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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根植于企业管理实践。管理教育的突出特点是理论与
实践的融合，具体表现为系统知识、管理思维和管理技能的融合。管理教育既要
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知识的“活学活用”。案例作为管理教育中知识
应用与能力转化的平台，其情境的真实性和实战的模拟性可以激活学生充当决策
者的意识，从而仔细鉴别相关数据资料，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借助案例教学，
管理教育的目标可以更加有效和完整地实现。
１９８０年，中美两国政府合作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工学

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成立，案例教学方法开始引入我国的管理教学实践中，
并引起了大量管理教育工作者的兴趣和关注，案例教学在全国商学院尤其是
ＭＢＡ（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即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中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广。非常幸运，我的大学生涯能够在大连理工大学度过，并有
机会接触到真实的企业管理案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埋下了案例的种子。

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一个高质量的案例库，美国哈佛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简称毅伟商学院）都建有高水平的案例库，案例题材覆盖
管理教育的各个领域，为其案例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８７年，在国
家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成立了国内首个管理案例库。案
例库成立初期，本土案例的采编数量一直不多，质量参差不齐。１９９１年，大连
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组织翻译了毅伟商学院迈克尔·Ｒ．林德斯和詹姆斯·Ａ．厄斯
金两位教授的《管理案例编写指南》（译者张吉平），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管
理案例采编的著作。２００７年，在全国ＭＢＡ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管理
案例共享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成立，开启了国内管理案例库建设的新模
式，时至今日本土案例的数量已经突破２０００篇，案例质量也迅速提升。自２０１０
年开始，由全国ＭＢＡ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承办，每年
评选一次的“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本土管理案例的采
编，一大批优秀案例脱颖而出，教师采集案例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尽管案例的题材来源各不相同，但是案例采编依然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因
此，两年前我们这个团队开始筹划，积极学习国内外优秀案例，深入企业进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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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调研，对一些案例作者进行访谈，希望能够系统地梳理出管理案例采编的基本
流程、工具和方法。管理案例采编需要围绕一定的教学目的，把企业管理中真实
的情境加工成供学生思考分析和决策的案例。因此，案例采编者既要掌握案例对
应的知识点和案例教学方法，又要熟悉案例采编的访谈、撰写等基本技巧。对于
学生来说，案例学习的过程不是单纯的理解和记忆，而是在一定的情境和社会文
化背景下，通过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和发现来构建知识的过程；案例教学中，教师
不能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教学也不是展现个人博学多才的平台，案例教学过程
要实现知识与能力的传授和培养，案例教学要求教师作为一名指导者对整个教学
过程进行引导。所以，一篇优秀的管理案例一定会聚焦一定的知识点，并以特定
的企业管理情境反映出来，而一名缺乏案例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是很难写出优秀
的教学案例的，其根本原因就是不具备将知识点和企业管理情境进行完美融合的
基础和技巧。

因此，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案例采编过程中的知识线和情节
线的融合，从案例采编需求识别开始，到案例目标企业的确定、案例范围的确
定、案例采编团队的建立、案例采编计划的制订、案例调研与访谈、案例正文的
撰写、案例使用说明的撰写、案例掩饰和许可，再到最后的案例检测与修订，案
例采编在环环相扣的流程中呼应案例教学目标。我们将案例采编看成一个项目，
遵循项目工作的系统规划、统筹安排和目标导向的原则，强调前期需求识别和计
划的重要性，主张将案例采编的重心前移，整体提高案例采编的效率。

经过我们团队两年的努力，本书终于成稿了，尽管比我们当初想象的难度要
大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地坚持了下来。回首书稿的撰写过程，我们首先要感
谢众多优秀案例的作者，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案例采编研究的基础；我们要感谢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２０１０年在管理学院、经济系基础上组建）部长、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苏敬勤教授一直以来对我们团队的鼓励和支持；我们
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金润圭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周宁教授对书稿提出的宝贵
修改意见；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团队的孙秀霞、宋昊阳、张锦兰、杨筱恬、蒋梦
颖、徐宵航、邓志君、路宇和于淼，是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了现在的成果。

