調查

結果，發現我國大學院校的行政組織架構中，公共關係的業務編制大致可分為以

下三種類型: 

(一)編制正式的公關部門，也就是直接在學校內的行政組織中設立專責的公關部

門。例如:成功大學、台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元智大學、華梵大

學、世新大學、台北醫學院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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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編制正式的公關部門，但有編制專門公關人員，具有公關之職銜。例如:

中央大學、臺灣海洋大學、中正大學、東華大學、陽明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

學、長庚大學、中華大學、大葉大學等等。 

 

(三)未編制公關人員，但由校長指派專人負責綜理公關相關業務。例如:台灣大

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靜宜大學、義守大學

等等。 

  

闕淑如(1999)指出，根據各項統計數據顯示，國內大學院校對於獨立設置公

關部門的意願仍屬低落，其中大多數都由秘書室兼辦公關相關業務，主任秘書則

為公關業務的當然負責人，亦多擔任學校的發言人。而公關的專業性及特殊需求

性在大學院校中仍未獲得彰顯。 

 

四四四四. . . .         大學公關人員角色大學公關人員角色大學公關人員角色大學公關人員角色    

 公關人員在組織中的工作定位可分成策略性角色與技術性角色兩種。Steiner 

et al.(1982)便指出，公共關係的策略管理之所以不同於操作性管理，主要的分別

在於前者認同環境對組織的影響，並且認為公關主管有必要適切地去回應它。如

此一來，組織的任務變得到平衡，知道組織是什麼，要怎麼做，該往哪裡去。 

 

(一)公關專業人員的內部分工 

 

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在一般而言，並不涉入政策或決策系統；而是只涉入技術

部分。Grunig 即認為，公關人員有兩種角色，一是編採、宣傳、製作傳播素材的

技術角色，如發公關稿、開記者會、增進形象等；一是在組織內擔任策略者的管

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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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tt(1982)列出二十種當代的教育公關專業人員的角色，列舉如下: 

出版人員(publicizing)、廣告人員(advertising)、行銷人員(marketing)、評估人員

(evaluating)、撰寫人員(writing)、編輯人員(editing)、基礎美術人員(knowing basic 

graphic design)、預算控制人員(conducting budget)、校園調查人員(building referenda 

campaigns)、公關服務人員(public relations in service for administrators and staff)、溝

通人員(relating effectively to adults and youth in community problem-solving 

situations)、抱怨處理人員(dealing with oral and written complaints)、危機處理與組織

人員(organizing and administering communication plans for school crises)、紀錄人員

(keeping accurate district public relations records)、組織發展決定人員(determining 

alternative futures)、地區和平人員(serving not only as the district、s peace marker)、

公眾氣候人員(public conscience)、主管忠告人員(the superintendent、s key advisors)、

說明人員(speaking on occasion)、公關產品服務人員(existing and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值得一提的是，Wilson(1964) & Ross(1962)指出，大部分的教育公關研究者，

會把重點放在如上述較具體及定義性的探討上，而丟棄較抽象的工作範圍及內

容，舉例而言，像包含全球化的這種概念的公共關係角色探討，便常會使研究者

感到挫折。 

 

Bagin(1982)、West(1981)、與Wherry(1982)提出教育公關專業人員的幾種職稱

稱呼，如下: 

學校溝通關係主任(director of school-community relations)、 公共資訊主管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行政管理助理(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溝通主管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專案企劃協調人員(special projectcoordinator)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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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助(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uperintendent) 、 公共事務主任(public affairs 

director) 、出版行政人員 (publications administrator) 、 溝通編輯人員

(communications editor) 、 資訊專員(information specialist) 。 

 

 綜上所述，Frank (1987)進一步指出，關於大學公關人員的職稱以及職務角色

內容之間的混淆及困惑持續存在著，也就是說它們兩者之間存在著非確定性及非

一致性。究其原因，印證了Walker(1979)所說的:這是由於大學環境的分散性—即

權力的多中心性，導致今天的公共關係比往日面臨更大的挑戰；Walker 解釋，這

是一種當權者權力的分割；並且凡最優秀的管理者都會承認這種當權權力的分割

性，很適合在大學這種學術氣氛的環境當中，因為這會促使其工作更有創造性。 

 

(二)策略性角色 

West(1985)列舉出未來教育公關策略人員的五種角色，分別是:資訊管理者、

溝通關係管理者、顧客關係管理者、職員關係管理者與政府關係管理者。 

1. 資訊管理者: 

West（1985）指出，公關內外部對於科技關係及科技基礎相關設備的需要、

加上電腦及視訊知識的加增，兩者將會同時加重這個角色的改變。 

所以為了獲取新科技所帶來的利益，便有賴於教育公關專業人員使其變為更

人性化的介面。 

 

2. 溝通關係管理者: 

教育公關專業人員越來越注重及參與學校的溝通工作，因此除了原來的專業

公關人員角色之外，他們還同時兼具了教育溝通主管的雙重角色。 

總而言之，網路普遍的結果，會將專業公關人員和教育溝通主管的兩重角色，

整合為單一角色，吸收它們兩者的功能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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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顧客關係管理者: 

West(1985)指出，顧客關係管理的需要，無論在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都是一樣

是適當且必要的。因為公眾會持續關注教育責任，或具有吸引力的學校選擇

因素等等。總言之，包括家長學生或是其他教育參與者都是被視為客戶顧客，

導致他們的需求必須被注意到，這樣才能使學校獲得他們持續的支持。 

 

 

4. 職員關係管理者: 

一般在募用職員時，會有一個小冊子來描述企業發展新顧客的利基；同樣地，

教育公關專業人員也是要吸引顧客，或是傳達學校的正面訊息給公眾；因此

在徵聘或面試教育公關人員時，告知其組織的政策與實踐，變成為主管最重

要的事情。 

 

5. 政府關係管理者: 

學校有面臨財政預算的壓力，教育公關專業人員一方面要與提供財源的政府

官員周旋，另一方面又與同樣需要建設預算的政府單位競爭財源。 

一個教育公關專業人員，無論他的背景是擁有學校財政知識或是政策知識，

都有機會運用其撰寫發言或人際關係等技巧，直接與政府立法領域溝通。 

 

(三)跨越技術性角色與策略性角色的合作團隊 

Erickson與 Gmelch(1977)指出，對於一般階層的教育公關專業人員如技術性人

員，是否可以算為高層管理團隊的一員參與者，會決定且影響到一般技術性人員

對其角色是否有直接的責任負擔。他並進一步列舉出兩者之間，涉及管理團隊管

理(administrative team management)的角色合作關係: 

1. 是透過每個人的參與管理，來達到責任控制的一種方法，而不是只靠單方片

面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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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需要透過對他人意見的妥協與尊重，來完成團隊決定的一種方法。 

3. 個人可以參與團體決定的一種方法。 

4. 可以解決相互衝突態度的一種方法。 

5. 鼓勵團隊中的每個人，貢獻他們的觀念與想法，給上層管理者或團體的決定

與行動。 

6. 透過合作式的想法，來解決問題。 

 

 綜上所述，Kowalski(2000) 、Keen&Greenal(1987) 與 Dyson(1989)指出，某些

研究認為公關實踐人員只是技術人員，在有問題發生時，被要求進行迅速修補；

而有些研究則認為他們是管理團隊的一員，他們被視為兼具技術角色與管理角色

的綜合體。 

 

 

五五五五. . . . 大學公關大學公關大學公關大學公關的的的的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一)定義 

 劉秀曦(2001)指出，大學公關公眾指的是大學公共關係的對象。 

 

 根據學校公共關係的範圍，可將學校公共關係的對象分為內部公眾與外部兩

種。內部公眾包括學生、教職員；外部公眾則包括社區、工商界、校友、政府官

員、民意代表、大眾傳媒等。 

 

 張在山(1994)也列舉出學校群眾，舉例的分類包括產、學、公家。分別是新

聞媒體、企業及職業界、基金會、研究機構、潛在捐贈者；學生、教職員、校友

董事會、潛在學生；政府機構、高級中學、其他大學軍隊;以及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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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眾分述 

 公共關係主要在凸顯學校組織的優點，使內外部公眾對學校組織的認知有所

了解，進而有所反應;學校乃對其所蒐集的民意，作好反饋的雙向交流動作(黃瓊

慧，2001)。 

 

1.內部公眾: 

 內部態度會影響外部行動，組織內的高士氣與熱情會散發至外部，故內部溝

通的目的包括傳播工作相關訊息、提高工作士氣、建立對學校目標的支持與參

與、危機管理，其對象包括以下兩類(李湘君，2004): 

 (1). 教職員: 

劉秀曦（2001）認為，學校教職員是學校公共關係行動的起點;學校經營者

應該使全校教職員對組織本身有足夠的認識，對推行的政策有所了解，促使各單

位成員間的良性互動以及上下層級間的有效溝通。  

 張在山(1994)則認為，他們在外界便如學校代表，外界對學校的了解都是由

這些教職員而來。因此公共關係應從內部做起，使外界對其有所了解。 

 

 (2). 學生: 

李湘君(2004)認為，學生是學校影響力最大的公眾，學生在校外經常被視為

學校生活的最有權威的解釋者，對學校工作的評價往往在其中反映出來。 

 此外，劉秀曦(2001)指出，學生在校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們將

終生是學校的校友，校友對母校的捐款就教育經費短絀的各大學而言無疑是重要

的來源之一。 

2.外部公眾 

 黃瓊慧(2001)指出，外部公關在與公眾建立良好雙向交流的關係，促進彼此

的互信與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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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區民眾: 

李湘君(2004)認為，學校要努力使自己成為社區中人人稱讚的合格公民，關

心社區的發展。例如利用其知識技術、人才優勢，為社區辦實事；開放學校，增

進互相了解。 

 劉秀曦(2001)也認為，在設計一項公共關係計畫的過程中，進一步遇到的問

題是如何與重要的外部公眾溝通並影響他們。成功的大學公共關係活動可以導引

社區民眾為大學提供許多幫助。 

 

 (4). 企業: 

劉秀曦(2001)認為，現代社會中，不少工商界人士已逐漸體會到社區形象的

重要性，企業組織願意藉由對大學各項活動的贊助來提升組織聲望。此外，藉由

公共關係的推展，讓企業了解認同與支持大學的目標與各項決策，可以促進產學

合作，達到企業與學校雙贏的局面。 

 李湘君(2004)便認為，與工商界建立良好的關係，有利於學校爭取經濟上、

物質上的援助;有利於教師建立社會實踐試驗基地;有利於學生就業。 

 

(5). 校友: 

李湘君(2004)指出，校友關係對學校有著特殊意義。校友會的基本目標是透

過集體的努力，支持與舉行校友關心學校的一切活動；校友領袖的職責是使校友

的權利被重視而不是被剝奪，更重要的是，校友被組織起來的目的和興趣應該在

募集資金之外。 

 

(6). 政府官員: 

劉秀曦(2001)指出，國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制度的實施，使得大學的經營網財

務自主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但由於相關法令未做配合修正，致使該制度仍受制

於中央政府預算法等法令的規定，導致學校的自主性仍帶有相當濃厚的中央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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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色彩。 

 然而政府法令中有些實已無法切合教改潮流的需求，國內目前似無正式的遊

說團體，可以對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進行說服的工作。因此，透過公共關係的運

作，使政府了解大學經營之困境有其必要性，以使其適時地在審查預算或立法實

有正面的回應。 

 

(7)大眾傳媒: 

李湘君(2004)認為主動提供資訊給媒體報導，包括學校的需求及對地方與社會

的貢獻等。劉秀曦(2001)認為大學在平時即應與傳媒保持密切的聯繫，主動提供

新聞，誠實誠懇地對待記者，建立彼此良性互動之關係。因為在民主開放的時代

中，為保障公眾知的權利而讓媒體具有新聞自由有其正當性。 

 

 謝文全(1994)指出，校內公共關係良好，將可維持行政人員和學校成員間的

和諧關係;而校外公共關係良好，則可建立學校良好的形象和聲譽，促進學校的

進步和發展。 

 

    

六六六六. 大學公關的大學公關的大學公關的大學公關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一一一一))))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Kowalski(2000)認為，最為廣泛接受的教育公關功能是改善教育品質，鼓勵校

方開放性的政策溝通，提升學校形象，建立改革上的支持，提升善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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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ence(1969)發現大學公關功能的最優先訴求是，使外部公眾能獲得學校內

部公共關係的許多相關資訊，包括其目標計畫需要以及新趨勢；另外則是吸引最

高品質的教師職員與學生。 

 

Ewan(1974)進一步提出，大學校長相信大學公共關係是關注於，告訴他人有

關於這所學校的訊息;並且接受處理大學公關相關團體對這所大學的意見。Ewan

又補充說道，私立大學的校長給予大學公共關係功能較高的重視；比較之下，公

立大學校長則對其學校的公共關係的重要性便顯得較不重視。 

  

Kummerfeldt(1968)認為大學公關主要的功能是，作介於一所大學以及其一般特

定公眾之間的溝通者。 

 

Henry(1961)指出公關人員須在這個持續改變的高等教育環境中，與公眾做溝

通。他進一步說到，雖然過去高等教育公關對公眾的冷漠態度無法迅速獲得改

善，但對大學公關關鍵的訴求應該是，持續將行動放在第一優先的努力。  

 

 Kobre強調組織的管理是:發現公眾的抱怨、發現什麼時候需要做判斷、以及

發展一個能使公眾獲得資訊暢通的溝通系統性計畫。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Kowalski(2000)認為大學公關的功能，其實並沒有一個

普遍被接受的列表；換言之，反而是學校與溝通所持有的需要及特質，才是決定

什麼大學公關功能被選擇的主要因素。Hogg&Doolan(1999)便指出，公共關係實踐

者，並不只在不同的環境中有不同的功能，他們這些功能的行動還受許多其他因

素影響如組織本身或個人本身，分別討論如下: 

 

(1)組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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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2003)指出，公共關係實踐者的功能，受到組織因素的影響。例如

其在組織中作決策的權力與在組織中位階的水準。 

 

有些研究則認為公關實踐者的功能受到組織大小所影響。Chu(2000)即說

道，大學中公共關係功能的決定因素，受到該學校的穩定性以及是公立

或私立大學而定。 

 

(2)個人因素 

公共關係實踐者之功能及任務的履行，另外同樣受到實踐者本身一些專

業背景的影響。包括他們的教育背景、相關工作經歷、性別、個人特徵

等等(Broom，2000)。因此，必須了解教育公關實踐者他們是如何互動的

以及了解教育公關的本質為何。 

 

 總言之，藉由了解什麼樣的組織和個人因素影響了教育公關的功能，還有如

何影響教育公關的功能，是在探索教育公共關係功能上，很重要的一環。 

 

((((二二二二))))管理職責管理職責管理職責管理職責    

    

1. 職責目標 

West(1982)指出，在一九三 0和四 0 年代中，教育公關專業人員的主要目標是

在[公眾]本身，即是將關注焦點集中在公關對象上。 

 

到了一九五 0 年代，公關專業人員的責任則是面對公眾對教育湧起的[批判] 

(David,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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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1971)、 Shoop Stewart(1982)都認為，逐漸成長的[溝通]參與價值是教育

公關人員在六零年代的主要目標，注重與公眾的相互溝通價值；到了七零年

代則是決策決定。 

 

Robinson(1982)認為於八零年代，中心任務轉而在獲得和建立公眾[信任]，旨

在獲取公眾對公關組織與工作的信任與認同。 

 

Anumatratchakit(2002)認為當前大學公關人員的任務，有[協調]學校和公眾間的

衝突，建立危機溝通計畫，以建立發展維持善意。 

 

2. 目標管理的限制因素 

為了瞭解學校公關工作在實際運作上，可能面臨的問題，Bottery(1992)

提出教育管理者在學校中可能遇到的五個管理工作推行的限制，分別是合法

性限制、歷史性限制、實際上限制、理論上限制與觀念上限制: 

(1)合法性上的限制 

包括一般法令和主要的教育法案，都會指導教育管理者的行動。值得注

意的是，雖然教育管理者的當權性由外部的政府機關所中介賦予，但是

這些管理者的主要責任，仍在於學校內部的活動。所以儘管學校管理者

以外部合法的權力，應用在內部合法的管理上，但其權力的使用仍必須

小心不能過度。 

Harling(1984)便進一步舉例指出，以教師而言，所謂的教師當權性並沒有

合法的基礎，他們只是支持者；所以即使將權力賦予他們之後，必須承

認還要將對應的一些權力應用規則建立起來。 

 

(2)歷史性上的限制 

由於過去官僚制度的控制，使得過去學校的發展尤其是公立學校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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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Protherough(1984)提出，學校人員容易把自己視為學校經營者推銷學

校給家長等等。 

因此，由於歷史設定了一些背景環境，導致它抑制了學校管理中可能發

展出的想像力，也防止了其他領導權形式可能的覺醒。 

 

(3)實際上的限制 

由於教育管理者的背景教育以及學校的職涯發展的觀點，都限制他們在

學校中發展夥伴式的領導形式，使得這些教育管理者發現要整合不同的

實踐工作或領導權形式顯得相對困難。實際的狀況是，組織上下都偏好

管理者這樣經驗傳承的領導形式，而使得這種傳統難以突破。換句話說，

這是一種實踐上所帶來的問題，它涉及個人尊嚴自我觀念甚至薪水制度。 

 

(4)理論上的限制 

許多文獻如[教育行政](秦夢群，2004)中的領導理論指出，以功能型態和

管理型態出現的領導權，是教育領導權最適當的形式。然而，從他們的

觀點看來，仍然並無法回答什麼樣的領導人角色能夠實現教育目的。因

此，儘管許多理論皆提出教育和其他機構的不同，關於教育領導者的領

導形式為何，仍然模糊。 

 

(5)觀念上的限制 

這裡指的是將領導權觀念化的方法，就是將典範試著與教育議題的觀念

連接，所帶來的挫折。 

 

3. 達成目標的有效作法 

 

李湘君(2004)提出，為了使學校公關工作更具有前瞻性和針對性，發揮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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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行之有效的做法有: 

 

(1)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公眾信息收集反饋系統: 

透過對公眾的民意測驗，了解公眾對學校的評價標準，對學校各方面工

作的意見，以將公眾的希望願望毫無保留的反饋給學校。改變以往主要靠學

生、教師、熟人等的觀察和直覺，或隨便聽來的社會傳聞來判斷指導學校公

關工作的現狀。 

 

(2)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特別是應改革學校長期以來溝通中的弊端: 

