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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晶
中正社區大學推薦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城分校傳播學博士/現為台大新聞研究所訪問
學者(2003/9-2004/7)/現任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傳播學副
教授。/自 1990 年起，即在美國各大學教授人際傳播與文化傳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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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
(一)課程目的：
我自 1990 年起，即在美國各大學教授人際傳播與文化傳播等相關課程．研究重點則在於以
比較文化的角度，來檢視台灣人際傳播行為．對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化，一直有著深切的關懷，
並希望能有機會將自己所學與學員分享，貢獻自己成長的地方．剛好今年在台大擔任訪問學者，
有較長的時間接觸台灣的學生，便很有興趣教授我所專長的人際溝通課程．特別是有下三項理由：
（１）人際溝通課程的推廣．多年來教授人際溝通課程，深深覺得它是一門非常值得探究，
並且是生動活潑的學問．明瞭人際溝通的種種面向與相關課題，可說是現代公民必備的素養．它
牽涉種種社會科學的理論，卻又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提供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機會，以及彼此
的互動，絕對不是如坊間某些流行書刊所言，人際溝通只是一套說話技巧的訓練而已．在台灣的
大學裡，雖然有傳播科系的學校非常的多，但人際溝通的相關課程卻是非常的少（除了世新大學
的口語傳播學系之外）
，這是非常可惜的．
除了學術關懷的角度之外，在與周遭的親朋好友分享時，也體會到人際溝通的學問可以幫助
許多人，更讓我覺得人際溝通是一門非常值得推廣的科目．
（２）社大學生的豐富人生經驗．社大的學生，與傳統的大學生有別，有著比較豐富的人生
歷練．因此，對於人際溝通的種種課題，應該有不少的體認與感觸．社大也同時是對我的一種挑
戰；向各不同年齡、生活經驗、與教育背景的非傳統的學生，深入淺出的傳遞人際溝通的社會人
文知識，誠然是人際溝通的訓練場！
（３）貢獻一己所學．除了數年前在交通大學及目前在世新任教之外，十多年來教授的對象
均是美國學生．我希望能貢獻一己所學於我生長的土地，也希望將美式的互動式教學應用於台
灣，能引起一些正面的迴響．
因此，除了教授一般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外，我非常有興趣教授社區大學的學生，他們所提
供的或許不是學院派的訓練，卻是豐富的人生經驗．而這些生活經驗，對學習社會人文科學的人
而言，即是知識的核心.

(二)課程設計理念：
具體而言，本課程有下列三項指導理念：
（１）分享人際溝通的複雜面，與所牽涉的種種課題：一般人認為，溝通是我們天天在進
行的動作，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學習的地方．其實，正因為人際溝通即是我們生活的絕大部
分，它所牽涉的課題與面向是非常繁複的．溝通雙方的相關心理課題、訊息的樣態與內容、

溝通人所建立的情誼、溝通的場景與環境的影響力等，都是人際溝通所欲研究的課題，每
一個課題又可分為許多子題，便是數個學期甚或窮年累月的學習，也未必能對人際溝通的
複雜面向有清楚的了解．因此，在課程設計時，選材特別注重不同面向的探討與整合，以
簡御繁，帶領學生進入人際溝通的多彩世界．
（２）從生活中尋找素材，強調理論與應用合一，建立有效的人際溝通：我個人向來深信，
所有的社會人文科學知識都是關於人的故事，因此，便是最深奧的理論，也能從生活中得
到印證．特別在人際溝通的領域裡，更是如此．每一項理論或分析，都可應用於學生的生
活經驗中；除了檢視理論的有效性之外，也同時提供學生省察自我經驗的機會．因此，在
課程設計時，特別強調理論與應用的相輔相成，讓學生了解知識並不是學者將自己封鎖在
象牙塔裡得到的抽象結論，而是活躍的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時，也藉由這樣的了
解，更親近社會人文科學提供的知識．
（３）探討相關社會科學對人際溝通知識領域的貢獻：人際溝通大部分的理論均是來自於
許多相關的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化批判學等，可說是一
門跨學科的學問．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我試圖以科技整合的角度，就某一課題，提供相
關的學理分析．希望學生能從中了解不同社會科學對人際溝通的貢獻，也同時了解某一學
科的特定角度與立場．當然，最重要的是，學生能因此體認，人際溝通知識的殿堂是個多
采多姿的世界，想要了解人際溝通的複雜性，就必得仰賴多方面的知識領域．

