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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上世纪末以来，工作场所学习作为校园外非正式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重
视。然而，随着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学习行为呈现出来，生活场所学习作为工作场所学习的替代性概念被提出来。

本文旨在对生活场所学习模式的内涵、特征、发展现状、教育价值进行全面探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从“工作”、“场所”、“学习”三个方面的变化，来解读生活场所学习模式取代工作场所学习模式的必然性；通过介

绍部分欧洲国家联合启动的对生活场所学习成果进行质量认证的ＬＰＬ项目，分析生活场所学习在实践中获得合
法发展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发展生活场所学习对于促进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社会融合和全球

终身学习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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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场所学习”概念初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以学校教育获得的知识，维

系整个职业生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们需要在工

作的同时继续学习。大量的研究也证实：工作中的

能力，尤其是许多“软技能”，如人际交往能力、团结

协作能力、主动性和创新精神等，往往是从工作实践

而不是书本知识中获得的。工作中的学习由此受到

关注。一批学者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专业

学会组织，公开出版专业期刊，举办学术会议。自

１９９９年开始举办的“国际工作与学习研究大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ａｎ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就是推动“工作场所学习”（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领域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 （黄健，２０１１）。大
量的工作场所学习理论和学习模型由此产生，如瑞

莱特（Ｒｙｌａｔｔ）的“输入—输出”学习模型，约根森和
瓦林（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Ｗａｒｒｉｎ）的“环境与过程互动”模

型，纳德（Ｋｎｕｄ）的“双三角”学习模型，皮特·扬
（ＰｅｔｅｒＹｏｕｎｇ）的“系统学习”模型等（欧阳忠明等，
２０１４），还开发了许多促进工作与学习有效整合的
学习方法，如员工培训、团队建设、行动学习、工作

坊、伙伴学习、竞赛等。

经过数十年发展，工作场所学习作为校园外非

正式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不断

深入。在美国，它被视为提高毕业生可雇佣能力、扩

大就业、促进职业流动性，加强学校与企业协作的政

策手段而进入政府的政治议程。在欧洲，工作场所

学习作为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被写入欧

盟发布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中，成为许多欧盟和

英联邦国家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性目标之一。近

年来，工作场所学习在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越

南等亚洲国家开始受到重视，甚至被视为攸关工商

界、教育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并掀起了一

股、研究西方工作场所学习理论的热潮。

然而，就在工作场所学习理论与实践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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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一些学者却指出，聚焦工作场所的学习“窄

化”了校园外学习，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学习。

校园外学习的未来前景应该界定为一种包含但又超

越工作场所学习的新的学习模式，这就是“生活场

所学习”（Ｌｉｆｅｐｌａ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齐泽姆等（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Ｂｕｒｎｓ，２００３）是最早提出“生活场所学习”概念的
学者之一，认为我们不接受目前占主流的观点，即以

有偿工作为基础的学习模式是校园外学习应该发展

的关键支点。我们认为‘生活场所学习’这个概念，

应该整合“工作场所学习”，成为一个更加适合于校

园外学习的概念。

当然，“生活场所学习”概念的提出并非空穴来

风，与近年来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学习案例有关。早

在上世纪 ７０年代，库姆斯和艾哈迈得（Ｃｏｏｍｂｓ＆
Ａｈｍｅｄ，１９７４）就指出生活中存在广泛学习，“每个人
每天从周围的环境中，从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态度中，

从旅游、读报和读书中，或者通过听广播、看电影和

电视等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隐性知识、技术，

并获得态度和洞察力。因此，非正式学习应该包括

这样一个过程，即允许人们利用日常生活中通过电

视、报纸、互联网、旅行或者一般的生活经验获得信

息，并分析其对他们个体和整个社会的价值”。维

尔（Ｖａｉｌｌ，１９９６）对生活中发生学习的确定性进行了
长期追踪考察，在其著作《作为一种存在的学习方

式》（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ｓａｗａｙｏｆｂｅｉｎｇ）中描述了许多典型
的学习案例来解释生活场所学习。

