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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202 students in H University who engage in undergraduate, postgraduate, 

doctoral and EMBA programs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inly discuss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and the specific dimensions of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o put it into a specific way,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s conducted here, by which it is 

discovered that except the individual satisfaction, all of the rest variables do exert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or this reason, it is of urgent necessity for higher institutions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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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H大202份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EMBA四个层次的学生调查样本为基础，探讨了高校创业教育实施形

式和内容与创业意向具体维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除个体态度中满意度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

对创业意向起不同程度的显著作用。因此要高度重视高校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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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今天的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创业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在与创业活动有关的行

为中，最重要的是创业意向，而与创业意向密切相关的则

是创业教育。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间

的关系。 

创业教育是高校能够激发大学生的事业心和进取心

的一系列活动,它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业精神和能力的人

才。在创业意向方面，学者Bagozzi[1]、Thompson[2]等均

对其有明确的解释，而本研究所指的创业意向则是潜在的

大学生创业者对未来创业行为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受自

身态度及外在相关因素的影响。创业意向在创业行为中处

于重要的地位，有学者指出创业意愿也可以对创业行为进

行很好地预测，因此创业意向作为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

素。 

本文在总结归纳以往研究基础上，采用创业事件模型

（Shapero）和计划行为理论（Ajzen）作为本文概念模型

的基础理论。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态度、意愿与行为

的关系在两个模型中都有清晰地体现，有利于本文总结创

业意愿的维度，更好的进行实证研究；(2)这两个模型已

经比较完善，在现有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与广泛地

运用。 

创业事件模型(SEE)主要观点是创业是可以通过首创

精神、能力、管理、自主性和冒险精神相互作用影响的一

个事件。该模型认为创业意愿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感

知期望、行为倾向和可行性认知。感知期望是创业前景好

坏对个体的吸引程度或者创办新企业对个人的吸引程度。

创业可行性是指创业行为是否可操作以及能够能实现，以

及可操作及能实现的程度。而从事某一决策或行动的个体

倾向则代表创业倾向[3]。1991年，学者Icek Ajzen在《组

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中提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即TPB理论。该理论的基础是Ajzen

（1975）和Fishbein（1980）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即TRA，随后慢慢发展起来。Ajzen

认为人的行为处于控制之下，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因此，

Ajzen在创业计划模型基础上增加自我感知行为控制力这

一要素(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简单来看，在该

模型下创业行为的行为轨迹是“信念——态度——意向—

—行为”[4]。 

目前，国内学者在创业意向、创业教育方面已经有多

方面的研究，但主要是个人性格、个人背景和环境等与创

业意向之间影响的研究，虽然提出创业教育是创业意向的

重要影响因素，但还未进行深入的两者内容的机理作用。

主要原因是我国创业教育这一行为开始较晚，重视创业教

育年份也较晚，即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具体维度之间的关

系并不清晰。创业教育教学实施具体维度对创业意向的维

度之间、创业教育个体态度因素对创业意向的维度之间存

在着重要的影响路径，但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几乎未明确

提及或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创业事件模型和计划

行为理论的为理论依据，在研究创业教育具体内容维度和

创业意向具体维度基础上，研究二者之间具体内容的机理

作用关系。从而得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进一步

完善该方面的理论。 

2．研究设计 

2.1．研究模型构建的维度取舍 

在创业意向方面，本研究把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作

为影响创业意向的维度指标。创业事件模型（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vent）里对创业意向产生作用的指标