(三)課程內容：
第一單元：人際溝通簡介
＊本單元的目的，在提供學生對人際溝通現象的基礎性了解．一方面以基本的人際溝通模
式、要素分析、與幾項重要原則幫助學生建立整體的概念，並釐清觀念上的混淆，以方便
後續的分析．另一方面強調人際溝通與日常生活間的息息相關，融合理論與實用二者．學
生在上過這兩堂課之後，應可體認人際溝通的多面性，是學術又是生活的，並準備好接下
來更多人際溝通的挑戰，分別由「溝通人」
，「訊息」，「情誼」三個角度切入．
第１週

什麼是「人際溝通」？

*人生的幾個重要問題--你怎麼溝通？
*人際溝通與個人的發展．
第２週

從幾個面向看人際溝通
*人際溝通的基本原則與特質．
*人際溝通的要素分析．
第二單元：關於溝通人的分析

＊ 本單元的重點，以「人」為分析的基本單位，探討種種影響溝通人行為與認知的因素．
＊ 首先由溝通人的「自我」著手，從「自我」概念的建立與認同，及自我表達的原則與
影響，再深入討論「自我」的社會性，如面子問題與角色扮演．個人與他人的互動如

何型塑自己對自己的看法，而自我投射的印象又如何藉著溝通行為來完成，均是討論
的重點．學生可因此對自我的概念，以及自己在溝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較深入
的體會．
＊ 其次，我們把重點放在溝通人的種種心理歷程，先就感觸、認知、與行動三者間的連
結作一敘明，再就特定的心理習慣，如人格理論、偏見、既定想法、刻板印象，歸因
過程等，逐一討論，分析它們如何影響溝通人解讀對方的訊息，形成印象．學生研習
了這些課題之後，應對溝通雙方之間的心理折衝，有較深入的了解．
＊ 最後，課程設計由學生各選擇生活中的實例，應用已經學習過的理論，與其他學員分
享．目的希望學生能分析並省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模式，並將理論與應用合而為一．
第３週

「自我」的概念：「我」是誰？
*自我的建構與認同：從說話裏找尋自己．
*自我形象的建立, 自我表達，與印象整飾．
*自我揭露：速度與方法．

第４週

「自我」的社會角色扮演
*戲劇人生：台前台後的角色變換．
*面子問題與社會期望．

第５週

溝通人的心路歷程
*從想到說的過程：感觸、認知、與行動．
*選擇性注意與訊息超載．

第６週

溝通人的心理調適
*心理圖像(偏見、既定想法、刻板印象)的影響力．
*自驗成真的預言．

第7週

生活經驗研討（一）
*學生就選擇的個案,應用所學,充分討論與分享.
第三單元：關於訊息的分析

＊ 本單元旨在分析訊息的種類與內涵；訊息又可大致分為口語與非口語訊息兩大類，就
每一個類型的範疇詳加解說．
（１）口語部分，先討論文字的奧妙與其對個人了解世界
的影響，再進而討論在生活上，說話的藝術如何造就自己特殊的人際溝通模式．對於
會話的進行與各式場合的說話遊戲規則，也有相當的討論．
（２）而關於非口語的部分，
我們先從口語與非口語之間的關聯性作一說明，強調訊息的多面性與整合性，接著再
仔細討論各類屬的非口語行為，包括肢體語言、時間、空間、接觸行為、聲音腔調、
衣著等如何成為溝通的工具，也對傳統關於風水與面相學的見解，從人際溝通的角度
加以分析．學生在研討過這些課程後，應對訊息的多采多姿有深刻的了解，體會人際

溝通不只是「說清楚，講明白」就能夠成功的．
＊ 最後，與前一單元相同，課程設計由學生各選擇生活中的實例，應用已經學習過的理
論，與其他學員分享．目的希望學生能做自己的人際溝通分析，並將理論與應用合而
為一．
第８週