本书只是我们探索管理案例采编的起点，书中难免有不成熟的内容和观点，
但是我们会坚持前行，并热切期待大家反馈的宝贵意见。

朱方伟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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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材中“刻舟求剑”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则出自《吕氏春
秋·察今》的寓言，讲述了一个楚国人坐船渡河时，不慎把剑掉入河中，他不是
立即跳入河中寻找，而是在船上刻下记号，说：“这就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当
船停下时，他才沿着记号跳入河中找剑，遍寻不获。这篇课文用短小有趣、言简意
赅的故事，向学生们阐释了“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能片面、
静止、狭隘地看待问题”的深刻道理。通过读故事，学生们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
而且整个学习过程充满画面感，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而强化记忆过程，提高了教学
效率。这种编故事、讲典故的教育方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拥有经久不
衰的生命力。目前，在我国的课堂教学中，像“刻舟求剑”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案例教学与此类似，通过将参与者置身于各种各样的决策环境中，达到学习
知识和提高能力的目的。然而，案例教学与传统的讲故事又有本质的区别。首
先，故事内容可以虚构，而案例讲述的务必是真实情境；其次，案例时效性强，
不可以像故事那样“代代传颂”；最后，故事往往是单方面讲述，而案例更强调师
生互动。本章将逐层阐述什么是案例、为什么采编案例以及如何采编案例，向大
家呈现管理教学中案例的全貌。

１．１　什么是案例
虽然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案例的雏形，出现了大批反映古代军事

家计谋策略的战例，也出现了一些记录下来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具体病例和医
案，以供进一步推广或用于其他病例；但是，案例的提法最早来源于西方，美国
哈佛大学（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创造性地将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并进行了系统规划。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哈佛大学法学院率先在课堂上使用案例对学生进行职业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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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其后，哈佛大学医学院也正式开始使用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在法律和
医学教育领域中的明显成功激励了管理教育领域。１９０８年哈佛商学院成立时，
院长盖伊（Ｇａｙ）提出在传统授课之外采用学生讨论的教学方式，这是管理领域案
例教学法的早期思想萌芽。在其后的十年间，哈佛商学院鼓励企业管理者带着企
业实践中的问题走进课堂，与学生们一起分享企业面临的决策与难题，学生们
在课堂讨论与学习中给出自己的分析和建议，从而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１９２１
年，科普兰博士（Ｄｒ．Ｃｏｐｅｌａｎｄ）在新院长华力思·唐翰（ＷａｌｌａｃｅＢ．Ｄｏｎｈａｍ）的
支持下，出版了第一本案例写作书籍，标志着案例教学法被正式引入管理教育
领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哈佛商学院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连续举办了１１
期８周制的案例教学暑期研讨班，邀请了２０多名管理学院院长与资深教授参
加，就案例教学的意义、特点与有效性初步达成了共识，为其推广提供了基
础。同时，哈佛大学又创建了校际案例交流所，为全美各院校提供了方便而丰
富的案例供应源。

时至今日，案例成为哈佛商学院宝贵的教学财富，每年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教师们进行案例调查与编写，而每位哈佛商学院的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都要分析
５００～７００个案例。在哈佛商学院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哈佛案例教学模式逐渐遍
及美国，而且很快地传播到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加拿大
西安大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Ｏｎｔａｒｉｏ）于１９２２年开始实行加拿大版的哈
佛案例课程项目，并在多年以案例教学法为基础的管理教学实践中，将其下设的
毅伟商学院打造为世界上第二大案例开发基地。案例教学的影响逐渐扩散，更多
的国家开始在管理领域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形式也变得更为灵活
多样。

我国教育领域引入案例教学法相对较晚。１９８０年由美国商务部与我国教育
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经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举办了“袖珍ＭＢＡ”
培训班，并将中美合作培养ＭＢＡ的项目执行基地设在大连理工大学，称为“中
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该中心成立后，即由中美双方教师组成案例开
发小组，到若干中国企业采编了８３篇教学案例，并编写了《案例教学法介绍》一
书。１９８６年，在当时国家经委的支持下，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首次
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案例培训班。案例教学方法引起几十位参加者的极大兴趣。在
大家的倡议及国家经委的支持下，同年年底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的案例学术团
体“管理案例研究会”，次年创办了《管理案例教学研究》的学术刊物。余凯成教授
任会长和刊物主编，他主持和出版了多部案例教学法的译著与专著。至此，案例
教学开始被我国工商管理教育领域所认识和应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商管理教育，特别是ＭＢＡ教育的蓬勃兴

