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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是否促进了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能力的发展？ 

——基于全国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郭丛斌  方晨晨  祝  军 

摘要：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方法的使用情况直接关系着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为

了检验案例教学方法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是否起到了真实的促进作用，基于 2020 年全国公共管理硕

士毕业生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教育中

的使用和评价情况，以及案例教学对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案例教

学在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教学中使用较为普遍，研究生对案例教学质量的评价较高；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

下，与没有接受过案例教学的研究生相比，接受过案例教学的研究生在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专业知识运用能

力、决策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急能力等六种实践能力发展方面均有显著性提升，其中，案例教

学对研究生决策能力的发展促进作用最大，对创新能力的发展促进作用最小；研究还证实案例教学的质量对研

究生的能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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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使

命。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侧重于培养研究生学术

研究能力的目标不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针

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培养具有较强专业知识

运用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

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在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教学过程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促进研

究生实践应用能力的提升，一直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学改革所关注的重点。 
由于案例教学法可以从知识来源多元化、知识

转化情景化和知识迁移实践化三方面促进教学效果

的提升[1]，因此案例教学法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中一直备受青睐。《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

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教研

〔2015〕1 号）对案例教学方法的定义是“以学生

为中心，以案例为基础，通过呈现案例情境，将理

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从而掌握理论、形成观点、提高能力的

一种教学方式”[2]。为了进一步加强案例教学在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运用，文件强调“加强

案例教学，是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

推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的重要途

径，是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手

段”[2]，要求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大力推广

案例教学法，以确保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一、案例教学法的特点及研究现状 

作为一种开放式、互动式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法早在 1870 年就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成功运用。近年

来，案例研究教学方法在生物学、化学、护理学和

心理学等一系列学科教学中得到了普及[3]。 
与传统讲授式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具有很多

优点。①它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

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模式，强调参与者（学生）的主

动性。案例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精心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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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运行机制让学习者参与到整个案例教学过程

中，以体验基于真实案例描述的特定情景，并以当

事人的角色在面临复杂的、不确定的情况时做出合

适的决策[1]。②案例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高层

次的学习机会，并利用分析、评估和创造性工具解

决“真实”问题[4]。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案例

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与实践者和“真实”世界更有意

义的联系，并鼓励他们挑战现有的思维模式，尝试

新想法，参与学习过程，并达到更高的学习水平[4]。

③案例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研究生

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帮助那些准备进入职场的研究

生，使他们成为具备卓越沟通、批判性思维和解决

问题能力的“准职场人士”，而将案例教学方法应用

于研究和学习过程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5]。因为案

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反思增加实践知识，并在

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系[6]。④最重要的是，

案例教学方法不仅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且强调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

以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案例教学法使学生置于案

例场景之中，所以它可以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经过各种思想、信息、经验、观点的碰撞达到启发

思维、提升能力的目的[7]。当然，案例教学法在教

育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目前对案例教学方法

的最大批评在于：学生会无意中习惯于将理论方法应

用于相对“整洁”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典型组织的所

有混乱、不确定性、模糊性和不断变化的动态[8]；通

过理论方法解决问题并不能帮助学生理解如何在问

题情境中面对真实的人[6]。 
在以往关于研究生案例教学方法的研究文献

中，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案例教学方法在研究

生教育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一方面，从案例

教学法的效果来看，有研究认为，由于案例教学法

强调学生参与性，所以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往往

较其他教学方法更好[9-10]。研究者通过分析案例教

学法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发现

案例教学是连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桥梁，充分

发挥案例教学中教学目标实践取向、教育情景实践

应用、教学内容实践转化、教学效果实践迁移等作

用机制，可以较好地弥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

的裂口，保障教育硕士的人才培养质量[11]。另一方

面，从案例教学法对研究生能力的可能性影响来看，

有研究证实，案例教学法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绩和对学习成果的认知[3]，还可以帮助提高研究

生的能力，比如有学者以医学肿瘤学研究生作为分

析对象，发现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

是提高医学肿瘤学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一种较为

有效的教学方法[12]。还有学者认为，案例教学不仅

能够凸显并契合公共管理的实践性，而且有利于开

发 MPA 学员的智力和思维，发展学员学习的主动

性、独立性，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13]。 
虽然目前关于案例教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是在以下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是关于案例教学法的阐述多局限于理论综述，且