這些弊端包括:溝通中缺乏坦率、以自我為中心缺乏雙向交流、缺乏系統

的溝通計畫、溝通中缺乏中心、難以協調行動等等。所以應該加強向社會報

導學校的情況，加強公眾對學校管理的監督，減少對學校各種支出資金使用

合理性的懷疑。並進一步建立對話中心，與內外公眾坦率討論交流各種問題;

設立專人負責回答社會公眾提出的質詢、負責對社會的批評提出解釋。 

 

(3)加強與新聞媒介間的聯繫。 

應有專門的新聞報導人員，定期向新聞媒介提供有關學校的資料和消

息，並爭取媒介對學校有更多更全面的報導。此外，與新聞媒介合作，開展

各種有關教育問題的公開討論或進行教育問題的專題宣傳；引導公眾輿論向

有利於學校教育的方向發展，同時在合作中與媒體建立起良好的雙邊關係。 

  

七七七七....    媒體媒體媒體媒體與公關與公關與公關與公關    

(一)媒體處理訊息的角色 

 Weaver(1986)將媒體記者分為[訊息傳播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以及

[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和[對立者](adversa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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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訊息傳播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此類媒體記者在新聞的報導中力求客

觀，目的是要將訊息傳達給閱聽大眾，讓大眾自己判斷，訊息傳播者新聞取向的

判斷特性與讀者的判斷相當一致，但自主性較低。 

 

2. 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此類角色認為新聞事件性質相當地複雜，如果新聞記

者沒有明顯陳述新聞的意義，大眾便很難體會新聞事件的重要性，所以新聞記者

需要對事實加以分析或陳述個人意見;但並非將自己的意見強加給讀者。 

 

3 對立者(adversary role):此類新聞媒體自許為獨立於政府治權之外的第四權，需

代表公眾監督政府的決策，因此會藉由新聞報導主動介入決策過程以影響政府的

決策結果，擁有使命感，是人民的保護者。 

 

 

(二)消息來源與媒體記者之互動關係模式 

Giber&Johnson(1961)提出了消息來源與記者對彼此角色的認知: 

1.分離或敵對的關係: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是不同社群的成員，其間的關係室各自

獨立，兩者因角色功能、社會距離即對新聞價值的認知不同，彼此處於對立抗衡

的狀態。 

 

2.局部同化的關係:消息來源與記者之間在傳播角色上是互相同化的，且認同彼此

的功能。兩者會在某一情況下共同合作，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存在著若即若離的

關係，雙方視情況扮演合作或相互敵對的角色。 

 

3.完全同化的關係:消息來源與記者之間完全同化、支配、征服另一方，亦即兩者

的參考網路已被結合在一起，彼此之間的角色認知及價值已無差別，故不再各自



 37

獨立。但實際上，提供諮詢的消息來源總是比較能影響對方。 

 

4.彼此交換的關係:不以人情作基礎，雙方以交換為原則，依賴對方，也試圖操控

對方。 

 

如果記者與消息來員彼此對合作關係有正面的認知，則會採利益合作模式互

動，而這種模式發展到某一成熟階段，則會進入同化模式，記者會依賴消息來源，

而且認知結構受其影響。 

 

 

(三)學校與媒體的互動關係模式 

1.不對等關係 

學校機構往往以不對等的觀點來看待媒體關係。[不對等]是只為了自己的利

益企圖掌控媒體，而忽略雙方的共同利益，因此往往造成[零--和]的結果，

Grunig(1994)將此關係分為三種模式:新聞代理模式、公共資訊模式、雙向不對

等模式。 

 

2.對等關係 

此關係著重在雙向溝通，以促進共同瞭解為目標，並不時交流回饋。由於以

對等關係與媒體互動，其溝通結果往往達成雙方互蒙其利的目的。 

 

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之間的關係，值得藉由新聞來源的可信度去探討了解。

新聞可信度又與彼此間的信任相關連。Larson(1998)便指出，信任涉及到分析言

說者說話的動機與潛在議題。 

 

 如果一個資訊來源被認為是不可信的，那麼它就不會被引用。越具有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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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來源，對新聞記者就越具有吸引力。Walters(1994)認為，公關人員提出的

資訊是以一種議題的方式來表現，但並不一定要是負面的資訊。Gans(1979)指出，

新聞記者避免與公關人員共事，但不管新聞人員喜歡與否，他們都必須依賴公關

人員提供的資訊。Gandy(1982)敘述道，對於資訊來源可信度的評估，可能來自於

我們對於那條資訊來源所涉及的個人利益關係的知識判斷，涉及利益來源的訊息

會比那些不涉及利益的訊息更為不可信與缺乏價值。Jeffers(1977)提出一個觀念，

認為新聞記者傾向於相信他們經常接觸的公關人員。於是他認為，一般被認為公

關人員不可信的原因是來自於記者們的專業範圍，相對於認為實際常接觸的公關

人員之可信度。 

 

 Murray(1991)描述道新聞人員與公關人員的關係是相互依賴的。記者依賴公

關人員，以獲得創造新聞事件的觀點，以及獲得既存新聞事件的訊息與來源；相

反地，公關人員依賴新聞記者去獲得他們需要的資訊登載。 

  

 Brody(1984)發現，媒體記者與公關人員在對於新聞報議題的品質上具有一致

性.而最大的不一致性來自於兩者對彼此之間道德性的認知。新聞記者傾向於認

為同儕比公關人員更有道德感知.但值得提出的是，雖然多數的新聞記者也認為

公關人員對待他們不錯;反過來，公關人員卻不這樣認為。 

 

 

(四)學校媒體關係計劃的制定 

Kowaski(2000)指出，學校的媒體關係計劃首先必須考量的是需求的評估，也

就是確認學校理想和實際上的差距為何;接著，進行問題的確認與分析，也就是

上述理想與實際之間落差的判斷;第三便是目標的設定，在此學校人員必須設定

可達成的目標以滿足學校的需求;最後則是發展策略，旨在達成學校的目標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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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Wilcox、Ault、Agee在他們的著作<Public relation: Strategies and Tactics>一書中，

提出公共關係包括了下列計畫步驟: 

1.研究:問題是什麼? 

2.行動與計劃:未來要如何進行? 

3.溝通:如何告知社會大眾? 

4.評估:是否達成目標及其效果如何? 

 

吳清山、林天佑(2005)指出，這四個過程會不斷回饋，在每個活動達成修正

與改進。 

 

 

八八八八、、、、公關公關公關公關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Newsome，Turk & Kruckeberg(1996)提出公共關係策略的定義，認為公共關係

策略是組織對其公眾之間的溝通方式，而且需具有負責及同理心，在組織決策和

資訊傳達上的最大目標為公眾利益。 

 

 Harlow(1976)整理過去學者對公共關係策略的定義中，歸納出公共關係策略

為一種特殊的管理功能，協助並維持機構與群眾間的雙向、溝通、了解、接納及

合作。 

 

 Guth&Marsh(2003)將公共關係策略定義為組織和其公眾間的關係管理。 

 

Huang(2004)進一步整合 Grunig(2001)所提出的傳統公共關係四種靜態運作模



 40

式，將公關策略分為五個面向: 

1.對等溝通(symmetrical communication) 

 其強調雙方溝通中的平衡關係，溝通雙方都有權力提出意見，並且能夠接受

對方所提出的改變。 

 

2.雙向溝通(two-way communication) 

 雙向與單相溝通的差別在於前者存在著回饋(feedback)與對話(dialogue)。 

 

3.資訊中介(mediated communication) 

 資訊中介指的是藉由大眾傳媒獲其他形式的媒介來作為溝通的策略。包含:

電視、廣播、報紙、網路、手冊、廣告等等。 

 

4.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相對於資訊中介， 人際溝通指的是面對面的溝通。 

 

5.社交活動(social activity) 

 此面向將東方文化所注重的關係與人情的特性表現出來。指的是以關係導向

的策略，作為與內外公眾互動的橋樑。 

 

國內學者姚惠忠(2004)提出公共關係策略，包括目標公眾的確認與鎖定、組

織溝通目標即形象定位的選擇、核心訊息的設計以及媒介的規劃與運用等四個構

面。 

 

Wilcox、Ault、Agee認為非營利組織如大學中，常用的公關活動策略包括以

下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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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發組織識別系統: 

 組織的識別系統係將組織之經營理念、使命，運用整體傳達系統，以塑造良

好的組織形象。組織識別系統的基本要素包括組織名稱、名牌標誌、象徵圖案、

宣傳標語及口號、制服等，並需依社會的變遷、服務對象的需求、內部的成長，

不斷檢討修正，以永保生命力，創造卓越的形象。 

 

2.運用大眾傳播媒體: 

 傳播媒體本身的特質讓組織活動訊息的傳遞宣傳的影響力極大，並有推波助

瀾的功用。在大眾傳播媒介中，與公共關係運用最為密切的媒體有報紙、廣播、

雜誌與網路，應依其特性，予以利用。 

 

3.製造公關事件: 

 公關事件的製造可以達到強化宣傳的效果以及預期的公關目標。一般而言，

公關事件每次都有一個明確的主題與環繞此一主題的特殊活動方案。種類繁多，

常用的為開放參訪活動、週年紀念、開幕儀式或頒獎儀式、聯誼活動、募款活動

與廣告宣傳等。可依個案之性質、組織之要求及個人之經驗而有所不同。 

 

4.持續政府互動合作: 

 對組織而言，接受政府的補助或委託，可以增加機構的公信力及聲望，同時

也維持來自政府、社會、機構內部的正面要求與壓力，使組織的營運與日進步。 

 

5.建立與企業的夥伴關係: 

 組織應主動提出需要贊助的要求，讓更多的企業了解其需要幫助，並須培養

公關人員，除了能夠自行設計贊助企劃案外，也要加強本身的宣傳活動。因此，

必須試著從依賴的角色變為互蒙其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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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公關公關公關公關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Alan R. Freitag(1998)整理過去研究公關測量及評估的相關文獻，列舉出七種

公關效果的測量方法，包括從偏向訊息產製、傳佈等的產出面向，到換算廣告價

值回應組織目標的結果面向: 

 

1.產品導向:指的是量化的輸出結果，包括發送新聞稿或照片、產製相關宣傳品的

數量等。這些公關品的出量計算，並不能反映出產品的品質和效果，卻可以了解

公關人員努力程度。 

 

2.傳佈導向:進一步考量新聞稿及照片的數量、方法、時間是否周到等。如參觀活

動的人數、統計資料索取的數量等，是評估宣傳效果的簡單方法。 

 

3.報導導向:對於公關人員提供的資料、舉辦活動的報導或是評論，作最基本的內

容分析，簡單地計算刊登在媒體上的報導版面及面積，並計算出現的則數；或是

紀錄在電子媒體上出現的活動產出(如訪談、記者會、展示會等)。這種分析能夠

幫助一個公關部門知道什麼樣的資訊內容夠吸引媒體報導，並從報導導向的分析

中調整傳佈的方向，獲取最多的回饋。 

 

4.印象導向:主要是預估哪些潛在大眾能夠接觸到報導。是將報紙、雜誌的發行量

及電台的收聽率、收視率，乘上曝光的次數，即可知道可能接觸的大眾數量。 

 

5.廣告價值導向:研究媒體刊登公關新聞稿的版面大小與位置，或播放時段與秒

數，並換算購買相同尺寸的廣告，以此量度公共關係的宣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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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內容分析導向:系統化的內容分析是一種更明確的結果論述，同時需要較多的時

間和專門技術。如找尋組織所期望曝露的資訊消息來源，或者可計算正面、負面

或中立描述組織的句子等等。 

 

7.目標導向:如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法，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討論。訪談的結果可以幫

助組織了解公眾的想法，作為改進組織與公眾關係的有效判準。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公關理論公關理論公關理論公關理論    

一一一一....公公公公共關係主要學派共關係主要學派共關係主要學派共關係主要學派    

黃懿慧（1999）針對 90 年代西方公關理論的主要論述進行整理。認為公共

關係可整理總括為三大學派，分別是管理學派、語藝學派與整合行銷學派: 

(一)各學派的定義 

1.管理學派: 

她提出管理學派的代表學者 James Grunig對公共關係的定義為:「組織與其相

關公眾間溝通的管理」﹙J. Grunig & Hunt, 1984﹚。 

2.語藝學派: 

語藝／修辭學派學者認為，公共關係是「企業公共語藝」（corporate public 

rhetoric）的實踐者，公關人員的主要功能是要「解決組織的語藝、修辭與形象問

題」。  

3.整合行銷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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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學派認為，公共關

係主要的功能是處理「行銷推廣」問題，執行層面則是「對所有有關產品或服務

的消息來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進行整合管理，期使潛在與現行顧客採取購

買行動，或繼續維持其品牌忠誠度」（Schultz, Tannenbaum & Lauterborn, 1993）。  

(二)各學派著重點的異同 

簡言之，組織、公眾、管理、溝通、傳播與關係等概念，是各學派有關公共

關係定義的共同概念；而倡議（倡導）與衝突、說服、行銷等元素，則分別是三

學派對於公關著力處不同之認定(黃懿慧，1999)。其著重點的不同處分別敘述如

下:    

管理學派強調，公共關係是「組織」（而非個人）概念，須發揮管理功能以

解決組織與其公眾間的溝通與衝突問題（J. Grunig & L. Grunig, 1992; L. Grunig, 

1992; Plowman, 1995）。簡言之，在管理學派的定義中，組織、公眾、溝通與管

理，是「公共關係」四個重要元素。  

    語藝學派則認為，組織與其公眾間的公關作業可視為是一個「企業人」與其

他公眾間語藝活動的總和。如此，組織、公眾、語藝、倡導（advocacy）與議題

等元素的組合，似乎可以涵蓋語藝學派對公共關係的界定。 

 

 西北大學整合行銷傳播學系教授 Clark Caywood（1997）強調，公共關係可以

協助企業整合組織與其相關公眾間的「關係」。 Schultz, Tannenbaum and Lauterborn

（1993）也強調，「訊息傳遞」與增加「品牌接觸」（brand contact）是公關人員兩

大重要職責，目的是增加產品銷售、服務使用，以及維持或加強消費者的品牌忠

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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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管理學派為主要概念的教育公關 

  

 James E. Grunig是公共關係三大學派之一「管理學派」的開山始祖，他將公

關定義為組織與公眾間溝通的管理，強調「雙向對等」理念，唯有針對同一議題

彼此討論對話，才能建立長期、互信的關係。因此，以管理學派為主要概念的教

育公關，注重的是長期管理的觀點，追求的目標是卓越的學校公關(胡光夏，

2009)。Grunig 也指出，公關人員有兩種角色，一是技術角色，一是擔任策略者

的管理角色。而後者正是卓越公關成功的關鍵。 

 

茲將優越公關理論的探討，以及運用管理概念，以調查、分析、計劃、評估

為主軸的大學公共關係推展之模式，分述如下: 

 

1.管理學派的教育公關理念--優越公關 

 對公關人員來說，他們自身的世界觀，特別是對於溝通理念的認識(對等 vs.

不對等)常常影響了他們在設計公關策略與執行公關活動的效果。Grunig認為，

以平等互惠為出發點的「雙向對等」溝通是優越公關的條件之一。 

 

Grunig 特別指出，公關的目的在於促進了解，培養共識，與不同的公眾建立

良善的關係。他強調，要達成組織運作的效益性，則應從自主(autonomy)、自由

選擇(freechoices)、互相依靠(interdependence)、與建立關係(relationships)為主。另

外，有效的公關也應該作策略性的規劃，依照組織與公眾之間互相協調的目標，

設計出最為妥善的溝通策略。 

 

2.大學公共關係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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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大學公共關係推展之過程(王俊如，1993；紀華強，1997；Rick，1996) 

 由王俊如(1993)、紀華強(1997)、Rick(1996)的圖示說明可以知道，大學公共

關係推展過程，可以分為六個相互連繫的步驟;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四)以行銷學派為主要概念的教育公關 

 

 1.行銷學派的教育公關理念—消費與需求 

1990 年代出現了「行銷」與「公共關係」結合的學術領域--「行銷公關」。

Kotler(1982)發表非營利行銷的概念，認為非營利組織在現代是被挑選的，大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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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積極運用行銷方式，加強自己組織特色，並且表現出來，這些論述勾勒出大學

公共關係的策略重點。 

 

    Friedman(1979)、Lawton(1992)、Sally(1996)、Geoff(1996)是主張教育市場化的

學者，他們認為，由市場的競爭能解決學校某些現存的問題。他們提出關於教育

市場化的理念包括: 

 (1)減少干預，解除管制。 

  (2)鼓勵私人興學，提高民間負擔教育經費。 

 (3)以競爭提高績效。 

 (4)重視學生及家長權益。 

 (5)尊重市場機能。 

 (6)促使教育符合社會變遷及經濟發展的需求。 

 

 與管理學派的教育公關理念相較之下，行銷學派更著重短期的招生(胡光

夏，2009)。熊源偉(2002)也指出，台灣高等教育已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

中學生對於升學有越來越多的選擇空間，大學若仍保留在被動的態度，則可能無

法吸引學生前來就讀。劉秀曦(2001)指出，提升學校形象，吸引優秀學生前來就

讀，已成為各大學重視的課題，越來越多的大學經營者，開始運用企業經營的理

念來辦學，並透過各式各樣公關業務的推動，來塑造學校形象。 

 

2.大學採用的教育行銷策略 

Gorman(1974)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大學可以運用行銷工具來提升其招生的績

效，例如產品差異化、市場區隔、品質策略、形象建立等。 

 

 Smith與 Cavusgil(1984)提出了大學行銷的計畫範例，從分析學校的使命形象

開始，到依功能單位及學院或系別劃分的策略單位分析、市場分析、定位、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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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執行行銷計劃等作了詳細的說明。 

 

 Kotler 與 Fox(1985)更從策略規劃、行銷研究到行銷組合、績效評估等詳盡說

明了大學運用行銷技術的方法。 

 

 國內的研究如黃再德(1985)廣泛地分析大學教育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如資訊

來源、動機、決策影響者、評估準則等，並依地理、性別、利益等為區隔變數，

以市場區隔的觀點提供大學行銷策略的參考。 

 

林旻俐(2006)指出，學校公共關係宜先了解、評估學區的特色(通路) ；再訂

定欲推展之活動或本位課程(產品) ；估計推行所需的經費狀況(價格) ；再將活

動或課程理念推行出去(推廣)。 

 

二二二二    . . . . 公共關係四模式公共關係四模式公共關係四模式公共關係四模式    

  

Grunig與 Hunt提出四個公關模式，Grunig致力於建構一個理想且有效的公

關運作模式，必須同時滿足道德性與實際表現。於 1984 年提出公關四模式，認

為所有的公關運作可以以四種形式來加以概括: 

 

(一) 新聞代理(Press Agentry/Publicity)模式: 

