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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学分银行 0 ( Cred it Bank)是一种 模拟或 借鉴银 行储蓄 功能及特 点, 以使学 生能够 自由选 择学习

内容、
自主决定学习时间、自愿选择学习地 点的教 育管理 模式。 / 学分银 行 0制 度的创 建, 不仅代表 着未来 教育
改革与发 展的方向, 同时也是创建学习型 社会和 架构终身 教育 / 立交 桥 0的有效 措施。本 文通过 对终身 教育视
野下学分银行制度内涵与特点的分析、
学分银行运行规 则与机制的 探究、学分银行 认证机 构及建 设的意 义与目
的的研究等, 为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上海开放大学的建设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建议与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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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来, 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 织及其

一种教育管理 模式或思路。众所周知, 一般意义上 的银行承

他有关国际机构 的大力 提倡、推 广和普 及下, 终 身教育 不仅

担的是中介与 信用的职 能, 通常 具有存 款、贷款 及汇 兑的功

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理念 和思潮在全世 界广泛传 播, 而

能。而 / 学分银行 0借鉴普通银行的存储与兑换功能, 但它存

且还逐渐成为了 世界 各国 制定教 育政 策的重 要议 题。所谓

储的不是货币而是学分 ; 汇兑的也不是 货币, 而是学历、资格

终身教育, 指的是人 在一生 中所 受各种 教育 的总和 , 同 时也

证书或者普通 市民的学习成果。具体而言, / 学分银行 0一般

是对各种不同类型教育资源的 统合, 即 把原已存在 的各种教

具有以下特征 : 第一, 开 放性, / 学分银行 0为开放性的入学机

育活动从围绕人一生发展的角 度重新予以梳 理和整合, 进而

制提供无时 间 限制 和空 间 限制 的 学习 环境; 第二, 灵 活 性,

形成一种纵横交错、交相沟通与衔接 的体系。若要 实现这样

/ 学分银行 0具有灵活 的学分 积累机 制、
学 分评价 机制、学分

一种构想, 就需 要 在学 校教 育 和学 校外 教 育之 间架 起 一座

转换机制等一 系列弹性 学习 的制 度, 强 调以 学员 为主体, 学

/ 立交桥 0, 即无论是正规 教育还是 非正规 教育, 都能在 每一

员学习相关专业与课程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 同 时允许学

个人有需要时就能 为其 提供必 要和 合适的 教育 或学习 的机

员按照工作、求职、兴趣等需求来 选课、
选时 、
选校、选师和选

会。但长期以来, 受传 统教 育思 想的影 响, 学校外 的非 正规

择教学方式; 第三, 服务 性, / 学分银行 0还具备为全社会进行

教育一直未能得到社会的广泛 认可, 尽 管非正规教 育在应用

开放服务的、具有组 织特性 和标 准的课 程资 源平 台, 能为每

知识和技能, 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拾遗补 缺方面都具 有正规教

一个社会成员 的不同学习需求提供特殊的教育服务。

育所欠缺的重要功能 , 但其价值和作用 却仍然没有 得到充分

近年来, 世界各国纷纷 致力于 / 学 分银行 0的 建设, 其中

的重视。即使是对 / 教育 0的理解而言, 也仍然局限在正规学

较具代表性的 是 / 欧洲学分转换系 统 0和 韩国的 / 学分 银行 0

校教育的范畴, 而这种观念也在客观上 导致了终身 教育体系

制度。

构建的困难。换 言之, 若要 构建 完备的 终身 教育体 系, 其关

(一 )欧洲 / 学 分转换系统 0

键之举就是要在学校教育与学 校外教育之间架起一座 / 立交

欧洲学分 转 换系 统 ( European C red it T ransfer System, 简

桥 0。诚然, / 架桥 0的方 式很 多, 但 / 学 分银 行 0制度可 视为

称 ECT S), 隶属于欧洲委员会, 最早可追 溯到 1953年在巴黎

是目前最为直接、也是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方式之一。

召开的 / 关于进 入 别国 大 学 学 习时 文 凭 等 值的 欧 洲 大 会 0

较之欧洲及日、韩等发达国家或地 区业已普遍 推行并日

( 陈娟, 2007)。当时欧洲的高等教育面临多重 挑战: 一 方面,

趋完善的 / 学分 银行 0制度, 我 国的 / 学分 银行 0建 设还 只刚

历史悠久的欧洲大学与 其他一些非欧盟国家 , 尤其 是与美国

刚起步, 如何基于我国国 情, 准确把 握 / 学 分银行 0的内 涵与

相比, 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缺乏竞争力 ; 另一 方面, 欧盟内部

特点, 并明确 / 学分银行 0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联

各国的教育计 划和教育 机构 复杂 多样, 质量 参差 不齐, 评估

系, 同时深入研究 / 学 分银行 0在我 国的运 作方式, 这些 问题

手段和过程各 不相同, 因而极大地影响 了学位的透 明度和流

对于终身教育体系的 构建, 无疑都具重大而积极的意义。

通性; 第三, 统一的 欧洲 劳动力 市场 也要求 各国 协调 高等教

/学分银行 0制度概述及国际经验
所谓 / 学分银行 0, 是模拟或借鉴银行储蓄功能及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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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整体的质量和竞 争力。得 益于此, 欧洲学分转 换制度开

