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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验学习视角的大学生创业学习维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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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实际创业比例低、创业失败率高的现象促使人们关注大学生创业学习及其效果评价问题，开发适

宜的测评工具首当其冲。基于创业学习和体验学习理论相关研究，立足高校创业教育实践，提出了大学生创业学
习的定义和维度，并结合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研制了相应的测评量表。结果发现：大学生创业学习可以从创业教
育参与、创业网络互动、创业经验反思、创业实践应用等四个维度进行构建；基于此开发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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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experience learning theory
LIANG Chunxiao1, SHEN Hong2
(1.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The low rate of self-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high failure situation prompts more debates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the outcome evaluation, which requires a proper measuring instrument firs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bou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learning theories, and the practice of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structur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to develop the measurement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thu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network interaction, experience reflection,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Keywords: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xperience learning; college student; measurement

一、问题的提出

创业。关于何人能够成功创业，研究的焦点已从早
期创业者个性特质转到创业者学习和发展等关键

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创新创业、实施国家创新驱

问题上来，探讨个体如何获取创业知识、开展创业

动发展战略的有生力量，许多公共政策和教育举措

活动。因为研究普遍认为创业具有可教性，创业能

都致力于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和创业意识。然而，

力和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培养和提

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创业比

高。大学生相比一般社会人群，在学习时间、学习

例较低、创业失败率很高，面临着创业意愿低迷和

主动性、学习方法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校期间的创

创业能力不足的困境，导致有人认为大学生不适合

业学习对创业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从文
献梳理和前期访谈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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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大学生缺乏创业学习和实践的空间。中国人
民大学发布的《2019 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也显示
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反馈创业课程和实践活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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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缺乏行之有效的途径获取创业知识已经成为

习的过程[9]。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创业研究逐

制约大学生创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已

渐摒弃传统的特质论转而探讨创业者学习和发展

有研究侧重从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的视角研究创

等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创业学习的概念进行

业教育模式，而要深刻理解大学生创业学习的内在

了多维解读：认知学习视角认为创业学习是创业者

机理，破解当前创业困境，亟需从学习主体的视角

从创业过程中习得、储存和利用创业知识，构建专

分析大学生创业学习的本质过程。

家知识结构、进行认知和决策的心理过程[10]。行为

目前研究对大学生创业学习本质过程的探讨

学习视角认为创业学习本质上是转化经验来创造

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通过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对学

知识的过程[5

校创业教育的满意度来间接考察其创业学习，如

为重要的学习系统，创业学习就是创业者在具体网

Frank 和 Luthje 从学生对学校的创新氛围、创业课

络背景下的社会互动与学习活动[11]。创业学习简单

程、学生团队、风险投资网络建设等的评价来测量

的讲就是学习如何创业，其实质是创业者积累、开

[1]

大学生创业学习的情况 。另一种则根据大学生创

，6]

。建构主义学习视角将社会网络作

发和创造创业知识的过程。

业实践提炼其创业学习的维度，如赵映振等提出的

创业者是如何学习来获取创业知识的呢？创

知识储存、品质修炼、经验反思和实践应用的四因

业知识的实践属性决定其主要来源于实践经验。因

[2]

子测量模型 ；周必彧和池仁勇将大学生创业学习

此，经验学习成为创业学习的“第一性原理”，创

分为家庭内部学习、学校创业教育学习、个人社会

业经验学习就是个体对过去已积累的知识和所发

[3]

网络学习等 ；更多的研究借鉴了单标安和蔡莉等

生的事情进行回顾、总结、归纳和反思，将先前与

提出的认知学习、经验学习和实践学习的三因子结

创业直接相关的经验、管理经验、行业专有经验、

[4]

构模型 。已有研究或者关注了少数正在创业的大

职业经验等转化为知识的过程[5,6,11]，该过程强调批

学生，忽略对潜在大学生创业群体的讨论；或者直

判性反思的作用，包括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失

接借用企业家创业学习的测量体系衡量大学生创

败行为的反思等

业学习，是否适用有待讨论。最主要的问题是研究

依赖性

[14]

