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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資訊化進程對專業人才的大量需求推展了資訊資源管理教育的發展，促進了資訊資源管理學科點建

設。本文探討了資訊管理與資訊資源管理的聯繫與區別，從資訊資源管理的學科定位出發，分析了資訊

資源管理作為二級學科的建設目標、任務和規範，結合社會需求和教學實踐，並借鏡國外資訊資源管理

課程建設情況，研究了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學位課程內容深化與體系拓展中的教學改革，同時，就資訊

資源管理專門人才的培養提出了相應的對策。 

The advancement in informationization causes an increasing requirement of professional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which for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RM) education and promotes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R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RM.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orientation of IRM, the author’s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goals of 

construction, the tasks, and the criteria of IRM as a secondary level of discipline. Combining social demands and 

teaching practices at home as well as researching the curricular constructions of IRM abroad for referen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s in the enrichment of curricular contents and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system for graduate programs of IRM. Suggestions and probable polici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IRM are also put forward for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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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資源管理學科點建設的思考

    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都取決於社會對

它的需求，對於資訊管理科學來說也不例外。當

前，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導致了社會生產力的迅速

提升和社會經濟的加速增長。社會的資訊化與知識

化發展致使資訊資源的充分開發和合理利用成為

國家創新和社會進步的一大關鍵元素。(胡昌平，

2001)針對這一情況，國內外學人從包括資訊科

學、圖書館學和資訊學在內的多學科角度對「資訊

管理」問題展開了愈來愈深入的研究，從而構成了

基於實踐發展的資訊管理學科的框架。 

壹、資訊化時代的資訊管理與資訊資源

管理 

國際資訊環境的變化和挑戰要求人們對資訊

資源進行合理規劃和組織，從優化資訊資源管理入

手加速社會的資訊化進程。 

一、資訊化時代資訊管理類學科發展 

立足於現代社會發展中知識經濟的興起，企業

基於知識資訊管理之現代管理模式的形成和現代

網路條件下的資訊資源利用等重大課題，圖書情報

界、管理部門和企業從不同角度對資訊管理進行了

跨學科探討，他們圍繞「資訊資源」問題，從多角

度展開研究，以求建立完整的理論體系。 

在資訊管理的初期發展階段，資訊管理研究圍

繞資訊搜集、加工、儲存、檢索和利用中的管理程

式與方法進行，由此構成圖書館學和資訊學的核心

內容。顯然，這種認識是狹義的，研究內容往往受

圖書館工作和情報業務工作的限制。自 20 世紀 70

年代以來，各國所進行的資訊技術管理、資訊系統

與網路、資訊經濟，以及社會資訊化機制等方面的

研究，極大地豐富了資訊管理的研究內容。現代社

會，資訊技術和資訊使用者已成為資訊管理研究的

兩個核心問題，該領域的研究因此進一步深入到資

訊技術、資訊使用者、資訊經濟與產業研究，構造

了社會整體相聯繫的資訊管理科學的學科理論框

架。 

從學科發展的觀點看，這些研究是目前的圖書

館學、資訊學和屬於自然科學的資訊科學所不能概

括的，因而客觀地形成了一個新的跨學科研究領域

─資訊管理科學研究領域。資訊管理科學領域研究

的深化是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認識論而發展結

果。在資訊管理科學研究中，資訊學界從不同角度

展開了以資訊管理為核心的基礎理論研究，由此形

成了如下一些主要的學科派別，資訊資源管理學派

就是其中之一。 

二、資訊管理科學中的資訊資源管理學科

