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校性创业教育：以美国六所高校为样本*

卓泽林

［摘 要］ 全校性创业教育是当前世界范围内高校创业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基于

对美国全校性创业教育的访谈以及相关文本资料分析，发现大学领导层的支持与鼓励、充

足的资金投入、广义的创业概念和加强宣传与沟通有助于其可持续性发展。而非商学院

教师的创业认知、创业学科地位、学校领导层的岗位流动以及大学本身的简仓结构等方面

是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只有把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纳入大学未来发展

规划与顶层设计之中，全校性创业教育才能持续深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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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性创业教育是当前世界范围内高校

创业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由

美国学者斯德特（Streeter，D. H.）与合作者发

起关于全校性创业教育的组织模式和发展趋

势的探讨以来，［1］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霍思

金森（Hoskinson，S.）等人通过案例的形式着

重分析全校性创业教育的辐射模式，并考察

了全校性创业教育辐射的历史和挑战。［2］卡

茨（Katz，J.）等则在更宏观的视角探讨高校全

校性创业教育产生的三大推动力，并且认为

不同国家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产生的动力各

不相同，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的兴起得

益于私立基金会的资助和推动，而欧洲国家

大学全校性创业教育的产生则有赖于国家政

策的推动［3］。简森（Janssen，F.）与合作者从

学生的学习、目标以及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来

探讨影响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的因素。［4］维

斯里（Wasley，P.）从创业教育中的基础课程

入手，在全校性创业教育逐渐壮大的情况下

思考了其中存在的教学、价值取向和受到的

阻力等问题。［5］整体而言，关于美国高校构

建全校性创业教育体系的经验以及高校在推

行全校性创业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因素

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本文通过考察美

国高校的全校性创业教育运作状况，以期客

观揭示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促进因素以及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希冀为我国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针对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运行过程

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本研究调

查了6所高校，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圣路易斯大学、伊

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雪城大学与迈阿密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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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课题批准号：AIA1700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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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中包括2所公立综合研究型大学，4所

私立综合研究型大学。对其中 20 位直接参

与全校性创业教育的学校领导、行政人员和

创业教育教师进行深度访谈。根据所担任的

职务划分，其中有副校长2人（其中1人兼任

教务长）、高级副教务长2人（同时担任院长

和创业项目顾问）、校外创业机构前主席2人

（现在任大学教师）、创业中心主管7人、创业

教授或导师 7 人。同时，也对高校所发布的

全校性创业教育相关的电子文本、相关的新

闻报道、论坛信息和报告等文献资料进行文

本分析。

20位受访者每人访谈计划时间45分钟，

实际访谈时间最长76分 54秒，最短15分钟，

平均时长40分43秒。随后，以“FT＋序号”的

方式对访谈文本逐一编号，并将编号后的文

本导入质性分析软件 QSR NVivo10 进行分

析。在多次阅读和分析访谈文本的过程中对

关键信息进行编码，并在分析软件中创建对

应的节点以统计覆盖率（编码内容占文本比

重的量化指标）。表 1 显示了码号和对应节

点的名称，文中遵照“一级码号代码＋二级码

号＋文本编号”的方式标注访谈文本的出处。

二、美国六所高校

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的经验

全校性创业教育是突破创业教育仅仅局

限于商学院，而向全校范围各个院系拓展的

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的创业教育形式。笔者

利用Nvivo10软件对20位受访者在涉及促进

全校性创业教育成功或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的节点分析后，得出其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见表2）

