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关系学》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公共关系学

课程英文名称: Public Relation Science

课程号： 405030682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季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36学时）

学分：2

面向对象：行政管理专业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学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本课程也是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初步了解公共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历史条件。

2.掌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学科建设状况。

3.明确社会组织进行公共关系活动的意义及各种公共关系活动状态。

4.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构成要素及基本原理及方法。

5.认识公共关系构成要素及其各自特点，掌握社会组织，公众，公共关系传播等

构成要素的相关理论。

6.在掌握理解相关公共关系学基本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学会审视社会组织在社

会中的各种活动，熟悉并掌握进行公共关系实务操作的技巧与方法。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研究现代社会组织树立社会组织形象,以期与其社会公众建

立相互理解支持协作的良好社会关系的相关原理、原则、方法、技巧及其规律的科学，

公共关系学是广泛吸纳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最新成果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熟悉和掌握有关社会组织公

共关系理论的基础知识与方法技巧，了解公共关系的概念与词义解析，社会组织树立组

织形象进行形象设计的 CIS 原理，组织进行公众分类与公众分析的理论，有效进行公共

关系传播和效果评估的相关原理，进行公共关系活动的工作程序等实务操作的相关原理

与原则。通过对这些公共关系基本理论及原理方法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使学生形

成公共关系概论的大致轮廓，为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公共关系专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

具备了一定的公共关系基本实务操作能力。同时为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的学习与理解提

供了一个实务操作性很强的学科领域视角。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第一章 公众关系概述

参考学时：8 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的含义、构成要素和特征。

2．掌握公共关系学的界定和研究范围。

3．了解公关的历史发展沿革，熟悉公共关系发展的阶段、特点、代表人物及其主

要观点。

4．理解公关观念及理论的演变，了解公共关系发展的趋势。

5．了解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教学重点及难点：

1．公共关系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2．现代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二战后公共关系发展的主要成就。

3．现代公共关系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观点及成就。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公共关系的概念

一．公共关系的含义

（一）词义解析

“公共关系”一词，译自英文 Public Relations（简称“PR”）。

“Public Relations”

“Public”作形容词时，意即“公开的”、“公共的”；作名词时，意即“公

众”、“群体”；“Relations”一词，意即“关系”，词尾加“s”表明这种关系是复数的

形式，表明是多种关系及其综合。

（二）有关“公共关系”的各种定义与表述

1．管理职能论：（强调公共关系的管理功能）

2．传播沟通论（强调公共关系的传播沟通功能）。

3．社会关系论：（强调公共关系的社会属性）

4．“表征综合论”：“现象描述论”

5．强调公共关系的预测功能、咨询功能

（三）公共关系涵义的分析

公共关系涵义：是指社会组织为塑造良好的社会组织形象，通过传播沟通的

手段与组织特定的公众沟通联络，以取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合作，建立和组织特定公众

之间的和谐稳定关系的一种管理活动。

二、公共关系构成要素与公共关系理论核心概念

（一）公共关系构成要素

1．组织

2．公众

3．传播



（二）公共关系理论核心概念

组织形象是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

1．组织形象

组织形象是公众对社会组织的总体评价，是社会组织的表现与特

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

2．组织形象构成

组织形象有多种要素构成，可分为组织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两个部分，或

称为实体形象和精神形象、硬件形象和软件形象。

3．组织形象的评价指标

评价组织形象的最基本的指标有两个：知名度与美誉度。

第二节 公共关系学

一.公共关系学的含义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研究现代社会组织与其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公共关系的原理、

原则、方法、技巧及其规律的科学，公共关系学是广泛吸纳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最新成果的一门（多门类）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二．公共关系学的研究范围

