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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創業現象蓬勃發展的台灣社會，高等教育有必要重新省思創業教育的目的、
意義與教學方式。本文透過回顧台灣現行的創業教育概況與國外對創業教育意義的反
思，來提出創業教育應走向「開創邏輯」的新思維，不再以鼓勵學生創立企業為唯一
目標，而應轉向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的細微實作中不斷努力地改變與解放自我，從而
開啟一種帶有開創精神的生活。本文亦進一步提出將「實作社群理論」帶入創業教育
教學模式的可能性，實作社群理論要求學習者實地置身在社群之中，以一種社會的、
去個人主義的學習方式，從實作的經驗中展開創業行動，從而在日常實踐裡體會開創
的精神。本文認為，創業研究正面臨典範移轉的問題，創業教育也需要更多創新與革
命以因應新典範的來臨，開創邏輯與實作社群理論是本文提出的兩個思考方向，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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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議大學與教師都應該重新思考自己在創業教育中的角色，讓台灣真正走向創業型
社會。
關鍵字：創業教育、開創、實作社群理論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a flourish in Taiwan while the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re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aims
to inquiry the present teaching mode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propo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as a possible approach to teaching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emerging theory of “entrepreneuri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on the
way of changing its object from starting up a new venture to fostering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and mindset, that is, the entrepreneurism in everyday life. Every
student, under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ing, is encouraged to revolutionizing and
emancipating him/herself in daily practice, and further to live an entrepreneurial life. For
this reas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needs a mor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to cope
with the new paradigm. This paper suggests Community of Practice as a feasible way in
teaching entrepreneurship. Community of Practice argues that participants should situate in
the community and enact learning in a social and de-individual system, in doing so the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experience daily practice in an entrepreneuring way. To sum up,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ing and Community of Practice as the alternative
thinking to response the changing paradigm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both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are allowed to reposition their role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o enhance a
more entrepreneurial sociery.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trepreneuring, Community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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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台灣社會從不缺乏創業現象，從隨處可見的市場商家到迅速崛起的網路市