对大学生创业学习本质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缺乏

中获取和更新创业知识[15,16]，如观察他人的创业行

理论层面的整合。大量研究表明创业学习最根本的

为、模仿他人较为成功的经验等[7,11]，并把所获得

是经验学习[5- 7]，紧密依托个体经验的改造和转化。

的信息与已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对自身能力、

大学生创业学习研究和实践也显示了对经验学习、

观念进行重组从而构建新的知识[10]，即所谓创业认

做中学的偏好[8]，但是创业学习的体验性本质在大

知学习。此外，创业者不能过分依赖已有经验或模

学情境中的内涵还需深入挖掘。基于此，本文依据

仿他人来应对不确定性，还必须通过亲身实践来加

体验学习理论等相关研究，结合高校创业教育实践

以完善[17]。创业实践学习强调“边做边学”，通过

和大学生创业者的实地访谈，提出院校情境下大学

采取实际创业行动来理解和摆脱创业困境，将先前

生创业学习的维度结构，并通过多阶段问卷调查检

掌握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转化应用于实践，并在解

验其有效性，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决实际任务中充实创业知识。综上所述，已有研究

[12,13]

。但是经验学习容易导致路径

，因此创业者还需从外部特别是社会网络

在探讨创业学习内涵的过程中发展了许多重要的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概念，如“经验学习”“反思”“观察学习”“网络

1．体验学习理论与创业学习的内涵

学习”
“失败学习”
“做中学”等（表 1），有助于理

由于创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创业者自

解创业学习的过程本质。但是能够构成范式意义的

身拥有的知识不足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突

是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等三种，不同范

发状况，需时刻从内外部环境中学习以更新知识体

式的创业学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创业学习主要就

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的过程就是一个持续学

是从自我或他人的直接或间接经验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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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业学习相关概念
相关概念

主要涵义

代表学者
Cope(2005);Politis(2005);Holcomb(2009);Minniti&Bygrave(2
001);Petkova(2008); Corbett(2005)
Holcomb(2009)；Rae&Carswell(2001)
Cope(2005);Minniti&Bygrave(2001);Petkova(2008)

体验学习

从过去的经验中积累和更新知识；先前经验的转化

观察学习
批判性反思
做中学
认知模式
社会互动

观察或模仿他人的行为、他人的结果
对成功或失败经验的内在反省
试错、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完成角色任务中更新知识 Hamilton(2011);Politis(2005);蔡莉,单标安(2012);Cope（2005）
Corbett(2005); Young&Sexton(1997); Rae&Carswell(2001)
信息加工、认知重组，构建专家知识的过程
网络关系与社会交往，强调共同参与、对话交流、合 Rae(2005);Taylor&Thorpe(2004);Hamilton(2011)
作学习等

主要维度
经验学习
认知学习
经验学习
实践学习
认知学习
认知学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通过系统梳理创业学习相关理论发现，学习理

助于获得创业默会知识。其次，由于体验学习强调

论中与创业学习过程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体验学习

学生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的总结、反思和交流，能

[18]

。该理论认为学习就是源于经验并在经验指

使学生对理论与实际间的差距有更好的反思性理

导下不断修正、获得概念的连续过程，完整的学习

解，从而提高机会识别能力，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就

包含具体体验、抽象概括、反思观察和实践应用四

业能力。此外，研究普遍认为大学既能为学生提供

个阶段的循环过程，人的知识就是在这种循环过程

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创业学习机会，还能提供其发

螺旋上升中实现更新迭代的。体验学习理论视经验

展的网络资源，如志同道合的同辈人、教师、创业

为重要的学习资源，是“活的教科书”，与创业学

者、潜在的客户/供应商等，大学生通过“模仿”进

习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因而成为系统整合创业

行创业学习，能够提高其创业自我效能感[28]；并且

学习研究的重要框架。基于该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许

来自社会网络的支持使大学生能够接触到有价值

多经典的个体创业学习过程模型，如 Cope 基于关

的社会联系，获得创业资源并形成初始的创业社会

理论

[5]

键经历的创业学习模型 、Politis 基于经验过程的
[6]

创业学习模型 、Holcomb 基于直观推断的创业学
[7]

