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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银行的收益分析与估计*

□ 李锋亮 张非男

【摘 要】
本文系统分析了学分银行能够给个人、机构、行业以及整个社会可能带来的收益，得出结论：（1）
得益于学分银行的支持，学习者的流动性、学习便利性、主动性、学习灵活度与学习效率将大大提高，
学习者的学习门槛、辍学概率、学习浪费和教育不匹配现象将降低到一个最小的程度，学习者的私人教
育成本将减少、教育私人收益将得到明显的提升。（2） 在学分银行体系下，学习者规模的增加将提升办
学机构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此同时，办学机构之间不但会加强竞争还同样会加强合作，这样社会
整体的教育质量会提高到新的水平，也会构建起覆盖全社会的教育网络。（3） 学分银行的实施将使得行
业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降低，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提升。（4） 学分银行将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增加
人力资本供给、促进教育公平，将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使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达
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学分银行的利益相关方应该重视学分银行这一新兴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政府在
学分银行建设的初期，需要对此加大投入；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并着手在合适
的地区与领域展开试点、推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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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

导言

接”的要求，充分说明学分银行的建设已经成为国家
的重要议程，并逐步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引

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对高技术

起了社会各界的多方关注。目前，关于学分银行国际

劳动力的需求愈发高涨。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比例的不

和国内都已展开一些学术讨论。虽然对于学分银行众

断提高以及人口数量上的红利濒临消失，从人力资本

多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笔者认为学界在以下方

角度挖掘新的人口红利，已经成为一项社会各界的共

面具有广泛的共识：① 学分银行是一个以学分制度

识。然而，要实现“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

为基础的、开放式的终身教育体系，对公民经由不同

的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便是赋予全体公民更加

经历所获得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认证并转换成学

便利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时代的需要呼唤一个

分，将其存贮在个人的学分账户上；② 学分银行应

更为灵活的教育系统，一个能够和劳动力市场实现无

该起到和货币银行相似的功能，只不过货币银行是存

缝连接的教育系统，使得任一公民均能够突破时间、

储、兑换货币，而“学分银行”却是存储、兑换学

金钱、距离的限制，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地点实现教

分；③ 累计的学分在达到一定标准后可以换取相应

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转换，以促进整个社会人

的学历或职业资格证书；④ 学分银行的建设与发展

力资本的快速提升，进而为中国未来持续、高质量的

旨在为全体公民提供最大化和多样化的教育机会，并

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学分银行便是一个能够帮助

最终推动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学习者实现在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灵活转换、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对学分互认

以学分制度为基础的、开放式的终身教育管理体系。

与转移——学分银行的核心，进行了各种积极的探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索，而且不乏成功的案例。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分析国

(2010—2020)》 明确提出了“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

际上的学分银行及类似体系，为我国的学分银行建设

* 本文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委托项目“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研究与实践”
（项目号：教职成司函[2012]92 号） 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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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关于国际经验的借鉴主要集中于

为诸多学习者降低准入门槛。在学分银行体系下，学

韩 国 的 学 分 银 行 体 系 （邱 萍 ， 张 蕊 ， 2012； 朴 仁

习者可以充分利用生活与工作中许多碎片化的时间，

钟，2012；刘安，王海东，2013），美国学分衔接和

以学习单个知识点、课程单元或课程；学分银行则能

转移政策 （杨晨，顾凤佳，2011），欧盟的学分积累

够将学习者这些间断的、碎片化的学习成果进行评

与互换系统 （王宏等，2012；陈涛等，2012；王迎

估、认证并转化为学分，存在个人的学习账户中。

等，2012） 以及加拿大的学分转移制度 （殷双绪，

表 1 欧盟 （28 个国家） 2007、2011 年在职参加教育和培训小时数

2012；杨晨，顾凤佳，2011） 等。在国际比较的基
础上，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学分银行的制度内涵与
特点 （黄欣等，2011；王迎等，2012），有的学者梳
理了学分银行的认证、积累与转换的结构功能框架
（黄 欣 等 ， 2011； 杨 鸿 ， 胡 瑞 娇 ， 2011； 刘 安 ，

年份
2007
2011

正式的教育与培训
24
290

非正式的教育与培训
5
56

数 据 来 源 ： 欧 盟 统 计 网 站 ，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
show.do?dataset=trng_aes_150&lang=en