建設要求 

從歷史上看文獻，資訊資源曾一直是資訊資源

管理的主要對象，但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還需要對

各種非文獻形態的社會資訊資源進行管理。就學科

來源而論，資訊資源管理︰一是圖書館、情報部門

關於文獻資訊資源管理的沿革與發展，其特徵是道

統文獻向數位化文獻的發展；二是基於社會知識

化、資訊化發展中的企業、研發機構。政府和公眾

對社會化資訊資源的需求，以及面向企業、部門、

公眾和政府的數位化資訊管理的發展。這說明，在

道統的文獻資訊資源管理領域之外又形成了一個

新興的資訊資源管理領域。資訊資源管理的根本目

標是資訊內容本身，它必須透過對資訊的外部特徵

進行管理來實現。與文獻資訊管理相比，資訊資源

管理的進步主要在於管理對象有了質的飛躍，即不

僅包括了對資訊載體、資訊系統的管理，而且還把

各種資訊設備和資訊網路納入了管理體系中。因

此，可以看出資訊資源管理是文獻資訊管理的拓展

與深化。 

資訊化時代，資訊資源管理學科建設要求根據

學科自身的發展規律，根據學科發展的社會需要，

制定合理的學科發展規劃。資訊資源管理是諸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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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發展成果在現代交匯和交融的產物，隨著科技進

步和社會發展形成自身的知識架構和理論體系，目

前已成為一個相對獨立的領域。因此，資訊資源管

理學科建設要求在大的資訊學科和圖書資訊學科

基礎進行跨學科的融合，從而形成學科群體優勢，

與此同時要保持學科發展的特色性。在實踐上，國

家資訊化戰略發展，強化資訊資源管理已成為現階

段推展資訊化建設不可迴避的重大問題。由此可

見，資訊資源管理科學必須對資訊化進程中出現的

新問題，進行探索與研究，如國家資訊資源建設規

劃、數位鴻溝與資訊壁壘、電子政務與電子商務、

企業資訊化中基於企業價值鏈的資訊流程重新建

構、資訊內容產業與資訊產品鏈的形成等。這些問

題是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的發展起點，因此，資訊資

源管理學科建設要求突出這些特色，注重學科建設

的前瞻性、適應性和穩定性。 

貳、資訊資源管理作為二級學科建設目

標、任務與規範 

在計算機和網路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改進資

訊資源管理，加強資源共用，以最小的努力，獲取

和利用更為廣泛的資訊資源，是我們面臨的一個重

要課題。資訊化時代對資訊資源管理的人才要求，

不僅體現專門人才對現實工作的適應，而且體現對

社會資訊化發展、新的資訊環境、技術環境和人文

環境的適應，以及面向未來創造性能力的要求上。

(胡昌平，1999)因此，資訊資源管理專業建設既要

考慮到現實的發展需要，同時也要注重未來的發展

需要。 

一、資訊資源管理學科點建設目標 

資訊資源管理學科在研究內容上與圖書館

學、資訊學既有區別，也有聯繫。圖書館學、資訊

學是以圖書館和情報工作實踐為基礎的兩門學

科，它們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圖書館工作和情報工作

的理論方法與工作組織等問題。它們對包括文獻資

訊在內的資訊及其載體的研究，以及資訊產生、交

流、處理、傳遞與利用的探討，都是圍繞其核心研

究問題展開的，即它們都針對各自的「工作需要」

從不同角度研究資訊管理問題，尋求其理論方法。

由於文獻資訊服務作為主要的服務業務，無疑是圖

書館學、資訊學必須研究的問題，因而這兩門學科

的研究內容存在一定的交叉。其關聯交叉之處便是

我們已經討論過的資訊資源管理問題。與此同時，

現代社會的資訊化改變著社會職業架構和社會營

運機制，資訊的及時獲取、傳遞和利用已成為開展

各項工作的必備條件，顯然道統的圖書館和情報服

務已無法滿足人們多方面的資訊需求。在這種情況

下，各種形式的資訊系統以及內容豐富的網路服務

迅速發展，社會的資訊資源開發與組織已成為關係

到社會全局的問題。這些問題構成了資訊資源管理

新的基本課題。由此可見，資訊資源管理研究是圖

書館、情報服務和社會其他工作中具有普遍性的問

題。 

在資訊資源管理專業培養模式與體系確立

中，首要問題是培養目標的選擇與定位。基於社會

發展的時代特徵和人才培養的客觀規律，資訊資源

管理學科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完善資訊資源管理的

學科體系，增強其學科地位，提升學術水準，形成

培養資訊資源管理需求的創新型式人才的科學基

礎，以解決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的資源規劃、利用以

及資源增值的問題。 

二、資訊資源管理學科點建設任務 

資訊資源管理教學和研究工作儘管取得了突

破性進展，然而，目前在培養目標、教學要求、課

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使用等諸多方

面，學科建設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因此有待深入研

究和全面發展。在學科建設總體目標的框架下，應

強化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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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資源管理學科點建設的思考 