集，創業現象每天都在台灣社會的不同角落發生。支持台灣經濟成長與就業市
場的主力多為自行創業的中小企業，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中小企業佔
我國企業比例高達 97%以上，全國更有超過 830 萬人口在中小企業中就業，
顯見台灣創業現象的蓬勃發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2）。另外，瑞士洛桑
國際管理學院（IMD）發表的「2012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台灣的創業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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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排名世界第一（林惠君，2012），這些現象都表示台灣社會並不缺乏創業精
神。然而，相對於蓬勃發展的社會現象，我們的大學教育對於創業管理的重視
卻相對起步較晚，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為例，推行創業相關學程至今不過十餘
年，國內其他大學也是近年才開始在管理相關科系下設立創業管理課程，至於
設立獨立的創業相關系所，至今僅有少數幾所大專院校如遠東科技大學創新設
計與創業管理系暨研究所、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興國管理學院時尚
設計與創業學系等設立，淡江大學則是在商管學院之外設立全球創業發展學
院，顯見國內的創業教育正在逐漸成長中。
儘管國內學界已開始重視創業管理教育並將創業與創新課程納入管理相
關課程中，我們卻發現現行的創業管理教育存在著不少問題，不只發生在台
灣，也發生在其他國家，引發了學界對創業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的許多討論，其中一項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教學上的瓶頸。創業教育不同於一般
管理課程的主要原因在於，創業教育之目的不在於單純的知識傳授，而是希望
能引發學生真正展開行動去創業，也因為這樣的行動導向，致使創業教育與一
般管理教育目的有些許差異—一般管理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專業經理人，但創業
教育之目的在於培育出實質可以創業的創業者，一個具有創業精神與創業能力
的行動主體。教育目的不同，自然在課程的設計與教學模式上也應有差異，然
而台灣當前在創業教育的教學模式是否真能達到上述目的，卻值得討論。以下
將回顧台灣現行的創業教育課程教學模式：課程講授、個案教學與創業競賽，
並進一步反思創業教育做為大學中的一門學科，其目標與意義究竟為何，並提
出我們對創業教育教學模式的看法，以及對現行創業管理教育的反思和期許。

TAO

貳、 創業教育的教學現況
一、講授課程
講授課程（lecturing）是基本也最常見的教學模式，大學教師只要指定好
教科書或閱讀教材，就可以準備開課。課程講授的優點是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
幫助同學對創業理論有所掌握，也可以讓同學「感覺學習到許多新知識」。我
們曾在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班的「創業管理」課堂上做了一個小小的問卷，
詢問學生期待在「創業管理」課堂上學到什麼，學生的回答不外乎想學習「評
估風險，善用資源」、「尋找目標市場，建立有效的商業模式」、「如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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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計畫是可行的而非夢想」、「如何克服在創業上所遇到的風險」等。這些
關於創業的市場機會、風險評估、商業模式等等確實有相關理論可談，然而學
生卻不知道，
「講授」的教法對於創業理論的活化和創造性啟發其實非常有限。
舉例來說，同學們可以從課堂講授中得知學術理論對創業機會（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有三種看法：當市場供需雙方的要求都很明確時，創業者只要想
辦法將機會辨識出來（opportunity recognition）即可；當市場供需面中有一方
的條件模糊時，創業者必須想辦法從未知的那一方將機會挖掘出來
（opportunity discovery）；當市場供需雙方的條件都無法清楚辨識時，創業者
就必須想辦法創造機會（opportunity creation）（Sarasvathy, Dew, Velamuri, &
Venkataraman, 2003）。理論說得清楚明白，但若要同學真正活用，卻是另外
一回事了。在創業管理教學中若只採用講授的方式教學，其結果可能是造就出
一群紙上談兵的創業學生，能將創業理論說得頭頭是道，實際上了戰場卻不知
如何起步。

二、創業競賽
恰恰與講授教學相反，在創業教育光譜的另一端是讓同學參與創業競賽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創業競賽是以一種模擬（simulation）的概念來
鼓勵同學做創業提案，透過創業團隊來發想主題、撰寫企畫書，甚至展示
（demo）出一部分的創業內容（多半是行銷上的包裝與設計），最後透過評