案例１：某跨国公司的国外常驻工作人员，对当
地语言的学习效率显著高于发生在教室里的语言学

习或培训。

案例２：一位母亲为了在家中教育智障的女儿，
查阅和研究了大量相关文献，并记录了教育女儿过

程中的深度反思，最终出版专著而获得社会认可。

案例３：一名摄影爱好者通过摄像头捕捉生活
细节展示自己在摄影艺术方面的特长，而被国际沙

龙所接受，成为成功的摄影艺术家。

案例４：一名由兴趣激发而参加了皇家鸟类保
护协会的志愿者，通过参与该组织的活动，获得了有

关鸟类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丰富知识。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揭示了非工作性质的生活

环境中存在大量有效的学习活动，这一现象引起了

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并促发他们对工作场所学习的

深度反思。工作场所学习理论的局限性由此突显出

来，“生活场所学习”作为替代性概念被提了出来。

然而，需指出的是，“生活场所学习”取代“工作场所

学习”，不仅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扩大，还会导致

“工作场所学习”模式中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场

所”“工作”“学习”都发生实质性转变，从而引发一

场意义深远的学习革命和教育改革。

二、“场所”空间的扩展：

从固定地点到虚拟的移动场所

　　 人们最初对工作场所学习的认识，是从区别于
传统教室的环境特征开始的。工作场所学习首先被

理解为在固定的工作地点，诸如办公室、工地、车间

厂房等发生的学习。然而，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飞

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类型的知识工
作者、自由职业者不断涌现，移动工作者、远程工作

者和家庭工作者的数量迅速增长，这类人群的工作

地点不断移动。正如沃斯科（Ｖｏｓｋｏ，２００３）所言：
“即使对那些工作在相对单独、地点稳定的人来讲，

他的工作活动仍不可避免地会在那个地点之外的汽

车、移动电话、餐桌上发生，甚至在为工作难题纠结

而睡意全无的夜晚的床上发生。”显然，工作场所不

能再被理解为地理空间范畴上的客观地点。

虚拟工作环境的出现，不仅颠覆了人们对工作

场所地理坐标式的理解，还促进了工作与生活一体

化。事实上，从学习情境的视角看，工作场所学习从

来就不是只发生在工作空间，还可能发生在工作场

所之外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交

流会、俱乐部、朋友群等人际交往环境中，甚至是家

庭、社区、工会、电影院、演奏室等日常生活环境中。

玛格丽特（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２０００）将学校之外的学习
活动划分为四类，并以视图方式清晰地展示了学习

可以在哪里发生（见图１）。他还对１５００人进行了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平均每周接受正规

教育的时间３小时，每周工作中学习的平均时间６
小时，而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学习的时间每周平

均１５小时。而且，超过９０％的被调查者认为从日
常生活中获得了非常重要的知识，如养育孩子、家庭

理财、家庭装饰和园艺等。该研究为 “工作场所学

习”向“生活场所学习”的拓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

持。瑞林（Ｒａｅｌｉｎ，２０００）提议将“工作场所学习”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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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常生活的学习类型与时间分配

为 “工作生活中的学习”，并认为：“如果知识可以
从每天的生活情境中获得，那么学习环境包括工作

场所、家里、社区和户外活动等，都是必要的”。科

林和玛格丽特（Ｃｏｌｉｎ＆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２００６）也指出：“以
前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因而忽略了可

获得的多种学习环境，……其实，有价值的工作学习

可以是个体在任何适合的环境中获得的。……我们

建议目标的第一步，从扩大‘工作场所学习’的范围

开始。”

三、“工作”内涵的扩大：

从有偿工作到无偿工作

　　 对于“工作场所学习”中“工作”一词的内涵，
学术界其实并未达成一致。凯恩斯等（Ｃａｉｒｎ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讨论了我们究竟是在工作（ａｔｗｏｒｋ）时学
习，关于工作 （ａｂｏｕｔｗｏｒｋ）的学习，通过工作
（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ｏｒｋ）来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学习（ｉｎ
ｗｏｒｋ），这些表述的模糊反映了人们对“工作场所学
习”概念的不同理解。鉴于此，有学者建议采用“以

