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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挑战

信息获取
从信息搜索到
个性化推荐

从文本到
跨平台多媒体

知识传播与学习

从个体学习到
社群学习

从课堂学习到
终身学习

学术研究与知识创造
从精英专家到

群体智慧
从知识垄断到
开放获取

信息过滤与信息整合

知识更新与终身学习

知识创造与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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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国际信息素养教育理念的变化

UNESCO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 PIL信息素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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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信息素养相关内容概要

2005年 亚历山大宣言 定义信息素养是“让各行各业的人们能够有效地寻求、评估、使用和创造信息，以实现他们的个人、社会、职业和教育目
标”的一种手段。

2008年 理解信息素养：入门篇 指出信息素养是21世纪人类六大生存素养之一，将其生命周期流程分为11个组成部分。

信息素养模型和指标 提出了信息素养概念模型，包括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知识和技能，同时制定了高等教育中信息素养教育的标准。信息素
养的阶段/元素包括：确定/识别信息需求、决定信息来源、定位或查找信息、分析并评估信息质量，组织、存储信息或将
之归档，用合理、有效、高效的方式使用信息，创造并沟通新知识。

2011年 MIL课程方案教师用书 设计了14个MIL课程模块，其中第8模块为信息素养与图书馆技能，提出了信息素养和信息问题解决的六步框架，介绍了
主题探索、问题导向、案例学习、合作学习、文本分析、情境分析等10种教学方法。

2012年 MIL莫斯科宣言 指出MIL与UNESCO推进和创建知识社会的伟大使命有直接关系，给全世界的相关机构和团体就如何发展MIL提出建议。

2013年 MIL策略与战略指南 对每个国家制定MIL的政策和战略规划给出了宏观指导，包括6个步骤：制定多层级的MIL规划、达成利益共同体联盟、
扫除技术和经济障碍、优化MIL资源建设、建立指标体系以及计划实施和阶段性评估。

MIL全球评估框架 明确MIL能力包括获取、评价和创建3大核心要素，12个指标和113个具体表现准则，此外评估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
个熟练程度等级。

MIL和跨文化对话 八所世界范围内的高校共同组成的信息素养合作项目，介绍了各个学校的MIL项目进展。

2015年 MIL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要内容包括：如何通过教与学实现可持续发展；媒体组织、信息提供者和言论自由；语言多样性,宗教和文化间对话；
性别平等和残疾人；推进知识社会等。

2016年 MIL:加强人权，打击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
强调了MIL在促进言论自由与信息获取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东和北非的MIL机会

2017年 MIL五定律 致敬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强调MIL已经成为人们在21世纪工作和生活必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五定律不仅
指出了信息提供者的义务，也主张了信息主体所拥有的权利，核心还是强调“批判性”、“公民参与”和“可持续发展”。

UNESCO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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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

2005

亚历山大宣言

定义：寻求、评估、使用和创
造信息

2008

理解信息素养：入门篇、信息
素养模型和指标

21世纪人类六大生存素养之一

2011

MIL课程方案教师用书

信息素养和信息问题解决的六
步框架

2012

MIL莫斯科宣言

推进和创建知识社会的伟大使
命有直接关系

2013

MIL策略与战略指南、MIL全球
评估框架、MIL和跨文化对话

提供宏观指导；MIL能力包括获
取、评价和创建3大核心要素

2015

MIL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教与学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6

MIL:加强人权，打击激进主义
和极端主义

MIL在促进言论自由与信息
获取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7

MIL五定律

核心还是强调“批判性”、“公民
参与”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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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L是人们在21世纪工作和生活必备的知

识、技能和态度。

各国应该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信息与媒介素

养的政策和规划，推动多方对话与合作。

IML教育应该鼓励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和

探究式方法来学习和解决问题。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需要教师、图

书馆员和管理者多方的合作。

UNESCO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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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2015年

文件名称 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体系结构 由三级等级指标体系组成,包括5项标准、22项表现指标、
87项成果指标

由阈概念-（知识技能+行为方式）构成，包括6个阈概
念，39项知识技能和43项行为方式

主要目标对象 施教者与学生 学习者

信息素养定义 信息素养是指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识别出信息，并能够有
效的对所需信息进行定位、评估和使用的一组综合能力。

信息素养是指包括对信息的反思性发现，对信息如何
产生和评价的理解，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并合理
参与学习团体的一组综合能力。

信息素养要素
构成

1确定所需信息的范围
2有效并高效地获取所需的信息
3批判性地评估信息及其来源
4将所选信息整合到自身知识库中
5有效地利用信息实现特定目标
6了解该信息使用时涉及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并
合理合法地获取和使用信息

1 权威的构建性与情境性
2 信息创建的过程性
3 信息的价值属性
4 探究式研究
5 对话式学术研究
6战略探索式检索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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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