仅限于教育和医疗等少数几个专业，在样本数量和

代表性方面存在局限，缺乏多专业、大样本的实证

研究支持[12]，尤其缺乏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群体的调

查。二是对案例教学如何满足特定学习目标有效性

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目前公开可查的关于研究

生案例教学的研究来看，多局限于对案例教学方法

现状和对策的描述性分析，还缺乏案例教学法对学

生能力发展影响方面的专门研究[14-16]。 
针对上述不足，本研究拟聚焦于特定类别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群体，通过开展全国性的大样本调查，

就案例教学的实施现状、效果评价和对研究生实践

能力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包括：

案例教学方法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实践中的使用

情况如何？研究生对于案例教学方法持什么样的评

价态度？案例教学方法的使用是否促进了研究生实

践能力的发展？案例教学方法的质量差异如何影响

研究生不同维度的实践能力？  

二、理论与假设 

在关于大学生能力的变化方面，高等教育影响

力（college impact）理论积极探索院校教育环境要

素与学生参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中揭示学生发

展的影响机制。“高等教育影响力”通过引入“嵌入

性”视角，将学生的成长与变化嵌入高等教育的情

境中，关注在经历和体验高等教育“教”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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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学生心智发生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17]。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期间的就读经历对学生

学业成就和认知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其影

响路径主要包括了教学方法、有效的教师行为和课

程设置等三个方面[18]。 
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中重要的教学手段，

案例教学方法对于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的影响是本

研究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本研究的分析逻辑是：

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看作是院校教学与学

生参与共同作用的产物。作为院校教学的主要手段，

不同的教学方法会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产生影

响，而基于案例教学法的情境应用特性，使用案例

教学方法能够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作

用。本研究拟分为两个层面推进：一是分析案例教

学法的使用情况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可

能产生的影响；二是考察案例教学质量与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变量的设定来看，基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发展方案（2020—2025）》，本研究以公共服务意

识及能力、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决策能力、沟通协

调能力、创新能力、应急能力六项能力作为衡量专

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指标。在对案例教学法的

使用情况方面，本研究以毕业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

作为依据，就学习期间接受案例教学的情况和对案

例教学质量的评价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接受案

例教学的情况分为“是”“否”两种类型；对案例教

学的评价则采用李克特评分量表，以“1‒5”分别代

表“非常不好”“不太好”“一般”“比较好”和“非

常好”五级评价程度。 
结合研究目标，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使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显著促进专业学

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与没有接受过案例教学

法的研究生相比，接受过案例教学法的研究生能力

增值程度更大。 
假设二：案例教学法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

能力的发展具有差异性影响作用，使用案例教学法

对于研究生不同类型能力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作用。 
假设三：案例教学法的教学质量和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对案例教学质量的评价越高，学生实践能力的

发展程度越大。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公共管理硕士（以下简称“MPA”）研究生教育

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

党和国家培养“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

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

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公共管理

实际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

共管理专门人才”的重要任务。在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

的推动下，案例教学法已经成为 MPA 教育的特色和

优势，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的案

例教学成果。为了进一步丰富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学方法的实证研究，本文选取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利用 MPA 教指委 2020 年开展

的毕业生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对研究生的个别访谈，

就案例教学法在 MPA 研究生教学中的使用情况，学

生对案例教学方法的评价，以及案例教学对学生实

践能力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MPA 教指委所开展的“2020

年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该调查的目的

在于深入了解我国 MPA 研究生对培养情况的评价

和反馈，调查内容涵盖了公共管理硕士的个人特征、

家庭背景、学校类型和层次、学习形式、课程设置、

教学形式、对教学过程与环节的评价、论文写作情

况、师生互动情况、同辈学习情况、能力发展情况

等方面。本次调查共面向全国东中西部 180 个 MPA
教学单位和机构（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国共有 MPA
培养单位 243 家）发放了问卷，包含了不同层次和

不同类型的高校。发放对象单位既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双一流”建设学校，

也包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苏州大学等

“双一流”学科建设学校，还包括山东农业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和贵州大学等普通高校。问卷发放对

象为 2020 年毕业的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共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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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9 份问卷，占当年全国 MPA 毕业生人数的三分

之一。其中有效问卷 5538 份，有效率为 99.62%；

男生 2152 人，占 38.9%，女生 3386 人，占 61.1%。 
（二）模型设定 

1.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围绕研究目标，综合本次调查获得的变量，建

立回归模型探究案例教学对学生能力的影响。具体

模型如下所示： 
Y=β0+β1A1+β2X2+μi 
其中，Y 为不同的学生能力，基于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了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专业知识运用

