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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冠疫情相关的话题仍将是我们的主要报道内容。我关注 ‘做什么’

和‘怎么做’这种简单实用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建议。科学报道

也很有趣，比如药品和疫苗开发、新的发现和研究等方面的进展。同时，

读者期待了解预测疫情如何以及何时结束的统计模型。

- 印度尼西亚 detikHealth 主编 Uyung Pramudiarja

疫情爆发促进技术创新，从科学家在极短时间内开发疫苗，到医院通过自动化工作流程和远程会

诊加大技术使用力度。由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消费者变得愈发注重健康。世界各地人们的出行

受限也让心理健康问题获得更多关注。

过去一年，医疗行业在制药、生物科技、医疗设备乃至医疗服务和设施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

那么，品牌如何与媒体合作传播教育性内容并以此应对读者关注的问题，同时向他们传递行业的

最新进展？

美通社发布《2021 年亚太地区医疗健康媒体沟通指南》，采访亚太地区医疗新闻编辑及记者，

了解他们如何看待 2021 年行业新闻类型和趋势。我们希望医疗媒体提出的这些 pitching ( 联系

媒体记者以便获取报道机会 ) 建议将帮助品牌与他们一起打造相关性更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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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首先谈谈几个要点：
我们总结了医疗新闻编辑和记者们在媒体 pitch 所期待的内容。

聚焦疫情
谈及疫情相关的报道，记者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报道全球疫苗接种情况和各

种疫苗的副作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也受青睐。

针对疫情之外的医疗话题
虽然我们身处疫情之中，记者们也期待报道长期存在的医疗问题，比如慢性

病的治疗、药品开发、外科手术技巧以及各国如何应对人口老年化。

首选有研究支撑的新医学发现 
有可靠数据和来源支撑的新医学发现将会引来媒体进行更深入的跟踪报道。

让专业术语更通俗易懂
最好对术语进行解释，并举例说明来龙去脉，让记者和读者们更容易理解新闻内

容以及为何内容与他们相关。

以积极、正面的视角进行报道新闻
记者们面临着疫情疲劳，他们正在寻找积极正面的故事。

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与媒体沟通
总结研究报告的主要发现，阐述这些发现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品牌也

可考虑通过信息图突出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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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洞察
在此报告中，来自韩国 Think Doctor 首席执行官 Sungkil Chae 表示，随着更多人从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获得新闻，媒体正在从这些平台来获取

题材。通过 Cision Social Listening 社交聆听工具，亚太地区医疗传播人也可获取社

交媒体热点话题洞察。

随着许多亚太市场疫情依然严峻，社交媒体上多次提到“COVID-19( 新冠疫情 )”

和“Healthcare( 医疗 )”并不令人称奇，在 2021 年 7 月到达顶峰。这是因为医院

容量有限和改善医护人员工作环境的帖子引起大量的互动及转发。

亚太社交媒体“COVID-19( 新冠疫情 )”和“Healthcare( 医疗 )”的提及次数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 2021 年 1 至 7 月的社交媒体提及次数都超过 70001。从右侧的话

题轮盘中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平台常提到“COVID-19 Vaccine( 新冠疫苗 )”话题，涉

及“Doses( 剂量 )”、“Health( 健康 )”和“Country( 国家 )”等子话题。这有助于疫

苗品牌打造更高质量的 media pitch，既紧跟社交媒体趋势和包括相关的细节。其他医疗

品牌也可以利用社交聆听工具获取与具体品牌、产品和媒体相关的洞察，从而定制这样

的 pitch。

  1 这提及次数与英语社交媒体帖子相关，因为我们假定英语 pitch。也可以按照您的具体要求来聆听各本地语言的

相关帖子。

各市场的社交媒体声量和与“COVID-19( 新冠疫情 )”和“Healthcare( 医疗 )”

有关的话题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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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戴佳凌先生在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 Reed Elsevier