起，以及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欧美商学院对我国管理教育市场的培育开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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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教学法在我国管理教育领域快速发展，国内一度形成了案例开发热潮。９０年
代初，大连理工大学在余凯成教授的主持下建设了国内最早的案例库，该案例库
收集了英文案例和编译成中文的外国案例，以及少量的中国企业案例。此后，全
国各大高校开始意识到案例库建设的重要性，也纷纷成立案例研究中心，推进案
例库建设。

目前，国内已有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案例中
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等颇具规模、功能完备的案例研究中心。同
时，在全国ＭＢＡ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于２００７年
成立，其致力于推动和提高中国管理案例教学与研究水平，实现各院校间案例资
源共享、师资共享、学术成果共享和国际合作资源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
案例教学在中国管理教育领域的快速普及。

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内学者而言，案例和案例教学依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对
其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诸多深入研究的必要。在此
背景下，系统探讨“什么是案例”的话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１１１　案例的定义及特征
“案例”一词译自英文“ｃａｓｅ”，原词含有事例（ｉｎｓｔａｎｃｅ）、情况（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案

件（ｌａｗ）、病例（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等意思。汉语中，案例通常是指具有典型意义，可以
用做例证的个案。不同学科背景下，案例所诠释的个案类型是不同的：与法律或
诉讼相关的个案被称做案件；医学中使用的个案被称做病例；战争学研究中经常
会出现的个案被称做战例；管理学领域的个案被称做管理案例。管理案例取材于
企业管理实践，运用在管理教学和研究等相关领域，不仅可以用于理论联系实际
的案例课堂教学，还可以同大样本统计、实地研究、实验研究等一同作为有效的
管理研究工具。本书主要探讨用于管理类课堂教学的管理案例的采编过程，书中
出现的“案例”均特指教学用途的管理案例，案例的其他形式或用途不属于本书的
研讨范围，因此就不赘述了。

开启管理案例教学先河的哈佛商学院，将案例视为“从现实经验培育独立思
维的工具”，因此十分强调案例要包含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管理观点”，通过案例
实现“知”与“行”的有效结合。为了保证案例作为工具的效果，毅伟商学院细化了
案例的内容，提出：案例是对实际情况的描述，通常包含了一个组织中某个人或
某些人遇到的决策、挑战、机遇、问题或者争论。这意味着，从内容上看，案例
是对企业真实管理情况的再现，而且是围绕着特定的事件和情境而展开的。我国
管理案例专家余凯成教授支持毅伟商学院对案例真实性的理解，认为一方面案例
应该是写实的，是对确已发生过的事实的记录；另一方面，案例应该是对事实的
白描，不应带有编写者的分析与评论，并指出：“管理案例介绍的对象往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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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中的人员、行动、事件、背景与环境，通过对事实、对话的描述以及数据
与图表等形式表达出来。”

由于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案例定义的界定也各有特色。综合来看，学者们
认为，一篇好的案例是一个运载工具（保罗·Ｒ．劳伦斯），它把真实的管理情境
描述带到课堂（查尔斯·Ｉ．格拉格和汉森），将汲取到的管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
催化剂（特鲁），使用案例法的教师不是在课堂上讲授（唐纳德和菲利普），而是把
这些真实的、特定的案例提供给学员，是要他们做深思熟虑的分析和公开的讨
论，并就应该采用哪种类型的行动做出最后的决策（查尔斯·Ｉ．格拉格）。

