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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了解国外图书情报硕士培养情况，本文选
取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美国北德克萨斯

州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

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试从

培养目标、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师资队

伍等方面考察这五所国外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的图书

情报硕士人才培养模式。

１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高校对图书情报硕士的培养定位和

培养理念，各高校的培养目标因为定位和理念的不

同而差异明显。

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养目标

旨在为学生提供在各种信息机构和其他机构中担当

信息专业人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公共图书馆、

学术图书馆以及由政府机构维护的特殊图书馆，以

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网络搜索门户、信息处理服

务、电子出版、公司、律师事务所、医疗中心或博物馆

等机构；满足高技能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专业人士

不断增长的需求，为学生在数据科学和分析方面的

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并使其具备所需工具、技术和方

法等方面的广泛知识。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情报硕士培养

目标旨在培养具有创造性和掌握有效分析、保存和

管理信息能力的信息行业领导者，使学生成为信息

与数据的管理者、最新信息技术与用户行为的研究

专家、信息文化的建构师、未来的信息领导、变革推

动者以及信息科学家。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养目标即培

养对学科领域有广泛认识以及能进行批判性思考的

学生；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技能、人际沟通技能，以

适用于终身学习；培养学生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和技

能，能够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场所；对于那些在信

息领域有过工作经验的学生，主要任务是更新和拓

展专业知识，提高职业能力素质；提供专业机构认证

的项目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使其满足社会

需求；培养学生成为具备信息素养的公民，能够理解

信息的本质及信息在社会环境中的作用。

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养目标

重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注重学生的职业化发展，以

培养信息领域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将信息科学

理论与领导力管理理论相融合，引导学生将信息管

理能力转化为信息领导能力；将最新的教育学课程

知识与图书馆和信息管理专业知识相结合，注重培

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文化素养；开发学生挖掘各种

信息途径的能力，培养能够建立全球信息网络的数

字化学习领导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养目标具

有清晰的职业定位，注重跨学科的人才培养，致力于

将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培养成为下一代知识管理的

领导者。通过管理信息和计算机等领域的知识结

合，创造、增强以及利用各类组织的知识资产；解决

公共和私人组织对信息专业人员的增长需求，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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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培养学生将信息资源转化为组

织创新与发展的能力；并满足信息系统领域对复合

型人才的要求，培养学生在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

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所需的技能。

由上可知，美国高校的图书情报硕士注重专业

知识、技能和能力培养，旨在塑造信息行业的领导

者；英国高校注重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培养；澳大利

亚高校注重信息领域的职业化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突出信息领导力和学习力；新加坡高校注重跨学科

人才培养，突显知识管理能力和信息技术。

２　培养方向
调查结果显示，国外五所高校图书情报硕士培

养方向各具特色，培养方向划分较细。跨学科、突显

信息技术是各高校图书情报人才培养方向设置的一

大特色，除了设立传统的图书馆事业、信息管理等培

养方向外，还设置了数据科学、健康信息学、多语言

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等跨学科培养方向，

如表１所示。五所高校中，伊利诺伊大学、北德克萨
斯州大学和查尔斯特大学还设有档案培养方向，如

档案与特藏、档案研究与影像技术、档案记录与管

理，重点针对档案保存与管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设置了信息系统培养方向，

侧重于信息技术人才培养。

由表１可知，北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图书情报硕
士分为情报学、图书馆学和数据科学三类，既有传统