此種模式以單向溝通為主，以宣傳(propaganda)為目的，所傳遞的資訊通

常都不完整，扭曲誇大聳動，或是半真半假，因此經常衍生公關道德的

問題。資訊的傳遞者以告知為主，並不主動探知閱聽人的反應。 

 

(二) 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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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模式以單向溝通為主，透過對外資訊的傳佈(dissemination)，主要目

的為告知大眾，次要目的為說服。在研究方面，遵循公共資訊的公關人

員僅止於讀者或媒體調查的執行，並不對於閱聽公眾做深入研究。 

 

(三) 雙向不對等(Two-Way Asymmetric)模式: 

此種模式以雙向溝通為主，以說服為主要目的。資訊傳遞者(公關人員)

與資訊接收者(公眾)之間有相互交流行動，不過溝通的結果僅有利於一

方(公關人員所代表的組織)而已。所執行的研究較為深入，可廣泛運用

於公關活動目標的設定、公關策略的規劃、與公關活動評估等。 

 

(四) 雙向對等(Two-Way Symmetric)模式: 

此種模式以雙向溝通為主，以促進共同瞭解(mutral understanding)為目

標。溝通的雙方在互動時，不但有資訊的交流與回饋，而且溝通的結果

是以雙方互蒙其惠為主。執行研究上的目的在於了解溝通對象或目標公

眾(target public)對於企業組織的看法立場與態度，以便溝通決策的制定與

規劃。評估溝通結果的標準以雙方的了解是否增進為主，因為溝通的目

的在於促進彼此的了解而不在於說服。 

 

表 2-2-1: Grunig與 Hunt公共關係四種模式特性 

 主要目的 傳播性質 傳播模式 研究角色 適用組織

複雜程度 

適用組織

規模 

新聞代理 向公眾宣

傳個人組

織或產品 

單向並非

完全事實 

從來源至

接收者 

很少，若

有，是探

測宣傳效

果 

低 小 

公共資訊 向公眾宣

傳資訊 

單向事實 從來源至

接收者 

很少，若

有，則屬

可讀性調

低 大小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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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雙向不對

等 

用科學方

法以說服

公眾 

雙向不平

衡效果 

來源與接

收者資訊

雙向流通 

重要，協

助組織改

變公眾態

度 

高 大 

雙向對等 達到組織

與公眾間

相互了解 

雙向平衡

效果 

來源與接

收者資訊

雙向流通 

評估公眾

之瞭解程

度 

高 小 

資料來源:鄭宏財(2001) 

 

三三三三    . . . . 公關四模式與學校公關四模式與學校公關四模式與學校公關四模式與學校公關公關公關公關    

 

顏如玉(1998)指出，公眾普遍缺乏對學校公關的認識，因此從 Grunig 所提出

的公關四模式的各個面向來看，不但在實施現況上尚未達到公眾所期望的目標，

同樣我們也看到公眾對學校推展公共關係的迷思: 

 

 表 2-2-2 將表 2-2-1 的公共關係四個模式，縮小到特定範圍的公共關係即學校

的公共關係，以公關理論中的四模式對照到學校公關實踐上的四模式，擷取公關

四模式的精神與特性，應用到學校公關上面，以了解學校公關分別在四個模式的

實用層面上，有何目標與現況上的特色。表 2-2-2 整理出公共關係模式運用在學

校公關上的情形。四個模式各在學校公關的現況上，各有其對應及強調的學校目

標，以及配合不同公關模式所帶引出的優、缺點。 

 

 表 2-2-2 第二欄的精神，是擷取 Grunig提出對於不對稱模式與對稱模式所立

基的預設，即各模式上所擁有的模式思維特色。第三欄目標是根據各模式擁有的

價值導向，列出其應有的實踐成果。第四欄現況則結合第二欄的特色與第三欄的

目標，以提出每個模式是否達到其預期的成果，有達到與未達到的優缺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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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從公關四模式上看學校公關的目標現況 

模式 精神 目標 現況 

新聞代理 自我取向、媒

體中心、消費

主義、內部決

策  

建立學校的形

象、促進對學

校的認識 

1.優點:學校新聞製造的效率 

2.缺點:將學校公關完全當作

行銷來宣傳  

公共資訊 中立價值  使公眾獲得足

夠的學校資訊 

1.優點:符合實務上主要的工

作中心  

2 缺點:較無法引起注意 

雙向不對等模

式 

內在導向、處

處考量效益

性、 菁英主

義、 傳統的穩

定性、中央集

權 

以說服學校公

眾為目的，獲

得公眾善意支

持 

1.優點:學校可考慮自身的價

值觀並消弭衝突 

2.缺點:無法獲得長期穩定的

學校公眾 

雙向對等模式 相互依賴、開

放系統、相互

調適達成平

衡、相對性的

平等地位、自

主權、創新、

管理方式的去

中心化、責

任 、解決衝

突 、尊重公益

團體、自由主

義態度  

與學校公眾的

互信互惠 

1.優點:獲得公眾長期的信任

與了解 

2 缺點:執行上與實務之間的

鴻溝  

    

四四四四. . . . 系統理論系統理論系統理論系統理論    

        

J. Grunig(1976)和 Hunt(1984)發展了一個公共關係的系統理論。 

  

關於系統的定義，根據Infante、Rancor和Womack(1993)的說法，是透過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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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以適應環境改變的一組相互依賴單位。理論學家通常將系統定義為開放的與

封閉的兩種。在開放的系統中，資源能在與其他次系統之開放或半開放的環境界

線間作相互的交換;而在封閉的系統中，這種次系統間的界線被封閉，以致使得

資源的交換變得不可行(J. Grunig & Hunt, 1984; Pfeffer & Salancik, 1978; 

Spicer,1997)。 

 

為了維持生存，組織必須獲得資源，也就是說組織需要和那些得以控制資源

的人們作互動。透過環境偵測的活動與議題管理，公共關係能導正與修補環境資

訊，作組織與公眾之間的溝通諮詢者(Aldrich, 1979)。因此，公共關係的價值在於

它能幫助組織和它的外在公眾間建立一個健全的關係，並縮小危機與衝突的可能

性。系統理論的研究幫助研究者認同組織與環境間的相互依賴關係(L. Grunig, J. 

Grunig, & Ehling, 1992;Spicer, 1997)。 

  

因此為了使公共關係運作得更有效率，公共關係人員必須了解與公眾建立合

作關係的重要性。 

  

關於封閉系統公關的前提有二:第一、公關的目的受限於環境中的有效變

遷，第二、認為組織有改變環境的能力，故不需要改變自己。因此，封閉系統的

特色在於聚焦於組織的歷史，並基於過去的經驗來做決定。 

  

至於開放系統的公關，第一、為主動式的公關，配合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和影

響組織與環境，強調相互作用，即Crunig&Hunt提的雙向對等溝通.第二、目的在

於讓組織目標都可被組織及公眾所接受，公關從業人員通常是主要決策團體的一 

員。開放系統的特色在於聚焦於外在公眾與組織外在環境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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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    學校的開放系統學校的開放系統學校的開放系統學校的開放系統    

        

系統可分為兩大類別：一個是開放系統，另一則為封閉系統。至於學校就是

一個開放的社會系統（黃昆輝，民77；楊貴美，民80），會與它所處的環境產生

交互作用，這個歷程牽涉到「輸入」（inputs）（包括存在於社會環境中的知識

價值與目標、金錢等）、「歷程」(process)(包括組織結構次系統、人員、技術及

工作任務等)及輸出(outputs)三方面。關於學校公共關係的開放系統模式可見表如

下:  

 

 

                   公共關係目標進展的實際情形 

 

                             回饋 

 

 

                    機構所擬定的或需要修正的關係  

 

             產                                    投 

                 出                             入 

 

(對外界群眾所採取行動                          (外界群眾所採取的行動     

及傳播)                                          或有關他們的資訊) 

 

                                                             

 

圖 2-2-2: 學校公共關係開放系統作業模式(張在山，1994) 

 

但從這種直線模式（linear model）的輸入─輸出系統中實不易了解學校系統

中各種構成要的實際交互作用。組織成員的行為，不但受組織內部實際運作的影

響，且亦與組織外部的物理─心理環境有關。  

 

學校的計畫方案及措施 

學校所

期望的

公共關

係目標 

群眾的意

向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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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開放系統具有以下的基本特性（陳慧玲，民79）：  

1.歷程性：具有「投入─轉化─產出」的運作歷程。  

2.互動性：維持次級系統間的動態交互關係。  

3.界限性：具有易穿透的界限。  

4.回饋性：具有控制性的回饋裝備。  

5.生態性：具有適應環境，反解組凋零的能力。  

 

對於這五種特性，學校公共關係的推展上亦具有五大涵義(黃玉利，2005，引自

學校公共關係之探析 P.3)：  

1.學校公共關係的推展應予重視。  

2.應兼顧學校內外部的公共關係。  

3.暢通回饋管道，調整學校運作。  

4.了解環境特性，掌握環境變數。  

5.重視社區人士對學校行政措施的影響。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國內外相關研究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回顧    

    

    檢閱國外研究大學公關的文獻，以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

的，大多數為國外的博碩士論文，且多是以比較性的研究為主，如透過設計研究

變項來探討大學公關人員之角色與技能的優先順序或認知差異、或者透過問卷設

計敘述性的句子，來了解公關人員對於從實踐上到理想上之大學公關的意見;至

於期刊則多以質化研究為主，重點多在進一步探討大學公關實務層面與所得成效

之間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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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大學公關相關研究: 

 

 根據研究者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EBSCOhost與 ProQuest

資料庫，鍵入關鍵字「public relations & university」、「public relations & college」;

另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的微縮資料室，鍵入「university public relations」得

到 14篇與大學公關直接相關的論文。 

 

 國外研究大學公關的文獻大致可分為實務層面與概念層面兩類，實務層面多

在探討大學公關人員的角色、任務、技能等等一般的層面；而概念層面則涉及到

倫理價值、管理功能與所面臨的問題等等更高層的處理範疇。 

 

 以下根據國外大學公關文獻的回顧，除了上述以理念層面與實務層面為編排

類目外，根據本研究的研究架構，還加入了媒體與評估兩個標題類目。 

 

(一) 總類 

在於探討大學公關的ㄧ般的層面，如功能、角色、作為、能力與任務責任等

等，以了解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公關的運作。 

 Mu-Li Yang(2005)本研究為了瞭解學校如何運用公共關係，探討了台灣九所

大學的公關實踐者的實際經驗、觀念、功能及角色；並進一步探討了組織與功能

因素如何影響公關的實踐。 

 

(二) 工作理念 

 Teddy(1987)的研究主要在定義與比較樣本大學中，公共關係人員對學校公關

的認知，並學校中老師對公關的監督角色。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中包括上

述兩種人員的十五個人口統計項目、四十二個公關角色敘述、十個公關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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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關評論。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公關人員與學校老師對其公關認知有高度的

一致性; 並發現有十一個角色敘述平均得到最多分數，包括防止對學校師生負面

的評論、提供家長課程報告與相關資料等。 

 

Mohammed A. S. El-Astal(2005)的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訪問不同文化中的 573個

高等教育組織的公共關係人員。以 25個模擬的假設情境敘述，要求他們闡述其

對於什麼是道德及什麼是非道德的意見。研究發現，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道

德判斷;研究結果也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而這被視為全球化公共關係倫理的一

個挑戰。 

 

Helena Kantanen(2005)文中主要在探討高等教育公共關係中的市民任務與社

會責任，並評估在將結束經營的學校中，其改而注重社區角色的重要性。文章中

提出兩大問題意識:第一、在研究的大學當中，當代社會中大學的市民任務是什

麼?第二、這個任務如何挑戰學校中的公共關係專業人員?文中結論提出合作社會

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觀念，並進一步指出，當大學試著回應社區

的需求時，它同時也符合了私人企業所追求的目標，一起實踐了責任的行為。 

 

(三) 媒體 

(1)媒體溝通 

  John Warren & Linda P. Morton(1991)的研究比較有無被媒體採用的公關新聞稿

的可讀性差別，以檢視它們是否難以被閱讀。運用可讀性量表的研究方法，結果

顯示:有被媒體採用的新聞稿比較容易被閱讀。此外，較長的文章段落比較短的

段落寫法，更容易被閱讀。 

 

SZYMANSKA(2003) 以優越理論來檢視公關溝通上的運用實踐。透過參考波

蘭的一所經濟大學，提出公共關係四個過程(研究行動溝通評估)的實作應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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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焦點放在第一階段—情境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是定義學生們對其大學的

意見與態度，學校運作方式的評估，以及學生對學校形象的認知。 

本研究延伸對優越理論的運用，來檢視高等教育對公共關係設置的實踐，是

其它研究很少用優越理論去處理的。關於這些學校公關單位如何實踐公關、這些

實踐是否優越，是本研究試著去填補的空缺; 此外，也檢驗樣本學校公關溝通上

的管理。研究使用參與觀察法，結果顯示，這兩所樣本大學並未達到優越公關的

程度，未達到的項目分別是:市場中的溝通、媒體關係、非雙向溝通、活動評估、

科技角色。 

 

(2)媒體策略 

(2004)這篇文章解釋為何公共關係的研究者認為，大眾媒體的使用是一種策略

功能。文中引用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ies)、社會生態學理論及組

織理論(ec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指出環境的壓力在組織結構、策略及實

踐上的重要性; 並以此觀點認為大眾媒體是是賦予組織正當性的環境行動者; 大

重傳媒也同時是主動描述那些能影響組織之社會行動者的意見的媒介。 

 

(四) 實務 

(1)工作作為 

DeFrzio,  Frank A. (1987)探討大學院校公共關係人員與大學校長的公共關係

角色。研究中使用問卷調查法調查九十六所私立大學，關於公關人員的特色與責

任，並進一步提出其優缺點及公關活動面臨的成效與問題，最後分析實際與理想

狀況的觀點。 

 

Earl Raymond(1989)的研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定義一般公關 

主管的管理功能和任務;第二部分是建立和定義他們在完成其任務時，這些當權

者覺得他們必須和應該做到的相對程度。這個研究運用調查法，訪問了美國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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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公關主管;這個研究提出七點建議，幫助公關主管更了解及運用他們的任務範

圍。 

(2)執行方式 

Billie Phillips(1987)的研究在探討什麼樣的任務及能力(如技能、個人屬性、知

識)，是未來公關實踐中被認為列在最優先的部分。研究採用 Delphi 問卷調查法，

並以 Panel的形式，整理出以下結論:1. 公關任務重要性的程度及本質隨著時間而

改變，並且隨著時間越變越快。2. 公關人員較不重視技能與知識。3. 被用來幫

助公關任務的溝通能力，依舊為優先考慮。4. 缺乏描述與管理教育公關計畫程

序與規則的形式化政策。5. 教育公關人員會繼續成為通才者而不是專業人員。

6. 第五點乃是缺乏統一的標準知識與合法認證。 

 

 Anumatratchakit(2002)的研究是以四十所泰國大學的大學校長以及公關人員

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檢視他們對責任、必須技能及辦理相關公關活動

這三個公關內容的不同層次的認知差異為何。研究結果發現，大學校長與大學公

關人員對於這三種公關內容的重要性評估大致上有不同的認知:第一、大學校長

跟大學公關人員在所舉辦的公關活動之重要性評估上，前者比後者給予更高的評

價;第二、大學校長跟大學公關人員在公關必須技能之重要性評估上，兩者沒有

顯著差異;第三、大學校長跟大學公關人員在公關責任之重要性評估上，兩者在

媒體與社區關係組織、政策決定等等面向上也有顯著的不同。 

 

Deem(2005)、Brehony(2005)本研究透過對於英國大學實施一個研究計畫，利

用其研究結果資料的討論，提出[新管理主義]的觀念，這個觀念採用管理學派的

觀點，提出大學人員在公眾服務上是政策性以及技術性的，並且這新觀念在現今

教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種新觀點與傳統觀點的不同是，它相對上更強調管理

者的利益權力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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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估 

(1)成效評鑑 

Charles H. Titus(1935)文中提出大學所面對的問題以及問題解決所需加強的

五個區塊:1 與政府部門的關係 2 與學校內部職員與研究者的關係 3學校教育管理

主管的功能 4注重單位內多樣成員與公眾的多方面接觸 5學生與公眾的接觸。 

 

 

二.  國內大學公關相關研究部分: 

 

 反觀國內的大學公關研究尚處起步階段，根據研究者在國家圖書館期刊論文

索引影像系統鍵入「大學公關」、「學校公關」，結果得到與大學公關有關的期刊

論文五篇;在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鍵入[學校公關]、[大學公關]，能找得到的相

關研究，只有零星十數篇學位論文。 

 

 國內研究大學公關的學術論文皆為近十年的學術論文，在早年幾乎闕如。乃

因受到研究背景中所提到的種種社會環境因素影響的關係，使得大學公關不管在

實務上或研究上，都是在最近幾年才逐漸地慢慢受到重視。與國外相關研究一樣

的，國內大學公關的碩博士論文幾乎都採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法，透過自變項

與依變項的設計，以對大學公共關係的影響、成效、目標獲得實際的了解;期刊

論文則多數以質化研究來探討大學公關的內涵、重要性與困境等等。 

 

 本文將相關研究，依照大學公關的概念闡述、實務運作與隨之面臨到的問

題、公關策略及所獲致成效三類為標題的分類: 

 

(一)大學公共關係的概念闡述。 

林志成(2001)旨在析述學校推展公共關係的迷思困境與推動策略，闡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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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是學校因應變局，開創先機的致勝利器;也是學校爭取支持資源，發展

學校特色的助力;更是學校行政人員專業發展所應充實的新職能。 

 

 黃瓊慧(2001)在研究中先說明學校公共關係的重要，在說明其意義與內涵。

公共關係在凸顯學校組織的優點，在使內外在公眾對學校組織的認知有所了解，

進而有所反映;並針對其所蒐集的民意，做好反饋的雙向交流動作。文章最後，

則提出實施學校公關的具體措施與未來展望。由於國人對於公共關係持有偏頗的

見解，認為是一種交際的手段，造成在推行上的困擾。因此文中乃特別強調[誠

信]是學校公共關係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現今大學公關的實務運作層面與面臨問題的探討。 

闕淑如(1999)則主要在探討國內大學院校公關負責人與媒介關係，進而瞭解

目前大學院校公關實際運作狀況及面臨到的困境，其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及訪

談法，研究結果發現: 

1. 各大學院校對於獨立設置公關部門的意願仍低。 

2. 在組織特性上，國立大學傾向設立發言人制度，而私立大學擁有公共關

係部門獨立編組的比例較高。 

3. 大學院校的公關負責人以男性居多，教育程度以擁有碩士以上學位者佔

多數，在學校平均年資約有十年，很少人曾修習過傳播方面的課程，也鮮有

人曾從事媒體相關工作。 

4. 大學公關負責人對公關角色有高程度的角色認知，但在實際的接觸頻率

上卻採行[視情況而定]。 

 

劉秀曦(2001)欲藉由對公共關係之意涵與特性大學公共關係重要性大學公共

關係的對象以及大學公共關係推展過程的討論，使讀者對大學公共關係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與了解，並作為大學公關人員實務運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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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朱吟(2004)的研究以高等教育市場環境變遷及大學公共關係等面向進行探

析，包括政府經費刪減、國內外競爭學校、因應市場環境組織變革之需要等等，

也探討學校公共關係的意義，及其在推行及實施的困難等。其研究並在最後針對

加強大學公共關係作出以下建議:1. 大學公共關係策劃及活動必須結合行銷理念

2. 大學院校應加強公關部門 3. 學校應該多利用媒體 4. 學校媒體公關成效應該

進行評估。 

 

林旻俐(2006)的研究旨在了解我國大學公共關係之現況、目的及問題與阻

礙。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法，並以組織背景變項一項為本研究的自變項，依變項

則為大學公共關係內部公共關係與外部公共關係兩層面。內部公共關係包括學生

公共關係、教職員公共關係;外部公共關係則包括社區、校友、學術團體、企業、

媒體等五個範疇。 

研究結果發現:1.我國大學對於公共關係之推動有逐漸受重視的趨勢。2.我國

大學公關單位編制情形上，以校內未編制專責的公關部門，但有編制專門負責的

公關人員為多。3.我國大學在推動公關時，多未聘請外部專業公關人員協助。4.