资本，激发他们利用社会环境来创业。总之，从高
校创业教育实践来看，大学环境中有各种创业学习

习模型 等。在体验学习理论视域下，创业学习强

的机会，既有创业课程等正式学习形式，也有创业

调个体体验或亲身参与、注重教育的情境性、学习

嘉宾演讲、竞赛、社团、实习等课外活动及其中的

过程的完整性以及批判性反思过程，在持续的学习

人际交往等非正式学习形式；创业教育过程具有体

循环过程中积累和重构创业知识体系。体验学习理

验性的特点，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做中学”、观

论对分析大学生创业学习的过程机制同样具有重

察模仿等来获取创业知识和经验，反映了创业学习

要意义，大学生带着一定经验基础走进校园，在学

共同的本质要求。

校获得新的创业学习体验并成为下一阶段学习的

然而，大学生创业学习扎根于院校情境中，同

起点，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有

一般意义的创业学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主要的

着深远影响。

区别在于大学生创业学习的核心任务是为获取创

2．大学生创业学习的内涵及维度辨析

业知识和创业能力而非实现企业绩效，相比创业实

创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形成更专业的

操技能，思维方法的训练与社会能力的培养对大学

创业认知模式，而深层次认知模式的改变有赖于主
[19]

体的深度参与和对关键经验的学习

。相关研究倡

导通过体验、情境、游戏、案例、活动、
“做中学”
[8，20-22]

生更为重要[20

，29]

。其次，大学生创业学习过程与高

校创业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大学生虽然缺乏职场经
验，但是可以充分利用大学提供的各种正式或非正

，并探讨了创业

式的创业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鉴于此，本文将院

[24]

、创业

校情境下的大学生创业学习操作化定义为：大学生

等过程中的创

为获取创业知识和经验，积极参加创业教育课程和

业学习机制，研究认为：首先，体验式的创业教育

实践活动，主动与老师、同学、创业者、行业中的

课堂和活动通过模拟真实创业情境，能使大学生对

专业人士等交流互动，观察或模仿他人的创业行

创业者的“生活世界”有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有

为，并对有关经验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总结和反

等方式促进大学生创业学习
课堂中的游戏模拟
实习

[25]

[23]

、创业社团活动参与

[26]

、创业者交流

[27]

、创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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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以指导创业实践的过程。该过程包含了体验、观

建立工作室、参与学生创业项目团队等）中积极参与

察、反思和实践等体验式学习的四个基础阶段，具

到问题解决过程，将先前习得的创业知识和经验应用

体体现为大学生创业学习的四个基本形式：

于当前的任务中以检验或纠正认识，或者不断尝试新

（1）创业教育参与，是大学生亲身参与各类

的解决方法、试错、总结等，积累专业技术、管理、

创业教育活动，如创业课程学习、企业家讲座或交

市场、行业发展、产品或服务等实践层面的经验，更

流会、创业社团、创业竞赛等，这种课内教授和课

新自己的创业经验体系。

外实践活动结合的创业教育体系是目前我国高校

基于体验学习理论的大学生创业学习四阶段模

创业教育的主流方式，也是大学生进行创业学习、

型，契合了创业学习本质要求，反映了创业教育和实

获取创业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根据现代学生学习和

践过程中大学生进行创业学习的核心特征。

发展理论，学习主体的认知活动参与度（或学习投
入）是影响学习成果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认为大学

