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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 在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 决实际 问题能 力方面, 案 例教学 有着独 有的
优势, 因而受到重视。基于专业技术课程的特点和需求, 案例教学 在专业 课教学 中所占 比例逐 渐扩大, 已 经成
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教学方法。本文分析了专业课案例教 学出现 的一些 问题, 讨论 分析了 教学案 例选取、设 计的
原则、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的差异及其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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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on Case Teaching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ZHU Tao, MA Heng, LIU Qiang
( Department of Navigation Engineering , N av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 Wuhan 430033, China)
Abstract: The case teaching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cultivating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in contrast
with other teaching methods. So case teaching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in training, the scale of
case teaching becomes larger gradually. It has been the focus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irst the problems of case teaching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methods of selecting case, case design and the way of case teaching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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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是在学生 掌握了 有关 基本知 识和 分析 技术的
基础上, 在教师的精 心策 划和 指导下, 根 据教 学目 的和教

致广 大师生对案例教学方法产生怀疑。
本文对工学专业课程 案例 教学 上出现 的问 题进行 了分

学内容要求, 运用 典型 案例将 学生 带入特 定事 件的 现场进
行案例分析, 通过学 生独 立思 考或集 体协 作, 进一 步提高
其识别、分析和解决 某一 具体 问题的 能力, 同 时培 养正确

析和 归纳, 讨 论分析 了案 例教学 中案 例选取、 设计及 其实
施方 法。

的理念、作 风、沟通能 力和 协作 精神的 教学 方式。与 传统
教学方法相比, 在 培养 学生分 析问 题和解 决实 际问 题能力

一、案例教学中的误区
由于在工学 专业 课程中 实施 案例教 学, 目前 还处 于探

方面, 案例 教学有 着独 有的优 势, 因而 受到 重视, 近 年来
在工学专业课教学所占比例逐渐扩大。

索、试验阶段 , 因而存 在以下误区。
( 一) 误区一: / 案例0 标签的扩大化

案例教学最 早源 于英 国的法 学, 后来 在商 业和企 业管
理教学上取 得了巨大 的成 功。其中 全世界 范围 内享 有盛名

这一误区的主要 表现 为: 把 举例、课 堂讨 论、实 验教
学等都视为案例 教学。这 主要 是因 为对案 例和 案例教 学的

和广泛赞誉 的就是哈 佛商 学院案 例, 正是 哈佛 商学 院对案
例教学的成 功运用和 实施, 尤 其是 使用这 种方 法培 养出大

认识 还不够深入。须知 / 案 例0 本 应是 一个 实际 情景 的描
述, 在这个情 景里包 含一 个或多 个疑 难问题, 同时也 包含

量工商界骄 子的 成 功实 践, 使 得案 例教 学 成为 风 靡全 球,
被认为是代 表未来教 育方 向的成 功教 育模式 , 从而 引起广

解决这些问题的 方法。然 而由 于对 案例教 学的 认识不 够深
入, 往往把 / 案例0 等 同于 举 例, 把 教 学 过 程中 的 举 例、

泛关注。也正是由于 哈佛 商学 院的巨 大影 响, 使得 哈佛模
式对案例教 学影响极 大, 以至 于许 多案例 教学 都套 用哈佛

分析材 料等 同于案 例教 学, 导致 / 案例0 标 签扩大 化, 从
而对 案例教学形成了错误的认识。

模式。许多工学专 业课 程也同 样套 用哈佛 模式 进行 案例教
学, 而简单的生搬 硬套 原本应 用于 商业和 企业 管理 教学上

( 二) 误区二: 案例教学实施的盲目化
这一误区的 主要 表现为: 不论教 学对 象是否 适用 于案

的哈佛模式, 通常只会引起 / 水土不服0, 因 此在工 学专业
课上使用案 例教学方 法往 往没有 取得 预定的 效果, 反而导

X

例教 学, 一律 推行之。案例教学在培养学生 动手实践 能力、
协作精神、解决实 际问题 能力 等方 面有着 其他 教学方 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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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拟的 优势, 因 此存 在不管 学科 时数、教 学目 的、教学
内容而盲目实施案例教学的现象, 不但没 有取得预期 成果,

学过程中学 生是 课堂的 主角, 教 师仅 仅是引 导者。因 而在
现实生活中常常 出现 的、侧重 于原 理应用 的内 容才是 案例

反而事倍功半, 导致效率下降。
所谓案例 教 学就 是通 过 对一 个具 体 教学 情 景 的描 述,

教学 合适的论题。
教学目标不 同时, 案 例的 使用效 率和 教学目 标的 关系

引导学生对 这些特殊 情景 进行讨 论分 析的教 学方 法, 在教

可用 图 1 来描述。

图 1 案例使用效 率与教学目标的关系
( 三) 误区三: 案例教学与非案例教学关系处理不当
这种误区的主 要表现 为: 过分 夸大 案例 教学 效果, 案

容和 形式, 通 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 使学生 掌握基本 理论、
方法等。真实的案例则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 造性和主 动性,