1.公共关系一般理论研究

2.发展史研究

3.公共关系实务

第三节 公共关系的特征

一．以事实为依据

（一）事实是公共关系活动的绝对前提

（二）公共关系活动从掌握事实开始

（三）真诚是公关人员的信条

二．以沟通为手段

（一）认清沟通的公众对象

（二）明确沟通的重要目标

（三）立足于长远的沟通

三．以互惠为原则

第四节 公共关系发展概述

一．人类早期的公共关系

现代公共关系诞生于 20世纪初。

现代公关产生之前，公关活动经历了完全缺乏理论上的概括与指导，只是低层次

上的感性活动的漫长的蒙昧时期。即“准公共关系”时期，公共关系的前史或“前公共

关系”时期。

公元前 6 世纪，希腊最大的城邦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政治上的民主体制，

引发了公共关系的诞生。

古代社会的组织程度很低，除了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一些组织之外，社会上几乎

不存在其他类型的组织。所以，所谓古代社会的公共关系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关



系。

在美国，最早的公共关系起始于独立战争时期。

19世纪 20—30 年代，公共关系开始活跃。19 世纪末，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报

业的发展，政治生活中的公共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现代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成熟期

（一）现代公关的产生和发展

1903 年，埃维·李创办了宣传顾问事物所，标志着公共关系职业正式诞生。

1923 年，爱德华·伯纳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关系著作《公众舆论之凝结》，

在纽约大学第一个开设公共关系课程，1928 年，撰写《舆论》一书。伯纳斯在理论上的

贡献，对于公共关系学科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里程碑的作用。

公共关系在 20世纪 20——60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公共关系繁荣和普及时期

二战后，公共关系进入全面繁荣和发展时期，取得的成就如下。

1.职业的社会化得到迅速地扩展

2.职业的科学化倾向加强

3.职业的标准化得以逐步确立

4.职业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深入

第五节． 中国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都得益于西方公共关系理论的输入与传

播，得益于西方公关教育与公关实践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

一．公共关系在中国的产生

二．公共关系行业组织的出现

三．公关教育的的发展

思考题：

1．简述公共关系的含义及公共关系的特征。

2．如何看待人们对公共关系涵义的争论？

3．有关公共关系的定义有哪些种类？这些公关定义所反映出的公关研究达成的

共识有哪些？

4．阐述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如何理解各公关要素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的地位与作

用？

5．如何理解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

6．如何理解早期公共关系产生的条件？早期公共关系有哪些特点？

7．如何理解巴纳姆时期是公共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一评价？

8．阐述埃维·李与伯纳斯的主要公共关系理论及贡献。

9．二战后公共关系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10. 如何评价中国早期公共关系活动？

11.结合公共关系的各个发展阶段，理解这门学科体现的进步性。

知识单元 2 第二章 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与功能



参考学时：2 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组织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与相关功能。

2．掌握组织公关部门收集信息的内容。

3．了解组织公共关系提供决策咨询的内容。

4．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对内、对外沟通协调的具体内容。

5．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树立组织形象的功能

6．理解和把握优化组织生存环境的功能。

7．了解组织公关部门所进行的公关培训的职责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1．公共关系提供的决策咨询的具体内容。

2．公共关系传播沟通过程中公众心理及传播效果的把握。

3．公共关系外部沟通协调的主要公众及相关内容。

4．树立组织形象的公共关系功能。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

一、 收集信息，监测环境

（一）组织形象信息

1． 公众对组织管理机构的评价

2． 公众对组织管理水平的评价

3． 公众对组织人员素质的评价

4. 公众对组织服务质量的评价

（二）产品形象信息

（三）社会环境信息

1．政府决策信息

2．立法信息

3．社会环境信息

4．与组织有关的其他组织的信息

二、 提供决策咨询

1．为确立决策目标提供咨询建议

2．为决策提供信息服务

3．协助拟定和选择决策方案

4．帮助组织实施决策方案

5．从公众关系角度评价决策效果

三、 传播沟通

四、协调关系

（ 一） 内部关系的协调

1．协调组织内部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

2．协调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 二） 外部关系的协调



1．处理好各类直接的业务往来关系

2．处理好与政府各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和权力制约部门的关系

3．主动建立和发展各种非业务性的社会关系

五、教育培训

第二节 公共关系功能

一、树立组织形象

二、优化社会环境

思考题：

1．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有哪些？

2．如何理解组织公共关系的功能？

3．公共关系监测环境时所要收集、整理、分析哪些方面的信息？

4．公共关系提供的决策咨询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5．如何理解和把握公共关系传播沟通效果？

