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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例，从《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教学目标、与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间的不同、课程内容设计、实验方案设置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课
程教学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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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MIS》）课程是一门综合了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
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课程，依赖于管理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而逐渐形成的，系统
的观点、数学的方法和计算机应用是其三大要素。它的前导课程主要有《管理学原理》、
《程
序设计语言》、
《数据结构》
、
《数据库原理》
、
《计算机网络》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专业目标
使得其讲授的内容和方法有很大差异。本文仅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以下简称信管专
业）为例，对《MIS》教学进行较深入的思考。即使是信管专业，但因为各个院系的历史不
同使得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课程体系也有很大不同。本文拟从信息管专业的培养目标、
《MIS》与《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以下简称《ISA&D》）课程间的异同、《MIS》课程的
内容设置、《MIS》课程的实验安排等四个方面对《MIS》教学作深入分析，以提高本课程
的教学效果。

1.《MIS》教学目标与信管专业的培养目标
信管专业是在1998年由原来的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信息学、
林业信息管理等五个专业合并成的一个新专业，其一级学科名为管理科学与工程。按照教育
部1998年所颁布的高考招生目录上的介绍，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
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
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部门
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也有学
者认为“信管专业的目标就是培养系统分析员”[1]，完全抛弃了“培养从事信息管理高级专
门人才”的培养目标，一味地向计算机技术方向靠拢。导致最后出现了“管理不如管理学专
业的学生，计算机技术不如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的尴尬情况。
目前国内的信管专业主要分为二类：一类是带有专业倾向的信管专业，以清华大学、同
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院校和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财经类院校为代表，其前
身是管理信息系统或者经济信息管理，倾向于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等，
带有很强的专业倾向（工程类或财经类）
。这类院校的信管专业一般是作为管理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商学院等学院的某个系；第二类是没有明显专业倾向的信管专业，以武汉大学、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为代表的，是在其前身的综合性的科技信息或信息学（情报学）专业上
逐渐发展而来的。这样，尽管信管专业隶属于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但是否有专业
倾向以及具体的专业倾向就决定了该专业的学生的具体的培养目标也有很大不同。
‘信息’
和‘管理’的概念适应性太强，很多人士将其戏说成“××是个框，啥都可以装”
，这说明
了信管专业的培养目标太过宽泛，使得培养方向显得模糊，让学生们困惑甚至是苦恼。
《MIS》的教学目标必须符合信管专业的培养目标。信管专业培养目标的宽泛性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MIS》的教学目标。无论是否有专业倾向，笔者认为《MIS》的教学目标
大致可以界定为：
“使学生初步掌握MIS系统分析、设计、实施和评价的方法、过程及能力；
能够从用户－管理者的角度参与到系统生命周期的各个活动中，懂得人、社会、技术等因素
在实现和发展MIS中的重要作用；了解不同应用领域的MIS的目标、功能及其结构及MIS发
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能够在各行业、各部门的信息化工作承担MIS项目管理、系统分
析、系统评价与系统管理等具体工作。
”在设计教学目标时，笔者弱化了“信息系统设计与
实施的能力”，突出强调了“管理的作用”
，显示出信管专业与计算机专业在培养目标上的不
同。相对于几乎无所不包的没有专业倾向的院系而言，有专业倾向的院系在设置《MIS》教
学目标时可以有更强的专指性。

2.《MIS》与《ISA&D》间的不同
什么是信息系统？信息系统是以加工处理信息为主的系统，能够及时正确的收集、加工、
存储、传递和提供信息。学术界对该概念基本达成共识，也认可“管理信息系统是信息系统
的一种”的说法。但对什么是 MIS 则各有不同，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第一，组织管理的层次划分上。在任何组织当中，组织管理是有层次的。有教材[1]将其
划分为“战略管理、管理控制、运行控制和业务处理”或与之相似的“战略管理、管理控制、
作业管理和事务处理”[2]，这两种划分在内涵上是一样，只是在翻译外来文献时有所不同。
另有教材[3]则将其划分为“战略级（Strategic）、管理级（Management）、知识级（Knowledge）
和运行级（Operational）”。其中，管理控制（管理级）的组织管理主要是负责中层管理者的
监督、控制、决策支持和经营活动，是组织管理活动中的重要一类但不是全部。MIS 是面向
管理级的信息系统，而不是涵盖所有组织管理活动的信息系统。
第二，MIS 是否包含决策支持功能。有学者认可“决策支持系统（DSS）是面向决策的
。例如教材[1]认为“MIS
信息系统”
，也有学者认可“DSS 作为 MIS 的一个高层子系统而存在”
具备它特有的预测、计划、控制和辅助决策功能”，教材[3]将半结构化（Semi-structured）
和非结构化(Unstructured)的决策支持排除在 MIS 功能之外，MIS 只包含那些结构化的决策
支持，MIS 和 DSS 同属于管理级的信息系统。笔者比较认可“MIS 只包含那些结构化的决
策支持功能”这种提法，这既降低了《MIS》教学的难度，也可将其与另外一门课程《决策
支持系统》区分开来。
信息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不同决定了《MIS》和《ISA&D》之间也有异同。很多
信管专业或先开设《IS》然后开设《MIS》，也有院校只开设《MIS》。笔者分析，《ISA&D》
课程的重点是教授学生如何分析、设计和实现一个信息系统，了解信息系统的具体开发方法
和过程，而《MIS》课程的重点则是从管理的角度阐述信息系统的概念和应用，强调管理人
员是怎样参与到系统规划、开发和实施过程中、管理人员在决策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资
源的支持、强调这些资源是怎样应用到决策的各个层次和管理的各个领域的、描述信息技术
怎样用来支持组织变革的等。由此可见，在讲授 MIS 课程的时候，关键的是突出“管理”
二字，否则很容易将《MIS》讲授成《ISA&D》，部分《MIS》教材在内容组织上就有这个
错误倾向。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在开设《MIS》课程之前，最好能够开设一门《ISA&D》课程，
《MIS》课
这样学生就可以将学习重点和注意力放在“管理”上。如果没有开设《ISA&D》，