三、研究设计

生在校期间参与创业教育活动越多越有可能收获

由于创业学习理论本身发展并不成熟，相关概

创业知识和经验。

念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研究需要先定性地了解大学

（2）创业网络互动，指大学生在参与创业教育

生对创业学习等概念的认知水平，因此需通过访谈

和活动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拥有创业经验或创业资

识别大学生创业学习的特征，以便进一步检验本文

源的人和机构（如创业导师、校友或其他创业者、

提出的大学生创业学习的理论结构，为测量工具的

行业中的专业人士、风险投资机构等）
，大学生有意

开发提供测量条目信息和理论支持。通过半结构访

识地向他们请教，观察、模仿他们的行为，既能获

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挖掘大学生创业学习的关键概

得创业经验知识，还有机会获取和了解创业信息或

念，结合理论研究和访谈文本分析，初步确立大学

商业渠道资源等。与这些“重要他人”的交流越多

生创业学习的原始测量题项，开展多阶段的问卷调

越有利于大学生识别创业机会和获得创业资源。

查，对初始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和信效度检验等。

（3）创业经验反思，是大学生对所感知的直

1.半结构访谈与问卷初始题项的确立

接或间接经验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思考、分析和总

2019 年 3—5 月对武汉市部分高校创业园区的

结，以获得认知深化。自我或他人的经验是大学生

13 位大学生创业者进行了实地访谈（受访者基本情

创业学习的重要源泉，如反思成功的经验是否可以

况见表 2）。受访者中有重点高校大学生，也有普通

复制、有哪些“坑”需要在今后注意等，从中逐渐

院校大学生，他们均是创业团队创始人或核心成

形成自己的创业认知体系。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判

员。其中，男生 11 名，女生 2 名。在学历分布上，

断和分析是大学生创业决策的基础。

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以本科生为主。在行

（4）创业实践应用，是大学生在创业实践（如

业分布上以文化创意、高新技术和服务业为主，大

表 2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统计表
编号

性别

学历

所学专业

学校类型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R1

男

本科

2016 届广告学

四年制学院

文印、广告、美术陈列

文化创意

R2

男

硕士

2016 届土木工程

985 工程高校

智能母婴产品

智能制造

R3

男

本科

2017 届环艺设计

四年制学院

新媒体视频制作与运营

数字传媒

R4

女

本科

2020 届汉语言文学

四年制学院

乐器琴行教学与销售

教育培训

R5

男

博士

2020 届材料化学

985 工程高校

区块链技术研发

高新技术

R6

男

本科

2020 届电气转金融

四年制大学

新能源、太阳能制品

高新技术

R7

女

本科

2016 届珠宝设计

211 工程高校

文化创意、珠宝设计

文化创意
智能制造

R8

男

本科

2017 届生物工程

四年制大学

汽车智能配件研发

R9

男

硕士

2017 届信息工程

985 工程高校

信息辅助应用软件

信息软件

R10

男

本科

2019 届机械工程

985 工程高校

文化创意、特种打印

文化创意

R11

男

硕士

2019 届动画

211 工程高校

动画制作与运营、内容制作

文化创意

R12

男

本科

2018 届广告学

四年制学院

新媒体视频制作与运营

数字传媒

R13

男

本科

2020 届机械学

四年制大学

残疾人辅助产品设计

服务业

第 21 卷第 4 期

梁春晓等

87

基于体验学习视角的大学生创业学习维度探析

部分大学生创业者团队的主营业务与自己所学专

二是关联编码，要使上一阶段中提取的初始概念语

业相关度较高。

句自然呈现出核心范畴，主要通过对上述初始概念

采用基于关键事件的半结构化访谈法，以了解

不断进行比较、调整、分析和归类，将表述相同或

大学生从发现创业机会、筹备到正式创建企业的具

者含义接近、内容相似的代码语句合并，并整理出

体过程和主要想法。访谈的主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开放编码中的层次关系。据此提炼出大学生创业学

以下几方面：1. 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的公司/创业项目

习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的概念类属，将上述初始概

基本情况（主营业务、盈利模型、运营状况等）
。2.

念联系起来，每一种概念类属下面分别包含了相关

在正式创业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创业？为什么？

概念。例如“理论积累”主要包括通过阅读书籍资

3.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创业的？4.如何确定这个创

料、观看视频、理论课程学习等得到收获；“经验

业项目？5.对选择创业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或事有哪

积累”主要包括通过实习、创业等实践活动得到收

些？为什么？6.大学生创业需要具备哪些知识或素

获等。三是核心编码，在所有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

养？7.从哪里获得这些创业所需要的基本素养？8.