开始其医药信息行业的职业生涯。7 年之后，他成为负

责 PharmAsia News 杂志在中国的采编和会议策划的

主编，还是 PharmAsia Summit 的策划及创办人之一。

在创立研发客之前，他曾任药明康德的公关总监，帮助

公司建立了其微信和微博宣传平台并负责对外媒体和社

交媒体运营。

研发客 

总裁兼出版人

戴佳凌 
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作为医药研发的垂直媒体，研发客通常不追踪新闻。所以，我们的报道都是基于我们对于行业分析和来自我们的读

者的反馈。其中包括来自新闻稿的信息，我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再做采访和研究，最终形成我们的报道。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记者往往是最了解他们的读者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公关只要把握好自己角色，去帮助记者去完成一篇高质量的

文章，有了这样的认识其实就很容易处理媒体关系。

对于企业来说，在接触媒体前，一定要做好功课，一定要有个熟悉企业情况和熟悉媒体的专业公关来帮你。和媒体

沟通机会往往就只有一次，很多企业成功的开始就是来源于一场成功的媒体采访，也有很多企业毁于一场媒体危机，

所以，如何去用好这把双刃剑是值得你花时间和精力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主流媒体声音正在回归到主流传统媒体，这是前几年自媒体乱象的必然回归，未来新媒体和传统媒体

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会有各自侧重也会互相融合，但是，好的独家内容永远会有最忠实的听众。

另外，我们在做英文的内容，是希望更多想进入中国或是寻找中国合作伙伴的企业，通过我们英文报道来更全面更

深入了解中国医药市场。在国外行业媒体工作了将近 8 年，我发现其实外媒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留于非常基础的表

面认识，我们的英文报道就算不如我们中文报道那么深入，相对于其他英文专业媒体也是卓尔不群。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疗品牌 / 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对于我个人而言， 当然希望是重复的事少做一点，多做点创新和不一样的事，这对于研发客所在医药行业和媒体行

业是一样的。我很讨厌去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无论他有多成功，你如何重复他的路都无法尝到他探索未知时的那种

兴奋。从创新的跟随者到领导者，需要能力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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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armaDJ.com
http://www.linkedin.com/in/djialing
mailto:dai.jialing%40pharmadj.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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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在我们媒体所关注的医疗创投领域，这些事件可能是行业突发的政策新闻、头部企业的大额融资事件、行业的突破

性技术创新项目通过审批、头部企业提交 IPO 招股书和上市。这些新闻内容对于行业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需要时效性的报道，还需要深入的分析和采访。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不太能接受的就是，公关公司作为中间人，不能准确把握客户的传播点。和媒体的前期沟通是一回事，到后期执行

阶段又因为客户的原因全部推翻。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疗品牌 / 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在信息化、互联网化和商业模式创新领域，中国医疗企业已经经历了 10 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国内市场改变了大家

的就医习惯和购药习惯，使之大力改善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医疗创业公司目前应该主要着力于药械领域的

技术研发和创新，包括创新药物和创新器械，弥补我国以往在全球药械市场上的短板。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疫情之下，对所有的行业影响非常之大。但是疫情影响对医疗行业带来的除了有一定负面，也有很多正向的推动。

最期待的是医疗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打破国外先进企业对行业的垄断。其次是在模式上的创新，解决医疗领域的

桎梏，比如降低医疗的成本、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或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

在北京蛋黄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任动脉网蛋壳研究院院长、

动脉网副总编，带领团队推出了《互联网医疗生存报告》、

《2017 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报告》、《 2018 年

新型诊所报告》、《医疗区块链报告》等多份研究成果，

在医疗创投领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组织并出版《人

工智能与医疗》、《连锁药店新风口》、《医疗创业与

投资启示录》、《大数据 + 医疗》、《DRG 支付的国

内外实践》等十多本动脉网系列图书。

动脉网 

副总编兼内容合伙人

刘宗宇

https://vcbeat.top
mailto:liu.zy%40vcbeat.net?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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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目前，我的大部分报道都与新冠疫情有关。任何有关疫情或个人和企业如何应对疫情的事情，我都会关注。总的来说，