图书情报档案培养方向，也有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

科学培养方向。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则只有一种

类型，涉及图情档各方向，也反映了大数据时代的人

才培养需求，设置了数据和资产管理方向。查尔斯

特大学在传统图情档方向的基础上，突出信息领导

力培养，设置了信息领导力学方向，培养方向设置比

较专深，同时也注意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管理人才

培养。谢菲尔德大学的培养方向较有特色，没有设

置具体的培养方向，直接通过设置不同的硕士学位

类型来体现培养方向，除了传统的图书馆学方向外，

体现跨学科、数据管理和信息技术的培养方向比较

突出，其中健康信息学、多语言信息管理培养方向特

色鲜明。南洋理工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养在注重传

统图书情报专业人才培养的同时，突显知识管理和

信息技术人才培养方向。

表１　国外五所高校图书情报培养方向情况［１－５］

院校 培养类型 培养方向

美国北德克萨

斯州大学

情报学硕士 档案研究与影像技术；健康信息学；信息组织学；信息系统；一般研究方向。

图书馆学硕士
档案研究与影像技术；分布式学习图书馆事业方向；信息组织；法律图书馆与

法律信息学；音乐图书馆事业方向；青年图书馆事业方向；一般研究方向。

数据科学硕士 数据科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
图书情报硕士

档案和特藏；青年和Ｋ－１２；信息组织与管理；研究与信息服务；数据和资产

管理；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

澳大利亚

查尔斯特大学

信息研究学硕士
档案和特殊收藏；儿童图书馆学；社区信息学；数据管理学；信息架构学；信息

与知识管理学信息领导；档案记录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教师图书馆学；知识网络与数字创新。

信息领导学硕士 信息领导力学。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数字图书馆管理理学硕士

健康信息学理学硕士

信息管理理学硕士

信息系统理学硕士

信息系统管理理学硕士

图书馆事业文学硕士

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管理文学硕士

多语言信息管理文学硕士

培养方向直接体现在学位类型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知识管理硕士 知识相关职位；信息相关职位；信息技术职位。

信息研究硕士 图书馆学；研究职业；技术职业；信息分析。

信息系统硕士 软件开发平台；人机交互；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系统管理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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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是图书情报专业硕士（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Ｌｉ

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ＬＩＳ）人才培养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

对于学生夯实理论基础和构建知识结构具有直接影

响。通过广泛的网络调查和文献调查，获得国外四

所高校图书情报硕士培养的课程结构和学分分布，

如表２所示。国外高校图书情报硕士课程设置和学
分要求中选修课所占比重都比较大，除了规定的必

修课，学生在课程选择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可根据自

己的专业兴趣和就业方向灵活选择课程。

北德州大学的全日制图书情报硕士课程分３学
年完成，每学年有春、夏和秋３个学期，要求修满１２
门课程３６学分，不同的研究方向选择的课程不同。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硕士培养方向的课程分为必修课

３门、指导性选修课６门（与导师商讨共同确定）、一
般选修课３门（学生自由选择），其中必修课和指导性
选修课都是核心课程。情报学和图书馆学必修课一

致，包括信息和知识专业课、信息组织课、信息获取和

知识查询课３门。此外，学生需要完成３小时的实习
课程，通过课程考试或顺利完成高级课题研讨。数据

科学硕士（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ＳＤＳ）有４门必修
课（核心课，包括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基础、分析工

具、技术和方法、数据可视化和交流、研究研讨会），

５门高级数据科学数据分析课，３门一般选修课。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 ＭＬＩＳ课程由必修

课、核心课、选修课、独立研究、实习等课程组成。要

求学生完成两门必修课，即 ＬＩＳ５０１信息和组织（４
个学分）和 ＬＩＳ５０２信息社会（２或４个学分）。剩
下的学分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学生可自由选修课

程，学院也鼓励学生与其顾问一起定制自己的专业

课，以满足学生的个人职业目标。

查尔斯特大学的图书情报硕士课程设置非常细

致，根据培养方向选课，除必修课之外，还开设了多种

专业选修课，充分考虑到学生选课的自主性，课程范

围广、专业性强。各方向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

获得学位。其中信息研究硕士必须修满９６学分，９门
必修课（６４学分）和４门选修课（３２学分）。信息领导
硕士必须修满７门必修６４学分，教育学硕士必须修满
８门（２门或６门必修课加６门或２门选修课）６４学分。
对信息研究硕士的课程和学分要求高于其他两类。

南洋理工大学的图书情报硕士课程设置比较有

特色，没有必修课的学分规定，在选修课９门（２７学
分）或８门（２４学分）的基础上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分别规定了课程论文（３学分）和专业实践（６学分）
的要求。

表２　国外四所高校图书情报硕士的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高校名称

课程结构
培养类型 培养年限 必修课／学分 选修课／学分 课程总数／学分

北德克萨斯州大学

情报学硕士

图书馆学硕士

数据科学硕士

全日制３年
３门／９

４门／１２

９门／２７

８门／２４

１２门／３６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图书情报硕士 全日制３年 ２门／８ ９门／３６ １１门／４４