（一）学校领导层支持

全校性创业教育能在这六所高校得到持

续推广，得到了来自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与

鼓励。以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为例，该

校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主任兼主导该校全校

性创业教育的斯堪达拉李斯创业中心（The

Skandalaris Center of Entrepreneurial Studies）管

理主任哈林顿（Harrington，K.），自 2001 年任

职以来直到2014年才退休。在这期间，学校

还聘任了原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校长

表1 编码及节点汇总表

序号

1

2

一级
码号

成功

挑战

对应
代码

CG

TZ

一级
节点

CG 全校
性 创 业
取 得 的
成功

TZ 全 校
性 创 业
面 临 的
挑战

二级码号/
二级节点

资 金 与 资
源；领导支
持；宣传和
交流；广泛
定义

创业认知；
学科地位；
岗位流动；
简仓结构

备注

除主要的四个经验
以外，还有风险承
担、机制、科学技术、
目标、体验式教育、
学生需求和专业服
务等内容

除四个主要的挑战
以外，还有校园文
化、创新力、支持和
专业限制等内容

表2 受访者谈及促进全校性创业教育
取得成功的因素的覆盖率一览表

FT01

FT02

FT03

FT04

FT05

FT06

FT07

FT08

FT09

FT10

FT11

FT12

FT13

FT14

FT15

FT16

FT17

FT18

FT19

FT20

领导支持

—

5.40%

—

0.53%

3.31%

3.08%

4.13%

—

—

7.58%

11.02%

—

4.51%

—

—

6.47%

1.34%

5.16%

—

—

资金与资源

2.39%

1.15%

7.50%

0.73%

1.29%

—

2.63%

19.49%

4.63%

1.83%

—

5.33%

—

—

—

—

2.67%

—

—

—

宣传和交流

—

1.38%

—

—

—

—

—

—

—

—

—

—

—

—

3.37%

—

2.17%

—

1.22%

—

广泛定义

—

—

—

3.31%

4.41%

—

—

—

—

—

—

5.27%

—

—

—

—

—

—

—

—

资料来源：笔者利用Nvivo10对20位受访者录音转录
后文本的节点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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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Thorp，H.）担任教务长一职，负责全校

性创业教育推行的大小事务以加强对全校创

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正如索普教务长在接受

访谈时谈道：“当我来这里的时候，校长跟我

说‘ 创 新 创 业 就 是 你 的 责 任 ’”（TZ 其 他

FT20）。该校所有相关的全校性创业教育事

务都要直接向校长汇报。

全校性创业教育与以往仅仅局限在商学

院之内的创业教育形式不同，其能够获得学

校领导的推动和支持显得特别重要。一位主

管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的大学副校长在受访

中指出：“促进全校性创业教育的首要因素是

需要校长的全力支持，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第

一件事情，其他学院的领导也认为这是我们

想成功推动全校性创业教育需要做的事情”