我对创新、科学发现以及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方式的变化很感兴趣。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无聊没劲的邮件标题。毫不夸张地说，我每天收到的邮件有几百封。如果标题不够吸引人，我很可能就错过你的内容。

有人不知道我要报道什么。我非常感激那些知道我会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并坚持提醒我的人。我尽量回复特意发给

我的每封邮件。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平均阅读时长下降，但信息消耗更多。我们打造大量的容易理解的简短新闻，并用更长的新闻篇幅来解读新闻事件。

掌握新闻线索和可以立刻响应的联系人变得比以往更重要。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我期待学习！我希望公关人员能和我联系，开展对话，探索新闻采访机会。我有很多东西

要学。虽然每个人都有故事，但并不是每个故事将获得观众的关注。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关注疫情过后回归常态，以及跟踪报道疫情期间所有医疗变化。我期待疫情相关的药品不断取得医学突破，并可

用于其他病症。

Michelle Fay Cortez 在彭博社负责医疗新闻报道。她

20 多年来持续报道医学和科学进步，关注参与创新的

企业、研究人员和政府机构。2021 年，Cortez 成为

彭博社的驻港记者之一。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奖学

金，2020 年赢得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AACR) June L. 

Biedler 癌症新闻奖。

彭博社 

亚太地区医疗高级记者兼编辑

Michelle Fay Cortez

香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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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loomberg.com/asia
mailto:mcortez%40bloomberg.net?subject=
https://twitter.com/faycort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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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我首先评估新闻稿内容是否符合杂志品牌及我们受众的兴趣点。我们一直寻找专业、值得信赖和客观的健康观点。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当来自一家公司的不同公关人 pitch 相同的内容时，我认为这是缺乏内部沟通的表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人们更加注重健康，期待了解更多的卫生及健康产品和服务，如口罩、消毒剂和体检。我们的受众也关注心理健康。

因此，我们欢迎关于冥想、声音疗法和瑜伽等内容，以及心理健康建议。 在健身房关闭期间，宅家锻炼项目也很受

欢迎。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期待了解更多符合可持续发展和有机产品，不仅对我们健康有益，而且环保。我也关注鼓励人们照顾心理健的服

务和产品，同时希望少些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体重控制计划和饮食。

香港地区

Sally Tse 是一位资深的时尚生活编辑，拥有 18 年的

经验。她是 Cosmopolitan ( 香港版 ) 的主编。该杂志

含 CosmoBody 栏目，报道与健康新闻和趋势。熟悉

Sally 的人都会发现她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及性格开朗。

Sally 也是一名经过认证的瑜伽和冥想教练。

Cosmopolitan ( 香港版 )  

主编

Sally Tse

https://www.cosmopolitan.com.hk/
https://www.linkedin.com/in/sally-tse/
mailto:sally.tse%40scmp.com?subject=
https://www.instagram.com/tsefaybill/
https://www.facebook.com/sally.ts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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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我对新的信息感兴趣，而且会评估新闻的影响力。我比较重视对受众有积极影响且具备价值的新闻稿。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疫情疲劳确实存在。从根本上说，人们需要希望，因此带来积极消息的内容通常会得到更多关注。可惜的是，并不

是所有正面信息都真的是“正面的”。有的可能包含偏见，夸夸其谈，更糟糕的是可能还有虚假信息。因此，新闻

记者无法只依靠一两个消息来源。为了弄清真相，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观察、调查等工作。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希望企业将开展更多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的传播活动。疾病和治疗方面的信息固然重要，但预防措施也必不可少。大