可见，从不同角度出发，会对案例有不同的认识和界定。在综合国内外从事
案例编写与教学的学者的观点基础上，本书认为案例至少应该包括四方面的基本
要素。

第一，案例内容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建立在客观、真实的素材之上。案例是
对实践过程中的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讲述的是一个事实产生、发展的历程，是
对现象的动态性把握。案例的素材应该是真实而具体的管理事件或事例，而不是
虚构而成或抽象笼统的事情。这就要求，案例与故事、小说不同，在情节上不得
虚构，不能为了某种目的或效果去虚拟情境。尽管案例中企业的名称与数据有时
出于保密的需要会进行适当的掩饰，根据案例需求也可能需要对原始信息进行必
要的取舍与合并，但不能篡改和夸大基本事实。

第二，案例中必须包含管理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可以称为案例，只有
蕴涵着某些值得借鉴参考的经验教训或供人们分析研究的问题，能够揭示事物发
展变化的规律或引起人们思想共鸣的事件才可能成为案例。任何一个案例都应该
为教学服务，可以被应用于课堂，能够被分析进而提升学生理论水平和培养其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让学生能够站在某个决策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必须将
一种管理情境中的决策或面临着决策的管理人员涵盖进案例中。通过对管理问题
发展情境的详尽描述，学生可以设身处地地进入角色，发现问题，提出和比较各
种方案、措施，最后予以解决。

第三，案例要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案例是为传授学生特定的知识和培养学生
特定的能力而设计和编写的，因此，案例用于哪门课程的哪个部分或章节，希望
通过案例使学生了解、掌握或运用哪些概念、理论与工具，以及通过案例分析与
讨论使学生掌握和提高哪些管理知识与技能等，这些在案例编写之初都需要精心
设计。这一点对于实现案例教学的功能和目标十分关键，否则很容易出现一个常
见的问题，即“这是个有趣的案例，但目的是什么呢”？

第四，案例是需要经过许可的。案例反映的是真实存在的企业中的管理问题
与情境。因此，案例在用于课堂教学与讨论之前，须经过案例来源企业的许可，
取得使用案例的权利（案例资料全部来自于公开发布的信息除外）。案例使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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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企业高层管理者同意后的官方许可文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明确了企业
与教师对于所采编案例的处理权限。

综合以上四点，本书认为案例是包含管理问题的真实情境的描述。而且，案
例除了以上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其他一些特点，例如，案例的普适性，即案例的
问题选择在同类问题中具有代表性，而解决方案有供学习、效仿、推广或警示、
告诫、教育的意义；选题的典型性，即一篇好的案例通常包含现实经济社会生活
中有影响的热点、难点问题，或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事物；可用做学
术研究，即案例反映的不确定性结论或事物的发展规律，具有较高的学术性研究
探讨和利用价值。这些特点将案例与寓言、故事、小说、剧本等区别开来，赋予
了案例独特的教学功能。
１１２　案例的类型
目前，很多学者将案例从使用功能的角度，分为教学型案例与研究型案例。

但实际上，案例仅是一种素材，并不存在研究型案例的形式，仅当将案例用于不
同用途时，才有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之分，但两者在案例采编过程和呈现结果方
面是相通的。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都是对知识的应用过程，案例教学是对旧知识
的传播，案例研究是对新知识的创造。由于高校教师不仅承担着传播旧知识的教
学职责，同时也扮演着开拓新知识领域的研究者的角色，因此，教师采编用于课
堂教学的案例，同样可以进一步开发并利用在学术研究中，这只不过是案例的两
种应用类型而已。

当将案例应用于教学时，教师通过案例为学生设计了一个身临其境解决问题
的学习过程，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其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时，案例的编写主要是侧重于真实客观地描述企业发展过程和现状，不带有任
何主观评价。而当将案例应用于研究时，教师更侧重于对案例中的问题进行深入
挖掘，找到问题背后的规律或启示，从而发展为管理理论假设或命题，而对事件
的客观描述仅作为探索研究的依据，为理论的建立或检验提供实践素材的支持与
证明。

