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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创业教育是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创业教育内容的创新性与实践性决定了隐性知识的传递在创

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而隐性知识的特性又决定了它的传递过程障碍重重。因此基于隐性知识传递的视角对高校创业

教育进行研究，通过文献的梳理与资料的收集，结合目前我国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现状，从创业教育的环境、传授

者、接受者以及创业教育方式等角度提出促进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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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trend to develop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 With the features of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acit knowledg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it. Meanwhil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acit knowledge

causes many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the transferring.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

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affecting factors by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and provides

way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from the aspect of education environment,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 educa-

tion method of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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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和创业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人才聚集的美

国“硅谷”有65%左右的企业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

和教师创办 [1]，高校在创业教育中的作用可见一

斑。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2015年
5月13日，国务院最新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文件（国办发

〔2015〕 36号），创业教育俨然已经成为发展战略中

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5届大学生毕业

创业比例仅 2.86%，虽然较 2010年的不足 1%已经

有所提高，但仍然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大

学生创业比例。在适龄劳动人口中，希望创业、愿

意创业、敢于创业的人数也比较少，因此在高校展

开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显

得尤为重要。但是不同于目前教育普遍倾向的对工

具、方法等显性知识的教育，所谓的创业意识以及

创业能力是一种无法通过系统的语言或者其他外化

的媒介直接传递的，是一种隐性的知识。

《道德经》开篇即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英国学者Michael Polanyi（1958） [2]异

曲同工地指出“一个人所知道的，所意识到的东西

与他所表达的东西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未编码的知

识”、“我们知道的比能说出来的要多”。这些难以

规范化表达出来的知识即为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犹

如冰山深藏于水底的部分，在知识构成比例上远远

超过显性知识。然而，由于隐性知识无法通过系统

的语言或者其他外化的媒介传递，因此，在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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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往往无法顾及。这一点在高校创业教育中体

现得尤为明显。如何通过教与学的互动，教学方式

的创新以及课堂氛围的创造来传播隐性知识，让学

生从象牙塔中得以一窥现实世界中的运转规律，激

发学生的创业意愿，提高创业能力，是目前创业教

育领域所需关注的课题。

一、基本概念

（一）隐性知识的基本界定

对于隐性知识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58
年，英国学者Michael Polanyi在《Study of Man》一

书中，首次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2]。按照Polanyi的
说法，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是非正式的，

如人们在实践中总结领悟出来的知识，是个人化

的，非公开的。Spender（1993） [3]认为隐性并非意

味着不能编码，他把隐性知识定义为“还没有显性

化”的知识。彼得·德鲁克认为：隐性知识就如某

种技能，是不可用语言解释的，只能通过演示来证

明它的存在，学习这种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

习。总的来说，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本质、形式

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表1所示。 1

（二）隐性知识对于创业者的意义

研究表明创业者的隐性知识对创业绩效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作用（单倩彦（2010）） [4]。对于家族

企业而言，企业家隐性知识在代际之间有效转移是

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关键（余向前等（2013）） [5]。

基于创业者所需的隐性知识的内容，单倩彦

（2010） [4]通过访谈法和开放式问卷搜集项目，编制

形成创业者隐性知识量表，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

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创业者隐性知识包括两个维

度：创业认知管理和创业技能管理。所谓创业者认

知管理主要体现在信念、价值观、态度和思维模式

等方面；而创业技能管理指的是得当、有效地处理

创业活动中的诸多任务的技能层面的隐性知识。而

余向前等 （2013） [5]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诚信好

学、企业家精神以及个体社会网络是需要转移的企

业家隐性知识的三个主要内涵。赵荔（2009） [6]指

出影响企业家隐性知识水平的因素主要涉及企业家

个体因素、经验学习能力、工作性质、社会关系网

络等方面。

总的来说，创业者除了具备基本的显性知识之

外，更重要的是对内在素质的培养。无论是创业者

内在心理素养，还是创业认知和创业技能，都是创

业者需要具备的隐性知识，而这些隐性知识的运用

有助于创业绩效的提高，因此这些隐性知识如何通

过创业教育传递与传承出去，是文章关注的重点。

二、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的传递

（一）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接口”

对于隐性知识能否显性化，它与显性知识之间

是否存在接口，理论上还是存在争议的。Krashen
（1985） [7]以语言天赋假说（Innate Hypothesis）为基

础，发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转

换关系。Bialystok （1994） 2 则认为通过实践或者

训练可以将隐性知识显性化。Ellis （2005） [8]综合

了前两者的研究，提出“弱接口假说”，认为显性

知识有向隐性知识转换的可能性，通过显性知识的

传递可以让学习者发现传递过程中的差距。

日本学者 Nonaka （1994） [9]也支持“接口假

说”，他认为知识的转化过程就是知识的创造过

程，提出了著名的SECI知识创造模型，所谓的SE⁃
表1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比较 1