多数人仍然居家办公，因此告诉人们如何保持健康非常有帮助。此外，我建议品牌不要大肆炒作产品，以免让失望

的受众产生强烈抵触。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新冠疫情相关的话题仍将是我们的主要报道内容。我关注 ‘做什么’和‘怎么做’这种简单实用且与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建议。科学报道也很有趣，比如药品和疫苗开发、新的发现和研究等方面的进展。同时，读者期待了解预测

疫情如何以及何时结束的统计模型。

Uyung Pramudiarja 在 detikHealth 主要报道医疗健

康新闻。detikHealth 是印尼最受欢迎的医疗健康新

闻网站之一。他曾是一名药剂师，2010 年加入 detik.

com 担任新闻记者。他也是 Society of Indonesia 

Science Journalists (SISJ) 的联合创始人。

Uyung Pramudiarja 
detikHealth 

主编

印度尼西亚

https://health.detik.com/ 
https://twitter.com/superpiko/ 
mailto:uyung%40detik.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menikmatipenasaran/ 
https://www.instagram.com/pikom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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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如何在疫情期间保持健康、疫苗的有效性和政府应对疫情的计划等的文章受到我们读者的追捧。总而言之，我们期

待让读者了解印尼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有些公关人经常问我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发布。我觉得这种咄咄逼人的行为很不专业。如果我们觉得它没有足够的新

闻价值，媒体就没有任何义务引用。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和工作节奏。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我没观察到在线新闻的制作方式有多大变化。我们还是回归最基本的标准 – 准确、支撑数据和高质量的照片。我

们的在线读者依然偏向写得好、准确且读起来很有趣的文章。因此，多媒体内容变得更为重要。读者喜欢看的内容

往往接近当前的社会热点，具有时效性。在疫情期间，读者对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和提高免疫力更感兴趣。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在信息泛滥和恶作剧的时代，透明度至关重要。人们希望看到相关的权威数据。政府和企业公关专业人士必须更愿

意与媒体 共享数据，特别是与医疗和公共问题相关的数据。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疫情期间，医疗设备需求不断上涨造成短缺。

印度尼西亚

Mia Umi Kartikawati (Tika) 在 Inilah.com 负责健

康、生活方式、女性、时尚、旅游和美食类新闻报道。

Inilah.com 成立于 2008 年，是印尼数字新闻界的先锋

新闻网站之一。2011 年，她加盟 Inilah.com 开始了自

己的职业生涯，管理 Inilah Group 旗下一个青年主流

网站 yangmuda.com。

Inilah.com 

健康记者

Mia Umi Kartikawati 

https://www.inilah.com/  
mailto:mia_tikamaniesz%40yahoo.com%20?subject=
https://www.instagram.com/pikom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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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如果新闻稿突出新的发展或包含来自医疗、科学或医学行业的研究发现，那么就值得我们采访或深入报道。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请不要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将报道某个事件。如果我们想报道，自然就会报道。只需要向我们发送媒体邀请、新闻

稿和活动后的图片即可。图片最好是横向的，与 Word 文档分开附上，或从单独的链接下载。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新冠疫情仍然是 CodeBlue 读者关注的热门话题。我们也会报道疫情以外的医疗和医学新闻。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希望少一些以产品为中心的内容，多一些对医疗、医学和科学行业的洞察。这些内容不需与疫情相关。
Boo Su-Lyn 是 CodeBlue 联合创始人兼主编。

CodeBlue 是一家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医疗新闻网

站，致力于报道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医疗方面的重大问

题和政策。

CodeBlue 

主编 

Boo Su-Lyn

马来西亚

https://codeblue.galencentre.org/ 
mailto:codeblue%40galencentre.org?subject=
https://twitter.com/boosulyn 
https://www.facebook.com/boosulyn 
https://www.instagram.com/boosu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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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与我们目标受众相关并为其定制的新闻稿成功几率比较高。例如，新闻稿可以有不同版本，针对综合媒体及我们这