我國大學對於公關的推動，多傾向以舉辦活動及提供服務的形式推動。5.我國大

學推動內部公關之最重要目的在於增進學校之認同感與向心力。6.我國大學推動

外部公關之最重要目的在強調與外界的交流與合作關係。7.我國大學推動公關之

最大問題與障礙在於人力與經費不足。 

 

陳怡潔(2006)指出，此研究針對國內私立大學公共關係來作探討，以私立大

學中表現最為亮眼的[元智大學]為研究對象，將內容分為以下五個部分:1. 介紹學

校公共關係之內涵 2. 比較學校公共關係之相關研究 3. 了解國內私立大學公共

關係之推展情形 4. 分析個案研究 5. 提出改進的方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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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大學推行的公關策略，對於內外公共關係上的影響與效果。 

陳瑞萍(1999)主要從行銷導向的觀點，研擬師範院校招生策略的規劃。藉由

[市場區隔]與[形象定位]的分析技術，探討大學招生市場中學生的各項特性、學

生對師範院校現有形象觀點，從而了解不同類型學生選校的意願及傾向，與前兩

者不同，對象只限定於內部公眾中的學生。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結果發現: 

整體招生市場中的學生，大致可區分為生活取向、就業取向、理想取向三種

不同的類型,師範院校既有的招生目標為就業取向的學生。此外，師範院校對於

本身辦學特色的掌握，可強調出相異於其他大學的差異性。研究中藉由知覺圖各

大學的相對位置，建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可著重[學校地點]的優勢;[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宜加強師生互動;整體師範院校則應以[教學品質]

作為招生特色的象徵。 

 

陳俊宏(2005)則主要在探討各大學公關人員如何在[研究所博覽會]中運用各

種活動策略，將學校推銷給社會，並建立大學生、媒體、家長的良好關係等情形。

其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及量化分析為主，並參酌質性的研究深度訪談，進一步

探究研究所發揮的效果與所面臨的制約。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國內各院校應在公共

關係上作以下的努力: 

1. 建立學校公共關係制度。 

2. 遴選活動公關人員時,應多考量具傳播相關背景或是媒體工作經驗者。 

3. 大學園校應經常舉辦公關與新聞訓練課程。 

4. 參與研究所博覽會之公關人員不宜變動過於頻繁。 

 

張耿瑋(2008)本研究以融合東方文化的分析構面，突破傳統僅以西方理論作

為解釋的限制，來探討我國大學公共關係組織在推動公關策略以及公眾關係上的

現況情形。其研究以 95學年度全國 163 所大專校院中負責公共關係業務之主管

做為研究對象，採以郵寄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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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發現從教育程度、公關訓練、工作經驗、學校歷史以及公共關係組

織設置等變項中分別在公關策略及公眾關係上具有顯著差異，顯示我國大學公共

關係組織現況仍有待改善，另外，大學組織中最重視的公眾為學生與教職員團

體，最後也發現公關策略對於公眾關係上具有 74.8%的高度解釋變異量，顯示大

學愈投入公關策略的推展，則可以提昇與公眾間關係的品質。 

 

 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關於大學公關的研究大致可分為理念的探討，與實務

的解析;而在內容上，國外研究擴及大學公關內部與外部公眾的公關認知、運用

各種理論與觀念檢視大學公關、以各種對照式的及專題式的主題為研究架構;國

內研究則多探討大學公關實施所帶來的成效評估。以本研究的架構而言，除了理

念部分以外，媒體與公關活動的實務部分，是文獻中較缺乏的部分。因此，本研

究試圖以一般性研究的觀點，檢視大學公關中實務運作的部分，以從實務的觀察

中獲得更進一步的觀點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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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範圍與對象說明；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的選

擇，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並說明訪談大綱及訪談對象。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研究對象與範圍研究對象與範圍研究對象與範圍    

 經調查國內綜合大學直接以公共關係部門為一級公關單位，而不是附屬於其

他單位下的二級單位，或由其他單位人員兼代公關業務的大學，共計有十所，包

括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長榮大學、輔仁大學、華梵大學、

銘傳大學、元智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 

 本研究從十所成立公關部門為一級單位的國內大學中，選擇世新大學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公共關係室為研究對象，主要的考量因素有兩項:第一是兩

所大學成立公關單位的時間;其次是國私立大學的差別。 

 

以前者而言，兩所大學皆是近三年內才成立之一級單位公關部門:世新大學

成立於 2008 年八月，名稱為公共事務室；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則是成立於 2006

年，直接稱為公共關係室，由於兩所公關單位成立時間最新也最相近，因此無論

在整個社會的環境變數，或是單位運作的初始條件上，都有較相近的立基，因此

能夠盡量在環境與運作時間較相近的情況之下，再將其作進一步可行的比較，此

為第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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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世新大學從 1960 年改制的新聞專科學校，到 1991 年核准改制為

新聞傳播學院，又到 1997 年獲准改名為世新大學，一直以培養新聞傳播人才為

體認，且有完整的新聞傳播學院，因此對於公共關係的理論與實務運作上皆有領

域上的相關。 

 

第二個原因，由於考慮到公私立大學在公共關係單位的某些條件上所產生的

差別，如所獲得的資源或單位目標的訴求，可供研究作相互的對照；以國立大學

及私立大學作某個可行程度上概略的比較，可以適時呈現出兩者的不同之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一一一一．．．．    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用深度訪談法可以得到現在與過去的事實與經驗，人們所隱藏的感覺與態

度，受訪者較不易讓人察覺的信念與觀點等等，也可以獲得研究者有興趣的大

量，詳盡甚至是非預期的資訊(Berger，1991)。 

 

Interview 即是在人們之間(inter)發掘出某種觀點(view)，其優點即在於能深入

及廣泛地游於主觀真實中。質化訪談的目的是，基於［訪談會話是處於社會地位

情境中的言說者，對其經驗的修辭建構］之觀念，研究者試圖在整個有關訪談事

件的資訊矩陣中詮釋訪談言說的［真實價值］。由此可見，在質化研究的觀點中，

被研究者是具有主體自主性與自己情境的社會行動者，研究者必須觀察考慮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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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自然環境與社會位置，經由厚描細節式的訪談與觀察，從受訪者的故事陳述與

解釋來歸納出資訊，力求貼近社會行動者的觀點，了解他們的經驗以及如何與社

會文化溝通（Denzin&Lincoln，1998;Lindlof&Taylor，2002）。 

 

質化研究者認為深度訪談是由持續的談話與感情表達而發展出的會話，過程

中知識不斷累積，研究者應鼓勵受訪者自由地清楚表達其興趣與經驗，就算訪談

目的與結構多掌握於研究者手中，受訪者仍有更大的自由並能活用其影響力，讓

彼此的意見與觀點互相激盪，成為合作模式的訪談，雙方利益與權利價值是平等

的；和參與觀察相同，訪談的研究者應反思自己的角色與認同，學會傾聽他者的

聲音（Ｌindlof&Taylor， 2002）。 

 

Miller & Grabtree指出訪談法分為非結構式半結構式結構式訪談。 

非結構式訪談往往是以日常生活閒聊式或知情人士家常訪談式取得內情，最

寬鬆的訪談法就是非結構式訪談:事先不預先設計任何的提問問題，而是完全和

受訪者天馬行空地談話，晤談者在由受訪者所談話的內容中找出有興趣的內容加

以深入的探究(vios, 2007)。  

半結構式是以［訪談大綱］來進行訪談，對象可以是個人或團體，訪談時不

需隱藏研究目的，Vios(2007)認為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半結構式訪談的談話內

容沒有嚴格限制；研究員會訂下訪談大綱，根據談話的進度適當追問和修正問

題。作法為事先有粗略設計一份訪談的題目，但提問不只侷限在預設的題目上，

還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作深入探究。題目和回答的內容不只侷限在事先設計的

題目上。 在訪問的時候，有個方向去指引問問題，但研究者可以對方答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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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更深入的探討去了解事實。 

 

結構式訪談則是對所有的受訪者而言，給予的問題數目、問題的順序都是一

樣的（胡幼慧編，1996）。structured interview根據事前所設計的一份嚴謹的題目

來提問，要求受訪者根據題目來回答問題，提問和回答的範圍通常不超過事先設

計的題目範圍，一般研究者僅針對設計開放式問卷問問題，並不再提出其他問

題！也沒有特定答案格式(Vios, 2007)。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方法，半結構式的訪談多用於深度訪談的場合，

為最有彈性的面談方式，適用於受訪者少、不必將資料量化，但又必須向有關人

士問差不多問題的狀況。 

 

 

二二二二. . . . 訪談對象訪談對象訪談對象訪談對象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包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共關係室下三個業務中心的執

行長或人員;以及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中三位人員。最後並訪問兩所大學公關單

位的主任。 

    

表 3-2-1: 訪談對象 

編號 職稱 訪談時間 

訪談 A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秘書 98 年 1月 7 日 

訪談 B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主任 98 年 4月 14 日 

訪談 C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媒體公關 98 年 4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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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6 月 1 日 

訪談 D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共關係室執行長 97 年 12月 24 日 

訪談 E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共關係室主任 98 年 5 月 13日 

訪談 F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整合行銷中心助理執行長 98 年 5 月 14 日 

訪談 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整合行銷中心幹事 98 年 6 月 1 日 

 

三三三三. . . . 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本研究的訪談大綱計有七個主要題項與相對應的題項內容，整理列表說明如

下: 

 

 

表 3-2-2: 訪談大綱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研究問研究問研究問研究問

題題號題題號題題號題題號    

題項內容題項內容題項內容題項內容    

問題一

-1 
1單位成立的背景為何? 

2單位成立有何原因、目的及考量? 

一. 

理念 

問題一

-2 

1 對大學公關工作性質與特色的看法? 

2 對大學公關工作有何期望及目標? 

3如何看待自己在個人組織及社會上的大學公關人員角色? 

問題二

-1 

1 本單位公關工作的特色與著重點為何? 

2 作了哪些大學公關的目標擬定與對象設定? 

3各重點工作的大致內容為何? 

二. 

實務 

問題二

-2 

1 如何執行大學公關活動? 

2 主管同仁間合作溝通的方式為何? 

問題三

-1 

1 與記者接洽的程序為何? 

2 與媒體採訪合作的流程與內容為何? 

三. 

媒體 
問題三 1 與媒體的互動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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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遇到於期望不一致的報導時，其應對策略為何? 

3會提供媒體什麼特別的協助? 

問題四

-1 

1 公關單位在資源上有何內部的優勢與劣勢，及外部的機會與

威脅? 

2單位在軟硬體上面，擁有什麼樣的資源? 

四. 

評估 

問題四

-2 

1 大學公關主管以何種角度看公關工作執行的成效? 

2 大學公關公眾對公關活動的溝通與參與有何回應與意見? 

3公關主管對成效的評鑑原則為何?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資料分析與討論資料分析與討論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章計有三節， 第一、二節是國內兩所綜合大學(世新大學及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中，公共事務室/公共關係室的基本工作概況調查，分別為探討公關室成立

的背景與目的；公關室人員的工作理念；公關工作的作為及執行情況； 加上媒

體溝通方式與媒體策略；最後包括整個公關工作的資源利弊分析、總體成效評估。 

 第三節為兩校的公關活動個案分析，為正面公關案例處理，分別探討世新大

學助學系列方案的處理與台灣師範大學對於「點燈」大型個案的處理。 

 第四節則將第一二節的內容加以分析對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概況分析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概況分析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概況分析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概況分析    

    本節首先從學校高層人員及公關室主管，對其單位當初成立的宗旨及大方

向、以及公關人員對工作的想法等整體工作理念進行討論。其次，探討其執行過

的工作與執行方式。接著、分析與媒體溝通方式以及媒體策略。最後分別作策略

上、資源上、及成效上的總體評估評鑑。 

一一一一、、、、公共事務室成立的原因公共事務室成立的原因公共事務室成立的原因公共事務室成立的原因、、、、目的與背景目的與背景目的與背景目的與背景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一一一一).1:).1:).1:).1: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單位成立的目的為何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單位成立的目的為何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單位成立的目的為何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單位成立的目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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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原本對外的公關工作業務並無獨立正式的專責單位，主要是由附屬

於秘書處下的校友組，以及附屬總務處下的公關組，辦理公關相關業務。在公共

關係業務編制類型上，屬未編制正式的公關部門，但有編制專門公關人員類型。 

 世新大學接著將公共關係組、校務發展、建教合作、募款及校友聯絡等四組

歸併為研究發展處，這樣作的用意在於可使各組業務相互結合，並發揮資源共

用，效率倍增的功效（闕淑如，1999）。 

 直到二 00 八年八月，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才正式成立運作，屬於編制正式

的公關部門，也就是直接在學校內的行政組織中設立專責的公關部門。 

((((一一一一)))) 、 配合學校政策方向 

世新大學重視公關業務中的招生與校友部分的業務。因此，在招生活動的頻

率與多樣性上，以及校友的重視程度上，都需要一個專責的公關單位來辦理。此

外，媒體關係的業務有助於塑造正面形象與學校認同。因此成立公共事務室，是

與學校的理念方向相配合。 

((((二二二二)))) 、組織因素 

 公共事務室不僅是過去校友組與公關組時序上的延伸，繼續辦理原本的校友

服務及公關工作，更是在工作內容的橫向上及縱向上繼續擴大。向上業務所觸及

的層面變廣了，縱向上所作的工作也更深入了。 

 學校當初成立公共事務室，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夠把公共關係工作

的業務層面再擴大，並且做得比較深入一點，希望把整個業務面呈

現得更為完整。(深度訪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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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學校公共事務室人員的工作理念學校公共事務室人員的工作理念學校公共事務室人員的工作理念學校公共事務室人員的工作理念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一一一一).2:).2:).2:).2: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    

    公共事務室的主任談到對學校公關這個工作的看法，認為公關工作不論在大

學，或者在企業，其實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樣的，包括目標、理念與想法； 唯

一的差別，就只是在公關的對象不同，以及處理的事情不同而已。 

你的目標、理念、想法是一樣的。但是唯獨不一樣的是什麼，你 

面對處理的事情是不同的。(深度訪談 B) 

至於在學校公關工作的實際運作上，公共事務室主任指出工作目標有四大方

向，要是形象加分、凸顯特色、維繫內外的公眾關係、以及建立品牌。 

首先，要為學校的形象加分是公共事務室對學校的價值所在之一；值得注意

的是，同時也必須要對教育部指示學校的一些政策方向，作一定的了解與配合，

這是基本的，不能背道而馳。所以更進一步地，如果能使上述這兩個項目相互配

合，會使得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更有加乘的價值。 

所以我們在公共關係的配合度上來講，就要儘量把學校的形象，

或是配合教育部作一些正在執行的政策，你要讓雙方去match ，

這是第一個會注意到的地方。(深度訪談 B)    

舉例而言，由於經濟不景氣，很多學生繳不出學費來，教育部看到這個狀況，

便會行文給學校，希望學校能幫助學生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學校內部討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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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還願獎學金」的出現；另一方面，還准許學生繳費時，全額以消費券抵扣。

這個措施由於深具獨特性，在公共事務室發新聞稿給媒體，告知校方有這樣的政

策決定之後，就吸引媒體加以報導，隨之也提升了學校的正面形象。 

至於第二個目標，就是要知道學校的特色是什麼。公共事務室的梁主任指

出，因為每個學校有每個學校的特色，今天學校想要在上面作第一，她覺得那是

不可能的，因為有很多學校在這上面是強項。梁主任指出，作為一個公關的角色，

要知道怎樣把學校各別的特色凸顯出來。 

我們的特色在哪裡，來自於新聞傳播為主嘛，所以你就必須要

強打新聞傳播；那除了新聞傳播之外呢，我們又要去注重其他這些

科系的均衡。(深度訪談 B) 

舉例而言，電影、新聞、傳播領域是世新的特色，但其實是有很多學校都積

極在作的，像政大的新聞系便蠻強的；所以反過來想，世新的新聞傳播學院最強

的是什麼，是電影。像最近的海角七號、冏男孩，這一系列的電影編劇都是世新

的。因此公共事務室在媒體或刊物上都強打這一塊，讓人覺得看電影就是看世新。 

第三個目標，是要維繫對內和對外的關係。梁主任指出，如果學校自己不放

開心胸走出去，學校很容易迷思在自己玩自己的東西上，因此一定要跳脫出去。

而最簡單且第一個要做的就是社區關係的經營，世新公共事務室至今辦的兩場社

區活動，幾乎都是場場爆滿的。 

至於第四塊要強化的是，學生、老師、職員對世新的這個品牌的建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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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公共事務室的網站上，有「今日最大條」的這個主題，主要就是把每天學校

上報的新聞都列出來，透過電子信箱發給全校所有的師生，久而久之，便成為大

家每天會想看的東西。又如，像學校重度腦性麻痺生的廣告，也是公共事務室先

把這個訊息的新聞稿寫出去，大愛和其他媒體都一一來採訪過了；而剛好台灣人

壽也要做這些人物關懷的系列，他想到世新曾經發過這樣的新聞，因此廣告熱度

一下子就起來了。這使得學校內外覺得，原來世新也可以做這樣的關懷，幫助同

學。 

學校最近有什麼情形啊，都很清清楚楚。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公關一般都覺得，要對外去做什麼，可是卻忽略到說，怎樣讓我的