比的方式讓參賽同學「體驗」創業的滋味。國內這類大大小小的創業競賽多不
勝數，小自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大至創新商業模式，甚至鼓勵改革社會的公
益創新都在競賽之列。國內較具規模與歷史的創業競賽包括：研華文教基金會
舉辦的 TIC100 競賽1、台灣工業銀行舉辦的台灣工銀創業大賽 WeWin2、宏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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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舉辦的龍騰微笑競賽3等等，無不以高額獎金、後續創業投資等獎勵方
式來吸引年輕學子參與，就連國內的學術主管機關國科會都在 2013 年舉辦了
「第一屆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創新創業競賽」，鼓勵大專院校在校生與研究
人員合作提案創業，而這些只是眾多校園創業競賽的冰山一角。
對學生來說，創業競賽比起課程講授來得更有吸引力，因為學生有機會在
課堂之外的舞台小試身手，將課堂所學的知識予以整合應用，學生的參與感會
提高。創業競賽在創業管理教學上的優點也不少，包括鼓勵團隊合作、知識整
1
2
3

自 1998 年起舉辦第一屆至今。
自 2000 年起舉辦第一屆，辦滿十屆後終止。
自 2006 年起舉辦第一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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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也重視學生與企業主之間的溝通協調，拉近產學之間的距離，再加上競賽
本身的評比特質，相對來說更鼓勵學生天馬行空地發揮創意，確實在提升創新
思維上更為有利。但創業競賽也有其侷限：首先，競賽本身仍脫離不了「模擬」
的限制，學生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模擬創業，無法體會在實務世界真正進行創業
時所遭遇的動態環境變化，自然也無從體會創業行動本身的複雜與其中的彈性
應變；其次，創業比賽難免著重最後的包裝呈現，有時學生本末倒置，過於重
視簡報呈現或產品展示（demo）的花俏華麗，而未能注意到實際的創業必須
具有務實（practical）的特質，許多時候理想與市場現實之間必須有所妥協；
最後，創業競賽培養出一群「競賽場上的冠軍」，但最後卻只有少部分學生真
正走上創業一途，或成立公司一段時間之後草草退場，社會各界付出眾多資源
鼓勵學子參與競賽，卻未能培育出真正成功的創業案例，這是最為可惜之處。

三、個案教學
個案教學（case study）是介於上面兩者之間的教學方式，透過實際的案
例整理來幫助同學了解一間新創公司如何走過創業之路，再經由課堂討論的方
式來增進理解深度。個案教學一方面具有課程講授對理論掌握與理解的優點，
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達給同學許多關於創業的重要觀點；另一方面，相較於
創業競賽的「模擬」性質，個案等於是新創事業的歷時性紀錄，好的個案會保
留實務世界的複雜度，敘述新創企業在創業過程中，如何與其周遭的社會脈絡
發生互動，也幫助學生去思考新創事業在面臨各種創業瓶頸時，創業者的決策
考量為何。
儘管個案教學優點良多，但在實際教學上仍有不少限制。創業管理是一項
TAO

與在地社會脈絡極其相關的實務活動，在教學上最好能有本土案例作為教材方
能幫助同學吸收與應用。目前國內相關的個案資料庫包括：前程出版社所主編
之「前程管理個案中心」（http://www.fmcc.com.tw/）、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
進基金會所出版之「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 KMCC」
（http://www.kmcc.org.tw/）、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與天下出版社合作之「台灣管理個案中心 TMCC」
（http://www.tmcc.com.tw/index.aspx）等三個主要資料庫。在這三個本土個案
資料庫中，都針對創業與創新管理相關課程收錄了不少個案，但目前國內大學
在創業管理教學上面臨的問題並非本土案例不足，而是教學師資與教學經驗上
的限制。首先，國內大多數創業管理講師沒有相關實務經驗，這倒不是要求教
授創業管理的教師必須自行創業，而是強調教師必須與實務界有頻繁的交流與
互動，取得第一手的接觸經驗，才能體會與轉化個案中所描述的情境。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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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教學非常注重課堂上的討論與對話，教學經驗生嫩又無實務經歷的新手教
師，往往不易在課堂上創造熱烈的討論，自然也無法讓同學有更多的啟發與反
思。這兩項不利因素帶來的結果就是，蛋頭教授將自己對個案實務的有限理
解，再以一種理論包裝的形式過渡到學生身上，結果只是讓學生吸收到稀釋又
稀釋的知識。
其實，創業管理的教學本無最佳標竿形式，上述三種教學方式也各有千
秋，可為學生帶來不同的收穫，教師也不應該排斥任一種教學形式。但本文在
此想提出的反思是：到底台灣的高等教育對創業教育所抱持的期待是什麼？或
者說，創業教育該將自己的目標設定在哪裡？創業教育的目的本在於培育出更
多的創業者，但台灣的創業教育多隸屬於商管學院下的學程之一，許多修習創