（CG领导支持FT07）。尤其是在项目开始阶

段，不同学院或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对项目推

行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都持质疑态度，这时校

长的全力支持和鼓励犹如一针强心剂，“学校

领导对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的公开支持对克

服教师们对创业教育的抵制和批评显得特别

重要”［6］，可以让不同学院或部门的负责人

撇开后顾之忧。各学院院长或创业中心主任

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一位曾经负责全校性

创业教育项目，现为大学副校长的受访者认

为，除了校长的全力支持外，还需要一些隶属

于大学的关键拥护者，在校内不同的部门为

创业项目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些人可能是院

长，还可能是中心主任（CG领导支持FT15）。

在这些领导层的大力支持下，这六所高校的

全校性创业教育方得以顺利开展。

（二）充裕的资金和资源投入

充裕的资金和资源是任何项目取得成功

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

期间，圣路易斯大学除了投入考夫曼基金资

助的450万美元外，还额外投入了1 700万美

元；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除了投入考夫

曼基金和相应的匹配资金外，还另筹得 850

万美元用于创业捐赠教席岗位的设立。雪城

大学在获得考夫曼 300 万美元的基金后，匹

配资金筹款高达3 000万美元，比例达10 ∶1，
而不是指定要求的5∶1，该大学受访的考夫曼

校园计划主任金玛（Kingma，B.）教授谈道：

“创业是我们进行10亿美元捐赠活动的四个

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实际上，我们筹集到更多

的创业资金，这个数额达到 1 亿美金之后我

们就停止统计了”（CG资金与资源FT05）。值

得注意的是，考夫曼资助院校的资金使用主

要是用于创业教授捐赠教席的设立，如伊利

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把1 400万美元的匹配资

金中的1 200万用于创业教师捐赠教席岗位

设置。其他大学的资金投入类别和比例也大

致如此，创业导师招聘所占的预算费用比重

都是最大的，且有专项资金用于课程发展，以

保障全校性创业教育质量。

显然，美国这六所高校如果没有充足的

资金和资源投入，其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也

不可能存在和发展，这在诸多受访者的谈话

中均得到了印证。一位受访的大学副校长谈

道：“考夫曼基金会非常友好，五年为我们提

供了300万美元资金来试验和资助开展不同

的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否则我们也没有能

力可以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CG资金与资

源FT07）。同时，资金的使用还必须到位，对

此一位兼任教务长的副校长谈道：“我们要提

供5∶1的匹配资金，就是考夫曼基金会每给我

们 1 美元，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我们有能力

提供相应的 5 美元……我们有很多匹配资

金，我们称之为‘以同等价值的实物捐赠’，即

我不会给你100美元，但是我们以具有100美

元价值的东西证明”（CG资金与资源FT07）。

因此，在执行全校性创业教育过程中确保资

金充裕与使用到位对于推进有关的创业教育

项目和课程的可持续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不可

小觑。

（三）前沿的创业理念推广

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不难看到六所高校

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把创业教育上升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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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理念进行推广。其中，雪城大学明确地把

创新创业融入大学发展愿景之中，希冀为地

区经济发展服务。2004年就提出“学术在行

动”（Scholarship in Action）的发展愿景，并承

诺在此目标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于是，2007

年雪城大学获得考夫曼基金会的全校性创业

教育资金后所形成的全校性创业项目，都是

围绕“学术在行动”的发展愿景而推行。具体

而言，通过利用该资金成立了“链接式走廊”