查尔斯特大学

信息研究硕士

信息领导学硕士

教育学硕士

全日制１年

非全日制２～３年

９门／６４

７门／６４

２门（１６）／６门（４８）

４门／３２

６门（４８）／２门（１６）

１３门／９６

７门／６４

８门／６４

南洋理工大学 图书情报硕士
全日制１～２年

非全日制２～４年

９门／２７ ９门／３０

８门／２４ ８门／３０

３．１　课程设置
北德州大学图书情报硕士课程体系完整，选择

丰富多样，以学生需求和社会职业导向为目标，共开

设了１０８门课程，不同的培养方向可选择不同的课
程。课程设置分为图书馆模块、信息模块、数据模块

等，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以看出，北德州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各

方向开设的课程类型大致相同，只有具体课程稍有

差异。其中信息组织、信息技术、信息检索、系统应

用、管理、信息行为等为必修课，此外根据各培养方

向的需要设置了方向课和特色课，如健康信息学方

向设置了健康科学信息管理、医学信息学、医学数字

成像、信息专业人员的基因组学和转化医学、健康研

究方法等课程，法律图书与法律信息学方向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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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图书馆管理、法律信息访问和服务、先进的法律

信息和法律信息等课程，音乐图书馆事业方向设置

了音乐图书馆和信息服务、青年文学、青年信息服

务、历史和文化等课程。

北德州大学的数据科学硕士比较特殊，课程

分为基础性必修课（４门）和指导性选修课（任选５
门），涉及数据分析、信息技术、知识管理等领域以

及语言处理、商业分析等跨学科课程，与情报学硕

士和图书馆学硕士课程设置上存在差异，如表 ４
所示。

表３　北德州大学图书情报硕士的课程类型

培养方向

（ＩＳ／ＬＳ）
课程类型１ 课程类型２ 课程类型３ 课程类型４

档案研究与影像技术 数字成像和记录管理 信息技术 保存和特殊收藏 档案和博物馆

信息组织 信息组织 系统和应用程序 管理 —

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学 信息资源和检索 信息技术 管理 —

音乐图书馆事业 信息组织、行为和内容管理 信息技术 管理和特殊收藏 —

一般研究方向 信息行为与数字内容管理 信息技术 管理、行政和专业信息服务 知识组织、访问和检索

表４　北德州大学数据科学硕士的课程结构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基础性课程（必修） 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基础；分析工具、技术和方法；数据可视化和交流；研究研讨会。

指导性选修课程

（任选５门）

大数据和数据科学；数据分析和知识发现；数据挖掘；商业智能的企业应用程序；预测分析和商业预测；知

识管理过程和实践；数据可视化分析；知识管理工具和技术；信息和网络安全；语义本体论；信息系统的计

算方法；信息和网络安全；当代问题；数据建模和数据设计；可用性和用户体验评估；健康研究方法论；语义

学和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学习与认知；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人类语言技术中的数据分

析Ⅰ；人类语言技术中的数据分析Ⅱ。

　　伊利诺伊大学设置了６个不同的培养方向，共
开设了１４５门相关课程供学生选择，包括核心课、选
修课以及体验式学习三种类型，如表５所示。伊利
诺伊大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硕士的课程设置结构清

晰，覆盖面广，课程丰富，体现了跨学科和专业化。

图书情报硕士培养方向的课程设置全面且保留了传

统专业特色，适应了图书馆职业的需要；信息管理系

统和知识管理方向体现了信息技术和现代信息管理

发展需要，满足了社会对图书情报硕士人才需求的

变化。

　　查尔斯特大学的图书情报硕士设有信息研究、
信息领导和教育学３种类型１０个培养方向。其中
信息研究设置了８个培养方向，各方向必修课一致，
但选修课程专深细致、差异显著、特色明显，便于学

生就业需要选择的特定领域和课程。信息领导学未

分培养方向，也未设置选修课程。教育学主要是面

向中小学校图书馆培养图书情报硕士专业人才，培

养方向面向社会需要，具有特色，课程设置与培养方

向紧密结合。所有培养类型必修课都侧重于信息管

理、信息组织和信息能力等基础知识培养，如表 ６
所示。

　　谢菲尔德大学的图书情报硕士没有具体的课程
设置，课程体系分为“核心模块 ＋选修模块”。核心
模块课程与专业方向密切相关，选修模块是专业知识

的深化与拓展。课程选修较为自由，学生可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需要自由选择模块组合。核心课有信息系

