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PAcc从 2004年开始招生，到今年已经走过了十二个

年头，经过这十二年的发展，中国MPAcc培养现状究竟如何？

本文通过对从事MPAcc教学的老师和MPAcc学生的调查与

分析，来揭示中国MPAcc的培养现状。

一、对MPAcc教师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对 12所招收MPAcc学生的高校教师进行了调查，

这部分的调查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首先，MPAcc教

学的使用案例偏重自主开发还是使用经典案例？教师自主开

发案例有什么激励措施？在MPAcc的教学中，如何使用案例？

其次，校外导师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是什么？他们的主要职责

是什么？校外导师和学生直接挂钩吗？对同一学生，校外与校

内导师有沟通机制吗？最后，MPAcc学生如何选择实习单位？

如何评价MPAcc学生实习的成果？MPAcc学生的实习与论

文如何结合？

这些问题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如下：

1. MPAcc教学中案例来源的问题。在被调查的 12所学

校中，对于MPAcc的教学，采用案例教学已经达成共识，所有

被调查学校的MPAcc教学都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但在案例

的来源和案例丰富程度上，却有所差别。绝大部分学校的教

学案例既可来自外部的经典案例，也鼓励教师使用自行开发

的教学案例，只有两所学校对教师自行开发的案例没有特意

强调。调查中还发现MBA教学排名靠前的学校，由于都购买

了国内外的著名案例库，使得MPAcc教学案例的来源更加丰

富，同时，这些大学更倡导和鼓励教师使用自行开发的案例。

被调查的学校中：有的学校MPAcc的教学案例大致一半来自

外部的经典案例，一半是自行开发的，自行开发案例已经占

有相当大的比例；有的学校每年联合《管理世界》杂志社，召

开全国性的工商管理案例研讨会，这无疑会丰富该大学

MPAcc的教学案例；有的学校还要求每门课程每年都要编

写、提供案例，且每年都有案例的评比奖励。

2. 教师自主开发案例是否有激励机制？在被调查的 12

所学校中，只有两所大学对教师自行开发案例没有奖励，其

他学校都有不同的激励措施。这说明80%多的学校都鼓励与

支持教师自行开发教学案例。但各学校激励的力度是不一样

的，其中有1所学校激励的力度较大，如果教师开发的案例能

够进入全国的案例库100名以内，科研计分相当于一篇CSSCI

索引的论文，同时有 30000元左右的奖金，即使没有进入，仍

会得到 3000～5000元的奖励。实际上，尽管案例库中经典的

案例不错，但毕竟是过去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

经典案例不一定适应当今教学的需要。另外，如果教师能够

根据自身企业实践开发案例，可能对企业的背景与事件资料

了解得更清楚、更全面，用自行开发的案例进行教学，可能会

对案例分析得更深刻、更全面，更有利于学生对案例的理解。

3. 在MPAcc的教学中，如何使用案例？在调查中发现，

不同老师对于不同课程使用案例教学的方式不同。其中有两

种典型的方式：

第一种是以学生为主的方式。学生预习，课堂演示、讨

论，最后教师做点评。这种方式学生参与得多，能够锻炼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学生的人数一般不能太多。

而对教师有如下的要求：①这种案例较大，需要学生讨论的

要点多，要选择合适的案例不是很容易；②需要教师前期做

较好的理论梳理，从理论上把问题讲透，否则，学生可能不知

道从哪些地方入手对案例进行分析，如何对案例中的要点进

行分析；③需要教师能够根据学生对案例的讨论，归纳他们

的各种观点，补充或纠正讨论中忽视或出错的地方，使学生

真正能够通过案例的讨论得到提高。

第二种是以教师为主的方式。根据不同教学的内容在上

课时插入相关案例。尽管这种方法不是严格的案例教学，但

是在调查中这是大多数教师使用的方法。其优点是：可以使

学生较容易地理解教学的内容；能够使学生了解，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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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笔者认为，MPAcc的案例教学最好采用这两种案例教学

