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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位馆长致敬！向各位馆长致敬！



大学图书馆的地位大学图书馆的地位


 

大学图书馆是高校的文化殿堂！大学图书馆是高校的文化殿堂！


 

大学图书馆是师生向往的地方！大学图书馆是师生向往的地方！


 

哈佛大学第哈佛大学第2121任校长艾略特：图书馆是任校长艾略特：图书馆是
 ““大学的心脏大学的心脏””！！

对一所财经类院校，图书馆的价值更高对一所财经类院校，图书馆的价值更高



然而，现状是然而，现状是……



据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据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大学生中几乎没去过图书馆的同学有大学生中几乎没去过图书馆的同学有8%8%，光顾校，光顾校
 图书馆的大学生不足图书馆的大学生不足30%30%。。


 

每学期去图书馆不超过两次的同学占到了每学期去图书馆不超过两次的同学占到了10.3%10.3%。。
 其中，有其中，有20%20%的人是在考试前一个月去图书馆借的人是在考试前一个月去图书馆借

 阅书籍，这些人当中的阅书籍，这些人当中的60%60%借阅的是与专业和考借阅的是与专业和考
 试相关的辅导资料，而借阅文史哲类书籍的不足试相关的辅导资料，而借阅文史哲类书籍的不足
 30%30%。。


 

而大学生每天用在网络上的时间平均是读书时间而大学生每天用在网络上的时间平均是读书时间
 的的33倍。倍。



20092009年对我校学生进馆目的调查年对我校学生进馆目的调查



 
图书馆的位置非图书馆的位置非

 常抢手，学习的常抢手，学习的
 氛围异常浓厚；氛围异常浓厚；



 
但高达但高达71%71%学生到学生到

 图书馆来是选择图书馆来是选择
 自习。自习。



 
借书和借书和““其他其他””分别分别

 占占6.29% 6.29% 和和
 4.4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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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馆人数减少◆到馆人数减少

◆图书流通降低◆图书流通降低

◆参考咨询下降◆参考咨询下降

◆编目业务边缘化◆编目业务边缘化

◆期刊阅览室◆期刊阅览室““门可罗雀门可罗雀””
…………

事实上，事实上，
 大学图书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图书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信息时代大学图书馆面临挑战信息时代大学图书馆面临挑战



————文献收藏、交流功能受到挑战文献收藏、交流功能受到挑战

··
 

数字环境数字环境
 

··
 

经费短缺经费短缺
 

··
 

读者信息消费习惯变化读者信息消费习惯变化

————需要新的服务环境需要新的服务环境

··
 

用户的新特征用户的新特征
 

··
 

商业化的信息服务商业化的信息服务
 

··
 

网络网络

————面临新的信息使命面临新的信息使命

··
 

信息资源的集成整合与服务信息资源的集成整合与服务

————其他信息行业的竞争其他信息行业的竞争

··
 

其他信息行业（数据库提供商等）其他信息行业（数据库提供商等）



需要重新思考：需要重新思考：


 

我们关于大学图书馆的传统定位、办馆理我们关于大学图书馆的传统定位、办馆理
 念、馆藏结构、流通体制、管理机构、队念、馆藏结构、流通体制、管理机构、队
 伍素质，能适应这种已经发生并且将继续伍素质，能适应这种已经发生并且将继续
 发生的变化吗？发生的变化吗？



--------大学图书馆如何应对变化大学图书馆如何应对变化

本次馆长论坛是研究财经类院校如本次馆长论坛是研究财经类院校如
 何应对这种变化的一次积极而有意何应对这种变化的一次积极而有意
 义的研讨会义的研讨会



信息化时代大学图书馆的出路信息化时代大学图书馆的出路

--------图图  书书  馆馆  再再  造造



再造举措之一：再造举措之一：
 重新规划图书馆的功能定位重新规划图书馆的功能定位

信息中心信息中心 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学术活动中心学术活动中心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大学图书馆作为一个多功能机构



大学图书馆已由文献资源建设为中心大学图书馆已由文献资源建设为中心
 进入进入““以以用户为中心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的时代的服务的时代

◆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包容、平等、个性化的服务理念◆包容、平等、个性化的服务理念

再造举措之二：再造举措之二：
 强化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强化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



◇◇图书馆内部空间划分图书馆内部空间划分

————个人研读小间个人研读小间
————小组学习空间小组学习空间
————Information CommonsInformation Commons
————读者培训中心读者培训中心
————休闲区休闲区
————文化展示区文化展示区
————密集书库与远程书库密集书库与远程书库

