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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5,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unde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mainland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have been gradually popularized, the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in a 
diversified way,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platform has been 
accelerated, variou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have been launched, and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employment cho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Taiwan started early with high degree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relatively 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trong 
faculty, and a bet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iversi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re is a vast space for 
cooperation. By analyz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Strait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spects of cooperation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win-win development across the S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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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自 2015 年以来，大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创新创业

课程逐渐普及，双创教育多元化发展，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加速，各项创新创业赛事火热

开展，创业日益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台湾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起步早，资源整

合度高，课程体系较为完善，创新创业教育特色鲜明，师资力量强，创新创业教育生态较好。

两岸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各具优势，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本研究通过分析两岸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的比较优势，展望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合作前景，以期能够实现两岸的共

赢发展。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46

2019 3r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ISEMSS 2019)

Copyright © 2019,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55



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位处在世界经济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的最底端，长期扮演世界工厂“打
工者”的角色。中国经济摆脱低水平发展状态的关键是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创新引领

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就业任务重。但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

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在这种形势下，更要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实现经济发

展和扩大就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顺势而生。2015 年，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战略高度。随后，

国家又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

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各级地方政府也出

台了多方面的鼓励政策，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创新创业的热潮。

1.2 研究意义 

大学生是最富创造活力和潜力的群体，因此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国家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高校肩负着不可推卸责任[1]。高校是培养并向社会输送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的重要阵地。只有通过高校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和高水平的创新科研,将高质量的创新资源输

送给社会，国家才能摆脱低水平的发展模式[2]。因此，各高校纷纷探讨并尝试各种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模式，各类研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文章也层出不穷。

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学术界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早在 1999 年就开始，这期间各类

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学术论文有 27300 余篇，其中关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文献有 5900
余篇，而 2015 年以来发表的关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文献有 5100 余篇，占到该方面研

究的 86%以上。然而纵观这些研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文献，研究台湾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或

海峡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比较研究的文献仅 30 余篇。在这 30 多篇的研究台湾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的文献中，又多是研究台湾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经验对大陆高校的借鉴意义，是单方

面的学习和借鉴，鲜有文献站在海峡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各自优势的角度去探讨海峡两岸

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合作前景。

本研究从分析海峡两岸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各自的比较优势出发，展望两岸高校互

利共赢的创新创业教育合作前景，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也希望

在丰富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的同时，为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合作的实践提供

参考。

2. 海峡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比较优势

如上文所述， 自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

各类研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文章呈现井喷状态。但大多数文献是研究大陆高校在创新创业

教育方面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而对大陆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存在的优势研究不足。不

可否认，大陆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起步较晚，也存在不少问题。但随着近几年政府出台

的各项创新创业鼓励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大陆各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因此，在探讨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合作前景时，除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更应挖掘各自的

优势，互相取长补短。这样基于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合作才更加长久，前景才更加广

阔。

2.1大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2.1.1 大陆高校深化课程体系改革，普遍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双创教育方式多元化发展。 
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大陆各高校进行课程体系改革，纷纷开设了创新创业相关课

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例如，清华大学重点建设“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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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列挑战性示范课；北京大学开设“北大十五堂创业课”等实战课程[3]；厦门大学开设了《大

学生创业计划与实践》及《大学生ＫＡＢ创业基础》等课程；福州大学开设了《创业学》、《创

业管理》和《创业设计实践》等必修和选修课。西南大学构建“1+X”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即 1 门“创新创业教育基础”必修课+30 门以上创新创业教育选修课和 4 门创新创业行业培训

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除了开设双创课程，各高校还积极探索多种创新创业育人模式。例如，温州大学的“3+1”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把分散在各院系、有创业意愿且已完成本科 3 年学习的学生，集

中选拔到创业学院进行一年的针对性培养[3]。闽江学院将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的相互融合，

并纳入学分管理。此外，各高校还积极推出一批慕课、微课和视频公开课等在线开放课程，

形成了多维度立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2.1.2 大陆高校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加速，创业孵化器、育成中心等实践基地日益普及。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不仅要依靠课堂知识的传授，更应该通过创新创业实践，提

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水平。不少高校专门成立创新创业学院或创新创业中心，统筹学

校的各项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也加速了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的建设。例如，华北电力大学

成立创业服务中心，设了6个专业的创业孵化室，为学生提供公司注册、企业管理、创业孵化、

融资对接等“一站式”创业指导与服务[3]。福州大学的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创业型人才培养及集聚为主要功能，推动创业实践。浙江大学打造“智能

制造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浙江大学e-WORKS创业实验室”等众创空间，强化科技创新实

践训练和创新创业教育，助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2.1.3 以赛促创，进一步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为加快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推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综合改革，由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等多单位共同举办的“‘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三大创新创业赛事，以及诸如大学生“创新、创意、

创业”电子商务挑战赛、“全国大学生创业设计暨沙盘模拟经营大赛”等各类创新创业学科竞

赛，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随着这些赛事常态化开展，为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提供了

展示的平台，也为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提供社会资源对接的机会，这

些都有效地激发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推动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例如，2018年
的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共有2200多所高校的265万大学生报名参赛，规模空