方式的结合。

4. 校外导师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是什么？从调查结果看，

校外导师一般是由校内老师推荐或是其校友，尤其是MBA

的校友，且来自企业的居多，也有来自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协

会和政府部门的。多数学校要求校外导师须具有博士学位的

老师或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高管，有些学校则要求较低，

还有些学校特别强调校外导师需要热心和有精力。

5. 校外导师是否与学生建立了一对一的关系？在调查的

12所学校中：有4所学校的校外导师与MPAcc的学生没有建

立一对一的关系；有2所学校MPAcc的学生只有一个校外导

师，不配校内导师；有 6所学校每一MPAcc学生同时有两个

导师，一个校内一个校外。从笔者个人的观点看，校外导师与

学生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于校外导师与MPAcc学

生的交流，同时也会增加校外导师的责任感。

6. 校外导师的职责是什么？从12所学校调查的结果看，

所有学校在MPAcc学生毕业论文的开题、中期检查和答辩时

都要求校外导师参加。有些学校对校外导师还有一些特别的

要求，比如：有 1所学校要求校外导师每年要给MPAcc学生

做一次讲座，这不仅加强了校外导师与学生的联系，还分享

了校外导师实践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对于MPAcc学生益处

多多；另有两所学校，MPAcc学生只有一个校外导师而没有

校内导师，因此，校外导师要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从被调查

的结果看，校外导师在给MPAcc学生推荐实习和就业单位

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推荐实习单位。有些校外导

师可以为MPAcc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资料或对于论文

实务部分的写作给予指导。

7. 校外与校内导师有沟通机制吗？在被调查的 12所学

校中，有 1所学校反映校内与校外导师的关系熟悉且有沟通

渠道，1所反映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沟通不多，其余 10所学

校都是没有沟通。从笔者个人的观点看，校内导师与校外导

师共同指导同一MPAcc 学生，如果能够相互沟通，势必对

MPAcc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都有帮助。因为校外导师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会使选题更具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

更加充实，也会通过论文的写作使学生不但加深对理论的进

一步理解，还会进一步了解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

8. MPAcc 学生如何选择实习单位？调查的结果是

MPAcc学生通过三种方式选择实习单位：①学校统一安排；

②校内或校外导师推荐；③学生自由选择。笔者认为，第一种

或第二种方式较第三种方式要好，因为其目的性较强，能够

明确学生实习的目的和内容。调查结果还显示，MPAcc学生

到会计师事务所实习的较多；由于地区的差异，发达地区学

校MPAcc学生选择实习单位的机会较多。

9. 如何评价MPAcc学生实习的成果？对 12所院校的调

查结果是：一些学校MPAcc学生实习由实习单位来评价，另

外一些学校对MPAcc学生的实习不做评价。

10. MPAcc学生的实习与论文如何结合？对12所院校的

调查结果是：2所学校强调MPAcc学生实习要与毕业论文相

联系；4所学校认为毕业论文与实习没有太大关系；6所学校

认为论文可以与实习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笔者认为，毕

业论文如果能够与学生的实习联系起来更好，原因是：①从

实践中选题，更具有现实意义；②学生从实习中搜集到的第

一手资料可能比间接资料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但现实是很

难选到合适的实习单位，因此，很多学校没有将毕业论文与

实习联系在一起。

二、对MPAcc学生的调查与分析

这部分调查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①校外导师对

MPAcc学生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帮助；②校外导师与MPAcc

学生交流的频率是怎样的；③MPAcc学生喜欢哪种案例教

学方式；④MPAcc 学生是否希望毕业论文与实习相结合；

⑤MPAcc学生从实习中得到了哪些好处。

本文对A校36位MPAcc学生进行了调查。在A校，每一

个MPAcc学生有两个导师，即一个校内一个校外，调查的结

果与分析如下：

1. 校外导师对MPAcc 学生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帮助。

调查结果如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MPAcc学生认为，校外导

师起到了“与MPAcc学生分享企业管理经验，使他们能够更

容易地融入社会”的作用，这也是学校为MPAcc学生配备校

外导师最基本的目的。有一半的学生认为，校外导师为他们

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推荐实习单位或帮助学生写作毕业论文。

这说明校外导师的作用是明显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2. 校外导师与MPAcc 学生交流的频率是怎样的。调查

结果如表2。

可以看出，仍有大约20%的学生没有一对一地与校外导

师交流过，大约 70%的学生与导师交流的次数在 1 ~ 5次之

间，说明校外导师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应该

校外导师作用

实习单位的推荐

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可以分享企业管理经验，有利于融入社会

找工作

其他

人数

9

9

15

2

1

百分比

25%

25%

42%

5%

3%

表 1 校外导师作用调查

与校外导师交流次数

10次以上

5 ~ 10次

1 ~ 5次

0次

人数

1

3

25

7

百分比

3%

8%

70%

19%

表 2 交流频率调查

□教学之研究

□·122·财会月刊2016.33



采取相应措施鼓励MPAcc学生与校外导师多多交流，以充分

利用校外导师宝贵的资源。

3. MPAcc学生喜欢哪种案例教学的方式。调查结果如表

3。可以看出，将近 80%的MPAcc学生喜欢这两种方式的结

合。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兼顾这两种教学方式，既

要通过案例把理论知识给学生讲清楚，也要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将掌握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案例中。