再造举措之三：再造举措之三：
 重新设计图书馆的硬件设施重新设计图书馆的硬件设施



再造举措之四：改进技术手段再造举措之四：改进技术手段

◆◆构建数字图书馆构建数字图书馆
数字馆藏、数字档案的储存以及数字馆藏、数字档案的储存以及

 数字存储与检索的方法不断被强调数字存储与检索的方法不断被强调

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



再造举措之五：再造举措之五：
 建设特色建设特色馆藏资源馆藏资源

在在113113个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中个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中
——藏书量在藏书量在10001000万册以上的有万册以上的有66所所
——在在500500--10001000万册之间的有所万册之间的有所2121所所
——在在300300--500500万册之间的有万册之间的有53 53 所所
——在在200200--300300万册之间的有万册之间的有3838所所
——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近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近16001600万册万册

财经类大学图书馆走怎样的发展财经类大学图书馆走怎样的发展
 道路，大而全的路不通，唯一可道路，大而全的路不通，唯一可
 行的道路是：行的道路是：特色之路特色之路



再造举措之六：再造举措之六：
 打造学科知识服务团队打造学科知识服务团队

读者需求范式读者需求范式转变转变————从信息需求、文献需求从信息需求、文献需求
 向知识需求转变向知识需求转变

图书馆员角色图书馆员角色转变转变————从传统职员朝着具有教从传统职员朝着具有教
 育职能的知识导航与知识推广方向转变育职能的知识导航与知识推广方向转变

大学图书馆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团队大学图书馆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团队



◆◆
 

基于馆员队伍建设基于馆员队伍建设

◆◆
 

强化特色资源建设强化特色资源建设

◆◆
 

着力改进用户服务着力改进用户服务

◆◆
 

大力发展数字化图书馆大力发展数字化图书馆

◆◆
 

积极参与馆际共建共享积极参与馆际共建共享

结论：结论：



预祝馆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预祝馆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The Global Perspective: Academic Library Directors Forum 2010 

 

Academic Libraries in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trends on Subject Oriented Library Services 

 

Desirable Qualifications of Academic Libraries Today: 

Some Thoughts as an Academic User 

 

Makoto Itoh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a Member of the Japan Academy 

 

 

  From my experience of academic work in both researches and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LSE), Harvard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others, let me summarize my impression and 

some thoughts on desirable qualifications of academic libraries today. 

 

1.  A wide range of collection. 

 

Globally competitiv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ust have excellent libraries as a 

material basis of their positions. Among others, width of range of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is a decisive qualification of desirable academic libraries. Even i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lps many to refer contemporary data and other knowledge 

more and more through website, it can never substitute academic systematic books and 

publications for website reference. Especially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and books 

printed in the past must remain mostly out of utilizable material through website. 

Traditional accumulation of book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in academic libraries is thus 

an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many academic works which must often rely upon the 

historical grow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s. 

In many competitive universities, individual school or department (such as economics) 

h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oriented library separate from a central (general) library for 

the university. Subject oriented collection and services are facilitated by such a dual 

structure of academic libraries.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ose universities thus contain 

both central (general) and departmental subject-oriented type of libraries. 

For example, in 2009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as an excellent central general library, 

which collects more than 1186 thousand books and 19,965 titles of journal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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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icals. It has also 40 departmental subject-oriented libraries, where more than 

8803 thousand books and 152,814 titles of journals and other periodicals are collected in 

total. Among them, 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alone has more than 755 thousand books 

and 10,987 titles of journals and other periodicals.     

Usually the school or department libraries collect a much wider range of books and 

statistical data on the subjects relating to their special fields. For educational service 

they also have several copies of the same book when the book is chosen as a textbook or 

in a reading list of a lecture course.  

It is also essential for researches and educational service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have a wide range of foreign publications in our age of globalized academic activities. In 

case of the librar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occupy 

35.2% of books and 44.4% of titles of periodicals in the central library, and they occupy 

47.8% of books and 47.2% of periodicals in total departmental libraries. The ratios are 

41.5% for books and 29.7% for titles of periodicals in 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There is in fact a disparity in this need betwee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and 

others. As English has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mon language in the world,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like the USA and the UK can work 

without having much collection of foreign books, whereas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cannot work well without a wide range of foreign books especially in English.  