業管理的學生在畢業後其實是投入企業界擔任專業經理人，那麼培育出更多的
創業者、育成更多的新創事業是否是創業教育的唯一目標，便有探討的空間。
我們認為，創業教育的目的與意義應該有更多元、更適合台灣企業實務的展現
方式，如何重新設定創業教育的目標並據此設計適當的教學方式，是現階段學
界應注重的問題。
在這樣的期待下，創業教育不僅應與傳統的管理教育有所區隔，在教學方
法上也應該有所突破，尤其在歐美學界已開始探討創業的教與學議題，也對「創
業是什麼」的根本本質問題發出許多討論，對創業理論的批判與反思不只影響
學術研究的發展，也連帶改變創業教育的模式。本文將回顧國外學術界對創業
教育的相關探討，先從教學面來看創業教育的意義轉變，再回到學術面來探究
當代創業研究的兩種不同的典範如何影響教育者培育創業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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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省思創業教育的意義
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創業課程最早開設於 1940 年代的哈佛大學，當時課
程設計的原始用意在於鼓勵學生畢業後開創自己的企業，這樣的課程在 1980
年代傳到英國與西歐，開始歐洲的創業教育（Leitch, Hazlett, & Pittaway,
2012）。而創業教育成為學術研究的關心焦點則可追溯到 1981 年在美國德州
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所出版的”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研討會論
文集，隨後在 1985 年，哈佛大學也舉辦了一場名為”Entrepreneurship: What it is
and How to Teach it”的研討會（Klapper & Tegtmeier, 2010）。近年來，在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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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除了個別的單篇文章之外，也有不少關於創業教育的專刊出版，包括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在 2010 年 出 版 ”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raining”特刊，另
外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也在 2012 年發行”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ontext”特刊，同年 Education + Training 也發行”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特刊。這些特刊中的文章討論議題廣
泛，包括創業教育的影響、課程設計、各國教學案例等，顯見創業教育不只在
學術研究上受到重視，學者們更開始以系統性、主題性的方式反思創業教育的
相關議題。
然而在眾多創業教育的相關研究中，我們最關注的還是學者對創業教育的
反省與批判。早年的反思聲浪來自對管理課程的質疑，尤其是面對越來越動盪
與複雜的環境，管理教育的課程能否培育出創業所需的核心能力已被打上問
號。一反過去普遍將財務管理、行銷知識或是人力資源管理等科目列為創業課
程的核心內容，Gibb（1999）率先提出創業課程應該要協助學生理解創業是一
種生活方式（entrepreneurial way of life），才能在日用尋常的各層面上處理不
確定與複雜的事物；Gibb 強調，這種理解才是創業者所需具備的最基本能力。
綜觀 Gibb 所談的「創業的生活方式」，主要是讓學生理解創業會帶來個人社
會生活與家庭生活上的轉變，創業者將享有更多的自由與自主性，但另一方面
也意味著更多的責任、更長的工時、事必躬親、壓力中學習、對於手頭的事物
必須有更高的掌控，甚至是了解創業必然會經歷的孤獨感，而這些都不是現有
的管理課程所能提供的內容。
除了從課程設計（pedagogy）的角度來研究創業教育之外，Jone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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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創業教育的本質與教育者角色提出深刻的反省。Jones 點出三個重要的創
業教育議題：第一是對創業教育生產力（productivity）的質疑。正如醫學教育
的目的在於培育醫生，工學院教育的目的在於培訓工程師，那麼創業教育的目
的是否在於創造更多創業者？但是，即便沒有創業教育的支援，這個社會依然
有許多創業者出現，那麼創業教育的生產力何在？第二，營運計畫書（business
plan, BP）常被視為創業教育的成果展現，但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學生真的能從
學習撰寫營運計畫書中獲利，那麼現行這種過度重視營運計劃書的創業教育模
式究竟能為學生帶來多少貢獻？第三，Jones 認為，在高等教育社群裡，創業
教育作為一個學科尚缺乏合法性的來源，我們欠缺一套合理的論述來證明創業