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感知期望、行为倾向和可行性认知。

而在TPB即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对意愿直接产生影响的

因素是态度、主观规范性和感知可行性三个要素。根据本

文所研究的内容，选取重叠的指标以便更好的研究。而对

于SEE模型中的行为倾向因素，属于主观因素，且易受其

他变量影响较大，因此，不作为本模型的因素列入创业意

向维度中。 

在创业教育方面，根据前人文献的相关研究，本文研

究教学因素及学生个体态度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其中教学

因素包括创业教育师资、课堂教学、创业实践基地以及创

业计划模拟四个维度。学生个体态度因素考虑到创业教育

的学习效果很难测量和评估，因此未将学习效果加入维度

中，只选取包括个体参与度与参与创业教育满意度两个方

面维度。 

2.2．理论假设的提出 

学者林崇德认为，师资类型能够影响创业教育的教学

效果，能够对学生的创业意向有显著的影响[5]。创业教

育的教师如果对相关专业知识有深刻的理解与掌握，有助

于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激发创业意向。因此可以提

出下列假设： 

假设1a：创业教育师资类型与学生创业感知期望呈正

相关关系； 

假设1b：创业教育师资类型与学生感知可行性呈正相

关关系。 

课堂教学是知识显化的过程，课堂教学内容的脉络清

晰程度以及基础知识的传达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让学生

更加了解创业教育理论的基础知识有利于激发其感知期

望和感知可行性。而对于隐形知识而言，学生是通过创业

实践基地和创业计划模拟习得的。通过创业实践基地和创

业计划模拟对创业的实践以及模拟，让学生了解创业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创业流程以及创业所需具备的素质

与条件等等。学者斯滕伯格认为，隐性知识对个体职业发

展有重要作用，而获取隐性知识的渠道就是实践[6]。因

此可以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c：课堂教学内容与学生创业感知期望呈正相关

关系； 

假设1d：课堂教学内容与学生感知可行性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e：创业实践基地的学习与学生创业感知期望呈

正相关关系； 

假设1d：课堂教学内容与学生感知可行性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e：创业实践基地的学习与学生创业感知期望呈

正相关关系； 



 Science Innovation 2017; 5(1): 21-26 23 

 

假设1f：创业实践基地的学习与学生感知可行性呈正

相关关系； 

假设1g：大学生创业竞赛的学习与学生创业感知期望

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h：大学生创业竞赛的学习与学生创业感知可行

性呈正相关关系。 

有学者研究大学生创业教育参与度便是属于这种情

感性态度。因为大学生对创业这件事儿所反映的喜好或厌

恶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在创业教育参与度上。而

创业行为态度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创业的看法或喜好厌

恶程度，这可以清晰表明，个人态度因素与创业意向间的

关系(Lmhje and Frank, 2003)[7]。 

假设2a：学生创业教育参与度越高，创业感知期望就

越强； 

假设2b：学生创业教育参与度越高，感知可行性就越强。 

创业教育内容满意度直接影响个体对创业的态度和

后续行动。创业教育内容越丰富，个体创业态度越积极[8]，

而个体的行为态度则是其行为意向的推动器[9]。学者崔

彬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大学生对创业教育的满意度就是大

学生在接受创业教育后对其期望和要求满足程度的主观

评价，大学生对创业教育满意程度与高校创业教育质量有

相关关系[10]。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c：学生对创业教育内容的满意度越高创业感知

期望就越强； 

假设2d：学生对创业教育内容的满意度越高感知可行

性就越强。 

2.3．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出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在

这个模型中，创业教育是前置变量，创业意向是结果变量, 

本研究讨论二级因素前置变量的二级维度对结果变量二

级维度的影响。以SEE模型和TPB模型为基础的创业意向，

受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两个维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SEE中的行为倾向因素，属于主观因素，且易受其他变量

影响较大，因此，不作为本模型的因素列入创业意向维度

中。创业教育受教学因素和个体态度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其中教学因素包含教育师资、课堂教学、创业实践基地、

创业计划模拟四个维度；个体态度因素包含创业教育参与

度[11][12][13]和对创业教育的满意度[14]两个方面。 

 

图1 本研究的研究模型。 

2.4．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对H大工科、理科、经管、文科其他等四大

学科方向，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EMBA四个层次

的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一共发出问卷202份，其中回

收202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77份，有效率87%。根

据小样本测试的结果，剔除不适宜选项，设计了一份包括

23个题项的李克特五级量表。为保证回归分析的结果，每

个因素都设置大于3个的题项。我们对6个自变量和2个因

变量进行同质信度Cronbach’s Alpha的计算， α 值为

0.894。 

3．实证研究 

3.1．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对学校教学因素和

个体态度因素进行效度检验，采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相

关因子。在创业意向方面，Bartlett的球形检验显著性

0.000，df值为12，大约卡方值为281.331，KMO值为0.709，

提取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两个公因子。在教学因素方面， 

Bartlett球形检验大约卡方值为844.274，KMO值为0.847，

df值为55，显著性0.000，均达到标准，提取教育师资、

课堂教学、创业实践基地和创业计划模拟四个因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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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方面，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0.000,KMO值为0.712，

