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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视域下应用型本科信息素养课程教学改革设计∗

□黄俊锋　郑申茂　李容　罗贤春

　　摘要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ＧbasedEducation,OBE)理念已经成为应用型高校教学改革

的重要方向,信息素养作为信息社会应用型人才的基础能力,其教学改革尚未适应 OBE教育的

要求.通过梳理 OBE内涵与«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域概念”体系的内在关系,本研究论证了

信息素养 OBE教学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提出了应用型本科信息素养 OBE教学设计的要点,
并从教学目标确立、课程合格要求确定、教学指标点设定和教学内容编排等方面逆向设计了其课

程的教学体系,以期为信息素养教育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教学改革提供必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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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使社会进入了以“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

模糊性”为特征的“VUCA”信息时代[１].但信息的

充裕并不能成为人们有效吸收知识并应用信息解决

现实问题的充分条件,反而对缺乏信息素养的人构

成了威胁.因此,具备良好的信息能力和信息思维

已经成为当今应用型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２].从

２０１６年«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２０１８年«教
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和２０２１年«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等相关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
信息素养教育是现代信息社会背景下高等院校培养

高质量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必备环节.但作为信息时

代人才赋能和终身教育保障的信息素养教育[３],并
未在应用型高校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落实.成果导

向教育(OutcomeＧbasedEducation,OBE)理念的引

入促进了工程类或应用型本科院校以成果为导向的

系列教学改革[４],改变了传统应用型本科课程的教

学重心,不再以教材的知识传授为主,而以学生为中

心,注重学生知识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果的产出为导

向[５].因此 OBE理念对促进信息素养教育与学生专

业信息能力成长的粘连性上有积极作用.文章通过

对 OBE的内涵和应用范围进行分析,结合美国大学

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

养框架»(以下简称«框架»)相关概念体系,对 OBE教

育理念与«框架»“域概念”内涵的契合性进行论证.
并以 OBE理念为指导,对应用型本科信息素养课程

以产出为导向的教学改革设计进行探索,以期提升我

国应用型本科人才的专业信息应用能力.

１　研究综述

相关研究的综述性回顾有助于对 OBE的缘起、
应用和发展形成清晰的认识,从中总结出与信息素

养教学改革内在需求相一致的因素.

１．１　OBE教育理念概述

OBE是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ＧbasedEducaＧ
tion)的简称,又称为产出导向教育.成果导向教育

是一种打破传统“以教师为中心”而强调学生主体地

位的教育理念.OBE源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国际科技

竞争引起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基础教育改革运

动[６],随着科技发展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作为科技强

国的美国对于科学知识未能有效促进科技的应用与

产出表示不满,并开始反思高等教育与科学知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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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产出关系的重要性[７].美国学者斯派蒂(Spady)
于１９８１年提出 OBE理念以应对高校知识教育成果

产出不足的问题[８],OBE以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

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以学习成果的产出为目标,并以

成果目标为基础合理安排高校教学时间、课程设计

及相关教学资源[９].随后,该理念得到了美国工程

与技术教育认证协会(ABET)的全面认可,并成为

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思想[１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

成为«华盛顿协议»的正式成员国之后,高校教学改

革将 OBE理念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OBE理念的信息素养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１)课程模式改革.OBE理念以学生

学习的产出为目标,反向设计原有课程的授课时间、
课程内容和教学实施等,课程模式更注重知识在实

践中的掌握,并明确每个课程环节对实现预期目标

的贡献程度[１２].(２)教学设计改革.OBE以学习产

出为最终的教学目标,以培养学生毕业５年左右的

职业成就的总预期为最高导向,打破了只看专业知

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思路,而真正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以产出为目标的逻辑本位去设计教学过程[１３].(３)
课程实施改革.从课程目标设计的基本原则出发,
去认识 OBE 理念下课程考核指标点的评价要求和

对学生能力要求的定位去实施教学.基于构建理念

注重实践中的自主式探究学习,实现学生学习与应

用能力的渐进性养成.