(一)建構完整的資訊資源管理理論 

近 20 年來的資訊管理理論研究中，資訊資源

的規劃、組織、利用和技術支撐等問題已成為資訊

資源管理的核心問題。進行資訊內容及其支持工具

的管理研究(包括對資訊資源規劃、組織、傳播和

利用過程研究)尤為突出，因而應建立以「資源管

理」為核心的學科理論體系。資訊資源管理要解決

圖書館、資訊服務機構、企業等所存在的資訊資源

問題。資訊資源管理對社會資訊現象及資訊資源的

研究，旨在尋求其中的客觀規律，提供包括圖書館

學、資訊學在內的最基本的理論和方法，圖書資訊

學可利用這些基本理論來開展深層研究和確立新

的應用領域。在學科理論研究中，我們強調以用戶

和服務為中心，以資源整合和服務整合為重點，形

成與現代資訊技術相適應的理論取向，從而建構完

整的資訊資源管理理論體系。 

(二)更新和完善專業課程 

在圖書資訊學、管理科學以及相關學科基礎上

的資訊資源管理理論與應用研究的進展，不斷擴大

資訊資源管理應用領域，社會應用的擴展和資訊資

源管理與各方面業務管理的有機結合所產生的一

些新的研究方向，進一步完善了資訊資源管理專業

的研究生教育，促進了專業方向課程的改革。因

此，研究生課程建設在突出基礎理論和現代資訊技

術應用研究的同時，應加強專業方向課程建設的力

度，堅持教學內容的更新，以滿足社會發展對資訊

資源管理高級專業人才的需求。 

(三)凝煉學科的研究方向 

Bergeron(1996)認為 IRM(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以下列認識為基礎：意識到資訊是一

種資源，整合管理是一種思想，生命週期是資訊的

價值所在，戰略規劃必須以資訊資源利用為保障。

因此，資訊資源管理試圖探尋一種知識體系框架，

整合不同資訊職能和功能。目前，資訊資源管理的

研究正在從理論轉向技術，從應用轉向實踐，同時

與國家資訊化建設密切相關。當前，資訊資源管理

要研究資訊系統與資訊網路、資訊資源整合、資訊

用戶、資訊資源開發與利用等與資訊化有關的內

容，強化資訊資源管理在國家資訊化發展戰略中的

戰略作用，使之更好的服務於國家創新發展。在服

務於資訊化建設的過程中，資訊資源管理實踐將不

斷豐富資訊資源管理理論研究，促使資訊資源管理

學科理論創新。 

(四)更新教材內容和教學方法 

當前的資訊資源管理已打破地域和國界的限

制，其技術管理手段及範圍不斷變化，各國在發展

中同時面臨著一系列共同的實際課題，如科技與經

濟資訊管理的結合、資訊服務網路化、社會資訊經

濟發展中的資源共用管理等。這些問題的研究，使

得資訊資源各學派理論在發展中的共同之處愈來

愈多，從而客觀上走向了一條完善理論體系的綜合

發展道路。目前，國際學術界日益增多的交流表

明，在資訊資源管理科學理論研究中尋找各派的交

叉點和共識已成為一個重大課題。理論與實踐的不

斷發展，要求推出反映理論與實踐成果的教材，使

之應用於當前的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教育。資訊資

源管理是一門應用性極強的科學，為了使學生更深

刻理解其內涵，掌握資訊資源管理的各項技能，可

以透過課堂講授、討論、實驗、類比演練、角色扮

演、案例分析與實證研究、項目規劃、社會調查等

方法使教學更有針對性。 

三、資訊資源管理學科建設規範 

隨著社會資訊化進程的加速，資訊資源難以管

理的問題日益突出，社會各方面普遍存在的資訊資

源管理問題，使得資訊資源管理的研究內容日益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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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對此，文獻資訊中心、圖書館、資訊中心、企