6．如何进行公共关系内部关系的协调？

7．公共关系外部协调主要针对哪些公众关系？

8．如何理解公共关系树立组织形象的功能？

知识单元 3 第三章 公共关系主体

参考学时：8 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公共关系主体的含义和范围。

2. 熟悉和掌握社会组织的含义和公关角度的社会组织分类。

3. 了解社会组织的环境因素。

4. 理解社会组织树立良好组织形象的公共关系目标，并了解和掌握 CIS 设计

战略及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5. 熟悉和掌握 CIS 的含义和构成要素。

6. 熟悉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掌握公关部和公关公司各自公关活动的特点。

7.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部的基本职责及机构模式。

8. 了解公关从业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及职业准则。

重点与难点：

1. 公共关系主体，公共关系的专门组织机构。

2. CIS 设计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CIS 设计战略及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3. 公关部和公关公司各自公关活动的特点。

4. 公关部的基本职责。

5. 公关从业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社会组织

一、社会组织的含义



二、社会组织的分类

从公共关系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社会组织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互益性组织

（二）营利性组织

（三）服务性组织

（四）公益性组织

三．社会组织与环境

（一）组织环境的内容

1．宏观环境

（1）社会政治环境

（2）社会经济环境

（3）社会文化环境

（4）科学技术环境

（5）法律环境

（6）国际环境

2． 微观环境

（1）自然物质环境

（2）关系环境

（3）意识环境

（二）环境的特征

四．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目标

（一）树立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

1．组织形象的含义

2．社会组织形象的内容

3．社会组织形象的特点

（二）社会组织形象的塑造与设计

1．CIS 设计的含义

2．CIS 设计发展状况

3．CIS 的构成要素

（1）理念识别 Mind Identity 简称 MI

（2）行为识别 Behaviour Identity 简称 BI

（3）视觉识别 Visual Identity 简称 VI

4．CIS 战略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第二节 公共关系机构

一、组织的公共关系部

(一) 公共关系部的地位

（二）公共关系部的基本职责

（三）公共关系部的组织机构模式

（四）公共关系部活动的优劣势

二、公共关系公司

（一）公关公司的类型

1．单一型公关公司



2、集团型公共关系公司

（二）公共关系公司的服务方及收费方式

（三）公共关系公司的工作原则

（四）公关公司活动的优劣势

三、公共关系社团

（一）公共关系社团的特征与类型

（二）公共关系社团的工作内容

1．联络会员

2．制定规范

3．专业培训

4．普及知识

5．编辑印制宣传品

第三节 公共关系从业人员

一、公共关系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职业道德修养

1．坚持宗旨，尊重公众

2．坚持真实和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不传播虚假、失真或易产生

误解的的信息。

3．遵守社会公德，客观公正地对待所服务的公众

4．对所服务的组织和公众的信息和情报应该承担保密义务

5．公平合理

（二）基本的职业素质

1．公共关系意识

2．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

3．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二、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职业准则

思考题：

1. 公共关系主体的含义是什么？

2. 如何理解公关主体在公关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3. 从公共关系角度可以把社会组织分成哪些类型？其各自的公关特点是什

么？

4. 组织环境包括哪些内容？你是如何理解组织的关系环境的？

5. 公共关系部在基本职责有哪些？公关部的机构设置模式有哪些？

6. 阐述组织公共关系部公关活动的特点。

7. 为什么有的组织设立了公共关系部，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利用相关的专业公

关公司的服务？

8. 公关公司的服务原则有哪些？简述公关公司从事公关活动的特点。

9. 公关公司的基本特性有哪些？

10.简述 CIS 设计的构成要素。分析 CIS 设计在组织形象战略中的作用。

11.公关从业人员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有哪些？

12.结合现实事例，谈谈公关机构和公关人员对做好公关工作的重要性。



知识单元 4 第四章 公共关系公众

参考学时：6 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公众的含义和特征。

2. 明确公众分析的意义与步骤。

3. 熟悉和掌握公众分类的方法。

4. 理解和掌握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是公众分析中具体要分析的基本目标公众。

5. 掌握公共关系工作中常见的目标公众。

6. 了解和掌握组织外部公众的主要公众。

7. 熟悉公众的心理倾向与心理影响。

8. 了解顾客关系，媒介关系，政府关系及社区关系的处理。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众的含义及公众分析的意义。