能力、决策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急

能力等六大能力发展情况进行数据收集；X 为控制

变量，分别选取了学生性别、年龄、是否有校外实

践导师等；μi为随机误差项。具体变量说明见表 1。 
传统 OLS方法基于随机分配的假设会提高样本

选择偏差和反事实估计偏误的发生概率，因此本研

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现反事实模拟状态下的

处理效应估计，从而评估案例教学对专业学位研究

生能力发展的影响效应。PSM 方法是解决案例教学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发展过程中样本选择偏差的

有效办法，通过匹配能够实现参与案例教学和未参

与案例教学群体协变量分布的平衡性，从而尽可能

消除样本中干扰变量差异的影响（如个体特征、家

庭背景等方面的影响）。在操作层面，PSM 法在 Log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的基础上为处理组个体寻找到特

征相似的控制组个体进行匹配，从而比较那些参与

案例教学的学生与没有参与案例教学学生的能力差

异，即处理组的处理效应（ATT），模型表达式如下： 
ATT=E{E[Yi1|Ai=1, p(X)]‒E[Yi0|Ai=0, p(X)]} 
其中，Yi1 和 Yi0 分别为参与和未参与案例教学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Ai 表示为二分变量，若学

生参与了案例教学，则标记 Ai=1，反之则标记 Ai=0。
p(X)则为控制学生个体、学校因素后参与案例教学

的概率值。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

同时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马氏匹配以及核匹

配，估计案例教学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发展的影

响效应。 
2.有序逻辑斯蒂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是一个多水平

的分类变量，为了进一步探究案例教学质量评价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影响，建立了有序逻辑

斯蒂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Ln(p/(1‒p))=β0+β1A1+β2X2+μi 
其中，p 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水平的概

率，A 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案例教学质量评价，X

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介绍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案例教学 
是否进行案例教学 0=否，1=是 0.925 

案例教学质量 1=非常不好，2=不太好，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4.290 

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

践能力 

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 1=没有提高，2=有所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4.300 
专业知识运用能力 1=没有提高，2=有所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4.350 

决策能力 1=没有提高，2=有所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4.210 
沟通协调能力 1=没有提高，2=有所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4.260 

创新能力 1=没有提高，2=有所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4.170 
应急能力 1=没有提高，2=有所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4.210 

学生基本

特征 

性别 0=女，1=男 0.389 
婚姻 0=已婚，1=未婚 0.253 
年龄 连续变量 31.290 

工作性质 0=非党政机关，1=党政机关 0.646 
对攻读 MPA 总体支出的承受程度 1=没有压力，2=压力较小，3=压力一般，4=压力较大，5=压力很大 3.220 

身边同学的学习积极性 1=很不积极，2=不积极，3=一般，4=积极，5=很积极 3.950 
是否有校外实践导师 0=否，1=是 0.487 

是否在“双一流”建设高校 0=非“双一流”建设高校，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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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不同变量的均值描述来看，攻读 MPA 的研究

生群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生群体中，以

女性、已婚和来自党政机关的学生居多，这主要是

因为 MPA 研究生的招生主要面向公共部门，同时又

对工作经验有一定要求。二是从同伴效应来看，虽

然是以在职学习的研究生居多，但是 MPA 研究生的

学习积极性都很高，说明学生都很珍惜宝贵的学习

机会。三是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MPA
研究生对于实践能力发展程度的自我评价从大到小

依次是：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决策能力和应急能力、创新能力。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案例教学方法在 MPA 研究生教学中应用

普遍，研究生对案例教学评价较高 
如表 2 所示，92.5%的研究生接受过案例教学，

只有 7.5%的研究生表示未接受过案例教学，说明大

部分研究生在学期间接受过案例教学。在对案例教

学质量进行评价时，87.7%的研究生认为比较好或者

非常好，有 11.5%的研究生认为一般，只有 0.8%的

研究生认为不太好或者很不好。可见，案例教学在

MPA 研究生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研究生对

案例教学课程的质量评价相对较高。这一点在全国

MPA 教指委关于毕业生的追踪访谈中也得到了印

证，当被问及“请回忆一下，研究生阶段让您印象

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什么”，很多毕业生表示“XX 案

例分析”“公共危机处置情景模拟”“领导艺术中的

XX 角色由我扮演”等案例教学活动，即使在毕业

一段时间后，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①。 
表 3呈现了不同群体特征的 MPA研究生对案例

