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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4月，基于省教育厅课题成果，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汇报了《国外IL现状》，

并做了几个预测： 

1、全面关注信息素养教育的3-4个场域； 

2、构建信息社会的整体能力框架； 

3、重视媒介与信息素养； 

4、知识产权领域的平衡：信息自由VS信息自律； 

5、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前  言 



趋势预测（2011） 

• 全面关注信息素养教育的三个（或四个）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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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0%A1%B2%A9%CA%BF&in=32700&cl=2&lm=-1&pn=5&rn=1&di=42812027100&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趋势预测（2011） 
• 构建信息社会的整体能力框架 

http://www.p21.org/route2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Item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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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测（2011） 
• 兼顾复杂信息环境下的信息及其媒介 

图片来源： （UNESCO. ICT Transforming Education，2010） 



趋势预测（2011） 
• 平衡信息自由与信息自律 

 UNESCO. Freedom of 
Connect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Changing 
Legal and Regulatory Ecology 
Shaping the Internet [M],2011 

 



趋势预测（2011） 

•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图片来源： （UNESCO. ICT Transforming Educati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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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view 

• 理论研究（如ACRL框架修订、元素养、信息通晓、行动素养等）； 

• 用户研究（从小学生、留学生到退休人员，信息行为和观点）； 

• 方法研究（教学、合作、嵌入、RADAR、图示法、问题导向、翻转课堂）； 

• 学科主题（健康信息、化学信息、地理信息等）； 

• 系统媒介（LMS、wiki、MOOC、Facebook、twitter、libGuides、发现系统、移

动环境等）； 

• 评估评价（案例、效果等） 

 

 

 



    第二部分 

模型及修订 

PART 02 

 典型模型  ACRL模型修订 



The 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SCONUL，2011)  

典型模型（英国）  



典型模型（美国Vs澳大利亚）  
  

美国 澳大利亚 

ACRL（2000） CAUL （2001） ANZIIL（2004） 

标准1 判断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识别信息需求，判断所需信息的性质
与范围。 

识别信息需求，判断所需信
息的性质与范围。 

标准2 快速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 有效地获取需要信息。 快速准确地发现所需信息。 

标准3 

批判性地评价信息及其出处，
然后把挑选的信息融合到他
（她）的知识库和价值体系
之中。 

批判性地评价信息及其出处，然后把
挑选的信息融合到他（她）的知识库
和价值体系之中。 

批判性地评价信息和信息搜
寻过程。 

标准4   
分类、存储、处理、改写收集或创作
的信息。 

管理收集或创作的信息。 

标准5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
团体的成员, 能够有效的利
用信息来实现特定的目的。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团体的成
员,都能够通过整合已有知识和新的
理解来拓展、重构或创造新知识。 

融合新知旧学，构建新的概
念或理解。 

标准6 

理解与信息使用有关的经济、
法律和社会问题，并能合理
合法地获取和使用信息。 

意识到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和公民社
会的先决条件。 

知晓与使用信息相关的文化、
伦理和社会问题。 



典型模型（信息通晓）  

http://21cif.com/resources/difcore/index.html


典型模型（ I L行动纲要）  

“批判性思维代码（a a c c r r＝ｖ＠ｇt＆ｍ) 
ａ即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准确／真实； 
ａ即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可获取，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适合的； 
ｃ即 ｃｏｎｔｅｘｔ，语境，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概念、比较和对比； 
ｃ即 ｃｌｅａｒ，明晰，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 理 解 为 完整、个性化、确认和选择； 
ｒ即ｒｅｌｅｖａｎｔ，相关，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可重复的和可靠的； 
ｒ即ｒｅｆｉｎｅｄ，精炼，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参考点。 
＝即题目→ ←主题 
ｖ即ｖａｌｕｅ，价值，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核实； 
＠（ａｔ），在于； 
ｇ即ｇｏｏｄ，益处／目标； 
ｔ即ｔｉｍｅ，时间／及时性； 
＆（ａｎｄ），和； 
ｍ 即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多 样 的，在 此 代 码 系 列 中 亦可理解为有益／有害
的、道德的、相反的、情绪的、认知的，以及平衡与爱。 

