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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any year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ork in China's college 
students training education has been unclear. Some education managers have misconceptions abou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orks.Therefore, the education work for college 
students lacks the uniform standard of education goal,the more important is the lack of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actice approac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In this paper, the 
coach technique is used as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thod of practical teaching,to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the coach techniqu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and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ach technique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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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多年来，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在中国的大学生人才培养教育中的定位一直不够明确，

部分教育管理者对创业教育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误区，因此，导致对大学生的双创教育工

作缺少教育目标的统一标准，更重要的是缺少科学有效的双创教育指导实践的方法。本文将

教练技术做为一种科学高效的实践教学方法，探讨了教练技术在指导大学生双创教育工作中

应用实践的方法和技巧，从而总结出教练技术在大学生双创教育实践中的优势和特点。 

1. 创业教育发展现状及不足 

2012年8月1日，由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

的通知（教高厅[2012]4号）文件，开启了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整体规划和建设实施的战略

步伐，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作用下，在高等院校和部分教师的积极参与努力下，

我国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掀起了一轮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潮。尤其在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课

程体系建设和实践指导应用上几年来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绩。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越来越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以及社会企业的广泛关注。然而，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在人才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Science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ICHSSD 2017) 

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155

224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定位，以及在与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人才培养目标对接上还没有

形成广泛的共识和标准。在对创业教育本身如何科学评价，课程及教材选择、教学原则和教

学方法等尚处于前期摸索和验证阶段，不同高校在对待创业教育的教学组织和管理上存在较

大差异化、不同地区的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识和投入参差不齐，导致目前的创业教育存

在多元化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理念，在教学方法和指导实践应用中有的还停留在SYB和KAB等
传统创业教育课程的理念和教学内容上并无创新和实践应用上的突破。事实证明，创业教育

以及创业教育的课程建设必须从创业实战的应用效果入手。 

2. 教练技术的由来及特点 

2.1 创业教练技术的由来 

创业教练技术源自于管理教练技术。现代企业已经步入到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经营和

管理，企业所面临的商业环境已经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

企业管理创新摸索中逐渐总结形成了一套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也被称为“知识经济企业管

理新技术”。新的管理模式让企业的管理者向教练身份转变，在这种创新型的管理模式下，

企业的管理者开始尝试以目标为核心，以成果为导向，通过积极的聆听和有效的对话，激发

员工的智慧，从而快速地将目标转化为成果，形成企业竞争的核心动力。这套创新的管理模

式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技术就是管理教练技术。自管理教练技术引入到中国以来的10
余时间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更多的中国企业管理者开始学习和接受管理教练

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实践和效果。经过多年来管理教练在国内外企业的成功实践和应用，管

理教练技术已经得到了企业用户的认可和信赖，同时也经受住了市场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管理教练技术在企业管理应用中的成果就是形成了企业教练这一创新的管理思维和理

念，在当今的企业市场竞争中成为了管理决策者一项十分有效的管理工具，从2015年以来，

管理教练技术开始被引入到高校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以及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实践指导工作中取

得了极大影响的收获了具大的成功，并由此形成并开启了创业教练技术在高校大学生创业教

育中的应用实践。实践证明，创业教练技术对于以往高校中从事创就业教育和辅导的一线教

师们来说，这种简单科学高效的教学思维方法正成为他们指导大学生摆脱创业困惑突破创业

瓶颈的有利工具。 

2.2 教练技术的特点 

应用于企业管理中的管理教练其定义为：通过有效对话，引发员工的智慧，激发员工醒

觉性与尽责感，从而快速提升员工绩效的管理技术。教练技术的特点是以人为本，相信被教

练对象具有解决问题的智慧。教练技术具有严谨的架构体系，在架构体系的支撑下从目标到

成果形成了完整的价值管理模式，通过有效对话能够让被教练者主动思考，理清现状，确定

方向，明确目标。在高校从事创就业的教师们，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自身缺

少创业的经历和经验，导致老师们在给学生做创业教育或项目指导时经常陷入一种不自信的

尴尬境地，更有很多老师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经验指导的陷阱和误区，创业教练技术的出现正

好帮助这些从事创业教育的一线教师们摆脱了这种尴尬和误区，越来越多的创业指导教师通

过学习和运用教练技术实现了引导创业学生智慧和思维去解决学生自身创业实际问题的高效

辅导，让更多的创业指导教师能够更有效的与创业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指导的效果也越来

越好。 

3. 教练技术在创业教育指导实践中的应用 

创业是最高层次的就业，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大学生的双创教育正在以全

新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深度融合于人才培养的每一个阶段。然而，由于我国创业教育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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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认识落后，虽然，有些院校十分重视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成立了相应的创业学院或大学

生创业指导中心等专职于双创教育工作的教学辅助部门，但是师资队伍的培养还需要一个过

程，长期以来高校中严重缺少专业性的双创教育教资团队建设，导致多数高校中从事创就业

教育指导工作的一线工作者仍然由辅导员或没有创业经历的从事招生就业行政工作的教师兼

任，当前的这一格局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改善。因此，如何为这些本就日常工作十分

琐碎和繁忙的辅导员老师们提供一项好学好用而又有效的创业指导技术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

要。教练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上手快，容易掌握并且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创业智慧的有效的

创业实践指导技术。教练技术就是要让我们的老师向创业教练的身份转变，教练技术的有效

性在指导学生创业教育工作中的应用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有效对话 

创业教练的对话技术能够让我们的教练老师在与创业学生交谈中做到发现性、扩展性和

动力性的特点。当一个怀揣创业梦想或创业灵感的学生找到老师去寻求帮助和指导时，由于

我们的学生经验或能力不足的原因，经常会陷入到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愿景目标中难以自拔，