Since mutual cooper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in Asian countries must grow for the 

future, the rage of collection of foreign books should be broaden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foreign Asian students and visiting scholars. 

In order to collect a wide range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the 

subject-oriented departmental libraries and cent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does need 

money. This should be stressed for the support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s, potential 

donors and the related state organiz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compare their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services, and budget 

must be desirable for this purpose among others.  

Exchange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can be an utilizable method to 

increase colle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without spending money. 

Donation of books and publishers also should be encouraged. 

Anyway, even in our age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 must remain as an 

essential qualification for good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a wide 

range of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2.  An easy access to 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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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rage of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grows, an easy access to their catalogue is 

surely demanded from user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re quite useful in this 

aspect. Digital web-site catalogues service broad users much easier than the old 

hand-written card catalogue system. 

As an user, I can now confirm the bibliographical data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for 

research work in such a web-site catalogue at home with my PC (personal computer). 

Availability of necessary publications there is also easily known through PC.  

If a subject-oriented departmental library can supply service to borrow book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from the central or other departmental libraries upon the basi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ystem, its service for users would be greatly elevated. In 

Japan, the similar service among several neighboring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organized and now functioning. It would be desirable if such a system of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publications also with some other types of libraries outside of 

universities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re may be some risk for university users if 

publications of their own university would excessively borrowed by external libraries or 

their users in such an extension of service.   

It does also need certain size of budget to construct a complete web-site catalogue and 

maintain of its renewal as fast as possible. However, it seems now an indispensable 

qualification of a good university library to prepare and maintain this sort of electronic 

catalogue service. 

  

3.  Comfortable space to read and think. 

 

All the good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globally competitive universities commonly supply 

a comfortable space for users to read and think. There are two types of library buildings: 

classic and modern. In either way, they seem a symbolic attraction to potential 

applicants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ents, scholars, and visito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having positions in the university.  

From my experience as academic users, carrels closer to subject-related literatures 

are quite useful for research work and they are usually supplied plenty in excellent 

universities. A common reading room should also be comfortable enough for users with 

air-conditioning, wide desks, and individual electric lumps. It is also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mon to supply an internet socket for individual reading desk fur users to use 

their own PC. 

An open shelf library room with plenty stock of reference books, text book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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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must ideally be combined with or attached to the common reading room, 

being separate from the main stack rooms. Such an open shelf library room is efficiently 

educational for students especially in the subject-oriented departmental libraries.   

For users to spend long time comfortably there, some libraries have their own dining 

room or café. 

Good university libraries offer their service and open until quite late in the evening 

for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who need them. 

In order to offer such comfortable space for users, good university libraries need 

massive material capacity in a large building. Their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also needs 

growingly more and more shelves and rooms to store. Thus, their common concern 

seems how to get broader space for their functions. This is to be clearly understood by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related State organizations.  

      

4.  Friendly services. 

 

Earnest students, researchers and teachers at various levels who want to learn and 

think seriously must be real living main body for every competitive universities. Good 

university libraries would attempt to help their studies and researches in an academic 

communal spirit. All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stated above are highly desirable for this 

purpose.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ose, or even in case of some insufficiency in them, 

friendly and sympathetic services of librarians and other library staff are similarly 

important for academic user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users can feel easy and at home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when they are sure of 

hospitality and friendly services of librarians to let them utilize whatever the library 

can do to them. Specialized skill and knowledge of wha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n offer 

for users, such as how to sort out what they want from both catalogue and real stock 

shelves of publications, are certainly indispensable qualification of good library staff. 

Besides efficient services, friendly smile to treat all the users as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is most desirable to let them feel happy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When 

I am friendly identified as repeated users by reference or reading room staff, I used to 

feel much easier to work in the library. 

The subject-oriented departmental (or school) libraries, rather than the central 

general libraries, are more suitable to offer efficient, specialized as well as amiable 

services to users, who tend to be limited number of students, research staff, and 

teachers in the department or school on the subject. The librarians and staff members of 

the subject-oriented departmental libraries can be easier to identify most of heavy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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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individual tendency of works.  

It is recommendable for the librarians to try to understand what a user wants, and 

not to negate it simply. If the literature which a user wants is not available at their 

library, it is ideal if advice is given how and where to find it or encourage them to come 

back to find another way to go or similar material.  

For foreign students and visitors at various levels, it is recommendable to prepare 

some librarians who can command foreign languages (especially English). 

Probably to prepare friendly services to many users of various kinds, the number of 

librarians and other staff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need to increase nowadays in the 

globalized academic activity.  