１．２　信息素养教育 OBE改革现状

从 OBE视角分析当前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实

施过程,可以看出国外信息素养教育研究,正从传统

的信息素养基本理论和信息检索技能培养,转变为

更加注重宏观信息检索思维和职业发展的信息应用

能力的培养[１４].国内本科信息素养教育也随着高

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展开新的教学研究和实

践,但仍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课程体系没有与专业课程及其他公共基础课程

有效融 合,无 法 体 现 检 索 知 识 与 技 能 的 应 用 价

值[１５].(２)教学内容缺乏适应新时代的灵活适用的

信息素养教学内容框架[１６].因学校定位、学生层

次、学科特点等差异会导致教学重点不同,而采用标

准化的信息素养体系不利于个性化教学.(３)教学

目标重检索技术,轻人文素养和信息伦理的培养,更
缺乏对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需求的信息素养培养[１７].
(４)教学理念存在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的困境.信

息素养在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均有不同的

培育要求,当下更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差异化教学

和个性化发展的教学理念[１８].高等教育环境和现

代信息生态的变化,使信息素养教育范式从“标准”
到“框架”的转变成为一种新趋势[１９].

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发现,成
果导向理念在信息素养教育领域已有初步研究,但
较为分散不成体系并有待深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三个方面:(１)课程模式改革与实施.认为成

果导向的混合式教学是实现信息素养课程目标的契

合模式[２０],并研究了信息素养相关课程的 OBE教

育模式的开展情况[２１]和教育体系[２２]等.(２)基于学

习阶段的课程辅助.以个案形式研究了基于目标和

节点驱动的信息素养培养模式[２３]和全过程嵌入式

教学模式[２４].(３)特定领域的信息素养教学改革.
有针 对 信 息 管 理 专 业[２５]、化 工 专 业[２６]、医 学 专

业[２７]、纺织专业[２８]等学科领域,探讨 OBE理念的文

献检索教学模式的改革.综上研究成果,发现我国

信息素养教育改革的研究并未真正理解 OBE内涵

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在理论契合性和相互作用性.
而信息素养教育的成果目标也未得到有效归纳,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信息素养 OBE理念的改革未能深

入到实质层面.即无法以信息素养教育的成果目标

为导向,逆向设计信息素养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
课程考核及相关支持条件,导致信息素养课程仍停

留在普及简单信息知识和检索技能的通识教育层

面,而无法有效融入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中.

２　«框架»与OBE的内在联系

«框架»提 出 的 高 等 教 育 信 息 素 养 域 概 念 和

OBE主张的教育理念,都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地

位,都为有效促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在不同的领域

提出教育支持的理论体系,二者在具体理念和内涵

上具有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这成为二者相互影响

和彼此促进的重要基础,具体如表１所示.

OBE教学改革将使信息素养教育从“知识中

心”转变到“学生中心”的实践范式上来,这样的“实
践转向”既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也是一种教学方法的

重置[３５].OBE理念的应用使«框架»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过程明朗化,这就实现了域概念教学过程的可控制

性和教学结果的有效评估.OBE主张的学习活动注

重课内学习与课外延伸的有机结合.在课堂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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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框架»与 OBE的内在联系性

联系维度 «框架»域概念 OBE理念 内在联系

内涵要求

突出学生参与学术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对

信息素养域概念的理解.其非确定性、灵

活性和适应性要求教育者要因地制宜地

选择教育内容和方法

以学习成果目标为导向逆向设计教学活

动,正向实施教学计划.具有教学过程的

渐进性和目标的确定性和可实施性特点

内涵上相互支持.OBE 理念的可设

计性和可实施性特点,可以有效解决

«框架»模糊性和实施性不足的问题

教育中心

深化学生信息批判和应用能力,让学生学会

用信息方式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要掌握“如

何学习”和“为何学习”,强调不仅要成为信

息消费者更要成为专业信息生产者 [２９]

以“学生中心”为原则,不再简单以分数优

劣,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识记,而以学生渐

进性能力养成为教育重点,给予学生充分

展示自我全面素质的机会[３０]

均以学生为中心.«框架»以“学生为

中心”支持泛在学习,注重应用能力.