例教学所占 比重过大。 我们知 道案 例教学 无论 对于 教师还
是学生, 都 提出了 较高 的要求: 对于教 师, 要求 所设 计的

其次 , 教学案 例要具 有一 定的疑 难性, 提 升学 生思考 的深
度, 认识到 实 际案 例的 复 杂性, 提高 其 全面 思 维的 能 力。

案例既要符 合实 际情 况, 又要 难度适 中, 学生 能够 给出解
决方法, 还要在实施 过程 中给 予及时 恰当 的引导, 既不能

最后 , 选取的 案例有 一定 的针对 性和 浓缩性。 案例的 针对
性指能够针 对教 学的目 的和 要求, 不 能盲目 选取。浓 缩性

喧宾夺主, 又不能 不闻 不问; 对 于学生, 则要求 具备 扎实

是指教师将相关 知识 有效集 中到 一个 案例中, 对案例 进行

的基础, 对理论知识 的掌 握和 理解较 为透 彻, 能够 凭借所
学知识解 决实 际问题。 如果不 顾实 际教学 内容、 要求、特

适当加工并 去除 无效部 分, 使案 例教 学有的 放矢, 实 现教
学目 标。

点等实际情 况而大量 使用 案例教 学, 一方 面使 得教 师负担
过重, 分散 精 力, 另 一方 面使 得 非案 例 教学 学 时 数减 少,
学生难以在 有限的时 间内 掌握必 要的 知识, 从 而导 致师生
双方为案例 教学 所苦, 不 但没 有取得 预期 的效果, 反而影
响了正常的教学进度。

二、教学案例的选取和设计

三、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的差异
案例教学与 传统 课堂教 学方 法有着 很大 的不同 , 二者
的区 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教学目的
传统的课堂教学, 主要侧 重于 讲授知 识, 向 学生 灌输
有关 的理论、思想和 方法; 而 案例 教学则 通过 案例来 抛出

相对于一般 的课 堂讲 授, 案例教 学要 求教 师在知 识的
准备上、课堂的组织 上、教学 过程 的控制 上要 花费 更多的

问题 , 以学生 为主体来解决问题, 强调培养 学生发现 问题、
分析问题以及解 决问 题的能 力, 进 而使讲 授的 知识与 实际

精力。因此案例教学 要达 到较 好的教 学目 的, 必须 进行周

应用 相融合, 提高他们的素质。

密的计划、准备和安 排, 否则 只能 使这种 有效 的教 学方法
流于形式, 达不到案例教学应有的效果。

( 二) 教材
传统课堂教学所使用 的是 内容 相对固 定的 教科书 和讲

( 一) 明确教学目的
明确教学目 的是 组织 案例教 学的 出发点 与归 宿。在前

义, 这些内容 经过多 年的 教学实 践被 证明是 合理; 而 案例
教学所使用的是 对某 一实际 情境 进行 客观描 述的 案例, 与

面所述中我 们知道, 并 不是所 有的 教学内 容都 适用 于案例
教学的, 只有有了明 确的 目标, 才 能切实 做好 可行 的课堂

教科书和讲 义不 同, 案例 强调应 用背 景, 因此 必须是 与时
俱进 的。

设计。通过一次案例教学, 要达到的目的 应当具体而 明确。

( 三) 教学方式

如掌握一种 方法, 熟 悉一 个具 体思维 过程, 或 掌握 一种分
析工具, 或通过较 复杂 的案例 教学 来提高 综合 分析 问题的

传统课堂教学主 要是 讲授式 , 互动较 少, 且 主要 以教
师为主角; 而 案例 教学则 强调 启发 式, 以学生 为主 体, 主

能力等等。教学目 标规 定得愈 具体、意 图愈 清楚, 愈 具有
教学的指导意义, 案例教学就越能达到教学目的。

要采取讨 论、推演、演 示等 方法, 教 师仅担 当引 导者 的角
色。

( 二) 案例的选取
明确了教学 目的 后, 我们 下一步 的工 作就 是根据 教学

( 四) 沟通渠道
在传统课堂教学 中, 主要 是教 师向学 生传 授知 识, 即

目的, 选择 合适的 案例。作 为教 学使用 的案 例, 首先 应具

所谓 T- S 模式, 因而沟通渠道主要 是单向流动; 在案例教

有一定的典 型性和真 实性, 典 型性 能够反 映相 关知 识的内

学中 , 则不仅 有老师 与学 生之间 的沟 通, 而且 也有学 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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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间的 沟通, 即 所谓 S- T - S 模式, 因 而沟通 渠道是
多向的。