（Connective Corridor）、“ 新 西 边 行 动 ”（New

West Initiative）和“南边创新中心”（Southside

Innovation Center）等链接校园和社区、极富体

验式的创业教育活动。这种把全校性创业教

育围绕学校所提出的理念进行推行，对雪城

南部和西部这两个全美最为贫穷的社区产生

了重大影响，振兴了当地经济、文化和人力。

雪城大学也因此在全校性创业教育上形成了

别具一格的特色。这六所高校都把创业教育

列入本校发展规划，以长远发展战略的形式

来确保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打造全校性创业理念时，这六所高校

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推行一种广义的创业概

念。在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宣传上，赋予

创业教育更加多元的培养维度，着重强调创

业教育除了具有创办企业、营利等经济维度

外，还有培养学生的创业性思维、创业技能、

解决问题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组织领导能力

等文化、教育和知识维度。而这已经被美国

诸多大学证明对于推动全校性创业教育可持

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通过赋予一个更

加包容性的创业教育概念，尽可能多地让不

同学科、不同教师的专业知识与创业教育挂

钩，这是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全校性创业教育

项目的出发点。尤其对非商学院教师而言更

是如此，因为只有把创业教育的定义拓展至

他们专业知识的场域，才能在具体的实践操

作中引发他们的共鸣。一位曾经担任副教务

长、创新创业办公室主任并且全职负责全校

性创业教育项目的教授谈道：“一个足够广泛

的创业定义能够使所有的专业都觉得与此相

关，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一个广泛的创业

教育定义是非常重要的，从另一个方面而言，

修改创业的定义来适应学校的其他专业并对

此做出解释也是非常重要的”（CG广泛定义

FT12）。

（四）加强沟通与宣传力度

以上美国这六所高校都极为支持跨学科

之间的创业教育宣传与融合。为满足不同专

业背景学生对创业课程的需求，构建了分层

分类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所推行的全校性

创业教育项目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

应。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鼓励多部门开

展创业教育课程方面有着敢为人先的精神。

截至2012年，考夫曼全校性创业教育资金结

束，提供创业的校区有1个，共同推行创业教

育的部门就有 44 个，全校性创业课程共 186

门，全职创业教师78名。华盛顿大学圣路易

斯分校，其以斯堪达拉李斯创业中心为全校

性创业教育运作载体，提供创业的校区2个，

提供创业的部门 26 个，全校性创业课程 53

门，全职创业教师36名。

美国高校内部运作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

是高度分权化，即每个学院都有绝对自主权，

甚至有时同个学院的不同部门在运作上也形

成了互不干涉、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这样的

背景下，高校内部，尤其是非商学院的部门并

不是每个教授或职工都能熟知创业教育项目

或者活动。创业教育活动跨学科宣传能够弥

合学生和教师群体在获取信息不对称上的鸿

沟，亦有可能吸引他们参与全校性创业教育

项目的积极构建。一位投资公司的联合创始

人兼主席，现被聘为创业驻校教授在受访中

谈道：“向全校范围内其他群体展示相关创业

教育活动的成就有助于推动和吸引更多的人

参与全校性创业教育的活动，促进全校性创

业教育成功的最大因素是展示成功。换言

之，如果能在大学展示小企业和初创公司的

成功案例，对于让更多人参与全校性创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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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项目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CG宣传和交

流 FT19）。确实，创业楷模必然会影响一所

大学并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创业楷模与教

师、工作人员和学生的互动可以对推动校园

内的创业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可以激发周围

的人瞄准创业目标，施展自己的抱负，从而创

建一个“成功繁殖成功”（Let Success Breed

Success）的创新良性循环效应。［7］这也是一

种跨学科的教育形式，可以消除原有的学科

隔阂与各行其是，有力地推动全校性创业教

育开展。

三、美国六所高校

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跟任何改革或项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

会遇到挑战与阻碍一样，美国高校全校性创

业教育在推行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通过

对访谈文本的分析，发现推行全校性创业教

育过程中的主要挑战有非商学院教师对创业

的认知偏差、创业教育本身的学科地位、开展

全校性创业教育期间领导变更和高校内部自

身固有的简仓结构。每个因素在 Nvivo10 软

件中所占的覆盖率见表3。

（一）创业认知：非商学院教师对创业教

育抵制

表3显示了非商学院教师对创业教育的

抵制或质疑是高校在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其抵制和质疑基本上

都源自于对创业认知的偏差，即先入为主地

对创业教育等相关活动的否定和摒弃。人文

社科的教师甚至把创业与“肮脏”一词相提并

论。部分教师对创业教育的排斥已经在大学

内部形成一种文化。一位全校性创业教育项

目的执行主任在受访中谈道：“推行全校性创

业教育过程的一个文化障碍是许多教师认为

对大学而言创业是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与大

学的利益相冲突，而且与科学的核心使命相

背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不想在大学看到

创业活动发生”（TZ创业认知FT11）。

（二）学科地位：创业仍未成为很多教师

群体优先事项

大学首先作为人才培养机构而存在，教

育或人才培养是大学教师的第一职责。美国

大学有重视教学的历史传统，在19世纪70年

代以前重视教学特别是重视本科生教育的传

统十分深厚。［8］而在研究型大学中，科研通

常是候选人能够获得终身教职的首要因素。

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美国大学还有开展社

会服务的传统，注重服务是美国高等教育的

显著特征之一。”［9］因此，教师被这三大职能

的具体事务缠身，尤其在以科研为导向的研

究型大学评价体系的羁绊中，教师几乎不能

表3 受访者谈及促进全校性创业教育
面临的主要挑战的覆盖率一览表

FT01

FT02

FT03

FT04

FT05

FT06

FT07

FT08

FT09

FT10

FT11

FT12

FT13

FT14

FT15

FT16

FT17

FT18

FT19

FT20

创业认知

—

0.49%

16.84%%

—

6.59%

—

4.07%

—

—

—

1.80%

—

—

8.44%

—

—

—

—

4.48%

—

学科地位

—

3.99%

—

3.08%

—

—

—

—

6.91%

4.96%

—

—

—

—

4.57%

5.18%

4.15%

2.89%

—

—

岗位流动

—

—

1.20%

5.86%

0.82%

—

—

1.12%

—

—

—

—

0.93%

—

—

—

—

—

—

—

简仓结构

4.60%

—

—

—

—

2.11%

—

—

—

—

8.69%

3.30%

—

—

—

—

—

—

—

—

资料来源：笔者利用N-vivo10对20位受访者录音转
录后文本的节点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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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愿意支出其他时间来从事创业的相关研