样的健康或育儿相关媒体。如果为我们目标受众定制电子邮件或新闻稿的标题，将吸引我们编辑团队的关注。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公关人发送与我们完全无关的通用新闻稿，然后打电话问我们是否发布。这表明他们没做好功课，完全不了解所接

触的媒体。例如，我们内容以马来语为主，但收到与酒相关的新闻稿。注：马来人是回教徒，不饮酒。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 AsianparentAPP 拥有强大的内容集合，自 2019 年 9 月正式上线以来，已积累了超过 60 万次的下载量。

我们的用户喜欢在 APP 查看新闻摘要，迅速了解最新新闻。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期待了解公司如何应对新常态 (the new normal)，同时希望了解我们的受众在新常态下是如何进行互动。此外，

我关注医疗公司如何通过创意吸引媒体注意。   

由于马来西亚的受众格局正在变化，品牌需要了解“生硬销售 (hard-sell)”手段不再有效。受众也逐渐不信任拥有

数十万粉丝的 KOLs。因此，我们这种媒体是重要的渠道，品牌可通过受众最熟悉的方式融达。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期待新冠疫苗的全面接种。同时，我希望了解那些为年幼儿童或怀孕母亲服务的医院和诊所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

疫情。

Sarah Voon 是 theAsianparent Malaysia 的总经理，

带领 20 名员工组成的团队。此媒体覆盖了马来西亚数

以百万计的父母，关注从受孕、怀孕到为人父母等各种

话题。theAsianparent Malaysia 网站专门报道健康新

闻，涵盖疾病、过敏和疫苗接种。

theAsianparent Malaysia 

总经理

Sarah Voon

马来西亚

https://my.theasianparent.com/ 
mailto:sarah.voon%40tickledmedia.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sarahvoonruyen/
https://www.instagram.com/sarahvoo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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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作为一家 B2B 媒体，我重点关注亚太地区主要市场的投资、名企生产基地的启动以及创新合作的新闻稿。此外，

我关注制药市场趋势、医疗制造业、医疗器械、政策和监管公告以及与政府相关的医疗工业企业。我把焦点放在亚

太地区的投资领域，包括融资和风投等新闻。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对于亚太新闻，读者变得很挑剔。他们更偏向制药、临床或医疗领域的热门行业话题。我们的专栏文章阅读量最高，

因为文章都是由著名实业家、决策者和公司高管撰写的。我期待与医疗金融领域的更多专家合作。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建议公关公司发更有见解的内容提案，而不是只关注宣传。我们欢迎公关公司以专栏或行业领导者访谈的形式输

出 B2B 内容。我还期待看到取亚太地区医疗领域新产品、投资、并购和创新技术的消息。从人工智能应用到工业工具，

技术可以解决生物制药和医疗服务领域的挑战。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疫情已彻底改变了制药行业的格局。专家表示，这个行业将很快评估这些突然变化从长远来看可能意味着什么。相

关主题包括治疗创新、T 细胞库、制造能力、供应链、制造技术、药物开发、数字临床试验等。

Hithaishi C Bhaskar 负责 BioSpectrum Asia 网站和

月刊的内容创作和协调。她主要发布来自亚太地区的新

闻和活动更新。她常驻新加坡，负责报道当地活动，如

政府发布会、生物制药公私合资、私营公司成立、媒体

简报、产品发布等。

BioSpectrum Asia 

助理经理兼亚太区协调负责人（内容与协调） 

Hithaishi C Bhaskar 

新加坡

http://www.biospectrumasia.com
https://twitter.com/AsiaBioSpectrum
mailto:Hithaishi.cb%40mmactiv.com?subject=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biospectrumasia/
 https://www.facebook.com/BioSpectrum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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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对于报道，只要与健康有关，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网站上。但对于采访，内容需要具有身体积极性 (body 

positivity)、赋权 (empowerment) 或健康行业中独一无二的角度。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有些公关专业人士不发送图片或下载图片的链接。我也遇到过一些发送摘要邮件而不是新闻稿的人。此外，我希望