世新人，對世新這個品牌，是很重視的，是很珍惜的。(深度訪談

B) 

三三三三、、、、公關工作作為公關工作作為公關工作作為公關工作作為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二二二二).1:).1:).1:).1: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重點工作是媒體聯繫與招生宣傳。 

 在招生宣傳方面，針對不同的招生類別，各鎖定了不同的招生公眾對象。並

舉辦豐富的相關宣傳活動。以大學部來講，針對的就是高中生；以碩士來講，招

生對象是一般的大學生；至於碩專班就是鎖定想要在職進修的人士。 

 世新的招生活動不僅針對特定的公眾對象，更全面動用教職員及學生資源，

以及有完備的招生活動形式。此外，也視不同的招生性質，舉辦密集或定期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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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動。以每年舉辦一次的大學博覽會來說，會從學生中甄選出「翠谷薪傳人」，

並由系秘書或院秘書來配合訓練他們，以確定他們在博覽會上能有最合適專業的

任務表現；另外，也積極地在每個月不定期邀請老師、教授到高中去做升學演講，

或者讓學生以擺攤的形式作科系介紹、舉辦高中說明會；另外還會配合各高中的

需求，由專門人員負責安排高中學生到學校參觀，整學期都不間斷地在進行。 

 像大學博覽會，或是到高中去做一些升學講座，高中的說明會等

等。而我們曾經辦過的活動有像是學校的五十二周年校慶，還有前

名譽董事長的榮譽博士受贈典禮，之前的友好之櫻活動。(深度訪

談 A) 

會請老師到高中作演講，做科系的介紹；也會到高中去辦博覽

會，像擺攤這樣子；看招生的需求，他們通常會發公文來，每個月

都有。另外還會安排學生來學校參觀。(深度訪談 A) 

此外，公共事務室所培養學生，稱為翠谷薪傳人，並不只是把他們界定為

親善大使，而是也要培養他們能成為專業的解說員，每年會甄選二十名，基本

條件是口條與表達能力一定要夠強。所以公共事務室的招生人員也要加入他們

的訓練過程，當翠谷薪傳人進來時會先訓練他們，到大學博覽會時就能自己出

去獨當一面。訓練的人力資源部分，會請系秘書或院秘書來做講解，教他們如

何講，在一次又一次的講解當中，他們也去修正他們的講解。 
  

四四四四、、、、公關工作執行方式公關工作執行方式公關工作執行方式公關工作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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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二二二二).2:).2:).2:).2: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    

至於公關人員與主管在工作上的溝通方式，採雙向的合作模式。在每週固定

一次的公共事務室事務會議上，進行工作討論。主管尊重員工的專業地位與每一

個創意發想，經過雙方的討論溝通之後，再由主管根據自己的審視結果，提出建

議。由此，不僅上行溝通沒有隔閡，且暢通無阻，下行溝通也與其發揮了最大效

果，協同產出最平衡且有效的溝通結果。 

我們會就自己專業的部分，去提出自己專業的看法，主管於是就

我們的狀況去提出一些建議，彼此作溝通。在個人的領域上有什麼

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提出來跟主管討論，她會就實際面來幫我們審視

妥不妥當，或者是要怎麼樣去調整。(深度訪談 A) 

 在與學校當局的溝通上，透過每兩個禮拜開一次的行政會議，公共事務室會

知道目前學校的政策方向是什麼，以避免與學校或教育部的方向背道而馳。公共

事務室主任私下也會與校長與直屬副校長作溝通。 

至於公共事務室公關工作的目標，除了梁主任所提出的四大方向：幫學校的

形象加分 、突顯出學校的特色、維繫對內和對外關係、以及建立強化學生教職

員對世新這個品牌的認識，這四個大目標是一定要做的之外，在作的過程中如果

沒有短中期的實際工作達成，事實上都是空談。因此實際執行上，會有一些限期

規定的產出。例如：在校友工作上，每個禮拜要透過 e-mail寄出一份「校友週報」，

而針對沒有使用電子信箱習慣的校友，每一季還要郵寄一本「校友季刊」；此外

每個禮拜還要出一份報刊式的「世新簡訊」，發送給全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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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媒體部分的工作，所負責的兩名媒體人員，每週要各發兩份新聞稿，共

四篇的新聞稿給媒體記者。內容大致是網羅校內各系上所舉辦的活動，經每週的

室內事務會議與主管討論之後，認為哪些議題是不錯可以寫的，便以新聞稿發

出。媒體公關不但新聞敏銳度要夠，也要知道當前的政策是什麼，然後自己去找

相關的東西。 

特別是在招生宣傳部分，世新公關人員由於學校的招生需求及招生對象性

質，他們需要跳到第一線去直接接觸目標公眾，與他們作互動，了解其真實的需

求，以真正達到有效的招生目標。因此，公關人員在執行宣傳上的難度及挑戰度

都變大了。 

    我們學校不像師大，不需招生，只要去登登廣告，他們不必第一

線去接觸目標公眾。我們必須直接去面對我們的目標對象，從活動

上去了解他們的需求，去提供一些東西。(深度訪談 A) 

除了以上固定的工作產出目標之外，每個禮拜還要呈給主管一份機動性的一

週工作檢核表(checklist)，格式分為四項，即上週工作內容、本週工作內容、已完

成和未完成部分、以及下週工作計劃，以每大項自己清楚條列出具體的工作項目。 

這一個禮拜大的方向，要作的東西，其實他們自己都會去訂出來。(深

度訪談 B) 

組員的工作內容都列出來之後，主管便有督導的職責。主管與組員的工作關

係屬開放溝通，只要遇到工作執行上有問題，隨時隨地都可以自動請教主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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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會主動幫忙解決；此外更細部的部分，對於每條工作項目，以主任的立場，也

會積極地去監督在時間點上完成，一旦有拖延，便須報告原因。 

在運行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問題，那這個就是隨時進來啊。 

我只要盯我給你的時間點上，你要有東西給我。(深度訪談 B) 

 尤其辦活動的時候，必須將企劃書、檢核表寫出來，前者包括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文宣製作的清單、預算、贈品需求單、校園記者名單等等要項，但

重點是要列出整個活動中各節目的詳細時間點，以有效掌握整個流程；後者則

是以最詳細的方式列出所有工作細項，以督導各個環節沒有遺漏。此外若是特

別大型的活動，一定要進行兩次的事前彩排，在第二次彩排再由主任全程督

導。在活動結束之後，組員們會進行一次成果展，檢討缺失，以作為下一次活

動的參考。 

 此外若是學校各系自己舉辦的活動，在學生接洽了這個活動之後，公共事務

室的職責就是幫他們透過平面文字、媒體的各種管道去宣傳這個活動。 

 所以原則上，公共事務室的運作模式是由公共事務室的梁主任先訂定大方向

目標，經由事務會議上的溝通了解，對於具新聞性的議題及需要的活動，由組員

訂定及執行工作內容；不斷經過組員的提問及主任的意見，合作出工作結果。 

 

五五五五、、、、        媒體溝通媒體溝通媒體溝通媒體溝通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三三三三).1:).1:).1:).1:世新大學公共事務世新大學公共事務世新大學公共事務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與媒體實際溝通的程序為何室與媒體實際溝通的程序為何室與媒體實際溝通的程序為何室與媒體實際溝通的程序為何????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業務分配中，媒體這一區塊的公關工作一共有兩人在負

責：一人專責所有媒體與世新連絡的窗口，為世新公共事務室對外與所有媒體接

觸的第一連絡人；另一人則辦理媒體業務之外，還兼辦公共事務室所舉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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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業務。 

 第一連絡人也是最主要的媒體公關人員，無論從新聞稿的發送開始，到接聽

媒體的來訪前電話、 接待記者、負責安排記者所需採訪的人員，一直到整個採

訪流程的親身陪訪，甚至要應付整個過程中種種突發的狀況及要求，媒體公關人

員都隨時準備好站在第一線上。 

原則上這邊世新的媒體，所有聯絡的窗口是我。當然今天有記者

來採訪，我會負責這個，另一位搭配的同仁負責那個，我們都分開

來跑。(深度訪談 C) 

 學校公關與媒體接觸的第一步就是所發送的新聞稿。一般記者接到學校藉由

電子信箱所發送的新聞稿後，會有三種處理方式：第一、將學校所提供的新聞稿

直接引用，也就是不經追訪直接作為媒體上的報導文字稿；第二、對於新聞稿有

疑惑的內容部分，記者會打媒體公關的手機或直接利用 MSN 與其連絡加以查

證，再作為新聞；至於第三、對於記者覺得有興趣的消息，他們一看完新聞稿便

直接會來採訪。 

 由於在新聞稿的下端都會有學校媒體公關的連絡電話，通常記者要來訪前都

會直接打一通手機給第一連絡人，因為時間緊湊，往往雙方還在通話時，攝影機

跟記者都已經在來訪的路上了。 

 一般記者來採訪，公關人員會照媒體記者依不同類型新聞所需要的不同協

助，作進一步的支援。一般可分為三種新聞類型：具新聞性的新聞、議題類的新

聞、專題性報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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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關於新聞性的新聞，大多屬校園活動層次的新聞，一般由聯合報派駐

學校的校園記者來作第一線報導，然後依慣例傳給公共事務室後，公共事務室媒

體公關認為具有一定的新聞性，便會進入發新聞稿的程序。 

比如學校有一些我們覺得具有新聞性的東西，有一些可能是比較

針對校園記者的，比較活動性的，那她們如果今天有版面，覺得這

個活動有趣，第一他們看完新聞稿就會來採訪。(深度訪談 C) 

 再者就是議題性的新聞，議題性新聞的特性是，新聞稿一發出去之後，記者

便會來追新聞；因此，一方面媒體公關要負責進一步解釋疑問，另一方面也要配

合媒體需要，提供給媒體個案案例，以作為記者事後的補充追訪。 

你這個消息一出去之後，媒體當然會非常有興趣，有疑問，它就

會來問你。當然有一些它事後就會再來追，新聞稿出去之後，它就

會再來追，有沒有個案給我啊。(深度訪談 C) 

 最後，當記者要做一個專題時，可能依照專題內容需要特別的專訪。一但記

者跟媒體公關人員提出這樣的需要，公關人員便會主動配合，在校園裡訪查有符

合這樣條件的受訪者，並立即回報連絡。 

另外媒體還有很多他們專題上的需求，比如說它今天想要見一個

好玩的小孩，比如說很有才藝的同學，會創意的同學。他們只要跟

我提需求，原則上我盡量滿足他們。(深度訪談 C) 

 比較特別的狀況是：記者由於趕稿的時間壓力，常會在兩個特別的時間臨時

打電話給媒體公關的負責人。第一是學校快下班前的四或五點鐘，第二是晚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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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這時學校媒體公關往往體貼他們的時間緊湊，會趕緊幫他們找到訪問對

象，並在談完之後，直接傳給記者文字稿。 

他們普遍在四五點的時候因為各種原因打電話給你，在很急的時

候，我幫她找完小朋友，直接打文字給他，這樣他方便。 

媒體有時候十一點打電話給我，我就幫他寫了一段文字就給

他。(深度訪談 C) 

 

六六六六、、、、媒體策略媒體策略媒體策略媒體策略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三三三三).2:).2:).2:).2: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與媒體的互動上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與媒體的互動上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與媒體的互動上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與媒體的互動上，，，，採取何種策略採取何種策略採取何種策略採取何種策略????    

    如文獻上所言，公關工作所發揮的功能，會與工作人員的個人背景因素息息

相關。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媒體公關人員，其之前的工作是媒體記者，因此將

其工作經歷應用在現在的工作理念上，便能夠以記者的需求作為出發點。此外由

於曾接受過大眾傳播研究所的訓練，同樣灌輸了她與媒體雙向傳播溝通的概念。

因此在實務與理念上，都使得世新大學的媒體公關與記者的互動性非常密切而良

好。 

你當媒體公關的第一個重點是，不純粹是你要給他什麼，你也要

知道它需要什麼；那你在這中間找平衡點，學校的新聞就容易刊

出，我們公關工作的績效就會比較好，這是其中一點。(深度訪談

C) 

 常常媒體記者須要訪問學生，這時在媒體與學校學生兩者之間的關係上，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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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公關扮演的是一個橋樑的角色，透過學生權益與媒體需要兩者之間平衡點的斟

酌，促成公共事務室、媒體、同學三方彼此的互利互信。站在學生權益的立場，

所找到受訪的學生必須不排斥媒體，當然如果找到的個案拒訪，公關人員便會跟

媒體說抱歉。此外，為保護學生立場也不掛全名；站在記者立場，找到的個案必

須合適且樂於分享；最後以媒體公關本身的角度，必須在記者訪談同學前先訪問

過同學，一方面是為媒體先了解過，另一方面並為同學解除他的害怕感使其有心

理準備。 

我就是事先要把個案找著，先訪談過，前提情況之下，我們就是

希望這些個案對媒體有幫助，這同學樂觀，因為你公關不可能為了

媒體的需求把同學往前推，這是不可以的，這個同學要很樂觀開

朗，並且助學方案對他有幫助，他也樂於分享，那這樣就安排給媒

體。(深度訪談 C) 

 此外難免地會遇上關於學校一些負面的消息，記者一方面採訪同學，一方面

也會向媒體公關查證詢問。以媒體公關的立場，媒體公關會來處理，例如的確有

可堪質疑的部分，當媒體公關親自去了解了這個情況之後，便會把事實跟他說，

只是陳述的方式較不具新聞性。 

一定講實話，我覺得作公關一定要講實話，你如果都給他公關語

言，他下次不找你了。(深度訪談 C) 

 此外關於遇到同學直接向媒體爆料的情況，媒體公關人員便會作相關的了

解，在了解整個問題以後，再向媒體說明。由於有時是聯合報在世新的種子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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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過學校的任何單位，便直接發新聞給記者，遇到這種情況當正規記者來追新

聞之後，世新的公關人員便要去了解這件事情整個的前因後果，因此當媒體要問

的時候，公關人員便坦然面對。 

 要說清楚，你沒有把事情說清楚，他落了一個世新大學不予回

應，更糟吧；那我們說清楚之後他怎麼解讀，當然媒體有他的權力

啦，但我們一定不會迴避對學校有一點不利的任何發言，學校的立

場是這樣。(深度訪談 C) 

 世新媒體公關人員指出，由於她懂媒體需求是什麼，也能夠體諒他們截稿壓

力下的任何需求，因此盡力協助媒體記者完成採訪，而彼此間就會有一種信賴

感。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從成立以來，培養出與媒體信賴的關係，記者覺得媒體

公關願意幫忙，因此當記者有需要時，便會想到世新公關能幫助記者、滿足記者，

就會常來找公共事務室的媒體公關，相形之下，世新見報率就會比較高。 

 雖然世新的新聞稿不是每次都見報，但從長期的眼光來看，公共事務室把這

些與媒體的互動看成是一種形象的塑造。 

 長期有一個形象是世新很積極，所以媒體缺新聞，它就去它的信

箱裡面去撈，就直接上了，那下面當然寫世新大學提供。深度訪談

C) 

另外，世新公共事務室的媒體宣傳策略還有一項特色，就是活潑有新意的文

字宣傳。以「就愛挺你」助學方案為例，其方案引起很大的迴響，第一是剛好在

時事的時間點上，第二就是包裝良好的文字宣傳策略。「就愛挺你」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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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的三挺，大家都在談政府有三挺，世新便借用有五挺，第一好記，第二念

起來很上口，配合世新大學學生活潑、有想法的特質，便為一個成功的包裝個案，

使人印象深刻。 

    

    

七七七七、、、、資源利弊分析資源利弊分析資源利弊分析資源利弊分析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四四四四).1:).1:).1:).1: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人力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人力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人力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人力、、、、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軟硬體的資源狀況為何軟硬體的資源狀況為何軟硬體的資源狀況為何軟硬體的資源狀況為何????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甫成立才不到一年，因此對於人際關係資源、媒體資

源、校友資源等等上，都必須一步一步去經營累積。但在短時間內，尤其是與媒

體關係這一區塊上，已頗有一些成效。 

過去大家會覺得一個人而以沒辦法作，很多東西要在有限的資源當

中去思考，什麼方法是最能達到最有效的。(深度訪談 B) 

1. 人力資源： 

世新公共事務室主任，之前在業界服務，運用業界的眼光及看法，使學校

公關的工作積極有效率。 

我覺得不管是你在大學，或者是企業，我覺得公關的角色都是一樣

的。(深度訪談 B) 

我的做事上來講，我也不可能這是交代完之後，下禮拜一再見，我一定是

會盯完。(深度訪談 B) 

世新公共事務室的媒體公關在之前是財經記者，在理財週刊任職，不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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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記者的需求，以記者的立場出發，也有接觸公關的經驗。因此在接觸記

者時，不僅在實務執行上，在工作理念及想法上，都有一定的基礎，能使

媒體公關工作發揮更大的效果。另一位負責媒體活動的公關人員，之前是

在東森電視台服務。 

我原來是媒體記者，我會用我的方式，我會用我原來接受公關的方

式會以記者的需求出發。(深度訪談 C) 

2. 人際關係資源： 

世新公共事務室與媒體的關係良好，一方面因為世新有廣大的記者校

友，二方面由於世新是重視新聞傳播的學校 ，最後也最主要的是世新公

共事務室與媒體關係的用心經營。 

我們跟媒體的關係很好!你們可以常常看到世新的新聞。只要上到

公共事務室的網站便可以看到，我們一週見報量很多。(深度訪談

A) 

公共事務室每次辦一些公關的活動時，都會發邀請卡給記者；遇到記者

節或一些節日時，也會寄卡片給他們。 

你就是常常跟他們互動，包括記者來跟我們講從來沒有看到學

校公關做到像我們這樣的。(深度訪談 B) 

他們的 image已經非常知道世新有什麼了，如果今天沒什麼新

聞，它一定趕快去看世新有什麼新聞稿。那做到這樣的話，現在

我們就可以比較輕鬆地去面對媒體的宣達。這就是一段時間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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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嘛!(深度訪談 B) 

校友關係也是從校友電子週報作為起步，從發出訊息給各個校友開始，

不斷地去接觸校友、辦系友回娘家，久而久之，整個校友力量就會凝聚

起來。公共事務室主任指出，就是要用方法，透過辦活動，便能漸漸看

出效益。 

學校其實很注重校友這一塊，有補助很多經費給系上，在系友回

娘家中去辦系友會，那每一系每一系都凝聚力量之後，公共事務

室是不是就像拿一串粽子起來。(深度訪談 B) 

至於招生對象，由於學生太多，剛開始也是以打散彈槍的方式去宣傳，

慢慢地知道較多報考世新的學校之後，不斷縮小範圍，便能建立出學生

資料庫。 

3. 硬體資源： 

公共事務室會刊登招生廣告，包括網路上、公車車體與車內的廣

告；其他有雜誌，像 cheers工作人雜誌，他們每年都會有大學校

系研究所的調查；報紙也有，通常都在教育版；另外廣播也會有。 

 

八八八八、、、、成效評鑑成效評鑑成效評鑑成效評鑑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四四四四).2:).2:).2:).2: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 

    世新公共事務室主任對工作成效的評估上，有兩個原則：第一個學校工作的

規定如何，是一定要做到；第二就是自己部室上有它要完成的內容。因此開每週

的事務會議時，組員必須就自己的工作上，去補充作他們的報告。至於報告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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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都要經過主任監督及了解。梁主任說道，按照事務會議當中所提及的事項，公

共事務室人員的績效就是他達成率的狀況。 

每一個人，就他自己負責的，追蹤上一個禮拜的事項，有沒有負

責作完，有完成，沒有完成理由是什麼，都要講給我聽；然後這個

禮拜的工作事項是什麼；還有一個就是下個禮拜的工作事項是什

麼；還有一個是會議當中我交代的事項。(深度訪談 B) 

 公共事務室主任說道，但要看工作的性質，像以新聞來講的話，媒體公關的

部分，評估的依據就不是以新聞稿寫完作為標準，而是要新聞稿上媒體越多，代

表你的績效就越好。至於校友部分，除了寫校友週報，就是雜事比較多，組員們

便儘量協助她。 

 而整體評估上來看，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的公眾接觸以學生及媒體為多，在

與教職員的溝通上，反而是比較弱而必須加強的部分。另外在企業的接觸上 

，也是可以加強資源運用的部分。 

服務的對象在教職員方面比較少，因為學校已經有人事室了。在

橫向的聯絡方面，我們可能還需要去加強。像是跟各單位的聯絡，

比如說他們有活動可以提供我們發新聞稿，我們也可以提出一些協

助，透過 e-mail跟電話。 

     跟企業界的接觸目前比較沒有。(深度訪談 A)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關室的工作概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關室的工作概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關室的工作概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關室的工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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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公關室成立的原因公關室成立的原因公關室成立的原因公關室成立的原因與背景與背景與背景與背景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一一一一).1:).1:).1:).1: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單位成立的目標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單位成立的目標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單位成立的目標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單位成立的目標為何????    