提取创业教育参与度和对创业教育满意度两个因子。 

3.2．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进行研究，各因素

相关性矩阵如表1。 

从表中可得出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与参与度、创业

竞赛、创业课程、实践基地和师资力量都成显著相关。满

意度和感知期望不存在相关的关系，其皮尔森系数为

0.099，满意度和感知可信性也不存在相关的关系，其皮

尔森系数为0.087，因此可以直接推断假设2c和2d不支持，

但仍需要下一节的回归分析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表1 各因素相关性矩阵。 

 满意度 参与度 创业竞赛 创业课程 实践基地 师资力量 感知期望 感知可行性 

满意度 
皮尔森相关性 1        

显著性         

参与度 
皮尔森相关性 0 1       

显著性 1        

创业竞赛 
皮尔森相关性 .172* .1 1      

显著性 .022 .184       

创业课程 
皮尔森相关性 .497** .097 0 1     

显著性 0 .197 1      

实践基地 
皮尔森相关性 .335** .089 0 0 1    

显著性 0 .239 1 1     

师资力量 
皮尔森相关性 .177* .247** 0 0 0 1   

显著性 .018 .001 1 1 1    

感知期望 
皮尔森相关性 .099 .374** .431** .126* .053* .351* 1  

显著性 .999 0 .019 .095 .059 .045   

感知可行性 
皮尔森相关性 .087 .453** .531** .135* .041* .211* 0 1 

显著性 .803 .045 .013 .073 .021 .087 1  

*.相关性在0.05上显著（双尾）。 

**.相关性在0.01上显著（双尾）。 

3.3．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作为连续变量的大学生创业意向，

自变量是高校创业教育，假设本研究的回归方程如下，其

中α 为常数项，
i

β 为回归系数，Y 表示创业意向，
i

X 为

创业教育中影响创业意向的各个因素。 

= ( 1,2, )
i i

Y X i kα β+ = ⋯       （1） 

学校教学因素与大学生感知期望之间的关系四个预

测变量与感知期望之间调整后R方为0.816，四个变量共可

解释感知期望变量81.6%的变异量。而从方差分析中可以

得到，教学因素的四个维度对感知期望的回归通过了F检

验，显著性为0.049，达到显著。模型的VIF均是1到2之间，

变量间没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由表中可知，回归方程中

的α 为3.696×
1710−
，显著性为1.000，所以标准化系数为

0，四个变量均达到显著。四个变量的P均小于0.05，β 分

别为0.431、0.126、0.023、0.351。创业竞赛、创业课程、

创业实践基地和师资水平的作用对大学生创业感知期望

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假设1g、1c、1e、1a得到了验证。 

表2 系数表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VIF 
B 标准差 Beta 

1（常数） 3.696E-17 .074  .000 1.000  

教学因素创业竞赛 .431 .074 .431 3.000 .015 1.000 

教学因素创业课程 .126 .074 .126 2.622 .002 1.000 

教学因素创业实践基地 .053 .074 .053 2.419 .005 1.000 

教学因素师资水平 .351 .074 .351 2.032 .044 1.000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感知期望=0.431×创业竞赛+0.126×创业课程+0.053×创业实践基地+0.351×教师水平 

学生态度因素与大学生感知期望之间的关系两个预

测变量与感知期望之间的调整后R方为0.769，共可解释感

知期望变量76.9%的变异量。从方差分析中可以看出，个

体态度的两个维度对感知期望的回归通过了F检验，显著

性为0.000小于0.05的显著水平，表示回归模型解释变量

的水平达到显著。模型的VIF均是1到2之间，变量间没有

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由表中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到，回归方