OBE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

和实施,注重应用结果

教育过程

将信息素养视为贯穿学生终身学习的一系

列学习能力、信息实践与思维习惯的综合

素质[３１].从注重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转移

到对信息技能的综合运用,调动学生更多

层次的感知,参与信息素养实践的全过程

明确教育过程是促使学生学习成果达成

的动力来源[３２].提倡渐进式的人才成长

理念,以学生学习预期成果为目标,反向

设计目标达成的教学过程,并根据反馈持

续优化

均强调全过程学习支持.OBE 理念

为«框架»域概念体系的教学设计与实

施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和路径.使信息

素养教学更注重学生的过程性参与、

阶段性评价和持续性教学改进

教育目标

学生一旦掌握信息素养６个域概念,即可

突破学业学习和学术创新中的信息能力

瓶颈,能更全面地理解学科信息的产生过

程、自身专业发展的潜能以及社会责任感

的重要性[３３]

从满足学生合格毕业及职业发展的专业

应用目标出发,逆向设计学习计划,并为

这个计划构建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应用能

力的教学内容和保障条件

均以学习应用成果为目标.«框架»的

域概念是基于教学实践的,不是纯粹

的理论模板.OBE 理念也是基于学

生未来专业实践需要的知识应用为

目标

主体关系

实施建议鼓励信息素养教育工作者与教

师、院系和教学管理部门等合作,了解什

么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专业信息能力,使学生成为学术信息内

容的创造者和项目研究活动的参与者[３４]

是“教与学”良性互动的新教育模式,教师

依据学生的学习成果设定教学计划和评

价,学生依据教学计划进行练习实践,并

进行教评,为教育发展注入了持续改进的

新血液

均强调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注重师

生间、生生间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关系,

将学习过程置于具体的信息应用情境

中,通过共同完成某些复杂的任务来

获取高阶的专业信息能力

论教学不再照本宣科,而是采用互动式、项目化和研

究型的教学形式[３６],引导学生强化对科学、对专业

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让学生通过学科信息的知识性

批判,掌握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再将研究问

题转化为检索策略,最后通过信息创造的方式培养

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信息思维与能力.

３　应用型信息素养OBE教学设计要点

如前文所述 OBE理念适用于信息素养提升学

生专业信息应用能力的教学改革需求,所以信息素

养成果导向的教学设计应遵循逆向设计逻辑,必须

满足:(１)明确信息素养教育的学习成果目标;(２)按
照专业学习和毕业后职业信息素养需求,安排相应

的教学内容;(３)对学生信息素养训练过程和学习结

果进行合理评价[３７].这三方面包含了教学设计也

包含了教学评价,是实施信息素养成果导向教学的

关键.依据 OBE理念以学生专业信息应用能力的

成长为成果目标,提出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逆向设

计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３．１　逆向设计思路

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逆向设计的核心是以学生

课程学习成果为目标,为达成既定的学习成果而对

信息素养教学活动进行组织,以保证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实现专业信息应用能力的渐进性达成.传统的

信息素养教育是以课程内容为导向的正向教学设

计,以信息素养的标准体系为出发点组织和安排教

学.其核心逻辑是将信息素养的基础知识和检索技

能按照既定教学安排教授给学生.而逆向设计则是

从受教育者的需求为出发点,由学生的当前需求和

未来需求为预设目标,确定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信息

素养学习或培训的内容,提高学生自觉调用信息思

维并利用信息资源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其核

心逻辑是以学生的需求为中心预设信息素养课程的

结果目标,再根据结果目标确定信息素养课程合格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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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最后由课程合格要求决定教

学内容的编排设计.这种逆向设计的根本点来源于

社会对应用型人才信息能力需求的满足而设定的目

标.成果导向的信息素养教学设计从“需求”出发,

最终又落实在“需求”上,在教学体系的安排上体现

了信息素养教学过程学生主体性的理念,最大程度保

证了信息素养的教育目标、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协

调统一.其逆向设计与正向实施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逆向设计与正向实施的关系

３．２　逆向设计原则

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逆向设计需要遵循以下

原则:
(１)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确定教学目标.首先

要明确学生信息素养学习的核心需求,包含了当前

需求和未来需求.当前需求是指满足学生在校期间

支撑学业学习或专业研究产出的信息素养,通常涉

及到学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学生发展、教师期望

以及管理部门对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等因素.
未来需求是指满足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职业发展需