台師大公共關係的業務之前由秘書處的第一組及第二組兼辦，在公共關係的

業務編制類型上屬於未編制公關人員，但由校長指派專人負責綜理公關相關業

務； 直到二 00六年台師大公共關係室成立，至今已經過四位主任。 

(一) 與社會背景息息相關 

台師大成立公關部門，與社會的背景息息相關。為了與時代脈動相應合，提

高公共關係的績效，台師大校方便成立了公共關係室，以配合現代社會具行銷概

念的精神。 

    現在是重視行銷精神的社會，學校在兩年前成立這個公共關係

室 ，當然是希望加強與對外的互動跟溝通啊。(深度訪談 D) 

(二) 學校方向 

由於過去學校的形象相當保守，所以成立公共關係室是希望讓外界更了解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一些內涵。首先師範大學在外界給人家的感覺，是一種教育

大學的感受； 也因為現今整個少子化的趨勢以及師資培育的多元化，各個大學

都在培育老師。基於上述種種因素，學校當然希望台師大能轉型成為一個綜合大

學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注重跟外界的溝通就變為更重要。重點在於讓媒

體了解整個學校是一個涵蓋了科技、管理、藝術、人文還有體育的大學，像是一

所真正的大學。 

   所以台師大要怎麼讓人感覺覺得它是一個綜合大學，所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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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關係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深度訪談 D) 

    

二二二二、、、、學校公關室學校公關室學校公關室學校公關室人員的工作理念人員的工作理念人員的工作理念人員的工作理念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一一一一).2:).2:).2:).2: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對於單位的整體目標有何理念????    

    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夏主任認為，學校公關與一般企業公關的不同之處，一樣

是對象的不同。一般企業的公關只負責外部的公共關係，台師大公關室更負責學

校內部的公眾對象，對社區、校友服務，以及畢業生作就業輔導等，其功能的複

雜度不是典型的企業公關。再以學校內部公關進一步地說，台師大公關室與一般

企業公關還有一個不同點是，由於學校公關室的人力及經費有限，而全校卻有一

百五六十個單位，無法像外面公關全部的公關工作由一個部門來作，因此只辦理

全校性範疇的業務； 如果是各系上或各行政單位的公關活動，一般而言，公關

室只提供協助支援。但此外，在典型的公關功能上，台師大公關室就跟一般公關

差不多了。 

    你講的企業公關一般對外，那我們其實還有對內。。。。我們跟外面的

公關不太一樣，外面的公關大概是全部由一個部門來做，我們就

是便成兩個，一個是全校性的，就我們來做；一個是各部門的，

我們就協助。(深度訪談 E) 

 夏主任提到，若思考台師大在這個社會上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簡單一

點講應該是要負有社會的責任。具體來說，台師大校長平時常常跟公關室主任與

同仁在溝通理念的時候，都會偏向從愛和關懷的角度來談，也希望給大家看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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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在外面的形象是這樣子的。讓人知道學校除了誠正勤樸是標準的校訓之外，

其實也是一個具有愛跟關懷能量的一個大學。舉例而言，學校每年底舉辦的一系

列點燈活動主題，就關係到外界怎麼樣看台師大，公共關係室透過許多捐贈性的

設計，放到一直在作的相關形象裡面，會有對正面形象加分的效果。這是第一個

部分。 

從過去這半年來我們看到公關室比較多接收到的使命大多

都跟關懷與愛比較有關的。(深度訪談 E) 

第二個部份公共關係室比較需要長期努力的，是要讓很多人知道師大不光只

是培養老師的搖籃，所以希望改正外界對台師大這個單一的印象。夏主任進一步

說道，因為學校現在畢業的生裡面，只有百分之三十是有資格當老師的，其他的

全部得到一般的行業去上班，這就是為什麼公共關係室在就業博覽會要辦得認

真，因為畢竟有七成的學生是走這條就業路。這點對台師大公關室來講是一個重

大且長期的挑戰。 

六十幾年了，所有一般人印象裡面一定是覺得是培養老師

啊，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深度訪談 E) 

第三個部分就是招募社會資源，但由於碰到金融海嘯，募款相對地困難；又

加上台師大本身在募款上的兩大問題：夏主任指出，第一、過去幾十年來，師大

的畢業生多是就業於教育界，作生意的並不多，造成募款對象及金額受限； 二

者，師大的形象樸實保守，一但出來要募集資源，就會有形象上感覺不一致的情

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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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本身募款要看學校，學校的專業像台清交，他很多畢業

的校友都是高科技的，那我們師大像剛剛講的還是碰到第二個問

題，會認為不就是老師嘛，那畢業校友裡面有多少是做生意；再

來，我們很誠正勤樸嘛，他們會覺得很奇怪，怎麼師大會出來要

資源，台清大要資源好像很正常。(深度訪談 E) 

 

三三三三、、、、公關工作作為公關工作作為公關工作作為公關工作作為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二二二二).1:).1:).1:).1:台師大公共關係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台師大公共關係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台師大公共關係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台師大公共關係室有哪些重點工作內容????    

    公共關係室下設立三中心，分別為「校園及社區服務中心」、「就業輔導與校

友服務中心」、「整合行銷中心」。 

    師大的整合行銷中心是將一般放在校友組之下的募款業務及一般歸屬

於媒體組下的新聞聯繫工作，歸併成為一個專責的單位。行銷中心綜理兩大業

務，一為社會資源募集，二為新聞的發佈。整合行銷中心直接第一線接觸媒體記

者，將學校所發生的新聞、議題、活動等都成為新聞稿發給記者，使師大整合行

銷中心成為師大所有活動對外聯絡的窗口，同時也成為學校對外宣傳的單位。 

 像我的狀況是負責對外跟媒體的聯繫，像是我們學校有什麼好的

新聞有沒有什麼好的議題或活動，都會對外界做聯繫。(深度訪

談 D)    

    行銷中心要做的就是說如何開拓資源，包括社會資源募集還有新聞的發布。

新聞發布當然含括記者會、新聞稿，目的就是希望讓外面更了解我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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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社會資源募集，因為講到現在學校都必須自籌財力，必須自己擁有一個

自籌財源的能力，所以成立行銷中心未來擔負起接觸政府的標案、跟學校各個單

位合作，然後幫學校開拓財源，這是我們中心最大的兩個宗旨。 

 行銷就是更有效的行銷，意思就是在我們要把透過整個行銷中心

對外媒體的宣傳、怎麼辦記者會。(深度訪談 D) 

而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相較於整合行銷中心，主要是對內處理學校相關新

聞及學校的社區服務，並兼理外賓接待。依此範圍分兩大部分：校園方面有校園

影音報以及其校園記者的培育； 社區與外賓接待方面則在學生中徵召親善大使。 

 媒體服務組，他們會做學校的影音新聞，是學校培育的種子，譬

如說培育影音記者，讓他們去蒐羅學校有趣的新聞，學校記者他

們也發布新聞，包括發布到真正一般的平面新聞，或是發佈在網

路上，主要是讓學校外面更了解我們學校的一些狀況，尤其在學

生這一塊。(深度訪談 D) 

 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中心則積極建立與校友間的關係，包括資料管理、校友

活動舉辦等，使校友與學校間的互動更密切。 

如何讓我們校友成為我們本校的資源跟學校互動得更密

切，這也是行銷做的事情。(深度訪談 D) 

此外，如果上台師大學校的首頁網站上就可以看到一個點亮心燈的一個主題

網，叫「十萬燈火十萬心」，這是公關室長期在作的大型主題活動，每年底都會

舉辦，其主要概念是要關懷偏遠弱勢的學生。由於他們可能沒有家教，也沒有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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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班，台師大便可以幫他們做網上或面對面基測的總複習，包括寒暑假都會送學

生出去到偏遠地區，到山邊、到海邊幫這些孩子做國中課程的總複習。學校如果

這樣持續一直做一直做，就會讓人覺得台師大不一樣了。 

它不是一個只會去講研究、講教學的學校，在此之外其實包

括老師或是學生也好，都有一個社會的責任，我覺得這個對於學

校來講絕對是蠻好的。(深度訪談 E) 

 除此之外，台師大公共關係室也積極與企業連結合作，每次舉辦大型活動，

都獲得數十個至上百個企業的贊助支持。 更進一步，甚至產學合作，讓學生到

企業去實習，使得學生與企業雙方互利。 

我們現在有做一些企業連結，像是裕隆汽車準備在明年辦一

個大型的創新設計的頒獎典禮、我們也準備跟捷安特辦交通安全

的活動。此外，也有跟中央社、now news、聯合報的預約室談所

謂的建教合作，這就是我們跟媒體的連結。 我們還邀請了所謂

的媒體人當我們的顧問。(深度訪談 D) 

 

四四四四、、、、公關工作執行方式公關工作執行方式公關工作執行方式公關工作執行方式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二二二二).2:).2:).2:).2: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實際執行上落實的方式為何????    

    公共關係室的工作執行，從一般面與普及面的管理來講，其實與一般公關公

司的操作原理並無太大差異。一樣必須透過上面的行政命令與單位內的既定目標

的機制，來進行計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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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跟一般公關公司操作是一樣的，它不是一意孤行，不是我

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深度訪談 D) 

 公關室的夏主任表示，公關室的業務有很大部分，是由校長透過行政會議或

其他會議來要求公共關係室作一些事情。一般而言，行政會議大概一學期開一兩

次，此外還有行政主管會報。校長編派公關室業務的最基本原則是，當校長覺得

該項活動不是屬於一個什麼特別的單位時，就會分派給公關室，因為它是「公

共」。公關室內已擬定一份甘特圖，從現任主任上任的二 00 八年十一月起，到二

00 九年十二月底，預先計劃排出了一連串的工作要項，甘特圖主要包括工作項

目、起迄日期等，貼在公共關係室牆壁上一目了然。 

 提到工作執行上的困難，主要是公共關係的執行受到預算的限制； 夏主任

表示，如果沒有預算，就算想做恐怕也有困難。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經費預算極

少，以一整年的預算來看，如果全部用在稿費、一些校園記者，還有公關室人員

的薪水，剩下的經費已不能夠辦什麼活動了。舉例而言，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在二

00 九年五月二日到五月六日舉行承辦的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一連五天的活動

辦下來之後，共需八、九千萬的經費；然而教育部只補助了二、三千萬，其餘的

差額是經過人員們辛苦的尋找，最後才確定由外島的酒商願意贊助。儘管如此，

公關室仍在去年底提出一些計劃型的預算，期望這些計劃會通過，如果通過了就

從下學年度開始，由學校編列一定的預算金額。 

 此外，以公共關係室單位內部的溝通方式而言，共有三個層次的會議，透過

會議的報告討論，彼此流通及掌握各同仁的工作狀況及工作進度、規劃。從最小



 94

範圍看起，公共關係室下設的三個中心，每週都要開一次中心內部自己本身的業

務會議，由各個該業務細項的負責人員，與該業務相關的人員共同面對面開會，

使各該項工作能如其順利進行。 

什麼是中心會議呢，比如我剛講公共關係室不是有所謂親善

大使，親善大使的負責同仁如說宗順，就會固定跟執行長開會； 

另外我們有校園記者，那負責校園記者的同仁世澤跟雅萍，就會

跟校園記者開會； 每星期三中午，校園記者會固定在這裡開會，

來決定未來這個禮拜有哪些新聞要去採訪。(深度訪談 E) 

 第二個層次是每週一，主任固定要跟同仁開一個公共關係室本身的全體同仁

會議，如此主管才能掌握每個同仁本身的工作內容，並且聊聊他們的進度。這項

工作對主管而言相當重要，因此在主任上任的那個月更密集，夏主任除了跟每個

組員每個禮拜一開會，接著隔週跟主管再碰面之外，還將每個同仁個別找來，了

解他們的業務。 

 比較特別的是，在公關室執行上還有督導圈的概念制度，所謂的督導圈便是

從業務彼此相似的同仁中，請一個人作該業務的督導。 

 最後第三個層次是每個月舉辦的大型例會，在這個例會中每個人都要做整個

月的工作檢討報告。 

以整合行銷中心為例，其同樣有績效的評估。除了平常一般性的活動檢討報

告外，檢討重點更在於是否有績效上的成長。主管評鑑的指標包括了活動成長

率、新聞見報度、以及募款金額的增加與否等等。此外公共關係室會不定期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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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布，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發，有的時候頻率很高，每兩三天可能就一次，

只要有訊息就發布。    

我們是每個禮拜都有中心的會議。每個禮拜都有公關室的會

議，每個月有每個月的大型例會，那都要做工作檢討報告。包括

你的見報是不是比去年多、你的活動是不是成長 、募集的金額

是不是比去年多等等，還有你辦了些什麼活動。(深度訪談 D) 

 至於記者會黃執行長指出，其成型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包括你怎麼跟外部

企業做連結，這個企業要不要呼應你這個事情； 還要邀很多來賓，要讓他們知

道你的想法等等。 

     

五五五五、、、、媒體溝通媒體溝通媒體溝通媒體溝通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三三三三).1:).1:).1:).1: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實際的溝通程序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實際的溝通程序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實際的溝通程序為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實際的溝通程序為何????    

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對新聞發布這個區塊，設置了一個新聞發布平台。除了公

共關係室可以透過這個新聞平台做新聞發布以外，也把這個平台發給全校各個單

位，使他們能通過同一個平台做新聞發布。    

全校各個單位可以選擇經過或不經過公共關係室來發新聞，因為公關室把後

面的平台都開放了，包括想要連絡媒體的名單都事先放在上面。對於此平台的運

用上，還分不同的類種，比如說文教的、運動的、體育的、地方都有，這是一個

頗為完整的平台，可以讓學校各單位他們可以自己選擇。而當學校內部單位會找

公關室來協助，多半是新聞稿的撰寫會有困難，公關室就會幫他們做撰寫的一些

調整，也會給他們做記者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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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室本身對於與媒體的溝通方式，也有一定的流程。台師大公關室通

常會以舉行記者會的形式與媒體接觸，與一般媒體公關不同的是，負責對外新聞

連絡的台師大公關室整合行銷中心，其對外的新聞發佈並不會先發新聞稿給媒

體，而是先寫一份採訪通知，為接下來的記者會鋪陳，新聞稿是在記者們來採訪

的當天才會提供。 採訪通知較為簡潔，內容包括活動標題、一段活動主旨的文

字敘述、記者會的時間地點，比較特別的是，最後會條列出當次記者會中會出現

的活動焦點畫面與議題，最下面再附上聯絡電話。記者得到這些訊息以後，能在

最短的時間內掌握接下來記者會的狀況。此外，一但知道某個記者他不在電腦線

沒有隨時收線，就會用電話通知他，簡單地告訴他整個活動的訊息，以及時間，

邀請他們來參加。 

第一個採訪通知發出去以後，我們發採訪通知的對象是根據

活動需求，比如是體育類為主的議題，就給體育線，學術活動就

發給教育線。因為我們這邊有記者名單，我們會照著分配的路線

和採訪主線去發佈。(深度訪談 F) 

記者有時後收到訊息採訪通知，有不清楚的地方，會打電話來詢問，因為採

訪通知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項，就是下面一定要有連絡人。包括事前要幫記者找到

的人物、問題或對象，他們可以照這個連絡人的電話去了解。此外，記者也會詢

問採訪的路線、規定有哪些、有沒有辦法採訪到相關的同學，媒體公關能夠找的

就現場幫他找。 

至於新聞稿部分正式的發出，是在記者會的當天，內容會根據公關室活動的



 97

需求，以及記者會的訴求來撰寫，大概每兩、三個小時就會發一份給媒體，讓他

們邊採訪時也有資料可以參考。記者來了以後，公關室會設媒體接待區，記者到

達以後會到這邊報到，報到的時候，方面媒體公關可以了解有哪些媒體來，以利

在後續搜集簡報的時候會心裡有一個底，了解是否每個媒體都有來； 提供他們

的是一份新聞資料袋，通常裡面會有新聞稿，就是活動相關的訊息，以及給記者

一個小小的禮物，活動相關的紀念品。記者會上的發言人通常是公關室主任，或

由主任指派執行長代為發言。 

 

六六六六、、、、媒體策略媒體策略媒體策略媒體策略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三三三三).2:).2:).2:).2: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的互動上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的互動上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的互動上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的互動上，，，，採行何種策略採行何種策略採行何種策略採行何種策略????    