起来后，将编码得到的核心范畴组织起来并构建理

创意想法来自哪里？9.大学期间有哪些经历对你获

论。根据前述的大学生创业学习的维度构思（创业

得创业所需的知识或能力有帮助？为什么？

教育参与、网络互动、经验反思和实践应用），将

访谈结束后，运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法对
文字资料进行处理

[30]

。一是开放性编码，对原始访

谈文本资料进行逐句逐行逐段的编码，并力图使得

核心范畴与相关文献进行对照，结合题项的表面效
度等得出大学生创业学习的四个维度的主要内容
（表 3）。

编码后的语句尽可能保留受访谈者最本来的意思。
表 3 大学生创业学习各维度要素词频统计
维度
教育参与

网络互动

实践应用

经验反思

概念提取

关键要素

频次

比例/%
21

理论积累

参加创业课程、阅读和观看相关视频的收获

11

活动体验

参加创业社团活动、竞赛、讲座、创业实习等的特点和频率

17

他人影响

同学、老师、创业者、专业人士等的关键影响

10

交流互动

与老师、同学、创业者、专业人士等交流的频率和内容

32

经验积累

实习、项目团队、创业实践等的收获

19

情感体悟

感受到创业者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体会

9

探索应用

不断摸索以找到规律性的东西

4

知识检验

做的过程中发现有些想法是合理/不足的

4

行动改进

思考遇到的问题以便调整行动方案

3

经验搜集

反思已经发生的事情，得出启示

14

失败分析

事情没有做成功的原因

5

自我判断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他人的经验仅供参考

5

访谈时还将一些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和创业学

32
29

18

2．预调查和正式调查

习量表的题目对受访谈者进行提问，结合上述编码

在初始问卷形成的基础上，开展了两次调查工

分析的结果，初步形成了与大学生创业学习相关的

作，采集两组样本数据，以确保最终得到的大学生

32 个原始题项。为确保各条目的准确性、适宜性和

创业学习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问卷题项采

非重复性，组织相关专家及创业大学生代表对题项

用 5 级李克特量表的计分方法，答卷者回顾其在校

的重要性进行评价，对表述进行调整，删除重复的
题项，选取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大学生创业学习
的描述项目。之后找 10 名大学生创业者或毕业生
填写问卷并对问卷填写的体验给予反馈，最终确立
了 25 个题项的大学生创业学习初始问卷。

期间参与创业学习活动的频率，分值越高表示越频
繁。预调查在 2019 年 5—7 月，给毕业三年以内的
大学生发放预调研问卷 800 份，回收问卷 611 份，
有效答卷 535。本次调查采集的数据主要用于项目
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确定大学生创业学习的
测量维度。正式调查在 2019 年 7—9 月，对华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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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沈红教授团队的“全国本科生能力测评”

本次调查数据主要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和量表的

（NACC2016）调查中的大四学生进行了追踪回访

信效度检验。两次问卷调查的样本基本情况统计如

调查，通过短信或邮件的形式放发放问卷，成功送

表 4 所示。

达 2113 人，回收问卷 639 份，有效样本 434 个。
表 4 两次调查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样本 1（N=535）