程的教学内容就要包括《IS&D》课程的内容，但要适当降低教学难度，同时包括与管理相
关的教学内容，防止教学重点发生太大的偏移。

3. 《MIS》课程内容的设置
目前国内较有影响的教材有：薛华成教授主编的《管理信息系统》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王要武教授主编的《管理信息系统》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年版）
、黄梯云主
、美国劳顿夫妇著薛华成教授编译的
编的《管理信息系统》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管理信息系统》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版，原书第 9 版）等，这些教材面向工商管理
专业或信管专业，不一而足。目前有些教材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教材内容陈旧落后，其中最突出的是软件开发方法。目前很多教材在介绍系统分
析与系统设计时还是围绕着传统的结构生命周期（SDLC）而展开的，对已经比较成熟的面
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则是简明扼要介绍之，对目前已经成熟并且在软件行业得到普遍应
用的统一建模语言（UML）和统一过程（Unified Process）则只字不提。尽管 SDLC 与其他
的开发方法相比，在开发大型复杂的软件系统是有很强的优势，但目前流行的开发语言却是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学生所学到 SDLC 的知识很难切入到现在比较流行的面向对象
开发环境当中。
第二，《MIS》教材不能紧扣“管理”二字，这个不足在国内教材中尤其突出。美国劳
顿夫妇所著的《MIS》，版本更新较快，内容比较新颖，能够紧密围绕“管理”来展开，案
例选择比较切合管理的视角。国内很多教材不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而是从传统的系统分析员
的角度来介绍系统的生命周期及开发方法。这可能与当前部分学者片面强调信管专业的培养
目标是培养系统分析员是有一定关联的。《MIS》课程的重点应该是让学生学会从管理者的
角度来思考信息系统的概念、应用，以及如何以用户－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到系统生命周期的
各个活动中[4]。如果《MIS》课程不强调‘管理’，则《MIS》变质成为《ISA&D》了。
鉴于此，笔者认为《MIS》课程内容应该降低 SDLC 的比重，突出面向对象开发方法，
增加从信息系统的组织（Organizations）、管理（Management）维度来认识和理解信息系统，
增加案例分析来锻炼学生站在用户－管理者的角度来思考企业是如何使用信息系统作为商
业管理工具，为企业管理和提高竞争力服务。

4. 《MIS》实验方案的设置
《MIS》实验的内容一般有老师演示某 MIS 系统、学生亲自使用某 MIS 系统、学生自
《MIS》的实验不同于其他的课程实验，很难在大型的公共
行开发一个 MIS 系统三大类型。
实验室里完成，其原因有：其一，无论是部署还是开发一个 MIS，其持续的时间跨度较大，
远非在实验室的几节课或几个小时就可完成的；其二，实验对计算机硬件、软件的要求比较
特殊，尤其是软件，这也是目前高校的大型公共计算机实验室很难满足的。正因为如此，教
师只能建议学生利用自己在宿舍的计算机来开发和部署，这既增加了教师的管理成本、学生
的实验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实验效果。关于《MIS》的实验教学方面，笔者认为应该思考如
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否要求学生亲自开发出一个 MIS？在笔者看来，让学生围绕一个具体的信息系
统撰写一份系统分析报告和系统设计报告是必须的，但是否要求自行开发出一个可以运行的
信息系统则值得商榷。以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信管专业学生为例，学生兴趣可以简单为二类，

一类学生的计算机技术很扎实，今后的职业规划也是朝着信息技术方向发展，另一类的技术
基础比较差，今后的职业规划是朝管理方向发展。老师是很难调和他们的兴趣，只能在成立
开发小组之时建议他们考虑成员的兴趣，让小组里既要有偏管理的学生也要有偏技术的学
生。例如五个人所组成的开发小组过程中，1-2 名充当管理者的角色，其余的学生则是负责
从事那些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两类学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完成实验内容。通过
这样的安排，可以同时满足了这两类学生的要求。
第二，是老师统一指定项目还是学生自行选择项目？指定项目的优点是老师熟悉信息系
统的背景和需求等信息，便于指导学生，学生之间也便于交流，不足之处是学生可能对该项
目不感兴趣。自选项目的优点是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或熟悉的行业来确定项目，不足之
处是老师很难深入指导。对于那些有专业倾向的信管专业的院系，老师更愿意指定与该专业
有关系的信息系统，例如财经类的专业可能选择的是工资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管理的专业学
生可能选择的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等。
第三，如何在实验过程之中体现出“管理者”的角色。前面提到，开发小组中的 1-2 名
学生充当 MIS 的需求方，从管理者的角度提出 MIS 需求、管理 MIS 开发过程、负责 MIS
的系统测试、系统评价以及系统验收等管理性工作。承担该角色的学生应该具备良好的语言
表达和组织能力，既要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需求，也要管理和控制整个 MIS 项目的进
展。这样，通过相互配合，让所有成员知道了‘管理’的内涵，也了解到信息技术在企事业
信息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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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ssues 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ourse Teach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abou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ourse for the

major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System: Teaching Obj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and experi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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