2. 公众分析的步骤与公众分类的方法。

3. 公共关系工作中常见的目标公众。

4. 组织外部的主要公众及其沟通方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众及其分类

一、公众的定义及公众的特征

二、公众分析的步骤

（一） 公众分析的步骤

1. 基本分析

2．分类分析

3．目标公众分析

（二） 公众分析的意义

1．认识公众是组织生存发展的条件之一

2．确认不同类型的公众是开展公众关系工作的前提

3．科学的公众分类，有利于抓住公共关系工作的重点

三．公众的分类

（一）公众发展分类法：根据公众与组织关系的发展程度、情况

（二）组织态度分类法

（三）公众态度分类法

（四）公众重要程度分类法

（五） 按公众与组织的关系进行分类

第二节 内部公众

一.内部公众的概念及包含的范围



内部公众主要包括：员工、股东、董事会、顾问、家属等。

二、员工关系

（一）员工关系处理的基本内容

（二）协调员工关系的具体方法

三、股东关系

第三节、 外部公众

一、顾客关系

二、媒体关系

三、政府关系

四、社区关系

五、其他外部公共关系

思考题：

1．公众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2．结合实际思考各种公众分类方法的作用和意义。

3．内部公众关系和外部公众关系包括哪些内容？

4．如何建立良好的股东关系？

5．如何处理好内部员工关系？谈谈其对树立组织整体形象的作用。

6．为什么说内部公众是组织公共关系的首要公众？

7．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有什么意义？

8．简述顾客关系，媒体关系，政府关系，社区关系的主要内容。

9．为什么要和新闻媒介建立良好的关系？

10.结合现实的事例，谈谈对公众环境的理解与把握。

知识单元 5 第五章 公共关系传播

参考学时：6 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和掌握传播的含义和构成要素。

2. 熟悉传播的一般模式。

3. 明确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和公共关系传播的模式。

4.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传播的特点，熟悉把关人理论。

5. 了解和掌握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方式及各自

的特点。

6. 了解公共关系利用大众传播的方式，掌握新闻制造的含义及特点。

7. 熟悉和掌握传播媒介及媒介的选择，把握公共关系传播中传播媒介的使用。

8. 了解传播效果的相关理论。

9. 明确和掌握公共关系传播的相关原则。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及传播模式。

2. 公共关系传播方式，特别是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特点及规律，公共关系



利用大众传播的方式。

3. 传播媒介及媒介的选择。

4. 公共关系传播的相关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传播原理

一、传播及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

传播，英文为“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除为“传播”外，也译“交流”、“联络”、“交往”、“沟通”等。

公共关系传播：是指社会组织利用各种媒介，将信息或观点有计划地与公众进行交流的

沟通活动。

二．传播的基本要素

传播者、传播内容、编码、传播渠道、传播对象、译码、干扰、共同经验范围、反馈、

环境。

三、传播的模式

（一）线性传播模式

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五个 W”模式

香农——韦弗模式：

（二）控制论传播模式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权威施拉姆提出的传播模式。

四．公共关系传播的一般模式

第三节 公共关系传播

一．公共关系传播的特点

(一) 组织的传播活动

（二）传者、受者地位平等

（三）公众是传播的核心

（四）重点研究“把关人”