得益于学分银行的支持，学习准入门槛降低，学

2013），有的学者则为我国构建科学的学分银行管理

习者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欧盟的实践即证

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郝克明，2012；汤诗

实了上述论断。欧盟自推行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

华等，2013），并将学分银行的建设与中国的自考制

系统 （European Credit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

度 （刘安，2013）、远程教育 （彭代梅，2011） 和开

cation and Training, 简称 ECVET） 以来，公民在职

放大学 （郭庆春等，2011；汤书波等，2011） 的改

参加教育与培训的时间大幅度增加。表 1 列出了

革与发展进行综合讨论与分析。还有学者对我国正在

2007、2011 年欧盟 28 个国家公民在职参加教育和培

试点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如北京学院路地区

训的平均小时数。从表 1 可以看到，自 2007 至 2011

教学共同体 （殷双绪，姚文建，2012） 和上海市学

期间，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教育与培训，公民的

分银行的实践 （李艳岭，2008；杨黎明，2009；王

平均学习时间均提高了十倍有余。

宏，2012），以剖析在当前背景下我国实施学分银行

2. 降低学习者的辍学概率，减少学习浪费

的困难与挑战 （邵敬浩，2005；吴钧，2011；崔昌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逐渐加强，迁移也愈发成为现

浩，2012），并试图对未来我国学分银行的建设提供

代社会的一种常态。然而由于缺少学分转移与累计的

经验与启示 （孔磊，2012；王宏等，2012）。

相关制度，学习者在先前教育、培训中所付出的时间

综观国内学界对学分银行的上述研究，虽然对学

与精力通常会因为流动或者迁移而付诸东流。长此以

分银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但却

往，学习者不得不反反复复从零学起，势必会严重打

鲜少对学分银行的收益与社会效益进行专门深入的分

击他们的学习积极性，甚至滋生“学习无用论”的错

析与探讨。然而知识经济时代，在教育民主化、大众

误想法，从而直接增大学习者的辍学概率，导致极大

化、多样化、终身化的大背景下，学分银行的建设与

的学习浪费。

发展势必会对社会的诸多利益共同体带来多方面的收

相反，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学分银行”体系下，

益与效益，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学分银行的几个重要

一个理想的制度设计可以让学习者不会因为中断学业

的利益共同体——学习者个人、行业与企业、教育机

而导致前期获得的学分失效，而是通过兑换累加，不

构、社会以及政府等五个维度分析学分银行所能带来

断地零存整取“学分”
，一旦达到某所高校所设定的

的收益与社会效益。

学分要求，该学习者便可以将其所有的“学分”取出
以兑换学位或资格证书。

给学习者个人带来的收益

因此，如果可以将先前学习成果转换为学分存入
学分银行，学习者便可以毫无顾虑地以自由的时间、

1. 降低学习准入门槛，提高学习投入时间

地点与方式选择投入任何适合自己的学习中去，大大

现代社会，职业要求从业者的知识、技能不断快

降低辍学概率，减少学习浪费。尤其对于那些已经中

速更新以适应社会变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

断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而言，学分银行可

在获得教育和培训等方面面临诸多壁垒，例如那些承

以将其先前在校甚至以前在职时期的学习成果评估、

担着工作与家庭责任的人很难参加全日制的课程学

认证后转化为学分，如此一来，
在他们已经获得相关

习，所以一种渐进的、积累式的教育与培训方式必将

知识和技能的领域便可以省去重复学习的时间、
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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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他们继续接受教育或者培训的积极性与效率。
3. 增加学习的灵活性与自由度，提高学习主动

本定义为零。因此，
通过降低学习者的学习机会成本，
学分银行的建设必将极大提升教育的私人收益率 。

性与效率

明瑟收入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LnY = α + β*S + γ1*RX + γ 2*EX 2 + ζ

每个学习者的人生轨道并不一致，不同的学习者
在不同阶段对学习、工作与生活有不同的偏好与需

其中：Y 为个人的收入，LnY 为个人收入的自然

求。要求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段，对学习采取相同的选

对数， α 为常数项，S 为个人的受教育年限，EX 为

择，很有可能给学习者带来巨大的困扰与障碍。不仅

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年限， ζ 为残差项。

会导致某些学习者在时间和资源上的巨大浪费，更为

系数 β 的含义是个人多接受一年教育导致收入

严重的是可能会对某些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产生负面

增加的变化率，在经济学的文献中， β 是教育收益

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终身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效率。