公关人明白，在新闻稿中吹捧您客户的公司或品牌名称意味着增加我们发布内容前的编辑工作，以免读者认为这是

广告，或者我们正在努力销售某个产品或服务。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我们受众的信息消费习惯没有太大变化——他们仍然是信息迷，喜欢饮食和健身方面的评论和小贴士。但疫情导致

某些主题的在线搜索更加活跃。例如，随着更多的人在家锻炼，受伤的人也越来越多。更多的人渴望找出锻炼后胸

痛的原因或阅读我们关于按摩枪缓解肌肉酸痛的评论。此外，人们还在寻找有关周末活动的提示。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公司或品牌如何通过他们支持的事业来改善生活的令人振奋的故事。我还希望植物性产品变少，

因为部分产品定位为“环保”，但未说明具体成分，可能含有高盐、高添加剂和高卡路里。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具有创新性或颠覆性的新技术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个人健康。

大学毕业后，Melissa Fann 在金融行业工作了十年，

之后决定成立了 The Wellness Insider。通过她在营

销和传播方面的经验以及解决身体形象问题的经历，

Fann 女士创办了 The Wellness Insider，成为一个帮

助人们解决身体自信问题的平台。网站提供有关健身、

饮食、美容和生活方式的建议。从本质上讲，她认为不

是非要瘦到 0 码才能健康美丽。

Melissa Fann   
The Wellness Insider 

创始人兼编辑

新加坡

https://thewellnessinsider.asia/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13268315/
mailto:melissa.fann%40thewellnessinsider.sg?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thewellnessinsider
https://www.instagram.com/thewellnessinsider
https://www.twitter.com/wellnessinsider


2021 年亚太地区医疗健康媒体沟通指南    16

新加坡
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建议品牌综合使用各种传播渠道，包括将新闻稿作为对话的开场白。 例如，品牌在分享新闻稿的同时，可抛出与我

们受众相关的独家采访邀请。   

公关人员可以真心实意地探索双赢的角度，与读者分享有价值的信息，同时推进品牌增长。 例如，读者并不关注品

牌是否实现了内部的里程碑，而需要了解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价值。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媒体的首要任务是服务受众，而受众和品牌的利益未必一致。如果利益不一致，建议坦然面对，不要强求短期的效果。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在 2020 年，通过采访和小组座谈法对我们的读者进行了深度研究。引起最大共鸣的话题包括健康、保健、营养、

获得技术和服务的途径。这还明确了内容消费，如内容格式、频率和关注点。 我们已经采纳了这些反馈，并调整了

我们的编辑方向。  2021 年，我们将继续成为这些话题的信息来源，同时输出不同观点。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疫情的常态化改变了消费者的习惯。 

品牌需要在疫情期间重新评估和调整在消费者的心中定位。随着明确了定位后，我们期待品牌在向我们沟通时能更

新信息。 例如，如果品牌的消费者在疫情之前通过线下渠道获得服务，那么在疫情之后，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什么变

化，企业的服务方式如何调整？  

建议与我们沟通新闻角度或 pitch 时，请突出我的读者将如何从这种新服务方式受益。此外，请考虑你是否可为我

的读者提供既独特和关联性强的行动号召。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看好数字工具、消费者自我服务及新服务的结合。这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交叉点。我们期待了解公司如何通过数

字通道推动产品和服务。 前提是读者必须了解这如何实践他们的健康和保健目标。

Aaron Kong 是 The Active Age 的发行人兼编辑。此

媒体是在线杂志，分享有关 XY 代（1965 年至 1990

年出生的人）健康和保健趋势、见解、产品和服务相关

的内容。

Aaron Kong 
The Active Age  

发行人兼编辑

mailto:aaronkong%40activeage.co?subject=
http://activeage.co/
https://www.facebook.com/theactive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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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我所关注的新闻稿包含来自可信赖机构或公司的统计数据，而非宣传内容。我还对外科新技术和新医疗产品的功效

