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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管理教学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往往具有不同的教学方法。随
着高校公共管理教育教学活动的深入,教学方法也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变更的状态,良好的教学方法能够
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新的体验和感悟,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因此本文通过对公共管理现有的教学
方法进行探讨,针对公共管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旨在提升公共管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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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management
teaching often has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n actual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public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methods have been in a state
of dynamic change. Good teaching methods can enable students to gain new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in their
learning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ublic management, aiming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ublic management.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management; teaching methods;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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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公共管理教学方法

公共管理相较于其他学科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作为一个综

2.1案例教学方法

合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涉及较多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作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在目前管

的教学方法,而不同的教学方法产生的教学效果会存在一定的

理类专业教学活动中常常采用此种方法,而公共管理作为管理

差异。随着现代化教育的深入发展,公共管理更应该顺应时代发

中的一个主要专业,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常常采用案例教学的

展的潮流,克服教学死板僵硬的教学方式,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

方法。而案例教学法最初的起源并不是在管理类专业所运用,

断寻找和创新公共管理教学方法,为培养出具有高素质的公共

而是在医学和法学专业中广泛运用,后来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

管理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活动中得到了推广,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

1 高校公共管理教学概述

教学方法,在其他专业的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国内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

外教学活动中对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程度和水平具有一定的差

逐渐提升,各个高校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在相继开设公

异,而公共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对其应用的水平比较有限。

共管理专业,我国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因此在公共管理教学中案例教学方法的应用拥有巨大的空间,

高校的公共管理主要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了人民服

此种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促使学生进行自主的学习,作为能够

务,而高校公共管理教学作为培养专业性人才的重要方面,在高

代表现代性的一种教学方法,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能够带给学

校教学工作开展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高

生更强的实践操作性。在高校公共管理教学活动中案例教学方

校公共管理教学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

法的运用具有明显的特色。首先,案例教学法能够促使学生从传

中教师们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对于公共管理教学质量的提升起

统教学的限制中走出来,不再被动的去学习,学生在案例教学方

到了巨大的作用。

法下能够对公共管理相关的案例去思考、去创造,获得更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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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其次,案例教学能够促使教师和学生进行双向的交流和

教学方法,例如部分院校在公共管理教学过程中模拟政府听证

沟通,学生对老师抛出的案例进行思考和查阅相关资料形成自

会,通过组织学生了解我国政府听证会的内容和制度,就某项关

己的答案,而这些答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而教师也

系到民生事件进行模拟听证会,在课堂内模拟听证会的整个过

能够根据学生的答案进行深入的分析,做到了双向的交流；最后,

程,这样就为学生认清我国听证制度和流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是案例教学方法使学生从注重知识逐渐转向注重个人能力,

并且能够通过模拟听证会了解现存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

不再关注书本上的浅显知识,更加关注将知识向能力进行转化。

其进行深入的思考；部分院校在进行公共管理教学的过程中通

2.2专题讨论教学方法

过模拟在线访谈,让学生在模拟访谈的过程中扮演官员和民众,

专题讨论教学法是讨论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此种方法在

通过问答的形式让学生进行独立的思考。

国内外教学活动中被广泛的应用,在整个教学法体系中占有重

2.4多媒体教学方法

要的地位,然而在讨论的时候并不是满足目的的进行讨论,而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项先进的科技学技术逐渐被运用

教师在公共管理教学活动中根据教学的目标和实际的情况设定

到各个行业并且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多媒体技术的

一个讨论的主题,然后学生围绕这个主题开展一定时间的讨论,

成熟逐渐为教学活动提供了便利。高校公共管理教学活动中也

在老师的引导下对与主题相关的公共管理知识进行查阅和了解,

在逐渐运用多媒体教学,所谓的多媒体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学的

学生通过参与到讨论过程中能够增加对相关主题知识的掌握,

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通过选择合适的多媒体来辅助公

并且了解的程度更加深刻。例如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

共管理教学,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能够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进