二．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类型

（一）人际传播

（二）组织传播：

（三）公众传播

（四）大众传播

三．大众传播的方式

（一）公关广告

（二）新闻报道

1.组织内部人员自己准备新闻稿。

2．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活动，邀请记者参加，由记者撰写新闻报

道。

3．“制造新闻”，吸引大从传媒记者报道。

（１）新闻制造的含义



（２）新闻制造的特点

四．公共关系传播媒介及媒介的选择

（一）公共关系传播媒介

（二）传播媒介的选择

1.要把各种传播方式特点与具体公共关系工作结合起来。

2.根据传播对象的特点选择

3.根据传播信息内容来选择

4.遵守经济合理的原则

第三节 公共关系传播效果

一．传播效果理论

１．传播效果“威力无比”论。

２．传播效果“影响有限”论

二．传播效果的层次

公共关系传播效果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认知层次效果

（二）情感层次效果

（三）态度层次效果

（四）行为层次效果

第四节 公共关系传播原则

一．了解对象明确目的

二．树立有效传播者形象

三．恰当选择传播内容

四．科学掌握和运用一些具体传播原则

五．反馈和评估调整

（一）排除干扰

（二）及时获得反馈

（三）。评估调整

思考题：

1. 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及特点有哪些？

2. 人际传播的含义和特点有哪些？

3. 公共关系传播为何要研究把关人理论？

4. 为何说组织传播方式在传播方式里更具主动性？

5. 大众传播和公众传播有什么不同？

6. 公共关系利用大众传播渠道的方式有哪些？

7. 新闻报道的三种形式是什么？

8. 简述新闻制造的含义及特点。

9. 公关传播过程中存在哪些影响传播效果的干扰因素？

10.为了保证传播的效果，如何选择传播媒介？

11.结合现实事例，分析为何传播活动中要树立有效传播者形象？



12.结合传播效果的相关理论，分析公关传播应该遵循的相关原则。

知识单元 6 第六章 公共关系工作程序

参考学时：2 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个把握公关调查的含义，明确公关调查的目标和内容。

2. 了解公关调查的程序和公关调查的方法。

3. 熟悉和掌握公关计划的种类。

4. 了解和掌握公关策划的“六步工作法”。

5. 掌握公共关系的传播实施的意义，原则要求，实施的过程。

6. 了解公共关系效果评估的原因，掌握如何进行公共关系效果的评估。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关调查的目标和内容。

2. 公关策划的程序。

3. 公共关系传播实施的原则要求和实施过程。

4. 公共关系效果评估的实施。

教学内容：

一．调查分析

（一）.公关调查的目标

（二）．公关调查的内容

１．社会组织基本情况调查

２．社会组织经营状况

３．公众意见及公众情况调查

４．组织的社会环境调查

二、制定计划

（一）计划的种类

1．长期战略规划

2．年度公关计划

3．项目活动计划

（二）公关策划的“六步工作法”

1．确定目标

2．设计主题

3．分析目标公众

4．选择传播渠道和媒介

5．编制预算

6．审定方案

三、实施传播

四．公关效果评估

（一）评估的原因

（二）效果评估



思考题：

1. 公共关系调查的目标和内容有哪些？

2. 公关调查的程序是怎样的？采用的调查方法有哪些？

3. 为什么说公共关系调查是公共关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4. 公共关系策划的程序是怎样的？怎样可以保证公关策划具有创意性？

5. 现实生活中，有哪些大型的专题公共关系活动？如何举办大型的专题公关活

动？

6. 如何进行公共关系传播活动的效果评估？

知识单元 7 第七章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参考学时： 2 课时

教学目标：

1．掌握公共关系危机的含义。

2．领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3．熟悉和掌握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程序。

4．领悟组织处理公共关系危机时的相关对策。

教学重点与难点：

1．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程序。

2．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原则和对策。

教学内容：

一.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含义与原则

二.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程序

三.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对策

思考题：

1．公共关系危机的含义是什么？

2．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3．阐述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相关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程序与对策

有哪些？

4．结合现实里的事例，谈谈你如何关系危机的“危”与“机”。

知识单元 8 第八章 公共关系广告及公共关系礼仪

参考学时：2 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广告的含义和特点。

2．熟悉共公共关系广告的各种类型。

3．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广告制作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4．明确公共关系礼仪的含义。