There are certain busy season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When they are too busy, the 

librarians and other staff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cannot afford time to be friendly and 

kind enough for users. Thus, it must be considered how to adjust numbers of necessary 

staff and librarians including such busy seasons, besides the total regular members of 

staff. If the university can hire some of graduate students as assistant librarians in 

such seasons, it may serve as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subject-oriented 

departmental libraries may be easier also to do such additional adjustment.  

 

In globalizing academic study and research, academic fields seem more and more 

specialized. In accord with this, the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subject-oriented 

departmental libraries and a central general library for each university has become 

indispensable. Though this requires increase of fund and staff member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ll the competitive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seem struggling to maintain the 

desirable conditions for academic users.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for the Forum to find some ways to go ahead by 

understanding mutually common needs and problems.  

 

  



一个科研工作者眼中的未来图书馆

干春晖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博导

 
科研处处长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20102010年年66月月

三、学术研究与物理图书馆

二、网络信息技术与图书馆

一、图书馆的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20102010年年66月月

技术、图书馆、研究效率

2、图书馆改变了学者研究的效率

1、技术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效率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20102010年年66月月

学者与图书馆

2、定制、推送、智能代理

1、知识的“云检索”

4、My Library                

3、随时、随地、无线



谢 谢！



热热  烈烈  祝祝  
贺贺

““全球化视野全球化视野----------  
20102010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  ””  
在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召在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召  
开！开！



媒体视线中的媒体视线中的

上上  海海  高高  校校  图图  书书  
馆馆



2005年5月20日
 

出处：新华网作者：戴苏苏

 
冯亦珍

上海：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基本成形
上海频道

 
５月１９日报道：智能建筑是什么样的？交通网络对未来

 交通有何影响？在上海许多高校，青年学子在“数字化校园”研讨信息

 化建设的新课题，成为打造“数字上海”的生力军。

数字化、信息化，为青年学子的科学研究搭起高效率的平台。２０

 ０２年起，上海各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进入快车道，目前已初具雏形

 。不久前，一位青年学者通过上海交通大学数字图书馆，仅仅８分钟

 ，就在浩瀚如海的馆藏中，找到了源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份文献。

这位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说，上海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进程真神

 速－－两年前，为检索一份资料，她得到处奔波多日，甚至耗时几

 个月都不稀罕。上海交大图书馆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Ｃ

 ＡＬＩＳ）的华东地区中心、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管理中心，国际

 图联（ＩＦＬＡ）和美国ＯＣＬＣ联机编目中心成员，建有２０Ｔ

 Ｂ的大容量存储系统。通过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上海正建立公共

 数字信息管理系统，以此整合各个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庞大资料库，

 实现该平台对全社会的网上开放。



同济大学图书馆人性化管理受关注
2004年9月始，同济大学图书馆在沪西、沪东、沪北、

 嘉定四个校区开始全面推行“一门式进出”的人性化管理---

 -即读者在进馆时只需进行一次身份验证，即能随意享用图

 书馆内的各种资源。各阅览室不再设门岗，读者可带书包

 进入任何阅览室，可将阅览室内的书带到图书馆任何地方

 阅读，如需借阅阅览室的书，可到流通部办理借阅手续。

 这将大大方便广大师生。
同济大学图书馆的领导认为：实行“一门式进出” 管理

 方法，主要是尝试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来为学生创造一个

 良好的阅读环境，是一种管理模式的变革，一种管理理念

 的革新，一项管理系统工程的变动。学校花费那么多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如不能将图书馆的所有资源进一

 步向读者全面开放、发挥各类资源对学校教学科研的保障

 作用就是极大的浪费。
“一门式进出”的人性化管理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也

 引起媒体的关注，上海的《新闻晨报》9月下旬专题采访报

 道了这一变化，解放日报集体网站等发布了有关消息。



图书馆爆满引发新课题：大学该如何开放
《中国青年报》

 
方言

 
2002年10月25日

“今天早上我7点10分去图书馆，门还没开，就已经
 有好多人在排队了！每天8点不到，图书馆阅览室的所有
 座位就全被占光了。”复旦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小黄向笔者
 描述道，“而早早来占座的，有很多不是我们本校的学生
 ”。