率的代名词，又被称为明瑟收益率。

学分银行的出现使每一个学习者能够灵活地组织

除此之外，学分银行促进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

学习，按照自身需求与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学习

降低辍学风险，带来更多、更广泛的正面效益，必将

计划与进度，并选择适合的学习时间、学习地点与学

增加教育私人收益的附加值。如此一来，学分银行通

习方式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在充分掌握学习自由度与

过帮助学习者合理配置自己的时间、金钱与精力，能

灵活性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学习效率。除此之外，学分

从多方面降低学习者的直接学习成本与间接机会成

银行还可以实现学习者在非正式学习与正式学校教育

本，有效提高学习者的教育投资收益率。

之间的相互衔接，使得正式学校教育与非正式学习能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学分银行实

够相互促进，将学习者时间管理和知识管理的效率提

现学习者在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间的自由流动与无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缝连接，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4. 促进个体自由流动，提高个体与社会的匹配
度

尤其是对于流动性强、学习被打断的学习者个体而
言，教育的私人收益率的提升幅度将更大。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够

给教育和培训机构带来的收益

完全自由、充分地流动，不但能够使个体找到最适合
的职业、地区开展工作与生活，提高个体的工作满意

1. 增加规模与教育产出，提高办学机构的办学

度与生活满意度，更为重要的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
社会的分工协作，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
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效率
借助于学分银行，学习者的教育收益率将得到大

如若不同地区的学习经历无法互认，例如在 A 地

幅度的提高，而这又能吸引更多的个体进行更多的人

的学习经历随着学习者迁移到 B 地就会失效，那么学

力资本投资，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学习者规模也会相应

习者在做是否迁移的决定时，就会考虑迁移的一个巨

得到大幅度增加，这必将导致成本—效率函数的形式

大成本——遭受学业中断的损失。相反，学分银行的

发生质的变化，办学机构的边际培养成本将降低到一

支持能够帮助学习者在考虑是否流动时，将对于已有

个更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得益于学分银行的支持，

学习经历在别的地方不被承认、不能延续的担心降低

学习者中断学习的几率降低，最终完成学业的概率增

到一个最小值，有益于个体流动性的提高，学习者个

加，也就意味着教育和培训机构总的教育产出的增加

体与社会的匹配度进而也会得到相应提高。

和办学效率的提高。

5. 降低私人教育成本，提高教育私人收益率

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学习者

对于学习者而言，无论是学习的灵活性与自由度

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增加，而且也体现在范围

的提高，还是学习浪费的减少，必然带来的是教育私

经济的增加上。所谓范围经济就是：如果单个办学机

人成本的降低，而且这种私人成本的降低，既包括直

构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教育产品的总成本要比单独

接成本，也包括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在计算教育收

将它们分别放在不同的办学机构生产的成本之和少，

益率中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一项成

那么这种教育生产存在着范围经济 （Economies of

本。比如应用明瑟收入方程计算得到的教育收益率就

Scope），这种多种产出的生产方式也被称为是联合

只计算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而将接受教育的直接成

生 产 （joint production）（Baumol、 Panzar 和 Wil⁃
2014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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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1982）。
有了学分银行的支持，个体的学习活动更易于跨

中心、重要无形文化财产培训机构、特殊学校以及高
等技术大学。从公办到私营，从民间到军事领域，从

越学历教育与在职培训的界限：学校系统可以更加便

高校附属到普通培训机构，筑成覆盖广泛的教育网。

利地提供在职培训课程，在职培训机构同样可以更加

而韩国的这些教育与培训机构也随着这张网络的延伸

便利地提供学历教育所需的课程。如此一来，无论是

而不断扩展和深化彼此的合作关系，
甚至形成一些校

学校还是在职培训机构都能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

际联盟。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不仅方便了学习

加不同类型的教育产出，这便意味着范围经济的增

者的流动性学习，
也有利于教职员工之间的交流切磋。

加。同理，得益于学分银行的支持，现在主要提供职
业教育的办学机构可以增加自己提供普通教育的产

可以预计的是，随着我国学分银行的建设，一个
覆盖全社会的教育网络也将逐渐形成。

出；而现在主要提供普通教育的办学机构则可以增加
自己提供职业教育的产出，均会带来新的范围经济。

给行业、企业带来的收益

在学分银行体系下，
随着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提升，
预计办学机构的办学效率将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