类学分可以得 到认定, 一是由正规大学 和大学专科 等高等教

始迅速发展并成熟起 来。

育机构提供的 课程学分, 包括辍学学生 在就读期间 获得的学

欧洲学分转换系统实行的 是 / 学分制 0, 其学分计算是在

分; 二是在非正规教 育机构获得的学分, 如经营、会计、文化、

传统全日制学生课业负荷量的 基础来估算的, 因而 统一适用

艺术、工程等上百个 专业所 颁发 的数以 千计 的单 科证书, 其

于所有类型课程的计 算, 而不需要考虑 课程的长度 和内容构

都可以转化为学分银行 认可的学分; 三 是由各类非 正式的教

成, 即其既可以是一 个学期 的完 整课程, 也 可以 是一个 周期

育机构所组织 的一些涉 及教育 的重 要文化 活动 而由 此获得

的短期模块课程; 既可以是初级课程、中级课 程, 也 可以是高

的学习参与及 其记录或通 过自学 考试获 得的 学分 (杨黎 明,

级阶段的研讨课程。在这里, 学分用于 反映的是每 一课程所

2005)。与此同时, 韩国的 / 学分银 行 0还兼具 有较为 完善的

需要的工作量, 并以学分积累的数量来 衡量学习者 的学习进

质量控制系统 , 即一 方面, 由韩 国教 育发展 研究 院依 据社会

度。其次, 学分还代表 作为 具体 单个课 程的 计算使 用, 并且

的需求和学科 的发展, 制定 专门 的课程 标准, 并 详细 规定具

可以累积计算, 如学习者在一段时间内 仅学习了某 一个模块

体的教学手段、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要求 ; 另一 方面, 任何在正

课程, 而未完成整个 周期的 课程 学习, 则其 所学 的模块 课程

规教育机构以 外获取的学分, 都必须是 在韩国教育 发展研究

也可以以单个学分的形式予以 记录和保存, 同时还 可以与以

院指定并认可 的机构获得才有效, 这样 的规定也有 利于学分

后参加的其他学习所 获得的学分累积计算 。与此同时, 欧洲

质量的保证、统一与稳定。

学分转换系统还建立了 / 学分转换与累积等级制 0, 即根据共

韩国实施 / 学分银行 0制度 以来, 学习参 与者 日益增 加,

同的质量标准, 在对 学习者 进行 学分评 估排 序的情 况下, 对

成绩也日渐显 著, 不 仅促 进了正 规教 育机构 的办 学积极 性,

学习者的学位、学历资质进行统一的考量与授予。

同时也为非正 规教育总 体水平 的提 高及教 育地 位的 提升奠

欧洲学分转换系 统实施以后, 学生 学习的质量 得到了很

定了重要的基 础。可以 说, / 学分银行 0制度不仅奠定了韩国

大提高。它通过采 取灵 活的学 分制 度来确 保学 分的可 转让

建设学习型社 会的基础, 而且还为不断 鼓励韩国市 民投入终

性和可累积性, 在本 科和研 究生 教育的 基础 上, 创立了 一种

身教育与终身 学习的活动, 并通过参与 各种学习而 积累学习

简化的、易读的、
可比较的学位 系统, 由 此也极大地 促进了欧

成果, 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洲高等学府和学校之间在教学 与科研方面的 合作, 促进了欧
洲教育的交流与发展 。
( 二 )韩国的 / 学分 银行 0制度

上海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功能及实践对策
综上所述 , / 学分银 行 0制度是一 个极其 复杂 的系统, 它

更具现代意义的 / 学分积累与转换 0机制, 则首创于韩国

需要一定的社 会条件和政 策的支 持。如韩 国的 / 学分银 行 0

的 / 学分银行 0制度。韩国 / 学 分银行 0制度及 其体系 的建设

制度就得到了来自政府 从上而下的有力推动 , 作为 公权力的

始于 1995年韩国教育 改革 委员会 提交 的 5关于 促进开 放式