特征

本质

形式化

管理难度

形成过程

存储地点

转化过程

IT支持

需要的媒介

隐性知识

个人的，特定语境的

很难形式化、记录、编码或表述

较难管理

产生于实践中不断试错的过程

人脑

通过隐喻和类推等方法

很难用 IT来管理、共享或支持

需要丰富的沟通媒介

显性知识

可以编码化、显性化化

可以编码，并用系统、正式语言传递

易于管理

产生对隐性认识的说明和对信息的解释

文件、数据库、网页、图表、电子邮件等介质

外化为显显编码化、数据化化

现有的 IT能很好地支持

可以通过常规及电子媒介等渠道传递

金必简：高校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的传递研究 17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年12月

CI指的是知识创造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

在化 (Externalization)、组合化 (Combination)、内隐

化(Internalization)”过程。

魏文婷等（2015） [10]认为隐性知识需要经过某

种形式的转化使其显性化或者不经过显性化直接传

递给他人。吴冰、刘志民（2013） [11]基于SECI模型

分析了产学合作获取隐性知识的途径。刘倩倩

（2014） [12] 通过总结近十年的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研

究和发展，探讨了通过制度的改革、技术的进步以

及环境氛围的创造等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路径。

综上，对于创业教育而言，课程体系的建立、

各种创业活动相关的交流都是基于隐性知识与显性

知识之间存在“接口”的假设基础上的。创业教育

的教师、经验传授者通过隐性知识的外在化，学生

通过显性知识的组合化，达到隐性知识社会化的效

果，进而再达到隐性知识内隐化的效果。

（二）影响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递的因素

Vito Albino等人（1999） [13]归纳知识转移影响

因素：转移主体、转移意境、转移内容、转移媒

介。展开来说，转移主体的传授能力、接受方的吸

收能力、转移情境的情况、所传递知识的内隐性，

传递的方式等（孙铮（2008）） [14] 都影响到知识的

传递，就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递而言，相应的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作用：

1.创业教育的环境。创业教育所处的环境对创

业教育的进行起着明显的作用，良好的环境能够促

进隐性知识转换与传递。最直接的环境因素即校园

文化，校方采取何种创业教育模式，直接影响隐性

知识传递的内容以及效果。而由于创业属于商业行

为，脱离不了社会的大环境。再者，由于创业教育

实践需要较多的，师资、资金以及政策支持，因

此，社会政府对创业教育的态度也决定了隐性知识

来源和创业教育未来的发展。

2.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授者的因素。创业教

育中隐性知识的传授者是隐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之

一，也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重要推动力。传授者自

身的经历是隐性知识存在的根源，只有传授者自身

具备了或者体验到创业者所需的素养，才能谈及将

其传递出去。

3.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接受者的因素。隐性知

识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决定了隐性知识传递的效果。

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只有学生通过各种方式领悟到

技能之外的知识，并将其内在化，隐性知识的传递

才是有效的，隐性知识的传递才是可持续的。

4.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递方式。隐性知识的

传递方式可能影响到接受者的接受程度。就创业教

育而言，由于其与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若采用传统

的课堂教师主导型的教育方式，很可能造成“纸上

谈兵”的状况，影响隐性知识的传递效果。

三、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递
现状分析

（一）高校创业教育模式

2002年，教育部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华

大学等 9所院校作为创业教育试点高校，标志着我

国高校创业教育拉开序幕。为推进创业教育的开

展，教育部高教司开始组织高等院校创业教育骨干

教师高级研修班，并在大学生创业予以政策上的资

助与优惠。随着创业教育的愈发受重视，高校在探

索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目前对创业教育的研究可

归纳为以下三大类。[15-17]

1.注重创业意识培养的创业教育模式。这类模

式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企业家精神驱动成长，

因此他们强调创业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构建创业所需知识结构，完善综合素质”。高校通

过开设“企业家精神”、“风险投资”、“创业管理”

等系列课程展开课堂创业教育；形成以专业为依

托、以项目和社团为组织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方

式，借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性人格。

2.创业教育实体化模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创业教育是这类模式的典型。这类高校力求让创业

教育走出课堂，让学生在实际的创业活动接受创业

教育。高校通过成立创业园，建立进行商业化运

作，引进创业基金，建立如“种子基金平台”、“科

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平台”等，为学生的创

业活动提供支撑，也借此促进创业人才的成长。这

类高校还会成立专门的部门，管理与创业有关的事

项，提供咨询和管理服务。

3.通过创业竞赛促进创业教育的模式。1998
年，清华大学首次举办创业计划大赛，对创业教育

的另一种模式进行了探索。参赛选手通过集中培

训、竞赛成果展示以及向社会公众宣讲等方式积累

实践经验，提升综合能力。以创业竞赛为载体，大

规模地在高校推广，不仅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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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为创业计划的实

