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案例课程是财务管理主干理论课程修完之后

所安排的配套实践课程。学生在学习该门课程之前，要求其

已经系统掌握财务管理相关理论知识，主要包括：财务管理

基础知识（货币时间价值、风险和收益）、长期筹资管理、长期

投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等。

笔者认为，财务管理案例课程的主角是学生而非教师。

课堂应安排大部分时间由学生自由发言、思考、提问、讨论，

而教师作为见证者和过程管理者，只在学生讨论中断或者跑

题的时候，加以适当引导。

一、传统财务管理案例授课模式下的囚徒困境

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教师分配任务和随堂考

察、学生完成任务”的方式为主。在这种方法下，教师是整个

课程的规则制定者、裁判员，学生则是以教师意志为准则、彼

此之间利益不相关的运动员，极容易在教学中产生囚徒困

境。简单来说，教师在财务管理案例课堂上管理得越严格，对

每个细节抓得越紧，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就会越差；相反，教师

如果降低对学生学业的要求，甚至适当“放羊”，学生对教师

的评价就会较高。

传统授课模式下“囚徒困境”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小组成员“搭便车”情况普遍存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很多学生纯粹为了拿学分，不愿意有进一步的努力和付出；

教师指导不够，而学生的理论知识基础不够扎实，导致学生

不知道如何开展案例分析，网上可借鉴的资料太多，但缺乏

原创性观点；课堂讨论时，汇报组的汇报不够精彩，或者由于

没有提前准备，其他小组成员听不懂或听不进去，为了应付

教师考核要求，随便提问，不关心对方回答情况，互动或讨论

氛围难以形成；教师总结过多或总结不够；教师为了获得学

生好的评价，放松对学生的要求等。

二、教学模式创新——PK规则实施效果及分析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困境，使其很难实现财务管理案例

教学的理想目标。为解决这一难点，笔者尝试在课程中引入

课堂PK规则，以期通过课堂竞赛的方式加强学生的参与感，

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

（一）PK规则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 指导思想。全体学生深度参与，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

（即从学生参与课堂案例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制定

目标）。

2. 基本原则：我的案例我做主。

（二）PK规则的主要内容

1. PK赛目标。全班共计55名学生，按照学生自由组队的

原则共组建14个组，这14组最终将通过PK赛决出以下三个

等级：

甲等，预计2组（对应所给的平时分为 90 ~ 100分段，按

百分制计，下同）；乙等，预计10组（对应所给的平时分为80 ~

90分段）；丙等，预计 2组（对应所给的平时分为 80分以下）

（备注：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20%）。

2. PK赛流程。本次PK赛共分为三轮比赛。

第一轮：将 14个小组按照 1 ~ 14的顺序编号分成红方、

蓝方，两两PK。

具体对阵方式：①两个PK小组展示时间不低于 15分钟

且不得超过 20分钟；小组展示时，组内所有成员都必须参与

发言；②固定提问时间，两个PK小组互相提问（号码较小的

一方为优先提问方，各10分钟）；③非固定提问时间，由其余

12组和老师组成大众评审团，对两个PK小组同时提问。

不论是固定提问时间还是非固定提问时间，均要求回答

者为随机抽取的某位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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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大众评审团对两个PK小组进行投票，得票多的

