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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灵活学习环境的意义与作用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第四版) 》第四部

分( “一般教学策略”篇) 的第 29 章专门介绍了“灵

活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能力”( 任友群，2015) 。
在不断变化的信息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的重要性。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这两种学习能力可以适应信息时代不

断变化、发展的需求，能把学生孕育成终身学习者。
但是，为了让学生有机会去培育和发展这两种学习

技能，需要有灵活的学习环境( flexible learning envi-
ronment，简称 FLE) ———在这个环境中学习者可以

遵循他们自已的学习轨迹，得到所需的支持去创造

最佳的学习路径。这样的环境使学习者可以选择学

什么、什么时间学、什么地点学以及怎样学 ( Hill，
2006) 。于是，根据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者就可能

从灵活学习环境中辨别并选择适合自已学习需要的

人力资源和非人力( 物质) 资源，换句话说，灵活学

习环境可以使学习者能够依据给定的学习目标，自

主决定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与路径。
可见，灵活学习环境是把学习者孕育成具有

“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良好环

境与平台。但是，要让这两种能力的培育真正落到

实处，灵活学习环境除了要为学习者提供各种人力

与非人力资源外，还应当为学习者获得这两种能力

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引导( 下文第五部分就是关于这

方面问题的具体论述) 。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关注的“灵活学习环境”

和通常所说的“适应性学习环境”并不相同——— 在

适应性学习环境中，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虽然也是

个性化的，但是这些个性化的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

是由教师或教学系统事先为学习者制定的( 而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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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自主选择的) ，所以学习者在“适应性学习环

境”中，并不能孕育和发展出“自主学习”能力和“自

我调节学习”的能力。
当然，要让学习者能够根据给定的学习目标、学

习需要，自主决定个性化的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这

种能力的获得需要一个过程——— 开始时，学习者还

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只能由

“教师”( 或“智能教学系统”，或“智能代理系统”)

指定，但是随着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

调节学习”能力在灵活学习环境孕育下的逐渐提

升，上述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选择的重任，就应当从

开始时的、完全由教师( 或“智能代理”) 单独控制，

逐步转移到由教师( 或“智能代理”) 和学习者共同

控制，最后才转向完全由学习者自主控制。

二、有关“学习能力”的概念

在教育心理学界，一般认为“自主学习”( Self-
Directed Learning，简称 SDL) 能力和“自我调节学

习”( Self-Ｒegulated Learning，简称 SＲL) 能力是学习

能力中的高阶技能——— 高阶技能可以检查和管理

认知系统，同时又是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 Veenman
et al． ，2006) 。
“自主学习能力”通常指表述学习需求、确定学

习目标和选择学习资源的能力; “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指监视和控制自已学习过程的能力。
在 某 些 文 献 中 ( Boekaerts ＆ Corno，2005;