工作为基础的学习”（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或 “与工
作相关的学习”（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认为这种表
述能够将工作与学习的关系重点转移到工作与学习

的相关性上，有利于更好地捕捉和理解工作中发生

的学习活动（Ｂｌａｉｒ，２００５）。

哈里斯和齐泽姆对“工作场所学习”“以工作为

基础的学习”和“与工作相关的学习”三种类型的学

习范围做了区分。“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指学习

直接来源于工作职责，或个人在企业的职业规划，或

者为了他们在其中工作的公司的利益；“工作场所

学习”指学习不直接与个人工作职责相关，但需利

用工作场所作为学习环境；“与工作相关的学习”指

学习直接或间接地与工作相关，且不一定在工作场

所进行。在此基础上，他们在英国高校进行了由７７
名大学生参加的实验，通过该实验的学生可以获得

相应学分。其目的是考察人们对上述“工作”与“学

习”关系类型的不同理解，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首先通过他们

选择的学习主题反映出来。为此，哈里斯和齐泽姆

在上述三种“工作－学习”类型下详细列举了学习主
题，参加实验的学生选择的结果（见表一）是：６名学
生选择的主题属于“工作场所学习”，用标出；１０
名学生选择主题属于“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用
表示；４名学生选择“与工作相关学习”的主题，用
表示。实验证明，“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比“工
作场所学习”概念包含了更多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

主题，而“与工作相关的学习”却不如“工作场所学

习”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和齐泽姆（Ｈａｒｒｉｓ＆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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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ｈｏｌｍ，２００６）在研究过程中还提出了“无偿工作”和
“玩耍性工作”的概念。他们指出，玩耍通常不被认

为是工作，因为玩耍是发自个人内在意愿的，没有报

酬，且不承担与此活动相关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

扩大“工作”的内涵，即工作不仅包括有偿工作，而

且包括无偿工作，那么很多玩耍性质的活动也同样

适用于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临时自愿工作（ａｄ
ｈｏｃ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ｗｏｒｋ）。在这个实验项目中，他们也对
上述想法进行了测试，将与无偿工作相关的主题包

括进来，测试结果显示，选择“以工作为基础”主题

的学生仍是１０名，“工作场所学习”的学生则增加
了２倍，变成１２名；“与工作相关”的学生增加近３
倍，变成了１１名。这样，能够获得学分的学生总数
从原来的２０名增加到３３名，较之前提高６０％。

表一　工作”类型与范围对学生选择学习主题的影响

哈里斯和齐泽姆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到公益活动中，无报酬工作在大量出现。此外，随着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闲暇生活日益丰富，如

何使自己的闲暇时间过得充实、有意义，不仅是一门

学问，也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因此，我们应该从更

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工作”，工作学习不必在正式的

就业环境或有报偿的工作环境中发生，大量的家庭

活动、休闲活动和志愿活动都含有无偿、玩耍性质的

工作，因而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工作学习环境。

基于上述研究，哈里斯和齐泽姆（Ｈａｒｒｉｓ＆Ｃｈ
ｉｓｈｏｌｍ，２００６）指出：“应从发展和演变的视角考察与
工作学习相关术语的多重含义，以便充分支持各种
工作学习形式”。目前，“‘工作场所学习’这一术语

已不能涵盖所有的工作学习内容，而需要使用‘以
工作为基础的学习’，‘与工作相关的学习’等概念

来做补充。但无论上述何种概念都不是描述校园外

学习的最好方法。其实，这些概念可以被包括在一

个共同的框架之下，每一种概念在这个框架内都同

等重要，这就是‘生活场所学习’”。“在生活场所学

习的框架下，所有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有偿与无偿工

作都将受到同等重视，用来促进不同形式的学习，因

而成为更好地表达校园外学习的一种学习形式。”

