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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riz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promulgation of innovation”, how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faced by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redefines the category of
the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i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and probes into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system of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and other important probl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can be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and quality,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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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如何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重
要课题，本文在这一大背景下对北京服装学院项目驱动教学的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探讨了项目驱动
教学的评价与反馈及项目驱动教学对教师的要求等重要问题，以期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
日后的创业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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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中讲到：“中国永远做开放大国、学习大国、包容大国。
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大国”；“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
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
的新态势”。从总理的讲话中我们深刻的领悟到作为高校教师在建设创新大国中的责任。大学毕业生将
成为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重要群体。现代大学生应有创新精神，有对传统观念和传统行业挑战的信心
和欲望，而这种创新精神也往往造就了大学生创业的动力源泉，成为成功创业的精神基础。那么在大学
期间如何培养大学生具备这样的创新精神已经成为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北京服装学院的部分教师逐渐意识到项目驱动教学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方面的
重要性，并尝试在课程教学中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如有的教师将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项目引入
课堂和毕业环节，作为项目教学的内容和学生的毕业设计题目，结果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获奖学生
和组织竞赛的学生都得到企业的优先录用。根据我校招生就业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凡在学校参加过学
科竞赛、科研训练项目和在课堂上接受过项目训练的学生，在就业中都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就业岗位
比较好，工资待遇也较好，在毕业后的创业之路中走的更加顺畅。究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综合素质
高，具有较强的研发与设计创作能力。然而，与兄弟院校相比，北京服装学院项目驱动教学开展的深度
和广度还有待强化，还有部分教师对项目驱动教学的认识不足。北京服装学院培养的是高级专门应用型
人才，要实现“学以致用”，使学生真正能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将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紧密结合，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以真实的项目为基点，让学生利用各种校内外资源及自身的经验，采
取“做中学”的方式，通过完成工作任务来获得知识与技能，并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增强学生的创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2. 项目驱动教学的含义及范畴
2.1. 项目驱动教学的含义
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
生在一定的情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以项目为驱动的
教学模式借鉴了当前三大教学法(探究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的思想和特点，通过选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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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来创设学习情景，通过协作学习的方式开展学习，通过完成项目来达到意义建构[1]。以项目的完成来
开展教学，在教学中可充分体现和营造适宜学生创造力发展和表现的环境，鼓励学生敢于充分表现自己
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项目驱动教学的指导思想是将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项目交予学生独立完成，从信息的收集、方案的
设计与实施，到完成后的评价，都由学生具体负责；通过一个个项目的实施，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把握完
成项目的每一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整个过程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组织与指导作用[2]。
项目驱动教学的核心追求是：不再把教师掌握的现成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作为追求的目标，或者说
不是简单的让学生按照教师的安排和讲授去得到一个结果，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去寻找得到这个
结果的途径，最终得到这个结果，并进行展示和自我评价，学习的重点在学习过程而非结果，他们在这
个过程中锻炼各种能力。教师已经不是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指导者和监
督者，学生具有 90%的主动性。