前[4]。各高校为挖掘和培育参赛项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2.1.4 大学生就业观念改变，创业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就业选择。 
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全面普及，各项创新创业赛事的广泛宣传，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促使大学生就业观念的改变。过去，许多大学生

和家长都认为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或在大国企、事业单位工作才体面，导致了大学生对创

新创业缺乏热情。但是随着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并且随着各高校全面

推广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逐渐认识到创新创业能力是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有助于未来长远发

展的关键能力。同时，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学校专业辅导的推动，社会资源的对接，也为

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率已达3%，超过发达国家1.6%水平近一

倍[5]。 

2.2 台湾地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优势 

台湾的“三创 ”，即创新、创意、创业，比大陆的创新创业多了一个创意，但其内涵基本

是一样的。台湾高校的“三创”教育起步较早，相对于大陆高校的双创教育主要优势体现在以

下四点。

2.2.1 台湾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资源整合度高，课程体系较为完善。 
创新创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学生不但要掌握本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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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还需要掌握创新创业所需的多学科知识，例如战略规划、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法律、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知识，才能形成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因此创

新创业教育是一项全面的综合素质的教育，仅靠独立的一两门创新创业课程的教学，无法提

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台湾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采用“学程制”的教育模式，整合了不同院

系专业的教学资源，满足创新创业教育的综合性要求。台湾高校“学程制”的创新创业课程体

系一般规定学生需修满 15-26 不等的创新创业课程学分。例如，台湾最早开始创新创业教育

的中山大学的“创业管理学程”开设了 6 门 18 学分的核心课程和 28 门 84 学分的选修课程供学

生选择修读。有些台湾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不但整合本校不同系院间的资源，还创造性地整

合了不同学校间的优势资源。例如。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台南科技大学和高苑科技大学于 2008 
年合作推出跨校性的“创意与创业学程”，整合三校各自的专长领域，采取学分互认，致力于

培养具有创意思考能力的创业人才[6]。这些 “学程制”的创新创业课程打破了院系乃至学校间

的专业壁垒，课程的融合度更高,内容涵盖创业过程的各个环节，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培养学生创业所需的综合能力。

2.2.2 台湾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注重文化创意和个性化发展，特色鲜明。 
台湾高校很注重创新创业教育的个性化与特色，他们往往结合本校优势和所在社区及当

地产业的资源，开展各具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例如，中兴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围绕茶产

业、茶乡社区进行；高雄医学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旨在培养智慧健康照护人才；台湾海洋大学

的创新创业教育则重点服务当地渔村。

台湾有着“小而美”的优势，其文化创意享誉世界。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台湾大学生就业的

重要途径之一，这也得益于台湾高校的创意、创新和创业教育，使台湾高校成为激发创意、

创新与创业精神的主要源头。台湾辅仁大学的“创意创新创业学程”就专门开设凸显“文化创

意”特色的选修课程，要求学生必须修读 6 学分的文化创意选修课。 
2.2.3 台湾高校重视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师资力量强。 

台湾高校重视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的建设,采取多种措施来培养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包括成

立教师成长工作坊，通过理论专题讲座、观摩活动、讨论交流或实务操作等多种组织方式，

共同探讨有关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的话题，以提升教师的创新创业教育能力；建设教师专业成

长( 学习) 社群，分享教学经验，促进教师的自我学习成长；组建创意教育指导种子团队与

推进机构，帮助教师掌握开展创新创业教学的相关理论，提升教学技能技巧；开设促进教师

创新创业教学水平提升的继续教育，增进教学效能，等等[7]。 
除了培养校内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台湾高校还聘请企业高管、业界资深专家，优秀

校友等来校授课或开设讲座，为学生进行答疑解惑和创业辅导，使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知更

贴合实际，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

2.2.4 台湾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与企业合作密切，创新创业教育生态较好。 
台湾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与企业的联系更为密切，企业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参与

度也较高。台湾高校通过成立“育成中心”将创新创业教育“推出去”， 主动将创新创业教育延

伸到民间机构、政府部门，再将企业、政府需求“引进来”，实现了内外的有效互动和顺畅对

接，充分整合了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了“高校、企业、社区” 联通的资源网络体系，突

出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开放性、实践性与应用性特点，形成了良好的教育生态。

3. 两岸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合作前景展望

两岸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各具优势，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例如，在打造具有校

本特色的双创课程上，大陆高校可以借鉴台湾高校的经验、做法，邀请台湾高校参与其双创

课程的开发设计和课程体系的建设，也可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一些创新创业课程外

包给台湾高校开设，以引进台湾具有特色的双创课程。两岸高校还可通过师资互聘、互相开

放创新创业网络精品课程，以及通过生源流动、学分学历互认等合作，跨区域整合资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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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台湾高校可以借助大陆高校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台湾

学生的创业项目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和进入更为广阔市场的途径。两岸高校还可组建创业项

目联合团队，参加各项创新创业大赛，为优秀的创业项目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等等。两岸

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两岸高等教育

结构调整创新，还能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有力支持，促进大学生就业，实现两岸的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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