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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处于信息时代,作为秘书这一专业的从业者,会不可避免的与大众传播密切联系。高效率的
完成工作离不开就必须对这些大众传媒的信息加以利用以及处理,这也就需要我们提高自身的大众
媒介水平。所以媒介素养这一话题就有了我们探讨的价值。本文从新媒体的概念到秘书应如何提高
媒介素养的几个方面做了关于媒介对于秘书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如何提高秘书的媒介素养能力的
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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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角色。大众媒介中的新媒介正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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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的批判能力等。就中国综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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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流,不断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人才培养教育模式而言,指的应该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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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信息时代背景下秘书的媒介素养进

国公民所必须需要具有的技能包括信息

领导命令的的信息来作为领导下达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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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能力,为其后期发展打下坚实的

各种不同表达形式各种相关应用信息的

的,要再三斟酌选取有用的信息,保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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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准确性。因为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

1 何谓媒介素养

在社会信息快速进步发展的今天,

的基础就是准确性。信息的来源可能来

什么是媒介呢？媒介在广义上就是

秘书和媒介一词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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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说是指传播信息的一种工具。

介传播素养的职业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

需要秘书具有辨别信息的能力即有一定

媒介素养的这个基本概念其实应当

相较的比较仍是落后的。因此,在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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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地道道的一种文化舶来品。据美国

面有关媒介素养的课程也被教育部提上

收集信息的同时还要求秘书人员具备一

著名学者鲁宾分析,主要表现在人的三

了日程。但是由于秘书媒介素养低下而

些关于信息的发布的能力,所以提高秘

个基本知识培养层面,即逻辑思维能力

导致关于秘书犯错的事件越来越多。由

书的媒介素养刻不容缓。据调查显示,

素质培养训练模式、知识运用能力培养

此可推导出,目前我国从事关于秘书工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的网民总体规模

模式和人在逻辑上的理解能力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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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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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介素养与秘书工作的关系

9.89亿,五年增长了43.7%。截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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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传达信息效果的好坏

3.3领导的决策会受秘书的媒介素

势和对整个社会动态的准确分析就能很

高自己的媒介素养,更好地服务于单位

领导在做决策时,必定要用媒介工

好地把握信息从而为企业领导们做出决

的发展。

具中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所以只有

策,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提供有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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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收集完后还要学会把信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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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办法。这样就可以使公司不陷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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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要的信息先分享给领导。从领导者

舆论危机。对企业有积极方面的影响的

识产权、隐私权。还要做到：不信谣不

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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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谣,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如果秘书工作

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人们做出决策

进行舆论引导、培养网络职业道德,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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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触及法律的底线从而给领导甚至

实可以清楚得知：秘书这个职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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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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