教学质量的评价，可见案例教学在 MPA 研究生教学

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并且得到了较好评价。总体而

言，已婚研究生对案例教学质量评价明显高于未婚

学生，并具有显著性，不过效应量较低，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生活阅历越多的研究生对案例教学的体

会和共鸣会更多。研究生对攻读 MPA 总体支出的承

 

表 2  MPA 研究生教学中案例教学的使用和评价情况 
项目 使用和评价 比例（%） 

是否接受过案例教学 
接受过案例教学 92.5 

未接受过案例教学 7.5 

对案例教学质量的 
评价 

很不好 0.2 
不太好 0.6 
一般 11.5 

比较好 45.5 
非常好 42.2 

 
受程度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会导致其对案例教学

质量的评价也存在显著差异，对攻读 MPA 总体支出

感到压力越大的研究生对案例教学质量评价就越

低，导致该情况的可能原因是，感到经济压力越大

的研究生，对于教学质量评价的期望也越高，越希

望在研究生阶段学有所值。另外，MPA 研究生身边

同学的学习积极性越高，其案例教学质量评价就越

高。有校外实践导师的 MPA 研究生对于案例教学质

量的评价明显高于没有校外实践导师的学生。这些

情况说明同伴效应和“导学”关系，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对学生的案例教学评价产生影响。同时，不同

类型高校的学生对案例教学质量评价存在差异，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生评价较高，而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和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评价较低，可

能原因是受学科发展和师资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

同类型高校在案例教学方面确实存在差距。 
（二）案例教学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发

展具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在不同能力细项之间存在

差异 

1.估计倾向得分 
在实施倾向得分匹配之前，需要估计处理组和控

制组样本的倾向得分。估计倾向得分的目的在于判断

处理组和控制组协变量分布是否一致，即是否满足平

衡性特征。结果发现，性别、对攻读 MPA 总体支出

的承受程度、身边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是否有校外实

践导师对学生是否接受案例教学具有显著性影响。虽

然其他变量系数不显著，但考虑到它们与专业学位研

究生能力存在关联，同时考虑到这些变量有助于降低

PSM 估计效应的偏误，所以一并进行控制。 

 
 
 
 
 

 
①全国 MPA 教指委内部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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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群体特征研究生对案例教学的评价情况 

群体特征 评价得分均值 差异性检验 标准差 效应量 

性别 
女生 4.28 

T=0.391 
0.688 

Cohen d=‒0.028 
男生 4.30 0.717 

婚姻 
已婚 4.31 

T=2.485** 
0.698 

Cohen d=0.086 
未婚 4.25 0.701 

工作性质 
非党政机关 4.29 

T=0.562 
0.693 

Cohen d=‒0.014 
党政机关 4.30 0.699 

对攻读 MPA 总体支出

的承受程度 

没有压力 4.38 

F=2.796** 

0.726 

η²=0.770 

压力较小 4.34 0.710 

压力一般 4.27 0.692 

压力较大 4.28 0.647 

压力很大 4.27 0.810 

身边同学的学习 
积极性 

很不积极 3.35 

F=388.366*** 

0.996 

η²=1.000 

不积极 3.63 0.795 

一般 3.89 0.733 

积极 4.25 0.580 

很积极 4.78 0.506 

是否有校外实践导师 
否 4.26 

T=3.785*** 
0.721 

Cohen d=0.086 
是 4.32 0.674 

是否“双一流”建设 
高校 

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4.29 

F=2.961* 

0.711 

η²=0.578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27 0.69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33 0.682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 P<0.01，**表示显著性水平 P<0.05，*表示显著性水平 P<0.1。下同。 
 

2.平衡性检验 
在采用 PSM 模型估计案例教学对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影响时，首先需要对控制组和平衡组的变量

进行平衡性检验。表 4 呈现了近邻匹配法下的平衡

性检验结果。从平衡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协变量

的标准误在匹配后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偏误

效减最高的为“是否有校外实践导师”，达到了

96.1%，最小的“工作性质”也达到了 79.1%。同时，

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中各协变量的 T 检验结果均

不显著。这说明匹配效果较为理想，匹配后的数据

消除了接受案例教学和未接受案例教学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在各方面的差异。此外，通过检验倾向得分