很感兴趣。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随着韩国媒体机构数量不断增长，找到可靠的信息变得很难。为了提供可靠的信息，公关专业人士应避免发布以广

告或“标题党”的新闻稿。我不喜欢公关人要求我增加关键词或句子，以提升文章在搜索引擎上的曝光度。这种做

法会伤害我的媒体公司与在韩国搜索引擎之间的合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由于疫情，人们把在家的时间更多地花在手机和电脑上。随着更多人从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社交

媒体获得新闻，我也正在从这些平台来获取题材。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希望品牌少一些假信息，多一些坦诚的评论和准确的信息，因为假新闻仍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希望报道新冠疫苗方面的新闻，因为许多国家都启动了疫苗接种。我还对疫苗相关的故事感兴趣，比如最新疫苗

及其副作用。

Sungkil Chae 是医学新闻网站 Think Doctor 的首席

执行官。他还是媒体公司 Samwoo Innovation 的创始

人，同时也是光州女子大学的一名教授。

Think Doctor 

首席执行官

Sungkil Chae

韩国

http://www.thinkdoctor.co.kr
mailto:thinkdr101%40gmail.com?subject=
http://instagram.com/think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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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社会上广泛讨论的最新和最热门的健康类内容，我都有兴趣探索并撰写深度报道，例如癌症的最新治疗和用药以及

乳腺癌外科手术方法等。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我不喜欢咄咄逼人的公关电话，上来就问“可以发新闻稿吗？”。我们收到新闻稿但未必立马发布——它必须符合

我们杂志的内容计划。我们还必须改变新闻稿的视角或进行进一步的采访来撰写更有深度的报道。

你今年观察到哪些与医疗有关的内容趋势？

我们的受众喜欢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和营养品方面的话题。他们还会关注中药相关的新闻。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很高兴能看到医疗媒体行业获取更多投资。这使得行业更具竞争力，也为台湾提供了更多健康和医学新闻。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希望报道新冠疫情之外的话题，比如慢性病或心脏手术和痴呆症方面的最新进展，因为我们的读者年龄相对较大，

而且台湾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

Sisy Lee 是健康月刊 Evergreen 的主编。Evergreen

于 1983 年创刊。Sisy 拥有近 20 年的医疗健康新闻报

道经验，撰写了不同类型的文章，如新闻简讯及深度分

析。最近，她还开始制作新闻播客。

Evergreen 

主编

Sisy Lee 

台湾地区

https://www.ttvc.com.tw/
mailto:sisylee%40ttv.com.tw?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sisy.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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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除了疫情新闻，健康和科学行业的爆炸性新闻，我也有兴趣跟踪报道。我希望能报道著名科学家的医学突破和发现。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新闻稿里含太多医学术语但没有解释。此外，有些媒体邀请要求记者在当天出席活动。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读者已经越来越了解疫情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我们期待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尽量用图片向他们解释

疫情变体。我们还使用信息图表将晦涩难懂的医学概念变得更容易理解。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希望看到能改善公众生活质量的医学和科学发现，以及艾滋病毒 / 艾滋病、肺癌和乳腺癌等危重疾病的治疗方法。

我还希望少一些公司提供没有可靠的循证研究结果的统计数据。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报道，你对今年医疗行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新冠疫苗开发及其治疗方面的进展，以及医学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Sean Pan 是一名资深编辑，过去 4 年负责 The News 

Lens 的健康和科学新闻，主要报道与医疗保险、长期

护理和传染病相关的话题。

The News Lens 

高级编辑

Sean Pan

台湾地区

mailto:sean.pan%40thenewslens.com?subject=
https://www.thenewslens.com/
https://www.facebook.com/bohan.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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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跟进，如进行采访或深入报道？