现实中，教师常通过对一家企业的调研访谈，根据特定的教学目的采编案
例，同时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对调研素材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研究。笔者团队曾以
五洲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五洲集团）为案例对象，在２０１０年对其进行实地访
谈，重点了解公司的组织发展历程与未来的发展规划。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该
公司经历了多次组织变革，其中，组织架构由三级到二级再到三级的变化过程、
项目部在组织结构中位置的变化过程等恰好符合项目管理教学中组织结构理论的
案例素材。于是，笔者团队针对五洲集团组织结构问题补充开展了数次调研访
谈，将调研资料整理编写出教学案例《五洲集团组织变革之路》。之后，笔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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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此案例，发现随着企业组织变革，企业集权度也相应发生变化，而且企
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发展与企业权力配置模式也有一定的匹配关系。于是笔者基
于五洲集团组织变革的调研素材，进一步撰写了案例研究论文《企业集权度与项
目管理成熟度的匹配关系研究》，提出企业集权度与项目管理成熟度的最优绩效
匹配模型及企业项目管理的优化匹配方案。

总之，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虽然都是对素材的应用方式，对案例信息采集的
流程几乎一致，都需要经过企业调研得到一手资料信息，但是案例教学中的案例
是素材经加工后用于课堂讨论与分析的最终成果，而案例研究中的案例只是用于
支持理论分析的素材。同时，案例教学过程是案例采编者基于已有的知识点与主
题结论进行调研，是一个不断收敛的过程，而案例研究过程是案例采编者带着无
答案的问题进行调研，整个过程并不具有收敛性。本书中主要讨论教学案例的采
编过程，对于案例研究过程，本书不做详细讨论。
１．!"#$%&#'(

从案例内容的角度，可以将案例分为描述型案例和决策型案例。从基本形
式、关键内容、深层内容三个方面，将两者在基本概念上进行区分，如表１１
所示。

表１１　描述型与决策型案例的区别
类型 描述型 决策型

基本形式 商业故事 决策情境
关键内容 聚焦于实践过程 聚焦于决策
深层内容 观念和理论 决策要素和规则

从案例内容与教学目的的角度看，两者本质区别在于描写案例情节收尾的时
间点不同，表现为案例中决策描述的完整程度和决策方案的数量不同。描述型案
例侧重于介绍事件的全过程，将事件背景、决策原因、决策问题、决策方案和决
策结果全过程都做了客观的全链条描述，要求案例使用者以所学理论作为论证依
据，评价方案的优缺点。这种形式主要用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管理理论与概
念，学习管理技能与经验，以及改变学生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描述型案
例，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从决策结果不断还原到决策的分析框架上，是一个逆向分
析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决策和方案评价的过程，重点让学生解答“为什么那样做”
的问题。

例如，２０１３年“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选活动中获奖的《打造“珠啤号”航
母战斗群》，全文详细描述了珠江啤酒集团如何有步骤、有策略地在企业资源计
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ＥＲＰ）的强大平台上不断引进、开发新的系统，
形成以ＥＲＰ为核心，其他系统与其无缝对接的信息化航母战斗群的生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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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呈现了珠江啤酒集团在ＥＲＰ实施方面的成功经验，旨在从信息沟通、系统
整合、企业管理等角度引导学生判断、思考和分析企业信息化的成功做法，同时
也给其他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是典型的描述型案例。

而决策型案例侧重于描述决策情境和决策问题，对于未来决策和后期实施过
程不做描述。陈述情节时可以隐含有关决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指明决策问
题。案例结尾处可以提出若干个企业决策的备选方案，要求案例使用者分析后做
出选择，也可以采用完全开放式的写法，在案例结尾处只提出决策问题。这种案
例要求学生依据企业当前情境和所学理论知识，在发掘问题后设计最终决策方案
和计划，且一般没有唯一的答案，因此，这种案例对学生的分析能力要求比较
高，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分析鉴别各种决策方案，做出适当决策并提出行动计划的
综合能力，是当前案例形式的主流。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决策型案例，需要教师
引导学生从决策的分析框架不断分析到决策结果，是一个正向决策的过程，也是
一个基于知识框架判定决策要素、进行决策的过程，重点让学生解释“如何进行
决策”的问题。