程中的α 为1.404× 1710− ，显著性为1.000，标准化系数

为0，个体态度因素达到了显著水平为0.000，而满意度未

达到显著，P值为0.999。个体态度参与度的作用对大学生

创业感知期望有显著正向作用， β 为0.374，P小于0.05，

假设2a得到了验证。个体态度满意度的作用对大学生创业

感知期望不显著，β 为0.000，P大于0.05，假设2c未得到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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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系数表B。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VIF 
B 标准差 Beta 

2（常数） 1.404E-17 .070  .000 1.000  

个体态度满意度 .000 .070 .000 .002 .999 1.000 

个体态度参与度 .374 .070 .374 5.312 .000 1.000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感知期望=0.000×个体态度满意度+0.374×个体态度参与度 

学校教学因素与大学生感知可行性之间的关系四个

预测变量与感知可行性之间调整后R方为0.747，共可解释

感知期望变量74.7%的变异量。教学因素的四个维度对感

知可行性的回归通过了F检验，显著性为0.000，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的水平达到显著。模型的VIF即方差膨胀系数均

是1到2之间，变量间没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回归方程中

的α 为2.398× 1710− ，显著性为1.000，标准化系数为0，

四个变量均达到显著。四个变量的P均小于0.05， β 分别

为0.531、0.135、0.041、0.211。创业竞赛、创业课程、

创业实践基地、师资水平的作用对大学生创业感知可行性

有显著正向作用，假设1h、1d、1f、1b得到了验证。 

表4 系数表C。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VIF 
B 标准差 Beta 

3（常数） 2.398E-17 .070  .000 1.000  

教学因素创业竞赛 .531 .073 .531 5.000 .000 1.000 

教学因素创业课程 .135 .085 .135 3.613 .002 1.000 

教学因素创业实践基地 .041 .078 .023 2.019 .014 1.000 

教学因素师资水平 .211 .075 .151 2.437 .006 1.000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感知期望=0.531×创业竞赛+0.135×创业课程+0.041×创业实践基地+0.211×教师水平 

个体态度因素与大学生感知可行性之间的关系两个

预测变量与感知可行性之间的调整后R方为0.753，共可解

释感知期望变量75.3%的变异量。方差分析中，个体态度

的两个个维度对感知可行性的回归通过了F检验，显著性

为0.000。模型的VIF即方差膨胀系数均是1到2之间，变量

间没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由表中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到，

回归方程中的非标准化 α 为1.823× 1710− ，显著性为

1.000，所以标准化系数为0，个体态度因素达到了显著水

平为0.000，而满意度未达到显著，P值为0.870。个体态

度参与度的作用对大学生创业感知可行性有显著正向作

用，β 为0.453，P小于0.05，假设2b得到了验证。个体态

度满意度的作用对大学生创业感知可行性不显著， β 为

0.000，P大于0.05，假设2d未得到验证。 

表5 系数表D。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VIF 
B 标准差 Beta 

4（常数） 1.832E-17 .071  .000 1.000  

个体态度满意度 .000 .071 .000 .005 .870 1.000 

个体态度参与度 .453 .071 .453 4.232 .000 1.000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感知期望=0.000×个体态度满意度+0.453×个体态度参与度 

4．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除了个人态度中满意度对因变量

的两个维度没有影响外，其他维度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

无论感知可行性还是感知期望，研究结果均发现教学因素

中的大学生创业竞赛和个人态度中的参与频度对其影响

最大。大学生参与创业教育活动越频繁，越会激发大学生

的创业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大学生对创业教育活动的

举办的情况是否满意，不会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感知期望和

感知可行性；反而大学生积极参与大学生创业竞赛，会对

激发他们的创业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在课堂教学方面，

师资的引领也对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

性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并不完善，

对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有一定作用，但很微弱。 

通过实证研究结论建议应重视大学生创业竞赛以及

学生参与频度，师资水平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创业教育实

践基地有一些作用但作用不大，特别注意的是应减少分发

关于满意度的回馈和反馈，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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