求的情境性信息应用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受多重因

素的动态影响,是以学生毕业５年左右所能达到的

职业或专业成就的职场信息能力的支持为界限.
(２)根据教学目标确定课程合格的要求.合格

要求是要有助于学生专业学习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

所需掌握的信息知识和信息技能的具体描述,包括

对学生完成学业学习所要掌握的信息意识、检索技

能和信息创造能力,也包括学生参与学科专业研究

和创新所需掌握的信息道德与规范、信息交流和信

息创新能力.教学目标是课程学习合格要求的依

据,合格要求则支撑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
(３)根据信息素养课程合格要求确定教学指标

点.将课程合格要求逐步细化和分解,使归纳性的

信息素养合格要求表述为具体的、可实施和可计量

的课程教学指标点.课程合格要求决定了指标点的

方向,而指标点则为课程合格要求的实施提供具体

的教学路径.
(４)根据信息素养教学指标点确定课程教学内

容的编排.指标点实际上是为学生完成信息素养课

程学习要求而提供的一个参考框架,这个学习框架

的实现依靠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编排,才能实现

预设的课程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或教学团队要

对«框架»的域概念及其附件的内容有深刻解读和认

识,而且紧密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用专业的眼光取

舍有价值的信息素养教学内容和设计相应的信息素

养实践项目,才能有效实现指标点所要达成的信息

素养能力.指标点是课程教学内容组织的根据,课
程内容则是为了达成指标点的要求而设计.

４　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逆向设计

要先确定学生信息素养学习的应用性产出目标

是什么,再依据该目标逐级逆向分解达到该目标所

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与具体层次要求,最终构建学生

均可达成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和教师教学实施的基

本依据.

４．１　确立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确定是应用型信息素养 OBE教学

改革中最基础的部分,所有后续的改革设计都是围

绕着这个目标而实现.应该遵循的原则包括:一是

教学目标要满足近期和长远的需求;二是教学目标

表述要精准清晰.
教学目标的确定是信息素养教学的根本出发点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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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归宿点,并且必须以学生的需求为中心.首先从

近期需求看,要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这取

决于学校办学定位、学生专业特点、学生发展需求、
专业课教师要求以及学校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定

位等.其次从长远需求看,涉及学生走出校门后职

业发展的信息能力需求,主要是满足国家、社会和企

业对毕业生专业信息应用能力的要求.因此,应用

型本科信息素养教学目标的确立应该考虑学生在校

学习需求和校外职业发展需求,培养的人才应该具

有利用信息解决专业问题、解决职业进步问题、分析

判断信息以及参与专业信息生产和学术交流活动等

的能力.这些需求来自多方面和多层次,那么对教

学目标的确定就要广泛听取相关受益者的意见,如
学生、家长、校友、企业主、社会公众、专业教师和教

学管理部门等对信息素养教育的意见.
教学目标表述的精准性是指信息素养核心能力

的内涵准确和条理清晰.教学目标是明确学生“能有

什么样的信息素养”的问题,表示能够从事某种信息

活动的缘由.对于以应用型为人才培养定位的高校

而言,信息素养教学目标的表述应该突出应用性的特

点.例如“具备能力,或对拥有能力”的
表述,应转变为“能够在问题,在方面,发挥

的作用”的表述形式.我们根据«框架»提出的域

概念体系并结合 OBE教育理念,梳理了应用型本科

信息素养教学目标的一般表述,如表２所示.