教育在當前社會中是一個可行且必需的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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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重要議題，Jones 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反倒是帶領大家反思教
育的本質以及創業知識的本體論問題：創業教育中所指的「教育」為何？創業
教育所涉及的知識又是什麼樣的知識？在 Jones 看來，教育不單指知識的傳
遞，「教育是一個改變人類行為模式的過程。這裡的行為指的是一種廣義的行
為，包括思考、感覺，以及明顯的行動（Tyler, 1949: 5-6, 轉引自 Jones, 2010）
。」
換言之，我們應該用更寬廣的觀點來看待創業教育，創業教育應該是一種關於
如何使人類的行動和思考更趨向創業精神的課程，而不再只是自我窄化於創立
事業或是培育創業家；更進一步看，創業知識的本體關乎於一種帶來「改變」
的知識。但是這種改變的發生有時間遞延（time lag）的特質，Jones（2010）
認為創業教育應減少對「創設企業」的過度執著，轉而去關注學生在思考與覺
知上的改變。教師也許無法在短時間內看到學生真正創設一家企業，但有機會
在課程中看到學生突破自己的思考窠臼並改變行為，將來投入社會後也許能真
正創業。
Jones 對創業教育的看法，其實與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所
推動的創業教育精神不謀而合。歐盟委員會在 2008 年的「高等教育中的創業
課程，特別是非商業研究（Entrepreneu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within Non-business Studies）」報告中提到，創業教育應走向培養年輕人的「創
業心志」（entrepreneurial mindset），並主張「創業教育的益處不應侷限於興
業、創新的企業與新工作機會。創業代表的是一個人化想法為行動的能力，而
這是一切的根本，可以幫助青年讓他們不管做什麼事都能充滿創意與自信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7）。」
歐洲的創業教育雖然起步較晚，但對於創業的理解與創業教育所應負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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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卻頗有一番見的。歐盟委員會對創業教育的看法其實正突顯了近年來創業研
究中的典範轉移—放棄實體觀（entity）的創業理論，走向開創的思維邏輯。

肆、創業的兩種典範差異：創業邏輯 vs.開創邏
輯
創業研究是近三十年來興起的新興學門，由於創業對帶動經濟成長、解決
就業問題等社會體系所展現的高度效益，使得創業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不僅在研究範疇與議題上日漸擴大，學界對於「創業是什麼」的本質探究也發
展出眾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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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學者對於「創業」的看法脫離不了「新創組織（new venture creation）」
（Gartner, 1985; Timmons, 1999）。學者 Aldrich（2005）就發現，過去創業研
究有四個主要的研究途徑與學派，第一派學者將新組織創造與創業精神連結，
第二派學者則將研究焦點聚於高成長、高財富創造的事業上，第三派的學者則
是熊彼得理論的追隨者，關注新產品、新市場的創新與創造，最後一派的學者
則以 Kirzner 為中心，重在機會辨識與追求。儘管研究議題不同，但我們可以
發現，上述四個學派對於創業的根本看法都與「組織」脫離不了關係。
雖然早期創業研究所關注焦點眾多，可能含括了創業者、創新、機會認定、
財富創造等等，卻都著重在創業的實體觀（entity）之上：討論既存的「創業
者」，追求「新創組織」與「機會」等，並隱含著市場均衡的假設（Steyaert,
2007a）。這種觀點導致創業研究偏向靜態的分析，缺乏動態與突現（emergent）
的動態捕捉，更致使創業未能被當成一個獨立的、特殊的現象來觀察，反而只
是管理的另一種形式（Bill, Jansson, & Olaison, 2010）。有鑑於上述的問題，
近十年來創業研究的視角逐漸走向多元，有些學者開始專注於「歷程」
（process）
的討論，認為應注重探討創業的 what 與 how，而非 why（Hjorth & Johannisson,
2008）。這些討論主要由一群歐洲學者起身倡導，特別是瑞士的 Christ
Steyaert4，他認為要將創業（entrepreneurship）由傳統的名詞改為動詞化的開
創（entreprenuering），來表達創業是一個不斷在改變的歷程，鼓勵學者不斷
擾動與突破既有的疆界與關係，走向不斷流變的本質（Steyaert, 2007a）。
相較於傳統創業邏輯重視實體觀，開創觀點有幾個重要突破（蔡敦浩、劉
育忠，2011）。第一，開創邏輯重視歷程，認為世界本不是靜止的狀態，行動
會和環境不斷激盪變化，而創業便是由這樣一波接連一波的行動交織而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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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觀點來看創業，世界不再只是均衡假設下的有效市場，而是人類可以藉由
主動行動來改變與運作的有機世界。