訊息：文字的奧妙
*文字反映的世界觀，意義的傳達，與對個人的影響．

第９週

公民素養週

第 10 週

說話的藝術
*拿捏分寸，各式場合的會話規則與技巧．
*對話的規則與文化意涵．
*以「閒話」應該怎麼說，及如何「說服」為例

第 11 週

行為的傳情達意：不用說話也能溝通
*溝通的多面性、功能、與種類．
*說話與其他溝通行為的關聯．

第 12 週

肢體語言的魅力
*身體動作、情感表達、目光注視等肢體訊息．
*面相學真的有理嗎？

第 13 週

利用時間、空間、或其他道具來溝通
*時間如何為我們傳達訊息．
*空間傳播：風水真的有道理嗎？
*物品也幫我們說話．

．
第 14 週

生活經驗研討（二）
*學生就選擇的個案,應用所學,充分討論與分享.
第四單元：人際溝通與情誼

＊ 在討論完人際溝通的基本概念、溝通人的自我及相關的心理因素、訊息的多面性及其
意義之後，本單元探討兩人因溝通而建立起的情誼，分三個主題：傾聽、人際衝突、
與關係的建立，每個主題均有其特殊的相關研究．本單元整合並延伸前面已經分析過
的種種的溝通議題，目的在幫助學生擴展所學，特別是應用到具體的人與人互動的過
程，以及因此而建立的關係．
第 15 週

如何傾聽
*聽的重要性、障礙克服、與不同傾聽法的介紹.

第 16 週

如何處理人際衝突
*衝突的原因與發展:以家庭爭吵為例.
*衝突的類型與有效的處理方式.

第 17 週

從良好的溝通建立良好的關係
*從組織商場的情誼,友誼,情侶關係,到陌生人的關係.
*以親子溝通模式為例,說明情誼發展與溝通的關係．
第五單元：結論

＊ 最後這個單元總結所有討論過的課題，重新思考學員對人際溝通的了解，並聽取學員
對課程的建議．
第 18 週

期末成果展／總結

二、教學方法
(一)課程進行方式：
前面提到，人際溝通課程的一大特色，即是很容易在生活中找到相關的例證．因此雖然是
學術的，卻也是生活的．在教學上，我秉持這樣的理念，以生動的生活實例，帶動學生的討論與
思考．非常注重與學生的互動、教材內容的反省、與應用所學到日常生活的觀察上．特別強調學
問不外生活．生活不外學習．這樣的方式也讓我比較能夠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各類相關的社會
科學知識，帶到課堂上，使學生容易吸收了解．
具體而言，課程主要以演講與討論的方式進行．我會先將理論有系統的介紹給學生，而在
說明理論時，時時佐以生活實例，並詢問學生是否能夠提供相類似的經驗；在學生發表他們的看
法之後，我通常會接續以該實例，闡明理論．將生活經驗帶回理論．這一個引導帶回理論的步驟，
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讓學生了解，雖然活生生的例子很有趣，學習並不應只是停留在例子的實
際應用上，而是藉由大家所分享的生活例證，重新回到知識面，探究理論的意義與本質．經由這
樣的過程，我希望能夠同時達到課程的深度與廣度．

(二)教材教案：
本課程主要是以演講與討論的方式進行，在教材的選取上，有下列四個方向：
（１）美國關於
人際溝通研究的成果．人際溝通這門學科來自美國，因此教材的選取，主要是參考美國的研究著
作．
（２）我個人就台灣人際溝通研究的結果與心得．前面提到，自 1980 年來我個人的研究專注
於此，因此吸納個人的研究於教材中，可適度的修正美國人際溝通學所反映的美國文化偏見，讓
人際溝通課程更適合於台灣文化情境．
（３）當前社會發生的案例與課堂討論的課題相關時，也
會加以引用或蒐集具體的資料，提供學生上課討論．（４）本課程設計兩次的機會，由學生選擇
自己生活上的案例，帶領其他同學進行討論．因此，這些生活的案例，也可算是教材的一部分．