究。尤其是当创业未被纳入大学教师晋升的

评价体系时，受到大学教师的排斥则会更加

明显，或者说即使教师对创业感兴趣，但是碍

于职业的发展，也会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态

度。一位受访的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主任谈

道：“如果你是一位教师，你或许会对创业感

兴趣，但是它不能在你的职业发展中帮助你，

因此你想创业和帮助学生创业就会被放到一

个次要的位置，推动你去做更多的或许更有

用的基础研究，而不是创业”（TZ 创业认知

FT04）。另外一位来自创业中心的受访副教

授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认为全校性创业

教育的主要挑战是教师们很忙，他们中的很

多人并不想花时间去创业。并非所有的教师

或学生感兴趣于产生那样的创意”（TZ 地位

FT02）。

（三）岗位流动：学校领导层或项目主任

任期的不稳定性

有研究指出，当前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

任期是七年，［10］各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的平均

任期更短［11］。而负责全校性创业教育的领

导、学院院长或项目负责人任期的不可持续

性显然会给全校性创业教育可持续推行带来

一定挑战。一位受访的副教务长兼全校性创

业教育项目主任在谈到校长更替导致该校全

校性创业教育中心办公室关闭后解释道：“我

们当前的校长不支持也不反对全校性创业教

育，但他不再为全校性创业教育中心办公室

提供资金资助”（TZ资金FT05）。有必要指出

的是，新更替的领导层对全校性创业教育是

否支持与其自身的学术背景有直接的联系，

即领导者在大学或研究生期间所学专业与创

业教育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如果有，那么这种

学术背景上的联系对于他们支持创业教育是

有推动作用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出身

的领导更加容易意识到创业教育对经济发展

和创建工作岗位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大

学领导层或项目负责人的流动性过于频繁对

全校性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无疑会带来一

定的消极作用。一位受访的教务长对此指

出：“领导层或项目负责人的更替关键要看新

上任的人是谁，但总体而言，领导更替对全校

性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好的事情”

（TZ其他FT15）。

（四）简仓结构：高度分权化的高校内部

运作结构

美国高校内部中极度分权化的运作结构

在本研究中被受访者称之为“简仓结构”

（Silo Structure），其运作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

就是各学院、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彼此之间

难以构建起深度合作的工作模式。举例而

言，一个学院的学生想听另一个学院的课，即

使两个学院同属一所大学，他也不能跨学院

注册。［12］因此，这种传统结构同样对全校性

创业教育项目的推行构成了一定挑战。一位

曾经担任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主任，现已退

休的教授在受访中谈道：“在推行全校性创业

教育期间，我非常积极参与推动全校性创业

教育项目，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除了自上而下

外没有其他互动，我们称之为简仓（Silo）”

（TZ其他FT02）。显然，这种缺乏合作的自成

体系结构导致长期以来由商学院（管理学院）

主导的创业教育难以向全校范围推广。在简

仓结构的主导下，大学各学院和各部门之间

形同陌路，跨学科创业师资团队的构建几乎

无从谈起，这无论是对辐射模式，还是对磁石

模式的全校性创业教育推行都将形成一定的

挑战。

从对推动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领导、资金、宣传等诸多因素的分析

中可以看出，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态势都缺少不了校长等学校领导层的积

极参与和支持。美国学校领导层尤其是校长

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校性

创业教育理念开始融入学校的发展之中。换

言之，创业已经成为大学愿景和拓展社区作

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领导层只有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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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性创业教育项目纳入大学未来发展规划与

顶层设计中，全校性创业教育才能持续深入

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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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Six American Universities

Zhuo Zelin

Abstract：Currently，university-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the major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based on an analysis of interviews involving university-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relevant materials，shows that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leaders，sufficient
investment，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 broad sense，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publicity and communication are
benefici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whereas in non-business
schools，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f entrepreneurship，the status of the course of entrepreneurship，the changes of the
positions of school leaders，and the silo structure within the universities are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the practice of
university-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ly by incorporating the university-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gram into a university's future plan for development and top-level design will university-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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