第二，開創觀點擴大了創業研究的視野，從傳統創業對經濟成長的探索，
拓展到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層面。過去研究關注創業對經濟利益的貢獻，例
如探索創業者如何有效進行創業決策與行動，其背後隱藏許多追求經濟效益的
假設，如創業可以帶動區域經濟成長、「產出」更多「成功創業者」可以解決
4

現為瑞士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的教授，為該校 Research Institute for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 OPSY ） 中 心 主 任 。 曾 出 版 一 系 列 叢 書 ”New Mov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 近 年 來 提 倡 ”entrepreneuring” 概 念 ， 更 多 資 料 可 參 考 施 進 忠
（2010）
，開創創業研究視野—先行者 Christ Steyaert 介紹。創業管理研究，第 5 卷，
第 2 期，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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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就業問題等，但近來研究者卻發現，創業不只是一種經濟行動，還有社
會與文化的意義。Rindova, Barry, and Ketchen（2009）就在知名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的創業專題中，以「開創」為題，鼓勵學者突破過去創
業研究過多集中在財富創造的探討，並主張開創是「透過個人或集體的行動努
力，帶來經濟、社會、體制與文化新環境的努力。」Rindova, Barry et al.將創
業視為「解放」，認為創業並不是一種追求極大化經濟財富的行為，而是創業
者追求生活解放的努力（emancipator efforts），進而藉由這種個人或集體行動
的效力，引發新的經濟、社會、體制以及文化的變革。
第三，開創邏輯更重視語言轉向（language turn）與建構性真實的影響力。
開創邏輯關注「在演出的」（performing）語言如何建構出真實，從而影響創
業行動，而非將語言看成單純傳遞意義的載體（Hjorth, 2004）。從此觀點來
看，要帶動開創與變革必然涉及許多社會互動，創業者要能在多元的真實和權
力關係中反覆運作與互動。創業不再指涉著建立新組織這類巨大的更新（Great
Renewal），相反地，創業是從日常生活的點滴中，藉由帶動差別的諸多細微
步驟來創造差異（difference）。相較於傳統創業邏輯重視實體觀，開創邏輯
則認為創業行動也包含了創業者與社會生活空間之間對話的動態開創。
研究與教學本是一體兩面，上述兩種對創業不同邏輯，會帶來完全不同的
創業教育。保持著傳統的創業邏輯，就會關注創業技能的學習養成與知識內
容，進而走上對創業機會、創業者、新創公司…等等實體的關注，而追求一套
明確可循的知識內容。但若是抱持著開創的思維，創業就成了創業者在許多日
常生活的小嘗試中逐漸摸索，不斷地創造機會並與周遭環境持續互動，方能為
經濟與社會帶來改變。哈佛商學院將創業教育的範疇定位在培養知識、技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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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然而在開創邏輯下，創業教育培養不再是客體的「知識」，反而更重視
創業者如何開展出「學習」的歷程，以及創業的能力與心智（entrepreneurial
capacity and mindset）。創業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依然是創業教育的主要範疇，
但在開創邏輯的歷程觀中，我們認為創業教育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技能與態
度永無止息的「流變」--人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細微實作中不斷努力地改變自
我、開放自我，甚至解放自我，從而開啟一種帶有開創精神的生活。換句話說，
開創邏輯下的創業教育提倡的是一種「生活方式」（way of life），是一種日
常生活的實踐思維，不僅僅是教育學生創立事業或是啟發創業行為，更希望帶
動學生在日用尋常的各個層面都能融入開創的精神，接近於創業主義
（entrepreneurism）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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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創業本質的典範差異之後，我們認為現行的創業教育應日漸擺脫傳
統的創業思維，走上開創精神的舞台。畢竟要培養學生走上實質創業歷程成為
一個具有開創思維的實務工作者，必須讓學生對創業歷程的連續性質有所了
解，讓每個學生能在自己的經驗與背景之上走出開創精神。事實上，歐盟委員
會所主張的創業教育內容也明確指出，傳統的授課模式無法培育學生的創業思
維，高等教育應發展出一套以經驗為基礎的教學模式，並盡力尋求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的交流合作，讓學生可以多方而全面地整合運用
知識（European Commission, 2008）。這樣的創業教育無法像一般的企管教育