Bolhuis，2003) ，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两个概念

有时被混淆，甚至相互替换，实际上这两个概念虽然

密切相关，其理论背景和研究它们的实证方法却明

显不同，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对二者应加以明确区分。
( 一) 自主学习

学者诺列斯( Knowles，1975 ) 把自主学习定义

为: “不管有无他人帮助，学习者个人主动诊断学习

需要，制定学习目标，识别学习所需人力和物力资

源，选择、实施合适的学习策略，并评价学习结果。”
可见，自主学习者有能力、有准备并且愿意独立地执

行和完成自已的学习任务。
其他学者对自主学习者特征的描述包括: 自主

学习能力、对于学习的内部认知和动机方面的个体

责任心( Levett-Jones，2005 ) ; 独立、自治和管理自已

事务的能力( Candy，1991 ) 。这些特征强调了自主

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学习者将制定其自身的长

期学习计划并落实执行过程，而且自主学习者能自

已确定需要学什么，以及怎样学习才能更好地完成。
基于之前对学习的评价，有经验的自主学习者还能

诊断自已的学习需要、制定学习目标、识别并选择学

习所 需 的 人 力 物 力 资 源、确 定 合 适 的 学 习 策 略

( Knowles，1975; Kicken et al． ，2009) 。
( 二) 自我调节学习

与自主学习不同，自我调节学习作用于微观层

面，关注的是某个特定学习任务的执行过程。自主

学习者肯定有能力主动调节自已的学习; 但反过来，

自我调节学习者未必能主导自已的学习。
不少学者认为，自我调节学习涉及认知、元认

知、动机、情感等因素，一个广为人知且常被引用的

是浸莫曼( Zimmerman，1989 ) 的观点:“学生可以被

描述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 他

们在学习过程中从元认知、动机和行为上都是一个

积极的参与者。”这句话中值得关注的是“程度”这

个词，即每位学生都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但其

“程度”有所不同——— 学习者的内在动机越强，就越

能以积极的方式学习并有更多的元认知参与，该学

习者也就越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浸莫曼( Zimmerman，2006 ) 还描述了包含三个

阶段的“自我调节学习”过程:

第一阶段是“筹划”。这是预备阶段。在此阶

段中，学习者适应学习任务，为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制

定计划及步骤。为达到目标，自我调节学习者会分

析学习任务，选择策略、制定计划及实施步骤; 在执

行任务前，还必须考虑任务的需求和个人的资源，这

样才 可 以 识 别 出 潜 在 的 障 碍 ( Zimmerman，2000，

2006; Ertmer ＆ Newby，1996) 。
第二阶段是“执行”。在这一阶段，“监控”和

“调节”是重要的环节与技能。监控至关重要，因为

学习者需要通过回顾计划并展望尚需执行的步骤，

来了解自已通过做什么达到预定的目标。一旦学习

者认识到进程并未按预定计划发展，他们会考虑如

何调整步骤及做法。
第三阶段是“反思”。这是最后阶段，“评估”和

“评价”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环节与技能。执行完任

务后，学习者应当评价计划执行的效果和效率，以及

相关策略的运用是否得当。通过评价和反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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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才能从真实经验中提高学习，并有可能应用于将

来。作为先前学习经验和未来学习经验之间的联

系，反思极为关键———学习者通过反思可以利用先

前的知识获取新的知识( Ertmer ＆ Newby，1996) 。
( 三) 自主学习与自我调节学习的异同

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

习能力，它们分别在宏观层面上( 自主学习是从宏

观层面) 和微观层面上( 自我调节学习则是从微观

层面) 完成学习过程。学习能力应是自主学习技能

( 基于学习轨迹水平的技能) 和自我调节学习技能

( 基于学习任务水平的技能) 的有机结合———学习

过程的优化，必须要有这两种技能的同时支持。
如上所述，这两种技能都属于“高阶技能”，学

者范·梅瑞恩波尔( Van Merrienboer，1997) 认为，高

阶技能只能在特定领域加以训练。他声称: “如果

我们想让高阶技能中的策略元素在不同领域间迁

移，那么它们就要在尽可能多的领域( 或课程) 中加

以训练，并且要让学生清楚地知道，在一个领域起作

用的高阶技能，在另一个领域可能起作用，也可能不

起作用。”显然，我们应当利用梅瑞恩波尔提出的这

种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一般原则，去把有可能获得

这些高阶技能的有效教学方式设计出来( 下文的第

三、第四部分中，有些内容与此密切相关) 。
灵活学习环境能够有效支持自主学习和自我调

节学习，也就是使学习者能自主决定学习轨迹，能基

于已确定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需要选择相关资源与学

习材料，并能自主监控学习过程。但实现这一目标

有个前提条件 ———灵活学习环境必须事先精心设

计，下文第三、第四部分就是关于如何设计灵活学习

环境，才能分别对上述两种学习能力的培育提供强

有力支持的具体论述。

三、灵活学习环境设计之一
( 使自主学习能力发展得到有效支持)

( 一) 支持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三个要素

对现有大量文献的调研发现，目前已有的能够

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的“灵

活学习环境”设计模型是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 In-
formed Self-Directed Model，简称 ISDL) 。这个模型

由奇肯、布然德和范梅瑞恩波尔等 学 者 ( Kicken，

Brand-Gruwel，＆ Van Merrienboer ) 在 诺 列 斯

( Knowles，1975) 关于“自主学习”的研究、泽赤纳和

伍瑞( ( Zeichner ＆ Wray，2001 ) 关于档案袋应用的

研究、贝尔和科兹洛斯基( ( Bell ＆ Kozlowski，2002 )