(三)教學技巧：
教學的能力，要求的不止是紮實的學問根基，同時也要能夠將這些知識有效的傳遞出來．
真正能夠把教學做好的老師，不論學生的背景如何．隨時都能將知識與學生分享．我個人向來引
以為傲的，便是能夠深入淺出，以清晰的說理與佐證，讓學生了解知識的樂趣．同時邀請學生發
言，積極參與課程內容的討論．在美國及台灣的教學經驗裡，學生一般的反應是，「沒有想到理
論可以這麼有趣，學問可以這麼與生活習習相關!」
．道理無他，再繁複的理論，說明的也不過是
人們的種種行為模式與互動．課堂上的互動，自然也是生活的一環．
社會人文科學研究的便是所有關於人的故事，必然要講的生動，並且能發人深省．知識並不
是用一套拗口的語言來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成就，而應是一種分享與互相學習的過程．特別是人文
社會科學的知識，不應是外在的東西，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學習，會讓自己的眼光更犀利．
對人生的體會更深刻，特別是人際傳播理論的學習，它的一項重要特徵，即是可以在生活中找尋
許多素材，讓學理有獲得驗證的機會，將個人周遭的生活境遇，換成一個學習的廣大空間．
簡單的說，學習應是無時無刻的，有趣的，並且是啟發性的．而知識的分享，便是學習的過
程．我是以這樣的想法與熱誠自我期許，也希望學生能夠感受到這樣的訊息．

(四)學習要求：
任何教學，不外乎希望學生能夠將課堂上講授的內容融會貫通，老師也能收教學相長之樂．
此外，因為這是一門學術課程，雖然在課程上有許多生活經驗的分享，但仍然希望學生能夠真正
學習到各個學科領域對人際關係的貢獻，了解人際溝通知識的寬廣．因此，我希望學生能夠認真
的來上課，虛心的與老師及其他學生分享自己的心得與想法，在將所學應用到日常的生活、對日
常生活有所助益之外，同時也能逐漸跨入社會科學的學術殿堂．

(五)學習評量：
不同於一般的大學課程，社大的沒有傳統的考試壓力，它的學習評量乃是以（１）出缺席程
度（30％）
；
（２）積極參與上課討論程度（40％）
；與（３）生活經驗實例研討的表現（30％），
三項作為基本評量標準．這樣的學習評量，可說重點主要在於鼓勵學生認真學習與參與討論．學
生對知識的吸收與累積，也是以參與的程度及課堂上意見表達的深度來做判斷．在沒有分數的壓
力下的課程，學生的自動自發成為學習的關鍵．對自動自發的學生，在輕鬆又嚴肅的課堂裡學習
到的知識應該是特別有意義的；但對比較不自動的學生，在學習的效果上，多少會有一些折扣．

三、班級經營
(一)班級經營之理念
我個人對於班級經營，並沒有特殊的方式或作為．班級的氣氛仰賴許多因素：課程的內容、
同學之間以及師生間的互動、學生的人數與個性等，都可以影響班級經營的成功與失敗．就我自
己而言，如果學生人數很多，我會在一上課之初即設立清楚的規則，強調彼此尊重的必要，以免
少數人的行為影響課堂的進行．如果學生人數少，又均為心智成熟之社會人士，我會將重點放在
上課互動是否能產生相當的凝聚力，以及同學之間的自動自發與彼此的感情培養．

(二)班級經營之做法
我個人並沒有使用特殊的方法去經營班級，不過希望藉由提供一個和諧，彼此互相尊重，並
可以自由分享的學習場所，讓學生能在這樣的場所裡得到知性與感性成長的空間與機會．
最近中正社大將提供師生網路上溝通的場所，對於班級的經營，特別是一個星期只見一次面
的課程，我相信應該有很正面的效果．