一方胜出；7次PK胜出的7个小组编为A组；7次PK落败的7

个小组编为B组。

第二轮：由A组的 7个小组与B组排名最高的 1个小组

（B组评分方式为：第一轮得票数+第一轮PK赛中投正确票

的次数+第一轮PK赛中的提问次数）以抽签的方式继续两两

PK。在这一轮将决出 4个胜出方，该 4个胜出方为甲等，4个

落败方为乙等（对阵方式及PK投票参照第一轮）。

第三轮：由B组（参与第二轮PK的那组除外）剩余的6组

以抽签的方式两两PK，在这一轮将决出 3个胜出方，该 3个

胜出方为乙等，3个落败方为丙等。

3. 最终分数构成。小组基础分是指各小组按照最终PK

三个等级给出基础分；小组加分项是根据大众评审团提问的

次数及质量、态度等进行调整。

（三）学生表现及最终结果

在笔者实际授课过程中，以上PK仅完成了第一轮，故本

部分仅就第一轮PK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

1. 学生课前准备情况。从学生准备案例过程的努力程度

和汇报的案例质量来看，PK规则实施前后会有较大影响。每

一次课都有两个小组进行PK，按照学生PK的结果来给出案

例课程的平时分数。因此，每一个PK小组都有压力，为了尽

可能在PK中取胜，大部分小组的学生在案例的准备上都会

更加认真。大部分小组的案例在汇报之前都至少经过了两次

修订。从提交案例的质量上来看，学生完成的案例质量也普

遍较高，这也与此前的认真修订有关。

2. 在案例展示环节，全体组员分工完成整个案例的汇

报。按照课堂PK规则的设计，所有的小组成员均需要参加案

例展示和问题回答，故展示环节不再是一个人的任务，而是

小组成员共同的任务。在展示环节，小组的所有成员一并上

台，分别完成各自汇报部分后再接受提问。有个别小组学生

还会精心设计一些场景（如小组成员间的自问自答等），以增

强展示的生动性。因此，该设计思路在案例展示环节实现了

全员参与的目标。

3. 案例提问环节，包括PK小组之间相互提问和评审团

提问两个部分。在传统的授课方式下，小组案例展示结束后

就只有教师和展示小组之间的互动，其他小组同学所提的问

题寥寥无几。从表2可以看出，在PK规则下，学生所提的问题

数量明显增加。两个PK小组之间互问与回答，一般情况下所

提的问题都比较深入。因为彼此之间都需要挖出对方的弱点

从而为自己赢得投票，因此在课前都会先去做功课。其他评

审团的提问，从数量上看基本达到了该课程设计的预期目

标，在提问的质量上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

4. 从投票环节各个小组的得票情况来看，大部分小组的

得票基本上能够反映其完成的案例质量水平和努力程度，详

细情况见表 3。在本课程中，表现最好的第 8组在PK中拿到

了所有评审团的票数（13票）。

表 3中的胜出结果与教师本人判断不一致情况的有两

次：第一次 PK（第 1组和第 2组）和第三次 PK（第 5组和第 6

组）。第一次PK时两个小组的实力相当，得票数相差不多，教

师投票原因主要考虑学生案例前后的改进程度，所以第一次

投票差异属于正常；第三次PK时，从案例分析的质量上看，

第 5组的质量明显高于第 6组，但其案例涉及一定数量和难

度的数据计算和数据分析，现场讲解第5组没有讲透，因此出

现胜出结果与教师预判不一致的情况。

表 1 案例展示环节学生参与人数比较

统计项目

第一组PK

第二组PK

第三组PK

第四组PK

第五组PK

第六组PK

第七组PK

PK小组互提的
问题数量

各5个问题

各4个问题

各5个问题

各4个问题

各5个问题

各4个问题

各6个问题

其他小组提出的
问题总数

4个

14个

15个

14个

18个

10个

15个

比较项目

人数

传统方式下案例
汇报参与的学生数

14人

创新方式下案例汇报
参与的学生数

55人

表 2 PK提问环节学生所提问题数量统计

表 3 第一轮PK环节中各个小组得票情况统计

组别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第5组

第6组

第7组

第8组

第9组

第10组

第11组

第12组

第13组

第14组

所完成案例

徐工机械投资价值分析

网宿科技投资价值分析

涪陵电力投资价值分析

乐视网创业板上市

燕京啤酒股权融资

重庆水务发行债券融资
“治水”

吉视传媒发行可转债转股

贵州茅台的现金股利分配

万科股票回购

德隆营运资金管理失败案

四川长虹的应收账款危机

国美电器营运资金管理

蒙牛并购雅士利

渝开发债务重组案例

PK环节
得票
情况

7

6

2

11

5

8

0

13

9

4

2

11

3

10

是否得
到教师
的投票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是否
PK胜
出方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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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学生对该门课教师的评教信息角度分析。大部分学