 
（美）Ｐａｕｌ Ｇ．Ｚｕｒｋｏｗｓｋｉ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Ｖ．Ｋｅｌｌｙ.信息素养的历史与实践之旅[J] 图书情报知识，2016（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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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L模型修订 



知识创造与传播 

全球化的学习环境 

从IL到IF（信息通晓） 关注社交媒体 

相关标准的修改衔接，
如21世纪的学习者 

修改背景  



1 简洁易懂 

2 包容众多素养 

3 适应新形势 

修改原则  



主要内容  

 

• Authority Is Constructed and Contextual  
• Information Creation as a Process  
• Information Has Value  
• Research as Inquiry  
• Scholarship as Conversation  
• Searching as Strategic Exploration  

知识实践 品质特征 + 



阈值（threshold concept） 

领悟一个问题的临界点，一旦掌握，

恍然大悟。 

元素养 

行为（技能、能力） 

情感（态度） 

认知（理解、应用） 

元认知（反思、批判） 

修订亮点  



    第三部分 

主题演进 

PART 03 

 欧洲IL大会  IFLA  2050尸检报告 



ECIL  

 

2014年    21世纪的终身学习和数字化公民 
2015年    绿色社会中的信息素养 
2016年    包容性社会中的信息素养 
2017年    工作场所的信息素养 



IFLA-IL  sect ion  



2050年高校图书馆尸检报告 

养成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教师将信息素养
教育融入教学之中，使之成为学校普通教育的一部分。
在高校图书馆即将消亡之际，图书馆员不再相信他们有
向学生传递有用知识的能力。在图书馆员们的坚持下，
高校和研究图书馆协会制定了一个在学校范围内普遍适
用的信息素养标准。图书馆员将在新的信息素养培训课
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冯佳，张丽，陆晓曦.《2050年高校图书馆尸检报告》解读[J].图书馆建设,2011(2):13-15 



    第四部分 

诚如所思 

PART 04 

 预测检验  新亮点新趋势 



ECIL  

 

2014年    21世纪的终身学习和数字化公民 
2015年    绿色社会中的信息素养 
2016年    包容性社会中的信息素养 
2017年    工作场所的信息素养 

趋势1：信息素养的3-4
个场域 



知识创造与传播 

全球化的学习环境 

从IL到IF（信息通晓） 关注社交媒体 

相关标准的修改衔接，
如21世纪的学习者 

修改背景  

趋势2：元素养和整体能力框架 



典型模型（ I L行动纲要）  

“批判性思维代码（a a c c r r＝ｖ＠ｇt＆ｍ) 
ａ即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准确／真实； 
ａ即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可获取，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适合的； 
ｃ即 ｃｏｎｔｅｘｔ，语境，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概念、比较和对比； 
ｃ即 ｃｌｅａｒ，明晰，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 理 解 为 完整、个性化、确认和选择； 
ｒ即ｒｅｌｅｖａｎｔ，相关，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可重复的和可靠的； 
ｒ即ｒｅｆｉｎｅｄ，精炼，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参考点。 
＝即题目→ ←主题 
ｖ即ｖａｌｕｅ，价值，在此代码系列中亦可理解为核实； 
＠（ａｔ），在于； 
ｇ即ｇｏｏｄ，益处／目标； 
ｔ即ｔｉｍｅ，时间／及时性； 
＆（ａｎｄ），和； 
ｍ 即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多 样 的，在 此 代 码 系 列 中 亦可理解为有益／有害
的、道德的、相反的、情绪的、认知的，以及平衡与爱。 

 
（美）Ｐａｕｌ Ｇ．Ｚｕｒｋｏｗｓｋｉ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Ｖ．Ｋｅｌｌｙ.信息素养的历史与实践之旅[J] 图书情报知识，2016（3）:33-36 

趋势3：复杂信息环境下的批判性思维 



IFLA-IL  sect ion  

趋势4：信息自由Vs信息自律 



新亮点新趋势  

阈值理论 

MOOC 

移动终端 

碎片化
学习 

趋势5：善用新技术 



思考  

嵌入课堂被边缘化 

文检课怎样上 MOOC不是万能的 

双创与职场IL素养 

阵地不能丢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