加强自我调节能力方面的研究以及腾尼松( Tenny-
son，1980) 教学策略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吸纳各家研

究所长，最终于 2008 年提出的。在机智的自主学习

模型中，奇肯等学者认为，在灵活学习环境中，为了

能有效支持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应有三个必不可

少的要素( 用于获取和提供三方面的信息资源) 。
这三个组成要素是: “有元数据的学习任务”“发展

档案袋”和“咨询模型”。
其中，“有元数据的学习任务”和“发展档案袋”

用于提供与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资源挑选以及与

( 自我) 绩效考核等有关的信息;“咨询模型”则以实

证研究结果为基础，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提

供支持。
在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中实施的灵活学习环境

设计，属于“循环学习过程”———学习者从任务数据

库中选择执行一个或多个学习任务; 当任务完成后，

基于评价标准的档案袋将收集任务评价，然后再从

任务数据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新的学习任务，从而

实现学习过程循环。在每个循环周期中，学习者利

用档案袋已更新的信息确定( 或重新确定) 学习需

要，设定新的学习目标，再依据新目标选择合适的后

续任务。在此模型中，当学习开始时，教师( 或“智

能教学代理”) 一般利用“咨询模型”提供的实证数

据与信息，支持关于学生学习需要与学习目标的制

定以及新学习任务的选择; 以后，随着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再把这些工作逐渐转移给学生

自主完成。
下面分别再对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中的三个重

要组成要素作进一步阐述:

1． 有元数据的学习任务

让学习者根据自身的绩效水平选择学习任务是

很困难的( 这是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难点) ，为

此，应为学习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当学习环境太

开放，给学习者的选择过多，而给予他们作出合适决

定方面的指导或建议又太少，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为

学习者的认知、元认知和情感、动机等学习变量带来

负面影响( Katz ＆ Assor，2007; Williams，1996 ) 。为

了让学习者更快习得选择新学习任务和学习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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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学习者必须通过练习接收来自选择过程的适

当反馈才有可能。要进行这样的练习，就需要有一

整套可利用的学习任务; 而且为了便于选择，在这套

学习任务中，应当包含相关的“元数据”( Knowles，
1975) ———这些元数据指“任务的目标”“可习得的

技能”“任务的难度水平”“对该任务提供的支持”
“判断该任务是否已达到要求的绩效标准”以及“执

行该任 务 所 需 的 先 决 条 件 ( 包 括 知 识、技 能、态

度) ”等。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包含各种元数据的“学习

任务”才会成为“灵活学习环境”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要素之一。
2． 发展档案袋

所谓“发展档案袋”是用来跟踪记录学习过程

和概述任务绩效的电子版或纸质版的档案袋，它是

帮助学习者反思学习过程并促进自身能力发展的有

效工具( Kicken et al． ，2009; Kicken et al． ，2008) 。
要正确评价学习过程，关键是要使用好评价标

准( 这些标准应明确、细致，并和任务的目标密切相

关) 。评价者( 教师、学习伙伴或智能代理) 依据标

准进行评价，然后把评价结果放进发展档案袋中，这

样，教师和学生对每个学习者的学习进程及结果有

比较全面的了解; 发展档案袋要求学习者也将自已

的评价放入其中，以便支持不同评价之间的比较，这

样比较的结果将使学习者在自我评价方面获得更多

的经验，并使他们了解学习过程中的进步与不足; 从

档案袋中收集到的评价结果，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有

关学习者完成任务过程中胜任力方面的信息，为了

解和判断个体的学习需求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应指出的是，在教师与学生( 或智能代理与学

习者) 共同控制学习轨迹及学习资源的情况下，由

学习者或智能代理所确定的学习需求也应添加到

档案袋中( 因为这些学习需求和评价标准有关) 。
由于学生通常不习惯主动思考或确定学习需求，

因此让学生认识以评价为依据确定学习需求至关

重要。
3． 咨询模型

咨询模型可以帮助教师向学生及时提出建议，

事实证明这是支持学生作出合适决定和发展自主学

习能力的有效方法。教师可以采用不同的咨询模型

提出建议。

一个程序化的咨询模型的例子是，告知学习者:

“你们对自已完成学习任务状况的自我评价是否和

专家评价以及和相关规则一致”———可以为学习者

的自我评价技能及制定学习目标的能力提供及时反

馈。优秀的咨询模型应根据学习者的自我评价和自

主制定学习目标的准确性、有效性为学习者提供反

馈，并为自我评价技能的提升和制定学习目标方面

的改进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支持。
通常，教师在学习任务开始前也会对学生进行

指导，但和上述咨询模型的特点相比，这种事先的指

导( 或称之为“前馈”) 有两点不如咨询模型: 一，前

馈信息基本上是“启发性”的，对当前学习任务阐述

的深度及适用性方面有待深化与扩展; 而咨询模型

给出的反馈信息，对于当前学习任务的指导是准确、
有效、切合实际的; 二，前馈往往只是告知学习者:

“可以选择哪个任务提高绩效”; 而咨询模型则告知

学习者:“你们对自已完成学习任务状况的自我评

价是否和专家评价以及和相关规则一致”———从而

能有效地促进学习者自我评价技能及制定学习目标

能力的快速提升。
以上分析表明，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不仅让我

们能对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复杂过程有较深入的了

解，还能提供有关设计灵活学习环境所需基本要素

的信息，所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关于“灵活学

习环境”的设计模型。
( 二) 有效支持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实际案例

凯肯( Kicken，2009 ) 等学者在中等职业教育的

“美容课程”项目中，做过一项有关灵活学习环境如

何为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供支持的研究———
想看看通过档案袋向学生提出的建议能产生怎样的

效果。
灵活学习环境中的学习任务都是真实的，且复

杂程度不同，对其支持的力度也不一样。为帮助学

习者监控学习过程并能对相关活动作出正确的抉择

( 即对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培育与发展提供支

持) ，该项目设计并实施了一个基于网络的、被称为

“结构化任务评价与计划档案袋( Structured Task E-
valuation and Planning Portfolio，简称 STEPP) ”的支

持模式。该模式从三个方面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1) 用评估标准( 或准则) 评价学生学习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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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2) 基于任务绩效评价中展示出的缺陷与不足，

确定学习需求;

3) 选择能够帮助达到或实现上述学习需求的

“新学习任务”。
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还给出了三个“结构化概

述”，这些概述涉及该项目监督会议中讨论学生学

习进展情况的、所有必须的档案袋资料( 通过网站

的特定屏幕呈现出来) :

第 1 个屏幕( 即结构化概述 1) ，呈现每个学生

完成的所有学习任务，以及每个学生作出的自我评

估和教师评估;

第 2 个屏幕( 即结构化概述 2) ，展示已确定的

所有学习需求;

第 3 个屏幕( 即结构化概述 3) ，下一周的学习

任务和实施计划。
对于本项目的实施，研究人员组织了两个实

验组:

一组是“提供建议组”———该组成员定期收到

由项目监督会议发来的、基于档案袋的具体建议

( 包括“反馈”和“前馈”) ;

另一组是“仅提供反馈组”———该组成员只接

收学生成绩的反馈。
项目监督组成员为学生的进度报告和先前两周

的学习计划提供反馈，与此同时，还按照固定顺序讨

论上述三个屏幕概述的内容; 监督组成员除了及时

提供反馈以外，还尽可能为学生如何有效提高自身

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建议。
凯肯( Kicken) 等学者关于“结构化任务评价与

计划档案袋”模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支

持，从“能力形成”( 这涉及学习绩效的自我评估、学
习需求的确定和新学习任务的选择等能力) 、“学习

结果”和“学生对监督会议所提建议有效性的看法”
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关于学生自主

学习 能 力 的 形 成 与 培 育，在 学 习 需 求 的 确 定 方

面———那些只收到建议的学生比那些只收到反馈的

学生，更能判定自身弱点产生的原因，从而形成更强

的学习需求诊断力; 而在学习任务选择方面———由

于是从数量有限的若干任务中进行选择，所以那些

能收到成绩反馈的学生往往更有成效; 但是就绩效

的自我评估而言，不论是“提供建议组”还是“仅提

供反馈组”，都未能普遍达到有效进行自我评价的

水平。在这方面还需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

四、灵活学习环境设计之二
( 使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发展得到有效支持)