统、信息检索、信息分析和知识管理、信息治理和职业

道德等。选修课覆盖面广，涉及商学、社交媒体、档案

等跨学科领域，体现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目标。

南洋理工大学的图书情报硕士设有知识管理、

信息研究和信息系统３个培养方向，各方向课程设
置存在较大差异，选修课根据需要设置，丰富多样，

选择自由度较大，可以分组选择，如表７所示。其中
知识管理方向课程颇具特色，选修课分为 Ａ组和 Ｂ
组，分别对应于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管理和企业知

识管理。信息研究分为图书馆学和信息分析两个具

体培养方向，除了基础课（信息表达与检索、信息化

组织、信息管理、信息职业、遗产价值与伦理、组织技

术管理）和核心课（人类信息行为研究方法）外，二

者的选修课内容差异较大，图书馆学主要为各图书

馆培养专业人才，主要涉及信息检索、信息管理、知

识组织、信息咨询服务等核心课程；而信息分析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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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信息管理专业人才，主要涉及数字媒体技术、社

会网络分析、信息技术等核心课程。信息系统方向

重视用户研究，设有人机交互、用户界面设计等课

程，且注重信息技术能力培养，开设了信息技术、信

息安全、计算机编程等课程，重视管理与技术能力融

合培养［６］。

表５　伊利诺伊大学图书情报硕士的培养方向与课程设置［７－９］

培养方向
课程名称

核心课 选修课 体验式学习

档案和特藏

参考和信息服务；善本和特藏

管理；档案资料的管理 和

使用。

信息专业的教学策略和技巧；书目元数据介绍；信

息资源保存：档案安排和描述；数字保存；图书馆和

档案馆的音像资料；装订：历史、理论与实践；善本

书编目；社区档案；图书馆和博物馆展览；图书的历

史；藏品的保存和保护；记录管理。

处理和审查捐赠物资；处理、描述、

访问项目收集；创建寻求援助；参

考和研究支持：展品和营销／推广
收藏；数字化。

青年和Ｋ－１２

青少年服务图书馆事业；青少

年媒介素养；学校图书馆媒体

中心（Ｋ－１２）；网络信息系统
的介绍；参考和信息服务。

儿童文学资源；青少年文学资源；讲故事；青年图书

信息资源；青年奇幻文学和媒体；青年参与社区服

务；行政管理、图书馆管理和信息中心；馆藏发展；

儿童文学史；社区信息；识字、阅读和读者；多样化

人群的信息服务；漫画：建议儿童和成人读者；图书

馆游戏程序；青春文学的全球语境与社会正义；儿

童文学的回顾；信息来源和儿童服务。

参考和研究支持；系列评价。

数据和

资产管理

信息处理基础；数据管理基

础；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元数据；数字保存；项目管理；

数据清理的理论和实践；数据

科学概论。

数据库简介；企业ＩＴ设计；全球健康信息学；信息的
使用和用户；书目元数据介绍；社区信息学。

ＬＩＳ社会科学研究；信息资源与服务科学；信息建
模；文件建模；信息系统界面；网页设计与构建；本

体开发；信息资源的表现与组织；词库建设；信息传

递与科学合作。

用不同元数据标准描述项目；用于

保存和存储的研究工具和技术；转

换或移植数的对象；协助授予申请

的研究；熟悉不同协议和数据模型

的使用和实施；开发数据案例研

究；开发收集范围／政策；数字化；
可用性测试：进入机构／数字储存
库的项目。

知识管理与

竞争情报

参考和信息服务；应用商业研

究；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信

息咨询。

讲故事；数据库介绍；信息的使用和用户；ＬＩＳ社会
科学研究；政府信息；在线信息系统检索；法律资

源；变更管理；信息政策；信息服务营销；法律图书

馆事业；项目管理；网络分析；互联网时代的隐私；

社会技术系统。

咨询公司业务决策的研究信息；产

品开发的研宽行业标准和法规；研

究和分析潜在捐款的个人和组织。

信息组织

与管理

书目元数据的介绍；信息建

模；元数据的理论与实践；项

目管理。

基础信息处理；数据库介绍：图书情报学的社会科