决策型案例如《五洲集团组织变革之路》，其在结尾段的表述如下：“现在令
他头疼的事情是，刘总‘三级到二级’的组织变革仍未彻底完成，重组调整后公司
有大量的人事调动，整个五洲集团组织体系结构混乱，人员职位权限模糊不清，
亟须重新定位，清晰规划。而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左
边坚持要回到王总时期的三级管理结构，右边认为坚持实施刘总的二级管理体系
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五洲集团下一步的组织结构应该如何选择，现存的组织问
题又该如何解决，孙总在角色变化后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这些事关企业发展全局
的问题。”案例的结尾仅提出了决策问题，给出了两种决策备选方案，并没有给出
决策结果和后续进展，因此符合决策型案例的典型特征，要求学生分析决策问题
后做出最终决策。
２．)*#$+,#'(

从案例所覆盖知识领域的广度与深度考量，可以将案例分为专业型案例和综
合型案例。专业型案例主要涉及管理中的某一个知识领域，涉及的概念和理论的
覆盖面较窄，适用于相应专业课程中基础知识点讲解后的实践应用阶段。专业型
案例聚焦的知识点本身涉及的相关背景知识领域会比较专业化，大多属于某一专
业课程的内容，如关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案例一般专业性较强，多偏向于专业
型案例。

综合型案例中知识点涉及较多管理领域，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覆盖面较广，对
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和综合能力要求较高。这种案例一般包含大量资料，篇幅较
长，需要学生根据不同的问题，在案例中自主提取有效信息，适用于学生已学习
过多门相关基础课程后的综合案例教学课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很多学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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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的案例都要有明确的聚焦点”观点并不矛盾，综合型案例的主题并不是不
聚焦，而是其聚焦的主题与相应的知识点本身涉及的领域范围较广，案例需提供
的背景信息所涉及的知识点覆盖面也较广。如主题为战略决策的案例，由于“战
略”本身属于组织中上层决策，会涉及组织结构、市场、技术等较多方面的信息，
因此该案例可延展的知识领域一般较广，多偏向于综合型案例。

综合以上两种案例分类，可以得到四种基本的案例类型，分别为专业描述
型、专业决策型、综合描述型和综合决策型，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案例的通用标准分类矩阵

除了上述两种分类维度，案例篇幅和表现形式也可以成为划分案例类型的依
据，体现不同的案例信息含量，从而满足不同的案例表达难度需求。虽然这两个
划分依据并没有触及案例的本质特征，但它们能够从形式上来区分案例，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１）案例篇幅。按照篇幅的大小一般可将案例划分为短、中、长三种类型。
短篇案例一般不超过５０００字，较多收录在管理教材的附录中，常用于课堂教学
直接阅读分析，描绘性文字较少，针对性较强。中篇案例普遍为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字，是案例课堂教学中较为常见的类型，也是目前多数案例库收录的案例类型。
长篇案例字数一般要在１５０００字以上，比较适合综合性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课
前做更多充分准备，目前较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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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案例的表现形式。案例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文字案例和多媒体案例两种。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案例为文字案例，本书的描述与举例主要针对文字案
例；而多媒体案例是一种新型案例，在此做简单介绍。

多媒体案例综合运用了多媒体技术来处理文本、声音、图形、图像等信息，
形、音、色兼备，包含软件模拟、播放视频、与案例主人公视频对话等多种形
式，不仅能够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深他们对
案例内容的理解和记忆。通过多媒体案例的使用，教师能够将真实组织中真实人
物所做的决策，遇到的困难、问题、机遇和挑战引入课堂，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从现实向案例转换中的干扰。但是，目前仍存在着如资金、设备与人员的技
术、企业方的意愿、多媒体资料较难任意回放的局限性等诸多限制性因素，阻碍
着多媒体案例的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因此，目前文字案例还是主流的案例表现形式，但鉴于多媒体案例具有更
直观、生动地展现案例发生情境，提供丰富的决策信息等优点，建议教师在案
例教学中可以尝试将多媒体案例配合文字案例应用到课堂，以提高学生兴趣，
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能力。
１１３　案例采编利益相关者
以教学为目的的案例采编过程会涉及以下个人或组织角色，即案例采编者、