由于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需要学习者自主监

控并调整学习过程，所以灵活学习环境在对学习者

提供帮助与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较有成效的做

法是，在灵活学习环境中嵌入四种“干预措施”:“流

程工作表”、“提示性语言( 提示语) ”( Stadtler，＆
Bromme，2008) 、“建 模”( Collins et al． ，1991 ) 和

“反馈”( Butler，＆ Winne，1995; Hattie，＆ Timper-
ley，2007) 。

( 一) 流程工作表

为了引导学习者关注学习过程的微观层次，应

为他们提供全局策略并启发他们完成任务并达到任

务的评价标准( Van Merrienboer，1997 ) ，这就需要

有“流 程 工 作 表”。按 照 那 多 勒 斯 基 ( Nadolski et
al． ，2006) 等人的说法，流程工作表将呈现执行任务

的必须步骤，提供能帮助学习者完成任务的基本法

则。所以，流程工作表为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提供

了一种系统方法———这种方法既支持特定领域的技

能获得，也支持监控任务绩效技能的获得，以及任务

绩效失败时调整个人行为等自我调节学习技能的

获得。
流程工作表中可以加入一些有影响力的脚手

架——— 这些脚手架可以体现为“一些关键词的呈

现”，或者是能反映完成任务所需方法、策略的“引

导性问题”。不少研究案例证明，流程工作表确实

可以使 学 生 较 快 地 获 得 自 我 调 节 技 能 ( Land ＆
Greene，2000; Woperies et al． ，2008) 。

( 二) 提示语

提示语是用来帮助或提醒某人按时或立即作出

某种反应的话语。嵌入到灵活学习环境中的提示

语，可以定期促使学习者完成某种自我调节学习技

能( Bannert，2004) ; 学习过程中，提示性语言还会影

响学习者的注意力( Brown，1997) 。
很多实验研究已证实，在学习环境中嵌入提示

语确实对提升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技能很有成

效。比如，斯塔特拉和布朗密( Stadtler ＆ Bromme)

曾专门实验探究“学生在阅读多个超文本文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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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监控自已的理解过程的?”结果发现: 重复性

的提示语有助于学习新手察觉自已的理解偏差以及

文本表述中的矛盾，从而使他们能尽快调整自已的

信息加工过程———如放慢阅读速度或重读文本的难

点部分。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提示性语言确实对自

我调节学习技能的获得有积极作用———这个结论在

使用“出声思考法”进行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证

实( Bannert，2004; Veenman et al． ，1994) 。
目前，关于通过提示性语言促进学生自我调节

学习技能发展的研究已在愈来愈多的学科领域开

展。比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软件工程

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都有学者在关注。相信不久的将

来，这方面会涌现一批更有说服力的成果。
( 三) 建模

“建模”是一种常用教学策略，也可看作是“认

知学徒制”的第一步。它通常指教师或指导者在实

施教学任务的同时演示任务的具体操作，并出声思

考自己正在做什么———通过口述自己的思维，让学

生能够从概念上理解当前学习任务的内涵、实质，并

注意任务执行过程中所包含的相关规则; 教师还可

能对完成任务过程中的每一部分作出详尽描述，这

样既可为学习者提供有关学习任务的整体理解，又

能对如何进行学习过程的个别调整作出针对性分

析。正因为如此，柯林斯( Collins，1991) 将建模称之

为“致力于使思维可视化的教学模型”。
布让-格茹威( Brand-Gruwel et al． ，1998) 等学者

曾对“把建模作为一项特定教学措施培养学生自我

调节能力”的效果，做过专门的实验研究——— 实验

对象是小学生，要求他们在一个月的干预期内调整

自已的阅读理解过程。在此期间，教师对阅读理解

过程进行建模。实验结果表明，和控制组的学生相

比，接受过“建模”干预的学生表现出更多的行为调

整。这说明通过建模促进自我调节学习技能的发展

确实是有效的。
( 四) 反馈

根据学者赫提和提姆裴利( Hattie ＆ Timperley，

2007) 的观点，反馈是提高学习者学习绩效的有力

支持工具与教学策略。反馈通常可以定义为: “由

代理( 可以是教师、同伴、父母、自己或书本、经验)