政府不仅进行了整体性 的结构设计, 而 且还建立了 相应的组

终身教育社 会和 教育 体系 的革 新设 想 6的 报告 书 ( 杨黎 明,

织机构, 同时明确了 各级机 构的 职责, 并设 立了 综合 信息服

2005), 该报告书提议采用 / 学分 银行 0制度 来实 现非正 规教

务系统, 最终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 规。这样一种 对正规与

育的价值评价及功能 转换。换 言之, 其 设想通过建 立一个被

非正规高等教 育机构 进行重 组和 重整的 改革, 其 力度之 大、

授权的教育认证 机构, 并通 过学 分互认 和互 换的机 制, 来实

考虑之周密, 在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 亦可谓是空前绝后。

现正规教育和非 正规 教育 之间的 内在 沟通和 衔接。基 于这

就我国而 言, 由于区域性发展的现 实差异决定 了各地区

一设想, 委员会开始研究 / 学分银行 0体系及其机制的相关问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都存在着较大的 差距, 因此, 如韩国那

题, 并且获得了政府的 认同与 批准。 1997 年 1月, 韩国 政府

样大刀阔斧地以统一标 准并整 齐划一 地推行 / 学 分银行 0的

颁布了针对 非普 通大 学学 生的 5时 间学 生 登陆 制的 试 行指

制度显 然有一定的困难。但在 一些地区, 如上海, 作为经济、

南 6; 同年 9月, 5总统令第 1548号 6颁布, 该令具体拟定了认

文化和教育处于全国领 先地位的国际化大都 市, 其 社会发展

证与鉴定学分的系统 和标准 化的课 程 (陈晶 晶等, 2010), 并

的日新月异和经济水平 的迅速提升, 尤 其是终身教 育和终身

且首次建立了评估与 认定的教育机构及标准课程。

学习思想的 深入 人 心, 以及 人 民群 众对 教 育需 求 的日 益增

具体地说, 韩国的 / 学分银行 0制度首先是一个开放性的

长, 都已为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实施创造了基本的条件。由于

教育机制, 它借鉴银行的某些功能特点, 并以 学分为载 体, 来

现今的人们已不再满足 于一次性的学校教育 , 甚至 也不再以

具体地记录学习者的各种学习 成果和经历, 并首次 实现对学

学历教育作为 唯一的人生追求, 因此如 何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

校外学习成果的认定 和转换。简言之, 学分银行制 度不仅可

要, 并满足人们对教 育的精 神需 求, 已经成 为众 多市 民的重

以对正规教育, 也可以对通过非正规乃 至非正式的 教育途径

要选择。从这一层面看, 为了满足上海 市民对自身 发展的多

所获得的学习成果予 以认定, 同时通过 学分累积的 方式向学

元需要, 同时也 为 了满 足上 海 市经 济和 文 化多 元 发展 的挑

位认定机构申请二年制的大学 专科文凭、三年制的 大学文凭

战, 率先在上海推行 / 学分银 行 0制度的建 设, 进而构 建完善

或学士学位。

的终身教育体 系, 这 不仅是 时代 的呼唤 , 同 时也 是现 实社会

就目前的状况而 言, 在 韩国的 / 学 分银行 0中, 大致 有三

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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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学分银行 0具有 / 认证 0功能