统计量
性别

户籍

学校层次

学科专业

样本 2(N=434)
百分比/%

N

百分比/%

N

男生

205

38.3

251

57.8

女生

330

61.7

183

42.2

城市

229

42.8

182

41.9

农村

306

57.2

252

58.1

非双一流

429

80.2

283

65.2

双一流

106

19.8

151

34.8

文科

333

62.2

168

38.7

理工

176

32.9

227

52.3

其他

26

4.9

39

9.0

意义等标准。研究还分别进行了两因子、三因子和

四、实证分析

四因子结构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的拟
1．项目分析

合效果最为理想，累计贡献率高且与理论预设一致，

利用预调查数据先对初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

因此选择四因子模型。删除在各因子上的载荷都低

结果显示，初始问卷的 25 个题项均与全部题项总

于 0.5 或者在多个因子上的载荷都大于 0.5 题项、以

分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介于 0.624 ~ 0.879，均高于

及与所在因子的涵义明显不相符的题项。结果发现

标准值 0.4；每个题项的临界比值均达到统计显著

“EE3 阅读和观看创业相关的书籍或视频资料”与

性要求，即各题项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得分差异显

共同因子内涵不一致，
“ER7 有意识地积累创业所需

著。但是题项“EC1 在学校学习和活动中认识一些

能力”“ER1 关注本行业中榜样企业的行为”“ER6

志同道合的同辈人，经常接触和交流”“EA1 通过

从专长中思索创业机会”等在两个因子上面的载荷

创业实践将想法付诸实现”等删除后，其所在维度

均大于 0.5，因此考虑删除这四项。经过多轮因子分

的整体信度系数变得更高，故删除上述两个题项。

析后得到较为合理的结构（表 5）
，虽然“EE5 参加

余下 23 项均通过检验暂且予以保留。

大学生创业竞赛”
“EE4 参加创业社团组织活动”的

2．探索性因子分析

载荷在 0.4 左右，但考虑到实际中这两种活动是大学

运用 SPSS.21 对剩余的 23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

生进行创业学习的重要途径，因此予以保留。最终

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946，通过 Bartlett

得到大学生创业学习的 19 个测量题项，将其收敛为

球形检验（P<0.000），说明数据满足因子分析的条

创业教育参与、创业网络互动、创业经验反思和创

件。抽取因子数目主要依据：特征值大于 1、碎石图

业实践应用四因子，累计解释方差量为 78.94%。

变化情况、方差累积贡献率和因子分析结果的实际
表 5 大学生创业学习探索性因子分析
教育参与

网络互动

经验反思

实践应用

EE6 参加中小企业/初创企业考察或实习

题

项

0.756

0.169

0.088

0.180

EE1 参加学校开设的创业课程和创业技能培训

0.741

0.188

0.233

0.299

EE2 参加创业者或企业家讲座

0.722

0.254

0.327

0.180

EE5 参加大学生创业竞赛

0.456

0.363

0.188

0.420

EE4 参加创业社团组织活动

0.400

0.384

0.102

0.333

EC5 通过学校学习和活动认识一些非本行专业人士，经常接触和交流

0.171

0.863

0.195

0.160

EC4 通过学校学习和活动认识一些本行业专业人士，经常接触和交流

0.149

0.823

0.301

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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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题

项

教育参与

网络互动

经验反思

实践应用

EC6 通过学校学习和活动认识一些金融机构或投资方面的人，经常接触和交流

0.304

0.664

0.178

0.424

EC3 通过学校学习和活动认识一些创业者，经常接触和交流

0.326

0.661

0.279

0.437

EC2 通过学校学习和活动结识一些创业导师，经常接触和交流

0.378

0.561

0.222

0.490

ER4 分析自己的创业相对优势与不足

0.166

0.300

0.821

0.191

ER5 从自己或他人的创业失败案例中吸取教训

0.192

0.222

0.800

0.403

ER3 反思自己或他人的创业失败行为

0.247

0.216

0.800

0.390

ER2 总结自己或他人的创业成功经验

0.241

0.215

0.766

0.393

EA3 通过持续的创业实践来检验或纠正已有经验

0.260

0.296

0.254

0.826

EA47 通过创业实践深化对创业的认识

0.254

0.232

0.386

0.825

EA6 在创业实践中总是尝试更好的问题解决办法

0.274

0.252

0.312

0.817

EA2 通过创业实践来积累各种经验

0.266

0.230

0.372

0.810

EA5 将所学创业知识或经验应用到创业实践

0.193

0.249

0.346

0.808

注：因子抽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采用直交法。因篇幅限制，本文只呈现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如需了解更详细的数据分析
过程请与作者联系获取。

3．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第二次调查的数据以及 AMOS22.0 软件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图 1）。其中 EE1、EE2、EE4、
EE5、EE6 表示创业教育参与的各个测量题项；EC2、
EC3、EC4、EC5、EC6 表示创业网络互动的各个测
量题项；ER2、ER3、ER4、ER5 表示创业经验反思
的各个测量题项；EA2、EA3、EA4、EA5、EA6
表示创业实践应用的各个测量题项。经检验，大学
生创业学习测量模型各类指标达到标准值要求（表
6），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根据图 1 的结果，大学生创业学习四因子之间
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均大于 0.6），表明很
可能存在更高一阶的因素。对此进行了二阶拟合
（图 2）
，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学习的二阶模型具有
较好的拟合度（表 6），创业教育参与、创业网络互