生都比较肯定教师的做法，在评教十个具体得分项目中（见

表4），第3、4、5项目的得分最高，这与笔者设计PK规则的初

衷一致。当然也有学生抱怨：两个学分的选修课，没有必要设

置这么复杂的规则，需要投入太多精力；程序性的内容占用

过多时间，导致课堂实质性内容没有突出，没有学到该学的

知识；成绩掌握在其他同学手里，投票不公平等。

（四）案例课堂PK规则反思

以上主要总结分析了PK规则实施的积极效果，然而作

为首次尝试，笔者也发现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包括：课堂时

间安排不足、案例讨论不够充分、评审团的参与度还有待提

高等。

1. 理论知识铺垫不够。学生在学习财务管理案例分析课

程之前并没有修完财务管理的理论课程，实际的情况是他们

只修完财务管理A1课程（只包括总论、货币时间价值、风险

与收益、证券价值评估、资本预算等内容），而在案例课堂上

讨论的某些专题，例如“股权筹资”、“债券筹资”、“并购”等内

容，他们尚在学习或还未学习。

2. 案例PK前期的相关知识铺垫不够。对案例分析方法、

分析工具的介绍、案例背景的引入等知识铺垫不足。而案例

课程直接进入主题，学生在接受时比较茫然，无法抓住主线。

3. 课堂时间安排不够合理。一次课（两小节课）完成两个

不同的案例，大部分小组案例汇报会超时，两个小组汇报时

间一般占用一节课（45分钟，经常拖堂），第二节课PK小组相

互提问共 20分钟，评审团提问 20 ~ 30分钟，一般到投票环

节，都已经是接近下课的时间了，所以没有时间安排教师的

点评环节。学生普遍反映课堂思路较乱，难以理解，没听懂。

特别是非PK小组的同学，当案例涉及的知识点比较陌生时

（例如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没有做好前期知识铺垫的情况

下，对于课堂上所讲的案例内容，大部分学生的收获是比较

有限的。

4. 由于其他小组打分权的存在，使得学生对案例课堂普

遍不重视。

5. 教师在现场引导、总结、分析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

（五）对PK规则的改进

1. 在每一次PK之前，教师有必要就每一次专题做好足

够的铺垫，包括理论铺垫、案例分析思路铺垫、案例企业背景

知识铺垫等。

2. 减少每一次PK课堂案例信息量，把两个案例变为一

个案例，即两个PK小组做的是同一个案例，同一个案例由两

个PK小组分别独立完成，再进行PK，这样可比性也会更强

一些。信息量少了，学生接受起来可能会更顺畅一些。

3. 改变该门课程的成绩构成。现有的成绩构成中，平时

案例讨论仅占总成绩的20%，这就使得很多学生的参与积极

性不高。如果提高课堂讨论分值的比重，假设这门课60%（或

者更大的比例）的成绩是按照学生的案例课堂讨论表现来打

分，40%的成绩按照期末课程报告打分，那么学生在课堂讨论

时的积极性会更高。

4. 对于PK投票权的设置进行适当变更，最终裁决权由

教师掌握。也就是投票只是一种形式，最终的打分权还在教

师手中。另外，可由教师对评审团的打分进行评价。

以上是针对PK规则的具体改进，然而最根本的还是要

改变学生以学分多少来评价课程重要性的错误观点，在学生

中宣传案例课程的重要性，让学生意识到理论与运用相结

合、学以致用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三、小结

不管是哪一种教学方式，教书育人是最终目的。财务管

理案例课程的设计目标，应该在于引导学生通过运用所学的

财务管理理论和工具，对实际经济活动中的财务案例进行分

析，最终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其过程可能比结果更重要，而在

案例课堂过程中，讨论、提问、回答与反问，本身就是分析的

一种过程。作为课堂主导的教师，应该侧重于考虑如何引导

学生更好、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到讨论这一过程，而不是源

源不断地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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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评教信息的具体内容

评教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具体内容

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教学责任心强，上课精神饱满

注重教书育人，关心学生学习，对学生严格要求，公正、
客观

及时布置课外作业，认真批改、讲评，耐心辅导、答疑

采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参与，引导学生思考

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教学内容充实，信息量大，进度安排合理有序

重点讲解突出，难点分析透彻

能激发学生对本课程、本专业的学习兴趣

能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基础知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使学生拓宽知识面，开阔思路和眼界

□教学之研究

□·128·财会月刊2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