四、“学习”方式的转变：

从受控制的学习到自主学习

　　工作场所学习在欧美国家获得快速发展的主要
原因是，企业组织认识到人力资源是它们在日趋激

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能否胜出的关键。正因如此，

人力资本理论成为工作场所学习的重要理论来源。

需指出的是，人力资本开发往往以改善组织绩效为

导向，关注如何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化安排，提升员

工的智力资本、工作能力，以改善组织整体的学习绩

效，提高企业竞争力。在这种绩效管理主义的导向

下，工作场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为企业创造利润，

“学习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更多地被作为

达成组织绩效目标的手段以应对变革的挑战”（

Ｒｕｏｎａ，２０００）。毕尔玛（Ｂｉｅｒｅｍａ，２０００）因而指出：
“这种基于市场取向的工作场所学习，导致组织对

员工个人学习的控制。而企业注重眼前的直接效

益，就容易造成工作场所学习与个人长期发展目标

的偏离”。

日本是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积极支持员工

的进修和学习，甚至甘愿为员工的进修“买单”，这

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企业保持凝聚力的秘籍。然而，

日本企业这样做的前提是，职工的学习必须与企业

·２２１·

茹宁，吴梦林超越“工作场”：生活场所学习模式的兴起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利益相关，甚至是达到企业所要求的结果。在这种

学习模式中，学习者实际被置于高度控制的学习环

境中，个人兴趣服从组织安排，个性化思考和行动的

机会被剥夺了，无法发展独立决策和判断能力，而这

些被认为是学习者进行有效学习必不可少的因素。

另一方面，个人的学习动机也往往是迫于职业压力，

他们在工作场所学习中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现在的

学习对升职是否有帮助，学习趋于短期功利化，难免

造成与人的长期发展目标相背离。

可见，在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方面，工作场所

学习实际没有比传统校园学习显示出更多的优势。

学习者没有完全摆脱受控制的特征，自愿的学习只

有在对企业利益有直接贡献时才可能发生。因此，

“在有偿工作环境中很少能找到个体自主学习的证

据，有偿工作者获得的学习结果基本都是企业组织

设置，在很多情况下，严重的妥协在组织工作价值和

个性化学习模式之间发生”（Ｄａｖｉｓ＆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２００３）。相比之下，生活场所学习却能够更好地体
现出个人学习的自治特征。两者的显著区别是，

“生活场所中知识的价值并不以能够增加经济利益

为依据，而工作场所的知识经常以增值作为其本身

价值的重要部分”（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２０００）。无薪工作学
习一方面扩展了工作组织的类型，许多非盈利性质

的志愿组织、社团组织、社区组织都可以被囊括其

中，避免了把学习者局限在只适合雇主需要、被控制

的学习环境中，另一方面，学习者也可以跳出有报酬

的任务或责任约束，在学习目标和学习结果之间充

分使用个人自治权，做出明智的决策，并对整个学习

过程负责。学习模式由此发生转变，学习的控制权

和自主权转移到了学习者手中。正如卢杰别赫（Ｌｕ
ｅｇｅｎｂｉｅｈｌ，２００４）所说：“如果知识对于企业是重要
的，那么知识对于生活更加重要。”可见，“发展生活

场所学习的关键，是将学习的着眼点从企业转换到

个人的利益诉求和长期发展，认可学习者的个人和

专业自主学习，这对于一个理想的自由、民主社会的

正常功能的发挥也是必要的。”

五、合法化实验：

生活场所学习认证项目

　　尽管生活中隐藏的学习被不断揭示出来，但目
前生活场所学习还没有被教育体系认可和接纳，其

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捕捉大量的生活知识，

并以可接受的标准评估？其实，工作场所学习最初

也不被教育系统接受，但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不断

探索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质量保障标准和评估方

法，已经被一些欧美国家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模式

纳入到第三级教育体系中。奇泽姆和布莱尔（Ｃｈ
ｉｓｈｏｌｍ＆Ｂｌａｉｒ，２００６）认为，生活场所学习的合法化也
将经历这样的过程，只是生活场所学习认证已经有了

更好的开端，因为工作场所学习已被证明有效的质量

保证标准、评估框架与方法可以用来作为发展生活场

所学习认证的基础，毕竟两者是高度相关的。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德国、爱沙尼亚、芬兰和西班
牙的教育机构合作开展了生活场所学习的认证实验