業、軟體行業等都推出各種資訊資源管理解決辦

法。在這一大背景下，容易出現學科界限不清，學

科內容不明的問題。因此，在資訊資源管理學科建

設中，如何加強融合的同時，保持學科發展的獨特

性不得不引起我們的重視。 

資訊資源管理學科建設規範應從理論和應用

兩方面入手。就理論而言，目前國內外對資訊資源

管理的研究沒有統一理論規範，而是呈現眾說紛

紜、見仁見智、多學派多學說並存的多元化理論格

局，因此，建立資訊資源管理的理論規範非常必

要。加強資訊資源管理理論的規範化建設，在於使

資訊資源管理的理論、技術和方法予以規範(也就

是有統一的研究規範)。另外，還包括資訊資源管

理學術語的規範，以及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的規範

等。這兩方面規範是實現資訊資源管理理論規範化

的必要條件。就應用而言，國家資訊化和創新發展

的資訊資源保障、企業的決策支持和全方位電子商

務、政務系統都是在對現存的大量資訊資源進行有

效集中、管理和運用的基礎上，透過對內涵資訊的

挖掘、管理、配置和使用來追求其價值提升和增

值，包括政府的管理服務能力提升、社會的經濟能

力和企業的競爭能力增強。為了實現這些目標，資

訊資源管理必須在資訊資源、技術和管理的規範

上，進行相應的活動。 

參、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學位課程建設

與專門人才培養方案探索 

當前中國研究生教育呈現出規模化、多元化和

國際化特點。充分認識和正確把握這些新特點，對

於探索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可持續

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課程設置

與圖書情報研究生課程設置有交叉，更有明顯的區

別。這裡，透過對比美國、英國、日本的圖書情報

研究生課程設置，可以看出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課

程設置與圖書情報研究生課程設置的不同之處。 

一、圖書資訊學位課程與資訊資源管理學

位課程的比較 

美國的圖書情報研究生教育廣泛採用模組化

的課程架構，如匹茲堡大學資訊科學學院將研究生

課程設置成核心課程、通識課程和選修課程 3 大類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n.d.)，其中包括資訊資源管理方面的課程

如表一所示。美國的其他學校雖然課程各有特點，

但也有類似之處，因此選擇匹茲堡大學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 

表一：美國圖書情報研究生教育中包括資訊資源管理方面的課程 

理解資訊與個體、社會、系統等之間的相互關係 

資訊環境中的圖書館、資訊系統與服務的管理 核心課程 

資訊建構與資訊管理技術 

資訊處理法律問題 

資訊政策 通識課程 

資訊倫理學 

針對特定使用者社群的資訊資源與服務 

含 IRM
的課程 

選修課程 
專業領域資訊資源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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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模組化教育是英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課程

體系的基本思想。目前，英國大多數圖書館學資訊

學院系已經以模組為基礎來設計課程。例如，英國

城市大學資訊學系將研究生課程設置成 8 個必修

核 心 模 組 和 2 個 選 修 模 組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1)，如表二所示。此外，英

國的其他一些學校還包括資訊資源組織、系統研發

和服務方面的課程。 

              

表二：英國圖書情報學研究生教育中包括資訊資源管理方面的課程 

資訊科學基礎 

資訊資源與資訊使用者 

資訊法律與資訊政策 

核
心
課
程 

資訊系統與技術 

含
IRM
的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含醫學資訊、媒體資訊、商業與經濟資訊，以及法律資訊的課程 

 

日本圖書資訊學教改項目 LIPER(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s and Educations Renewal)在

確認了圖書資訊學研究生教育方向之後，設計了一

個旨在強化受教育者專業及領域知識，從而形成了

適應特定類型圖書館或資訊機構的資訊職務的課

程體系，如圖一所示。LIPER 圍繞專業領域，暫定

了三個不同的資訊職務學習方向、三個特殊的資訊

服務領域。(Miwa, et al., 2006) 

 

 

資訊職務 

(大學圖書館)

資訊職務 

(中小學圖書館)

資訊職務 

(公共圖書館) 

核心領域 

 

資訊使用者 

資訊服務 

資訊系統 

經營管理 

特殊領域 

 

(醫療、法律 

和智殘者 

資訊服務) 

圖一：日本圖書資訊學研究生教育中包括資訊資源管理方面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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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圖表可以看出，國外圖書資訊學研究生