值共同取值范围，发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否接受案

例教学的倾向得分值大多数在共同取值范围内（on 
support），基本满足对共同支撑假设的要求。 

3.基于基期的 PSM 模型估计结果 
在平衡性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分别采用近邻

匹配法（1∶2）、半径匹配法（0.01）、核匹配法以

及马氏匹配来估计案例教学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

发展的影响。从表 5 可知，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案

例教学均能显著促进各项能力发展，其中对决策能

力发展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创新能力发展的影响效

应最小。具体而言，使用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分别提

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决策能力 0.415 个等级、沟通协

调能力 0.393 个等级、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 0.371 个

等级、应急能力 0.371 个等级、专业知识运用能力

0.351 个等级、创新能力 0.346 个等级。 
虽然案例教学对研究生各项能力发展均能起到

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案例教学对于研究生不同能

力的发展具有差异性影响。①对决策能力的影响最

大，原因可能在于案例教学多是基于对现实情境的

重现，相关案例对于研究生的日常工作决策提供了

参考，所以对于决策能力的发展作用促进最大。这

一点在教指委对 MPA 毕业生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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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邻匹配法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自变量 匹配状态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误减少（%） 消减绝对值 T 值 

性别 
匹配前 0.394 0.331 13.1 

91.5 
2.46** 

匹配后 0.385 0.380 1.1 0.53 

婚姻 
匹配前 0.247 0.271 ‒5.4 

92.8 
‒1.04 

匹配后 0.249 0.248 0.4 0.19 

年龄 
匹配前 31.298 31.048 7.9 

83.1 
1.52 

匹配后 31.257 31.215 1.3 0.63 

工作性质 
匹配前 0.648 0.628 4.2 

79.1 
0.81 

匹配后 0.645 0.649 0.9 ‒0.43 

对攻读 MPA 总体支出的承受程度 
匹配前 3.212 3.322 ‒10.3 

85.7 
‒1.98** 

匹配后 3.229 3.245 ‒1.5 ‒0.78 

身边同学的学习积极性 
匹配前 3.956 3.615 37.7 

92.2 
7.74*** 

匹配后 3.945 3.919 3.0 1.63 

是否有校外实践导师 
匹配前 0.498 0.347 30.9 

96.1 
5.79*** 

匹配后 0.491 0.485 1.2 0.58 

是否“双一流”建设高校 
匹配前 0.545 0.587 ‒8.5 

88.9 
‒1.61 

匹配后 0.549 0.554 ‒0.9 ‒0.46 

 
表 5  案例教学对 MPA 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的影响 

  
公共服务意

识及能力 
专业知识运

用能力 
决策能力 

沟通协调 
能力 

创新能力 应急能力 

近邻

匹配 

ATT 0.363*** 0.344*** 0.392*** 0.368*** 0.312*** 0.357*** 

T 值 5.53 5.21 5.44 5.13 4.29 4.97 

学校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04 5104 5104 5104 5104 5104 

半径

匹配 

ATT 0.406*** 0.389*** 0.461*** 0.431*** 0.392*** 0.422*** 

T 值 7.49 7.13 7.74 7.27 6.50 7.10 

学校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03 5103 5103 5103 5103 5103 

核匹

配 

ATT 0.397*** 0.380*** 0.451*** 0.422*** 0.379*** 0.379*** 

T 值 7.30 6.94 7.54 7.09 6.26 6.26 

学校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04 5104 5104 5104 5104 5104 

马氏

匹配 

ATT 0.318*** 0.290*** 0.355*** 0.349*** 0.299*** 0.325*** 

T 值 4.66 4.17 4.75 4.71 3.99 4.36 

学校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04 5104 5104 5104 5104 5104 

ATT 平均值 0.371 0.351 0.415 0.393 0.346 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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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当被问及“你认为案例教学给你带来收获了吗？