提到辦了一個活動之後，可能某一些媒體會有一些微詞，或是較不是那麼正

面的回應跟報導，遇到這種新聞的報導與學校公共關係室的期望方向不一樣時的

面對方式，媒體公關指出，對於這個問題的處裡看法就分兩個階段。 

一個是事前部分的階段，就是要在事前規劃的時候 ，就要想好每一個細節，

包括你這個活動辦了，有沒有新聞價值，有沒有新聞點可以讓記者寫，除了最重

要的新聞點之外，還要顧及不同的媒體會有不同的報導對象。 

 第二個階段是事後的檢討，如果真的發生比較負面的新聞的話，媒體公關通

常會進一步了解到，這個訊息是從哪裡來的，哪一個環節不對，究竟是人為的因

素，還是活動上有瑕疵。 

通盤了解之後，公共關系室會再跟媒體去作溝通了解 。整合行銷中心的助

理執行長也指出，與學校公關室接觸的媒體通常是藝文線或教育線等，媒體公關

會常常跟媒體保持一個比較密切的溝通，例如通常像學校校務方面的發展採訪，

就比較不會有報導的出入，這是比較客觀的部分； 另外曾經碰到單位記者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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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性的字眼，媒體公關表示可能比較不會去處理，原因是因為這個記者不是實

際地去指出哪一個環節出問題，而是在講很主觀的事情，對於這個部分，整合行

銷中心的媒體公關就把它歸為是記者個人的觀點。 

如果說有些報導，有些負面新聞他並不是一定很客觀的，因

為報導這件事情僅可能客觀的，但還是會有主觀的。(深度訪談

F) 

台師大公共關係室與媒體的經營放在記者會上。舉例而言，第一次全大運記

者會，公關室會設定第一次記者會要放的東西是什麼、重點是什麼； 因為公關

室認為，舉辦活動必須提供一些有關媒體報導的畫面。不是說記者會只是一派人

站在那邊發言，顯得很平淡，因此會考慮到除了平面媒體需要畫面之外，電子媒

體更需要影片的東西。 

我們要餵食記者們比較好的畫面，他才會做露出，在活動結

束之後我們會一一蒐集有哪些媒體露出，把她換算成媒體效應的

金額，長期我們都有做這樣工作。(深度訪談 F) 

此外，台師大公共關係室也積極透過媒體，為學校做形象上面的塑造。舉例

而言，台師大校長向仁寶電腦募集捐贈一百台電腦給偏遠地區的弱勢學童，於是

請總統夫人周美青當愛心大使，透過企業與知名人士的結合，得到各家媒體的報

導；另外學校也才剛辦完全國心智障礙學童的營隊，這個部分也是跟愛和關懷很

有關。 

也就是說一個大學除了做學術研究教學，能不能從愛與關懷

的這個裡面，來做一些角色扮演，從公關的職責裡面有一個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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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叫 image building，叫形象建立的概念，這應該是台師大公

關室的一個主軸。我想這個無關短期中期或長期，常遠如果我們

能從社會的角色上去扮演的話是很好的。(深度訪談 E)    

        

七七七七、、、、資源利弊分析資源利弊分析資源利弊分析資源利弊分析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四四四四).1:).1:).1:).1: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人力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人力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人力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人力、、、、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軟硬體上的資源狀況為何軟硬體上的資源狀況為何軟硬體上的資源狀況為何軟硬體上的資源狀況為何????    

    1.人力資源： 

 以從事媒體公關工作的整合行銷中心來說，這中心共有三個人，三個人裡面

有兩個都是媒體界出來的，兩個聯合報系的；另外一個不是在媒體界，是在一般

企業做行銷，所以夏主任都覺得可以。結合在先前媒體界的人脈，加上行銷的經

歷，對媒體公關工作都有加乘的效果。 

我們現在幾位同仁都是從報社出來的 還有包括我是聯合報 

都是媒體人 我將近有七八年的企業人脈。(深度訪談 D) 

而以公關室其他人員還有一位是從自由時報出來。此外也有交大傳播研究所

的同仁。平均而言，一個中心有三位人員。 

 2. 人際關係資源 

 公共關係室邀請了媒體人當整合行銷中心的顧問，這是其他學校沒有做過的

事情，執行長黃兆璽指出，公關室總共邀了十九位的媒體高層，包括 TVBS的總

監、東森的總編輯 、聯合報的總編輯， 當公關室的媒體行銷顧問，因此在這個

部分，屬於內外公關合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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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有跟中央社 、跟 now news 、跟聯合報的預約室談

所謂的建教合作，就是我們跟媒體的連結。(深度訪談 D) 

 此外，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為了募集社會資源，也積極與企業做相連結。夏主

任指出，與企業連結的第一步不可能無中生有，多半還是要在原來的行業裡面，

透過關係或人脈，來作轉介紹，這就叫做漣漪效果，從自己的一個圓心，再看看

周邊有什麼東西，而連結起來。舉例而言，如公共關係室一位同仁是聯合報消費

版的記者，必定會認識一些廠商；另外一位同仁是在聯合報系經濟日報，同樣也

是有接觸到一些廠商，都是要靠他自己有的一些人脈。所謂很清楚地，公共關係

要有關係。 

我們現在有做一些企業連結啊 ，像是裕隆汽車準備在明年

辦一個大型的創新設計的頒獎典禮， 然後我們也準備跟捷安特

辦交通安全的活動，就是跟企業聯合。  (深度訪談 D)   

夏主任進一步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效果，比如把大學運動會辦得很好，

那會覺得錢沒有丟到垃圾桶裡。就是我們給人家的贊助回饋方式是什麼，一個很

關鍵的部分。 

3.硬體資源： 

公共關係室的經費有限，因此對於東西都格外珍惜，新東西用期很長，添補

的東西也多是二手的。 

公共關係室經費有限，電腦也是跟計算中心要舊電腦來，每

個人還很憐惜自己的椅子，因為以子坐壞了還要花錢買，我們自

己沒有錢啊，主任桌上的電腦好像也是用了好幾年了。(深度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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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E) 

    

八八八八、、、、成效評鑑成效評鑑成效評鑑成效評鑑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四四四四).2:).2:).2:).2: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工作成效以何種標準來評估????    

    以人員評鑑行政上的程序來講，分為五位公關室編制內的公務人員，以及其

它不定期的約聘人員。五位公務人員用的是公務人員的辦法； 另外其他的約聘

人員，就跟公務人員不同，但基本上還是要打分數、寫評語。都有一個過程，是

人事行政局的規定。 

 至於內部本身的成效評鑑，夏主任表示基本上都是以量化去處理。學校網站

上行政會議的各處室報告，像公共關係室的業務報告也全部都是量化。 

 所以對公關是來講，把活動執行好是一個部分，第二個部份我們

觀察的指標就是量夠不夠。(深度訪談 E) 

 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編制下三個中心，都各有其成效評鑑的量化指標。以整合

行銷中心為例，從去年八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為止，公關室總共有幾篇新聞見

報，見報裡面有多少篇是屬於公關室自己辦的記者會，而有多少是別人報導，跟

台師大有關的等等，全部都量化； 以校園及社區中心來說，如親善大使的出勤

情況如何、共有多少單位請求其支援、每一次派出了多少人等等； 至於校友及

就業中心，就是看校友資料的登錄數字等，一切都清清楚楚。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兩校的公關兩校的公關兩校的公關兩校的公關個案分析個案分析個案分析個案分析    

選擇世新大學就愛挺你與台師大點燈兩個案，主要是兩個個案都是補助弱勢



 102 

學生的助學方案。且藉由一系列的配套方案，共同回應由金融風暴所引起的教育

失學潮。兩個案不僅對象相同，主旨也相同。期望透過配套完整的方案與響亮的

主題文字，並借助校內外的資源與宣傳，將助學方案推展出去，以真正發揮活動

的精神。 

    

一一一一、、、、    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世新大學「「「「就愛挺你就愛挺你就愛挺你就愛挺你」」」」助學方案助學方案助學方案助學方案    

(一) 活動源起 

隨著金融風暴重創台灣經濟，社會各界也擔心會在大學院校裡面引發龐

大的休學潮。因此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指出，如果能把握搶救失學的關鍵時

刻，將能夠有效及時幫到有就學問題的同學。 

這構想是我們三巨頭，校長、學術副校長跟行政副校長三個人討

論出來的，那當然希望是真的能夠幫到同學(深度訪談 C) 

(二) 主題文字發想 

世新救失學的「五挺」方案，文字創意來源是借用政府要救經濟所提出的「三

挺」，當初的文字設計，便是在政府經濟五挺的政策下，經由學校學務處跟校長，

大家開會集思廣義而討論出來的。 

那時候政府剛好有一個救經濟的三挺，剛好我們有五個不同的

item，我們就把它包裝成五挺的宣傳。(深度訪談 C) 

此外各項內容的文字設計，一挺 ：世新「助學挺你沒煩惱」、二挺 ：世新

「師長挺你吃飽飽」、三挺 ：世新「世新人挺世新好」、四挺 ：世新「用心挺你

心情好」、五挺 ：世新「易書挺你省荷包」，文字也平易親切、順口好記。公共



 103 

事務室媒體公關說道，原來舊的助學方案可能在敘述上比較冗長，不容易被注意

到，經過這樣口語化的文字設計，可以讓更多學生注意到知道這個方案。 

(三) 活動內容 

方案主要包含五個活動類項 ： 

一挺 ：世新「助學挺你沒煩惱」: 各式助學金幫助低收入同學。 

二挺 ：世新「師長挺你吃飽飽」: 愛心師長人士默默送上「愛的饗宴」免費餐

卷。 

三挺 ：世新「世新人挺世新好」: 世新人捐助「還願助學金」，支應基本生活開

銷，未來「發」了再回饋學弟妹。 

四挺 ：世新「用心挺你心情好」: 心思不開、憂愁不解，都有老師隨時提供最

溫暖的關懷。 

五挺 ：世新「易書挺你省荷包」: 校園生活買書，善用二手書交換平台。 

(四) 個案執行 

世新大學一直都有很多的助學方案，學校學務處將這些原來的助學方

案，包括新的、舊的統整之後，過公共事務室、學務處、諮商中心，大家綜

合各處室來開會討論，去了解可能還會有什麼樣的問題，能加入什麼可以幫

助大家的部分。各處室討論到一個結論之後，便由學務處、生輔組的工作同

學開始上線。他們開始收線，經過網站達成宣傳，讓同學們知道可以來申請

各項補助方案，工作室的同學便開始持續來跑這個申請流程。 

舉例而言，比如說愛的饗宴，申請同學就是要到學務處拿那一張愛的饗

宴餐卷申請單，然後拿去給同學的導師或系上老師，請他幫同學當推薦人。

在這個過程中，導師可能就會問，你為什麼想要愛的饗宴，原則上老師就可

以很簡單地去關心到同學了，這張單申請到了，同學就可以到生輔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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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辦了馬上用。 

世新大學在就愛挺你助學方案上有兩個特色 ：第一、在教育部發文會

知各大學院校，要注意失學潮問題時，世新大學已在第一時間，搶先許多大

學提出具體的助學方案；第二、世新大學是第一家，也是全國唯一一家，願

意讓同學以消費卷全額抵繳學費的大學。這些特色政策都讓學生們得到即時

且有效的幫助。 

(五) 推動策略 

為了推動這個方案，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廣泛運用了校內外的媒體。除了以

新聞稿連絡平面、電子媒體之外，在校內也有很多途徑去向學校同學、老師發佈。

比如說透過世新簡訊讓同學們知道，還有學校的網站、公布欄等；此外，因為學

校會開導師會議，包括世新大學學校的守護神老師—指大一新鮮人的導師，都可

以將同樣的訊息介紹給同學知道；另外在課堂上、在同學彼此之間、在導師時間

跟同學們作介紹，都能達到廣泛宣傳的效果。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媒體公關說

道，如果同學們有需求，他們可以到學務處去問，學務處裡面的同仁都還蠻願意

幫忙的。 

那其實說學校有這樣子的政策。雖然是有宣傳這一塊，但還

是要幫到同學為重點。(深度訪談 C) 

以愛的饗宴為例，其實是九十七年十月才開始發動的，學校是希望有募款來

支持愛的饗宴，很多老師、同學、職員其實也對這個募款頗支持，因此小額捐款

其實可以很直接的幫助到同學，可以不用擔心吃飯的事。 

從媒體的宣傳推動方式來看，五挺方案經過文字的包裝之後，記者們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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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素材都包含在五挺範圍裡面了，因此當天來採訪的所有媒體會跟著公共事務

室的方向來走，當然這便符合公共事務室希望達到的效應。但媒體公關也特別指

出，是希望透過媒體讓大家知道有這個方案，有些同學便是透過這種媒介知道

的，因此以公共事務室的立場而言，不認為這是一種媒介宣傳，而是傳達訊息給

社會大眾。大方向上還是幫助同學能完成大學學業為主。 

那當然其實五挺在社會的迴響是很好的，那當然也是期望能

幫到同學嘛。曝光率算是不錯的!原本的精神媒體是有傳達到

了。(深度訪談 C)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這是一個會長期持續做下去的方案，在執行過程中難免

碰到一些非預期的狀況，因此世新大學校方對這個助學方案活動，是會隨著情況

機動調整方案與執行方式的。 

當然今天如果覺得募款不好，我覺得學校也可以再放大募款

策略，擴大一些策略，希望我們募款策略不同了，我們也可以幫

到更多同學。我們會常常調整。如還願獎學金等等，這都是長期

的，目前我們都會長期辦下去。(深度訪談 C) 

(六) 資源成效 

公共事務室媒體公關指出，以目前世新大學接受申請的情況看來，同學申請

的件數確實是有增加的，表示金融風暴的效應的確是發生了。但如果學校幫助的

同學多了，校方也希望學校相關的經費增加一定的金額。 

的確我們推出助學方案，是讓同學知道我們學校的確是有幫助他

們的ㄧ些方案，因此就申請件數是增加的。(深度訪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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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共事務室媒體公關指出，還是有部份經濟弱勢的同學，他們可能有需要

求助，但覺得不好意思，或沒來求助，因此使這個方案打了一點折扣。校方當然

希望他們要站出來。因為有一些同學不是一直以來就是弱勢，而是突然造成的，

所以這是有差別的。 

關於同學們的回應，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比如說愛的饗宴，同學們會覺得這

項方案蠻方便的。因為他們或許不是欠很多錢，可是月底打工的時候會有點緊，

以致於要吃泡麵，在這時候，同學就可以跟學務處去申請愛的饗宴，他可以在學

校的餐廳吃，免費餐卷讓同學可以不用付費。像還願獎學金、愛的饗宴等等，都

在學務處、管理學院大樓的出口的地方放有信箱收回回饋卡，內容是受幫助的同

學想感謝想說的話，透過回饋卡告訴大家，有時候短短幾句不用很冗長就很溫

馨。如「幫我終結掉不用吃泡麵的日子」。投完後學務處會定期回收作一些統計，

看看說同學們對助學方案還有沒有什麼樣的需求，或者說還有沒有需要協助的地

方。 

 

二二二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點燈點燈點燈點燈」」」」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    

(一) 活動源起 

以愛與關懷為出發點，為了防止金融海嘯襲捲而引發的孩童失學問題，能關

懷到弱勢學童。 

這個構想其實是取自於校長，他為了要關懷弱勢。(深度訪

談 G) 

活動由台師大校長郭義雄、台師大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王金平以及中華民國

點燈文化協會理事長張光斗，所共同發起。台師大校長郭義雄和所有的發起人都

認為，大家都有義務也有使命，積極呼籲全國各界，共同嚴防教育海嘯的侵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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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二) 主題文字發想 

活動的完整主題名稱為「Hoping Download 十萬燈火十萬心—點亮心燈」。文

字的發想來自於公共關係室夏主任，「Hoping」與台師大所在的「和平」東

路無論在中文或台語上都諧音，主要是期望讓這個活動從台師大本身所在的

和平東路所有的學校及社區開始，一直到全國一起來點燈，點燃全國弱勢學

童的希望。 

因為我們學校就位在和平東路啊，也是象徵下載希望這樣子啊。

那這是諧音，也讓人家好記這樣子。(深度訪談 G) 

此外，英文「old shoe」所指的「平易近人」，帶有「傳承」的意涵。公共關

係室用 old shoe的概念，代表你我用所穿過的每一雙舊鞋所曾走過的路，象

徵讓台灣的教育可以永續發展。 

(三) 活動內容 

一場嚴防教育海嘯的全國教育盛事，於九十七年十二月四日象徵性地在

師範大學展開。台師大在當天以「old shoe」傳承的概念，邀請 20 多位教育

界、媒體界、企業界與宗教界的代表，共同用出席者的舊鞋拼出充滿無限希

望的愛心。並舉辦大型燭光記者會，由各界代表人士點亮燭光，象徵藉由凝

聚全國教育及社會資源，照亮全國孩子上學的路。 

接著，活動的主軸才在十二月十八日以「傳動心燈、輪轉台灣—再窮也

不能窮教育」的主題正式展開，舉辦全國點燈記者會。由當天出席的上百位

出席代表們與全國四千多所中小學學校，全國一起同步在台師大與所有中小

學內，點亮紙製的代表愛與希望的心燈。期望藉此呼籲社會，共同關心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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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 

活動中同時宣布，點燈活動扶助弱勢孩童就學的四項計劃，全面正式啟

動。四項計畫內容分述如下 ： 

一、捐助計劃 ：呼籲全球 10萬名台師大校友以及全國各級老師，解囊捐出

等值於 3600 元消費劵的現金，以扶助弱勢孩童順利就學。 

二、教育深耕計畫 ：自隔年寒假起，出動 80名愛心大使下鄉服務，為弱勢

學童進行課業輔導；同時自九十八年 1月 21 日開始，台師大也將開播

網路光碟片教學頻道，提供弱勢兒童輔助教育。 

三、教育力凝聚計劃 ：台師大於九十八年 1月 3日，舉辦台師大全國校友

校長高峰會，共同簽署一份聯合宣言，矢志為台灣的教育永續奉獻努力。 

四、喜樂計劃 ：於九十八年婦幼節，舉辦全國身心障礙學童大露營，使他

們享受愉悅和歡樂氣氛。 
(四)個案執行 

整個點亮心燈的開始，是從台師大校長郭義雄先提出主旨的構想；公共

關係室夏主任得到校長的ㄧ個方向之後，才進一步地去發想整個活動的創

意。 

大部分都是夏主任，他的 idea就是要去關懷弱勢。具體的

執行方式， 校  

長室給我們一個方向而已。(深度訪談 G) 