案例使用教师、案例调研对象、案例焦点人物及学生。
（１）案例采编者，即实际计划、组织和实施案例采编工作的人员，是完成案

例采编工作的主体。从最初的识别案例采编需求，到最后提交案例终稿，案例采
编者都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对整个采编过程进行设计与执行，对所有同采编相关
的个人或组织进行沟通与协调，最终完成案例正文与使用说明。在部分高校或案
例中心，有案例采编者这样一份独立的职能工作，称为研究助理，他们从教师那
里获取案例采编需求，然后开展案例调研与编写。这种模式下，案例采编进行了
专业分工，人员技能较专业，案例采编的效率较高。而目前更为常见的案例采编
模式中提出案例采编需求和执行案例采编的是同一人。这样虽然可能因为工作量
较大而会对案例采编的效率有所影响，但由于省去了案例需求方和案例采编者间
的沟通交流，更有利于案例采编过程中对案例需求和目标的把握，减小案例编写
偏离初衷的可能性。当然，案例采编者也可能是由一名指导教师带领的一个团队
的所有成员，通过合理分工协作，完成案例采编工作。

（２）案例使用教师，即使用所采编的案例进行课堂教学的教师，是案例采编
过程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着所采编的案例是否能实现其价值。案例使用教师有时
就是案例的采编者，其带着明确的教学目标进行案例采编，是企业素材与案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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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标的衔接者，同时也是案例采编过程的系统设计者，是案例使用说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ｏｔｅｓ）的规划者。他需要具备专业领域知识、教学能力、团队领导力、
案例采编的相关经验、与企业的沟通协作能力等素质。有时，案例使用教师也可
能与案例采编者不是同一人。案例采编者出于资源共享、获取更广泛认可等目
的，将所采编的案例通过案例库、案例共享中心、案例集等形式传播给其他相关
领域的授课教师，此时的案例使用教师需要将其现有的教学目标与案例进行匹
配，在深入理解案例所要传授的信息与知识的基础上，思考案例在其课堂教学中
的使用方式，形成自己的教学方案。

（３）案例调研对象，即接受案例调研、访谈，提供案例素材的组织或个人，
这既包括案例采编的目标企业，也包括企业内提供案例信息的个人。案例调研对
象的贡献在于为案例采编提供了实践原型，使案例得以呈现一个真实的管理故
事。案例的编写建立在企业调研资料之上，调研得到的资料的质量和对案例教学
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例采编工作的成功与否。案例采编企业作
为案例采编开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态度和对采编工作的认识都会影响案例的
采编过程。案例调研对象一般是案例采编者进入企业调研的受访对象，是案例素
材获取的关键，因此成为案例采编者关注的重点。为了使访谈有效，案例采编者
必须要强化与案例调研对象之间的沟通策略、技巧，案例调研对象也要不时地与
采编者进行互动，以确认其是否明确了案例采编需求，以及对于访谈问题理解得
是否到位等。

（４）案例焦点人物，即所编写的案例中的主要决策者或关键人物。案例焦点
人物是出现在案例写作文稿中的一个角色，多数情况下他的原型应该是案例调研
的重点对象，他所经历的事件、遇到的困难或面临的决策将是构建案例故事情节
的基础。案例焦点人物可能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行动的视角，也可能在某种决策环
境下做出某种管理决策。但无论如何，案例焦点人物都被案例采编者赋予了推进
案例发展、呈现案例主题和实现案例教学目标的重任，凡是案例焦点人物面临决
策、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地方，都是与案例主题相关的关键点，将会转化为学生课
堂讨论的焦点。

（５）学生，即案例课堂教学的对象，在案例采编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需
求、定位难度和设定案例适用环境的依据。案例从其需求识别到编写，再到课堂
教学都是以学生的需求、特点为依据的，案例采编成功与否取决于案例是否可以
有效实现学生的学习目标。而案例重视实践和强调参与的特性要求学生在案例课
堂教学中站在案例焦点人物的角度上去思考、分析问题，与老师、同学进行讨
论，交换彼此对问题的看法，以实现“做中学”的教学目标。同时案例对学生的带
入性也为案例的好坏提供了重要的评价标准。以上利益相关者在案例采编和使用
中的作用如表１２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