5．了解公共关系礼仪的作用。

6．了解社交的基本原理，认识公共关系社交的特点，熟悉掌握及应用公共关系

的基本礼仪规范。

教学重点与难点

1．公共关系广告的各种类型。

2．公关广告的基本制作原则和程序。

3．公共关系礼仪的基本规范。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关系广告

一. 公共关系广告的含义及特点

二. 公共关系广告的类型

三. 公共关系广告的基本原则

四. 公共关系广告的制作程序

第二节 公共关系礼仪

一. 公关礼仪的含义和作用

二. 公共关系交往礼仪

三. 聚会与庆典礼仪

四. 外事往来礼仪

五. 公共关系交谈礼仪

思考题：

1．简述公共关系广告的含义和特点。

2．简述公关广告的类型及其不同公关广告的特点。

3．公共关系广告和商业广告有什么不同？

4．公共关系广告制造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5．制作公共关系广告的程序有哪些？

6．简述公共关系礼仪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的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公众关系概述 8

2. 第二章 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与功能 2

3. 第三章 公共关系主体 8

4. 第四章 公共关系公众 6



5. 第五章 公共关系传播 6

6. 第六章 公共关系工作程序 2

7. 第七章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2

8. 第八章 公共关系广告及公共关系礼仪 2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关系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一项职能活动，了解公共关系的课程内容，

需在管理学原理的基础上进行。

后续课程：公共关系学，是公共关系专业理论课程的概论课，是继续学习公共关系

专业的入门课程。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学生课堂讨论和引导学生自学为

辅。在教学过程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和演示，必要的时候可以观看成功案例录像。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

实务操作的意识，组织学生进行不同形式的课堂讨论，在必要的教学环节中让学

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基本概念切实运用到具体案例中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同时引

导学生课下自学，积极参与到理论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和演示，尤其是涉及到具体案例的分

析与讲解，有关图表的制作和分析讲解。

必要的时候可以观看成功的案例录像，结合多媒体教学，将学生引领到一些

成功企业的实务操作中，让学生亲身领会到公共关系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使学生切实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基本技巧和常见方法。

在理论讲解方面：重视更新研究的方法，从根本上提高理论水平，注意精选

典型的案例，增强理论的形象感、说服力。讲授要阐明本课程的理论概念和基本

原理，并对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说明、分析和阐释，使理论和实际两个

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和统一。讲授采取启发式，重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不具体指定教材，可以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公共关系学教材为参考。

（二）推荐参考书

1. 边翠兰主编《公共关系理论与应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第一版

2. 邓理峰著《声音的竞争——解构企业公共关系影响新闻生产的机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2014 年 1月，第一版

3. 丁光梅著《媒体公共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年 5月，第一版

4. 樊帅，贺亚锋，马海牡等编著《企业公共关系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第

一版

5. 费明胜主编《公共关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第二版

6. 管玉梅主编《公共关系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7月，第一版

7. 侯书生等编著《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维护》，红旗出版社，2013 年 8月，第一版

8. 居延安编著《公共关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6月，第五版

9. 劳泰伟主编《实用公共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 9月，第一版

10. 李亚子，乔雅洁主编《现代公共关系学理论与实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月，第一版

11. 廖为建主编《政府公共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月，第二版

12. 秦勇，庞仙君著《现代公共关系学》，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4月，第一版

13. 杨芳编著《公共关系伦理》，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 6月，第一版

14. 于然著《现代组织公共关系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第二版

15. 张雷著《公共关系学派——一种广域的视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第一版

16. 张岩松等编著《现代公共关系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年 4月，第三版

17. 张云主编《公共关系——理论、实践与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8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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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

18. 甄珍主编《公共关系实务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8月，第一版

19. 周华主编《公共关系学实用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4月，第二版

20.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组编《中国公共关系年度报告

（201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月，第一版

执笔：谭兰英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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