４．２　确定应用型信息素养合格要求

确定应用型信息素养课程合格要求的原则包

括:一是能支撑教学目标的达成;二是符合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特殊需求.
课程合格要求要能支撑教学目标,二者之间必

须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而且是可逆的对应关系.
例如,一个教学目标可以由多个课程合格要求支撑,
反过来一个课程合格要求可以支撑多个教学目标.
表３是信息素养课程合格要求与教学目标的对应关

系.在确定教学目标和合格要求时都强调其表述的

条理性,主要是为明确二者的对应关系.同时合格

要求的表述一般确定为１０－１５条比较适宜,太多或

太少都会造成建立对应关系的难度增加.
表２　应用型本科信息素养教学目标

编号 教学目标 对应域概念

A
能够对信息的可靠性、权威性、有效性和学术性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认识到不同情境信息的权威性和

有效性不同
权威的构建性与情境性

B
针对信息需求特点,能够对信息形式和价值做出判断,选取并利用信息生命周期中各种适当的中间产

品或最终产品
信息创建的过程性

C 能够利用知识产权的规则维护自身信息成果的价值权益,并掌握规避信息利用过程中的信息侵权风险 信息的价值属性

D
能够从学科信息中总结和发现研究问题,掌握从信息归纳到知识演绎的方法,并以学术方式表达知识

创新成果
探究式研究

E 能够找到并参与某学科领域的核心信息交流平台,学会博众家之长提升自己的专业信息产出能力 对话式学术研究

F
能够根据信息需求的应用情境,从检索者自身的认知、情感和社会关系等方面优化和迭代检索策略,以

获取有效信息
战略探索式检索

表３　课程合格要求与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编号 课程合格要求 对应教学目标

１
能够认识到权威信息的重要性,会使用特定工具和标准查找权威信息,并利用权威信息塑造自己产出信息的权

威性
A

２ 能对权威体系及其信息保持开放和审慎态度,认识到权威具有条件性和情境性 A

３ 能够认识到不同信息类型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价值表现不同 B

４ 能够对不同阶段、不同呈现形式信息产品的价值和质量做出判断 B

５
能够利用知识产权维护自己的信息权益和避免产权纠纷,根据知识产权规范合理引用他人成果,理性评判他人研

究贡献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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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合格要求 对应教学目标

６
知道信息的价值是多维和动态的并受信息内在特性及多种外在因素影响,能够通过一定的工具技术进行知识性加

工实现信息价值增值
C

７
能够根据自己既有知识体系,针对学科内的空白点或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以信息创造和交流的方式,提出新的解

决方案或技术应用前景
D

８
能够通过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提炼出需要研究的问题,发现问题的理论本质,并确立有效的信

息检索策略和研究路径
D、F

９ 能够通过一定的信息分析方法,对掌握的信息材料进行归纳和演绎,以获取新的研究观点,形成科学的研究结论 D

１０ 能够查找合适的权威信息学术交流平台,运用学科研究的一般方法实现学术范式的信息表达,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A、E

１１ 能够通过时间线或主题特征进行综述,强化某一学术观点并实现自洽性论证 E

１２ 能够基于信息需求的情境,确定信息来源、检索方向与范围、检索工具与策略 F

１３ 能在检索过程中保持耐心,根据检索结果不断调整检索提问和策略,直到获取满意的检索结果 F

１４ 能够运用特定的文献管理工具对检索结果进行管理、阅读、分析、提取和引用 F

　　课程合格要求还要符合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的

特殊要求.根据相关研究对应用型人才能力结构的

划分[３８],可以将信息素养课程合格要求与应用型人

才的能力结构进行映射,如表４所示.
表４　课程合格要求与应用型人才能力结构对应关系

编号 应用型人才能力结构 对应课程合格要求

a 理论转化和专业实践能力 １、５、１０、１１、１４

b 设计、规划和决策能力 ２、３、４、１２、１３

c 重构知识体系的能力 ７、８、９、１１

d 服务地方的能力 ２、６

　　可以看出一组应用型能力可对应多条合格要

求,一条合格要求也可以对应多组应用型能力,如合

格要求２就对了应用能力b和d.信息素养课程合

格要求对应的应用能力a主要表现为从信息获取转

变为信息创造能力的相关要求;对应的应用能力b
主要表现为实现信息分析、组织和增值性应用的能

力;对应的应用能力c主要表现为信息迁移和信息

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对应的应用能力d主要表现为

信息利用的具体应用情境的适应能力.

４．３　确定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指标点

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指标点是课程内容设计和

考核评价的主要依据,也是完成课程合格要求的学

生需掌握的具体信息素养能力指标点.确定教学指

标点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关联性,二是准

确性.