学研究；数字图书馆；数字人文；数据挖掘；书目记

录功能需求的概念模型：信息系统界面；信息政策；

信息计量学；命名和权力；本体论的发展；互联网时

代的隐私。

使用不同的元数据标准描述项目；

创建数据字典条目；熟悉数据治理

相关的最佳实践；可用性测试；使

用内容管理系统保持／创建网页；
执行网络分析。

研究与

信息服务

信息使用和用户；参考和信息

服务：图书馆行政管理和信息

中心；书目元数据的介绍；ＬＩＳ
高校图书馆的项目管理。

①高校图书馆：教学与辅助系统；馆藏发展；ＬＩＳ社
会科学研究；在线信息系统检索；多样化人群的信

息服务；高校图书馆事业；技术服务职能；不同用户

的信息服务；电子资源管理；网站设计与组织建设。

②公共图书馆：社区参与；指导与帮助系统；青年服
务图书馆事业；馆藏发展；成人公共服务；社区信息

学；成人通俗文学；信息行业的社会公正；多样化人

群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建筑；技术服务功能；社区档

案；不同用户的信息服务；电子资源管理；家谱和图

书馆服务；网站设计与组织建设。

③专业图书馆：在线信息系统的检索；音乐图书馆
与书目；商业信息；信息经济学：国际图书馆事业；

电子资源管理；ＬＩＳ法律问题；法律图书馆事业；网
站设计与组织建设；艺术和人文信息服务；神学图

书馆事业：图书馆建筑；电影图书馆。

参考和研究支持；教学技能发展；

一系列的评价；建筑和图书馆资源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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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查尔斯特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养方向与课程设置

培养类型 培养方向 必修课 选修课

信息研究

儿童图书馆学

社区信息学

数据管理

信息架构

信息与知识管理

信息领导

图书馆学

档案记录与管理

信息研究基础；信息来源于服务；专业

学习访问；专业实习；信息机构项目管

理；信息资源描述与分析；信息社会；信

息收集；实践研究。

专业文学史；信息人员社交网络；专业拓展；数字环境下

文学研究；游戏式学习。

知识管理原理；网络出版基础；全球范围信息服务；专业

拓展；信息机构项目管理。

数据管理研究；信息机构项目管理。

网络出版基础；高级网页设计与出版；信息人员社会网

络；信息机构项目管理；ＩＴ基础设施管理

数字资源保存；增值信息服务；数据管理研究；信息人员

社会网络；信息机构的项目管理。

网络咨询服务；音像资料保存；信息素养；数字资料保

存；网络出版基础；科学数据管理；书目编目标准；全球

信息服务；青少年儿童图书馆服务；信息专业人员社交

网络；图书情报机构市场营销；专业文学史；专业拓展；

信息资源保存；信息机构项目管理；学习空间设计；游戏

式学习。

视听材料存档；视听材料保存；视听材料存档 ２；数字资
料保存；科学数据管理；信息资源保存。

信息领导学

信息组织：从管理到领导信息；机构的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信息机构项

目管理；多元信息背景下的领导变革；

组织情报；领导在信息组织中的应用。

教育学

教师图书馆学

教师图书馆学导论课程资源化；教师馆

员的领导力；教育资源的描述与分析；

教育研究概论；专业经验与投资。

课程文学著作集；动态信息环境；学校的数字公民权；信

息专业社交网络；教育工作者知识网络；数字环境下的

文学形式。

知识网络与数字创新
数字时代概念与实践探讨；数字信息的

未来。

数据情报实践；教育研究概论；课堂教学方法；教育文

学；学校的数字公民权；电子资料的保存；教育工作者的

知识网络；数字环境下的文学形式；学习空间设计；游戏

式学习；数字化课程 Ⅰ ；数字化课程 Ⅱ。

表７　南洋理工大学培养方向与课程设置

培养方向 选修课

知识管理

Ａ组主要涉及信息和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和政策；知识技术与实践。
Ｂ组包括商务智能；情报资本；知识社会学；组织案例；知识管理测度；社区实践；信息创业；组织领导；商务
信息来源与服务；知识管理基础；知识管理实践与实现。