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频繁重组的时代背景下，新兴

2. 促进办学机构的竞争，提高教育质量

行业、产业与领域层出不穷，同时，一些行业、产业

在学分银行体系下，达到相关标准、符合相关资

却在走向消亡。与之相对应，一些行业、企业的人员

质的一切教育培训机构均可加入学分银行系统。随着

不断流出、规模不断萎缩，而另一些行业、企业却在

这一系统的发展，那些因为不达标而无法获得学分银

获得能够满足要求的员工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教育

行准入的机构将会被市场淘汰。这必然会导致办学机

与培训体系出于自身的特点，不能也不应该完全跟着

构之间更公开、更透明、更激烈的竞争，势必会大大

市场变化的节奏起舞，员工的教育与职位需求不相匹

推动办学机构的内涵建设，比如及时更新升级教学内

配的现象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全球

容，探索更为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更好地服务于

的问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突出表现在，随着

学习者的需求等，这也就自然提高了办学机构的教育

工作环境、职业岗位的变化，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员工

质量，而且这种竞争也会促进教师不断提升教学水

而言，既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 （over-education），

平。在这一背景下，办学机构及其教师会在学分银行

也有可能出现教育不足 （under-education），更有

系统的监督与鞭策下不断追求卓越。而与此同时，它

可能出现专业偏差 （job unmatched） 的问题。这些

们也可以借助学分银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渗透性，

不但会降低员工的实际劳动生产率，还会对行业、企

吸引更多潜在的学习者以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3. 加强办学机构的互信与合作，构建起覆盖全
社会的教育网络
不同的教育与培训机构虽然在课程设置上大相径

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与核心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MacDonald, 1980）。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提高员工的教育与职位的
匹配度，行业和企业只能各自建立起系统的、封闭的

庭，但是在学习者所获得的学习成果上却有着一定程

培训体系，将员工培训为满足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源，

度的可比性及相似性，学分银行的建设能够促进这些

而这显然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学分银行的出现无疑会

办学机构的多方交流。办学机构在学分银行的桥梁作

大大改善行业和企业的这一现状，因为，有了学分银

用下，能够加深彼此的认识，促进整个教育与培训体

行的支持，学习的多样化得到极大的发展，每一个学

系间的透明化与相互信任，最终将以学分银行为中

习者都可拥有自己个性化学习的权利，包括学习的时

心，辐射出一张巨大的教育网络，连接起所有符合认

间、内容与方式。这就意味着行业与企业可以根据自

证标准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与培训机构。

身特定的需要，更加详细地向外公布自己所需要的人

韩国的经验就是很好的明证。从上世纪 90 年代

力资源标准。如此，那些希望加入该行业与企业的人

中期开始，韩国的学分银行系统不断发展，截至

员则会自发对照行业与企业的要求，制定自己的学习

2010 年，在韩国国内被学分银行认可的学习机构已

计划，掌握相应的知识、技能，从而大幅度提高自己

达 537 个，以附属在大专院校的终身教育中心为主

的教育与职位需求的匹配度，而行业与企业则能减少

（251 个），涵盖了职业培训学校、私营培训补习班、

后续的在职培训环节。这不但会降低行业、企业巨大

政府部门附属的教育机构、军事教育机构、终身教育

的在职培训成本，还能极大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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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因为学分银行能够帮助员工自身进行学习与培训
的计划、自行进行人力资源管理。

尽管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来看，教育规模、教育
机会的增加不一定能够促进公平，但是，很多学者和
国家还是将增加教育机会当做促进公平的最好手段之

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的收益

一。研究显示，增加教育机会在许多国家与地区也的
确直接促进了教育公平 （Shavit 和 Blossfeld, 1993；

1. 增加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

Walters， 2000； 丁 小 浩 ， 2006； Yogev， 2007；

如上文所述，有了学分银行的支持，不但学习者

Burt 和 Park，2009；Oppedisano，2011；Haim 和

会增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与培训机构也会提升

Shavit, 2012）。此外，无论是优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

质量、加强合作，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教育网络。教育

均能够从教育机会增加上获得更大的利益。对于弱势

需求与供给的大幅度增加，必然会扩大整个社会的受

群体而言，毫无疑问将有更多的弱势人群能够从教育

教育机会。学分银行的出现还可以衔接多种教育模

规模的增加中获得教育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与素

式，整合并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

质，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会。

更为重要的是，学分银行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
韩国学分银行体系的实施就是一个明证。根据韩