設立明確的教育單元，例如以產、銷、人、發、財等五種管理功能分門別類學
習，五者齊備就能具備基本的管理技巧。相反地，創業教育應要求學生從實際
的行動上建立經驗，以改變自己作為學習的第一步，將所習得的知識整合運
用，在自我經驗的基礎之上進行真正的學習。因此，要改變創業管理教學上的
瓶頸，必須跳脫過去管理教育的假設，才能開創一套特屬於創業教育的教學模
式。

伍、實作社群學習對創業教育教學的重要性
隨著高等教育對創業管理教學的反思，新興的創業教育模式已不斷推陳出
新，例如德國的大學就採用了「模擬企業（practice firm）」的方式來協助學
生建構學習經驗，該方式綜合了角色扮演、個案討論、電腦模擬等教學方法，
讓毫無創業經驗的學生可以先踏出嘗試的第一步（Klapper & Tegtmeier,
2010）。另外，紐約大學的史登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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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也提出「無疆界教室」的概念，讓學生組成團隊，利用寒假的兩
周到印度的社會企業實際參與社會創業所面臨的一切問題，讓學生在經驗中反
思學習（Kickul, Griffiths, & VBacq, 2010）。同樣是在經驗學習的基礎上，本
文提出另一種可能有益於創業管理教學的概念：實作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實作社群理論主張，社會是一個大的學習系統，其下有著無數的實作社
群，人類的行動是在自己所處的社群中對體制結構做出反應，而「學習」是構
成這類活動的一個重要面向；也就是說，所謂的學習不是一種個人的行為，而
是在群體中互動的實作，社群中因有著不同的體制與脈絡，也連帶會影響身處
其中的人們如何與其協商、互動、塑意，一方面，體制結構限縮了人的回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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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但另一方面，長時間的行動累積也會改變社群中的體制環境，所謂的學習
就是描述這樣的過程（Wenger, 2010）。
為什麼實作社群理論對創業管理教學有所啟發？我們認為，創業是一種動
態的歷程，學習創業管理也應該如是。這種動態的學習必須打破知識的疆界，
但卻不是漫無目的、天馬行空地學習，而必須在一種體制環境下實踐。既有的
創業教學模式中，少有理論建議學生正視「限制」的問題，順服於某種權威限
制，放下自己有的狹隘目光與狂妄，才能真正看清實踐的空間，進一步在此權
威限制下進行開創。正如實作社群的學習者必須對其所處社群進行磋商、回
應，創業行動也是創業者對其創業環境的限制進行一種回應與創造行動。我們
不否認，某些創業行動呈現出一種大開大闔的破壞式創新，但從實作社群理論
所呈顯的學習與改變來看，創業更接近於在日常生活的實作中務實地創新，透
過微小的變動來累積未來巨量的改變。
再者，實作社群理論突顯了「共學」的必要性，鼓勵成員在共享的脈絡中
相互學習。實作社群理論強調學習必須建立起對社群的了解與熟悉，一來讓參
與者與其他社群成員之間能共享對社群的歷史理解，再者也便於在共通的理解
之上進行在地的意義協商，這套了解的軌跡稱之為「建立認同」
（identification）
（Wenger, 2010）。建立認同的過程代表了兩種改變，一方面成員讓自己融入
社群，調整自己的心態，讓成員避免走向個人英雄主義的作為；另一方面成員
之間相互影響，可以建立共同追尋的目標（shared enterprise）
（Wenger, 1998）。
我們認為，實作社群理論在創業教育的議題上提供了一種社會的、去個人主義
的學習觀點，要求學習者將自己實地置身在社群之中，並且透過具體化的行動
或事物（reification）以及親身參與（participation），來形塑出我們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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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資源、制度、文化的多重理解，最後才能在這個理解之上付諸努力，開
創出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實踐作為。
實際應用在創業教育上，我們主張在課堂上建立學生的創業實作社群。舉
例來說，「機會」一直是創業理論的核心議題，但如何教導學生發現、乃至創
造創業機會，卻苦無適當教法。若是透過實作社群的學習觀點，要求學生先進
入一個社群（例如銀髮族社群、外籍配偶社群、哈日哈韓族社群）之中逐步熟
悉，透過建立認同的過程，必然能讓學生產生親身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
也能發展出較深刻的反思與觀察，在這樣的歷程中，創業機會之所在必能自然
浮現。這樣的教學方式就比課堂講授來得務實，也比創業競賽的客觀分析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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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透過實作社群理論的落實，既能深化學生對創業機會的體會，也能避除
將創業機會當成創業者的主觀認知的靜態思維。
實作社群理論的學習對於創業管理教學的另一個好處是鼓勵學生適性發
展。我們多年接觸創業者的感想是，創業不是一份職業，而是一個人生活的徹
底改變，尤其是透過長時間的累積發酵，創業者在創業歷程中必然會經歷一種