如果有，是哪方面的收获？为什么？”时，有毕业

生回答：“我在公共政策课堂上学过一堂关于决策分

析的案例课程，当时模拟的是一个两难情境处置。

通过案例讲解，我学会了决策树分析法，现在我在

工作中都经常使用该方法进行决策。”②对学生的沟

通协调能力影响也较大，可能是因为案例教学强调

学生的参与性，所以对于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也有

较好的促进作用。③对研究生的公共服务意识及能

力也产生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

学中的案例，都是基于公共管理实践，所以案例中

的公共服务精神不仅能够对研究生的公共服务意识

及能力起到较好的正向激励作用，而且会对研究生

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产生促进作用。④对应急管理

能力也有一定影响，是因为应急管理作为公共管理

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案例教学中有很多案

例都是模拟应急情境处置的，比如新闻发言人、应

急处置负责人等，因此公共管理教学活动中的案例

教学，会对研究生的应急管理能力有明显促进作用。

在教指委的访谈中，有毕业生表示：“我曾经在危机

管理案例教学课堂上，扮演过一个分管拆迁的副市

长。通过模拟处置拆迁中的应急事件，让我对整个

应急处置流程有了直观的认识，也掌握了一些危机

处理的小窍门。”⑤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促进作

用最小，可能是因为创新能力是一种特质，创新能

力的培养效果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案例教学方

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但是并

不能达到与其他能力相似的明显效果。 
（三）案例教学质量对 MPA 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就 MPA 研究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在控制

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男性 MPA 研究生的各项能力发

展程度显著高于女性；婚姻状况为“已婚”状态对

MPA 研究生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

能力发展无显著影响，对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沟

通协调能力和应急能力发展则有显著负影响；年龄

对 MPA 研究生决策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

应急能力的发展程度有显著负影响；从工作单位性

质来看，在党政机关工作的 MPA 研究生能力发展程

度均显著高于非党政机关工作的 MPA 研究生；MPA
研究生对攻读 MPA 总体支出的经济承受程度对其

能力发展有显著负影响；身边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对

MPA 研究生能力发展有显著正影响；校外实践导师

对 MPA 研究生能力发展均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表明

校外实践导师的指导可以有效地提升研究生各项能

力；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MPA 研究生在决策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和应急能力发展程度上要

显著高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生，对公共

服务意识及能力和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的发展则没有

显著影响；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与非“双一流”建设

高校的学生在各项能力发展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在上述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究案

例教学质量是否能够提高 MPA 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发展，本研究引入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通过平

行性检验可知 VIF 均小于 2，可以开展分析（结果

见表 6）。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案例教学质量

对研究生六类能力发展均有显著正影响，案例教学

质量越高，MPA 研究生能力发展程度就越大。具体

而言，案例教学质量每提高 1 个等级，可以促进 MPA
研究生的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发展 1.509 个等级、

促进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发展 1.407 个等级、促进应

急能力发展 1.362 个等级、促进沟通协调能力发展

1.337 个等级、促进决策能力发展 1.283 个等级、促

进创新能力发展 1.279 个等级。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2020 年全国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

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有序逻辑斯蒂

回归模型探讨了案例教学方法对 MPA 研究生实践

能力发展的影响作用，得出结论如下： 
首先，本研究证实案例教学在 MPA 研究生教学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92.5%以上的研究生在学期间接

受过案例教学，且 87.7%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案例教

学质量比较好或者非常好。这说明在教育部的高度

重视下，《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

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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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案例教学质量对 MPA 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的影响 