四、課程成果
(一)基本資料：學員人數、結構分析、出缺席狀況
學號

姓名

性別

學歷

婚姻

9210352

孟○○

女

不詳

已婚

9210414

黃○○

女

大學

已婚

9220366

王○○

女

高中

已婚

9220825

黃○○

男

專科

已婚

9310074

黃○○

女

大學

已婚

9310463

林○○

女

高中

已婚

9310539

陳○○

女

碩士

未婚

9310832

康○○

男

專科

未婚

9310905

楊○○

女

專科

已婚

9310973

李○○

男

不詳

已婚

9311140

曾○○

女

不詳

未婚

9311163

周○○

男

高中

未婚

9311476

施○○

女

專科

未婚

9311536

楊○○

男

碩士

未婚

一、學員結構分析

學員數：14 人

男性人數及比率
人數
5

學歷
分布

女性人數及比率
%

人數

36%

9

碩士以上
人數
2

大專
% 人數

14%

%

6

64%

高中職
% 人數

43%

3

國中
%

21.50%

人數
0

小學
% 人數

0%

0

其他
% 人數

0.00%

3

%
21.50%

二、出席紀錄統計(以刷卡紀錄為主)
出席次
數合計

93/3/3 93/3/10 93/3/17 93/3/24 93/3/31 93/4/7 93/4/14 93/4/21

93/4/2
8

93/5/5

9210352

孟○○

10

7:00PM 7:01PM 7:10PM 7:17PM 7:05PM 7:12PM 6:59PM 8:17PM 7:13PM 7:14PM

9210414

黃○○

8

9:54PM 6:57PM 7:03PM 7:07PM 6:49PM 7:18PM 7:07PM

9220366

王○○

5

6:27PM 7:26PM 6:29PM 6:58PM 7:09PM

9220825

黃○○

5

7:01PM

9310074

黃○○

9

9310463

林○○

2

9310539

陳○○

9310832

康○○

9

9310905

楊○○

6

9310973

李○○

10

6:54PM 6:50PM 6:59PM 6:54PM 6:52PM 6:47PM 6:44PM 6:52PM 7:00PM 6:57PM

9311140

曾○○

7

6:23PM 6:46PM 6:46PM 6:30PM 6:35PM 6:42PM 6:51PM

9311163

周○○

10

6:52PM 6:50PM

9311476

施○○

5

6:12PM

9311536

楊○○

6

6:32PM 6:41PM 6:52PM 6:33PM

6:51PM 7:04PM 8:44PM 6:53PM
7:07PM

8

7:15PM

7:05PM 6:57PM 6:52PM 7:03PM

7:00PM

6:53PM

6:52PM 6:40PM 6:59PM 6:58PM 6:57PM 7:11PM 7:00PM 7:18PM
6:39PM 6:50PM 6:47PM 6:47PM 6:51PM 6:48PM 6:46PM 6:44PM

6:52PM

6:52PM 6:51PM 7:05PM 6:44PM 7:11PM 7:22PM

6:40PM 6:41PM 6:30PM 7:08PM 6:45PM 7:04PM 7:05PM 7:06PM
8:20PM 6:39PM

6:58PM

7:21PM 7:22PM 7:07PM 6:49PM 7:18PM

(二)課程衍生成果：
本課程的成果是學生個人的成長與知識的累積，不容易有具體的量化方式來測量成果．隨
著學期的進展，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學生思考人際溝通問題的面向變得更加成熟與複雜．我想，
這應該就是這個課程所孕育出來的成果．
另外，也沒有學員合力完成社區刊物之類的具體成果．如果人際溝通的課程在往後更加成
熟之後，或許可以考慮組成社區服務隊，幫助遭遇人際溝通困境的人．

(三)教學經驗分析：
教社大的學生，的確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我想，就深入淺出的介紹相關課題，帶動學生
討論與應用日常生活經驗，分享看似艱澀的社會科學理論，應該是相當成功的．雖然面對的是不
同生活經驗、不同年紀、與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我自認頗能與他們分享生活的總總，在知識的
傳播與溝通上，勝任愉快．
特別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包括下列事項：
（１）就學術課程言，如何在學術與技術訓練之間求得平衡，的確是一大挑戰．特別是「人
際溝通」這樣的課程，一般人馬上聯想到的，似乎是把它當成技術訓練班，希望能夠學到某些好
的技巧，來提升人際關係．當然，這樣的想法並不見得就會妨礙比較深層的，學理的分析與學習．
事實上，這個課程的確希望它同時是學術的，也是應用的．當學生希望能聽到一些人際溝通的技
巧或捷徑時，老師在進行人際溝通現象的解析與學理的探討時，就必須在學術與技術訓練之間找

7:58PM
7:15PM

到一個好的切入點，最好能夠同時兼顧兩者．
（２）社大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生活經驗不同，教育程度也有別．特別是在強調多元文化
的今天，社大學生的背景差異，提供了彼此更多的學習機會．而對老師的挑戰，便是如何在講課
時能夠兼顧這樣的差異性，使學生能夠各取所需，也尊重彼此的不同．當然，若更能將這樣的差
異性整合到課堂上討論的相關課題，轉化為學習的動力，這樣的教學就是更上層樓了．
（３）如何確實鼓勵學生學習，也是考驗老師智慧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社大沒有較具體的
成績壓力，需靠學生的自動自發，如何引發或鼓勵學生自動自發的動力，在教學的方法與技巧上，
便需要仔細的推敲．
雖然我教書已經超過 15 年，這是我教社區大學的第一次經驗，還有很多需要學習改進的地方。