　　关联性包含了二者前后关系的对应性、不可逆

性和不可复制性.首先,对应性是指标点与合格要

求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指标点

要符合信息素养课程合格要求.通常一条课程合格

要求可分解为多个指标点.其次,不可逆性是指合

格要求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是不可互逆的,即信息

素养课程的一项合格要求可分解为多个信息素养能

力指标点,但一个信息素养能力指标点不能对应多

项课程合格要求.第三,不可复制性是信息素养教

学指标点不能简单的直接复制课程合格要求的内

容,指标点应该是对课程合格要求的更具体、更明

确、可计量且学生可达成的具体学习行为标准.
准确性是指标点呼应合格要求的精确性,这就

取决于信息素养教学指标点表述所使用的动词的精

确性,因为信息素养教学指标点是要求教学对象完

成预计的信息素养能力的学习或实践.作为应用型

高校,信息素养教学指标点的表述应更多使用“应
用”“分析”“评价”“创造”等具有应用性意义的动词

进行表达,少用“记忆”“认识”等识记类的动词表达.
为方便参考,这里列举部分相关词的表达用语.应

用层次的用词有:应用、实施、执行、开展、推动;分析

层次的用词有:选择、质疑、解构、整合;评价层次的

用词有:判断、批判、评价、协调;创造层次的用词有:
解决、建立、设计、构建.

根据以上原则,列举了与表３中前４条合格要

求有对应关系的信息素养教学指标点的表述,如表

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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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应用型本科信息素养的教学指标点

编号 教学指标点 对应合格要求

(１) 掌握查找权威信息来源的方法(掌握) １

(２)
应用本学科的知识范式对获取的信息内容

进行客观评价(应用)
２

(３)
运用批判思维,对自我的认知水平、世界观

和价值偏见等进行理性批判(创造)
２

(４)
敢于对权威信息或标准提出质疑,并尊重多

元价值和观点的存在(分析)
１

(５)
能够依据社会价值的标准对自己的信息创

造成果进行反思和改进(分析)
２

(６)
认识到信息是一个连续的创造过程,了解其

阶段性信息产品格式及其特性(记忆)
３

(７)
根据信息应用的情境需求,选择和利用适当

的信息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分析)
４

(８)
运用自身知识和经验对信息进行组织加工,

以解决学科问题,完成信息创造(创造)
３

(９)
认识到新兴信息传播模式和格式的广泛应

用,可以产生新的数据性挖掘价值(记忆)
３

(１０)
能够根据信息交流的性质或情境,选择适当

的信息传播模式(分析)
４

 

４．４　编排应用型信息素养教学内容

应用型信息素养课程内容编排应该遵循以下两

条原则:一是要满足课程合格要求搭建学生信息能

力结构,二是内容结构要科学合理,注重信息素养理

论与检索实践的结合,注重学生检索知识应用和处

理信息能力的训练.
课程合格要求实际上是对修完信息素养课程的

学生应该具备的信息能力结构而提出的具体要求,而
这种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才能实现.
换言之,学生信息能力合格要求要有与之相对应的信

息素养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训练和培养,而每

条课程合格要求又分解为若干指标点.所以,教学指

标点成为信息素养教学内容组织架构的主要依据,并
且二者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课程内容矩阵的关系结

构表示出来,如表６所示.该矩阵能够一目了然地表

明信息素养课程内容结构要点对合格要求的支撑情

况,还可以分析课程每部分内容对达到合格要求的贡

献情况.通过课程内容与指标点关系矩阵,可以分析

各信息素养教学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补性,为编

排和优化课程内容提供了依据.
表６　应用型信息素养课程内容与指标点关系矩阵

课程内容结构要点[３９]
对应表５的指标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强化信息意识与思维 √ √

提高信息辨别能力 √ √ √ √ √

增强信息利用水平 √ √ √

提高信息交流创新能力 √ √ √ √

提高信息伦理自律能力 √ √



　　科学合理的编排应用型信息素养课程内容,就
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１)正确处理信息素养课程与专业课程的逻辑