图 1 大学生创业学习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一阶）

动、创业经验反思和创业实践应用四个维度从属于
大学生创业学习的概念。
表 6 大学生创业学习结构模型拟合指数表
指

标

一阶结果

χ2/df

SRMR

RMSEA

GFI

AGFI

PGFI

NFI

RFI

IFI

TLI

CFI

2.746

0.044

0.080

0.866

0.825

0.665

0.926

0.913

0.952

0.943

0.951

是否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二阶结果

2.911

0.052

0.084

0.857

0.817

0.668

0.921

0.908

0.946

0.938

0.946

是否通过

通过

尚可

尚可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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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创业经验反思和创业实践应用各维度的一致
性系数 α 值分别为 0.827、0.910、0.937、0.974，均
高于 0.7 的标准。说明该四因子测量模型具有较高
的信度。
效度分析。本研究是在创业学习相关文献研究
（包括已有的案例研究和实证测量）的基础上，结
合深度访谈资料加以发展的，量表初始题项完成后
又与教育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相关学科的专家、研
究生以及大学生创业者进行了多次讨论，确保了问
卷内容的有效性。此外，量表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
大于标准值 0.5，且创业教育参与、创业网络互动、
创业经验反思和创业实践应用四个维度的平均抽
取变异量 AVE 值分别为 0.504、0.694、0.888、0.757，
均大于标准值 0.5；组合信度分别为 0.833、0.919、
0.975、0.926，均大于标准值 0.6（表 7），说明量表
图 2 大学生创业学习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二阶）

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由表 7 还可知量表各维度的
AVE 平方根值基本都大于各维度的相关系数，说明

4．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大学生创业学习量表总体的一致性

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系数 α 值为 0.957，其中创业教育参与、创业网络
表 7 大学生创业学习各维度相关系数及 AVE 平方根值
组合信度

创业教育参与

创业网络互动
**

创业经验反思

创业实践应用

**

0.661**

创业教育参与

0.833

(0.701)

0.724

创业网络互动

0.919

0.724**

(0.833)

0.635**

0.691**

创业经验反思

0.975

0.581

**

**

(0.942)

0.659**

创业实践应用

0.926

0.661**

0.691**

0.659**

(0.870)

0.635

0.581

注：对角线括号中为各维度的 AVE 平方根值；**、***分别表示 1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在较大差距。原因可能是目前高校创业教育主要针
对已经创业大学生而设计的类“精英式”的教育培

基于创业学习和体验学习理论研究，提出了院

训、教学内容和形式等对广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够，

校情境下大学生创业学习的定义和维度，并验证了

但最根本的是由于缺乏与创业学习内在属性相适

由创业教育参与、创业网络互动、创业经验反思和

应的教育模式，导致创业教育在实践中走向两种极

创业实践应用等四个维度构成的理论设想，结果显

端：或者偏重知识灌输的课堂授课，或者片面开展

示该四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度，结构稳定可

实践教学而忽略与理论学习相结合。在体验学习理

靠。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探讨大学生创业学习过程机

论视域下，学习主体的亲身参与和独特体验是创业

制，指导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具有一定启发

学习的基础，而主体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策略对

意义。

于转化经验和创造知识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必须整

（1）重视大学生的创业学习体验，将体验学

合创业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的体

习理念贯彻到创业教育各环节，完善创业教育体

验、观察、经验反思和创业实践形成有机整体。为

系。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开展了创业教育，从直接

此，需要首先转变教育理念，树立整体学习观和体

的创业课程与培训到创业社团、讲座、实习、竞赛、

验式教育观，改变当前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孤立

基地建设等，但是总体来看大学生创业教育参与率

状态，构建创业学习实践共同体，探索情境化和体

较低、满意度较低，创业教育的实际功效与预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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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次，要加大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和建设力
度，在开设门类、教学形式、教材选编、课时安排、
选课名额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做好协调，开展内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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