(四)學習成效分析：
前面曾經提過，學習評量主要是根據學生參與討論與意見的分享．就我所觀察，相信這堂
課學生應該有不錯的收穫，一方面能夠檢視個人的總總人生經驗，更加了解自己與他人，另一方
面，對於相關的學理知識，也有了許多的接觸．
除了培養學生的學識之外，還有一種意外的收穫，即是學生把人際溝通的課程當成分享內
心世界的場所，在課堂裡，得到情感上的支持與滿足．溝通對這些學生而言，是深層的，而且是
親切的．這樣的想法，或許是由來於「人際溝通」給人的自然印象．在課堂上，這樣的分享很快
的拉近學生之間的距離，因為他們不只是同學的關係，而是像好朋友般分享了許多內心世界．這
樣的互動讓班上產生相當的親切感，上課不只是學習某一學科與深度分析自我的生活經驗，也同
時提供了一個表達自我的機會．當然，對老師也是一項新的挑戰：除了傳遞與分享知識之外，老
師有時尚需扮演安慰者，或甚至是心理諮商師的角色．雖然心理諮商不是我的專業，我很樂意扮
演這樣的角色；看到學生變得更有自信與心理的滿足，我很高興這個課程能有這樣正面的效果．
比較遺憾的是，如前所述，因為社大學生沒有成績的壓力，在學習的成效上，我想對不夠
自動自發的學生是有一些折扣的．例如要求學生選擇個案來討論，認真去作這個作業的學生大概
只有一半．對不很認真的同學，我覺得很可惜，他們除了自己沒有盡力外，也讓其他的學生無法
從他們身上學到更多．
這樣的想法，可能讓某些人覺得我的教學理念還是太古板．但我個人認為，老師可以在帶
動課堂討論時生動活潑，學生對於學問的追求，卻還是需要下一些苦功的．（我自己很久以前上
過沒有壓力的日文課，發現強迫自己下苦工的機率非常小！）課程的內涵與深度，並不是靠老師
以個人就可以決定；每個學生帶到課堂上的貢獻，也都有相當的影響力．
我想，在教學上，應該可以考慮以其他的方式，給予學生適度的壓力，以強化學生的學習
熱誠．例如，以辯論的方式，就某一重要課題，分析正反兩面．另外，也可以考慮特定的作業，
要求學生繳交．或者以團體作業的方式，讓學生彼此之間，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雖然我自認為
我的互動式教學相當成功，以更具體的方法要求學生認真的課外準備，或許是一個值得改進的方
向．

(五)班級經營成效分析：
因本課程為學術課程，沒有特殊的團體活動或其他的課外教學，對於班級的經營，乃是以
課堂上的互動為主．因為課堂上的互動相當頻繁，以及所分享的內容有些是相當個人化的議題或

比較私人的訊息，學生彼此與老師之間容易培養感情，自然形成一個相當和諧的團體．特別是因
為學生人數不多（註冊的學生有十四人）
，沒有形成數個小團體的必要，班級的整體性非常適合
人際溝通問題的探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們在班級經營裡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學期開始，即有班代
之設立，他提供了大家不少協助，包括編製通訊錄，讓大家更有機會聯絡感情．因此同學之間或
許有其他私下的交誼．其他的學生，在發言分享自己的想法與經驗的那一刻，或甚至只是認真聽
講，都是班級經營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不諱言，以班級經營成效而言，本班應該是相當成功的．

五、總結
人際溝通應該是一門現代人都必須學習的課程，而社大正可以提供這樣的學習平台．我個人
從這個轉換時空背景的教學裡，學習到很多寶貴的教學經驗，同時也更加深我原有的理念，亦即，
人際溝通學是一門非常值得開設的課程．本次公民週的講座，我以「非口語溝通」的部分為題作
了個演講，有不少的學生表達他們對此課程的濃厚興趣．我想，人際溝通課程的繼續發展的確是
指日可待的! 希望我這學期所開的人際溝通課程，對學生、對中正社大，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