没有经过教练技术学习的指导老师往往会在这种与学生的沟通交谈中随着学生的夸夸其谈而

迷失创业指导的方向的重点，最后我们给学生的任何建议或帮助对于学生来说都可能是错误

的或不是学生真正想要的。而那些接受过教练技术学习和训练的教练老师，他们就可以帮助

学生穿透自己的思维演绎看清其创业项目或创业目标的客观事实。只有让学生的愿景目标精

准转化成为可具执行力的行动目标才能让我们的创业指导真正收到效果，让学生得到帮助。

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交谈对话结果的原因就是教练技术的有效对话方法和技巧。对于创业指

导教师来说，要想实现与学生的有效对话，需要学习两方面的技术，一方面是如何聆听，另

一方面是如何发问。 
3.1.1 有效聆听 

有效对话的前提是学会聆听。创业教练通过聆听技术能够穿透学生或慷慨激昂或沉思忧

郁的表达陈述中看到事实真相。只有当创业教练掌握了聆听技术才能激发学生有动力的与你

交谈，当学生能够敞开心扉跟我们畅所欲言时，他会自觉地去思考，经过思考学生的创业智

慧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对于教练技术在创业指导中的实践来说，聆听不仅是在用耳朵听，更

重要的是对被教练对象的重视、理解和尊重，教练要做到忍耐，避免打断对方思路，要留给

被教练对象一个完整清晰的表达陈述的机会，这样能够促进学生们的思维自醒，帮助学生创

造性的开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智慧之门。我们把这种聆听技术称为有效聆听。 
3.1.2 如何发问 

在有效对话中，创业教练如何发问，问学生什么问题一直是高校创业导师们的最大困惑，

这跟我们学校从事创业指导工作的老师们缺少创业经历和经验，缺乏有效创业指导方法有直

接关系。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最严重的错误，不是给出错误的答案，而是针对错误的问

题作答。我们需要的不是正确的答案，而是正确的问题。”其实，创业教练的发问能力是一

个操作性很强的技巧，但是发问的核心重点就是要针对关键词发问。这跟传统创业辅导最大

的不同就体现在发问是否能够切入重点和主题，没有接受过创业教练技术培训的老师可能像

学生一样很善谈，但是天马行空的跟学生说了很多却都不是学生关注的重点，而且经常会陷

入经验辅导的误区，通过跟学生例举大量创业成功人士的案例来激励学生，但是往往效果并

不是很好，甚至于误导学生在错误的方向上不断试错不停地做着无用功。导致这样结果的原

因就在于经验辅导在应用于学生创业辅导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任何创业成功的案例都

是不能被完全复制和模仿的，因为，每一个创业者所面对的创业环境和条件都不可能完全一

致和相同。创业教练是通过有效发问，就一个关键词，就学生创业中面临的一个具体目标或

困惑去答疑解惑。一个有效的发问是简明、清晰的焦点集中的具有建设性的问题，问题的提

出是切重要害能够帮助学生清晰目标，明确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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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清现状 

无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毫无创业经验的学生创业者，他们都是从事其创业领域的专家

和权威，因此，当他们遇到困难或面对现状时，容易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对事实的现状

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往往创业者的分析和判断

过于个人臆断而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时创业教练可以帮助创业者理清现状，探寻

创业目标中的关键点、问题点和难点。理清现状也是教练辅导过程中必须要完成的规定动作。

因为任何经验辅导或是商业咨询都不可能一次就全部搞定企业管理者的所有疑惑，教练技术

也一样忌讳眉毛胡子一把抓。教练技术在创业辅导过程中通过有效对话技术聆听创业者关心

的关键点，要聚焦一个展开发问，而创业者尤其是初创阶段的学生创业者他们面对的创业环

境和机会往往是多方面的，创业教练就是要抓住现状中最大的障碍，通过“事实+数据”的方

法让创业学生能够发现“优势”和“差距”以及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3.3 目标分类 

彼得·德鲁克说过：“建立目标是一种平衡：在企业成果与遵循人们所相信的原则之间

的平衡，在企业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之间的平衡，在期望的结果与可用的资源之间的平衡。”

从创业教练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生创业项目从初创到成熟过程存在三种表现形式：

愿景目标、表现目标和行动目标。创业教练在创业指导实践中能够将三类不同目标表现形式

进行科学转化。从教练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来看，正是因为创业教练能够帮助学生从宏观的

愿景目标转换成为具体的、明确的、有时间限制的，以成果为导向的表现目标，在每个行动

目标的展开落实上又将其转化成为每天去做可以度量的行动目标去加以实现。在三种目标转

换过程中精准表现目标是尤为关键在一环。精准表现目标的核心要素是具体的、可度量的、

可接受的、成果为导向的、有时限的。具备这些条件的表现目标才是创业者当前面临的形势

下最需要解决问题的努力方向。教练技术在帮助创业学生实现目标分类的过程中的实践应用

意义是非常大的。 

4. 结语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大学生创业队伍逐年增加。这就要求我们的创业

指导教师们也要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在面对互联网时代茁壮成长起来当代创业大学生们，

我们必须要完成由传统教师向创业教练的角色转变。在创业教育的方法研究和实践应用中不

断探索新思维和新模式，教练技术经过多年在企业教练中的实践应用所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已

经得到了企业及市场的验证和认可，将教练技术引入到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指导中是新时期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实践改革过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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