设定公共管理职能专题,在讨论前为学生做出一定的引导,然后

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目前公共管理教学的活动中,多数的

给予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围绕公共管理职能去讨论,通过深入的

院校都在借助多媒体开展教学活动,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网络

探讨,学生能够了解到有关公共职能的各个方面知识,包括公共

的优势不断的学习最新的知识,并且制作教学课件,完善公共管

职能主要有哪些、公共职能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该怎样发挥出

理教学内容,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可以通过

来,通过多方面的讨论使得学生对公共管理的职能能够拥有一

借助多媒体搜集一些视频、音频、图片或者文字等教学内容,

个更好的了解。专题讨论教学法在高校公共管理教学中的应用

丰富公共管理教学材料的形式,从多种形式上给学生不同的冲

能够吸引学生积极的围绕主题进行深入讨论,部分教师在进行

击,能够更加容易理解教学内容。在当下特殊的环境中,网络课

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们自行组队进行专题的讨论,有效的培养

堂的建设已经比较成熟,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能

了高校学生的专业思维、团队合作精神以及个人的口头表达能

够将教学的视频进行长时间的保留,便于学生进行复盘练习,为

力。而教师在公共管理课堂上采用专题讨论教学方法的时候需

学生深入的学习公共管理相关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部

要设定一定的环节,多数老师设定的专题讨论环节主要是确定

分院校还在积极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创造

主题、提供资料、引导思考、得出结论等四个环节。公共管理

有利的基础条件,对于高校公共管理课堂教学起到了良好的辅

教学活动中采用专题讨论的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作用,主要可

助作用。在现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教学方

以体现在信息的交换更加及时、能够在讨论的过程中增强学生

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公共管理相关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在公共

3 高校公共管理教学方法改进的途径探讨

管理知识学习中独立思考的能力。

3.1不断开展实践调研
在高校公共管理教学的活动中融入实践性的内容对于教学

2.3模拟教学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条件也逐渐得到了改善,能够有效的

质量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后期的教学活动中应该加强对

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而模拟教学方法也逐渐的被教师所关注。

实践调研的重视。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学科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实

在公共管理教学的过程中部分院校也在采取模拟教学的方法,

践性,在真正教学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局限在课内教学与实践的

所谓的模拟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学的活动中,在老师的指导下学

结合,更需要强调校外教学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在传统的公共管

生都拥有着一定的角色,通过创建特定的情景,把实际的工作情

理教学过程中往往注重的是课内教学与实践的结合,忽视了校

景带进课堂上,以一种高度相似的教学环境让学生投入到公共

外与实践的结合,而教学内容的丰富则可以从实践调研出发,促

管理的知识学习当中,模拟教学方法在国外教学的过程中会经

使高校公共管理教学活动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在开展实

常运用,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在行政管理教学的过程中

践调研的过程中需要向学生强调不能够仅仅将视角停留在理论

通过运用模拟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一种公共管理的

知识的学习,而应该深入的投入到实践当中,对调研实践的工作

角色,进而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从而带来一种较为逼真的体验。

从更深、更全面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解,确保能够具有良好的教学

但是在实际的模拟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往往

效果。利于某高校公共管理院系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平时注重

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表现在相关的教师很少拥有真正的政府

课堂内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的结合,同时还在校外与公共管

工作经验,这就导致在模拟教学的过程中专业性有待提升。但是

理模范单位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课外的实践活动让学

在一些有条件的院校中,在公共管理教学中也在积极采取模拟

生深入到公共管理部门中,去合作的公共管理部门工作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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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际的调研实践,能够有效的提升公共管理教学的效果。

新,进而形成在公共管理教学中的特色,并且在实际的教学活动

3.2培养整体意识

中应该根据公共管理的特点,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因此通

公共管理教学方法在优化改进方面可以从树立整体意识出

过树立公共管理教学的新观念,促使能够形成良好的教学效果,

发,将高校公共管理教学系统中的各个重要元素进行合理的分

是教学方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更加符合公共管理教学

配和组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教学质量逐渐提升,通过优化公

的需要。

共管理教学的结构,促使其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整

4 结语

体意识的高低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相关教师在进行教学的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教育的方法逐渐增多,其

过程中应该树立整体意识,不能够仅仅关注教学系统中的具体

中公共管理教学作为高校教学中一项重要内容,其教学方法多

元素,而应该从总体上对各个元素进行关注。高校公共管理教学

样,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教学效果。公共管理教学中运用案例

涉及的方法众多,但是每种方法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运用某种

教学法能够使学生在典型的案例中进行思考和学习,在专题讨

教学方法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其独特性和适应性,避免造成不必

论教学方法运用的过程中能够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与沟通表达

要的浪费,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教学方法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同

的能力、而模拟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促使学生更加深入的去了

时,公共管理教学的任务对于教学设施和方法组合具有一定的

解公共管理,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在逐渐的应用到高校公

影响,在对教学方法进行具体选择的时候应该做到对整体进行

共管理的过程中。但是要想促使公共管理教学形成较高的质量,

具体分析,通过从整体出发选择一套最优化的教学方法。例如,

就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改革,对教学方法不断的进行优化。

部分高校在公共管理教学的过程中从专业发展的情况进行出发,
在全局的视野下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优化,并且不断的增加
多媒体教学和模拟教学方法的应用,在这种整体意识的支持下
创造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3树立公共管理教学新观念
在进行公共管理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拥有主导的地位,学生
拥有主体的地位,虽然公共管理的教学方法比较多,但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仍然处于一种更新变化的过程中,但是任何的教学方
法都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通过借助一定的教学方法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索的能力。可以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方面
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而提升课堂效率也是公共管理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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