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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以培养具有基本创业素质和创业个性的人才为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
思维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本文通过分析国外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从创新创业课程、实
践和环境三个核心主题分别阐述了进行该体系建设时应着重关注的要点,以期培养学生如何探索市场
机会,发展自身执行能力,以实现经济目标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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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ims at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basic entrepreneurial
qua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and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By analysing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broad,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key point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when
cond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in terms of each of the three core them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environment, with a view to cultivating the potential of how students
can explore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 their own execution skills to achieve their economic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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