但这一记录却 又具有两 方面 的功 能: 一 是它 在个 人就业、转

就上海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建设来看, 其具有的第一大功

岗或升职方面 , 可以 起到辅 助与 正面评 价的 作用; 二 是它对

能, 就在于它的 / 认证 0功效。上海已 经成立 了 / 开 放大学 0,

于个人利用业 余时间参 加的各 种非 学历学 习活 动可 以记录

顾名思义, / 开放大学 0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呈现开放姿态

其参与的质与 量, 累积一定的数量还可 获取各种物 资或精神

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既然是 / 大学 0, 就又必须要符合大学培

的奖励。就如同 储蓄积 分、手机 积分一 样, 学习 积分也 可以

养人才的要求。如何在无入学 门槛与择优考 试的前提 下, 又

用于兑换相应 的礼品、
抵扣一定的税率 或者获得文 化娱乐场

必须保证教育的质量, 这就需要 / 学 分银行 0作为 授权的 / 中

所的优惠券、参观 券等。而 通过 积分兑 换, 学习 者所积 累的

介机构 0在认 定与 鉴别 学习 成果 方 面起 到 重要 作用。 换言

学习积分亦自 然相应减 少, 因而 若要增 加学 习积 分, 就惟有

之, / 开放大学 0既要保障 / 开放 0的力度, 又要 维持与 保证作

通过不断学习 来获得新的积分。无疑, 这对于学习 者本人持

为 / 大学 0的 高水 平与 高质 量, 其成 功与 否的 关键 就决 定于

之以恒的学习 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与推动。

/ 学分银行 0的 有效 运作。具 体而言, 在 / 开放 大学 0或 其他

简而言之, / 学分银行 0既承担了认定学历教育学分的任

继续教育领域, 上海所创 建的 / 学分 银行 0系统, 系针对 每门

务, 同时也承担了认定 非学历教 育 / 积分 0的任务, 而 由此也

学科确定相对应的学 分值, 学习者则可 以通过注册 登陆的学

就完成了架构终身教育 / 立交桥 0的重大使命, 也在校内与校

习方式进行学分积累, 所修得的学分亦均需通过 / 学 分银行 0

外教育的融合 和沟通方面, 尤其是对一 直以来很难 给予评价

或指定的专门机构予 以认定, 而只有认 定了的学分 才能储存

的、但对人的发展又具有极其重要作用 的社区教育 乃至具有

于个人的 / 学分银行账户 0, 当学分达到规定的数量或标准以

教育意义的社区文化娱 乐活动的 / 学习成果 0的认定方 面, 均

后, / 学分银行 0还可对其学习成果做出相应的评价。至于评

做出了突破性 的贡献。

价则包括学历证 书的获 得、学位 的授予、学 分的 认定与 转换
等 ( 下级学历的学分通过累积可申请上级学历 )。
1)实践对策之一: 开发和颁布科学而统一的课程标准
诚然, 学历教育领域的学分累积与 转换是一个 复杂而庞
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 众多配 套制 度的支 撑与 辅助, 如规 范现

2. / 学 分银行 0具有通过建立认证机构、机制及平台实现
终身教育理念 的功能
上海 / 学分银行 0制度建设的第二大功能, 即在于其通过
建立独立的学分和 / 积分 0认证机构, 同时并通过机制建设与
平台搭建来实 现终身教育的理念。