施争取了更多的机会。

（二）高校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递所面临的

问题

1.创业教育环境的不够充分。相对于美国等发

达国家我国创业教育起步较晚，还未形成成熟的创

业教育模式。高校中创业教育目前主要仍以选修课

的形式进行，占较少的学时比例。相应的外部环境

中，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等发展也未能充分满足展

开创业活动的需要。大学生创业的意愿逐渐被激

发，但实际投入创业的大学生仍是少数。

2.师资力量不足。据华中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

心（2008） [1]对武汉市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

高校未开展创业教育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为缺乏相

关师资。唐璐（2008） [18]对江西省高校的实证研究

结果同样认为缺少创业教育师资是高校创业教育中

遇到的首要障碍。

目前高校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有过创业经

历或者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比较少，大多是参加过

创业教育教师培训或者从事创业教育研究工作 [18]。

前文提及，隐性知识大多产生于实践中不断试错的

过程，而学习隐性知识需要不断的领悟与练习。若

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那创业

者的隐性知识架构甚至还未在教师层面得以搭建，

更无法有将其传递下去之说。调查数据显示创业教

育校方目前也对有过创业经历的教师表示较大的需

求，供需之间的缺口一方面体现了高校清晰地看到

目前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可

见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3.创业教育方式与实践的联系依然较少。创业

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操作误差，创业研究的成果

需要通过创业实践来检验；而且由于创业活动的创

新性，创业教育研究可能滞后于实践活动的开展，

创业研究需要创业实践来推进。因此，无论是创业

研究还是创业教育都需要与创业实践紧密的联系起

来。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一些高校已

经建立自己的创业教育模式，但是就普遍意义上来

看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方式仍然以创业计划竞赛、

课程学习和专题讲座为主，实际创业活动在高校开

展创业教育的方式比例依然较少。

创业教育中学生参加创业实践活动的机会较

少，隐性知识积累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更谈不

上在实践中领悟与联系了。然而，并非高校不愿意

将实践与教学结合起来，也非学生无此需要，主要

原因在于创业教育中加入创业实践需要较大的资金

投入，而且该部分资金投入属于风险投入，要面临

较大的风险，因此，创业教育资金来源是高校开展

创业教育实践活动面临的现实问题。

四、完善我国创业教育中隐性知识传递
的建议

（一）创业教育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创业教育的开展需要环境的支撑，创业教育环

境的改善是创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隐性知识传

递赖以生存的土壤。从政府层面来说，一方面应当

从政策上加强对创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将创业

教育作为经济创新力的重要来源，激发高校重视创

业教育的动力；另一方面应当完善风险投资与创业

板资本市场的机制，为创业活动提供有利的外部环

境，形成隐性知识传递的良性循环。从高校层面来

说，一方面学校需要关注显性化之外创业教育中尤

为珍贵的隐性知识的有效传递，激发学生的创意潜

能，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锻炼学生的创业能力。

另一方面，创业教育的课堂需要变革，通过师生间

活跃的碰撞激发隐性知识的外化；而这需要调动创

业教育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有动力去对隐性

知识的传递方式进行探讨、创新。

（二）师资力量的培养

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但又并非

一蹴而就之事。高校可以通过生源以及各种社会资

源建立创业教育的人才库，形成定期或者不定期的

讲座、论坛或者经验交流会，以弥补学校暂时性的

人才短缺。从长期来看，师资力量的培养与创业教

育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高校创业教育不能是一个

封闭的系统，创业教育的发展必然带来师资队伍以

及受教育者隐性知识的日益沉淀，而师资力量的壮

大，反过来又带动隐性知识的传递。因此，师资力

量的培养还有赖于创业活动的不断开展。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针对师质力量缺乏创业实践的情况，除

了联系外部人士客座授课外，高校应当考虑建立相

关专业教师、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

职锻炼制度。教师属于大众创业中的一员，应支持

教师以各种形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并鼓励其带领

学生创业创新，从而让整个互动的过程更加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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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

（三）教学方式的综合运用

从传递方式上看，隐性知识的传递需要实践检

验，创业教育也需要实践的证明。因此综合运用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是推动创业教育中隐性

知识的必要举措。一方面，从传统角度看，可以通

过实验基地的投入推动实践教学，鉴于实验基地需

要较多的投入，与企业结成联盟，促进隐性知识的

输入与输出，发展成为长期的互动关系是拓展教学

方式应该关注的措施。另一方面，目前互联网平台

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条件，也为创业教育

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通过互联

网平台虚拟创业环境，提供实验式的创业体验，甚

至提供一定的资金作为启动资金支持创业行为，再

将整体的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也为隐性知识的传

递提供了氛围。另外，可以借鉴美国高校创客空间

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创建高校创客空间，通过创

客教育来培养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等，为创业教育

提供有力的支撑 [19]。

五、结论

创业教育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其最终目标

是能力的提升，这种能力很难通过以知识体系传授

为主的教育方式获得。而隐性知识转移的实质恰恰

正是获取能力，以隐性知识传递为特征的创业教育

是提升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高校创业教育需

要从教育环境、师资力量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完善隐

性知识的传递，最终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创业教育。

注释：

1 表1的资料转引自夏湘远.企业核心能力视阀中的隐性知识管理研究[D].长沙: 中南大学,2009.

2 傅春晖, 彭金定.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及其语言学意义[J]. 宁夏社会科学,2010(5):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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