4. MPAcc学生是否希望毕业论文与实习相结合。调查结

果如表4。可以看出，75%的MPAcc学生希望将实习与毕业论

文相联系。从前期对 12所高校的调查结果看，只有 2所学校

强调MPAcc学生实习要与毕业论文相联系。做到实习与毕

业论文相结合确实有困难，主要是由于对实习单位和论文题

目的选择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和限制。但如果能够结合，学生

可以通过实习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分析、

整理，并与相应的理论相联系，写出毕业论文，从而较大地提

高其能力。

5. MPAcc学生从实习中得到了哪些好处。调查结果如表

5。可以看出，58%的MPAcc学生认为，实习对未来的工作有

帮助；30%的学生认为，实习对找工作有帮助，这说明实习的

目的基本上达到了，通过实习可以使学生更容易承担未来的

工作，更快速地转换其角色。但只有 6%的MPAcc学生认为，

实习能够为其撰写毕业论文提供帮助，由此看出，要将论文

与实习相结合，还要采取很多相应的措施。

三、对策与建议

1. 充分利用校外导师这一优质资源。

（1）从前期的调查结果看，有些学校校外导师仅参加了

MPAcc学生的论文开题、中期检查和毕业论文答辩工作，没

有指导具体的学生。本文建议，这些学校要充分利用校外导

师资源，使校外导师能够为MPAcc学生做更多的事情。

（2）从前期对 12所学校的调查结果看，存在的问题之一

是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或者

可以这样说，校外导师与校内导师几乎没有沟通，在这种情

况下，就很难有的放矢地、有效地发挥校内校外导师各自的

优势。

因此，本文有如下两个建议：①校方应该积极地组织各

种活动或提供各种平台，创造校内与校外导师交流的机会。

②目前，校外导师都是校方任命的，与校内导师没有太大关

系。本文建议，校内导师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为自己的

MPAcc学生寻找相匹配的校外导师。因为校外导师是校内导

师自己找的，关系自然亲近，有利于双方的交流，同时也有利

于校外导师与MPAcc学生的交流。

（3）从本文对MPAcc学生的调查结果看，MPAcc学生与

校外导师的交流并不多，有的甚至没有交流，那么，如何将校

外导师的实践经验传递给MPAcc的学生？本文认为：①校方

可以邀请校外导师给MPAcc学生做各种专题讲座，分享其管

理经验，把企业最新的管理思想与经营模式呈现给学生。

②校内导师也可以不定期地邀请校外导师与共同指导的

MPAcc学生聚会，以讨论本专业发展、毕业论文等各种问题。

2. 积极鼓励教师开发新案例，重视案例教学方法。从前

期的调查看，被调查的 12所学校中，只有 2所学校对教师开

发新案例没有激励机制，其他 10所学校都有不同程度的激

励。尽管如此，本文还是建议校方应该定期地组织教师开发

新案例，比如每年可以举行一次案例开发的比赛。通过这样

的比赛，使教师关注本专业发展，也努力营造一个探索与创

新的学术氛围。

从调查的结果看，案例教学方式有两种，一种以教师为

主导，另一种以学生为主导，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从对

MPAcc学生的调查看，学生希望兼顾两种方式。因此，本文建

议，教师在MPAcc的教学中，应该根据教学需要，选择相应的

方式。

3. 重视实习，尽量将实习与毕业论文相结合。从调查的

结果看，MPAcc学生实习的目的性与计划性并不是很强，也

就是说，学校没有规定具体的实习内容，学生自主联系实习

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实习很难与毕业论文联系在一

起。所以本文建议，校内导师应该负起责任，给学生提出相关

建议：选择什么单位实习，实习时重点关注什么，实习如何与

毕业论文相结合，如何利用校外导师这一资源达到实习的目

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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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希望毕业论文与实习相结合

如果能结合，最好结合在一起

不用结合，实习与论文没关系

人数

27

9

百分比

75%

25%

喜欢的案例教学方式

课前预习案例内容，课堂演示、讨论，最后
教师做点评

老师根据不同教学的内容在讲课时插入
相关案例

两种方式结合

人数

3

5

28

百分比

8%

14%

78%

表 3 教学方式调查

表 4 毕业论文与实习相结合调查

实习的作用

对未来的工作有帮助

对写论文有帮助

对找工作有帮助

仅仅了解社会

人数

21

2

11

2

百分比

58%

6%

30%

6%

表 5 实习作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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