新闻稿应该包含关键信息，比如新推出服务或产品的名称和功能以及活动组织者的详细介绍。对于与医疗相关的新

闻稿，要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内容要尽可能讲清楚，以便记者能够自己决定新闻视角。

与公关合作时，于你而言有哪些方式的沟通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经常交流，合作共赢将成为媒体和公关人之间关系的主旋律。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受众对于信息消费偏好有什么变化，这对你报道新闻方式有什么影响？

我的工作的最大挑战是受众喜欢看简明扼要的在线新闻。我要花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添加多媒体元素。写

文章前，我将确认读者能理解文章的概念。

2021 年，在你所关注的本地市场，你期待医药公司少做什么，多做什么？

我对报道工作压力、家庭问题和突发事件对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响感兴趣。人们正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如失业、封闭和保持社交距离。我期待了解新的发现或创新，帮助缓解精神压力。此外，我期待从医学实验室、医

疗机构和初创企业获得最新的医疗进展。

Ho Nhi 负责 Giao Duc 杂志的公共健康内容。该杂志是

胡志明市的教育杂志、越南教育媒体机构 Tạp Chí Giáo 
Dục Thanh Pho Ho Chi Minh 的线上版本。除教育新闻

外，Giao Duc 还报道医疗和经济新闻。

Giao Duc 

记者

Ho Nhi 

越南

https://giaoduc.net.vn/
mailto:hothitrinh94%40gmail.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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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美通社采访传统和数字媒体专业人士，在《2021 年亚太地区医疗健康媒体沟通指南》中分享媒

体面临的挑战、媒体关注的行业趋势和媒体期待获取的公关协助。

调查在 2021 年 8 月对媒体专业人士进行了采访。受访的记者和编辑在美通社的亚太媒体数据库

中有简介，同时必须报道资料合集中的特定话题。

你是否期待参与我们未来的媒体沟通指南？

欢迎联系我们的媒体拓展团队 :

期待如何了解定制科技媒体 pitch ？ 

欢迎扫码，下载《2020 科技媒体推介资料合集》，

联系相关的记者和意见领袖。

media@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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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ision

关于美通社

北京 (86-10) 5953 9500 | 上海 (86-21) 8017 9500 | 深圳 / 厦门 (86-755) 8203 7494 | 杭州 (86-571) 8821 9685 | 成都 (86-28) 8511 4629 | 中国香港 (852) 2572 8228 | 中国台湾 (88-62) 2768 0350

新加坡 (65) 6692 2374 | 马来西亚 (60-3) 2096 9637 | 印尼 (62-21) 8063 1839 | 韩国 (82-2) 6929 2223 | 澳大利亚 (61-2) 8052 9555 | 越南 (84-28) 6276 8957

marketing@prnasia.com

作为公关、市场营销和社交媒体管理技术与洞察领域的全球领先者，Cision 帮助品牌和机构锁定、联系和接触客户以及利益相关者，以

取得业务成果。Cision 旗下的美通社（拥有 11 亿影响者的企业新闻稿发布网络）与 Falcon.io（一站式社交媒体管理平台）构成了一套

一流的解决方案。此外，Cision 已经签订了收购 Brandwatch（社交媒体监测平台）的最终协议。Cision 在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以

及亚太地区的 24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有关该公司屡获殊荣的解决方案的详情，包括新一代 Cision Communications Cloud®，

请访问 www.cision.com，并在 Twitter 上关注 @Cision。

美通社（PR Newswire）在企业传播领域深耕多年。1954 年美通社开创了企业新闻稿发布行业的先河，于 2016 年成为 Cision 旗下公司。

美通社服务着全球七万多家企业和机构，每天以四十多种语言，帮助客户把他们的最新文字、图片和视频资讯发布给世界各地的目标受众。

此外，美通社还提供全球媒体数据监测和分析服务，为客户的日常传播工作提供数据、技术等支持。

想学习更多海外传播知识？
扫它，开启学习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