自变量 
模型 1：公共服务意

识及能力发展 
模型 2：专业知识

运用能力发展 
模型 3：决策

能力发展 
模型 4：沟通协

调能力发展 
模型 5：创新

能力发展 
模型 6：应急

能力发展 

案例教学质量 
1.510*** 
（0.053） 

1.403*** 
（0.052） 

1.283*** 
（0.049） 

1.337*** 
（0.050） 

1.279*** 
（0.049） 

1.362*** 
（0.050） 

性别 
0.442*** 
（0.065） 

0.331*** 
（0.065） 

0.451*** 
（0.062） 

0.469*** 
（0.063） 

0.456*** 
（0.061） 

0.473*** 
（0.062） 

婚姻 
‒0.133* 

（0.073） 
0.102 

（0.074） 
‒0.112 

（0.070） 
‒0.169** 
（0.071） 

‒0.099 
（0.069） 

‒0.190*** 
（0.070） 

年龄 
‒0.017 

（0.010） 
‒0.017 

（0.010） 
‒0.030*** 
（0.010） 

‒0.031*** 
（0.010） 

‒0.027*** 
（0.010） 

‒0.026** 
（0.010） 

工作性质 
0.216*** 
（0.065） 

0.136** 
（0.065） 

0.254*** 
（0.062） 

0.155** 
（0.063） 

0.203*** 
（0.061） 

0.177*** 
（0.062） 

对攻读 MPA 总体 
支出的承受程度 

‒0.128*** 
（0.030） 

‒0.153*** 
（0.030） 

‒0.104*** 
（0.029） 

‒0.127*** 
（0.029） 

‒0.104*** 
（0.029） 

‒0.116*** 
（0.029） 

身边同学的学习 
积极性 

0.598*** 
（0.045） 

0.585*** 
（0.045） 

0.520*** 
（0.042） 

0.602*** 
（0.044） 

0.543*** 
（0.042） 

0.592*** 
（0.043） 

是否有校外实践 
导师 

0.111* 
（0.062） 

0.131** 
（0.063） 

0.176*** 
（0.059） 

0.226*** 
（0.060） 

0.196*** 
（0.058） 

0.215*** 
（0.059）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以非“双一流” 
建设高校为基准） 

0.100 
（0.079） 

0.057 
（0.080） 

0.244***
（0.076） 

0.220***
（0.077） 

0.201***
（0.075） 

0.259***
（0.07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以非“双一流” 
建设高校为基准） 

0.002 
（0.071） 

0.056 
（0.072） 

0.036 
（0.069） 

0.050 
（0.070） 0.014（0.068） 0.038（0.069） 

Cox 和 Snell R 方 0.312 0.280 0.266 0.288 0.273 0.295 

Nagelkerke R 方 0.359 0.327 0.300 0.328 0.305 0.332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4734 4732 4732 4728 4718 472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研究

生教育教学中能够积极采用案例教学法提升教学效

果。同时，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群体特征的 MPA 研

究生在对案例教学质量评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男

性、已婚、经济条件较好、拥有校外实践导师的研究

生对于案例教学质量的评价显著高于其他研究生，这

意味着研究生教学作为一种师生互动行为，教学效果

不仅会受到教学方法本身的影响，也会因为学生自身

的特征差异而导致教学评价存在差异性。 
其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使用案例教

学方法可以显著促进 MPA 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发展，

且案例教学方法对于不同能力发展的影响程度存在

差异性。具体而言，案例教学对于 MPA 研究生能力

发展的平均影响效应从大到小依次是决策能力

（0.415）、沟通协调能力（0.393）、公共服务意识及

能力（0.371）、应急能力（0.371）、专业知识运用能

力（0.351）和创新能力（0.346）。 
最后，研究发现案例教学的质量和研究生实践

能力发展程度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案例教学的质

量越高，对研究生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说明

案例教学质量是案例教学效果能否顺利实现的关

键，好的案例教学不仅受研究生的欢迎，而且可以

帮助研究生更好地提升各方面能力。此外，研究还

发现，除了案例教学质量之外，性别、年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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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能力（家庭经济情况）、同伴学习投入、校外导

师等因素都会对研究生的能力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

显著性影响。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为了进一步促进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发展，提升 MPA 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笔者提出针对性建议如下： 
第一，结合 MPA 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进一步普

及推广案例教学方法，积极促进研究生实践能力发

展。研究发现，虽然案例教学在 MPA 研究生教学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仍然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在

学期间没有接受过案例教学。因此在 MPA 研究生教

育中，可以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案例教学方式，让更

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有机会接受案例教学，提升

MPA 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二，结合不同研究生群体的特征和需求，甄

选个性化案例开展教学，进一步提升案例教学效果，

促进研究生专项能力发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案

例教学对于 MPA 研究生不同能力发展的影响存在

差异性，因此，在 MPA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可以提

前调研不同 MPA 研究生群体的能力发展需求，并结

合需求挑选对应的案例开展针对性教学。同时，鉴

于案例教学对于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发展促进作用比

较有限，今后的案例教学可以进一步加强批判性思

维的内容，最大限度地挖掘案例教学对学生创新能

力发展的作用。 
第三，注重案例教学质量，进一步完善案例库

建设，加强对案例教学的效果评估。由于案例教学

质量与研究生的能力发展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因

此在大力普及和推广案例教学方法的同时，要更加

注重案例教学的质量建设。一方面要结合人才培养

目标，开发更多更好更新的教学案例，提升案例质

量、充实案例库；另一方面在 MPA 研究生案例教学

的使用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教师案例教学方法的

训练，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估，通

过评估发现不足，以不断提高案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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