課程中涵蓋了大量資訊資源管理的課程，如資訊服

務、資訊使用者、資訊系統以及資訊政策等。此外，

國外各種類型的商學院和計算機學院也開設了資

訊資源管理方面的課程，如管理資訊系統等。這說

明，資訊資源管理課程與圖書資訊學有一定的交

叉，同時散見於其他學科課程之中，未能形成比較

完整的課程體系。由於圖書情報領域資訊資源的重

要性，武漢大學在圖書館學、資訊學與檔案管理一

級學科下增設了資訊資源管理二級學科，建構了相

對完整的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課程體系，在資訊資

源管理人才培養上做出了一定嘗試。以武漢大學為

例，其資訊資源管理研究生課程設置如表三所示。

隨後，中國民眾大學凝煉了資訊資源管理學科專

業，南京大學於 2006 年底規劃了「資訊資源管理」

二級學科點的專業創建。南開大學等也著力於課程

改革。這些學校在很大程度上代表了中國大陸資訊

資源管理的課程建設與發展。 

 

表三：武漢大學資訊資源管理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 

資訊資源管理原理 

資訊系統工程 

計算機網路理論與技術 

學
位
課 

數據庫技術與應用 

資訊經濟分析 

資訊服務管理研究 

資訊資源法律問題研究 

必
修
課 

資訊資源計量問題研究 

資訊資源規劃 

網站建設與管理 

供應鏈競爭戰略 

資訊產業組織 

電子政務系統 

資訊檢索進展 

網路多媒體技術 

資訊安全 

資訊分析與競爭情報 

資訊組織研究 

決策支持系統 

戰略管理 

研 
 

究 
 

生 
 

課 
 

程 
 

設 
 

置 

選 
 

修 
 

課 

網路資源開發與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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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化進程的加速，資訊資源管理專業教

育，要在尋求學科新的生長點的基礎上更新教學內

容，其具體要求是：將以「工作環節」為基礎的課

程設置，轉變為以資訊資源管理基礎理論、資訊資

源管理技術和資訊管理應用為軸心的學位課程架

構體系。這一課程體系的變化，要求在學科基礎、

應用技術和管理服務研究方面深化核心課程內

容，在人才培養中拓展其知識架構。(Heusden, 

2004) 

二、資訊資源管理專門人才的培養 

從資訊化水準較高的歐、美、日國家來看，社

會對可以勝任資訊主管(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簡稱 CIO)崗位工作的高級應用型資訊資源管理人

才的培養，主要依靠高等學校研究生層次的專業教

育。為此，中國資訊化事業的發展迫切要求我們借

鏡這些國家的經驗，透過資訊資源管理專業碩士教

育，培養具有較高素質的資訊資源管理專門人才和

適應發展需要的資訊資源管理複合型人才。這是一

個很重要的課題，既需要從理論角度進行研究，更

需要在實踐中進行探索。 

鑒於資訊對社會的特殊作用和社會發展的需

求，資訊資源管理與管理學其他學科之間的交叉研

究方向設置不容忽視。在研究生專業研究方向的設

置上，應區分碩士教育和博士教育的不同層次︰碩

士生研究方向的設置強調課程的應用性；博士生研

究方向的設置強調課程體系和課程內容的理論

性；二者同時強調交叉研究與應用研究。 

資訊資源管理專門人才的培養重點應放在素

質上和能力上的培養，例如，面對企業可以以 CIO

和 CKO(Chief Knowledge Officer)為就業目標、以

CIO 和 CKO 應具備的素質為依據進行培養，以增

強資訊資源管理專業專門人才的職業競爭力。為了

滿足不同組織、不同職業的需要，資訊資源管理人

才培養應該從事實性知識的獲取轉向教學生如何

解決問題，如何對不斷變化的職業情勢做出適宜的

回應，如何培養在團隊互動中持續獲取新知識的技

能，使其終身受益，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資訊資源

管理人才培養還應注意培養學生的綜合技能和品

性，包括決斷能力、回應能力、創新能力、有效的

團隊合作能力和相關技術的應用能力等。這些綜合

技能和品性既考慮到當前社會對個人素質的要

求，同時結合資訊資源管理的專業需要。其基本人

才培養模式確立對增強資訊資源管理專門人才的

職業競爭力將起著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07 年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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