信息研究

图书馆学
收藏开发与管理；编目与分类；企业管理资源与服务；儿童及青少年资源与服务；参考与信息发现；遗产工

作理论与实践。

信息分析
组织记录管理；数字图书馆；社交媒体分析；文本与 Ｗｅｂ挖掘；数据提取技术；信息可视化；信息挖掘与
分析。

信息系统

（１）信息机构与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系统；计算机编程；人机交互；信息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等。
（２）信息检索；分析与可视化；应用程序开发；测试与性能分析；信息检索与分析；数据挖掘；信息系统管
理；信息系统安全；高级人机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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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国外各高校的图书情报硕士课程设
置覆盖面广，课程量大，选择面广，自由灵活，紧扣培

养方向，具有针对性；培养方向面向就业和社会需求

设置课程，将专业要求与个性化培养有机结合，学生

可根据职业规划以及兴趣自由灵活地选择课程。

３．２　课程形式
国外高校图书情报硕士课程除必修课、核心课、

选修课外，还设置了实践课、独立阅读和研究、顶点

课程、论文课等，课程形式丰富多样。

北德克萨斯州大学图书情报硕士的课程设置完

全对应于培养方向，除了必修课之外，十分注重学生

兴趣的培养，学生自选课学分占总学分的四分之一。

课程教学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课堂面授，还

有网络授课等形式，授课方式自由灵活多样。除知

识传授外，还有专业实践和实习要求，这种职业导向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密切融合。

课程形式有理论课、方法课、应用课、讨论课等，内容

设置重视实用性，面向职业需求，强调技术运用。

查尔斯特大学图书情报硕士除基本课程外，还

专门设置了专业实践，要求学生一学年参加２次专
业实践，即１次学习访问和１次专业实习。学习访
问给学生提供了解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信息资源和

服务的机会。专业实习给学生提供了在图书馆或者

信息机构工作的机会，信息研究硕士需要完成为期

２周的专业实习，图书馆硕士的实习要求时间为３
周。专业实习能够让学生将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理

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实习与实际操作积

累经验，并通过撰写实践报告来反映其学习情况。

此外，还要求学生完成专业发展规划才可得到学分

认定。

４　师资力量
从已掌握的数据来看，北德州大学图书情报硕

士培养师资力量雄厚，共有教师２３人，其中教授６
人、副教授１０人、助理教授２人、讲师５人，且教师
队伍的学科背景和学历背景各不相同，与跨学科人

才培养目标高度吻合。教师都有全美５０所图书情
报院校的教育背景，可以将不同院校的教育风格进

行融合。北德州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养方向设置多

达７９个，包括学术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特殊图书
馆、法律图书馆、音乐图书馆、青年图书馆等，每位教

师都负责多个方向的人才培养，反映了教师的跨学

科教育背景。

查尔斯特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师资专业和研究背

景多元化，多数教师不拘泥于单一研究领域，积极探

索新型领域与图情学科的融合，研究内容也与社会

发展前沿紧密结合，使查尔斯特大学图书情报硕士

培养方向和课程设置分类细致、新颖，且学科交叉明

显。查尔斯特大学图书情报硕士的 １２位核心教师
多数偏向于技术，与查尔斯特大学图书情报硕士培

养重视实践操作、实验与技术有关。除档案收藏、图

书馆学、教育学等方向外，多数教师对信息检索、信

息行为、信息领导、人机交互等新兴领域有较大兴

趣，培养方向与课程设置也与之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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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与教学方式的特点与启示———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为例［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５（６）：９７－１０２．

［４］　付少雄，林艳青，陈晓宇．中国与新加坡图书情报学研究生培

养比较———以武汉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为例［Ｊ］．图书馆论

坛，２０１８（２）：５０－５８．

［５］　王　婷．英国高校图情院系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及启示———以

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为例［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６（１５）：

２－６．

［６］　付少雄，林艳青，陈晓宇．中国与新加坡图书情报学研究生培

养比较———以武汉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为例［Ｊ］．图书馆论

坛，２０１８（２）：５０－５８．

［７］　李　倩，安　璐．中美高校图情科研领域的比较分析［Ｊ］．信息

资源管理学报，２０１３（１）：７８－８６．

［８］　陈婧聾．中美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比较

研究［Ｄ］．湘潭：湘潭大学，２０１８：２４－２７．

［９］　王晰巍，郭　宇，石　静，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中美图书情

报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比较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５（２３）：３０－３７．

［作者简介］文庭孝，教授，现在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工

作；潘劭恒，李　迎，张　甜，现均为中南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２０１９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刘　平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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