联系.这种逻辑联系一般体现在嵌入和反嵌入两种

形式.嵌入形式是将信息素养的教学安排嵌入到专

业课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活动中,在专业课教学中体

现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反嵌入形式是指在信息素养

教学过程中嵌入专业信息应用的案例,培养学生专

业信息检索、分析、评价和应用等的教学形式.
(２)正确处理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的编排.改

革教学模式,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主

体性,设置课内翻转展示的教学环节,在课外提供项

目实践指导、咨询交流和监督管理等服务.处理好

课堂知识讲授与课外实践教学的课时比例.推进研

究型学习模式,将知识课堂变成探究与分享课堂,教
师要从知识传授变为学习引导和信息应用能力的训

练师.
(３)正确处理显性教学内容和隐性教学内容的

关系.显性教学内容是教案或教材可见的知识内

容,通常可以由教师在课堂上讲授,也可以由学生通

过自学方式习得.而隐性教学内容是指除了显性内

容之外,能够对学生的知识、情感、行为和态度等产

生影响的信息素养相关教育因素.可根据«框架»域
概念及附件要求的信息行为方式,训练学生的信息

能力,增加学生对专业学习和信息应用的情感认同

与价值追求.而高校中最能体现信息素养隐性教育

的平台就是图书馆.图书馆作为高校第二课堂的重

要育人场所,不仅在信息素养课程教学中可发挥重

要作用,还要在资源、数据、空间、服务和文化等方面

紧密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进行信息素

养教学和应用实践的配套设计,以提升图书馆服务

育人和第二课堂实践教学的效能.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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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在现代信息环境下,信息素养作为应用型人才

知识应用的基础赋能已是不争的事实[４０].应用型

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信息素质,才能从多元的

信息环境中吸收有效信息以提高专业知识创新和创

造能力.引入 OBE理念的信息素养课程教学改革,
可以更好地实现«框架»域概念的要求,使信息素养

教育更能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文章提出的

应用型本科信息素养课程教学改革方案是理论性的

探索.按照«框架»的精神,并不需要在教学过程中

面面俱到,而应根据学情、教情、校情及资源配套等

条件有选择地进行参考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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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LiteracyCurriculaDesignforApplicationＧoriented
UndergraduateEduc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OBE

HuangJunfeng　ZhengShenmao　LiRong　LuoXianchun

Abstract:TheconceptofOBEhasbecomeanimportantdirectionofteachingreforminapplicationＧoriＧ
entedcollegesanduniversities,buttheteachingreformofinformationliteracy—abasicabilityintheinforＧ
mationsociety,hasnotyetmettherequirementsofOBEeducation．Bysortingouttheinnerrelationship
betweentheconnotationofOBEandthedomainconceptualsystemoftheFramework,thispaperdiscusses
therationalityandnecessityoftheOBEteachingreformoninformationliteracycurricula,putsforwardthe
keypointsof OBE teaching designforapplicationＧoriented undergraduateinformationliteracy,and
reverselydesignstheteachingsystemofitscurriculumfromtheaspectsofestablishingteachingobjectives,
determiningcurriculumqualificationrequirements,settingteachingindexpointsandarrangementofteachＧ
ingcontents．Itaimstoprovidesomereferencesfor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reformtoadapttothe
applicationＧorientedtalentscultivationsystem．

Keywords:InformationLiteracy;TeachingReform;OBE Concept;ApplicationＧOriented Talents;
Undergraduate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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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PathExplorationinDiscovering,IntegratingandPresentingofDigitalResources
—TakingtheEstablishmentofSubjectResourcePortalUnderthePerspectiveofSupportingUniversityDevelopmentasanExample

ShiYing　LiJuan　ChenYadi　ShaoJing　WangQingjie

Abstract:Takingthedevelopmentplanningofservingtheuniversityasthedrivingforce,throughthe
innovativepracticeoftheestablishmentofsubjectresourceportals,thispaperexplorestheconstruction
methodsandpathsofsubjectresourceportalsfromtheperspectiveofuniversitydevelopment．Itprovides
newideasfortheinnovativetacticsofresourceserviceofuniversitylibraryandprovidesreferenceforthe
researchonthepathofdigitalresourcediscovery,integration,and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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