有的课程标准就 是首 先需 要解决 的问 题。学分 累积制 度的

诚如以上所述, / 学分银行 0是通过模拟或借鉴银行运作

顺利实施, 与规范的课程标准密不可 分。由于我国 目前的专

的基本原理, 对开放 性的教 育或 学习做 出具 体的 认定、管理

业总量繁多, 课程类 型互相 交叉, 因 此只有 开发 和颁布 科学

和指导, 其基本做法 是学习 者可 以将文 凭证 书、在校 学习的

而统一的课程标准, 同时确定学科专业、教学 目标、主修课程

成绩和工作期 间的成果 等经过 指定 的评审 机构 认证 后而转

和选修课程、学士学 位毕业 的要 求、评估的 质量 标准等 方可

为学分 (康乃美等, 2009) 或 / 积 分 0并存 入 / 学分 银行 0。当

使 / 学分银行 0制度处于规范的运作状态。

学分或 / 积分 0积累到一定数量及符合一定的标准要求 时, 即

2)实践对策之二: 建立科学的转换机制

可获得相应的 学历、资 格证书 或其 他相应 的奖 励。因此, 学

/ 学分银行 0的建设还需要科学转换机制的建立, 如某种

分 (积分 )认证的 公平、准 确与 全面 与否, 则 无疑 成 为 / 学分

学历或者某项技术 资格 证书应 依据 怎样的 难易 程度及 又应

银行 0是否能 够长 期及 有效 运 作的 关键。 而为 了 保证 学分

获取多少相应的学分数才能授 予等, 都 需要规定明 确的评估

( 积分 )认证过程的科 学、合理和 公正, 就必须 进行制 度建设

指标。换言之, 只有 形成 了 一整 套较 为 完善 的学 分 转 换机

并构建完善的组织机构 来予以保障, 而 其中建立起 一个经过

制, 才能有效地解决学历教育内部的学 分转换及学 历教育与

授权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学分认证机构则非常重要。

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 学分转换问题。

以韩国为 例, 其 / 学 分银行 0之所 以能够 顺利 实施, 就与

其实, / 学分银行 0的作用还不仅限于学历层面。由于终

其完善的制度 建设密不可分, 如韩国建 立了从国家 到地方的

身教育理念的实现, 关键在于整合学校 与学校外的 资源为人

组 织机构 ) ) ) 韩 国教 育发 展研究 院 ( K orean Educational D e-

的一生发展提供教育 的帮助, 而其中如 何架构两者 之间的立

ve lopm ent Institute, 简称 K ED I), 其作为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主

交桥, 则是关键中 的关 键。如今, 这一 融通 与衔接 学校 与学

要执行机构, 负责学生日常的注册、学分审查 、
审核 批准授予

校外教育的困难问题, 因为 / 学分银行 0的建立而有望得以全

文凭或学位的 条件、课程标 准的 评估与 检查、培 训机 构的评

面解决。换言之, / 学分银行 0除了对有志接受高等教育的学

估以及信息服 务系统 的运 行维护 等。当学 习者 从不 同的途

习者提供学 历教 育 所需 的学 分 认定、积 累 与转 换的 服 务以

径获得学分以 后, 必须向韩国教育发展 研究院提出 学分认证

外, 其还可起 到积 极 推动 学校 外 的 / 继续 教 育 0与 / 社 区教

的申请, 并通过必要的审查程序后方可获得认可。

育 0的作用。简言之, 但凡在社区、社区学校或社区 文化中心

1)实践对策之一: 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参加的各种职业培 训或有 益身心健 康的 文化 娱乐活 动, / 学

就上海的 状况来看, 由 于人口 众多, 市民 学历 层次 的差

分银行 0也都可以予以认定并给 以 / 积分 0; 不 过其最 终成果

异亦较大, / 学分银行 0制 度一旦 开始施行 , 涉 及的业 务必定

的呈现形式 可 能不 是学 历 证书 而是 个 人学 习经 历 的记 录。

会繁多而复 杂, 因 而完 善的 组 织机 构的 支 撑与 运 作非 常必

# 44#

黄欣, 吴遵民, 蒋侯玲 1 论现代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建设

OER. 2011, 17( 3)