考核指标

技能

信息获取、评估、
整合与利用

方向建议

元素养

反思、创造
与合作

标准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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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报 告 名 称 关 注 点

2009.02 《查找背景知识：大学生谈数字时代如何开展研究》 大学生在开展科研时遇到的信息搜索挑战

2009.12 《经验：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查寻信息》 大学生信息搜索偏好

2010.08 《研究作业的调查：作业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的研究》 教师所布置的研究作业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

2010.11 《真相：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评估和使用信息》 大学生如何进行信息评估

2011.10 《少即是多：关键时期大学生在图书馆里使用了哪些信息技术》 在考试、就业等特殊时期大学生如何利用信息技术

2012.10 《学习的曲线：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后如何解决信息问题》 大学毕业初入职场遇到的挑战和信息实践，人际接触比信息搜索作用更大，学
生的解决问题能力与雇主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

2013.12 《摸到窍门：新生进入大学后如何开展课程研究》 从高中进入大学的过渡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所使用的信息策略

2014.08 《第一阶段：从毕业生访谈所看到的终身学习趋势》 大学生对于终身学习的认知和判断

2016.01 《智慧生活：当今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大学后如何继续学习》 大学生毕业后在个人生活、工作和居住社区中的终身学习需求和信息行为。

2016.12 《规划和设计学术图书馆学习空间:建筑师、图书馆员和图书馆顾问的专家观点》 面对新的学习和研究需求，图书馆是如何进行空间设计，遇到了什么问题，成
功的案例是怎样的。

2018.10 《学生如何面对新闻：教育工作者、记者和图书馆员可以学习的五个经验》 研究学生作为年轻一代的新闻消费者的信息偏好、习惯和动机，图书馆员如何
应对媒体环境的挑战帮助学生成为更高校的新闻消费者

2019（尚未发布） 《算法时代的信息素养》 在当前以算法为核心的信息环境下新闻、新媒体平台和媒体信任等问题对于学
术研究和工作生活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和图书馆如何帮助学生未来成为更好
的信息用户、共享者和创造者。

PIL信息素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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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标 环境变化

解决
问题

终身
学习

应用
场景 任务

目标

互动
性

载体
形态

批判性
思考

信息行为

PIL信息素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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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中外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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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素养讲座；2.春季、暑期专题培训；3.研究指南、课程指南

1.信息素养讲座；2.课堂支持；3.图书馆联络员（细分为写作项目、
新生项目、同伴研究助理等）

1.信息素养讲座；2.MOOC；3.在线指南、课程指南；4.个人馆员项
目

1.信息素养讲座；2.CamGuides研究生在线课程项目；3.学习技能指
南、课程和学科指南；4.图书馆员信息素养提升项目

1.信息素养讲座；2.面向特定学科的专业工作坊和课程；3.研究技能
工具包

1.本科生培训项目；2.研究生培训项目；3.学科指南

1.一小时讲座；2.信息素养MOOC；3.大学信息素养课程；4.搜索达
人大赛；5.信息素养手机游戏

1.“信息·资源·研究”培训讲座；2.选修/必修课程；3.信息素养
MOOC或微视频指南；4.新生手册

1.信息素养滚动培训；2.新书培训；3.嵌入课堂教学、选修课；4.信
息专员；5.英文讲座；6.专利学堂

1.信息素养线下培训；2.信息素养网络课堂；3.信息素养公共选修课
程、嵌入式教学；4.“拯救小布”新生闯关游戏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移动APP、多人协作工具，开放存取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音视频处理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开放存取，数据管理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开放存取，时间管理、阅读技巧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开放存取，数据管理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时间管理，思维导图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开放存取，数字人文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开放存取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思维导图，印象笔记等

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写作及研究指导，学术诚信与知识
产权，学术软件及工具，求职简历等

项目类型 内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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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服务介绍、检索技能培训

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论文写作及研究指导

学术诚信与知识产权

学术软件及工具

其他1：开放获取、数据管理、数字人文

其他2：思维导图、阅读与笔记、时间管理等

信息素养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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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教育方式

MIT、剑桥、耶鲁、哈佛等

课程或学科
在线指南

北大、武大等

游戏竞赛

耶鲁、北大、清华等

MOOC

上海交大等

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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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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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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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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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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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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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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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调
研
发
现

在融入教育深度和合作维度上国内有待加强

在教育方式和内容上各馆差别并不显著

各馆实践紧密结合信息素养“新框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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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发展思考

顶层设计 横向协作 网络优势 馆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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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标准规划

• 配套指南与评估

• 全国高校信息素养

教育网络

顶层设计 横向协作 网络优势 馆员提升

• 设立跨部门项目

• 纳入创新教育体系

• 跟进前沿理念与实践

• 图文与短视频资源

• 微信学习社群

• 网络环境与需求变化

• 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

• 信息管理与效率提升

• 行为认知与情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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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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