接著便由公共關係室來落實執行。整個點燈活動從發想到形成，是從九

十七年十一月初到十二月四日，短短一個月的籌備時間。涵蓋一百多家的企

業連結合作，都是由公共關係室的執行長以及一位幹事一手包辦連絡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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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更細部的文字撰寫及新聞稿。主要由執行長在策畫，並作整個活動的督

導。此外，這次的活動還雇用了四個研究生，主要是負責執行實際面的部分。

因此，上述的兩位公關室人員以及四為臨時聘用的研究生，總共六人，是這

個活動的籌辦人員。此外，也加入原來的資源，適當地運用了公共關係室原

來就有的親善大使。 

 我們夏學理夏主任有一個構想嘛，然後跟我們講，讓我們能夠自

己去提那個計劃，想一些怎麼樣作的方式，基本上是照他的想法

來做啦，我們自己寫活動企劃，就是活動企劃書。(深度訪談 G) 

 活動聯合了全國四千所小學、中學共同進行點燈儀式；邀請教育界、媒體界、

企業界及宗教界的數十位代表人士，共同出席響應這項教育盛事；此外也連結了

上百家的企業共同贊助。 

(五)推動策略 

 面對這麼大型的系列活動，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用有

效的方式去推動宣傳，以使社會各界能得到且響應這個活動。首先便是在

12月 4 日和 12月 18 日舉辦的兩場記者會，台師大公共關係室在這兩天，不

但發出新聞稿給各媒體，邀請各界知名人士參與，也舉辦具象徵意義的點燈

活動，吸引了社會一定的目光。 

其實最有效的就是新聞媒體啦，就是以記者會的方式。(深度訪

談 G) 

此外，就是運用各項傳播工具去作宣傳。最醒目的就是放在台師大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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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上的點燈主題官方網站，每個上師大作搜尋的人士，都可以從首頁上得

到這項消息；點選進入點燈活動的 icon之後，包括活動源起、一系列的計

劃內容、所有的新聞稿及電子媒體畫面、甚至網路輔助教學的光碟片，都放

在上面，一目了然。 

接著就是擴大宣傳，為了將這項活動延伸到全國中小學，台師大公共關

係室發函到全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請他們轉發文給各學校，然後一起同步

點燈。負責執行的幹事表示，學校都願意配合。 

就是透過行政單位直接發函給學校，官方的力量有，然後透過網

路啊， 透過媒體，那三方三管其下，其實得到的效益，是蠻大

的。(深度訪談 G) 

 此外，對於下鄉教學輔導的計劃，是跟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共同合作，

跟他們申請補助；因為學校已經跟他們長期有合作關係，這樣的合作方式是

學校第一次嘗試去作的。 

 

(六)資源與成效 

 企業的連結上 ，是以公關室主任及公關室人員的人脈，到處去找一些關懷

社會公益的團體，如中華民國點燈文化協會，找他們一起共同發起；還包括校友

總會，以及我們學校。有這個名義，公共關係室的執行人員再去找其他發起的企

業，有學術界還有很多代表，還有扶輪社、宗教界等。 

 公共關係室胡幹事指出，台師大過去都沒辦過這種公益活動，因此辦了這個

活動之後引起很大熱烈的迴響。網路上便有數十個部落格在討論這個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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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們其實有在走出去啦，讓人家知道台師大不是一個關起來

在圍牆裡面辦學校的學校，其實有跟外面在接觸。(深度訪談 G) 

 但他也指出，雖然媒體的報導都是正面的，有反應出台師大公關室原本的精

神，推行基本上也蠻順利的。但大概的問題就是媒體曝光率比較少。 

因為他們可能十二月四號報導過之後，十二月十八號就報導得比

較少。(深度訪談 G) 

 胡幹事進一步指出，台師大身為教育龍頭就是要關懷弱勢，畢竟金融海嘯下

一波就是教育海嘯。透過這個活動，讓外界能夠知道台師大更積極、更有活力，

學校有在辦一些關懷的活動。 

 

三三三三、、、、兩校的公關個案比較兩校的公關個案比較兩校的公關個案比較兩校的公關個案比較    

(一)發起理念 

台師大與世新不約而同地在金融海嘯造成的教育海嘯背景下，適時提出

兩個扶助弱勢學生的大型方案。同樣是助學，很大的不同是，世新的助學對

象為校內的大學同學，台師大則對外為全國中小學弱勢學童。除此之外，世

新的提案設計顧及對象學生的每一個生活層面，以溫馨關懷的方式去接觸這

些同學；台師大則以永續發展的精神，從開辦網路上教學的基本層面開始，

到舉辦全國校長高峰會，從募款到宣言，注重長期所累積出的成效。 

(二)文字設計 

其文字設計的創意都具有平易順口、好唸好記的特色。世新結合時事、

台師大結合地域；世新以口語化俚語性的文字，親切而具有感染力；台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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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氣一貫的半文言作為活動主題文字，具有力量而說服力強。 

(三)執行與推動 

兩所學校都是接到校長想要關懷弱勢學生的大方向，才開始來籌辦這活

動的。世新大學的就愛挺你助學方案，是經過公共事務室、學務處、諮商中

心、及生輔組等學校單位共同討論推出的方案；台師大的點燈系列活動，則

是公共關係室主任的創意構想與兩位人員及四個研究生，所共同籌措出來

的。 

推動上最簡單的方式不外是發新聞稿與開記者會。此外還要運用校內外

不同的溝通工具，如網站、公布欄、標語立牌、甚至人際傳播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企業的運用上，世新大學所收取抵繳學費的消費劵，

經過同與學校合作廠商的商量之後，皆表示願意吸收這些消費劵，使得大量

需限期消化的消費劵找到了出口；而台師大的企業連結，也是透過自己人員

的人脈，先找出幾個社會公益團體共同發起之後，再以這個名義，連結出上

百家願意贊助的廠商。 

(四) 資源成效 

與大部分的單位一樣，兩所學校都表示若有更多的經費資源，將會是更

理想的狀況。除此之外，活動舉辦至今，都收到社會各界正面的回應。世新

大學的學生表示受益良多，台師大更在部落格上收到社會各界支持肯定的聲

音。 

兩所學校皆表示，這個活動會長期持續地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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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形象塑造策略 

兩校在個案的活動推動中，符合Wilcox、Ault、Agee 所提出的公關策略。第一、

開發組織識別系統：兩校利用醒目的宣傳標語、口號，將其活動的理念、使命傳

達出去，並創造出組織的形象。第二、運用大眾傳播媒體：運用大重傳播媒介無

遠弗屆的影響力，努力擴大活動訊息的宣傳。第三、製造公關事件：透過明確的

主題與一連串特殊活動方案，達到強化宣傳的效果。最後，建立與企業的夥伴關

係：懂得項企業提出贊助或協助的需求，以達到雙方的互蒙其利。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綜合對照綜合對照綜合對照綜合對照    

    本節綜合第一二節的分析內容加以綜合對照，依照第二節的副標題，歸納如

下： 
一、成立的原因與背景 

世新大學與台師大原來都沒有具正式名稱的獨立公共關係單位，直到近

三年才陸續成立公共事務室與公共關係室，專門綜理學校內外的公關業務。

在之前，兩所學校的不同之處是，世新大學雖然沒有編制正式公關部門，但

有專門的公關人員在執行相關業務，因此成立公共事務室以後，連接過去部

分的人員與業務，主要用意是透過組織重整，專責、統合與擴大學校的公關

工作；至於台師大，之前並無專門的公關人員，僅指派人員兼辦綜理部分相

關業務，直到成立公共關係室，才有明確專責的三大中心，是目前國內少數

國立大學成立專門公關部們的學校之一，尤其整合行銷中心，最能體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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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乃在於符合現代社會行銷的趨勢，透過社會資源的募集與宣傳，以

配合學校積極轉型的現階段需求。 

因此從公關實務運作的角度而言，有專責機構可以統合媒體、校園、社

區等等公關工作內容區塊，以更達到有效地達到公關目標與功能。 

二、工作理念 

兩學校工作目標理念的相同之處，都是關於學校公共關係最基本的價值

所在，就是為學校的形象加分。 

其他不同之處如世新大學，由於具有以新聞傳播為強項的特色，一定要

努力將這部分凸顯出來；此外還要注重校內教職員師生對世新這個品牌的強

化，以凝聚校內公眾對學校的認同與信心。 

至於台師大由於面臨教育型大學轉型為綜合大學的階段性目標，一方面

延續過去教育龍頭的社會角色，應負起社會責任、加強正面形象的任務；另

一方面更需要積極地投入印象改造，改正外界對台師大保守單一的刻板印

象；還需與短缺的經費作戰，努力募集社會資源。而後兩項對於台師大而言，

都是極大的挑戰。 

因此，提出工作理念的兩所大學公共關係室主任，在單位中所扮演的角

色，皆是屬於策略者的管理角色，知道組織是什麼、要怎麼作、該往哪裡去。 

三、工作作為 

兩所大學的公關室雖然同樣包括媒體、校友、與校內活動的公關業務，

但強調的部分頗有不同，工作要項也因校而異。 

以世新大學為例，是配合學校需要與方向，將重點業務放在媒體聯繫與

招生宣傳。以與媒體記者的關係來講，足以領先大部分的學校；不僅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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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聯繫頻繁與熱絡，此外，整個學年更不間斷地密集舉辦招生宣傳活動，

積極培育的翠谷薪傳人便是這類活動的象徵與代表。 

同樣地，台師大也有所謂的親善大使，但主要是接待外賓與社區關係服

務。此外主要將重點放在整合行銷中心。整合行銷中心第一要募集社會資

源，第二負責學校對外新聞連絡的窗口。此外，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有長期

固定的校園影音報及校園記者的培育，是校園資訊流通的媒介。 

公關工作一般分為媒體公關、社區公關、內部公關及校友公關，依此順

序，台師大分別成立整合行銷中心、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及就業輔導與校友

服務中心；世新則分別由一個人處理此三種業務。 

四、工作執行方式 

兩所學校的公關室都需要與學校行政會議中的目標相契合；此外，同樣

有每週固定開一次的公關室內部事務會議。透過這兩類會議，公關室主任能

將公關室的上行溝通(校長)與下行溝通(組員)作相互交流。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人員必須每個禮拜呈給主任一份「一週工作檢核

表」，再隨時向主任報告、討論，並由主任監督進度完成。 

台師大則著重透過內部會議，以掌握與規劃公關室人員的工作進度。如

各中心的中心業務會議、公關室全體同仁會議、大型例會、以及督導圈的概

念。 

但總體而言，兩學校公關室的工作執行都是要依照既定的目標與計劃，一步

一步落實實踐。 

 依 Kowaski(2000)提出公關的企劃，依序是需求評估、問題確認分析、目



 116 

標設定。由行政會議及內部會議中作前兩者的討論及後者的長期目標設定；

一週工作檢核表及督導圈則是作後者的短期目標設定。 

五、媒體溝通方式 

世新大學與台師大兩所學校的公關室與媒體接觸連絡的方式有所差異。 

以新聞發佈而言，世新大學會發新聞稿給媒體記者，台師大則是以一份內容

簡式的採訪通知先告知記者；新聞發佈以後，前者會由媒體公關一路陪訪，並盡

力滿足記者訪問過程中的相關需求，後者則以記者會的形式來接待記者，此時才

發出新聞稿，並定時機動地補發，此外並不陪訪。 

一般而言，都會配合媒體的需求，提供媒體記者訪前的問題查詢、以及負責

安排個案的追訪。 

媒體公關的主要工作包括資訊服務、危機處理、媒體關係、及活動規劃等等，

兩校著重在資訊服務及媒體關係這兩項上面。 

六、媒體策略 

遇到對學校具有爭議性，或與學校期待報導不一致的新聞時，兩所學校

公關室面對的態度，基本上都是積極地去了解與溝通，並且依照事件真相照

實回答，不會逃避或造假。 

以世新大學而言，會在媒體需要與學生權益，媒體報導與事件真相之間

尋求平衡點；以台師大而言，會在事前規劃及事後檢討這兩方面去加強。 

除此之外，世新大學配合學生活潑的個性，在文字宣傳上都使用具有創

意的宣傳用語；台師大則要配合學校的政策方向，透過許多活動加強學校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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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正面的形象。 

兩校的公關策略皆遵守誠實、透明、雙向的新聞發佈原則。以 Huang(2004)

提出的公關策略五面向，台師大著重在記者會的面對面人際溝通上；世新則

著重與記者的社交活動。 

七、資源利弊分析 

在人力資源上，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有過半的正式組員具有媒體工作背

景；台師大也有近半人員具媒體經歷。 

在人際關係資源上，前者透過一步步的聯繫，建立起校友、目標學生資料庫，

後者則開創性地聘請到媒體高層作為公共關係室的顧問。 不同的是，世新

大學注重與媒介的關係經營，台師大則適時地連結各企業界人脈。 

 兩所大學資源的優勢在無形的媒體背景人力資源，有形資源則相對較缺

乏。 

八、成效評鑑 

兩所學校的公關室工作成效評鑑，基本上都是以量化為指標。如新聞稿上報

率。 

而在整體來看，世新大學的公眾接觸以學生及媒介為多，可加強與校內教職

員的內部連結，此外在與企業的接觸上，是可加強資源運用的部分；台師大

則需加強爭取及籌措公共關係室的運作經費。 

 依 Alan R。 Freitag(1998)所提出的公關效果評估，台師大的產出主要在

目標導向；世新因為廣為發佈新聞及設置專門網頁放置相關新聞報導，因此

在產品導向與報導導向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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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一、理念 

(一)台師大的公關重點在形象改造；世新大學的重點則在媒體經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共關係室與世新大學公共事務室，雖然才成立一年到三

年多，卻都著重在長期的公共關係經營。以台師大為例，旨在改變外界對其單一

保守的印象，走向包含人文、科技、藝術、管理、體育的綜合大學；並提升社會

關懷的正面形象。而世新大學為了建立內外部公眾對其學校品牌的信心與認同，

有頻繁的學校新聞發佈，也積極營造媒體關係。 

(二)兩所學校都重視長期的公共關係，追求學校的永續發展。 

 雖然台師大公共關係室成立整合行銷中心，但仍以關懷及愛的觀點舉辦各項

活動，期望提升學校長期的形象；世新大學更以學校的特色及需求為出發點，努

力提升學校的形象與認同，以達到學校長期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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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 

(一)台師大公共關係室的編組上，職稱清楚、職務分明；相較於世新大學公共事

務室，只稱組員沒有職稱，且工作業務也沒有明文列出。 

台師大三個中心每個中心平均有三位組員，由中心執行長到助理執行長、幹

事等等，因此工作執行上有督導及分工的特色；至於世新大學整個公共事務室包

括主任只有五名正式組員，平均一個組別只有一人包辦，因此有比較大的彈性及

權限，來執行工作。 

(二)世新大學運用方法與技巧，來克服人力上、時間上的限制，短短時間內，已

發展出良好的媒體關係、校友資料庫、及報考學生資料庫；台師大則積極運用原

有的資源，加上人脈的廣泛利用，創造出無數的社會關係資源。 

世新大學以一步一步建立公眾資料庫的平實方式，創造出穩定而關係良好的

記者、校友、學生關係；台師大的社會關係資源，包括廣大的校長校友、媒體高

層、政府機構、企業界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等等。 

三、媒體溝通與策略 

(一)兩所學校平時與媒體的溝通是雙向不對等溝通；而在危機議題時，則採

雙向對等溝通。 

 平時兩所學校的公關人員與記者的溝通，在於一般的新聞稿發送及接待流程

和既定程序上的協助。在公關四模式上屬雙向不對等模式。 

 只有在面臨危機議題時，公關人員會積極了解記者的思考脈絡及想法，與其

溝通並傳達學校方面的立場與報導期待，經過不斷地互動與協調，以不損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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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校利益為理想原則。 

（二）在與媒體的策略上，台師大是使用資訊中介，世新大學則偏向人際溝通。 

 對於 Huang(2004)所提出的公關策略五個面向上，世新大學的媒體公關除了

以資訊中介外，通常以面對面的方式來與媒體記者溝通；相對於世新大學，台師

大公共關係室則著重於以各式的媒介如新聞發佈平台、記者會、資料袋等等來提

供給記者。 

 

四、評估 

(一)兩所學校多注重人力資源及人際關係資源；有待加強軟硬體資源的運用 

 兩所大學皆有近半數人員為媒體背景出生。在人際關係資源上，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有密切的企業及媒體高層之連結；世新大學則在與媒體記者的關

係上頗為熱絡及良好。在軟硬體的資源上，除了新聞連絡的網路窗口外，其

它則較缺乏。 

(二)世新大學的公眾接觸以學生、媒體為多，可加強與教職員的溝通及企業

接觸；台師大則以企業連結為多，但也必須多爭取公共關係室的經費來源。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一一一、、、、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可分為四個面向： 

（一）本研究研究的對象僅採取一間國立大學與一間私立大學的公關室，一方面

無法涵蓋所有大學院校的公關單位，一方面也分別在國立與私立大學上，只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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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對象。研究的發現無法擴及到其它的大專院校。 

（二）本研究只採用深度訪談法，由於單位成立不久及少數資料不公開的關係，

未能加入一般的文獻分析法，導致某些相關資料未能提出。 

（三）在所採訪的訪談人員上，雖然有包括兩單位的主任及各組員，但尚缺乏公

關專業人員外的人員，如校長等學校較高層人員、媒體人員、或社區學生等。 

(四)兩校的公關個案分析僅挑選正面公關的案例，未選擇危機個案。 

以上均構成本論文的研究限制。 

 

二二二二、、、、未來的研究建議未來的研究建議未來的研究建議未來的研究建議    

 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從以下的問題點作為未來相關研究的研究方向： 

(一) 關於大學公關室的工作，參考國外文獻，有部分是探討理想與實際之間的目

標與角色。這是國內相關論文未提及的，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此模式，建立出

一個理想與實際工作期待的相互對照研究。 

(二) 可加強關於大學公關室與媒體關係的研究。目前國內只有兩篇論文提及，一

篇探討公關室負責人與媒介關係，另一篇探討與媒體關係的個案。建議從

與媒體的實際接觸開始，探討與媒體關係的策略與運用。 

(三) 關於公關室的資源部分，包括有形與無形的，是如何建立與募集。並探討這

些資源的使用，帶給公關室什麼工作上的成效。 

(四)可透過大學公關室與外部公眾的互動關係來作進一步的探討。大學公關有許

多公眾，這些公眾如何影響與回應大學公關的工作，是值得分析討論的ㄧ大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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