项目。该项目采用了奇泽姆和布莱尔（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Ｂｌａｉｒ，２００６）提出的生活场所学习认证模型（ｌｉｆｅ－
ｐｌａ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ＬＰＬ），这一模型在借鉴工作场
所学习认证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实验的目标是使生

活场所学习结构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捕捉
和评估学生在参与生活学习中获得的知识，并探讨

能否在欧洲发展理解、协调和指导生活场所学习的

质量认证框架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２０１２）。实验结果已经在
网站（ｗｗｗ．ｉｃｌｌ．ｇｃａｌ．ｈｋ）上公布。研究表明，生活场
所学习认证可以使生活中的学习正式化，并保持稳

定的质量标准。在为期两年的观察、跟踪和研究基

础上，项目组总结了以下几个关键的认证环节：

（一）模块化的学习内容

生活场所没有工作环境那样结构化，学习方式

灵活、自由，因此生活场所学习亟需建立模块化的内

容。这样，生活情境中的经验性知识才能够被识别

和明确界定。生活场所学习认证项目按照目的、目

标、结果和评估方法四项内容，开发了一个空壳模块

（ｅｍｐｔｙｓｈｅｌｌｍｏｄｕｌｅｓ），学生可以在该模块框架内，
根据兴趣和需要填写学习的主题、内容、大纲、执行

计划、目标和评估方法，以及需要得到的支持和帮

助。在框架指导下自主设计学习模块有利于学生在

学习中学会思考、管理、应对、计划、实现的能力。

（二）协商性的学习协议

协商性学习是学习者与导师或管理人员之间通

过协商方式确定学习内容、学习计划和预期目标。

它的重点是使用适当的评估标准和方法对学习质量

进行控制。生活学习场所认证采用了协商性协议，

·３２１·

茹宁，吴梦林超越“工作场”：生活场所学习模式的兴起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即在学习开始之前，学习者与导师签订学习协议计

划。该协议由学习者主导，并以其过去的经验、生活

场所的角色和新的学习目标为基础制定。该协议需

要由导师审核批准，以确保学习结果能够达到相应

学位或资格要求。

（三）可转换的质量基准

生活场所学习认证最有争议的问题在于，知识

的开放性、经验性和跨学科性，导致对学习内容难以

设置明确的质量标准。ＬＰＬ项目采用英联邦质量保
证署（ＱＡＡ）的质量保障框架，并做了积极尝试。该
框架为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每层次应达到的学习水平

提供了五个方面的指导性基准，包括：１）知识和理
解；２）实践和知识应用；３）一般认知能力；４）信息和
通讯技术（ＩＣＴ）、数学计算能力；５）自治、责任和协
作能力。结果表明，英联邦质量保证署的质量框架

具有较大弹性，框架中各学习层次的水平指数可作

为ＬＰＬ认证的参考基准。项目组建议，欧洲各国可
以参照英联邦质量保证署质量框架建立适合本国的

ＬＰＬ认证基准，这不仅有利于促进生活场所学习的
严谨性，也为生活场所学习与整个欧洲教育系统的

对接提供参考依据。

（四）形成性评估方法

嵌入式形成性评估（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在工
作场所学习评估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并被验证对跨

学科和经验性知识的评估是高效的。ＬＰＬ借鉴了工
作场所学习中的形成性评估，但不同的学生在评估

中发挥了更大的自主性。在 ＬＰＬ设计中，一个必不
可少的步骤是，学生需要自己设置评估框架和标准。

虽然开始时学生觉得难度大，但是，自我评价对于

ＬＰＬ项目的设计意义深远，因为生活场所学习就是
要培养能够理解生活知识价值的学习者，他们不仅

要学会如何学习，而且要发展对相应知识做出关键

性评判的能力。

（五）多样化的评估工具

传统校园学习以考试为主的测评方式，已不再

适用于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学习效果的评价。在工

作场所学习实践中，大量的评估工具被开发出来。

主要包括：对先前经验的反思、反思性学术评审（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ｓ）、职业评审（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
ｖｉｅｗｓ）、专家报告、口述学习成果、提交学习成果文
件夹、提交学习日志等。这些工具在 ＬＰＬ实验中也