限制，跨越不同教育与培训子系统的界限，在广大人

国终身教育振兴院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韩国自实施

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其所创造出来的更多的

学分银行系统以来，注册人数逐年稳步大幅度提升，

教育机会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地区及弱势群体的教育门

已由 1998 年的 671 人大幅度增长至 2012 年的 13.4

槛，为他们提高就业能力、降低失业概率、增强社会

万人 （如图 1 所示），涨幅达到近 200 倍；通过学分

融入性、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创造条件。

银 行 获 得 学 历 的 人 数 也 从 1998 年 的 34 人 增 加 到

2.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2012 年的 6 万多人 （如图 2 所示），涨幅超过 1800

得益于学分银行，学习者可以自由、灵活地规划

倍，已有总共逾 30 万公民通过学分银行获得学历。

学习生涯，大大增强了其在学习地点选择上的流动
性，并直接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这一方面提高了
公民的就业机会，促进人们更好地融入劳动力市场，
全方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劳
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程度，从而优化人力
资源配置。而人口的流动迁移必然伴随着知识与技能
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区域间的产业更新升
级和经济发展。

图 1 1998-2012 年韩国学分银行系统注册人数
数据来源：韩国学分银行系统门户网站，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fe⁃
long Education (NILE). Academic Credit Bank System.
http://eng.nile.or.kr/eng/contents/contents.jsp?bkind=html&bcode=JC ⁃
DA&bmode=view&idx=JCDA&depth=2&totalTab=2#

此外，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也提供了培育创造力的
土壤，一个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将有利于打破思维
定式的束缚，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在众多领域鼓励
革新，更高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开发现代化的产品
与服务，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
3. 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提高教育的社会收
益率
学分银行的支持能让更多的人获得终身教育的机
会，这就为建立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
同时，学分银行的实施是整个社会由封闭教育系统向
开放教育系统演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学分银行会逐

图 2 1998-2012 年通过韩国学分银行系统获得学位人数
数据来源：韩国学分银行系统门户网站，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fe⁃
long Education (NILE).Academic Credit Bank System.http://eng.nile.or.
kr/eng/contents/contents.jsp?bkind=html&bcode=JCDA&bmode=
view&idx=JCDA&depth=2&totalTab=2#

渐促成一个个分布在不同地域、领域，而又彼此联系
密切的学习型村落、部落与社区，为整个公民社会的
发展提供智力与动力支持。
学习型村落、部落与社区的建成，将促成公民间
2014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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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国家和社会的人

教育体系的建设，而如何打破不同类型教育的界限、

均教育成本。世界各国的实证证据显示，个体认知方

如何保障学分银行的质量、如何通过学分银行促进教

式、学习方式的改进，将有效促进一个团队、企业的

育公平、保证学分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学分

生产率与绩效，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被

银行相关利益方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认为是能够解释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在学分银行系统的构建过程中，利益相关方都应

素。除此之外，在学分银行体系下，个体的学校学习

该积极投入，由于学分银行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特

与在职培训将不再是彼此割裂的环节，学校学习与在

征，政府尤其应该在初始阶段加大投入。因为对于公

职培训的交互作用将会增强，这又会成为促进经济增

共产品而言，如果起初缺少政府的投入，往往容易导

长的新的因素。可见，有学分银行的支撑，学习型社

致供给不足，进而无法形成供给—需求的良性循环。

会的建设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地强劲健康发展。

学分银行不但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而且还和交通、

人均教育成本的降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两
者相加，将直接促成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得到提升。

电网一样属于一种基础建设，政府只有在建设初期进
行相当的投入，才能让学分银行达到一个可以运营的
最低标准，进而逐渐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状态。如同

结论与建议

小额金融信贷系统，虽然按照其产品性质划分，更多
的是属于私人产品而非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小额金