2.2. 项目驱动教学在北京服装学院的范畴界定
项目驱动教学法目前在德国已经普及。实施项目驱动教学必须有充足的教学资源，主要是教师资源
和设备资源，同时实施项目驱动教学的班级人数不能太多，在德国一般在 12 人左右。这是严格意义上的
驱动教学法。而在中国，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大部分的课程教学都很难做到十几人的小班授课，因此，
考虑中国的国情和我校的实际情况，可以对项目驱动教学的范畴进行适当的外延。近年来，中国高等教
育在本科教学中大力提倡实践教学，以增强本科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与创作能力，为适应新的形势和社
会对本科生的能力要求，北京服装学院大力提倡本科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为本科生提供参与学科竞
赛的机会，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创造条件，让他们尽早进入教师的工作室和实验室。笔者认为，针对我校
的实际情况，可以将以下内容划归到项目驱动教学范畴：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定的教学项目，艺术类工
作室教学及科研项目；各科类实验室教学及科研项目，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
各类学科竞赛项目等等。
如，由服装设计专业和服装工程专业学生组成艺工结合的学习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或模
拟品牌的策划和产品开发，通过市场调研，提出新产品的整套设计方案和市场营销方案，使学生既掌握
了现代服装企业品牌和产品开发的流程和要求，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在审计课程
中，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将审计学科内容分成 5 个项目，以五个项目的形式呈现风险导向审计模式
下审计流程的整个过程。在市场营销课程中，走访相关企业获取项目，然后将筛选过的合适的项目融入
到课程实践教学中，同时校内教师与企业工程师联合指导项目教学开展，最后学生拿出项目成果接受企
业检验，通过检验后投入到企业营销实战中。又如，艺术设计类专业将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一些
重要的竞赛项目融入到课程教学中，这个竞赛已经举办多年，平均每两年一次，每次都有很多学生参加
并获大奖。艺术设计作品必须面对客户，面对市场，既要从设计师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也要从客户的
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显然达不到意想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只为完成竞赛
作品，急功近利的获奖，缺乏对知识的学习以及专业体系的把握，也是有缺陷的。因此必须对二者加以
协调，以设计流程为主线，每个工作环节配合相应的体系模块，精心设计每个模块的知识点，典型案例，
应用技能等内容。
以上都可以归类为项目驱动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及时运用到具体
实践当中去，及时发现学习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对自身的学习进行调整和改进，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增强学习的目的性，同时也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可
以为大学生增加社会实战经验，为其就业和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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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驱动教学的评价与反馈
目前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仅仅是对最终交付的设计结果进行评分，而缺少必要的过程考评和有
效的反馈机制。实际上，考评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给出一个成绩，更是为了让学生改进和提高。所以，对
于项目教学必须建立科学的考评与反馈机制。项目驱动教学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必须设计得到，才能使学
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得到提高。
评价方法与标准的设计应注意的问题：1) 项目执行期间学生应完成哪些工作要求，比如建议书，策
划方案，结果总结，小型汇报，模型，示例等。在项目结束时学生是否要准备最终的汇报或成果展示；
2) 测量学生预期成果的标准是什么？如策划方案的评价标准为格式规范，逻辑性和操作性强等；3) 企业
是否参与审查和制定项目标准；4) 评价人员的构成的合理性等，即教师、学生、企业、社会等各部分的
评价在总成绩中所占的比重[3]。
对项目的评价与反馈不能只是针对最终的成果，而应对项目进行的全过程进行评估。这个过程主要
从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进行。
1) 内容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知识、能力、态度”三个方面。
知识方面：基本知识掌握程度、项目总结报告的水平。对于基本知识的测评，不局限于传统的名词
解释、问题回答等测试形式，而是通过具体案例，要求学生对项目开发步骤的分析与建立，每一步骤的
具体要求进行详细说明，有效地将学生所掌握的相关课程知识进行具体化的逻辑串联[3]。
能力方面：收集资料的能力、提炼资料能力、分析资料的能力、与小组成员的合作能力、与企业等
外界部门的沟通能力。此外，还包括工作说明、解答问题和成果评价的能力。
态度方面：遵守纪律状况与学习态度、参与小组集体活动情况、参与班级研讨的积极程度。
2) 方法评估。应采取自评、互评、教师总评、业界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自评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重视学生的反思；互评有利于学生共享学习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以及提出改进意见；教师评价
这个环节不只是评出分数，更要对项目进行的全过程进行评价和评估。要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共
性问题和重点难题予以深入分析和有效突破，让学生在质量评价环节获得新的启迪。如，每一部分的授
课内容和实践工作结束后，要求学生进行工作步骤和相应成果的陈述，同时接受其他小组对于其完成工
作的询问，解答其它小组提出的问题，最后对小组完成工作的开展自我评价，同时在学生自评基础上，
授课教师对每个小组的表现开展综合评价[4]。
当所有课程结束后，学生的最终成绩将由这三个部分综合评定，通过这一机制将有效帮助学生找到
知识和实践能力不足之处，实现学生进一步完善的目标。
有些项目，比如学生参加的竞赛项目除了进行自评、互评和教师总评外还应该考虑业界和大赛评委
的评价。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项目的评审已经形成省级和国家级两级考核机
制。评审专家由各院校专业教师和业界知名设计师组成，评审名次与作品进行网络公示。不仅有专业教
师，也有业界人士，甚至还有社会其他层面的参与监督，形成学生自我评价、教师评价、企业评价、社
会评价等综合评价体系。这种综合的评价比较具有权威性，使得参与竞赛的学生能够对自己的作品有个
全面，客观的认识。因此，在项目驱动教学的评价与反馈环节应尽量增加这种评价方式。

4. 项目驱动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项目驱动教学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学中教师将面临许多新
的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要求教师熟悉职业实践；要求教师具有跨学科和团队合作能力；
要求教师具有创设学习情境的能力；要求教师对自身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5]。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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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实际项目后，一定要有懂得项目运作的教师、通过教师将项目分解成具体任务，组织学生实施、从
事项目教学的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相关企业工作经验，从事过类似的项目运作，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教
学经验，懂得如何将企业所需与学生应学有机结合。
但目前我校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是从大学本科直接读到博士毕业，在此期间很少参加
企业实践，缺乏专业实践能力，即使有企业的实际项目摆在面前，有些教师恐怕也难以驾驭，无法将其
有效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因此，我校已出台相关文件，对中青年教师进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训。学
校为缺乏实践能力的中青年教师提供机会将其送到企业中实践半年，同时解决其后顾之忧，让这些教师
能够安心在企业锻炼，而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走走形式而已。只有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提升了，项目
驱动教学的效果才能真正显现。

5. 结语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有力引擎，在大创业浪潮来袭的背景下，现今
大学生创业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因为大学生属于高级知识人群，并且经过多年的教育
往往背负着社会和家庭的种种期望。在现今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就业形势却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大学生创
业也自然成为了大学生就业之外的新兴的现象。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大学教师更加要
重视教学方法，而不是教学内容；更要重视教学过程，而不是教学结果。重视的不是学什么，而是怎样
学，从而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套学习方法，教师变成训练者、管理者。在教学中，要培养出具有独立
工作能力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学生，教师就要转变传统观念，在教学中大胆引入能适应当前教育形式和创
业背景的新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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