完全的流變（becoming）歷程，而成為具有開創精神的主體（Steyaert, 2007b; 蔡
敦浩、劉育忠，2011）。實作社群理論的學習除了要求學習者熟悉社群的體制
脈絡之外，也要求學習者在社群中逐漸找到自己的位置，思考自我對社群的意
義。發展實作社群學習的創業教學等於是鼓勵學生適性地發展自我的實際經
驗，然後在社群的脈絡下使自我與他人互動，課堂教學在此可以補強的是相關
的學術理論與分析工具，作為啟迪學生思考的催化劑。這樣的教學模式可以讓
學生取得較為平衡的發展，同時思考人生的意義，而非將學生訓練成服膺體
制、毫無反思能力的個體，有利於主體性的開展。
最後，我們要再次倡言實作社群理論對創業教育的啟發，就是要求學生實
際投入日常生活的實作之中。Drucker（1986）認為，創業的目的在於為社會
帶來創新，也可以說，提倡創業/開創精神是為了幫助社會走向創新型社會，
任何帶來人類行為改變、促動經濟體制與社會生活變遷的作為，都是一種創業
創新。實作社群理論的學習觀點相較於傳統的教學方式，更鼓勵學生貼近日常
生活的社會實務，在細微的實作之中帶來改變社群的影響力。我們相信，這樣
教學方式更能讓學生擴展生命的視野，將創業帶離累積財富的刻板印象，從而
培育自我對社會的責任。
TAO

陸、小結：對現行創業教學模式的反思與期許
21 世紀已然邁過第一個 10 年，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不論是企業
或個人都面臨著日新月異的新挑戰。對企業而言，最好的應變方式就是主動出
擊；對個人來說，最好的適應技巧就是不斷地學習。創業教育就是在為這樣的
未來做準備，不只是每一個企業/機構都需要開創的思維，每一個個人也都需
要自我突破與解放，創業是為了帶動變化，而非因應變化。
研究與教學是高等教育的雙重核心，儘管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引領下，學
術研究的重要性似有凌駕教學的趨勢，但兩者實為一體兩面，高教教師不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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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學切割，反而應思考如何將學術研究的新思維帶入教學課程中。有鑑
於此，在學術研究的層面，本文鼓勵國內的創業教育教師多加關注「開創主義」
帶來的新思維，尤其創業研究的觀點在近年正在快速地位移中，從以往對經濟
功能的關注，到當前論及創業對社會文化的影響，都在顯示對創業的本質理解
正發生一種典範轉移的現象。其次，學界對於創業的動機也有新的認知，從以
往認為「創業就是創立新事業」的窄小視框，逐漸變化為探討創業如何帶來「自
我與社會的解放」。更重要的是，每一位教學者都必須謹記環境脈絡對創業行
動的影響，社會/市場絕非靜態均衡的世界，而是不斷動態變化的脈絡，其中
有許多彈性空間，等待創業者去付諸行動。在新的典範思維下，舊有的課程講
授、創業競賽、個案教學等方式可能已不符時代需求，而應在教學方式上尋求
新的突破，例如引入實作社群理論的學習觀點。
同樣地，本文也疾呼台灣在創業教育教學的目標與課程設計上應有新的進
展，以培育能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具體且實質創業行動的實務工作者為目標，而
不是訓練出一批對創業理論瞭若指掌卻無法付諸行動的學生。創業教育是一種
多元的發展與學習，要求學習者從自我的實際經驗出發進行改變與創造，從最
熟悉的小地方帶動革新。創業教育應鼓勵學生從日常生活的小地方開始嘗試，
甚至鼓勵學生犯錯，讓學生從親身的經驗裡生長出深層的體悟，並將這種學習
歷程轉化為創新的能力，才能真正培養出一群肯實際付諸行動的創業人才。因
此，我們認為，在課程設計上一定要強化實作學習的部分，例如鼓勵學生進入
創業者實際工作的場域中與創業者一同實作，或是讓學生進入自己感興趣的社
群進行長時間的參與和建立認同，都是可以強化實作學習的方式。另外，為了
鼓勵同學實際動手做並給予犯錯的機會和空間，在課程設計上也必須保留大量
的彈性，讓教師能隨著學生的狀態進行調整，而不是照本宣科地進行完 18 周
TAO

的課程。
在創業教育的體系中，教師與學校都應該逐漸調整自己的角色，大學不只
是傳授知識的學術殿堂，教師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傳授者，相反地，學校與
教師應作為學生發展開創思維與創業行動的支援後盾，當學生在實作中遭遇困
難或瓶頸的時候，可以回到學校這個知識資源的平台尋求新的可能方案，學校
內的老師就是創業行動的最佳顧問，校園資源就是學生的重要起點與基礎。我
們鼓勵有心學習創業的學生「將問題帶回教室」，也期許每一位創業教育的教
師都能成為學生諮詢的顧問，以使更多學生「把創業行動帶入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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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國外創業教育的回顧與觀察來看，創業教育絕對是可以有步驟、有系
統地在學校中教授與推行，儘管現行的教學方式尚有進步的空間，但只要創業
管理的教育者能不斷思考與反芻創業教育的問題，並敏覺到創業教育發展的趨
勢轉變，隨之調整教學模式和課程設計，台灣一定可以發展出一套適合本土的
創業教育教學方法。尤其台灣是一個創業現象如此蓬勃的社會，我們理應可以
找到更好的教學方式來回應企業與社會對創業創新的需求，期待學界能在本文
的呼籲之下思考與討論創業教育教學方式的相關問題，幫助台灣真正走向創業
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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