被成功使用。在ＬＰＬ项目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评
估工具，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学习成果。此外，一

些新的评估工具，如数字录像的学习日志、实时视频

会议、利用数字成像技术（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所做的非手写形式的评估方案等也都被学生尝试采

用。随着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相信更多

有效评估工具将被开发出来，为生活场所学习提供

有效支持。

总结ＬＰＬ的实验结果，项目组得出三点结论：
１）ＬＰＬ模型是一种由学习者的兴趣动机激发的学
习，以学习者和教育者协商的方式获得。它的设计

非常灵活且提供多种选择，可避免重复性学习，提高

学习效率，促使学习者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从而

改善和提高能力。２）ＬＰＬ模型可以修改质量保证模
式但质量依然是有保障的，并提供有效而可靠但不

是标准化的评价，以达到颁发资格证书或学位证书

的要求。３）ＬＰＬ可以在欧洲应用，能清楚地表达生
活化的学习。而采用英国质量基准的成功实验也证

明，ＬＰＬ可以采用一个共同的基准框架来评估学习
成果并由此颁发相应的文凭证书，这将为欧盟国家

间文凭资格的可比性和可转换性提供依据。

六、未来展望

生活场所学习对任何学习者而言，是一种通过

真实的生活世界获取知识、技术和能力的理想学习

方式。对这种学习方式获得的学习成果提供认证，

可以为学习者就业能力的提高提供可行路径，促进

他们自愿地从事那些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工

作，满足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社会对日益更新的知识

资本需求的挑战。尽管如此，对生活场所学习提供

认证仍将面临多方面的障碍，“学术精英们是这场

改革的最大阻碍者，他们仍然坚持传统的教育价值

观，相信自己有知识和能力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不管

学生个人目标是什么”（Ｃｏｌｉｎ，＆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２００６）。
比勒特（Ｂｉｌｌｅｔ，２００４）尖锐地批评了学术精英们人为
造成的矛盾两分法，主张正式与非正式学习同等重

要。他认为：“我们目前的高等教育仍然局限于认

可校园环境中获得的所谓正式知识，结果导致那些

没有获得正规资格认证的人总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

不如别人的有价值，然而实际上，他们的知识可能对

社会幸福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场所学习将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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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界提供证据，证明生活中的非正式学习同样

存在价值。对生活场所学习的认证，将为社会各种

各样的学习者打开大门，允许那些不能或不愿通过

上正规学校取得社会资格认证，或者为那些没有接

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提供自信心，从而更加相信自己

的能力、技能和社会价值。这就打破了学术精英主

义的链条，不仅能推动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社会的

形成，而且鼓励进一步学习，对全球范围的终身教育

产生积极影响。

可以预见，由于自身的前沿性，生活场所学习的

概念化发展、合法性认同还将经历较长的过程。但

在一些学者的积极促动下，生活场所学习作为一种

新型的学习理念已经开始在欧洲显现其影响。２００２
年，苏格兰企业和终身学习委员会（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ａｎｄ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００２）表示：
“终身学习策略的主导原则应包括发展灵活的、学

员主导型的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能够响应个人

和社会的需求，并使每个人受到适合的教育”。

２００９年，欧洲职业培训开发中心发布的文件提出了
非正式教育认证的新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也吸收了

生活场所学习的理念：“非正式学习通常发生在家

庭和工作的空闲时间里，这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源，需

要系统地应用在学习上。因为这种知识是现代社会

必不可少的，它在个人的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却

是经常被忽视的一部分”（ＣＥＤＥＦＯＰ，２００９ｂ）。苏
格兰政府走在世界教育改革的前沿，为生活中的成

就授予学分的项目，目前已经在部分学校启动。相

信随着 ＬＰＬ认证实践的发展，生活场所学习模式将
日益实现生活环境结构化，学习内容模块化，质量保

障基准化，认证途径多样化，从而作为２１世纪非正
式教育的新范式而逐渐被接受和推广，最终为人类

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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