学分银行的建设旨在打通不同教育与培训子系统

融信贷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如果初始

之间的壁垒，让个体学习者能够轻易实现在教育系统

投入不足，则很难达到实现可持续运营的状态，因

与劳动力市场之间身份的转换。在学分银行体系下，

此，各级政府对此均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扶持与财政

学习者的流动性、学习的便利性与主动性、学习灵活

投入的措施。对于小额金融信贷，尚且需要政府的大

度与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学习者的学习门槛、辍学

力投入，那么对于学分银行，其公共产品的属性更加

概率、学习浪费和教育不匹配现象会降低到一个最小

明显，其建设更加复杂，因此，在建设初期，政府理

的程度，学习者的直接教育成本与机会成本将进一步

所应当加大投入力度。

减少，教育私人收益也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得益于学

由于学分银行系统的构建需要协调各个教育与社

分银行的支持，学习者规模的增加将提升办学机构的

会的子系统，因此，在战略部署上首先要有全国性质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此同时，办学机构之间不但

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在战术推进上，则要实行分步走

会加强竞争还同样会加强合作，这样社会整体的教育

的策略，如同当年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先建成单个独

质量会提高到新的水平，也会构建起覆盖全社会的教

立的子网，然后再相互联通形成总网。就地区而言，

育网络。学分银行能够降低行业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

可以先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试点、推进、

理成本，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更有甚者，学分

建成，因为这些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各种合适的支持

银行可以有效推动社会增加人力资本供给，促进教育

条件，比如丰富的教育资源、相对完备的个人信息系

公平，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统等，更为重要的是流动人口趋向于迁移到这样的大

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城市，学分银行的客户群相当充足；就领域而言，可

然而，要建成学分银行体系却并非易事。学分银

以先从远程开放教育等领域着手，因为远程开放教育

行的建设要协调不同的学校、教育子系统、甚至教育

本来就具备开放、资源共享的特点，学分的认证、转

系统以外的各社会子系统，需要重构学习者与办学机

换工作也相对更容易实施。

构之间的关系，要打破很多现存的利益格局，会遇到

综上所述，学分银行能够为学习者、办学机构、

方方面面的困难与阻碍。以目前国家层面学分银行运

行业、企业以及国家与社会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带来一

作最好的韩国为例，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韩国的学

系列的收益与效益。为我国尽快实现从“人口红利”

分银行系统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比如很好地打破了

向“人力资本红利”的顺利转型，利益相关方应该重

不同类型教育的界限，促进了教育公平等，但韩国学

视学分银行这一新兴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政府在学分

分银行的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由于学分

银行建设的初期，需要对此加大投入。除此之外，所

银行的质量保障存在困难，导致社会认可度并不高

谓预则立、不预则废，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做好国家层

等。目前中国也正在试点学分银行体系，以推进终身

面的顶层设计，并着手在合适的地区与领域展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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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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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system, prescribe its national standard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or recognition of prior experience,
and most importantly, set up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s and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and recognized by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sectors. Without these six strands of work, China
may not be abl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ademic credit banks, and qualifications and credits
earned via academic credit banks may not live up to the required levels and standards, hence not recognized by form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Should this happen,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bridge education in different sectors and at different levels, with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s lifelong learning Lijiaoqiao.
Keywords: lifelong learning Lijiaoqiao;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quality assurance; academic credit bank

Behavioral Analysis of the Involve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in MOOCs: A Case Stud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Xu Shunping

MOOCs have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many fam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also jumped on the bandwagon.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at has made so many famous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embark on MOOCs? While research to date has identified some of the reasons
and motives behind MOOCs, other issues remain unsolved. Drawing on the cas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game theory model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MOOC platform and teachers’application for MOOC provision. It also uses the incentive theory model to analyze behavioral consistency
in terms of course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university and teachers.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lead to some useful conclusions.
Keywords:

MOOCs;

platform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for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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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consistency;

course quality; net expected payoff

Benefit Analysis and Estimation for Academic Credit Banks
Li Fengliang and Zhang Fein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that academic credit banks may bring to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industri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Conclusions reached are as follows. First, academic credit
banks can greatly enhance learner mobility and agency, learning accessibility, flex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they can minimize entry requirements, dropout rate, useless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mismatch. In short,
private cost will be reduced while private returns will be increased. Second, with the credit bank system
in place, increase in student numbers will lead to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conomies
both of scale and scope. Meanwhile,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e in bot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hence improving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enabling the educational network
to cater for the whole society. Third, academic credit banks will be able to lower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efficiency. Fourth, academic credit banks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human capital provision, education equity, development
of a learning society,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social returns to edu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stakeholders should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edit bank system, in particular
in terms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at the initial stag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need to design an overall system and pilot studies to be implemented.
Keywords: academic credit bank; individual benefit; educational efficiency; social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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