揭示的有关事实 情况, 将 自己 置于 案例中 解决 问题者 这一
角色的地位, 分析 思考案 例中 解决 问题的 对策 方法的 合理

( 五)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
在传统课堂教 学中, 由 于主要 采用 讲授 的方 式, 教师

性与 不合理性。
在每一个学生阅 读、分析 案例 材料, 形 成自 己有 关案

的任务是把 自己知道 的知 识传授 给学 生, 教师 在整 个教学
活动中居于 主要 地位; 在 案例 教学中, 教 师所 扮演 的角色

例所提出或隐含 的见 解后, 案 例教 学便进 入了 讨论分 析并
实践这一阶段。讨 论主要 是为 学生 提供发 表自 己对案 例的

是指导者和推动者,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一 般居于主要 地位,
教师对整个 教学活动 加以 指导, 也 可以说 教师 在教 学活动

看法 、认识及 对问题 的见 解的机 会。发言 者表 明自己 的观
点, 供大家讨论、批 评、切 磋、补 充。讨 论可 以是 开 放式

中居于从属地位。
( 六)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

的, 一般都有 一个或 几个 较为明 显的 结论, 这 些结论 既是
对案例涉及相关 理论 的学习, 又是 学生在 今后 实践中 解决

在传统的课 堂教 学活 动中, 学生 的角 色主 要是听 讲者
和知识的接 受者, 学生 在整个 教学 活动中 基本 处于 被动的

类似问题的 参考 策略和 依据。讨 论可 以是小 组讨 论, 也可
以是全班讨 论。全班 讨论 通常都 是由 教师主 持, 是形 成教

地位。在案例教学中, 学生所 扮演 的则是 一个 积极 的参与
者的角色。他必须认 真阅 读老 师所提 供的 案例材 料, 进行

学成果的重要 环节, 也 是全体学生经验与知 识共享的 过程。
实践这一环节是 专业 技术课 程案 例教 学特有 的, 通过 实践

认真的分 析和 思考, 得 出自己 的结 论。在讨 论的 时候, 则
积极发 言, 讲 出自 己 的思 考和 判 断, 并 与他 人 展 开争 辩。

学生可以进一步 提高 解决实 际问 题的 能力, 验 证案例 教学
的效 果。

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基本上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
( 七)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二) 对案例进行总结和反思的阶段
案例教学的 最后 环节是 总结 和反思。 这一阶 段要 求学

在传统课堂教 学中, 学 生由于 处于 被动 地位, 学 习的
积极性较低; 而在案 例教 学中, 由 于学生 在教 学活 动中处

生写一个 案例学 习报 告, 对自 己在 案例阅 读、分析 、讨论
中取得了哪 些收 获, 解决 了哪些 问题, 还 有哪 些问题 尚待

于主动地位, 他 们 积极 参与 案 例教 学中 各 个环 节 的活 动,
积极性较高。

释疑等做 一 总结, 并 通 过反 思 进一 步加 深 对案 例的 认 识。
教师最后也要做 全面 总结。对 案例 的总结 和反 思不仅 可以

( 八) 学习结果
在传统课堂教 学中, 学 生获得 的是 教师 经过 筛选、过

提高学生的 理论 素养, 而 且对培 养学 生分析 问题、解 决实
践问 题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滤等加 工程 序后 的 / 理论0 知识; 而 在案例 教学 中, 学生
通过自己分析、思 考、讨论、 交流, 获 得的 是经 过消 化吸

五、结束语

收后的 / 实践0 知识。
( 九) 教学效果

专业技术课程的 案例 教学, 目 前还处 于探 索、试 验阶
段, 远不能与 法学、商 学、管 理学规 模化、 正规 化的 案例

在传统课堂 教 学中, 虽 然 能 够传 授 比较 系 统 的知 识,
但在能力培 养方 面效 果明显 不足; 而 在案 例教学 中, 它虽

教学运用手 段相 比。在实 施过程 中, 由于 对案 例的认 识不
足, 存在着案 例标 准扩大 化、案例 教学 实施盲 目化 、案例

然能有效地 培养 学生 分析问 题、解决 问题 的能力, 但易造
成学生知 识点 凌乱、破 碎、不易 形成知 识体 系, 这不 能不

教学作用被夸大 等诸 多不足。 本文 在对这 些现 象进行 分析
的基础上, 对 案例 选 取、设 计 的 方 法、原 则 进行 了 讨 论。

说是案例教 学的一大 缺陷, 因 此这 也是案 例教 学不 能取代
传统课堂教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分析了案例教学 与传 统课堂 教学 的差 异, 并对 案例教 学的
实施 方法进行了分析。

四、案例教学的实施方法
专业技术 课 程的 案例 教 学在 实施 上 可分 为 两 个阶 段:
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
( 一) 案例的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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