就某个人的行为表现或理解提供相关信息。”
不管是社会知识、心理知识或是涉及个人信仰

与认知策略方面的知识，通过上述代理提供的反馈

信息，学习者将能予以确认、增删、重写、定调，或进

行重构。反馈的意图( 或作用) 是消除学习者对问

题的理解( 即当前的学习绩效) 与学习目标之间的

差距。按照赫提和提姆裴利的看法，反馈的有效性

取决于它所关注的焦点———来自过程水平和自我调

节水平的反馈尤其能对学习的理解、掌握产生促进

作用，因为这种反馈与学习过程直接相关。
总之，聚焦于学习过程的反馈，能正确引导学习

者开展有效学习———包括设定学习目标、选择和执

行学习活动、诊断与模拟学习过程以及评价学习的

结果等( Bolhuis ＆ Voeten，2001) 。

五、结语

为了促进学习者对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的掌握，教育者必须事先对学习环境 ( 即孕育和

发展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环境) 进行精

心设计。学习环境应足够灵活，以便学习者能够在

学习过程中自主调整学习需求、设定学习目标，并为

嵌套在课程中的不同层次的学习活动选择合适的学

习资源，从而激发学习者对自我调节学习技能的学

习与掌握。
在灵活学习环境中，对培育和发展自主学习和

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整合性支持与引导是必须的，

因为这些能力不可能自发习得。如上所述，为了能

有效支持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发展，学习环境应有

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用于获取和提供三方面的信

息资源) 。这三个组成要素是: “有元数据的学习任

务”“发展档案袋”和“咨询模型”; 而为了促进自我

调节学习能力的发展，灵活学习环境应嵌入四种

“干预措施”。这四种干预措施( 即教学策略) 是:

“流程工作表”“提示性语言( 提示语) ”“建模”和

“反馈”。当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逐渐形成后，对

学习需求分析、学习目标设定以及任务和资源选择

的控制权就应逐步从教师向学习者转移———这样，

学习者开始对自已的学习过程负责; 最终，学习者在

掌握自我评价能力的基础上，不仅能确定自身的学

习需求，还能选择合适的学习任务和相关的学习资

源达到学习目标。考虑到上述各个因素( 教师、学

生、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资源等) ，并从教学系

统设计的视角加以整合，我们就有可能为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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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发展的灵活学习环境

设计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灵活学习环境的设计应有严密的筹划和组织，

对于学习者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事先应进行排序

( 如按复杂层次或任务的水平排序) ，并且有必要的

元数据( 如具体的学习目标、相关的技能、教学支持

的类别等) 。此外，评价的标准对于学习者必须清

晰、透明。
关于“灵活学习环境设计”的未来研究应该关

注哪些问题，《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第四版) 》
第 29 章的作者认为应关注两个方面:

1) “学习任务数据库”应如何组织，以便更好地

帮助学习者对未来的学习任务进行选择; 应该提供

多少学习任务以及如何把握任务的难度和对任务的

支持力度，才能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重要而有利的

影响?

2) 当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能力尚在培

育过程中( 即还没有真正形成) ，这时是由教师和学

生共同控制学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如何

逐渐减少支持力度，并将更多的责任转移给学习者?

教师应基于怎样的标准决定学习者能否进行自主设

定步骤的学习?

一个具有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学习者，

其未来也必将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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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bility: Ｒeflection on the Handbook of Ｒ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 4th Edition)

HE Kekang

(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d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 flexible learning environment"，and
then elaborated on the concept of " learning ability"which mainly involv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 SDL abili-
ty) and "Self-Ｒ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 SＲL ability) ． On this basis，a " flexi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 was put
forwar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kinds of abilities，and the design of the environment wa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related teaching strategies． At the same time，typical appli-
cation cases of flexi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design that have significant results and impacts，were also introduced．

Keyword: learning ability;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 SDL) ;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 SＲL) ; flexi-
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 F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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