要。为了确保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顺利运行, 首先需要组建完

度从现实的角度为终身 学习提供了切实有效 的实施平 台, 对

善的专家咨询和日 常运行 的机制。 因为 / 学分银 行 0制 度一

于扩大高等教 育接受 人群的 范围, 提 升高等 教育 的入学 率,

旦实施, 就必然会涉 及诸如 课程 标准的 开发、课 程质量 的评

尤其是改变一 些因受社 会地位 及经 济的原 因而 长期 被排除

估、学习人员的 注 册、学分 的 审核 与认 定、学 分的 积 累 与转

在高校门外、无法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 社会弱势人 群创造了

换、信息系统的维 护等 一系列 标准 类、
技 术性 的问 题。根据

接受高等教育 、
获取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机会。

上海的实际 情 况, 我们 的 建议 是: 首先 需 要建 立 一套 市、区

同时, / 学分银行 0制度也在客观上提高了非正规教育机

县、街道 (社区 ) 组成的三 级运行 管理机 制。在市 级层面, 主

构的地位。在过 去很长 一段 时间 里, 我 国的 远程教 育、地区

要负责出台与 / 学分银 行 0制 度建设 有关的 细则、标准, 并负

性的社区教育等一些非 正规性的教育, 尽管也为城 市市民提

责 / 学分银行 0管理系 统的总 体开发 和维护; 在区 县层面, 则

供了高质量的 教育与教学服务, 但却一 直处于教育 的边缘状

需要建立一个负责本行 政区域 内 / 学分银 行 0制度执 行的机

态, 而未能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重视与尊重。 / 学分银行 0制

构, 以具体落实各项制度并根据本区域 的实际情况 制定补充

度允许一些非 正规的教 育机构 也能 够像正 规大 学一 样有权

办法; 在街道及社区层面, 应 该设有 专门负责 / 学 分银行 0管

授予学生学分 乃至学位, 如此也就可明 显提升非正 规教育及

理日常 / 积分 0工作 的 事务 处 理机 构, 以 全 面 受理 / 学 分银

其机构的社会 地位, 对于弥补我国高等 教育资源的 不足亦可

行 0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各项事务。

起到拾遗补缺 的作用。

2)实践对策之二: 设立全市性的学分评估与认证组织

2. 推动社区文化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的发展

为了保证学分 (积分 )认证过程的公正与统一, 上海市还

终身教 育 和终 身 学 习倡 导 的是 / 人 人皆 学 0、/ 时 时能

应设立一个全市 性的 学分 评估与 认证 组织。作 为专门 的独

学 0和 / 处处可学 0的学习环境与 氛围, 着眼于 提高城 市的文

立评估机构, 其应当 是独立 的第 三方, 并直 接受 上海市 政府

明程度、市民的综合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学分银行 0

的委托, 专门从事学 分评估 与认 证事项, 而 不受 其他任 何机

制度所开创 的开 放和 灵 活的 学分 积累、转 换与 / 消 费 0的方

构和个人的非法 干涉。 该机构 的专 业工作 人员 应依据 上海

式, 恰恰就是对于终身教育理念的具体贯彻与实施。

市高等教育的课程内容、教学时数、考核要求、考核 方式等要

需要强调 指出 的是, / 学分 银行 0的 学 分转 换 与积 累机

素制定标准和规范, 以对学习者在 / 学分银行 0系统内的学习

制, 并非仅仅适用于 学历教 育, 其更 重要的 还在 于对 市民参

成果进行统一 评估、认 定或转 换。同时, 针 对该机 构的 独立

加的各种具有 教育意义 的文化 乃至 娱乐活 动的 认定 与学分

性特征, 还需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督 机制, 以规范操作 流程,

积累。换言之, 只要市民参与了有组织 的社会学习 或文化活

严厉查处违规操作, 确保学分评估和 认证的权威 性、
严 肃性、

动, 就可 / 记录在案 0并有可能获取学习积分。这对于激发市

公开性和公正性, 促进学分认证互换机制的健康运行。

民终身学习的 热情, 促进市民自愿并自 觉地投入各 种学习活

建设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重要意义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构建, 应该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

动, 从而真正实现终身教育所涵盖的 / 发展人的个性、提高公
民素质 0的内涵要求与 / 贯穿 人的一 生、从摇篮到 拐杖 0的外
延范畴将 起到 直 接的 推动 作 用。因 为, 终身 教 育所 提 倡的

大创举。它首先打通了学历与 非学历、正规与非正 规教育之

/ 贯穿人从摇篮到拐杖的一生教育 0, 其并不仅仅指发展个体

间的沟通壁垒, 实现 了各类 教育 资源的 整合 与利用 , 其 对于

的教育, 而且更指的是为了围绕个人一 生的发展而 对社会整

提高教育的有效性, 以及为更多市民提 供多样化的 终身教育

体教育进 行的统 合 ( integrated)。这里 的统 合范 畴不仅 包括

提供了现实的机 会和 可能。这 一制 度的建 立不 仅能够 为正

正规教育, 还更包括非 正规教 育乃至 非正 式教 育。而 / 学分

在建设中的开放大学的发展提 供切实的机制 保证, 而且对全

银行 0的广泛涵盖性与奖 励性, 无疑 正契合 了终 身教 育的发

民学习、终身学习的促进与学习型社会 的构建等都 具有不可

展要求, 其不仅调动 了市民 参与 终身学 习的 积极 性, 而且把

估量的意义。

教育与市民的文化生活 乃至娱乐活动连接在 了一起, 这样一

1. 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 促进了教育机会的公平

种寓教育于管 理、
服 务与文 化活 动的一 体性 大教 育格局, 无

受传统文化的影 响, 我国是一个相 对重视学历 与学位的

疑是对单一性 的学校教育体制的重大突破与拓展。

国家, 社会上也难免存在崇尚和追求 高学历、高学位的 氛围。
但是正规教育系统的容量具有 一定的限度, 而 / 学分 银行 0制

3. 衔接各级各类教育, 构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模式
/ 学分银行 0制度的多元化与灵活性, 也使其在连接多样

度的建立, 则可打破 原先正 规大 学一统 天下、包 揽高等 教育

化的各级各类 教育 模式 中起到 了重 要作用。 如大学、大 专、

资源的狭隘局面。 / 学分银行 0制度以学分评价体系为 依托,

自学考试、补习班, 甚至 证书转换等等, 都因 / 学分银行 0而连

借鉴 / 银行 0的运作特性, 通过学分存储、
学分累积、学分零存

接在了一起, 如此广 泛的连 接, 在目 前的教 育体 系下 可谓独

整取及学分互换等手 段, 对人们终身学 习进行了时 间与空间

一无二。一方面, 它架起了非正规高等 教育与正规 高校教育

上的灵活管理, 破除 了人受 传统 教育专 业、学习 时段和 学习

之间学分互认的 / 立交桥 0, 即通过学分认证机构的认定与定

机构的限制, 而使学习者即便在工作之 余也可以通 过连续的

期评估, 及时调整 / 学 分银行 0的 各项系数 , 督 促非正 规高等

或间断性的自由 学习 获得 所需的 学历 或资格 证书。这 一制

教育机构不断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并加 大对于非正 规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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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和办学效益 的宣传力度, 逐渐 消除社会对 非正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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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架构现代 终身 教 育体 系的 重 要支 撑与 关 键之 举, 它 的实
施, 其实也代表了世 界教育 发展 的一个 基本 趋势, 即教 育将
从此由封闭走 向开 放、由单一 走向 多元与 综合。今 后, 更多
的文化元素将融入教 育, 而教育也将更 多地渗透到 人们的日
常生活、休闲与娱 乐之 中。其虽 任重而 道远, 但我 们也 必不
懈求索并实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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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study analy z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ed it bank system s' construction, investigates
th e rules and m echan ism of credit bank s' operation, and exp lores them eaning and purp ose of the certif ication organization f or credit bank and its establishm ent. A s a result of furth er research, the study reveals tha t the esta blishm ent of
th e cred it bank sy stem is an eff ectivew ay to build learning society and lif e-long educational structu re. In conclusion,
th is article provid es several useful p roposals and counterm easures to th e developm 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 ent of op e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f elong education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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