 
笔者跟随小黄来到图书馆二楼阅览室，发现在这

 里自修的人中，不少人捧着自考书籍。一打听才知道，
 他们大多来自复旦附近的成人教育学院。“我在图书馆还
 遇到过好几个外地过来考研的人呢。”小黄告诉笔者，“ 

别的高校过来的也有”。



为什么复旦图书馆“外来人口”这么多呢？

原因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复旦在上海各高校中教育
 资源比较好，二是学校周围有很多培训点、成人教育

 学校和夜大学。

据图书馆一位老师介绍，现在主要有3种证件可以
 进入复旦图书馆：一种是发给本校生（包括在教务处

 注册的进修生）的证件；一种是临时阅览证，主要是
 发给原来的校友和周边成人教育学校的学生，时效一
 般为一年，不过目前正对此种证件进行严格控制，基
 本上不办理了；还有一种就是通用阅览证，这是由上
 海一些高校联合建立的图书馆协作网络，目前，只要
 花25元办一张这样的通用阅览证，就可进入上海各大
 高校图书馆阅读，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很喜欢复旦图
 书馆的学习氛围，我几乎每天都来。”正在准备自学考
 试的小王说。



“我觉得高校图书馆向我们开放是很必要的，大学不
 应该孤立存在，应该面向社会。”偶尔来复旦图书馆看书
 的曹先生说。

但是，图书馆“外来人口”增多，给本校学生带来了不
 便，引起学生不满。“我已经很久没去过阅览室了。前一

 阵我做论文，去阅览室找一本书看。一进去我都惊呆了
 ，座无虚席！我只能在书架旁边站着阅览。”哲学系的小
 孙这样告诉笔者。“我们是给学校交了学费的，之所以来
 这儿上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利用这里的资源。学校

 资源本来就很有限，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其实就等于
 牺牲了我们学生的利益去达到‘共享’。”学法律的小张说
 。“大学向社会开放是好事，可前提应该是首先服务好本
 校的师生。”电子工程系的小周说，“现在满足本校同学

 都成问题，还怎么向社会开放？”



图书馆文科流通部一位老师说，图书馆目前的矛盾
 确实比较突出。我们的宗旨一直没变，就是服务好复旦
 的广大师生。图书馆的现状可能一时之间无法改变，但
 是我们保证期末的时候不因为资源紧张而影响同学的学
 习。在考试期间会对外来人员实行限制，让学校的同学
 优先使用图书馆。



车间厂房“变身”上海财大图书馆

作者:刘金涛;李雪林

文汇报
 

日期:2007.03.06 版次:7

本报讯
 

（通讯员刘金涛
 

记者李雪林）昨天，上海
 财经大学图书馆武川路校区新馆启用。这个图书馆在原
 凤凰自行车厂总装车间厂房基础上改造而成，总建筑面
 积30677平方米，总阅览座位3000个。新馆设计既保留

 了凤凰自行车的品牌内涵和产业文化，又融入了现代图
 书馆的先进理念，成为上海财经大学的的又一地标性建
 筑。

（东方网3月6日消息）



• 自行车厂变身现代化校园

 
http://www.sina.com.cn 

• 2007年11月10日02:51 东方早报

 
早报记者

 
韩晓蓉

• 历经90年风雨的上海财经大学今天将迎来校庆大典。

• 作为上海市唯一以“就近发展”为模式的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上海财经大学在办学硬件受到制约的情况下，没有选择盲目扩张，而是坚

 

持“就地发展，旧区改造”，把一个濒临倒闭的民族工业企业残留厂区改造成为初步具备“国际化、信息化、现代化”特色的高校校园，“节约” 
理念成就了独特校园建设文化，也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改建图书馆节约近亿元
• 如果在上海市区新建一座3万多平方米7层高的大学图书馆，大约需要1.7亿元，但在同样的面积标准下，利用废旧厂房进行改建，总花费

 

不足8000万元，仅这一项就节省了9000多万元。

• 在旧厂房改造方面，上海财大图书馆的改造和启用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原先的上海自行车三厂的总装车间经过一年半的前期准备和七

 

个月的改建，变身成为一座宽敞通透的图书馆新馆，改建过程中特意保留了原先工业文化的痕迹，走在宽敞气派、功能现代的阅览大厅里，

 

不经意间抬头一望，就可看见屋顶纵横分布、林林总总的钢管；图书馆于今年3月5日正式启用，总建筑面积30584平方米，阅览座位3000个，

 

除阅览室外，另有5个藏书馆。在现代化装修中既留有旧厂房的痕迹，又融入了现代图书馆的先进风格理念，新图书馆成为上海财经大学校园

 

内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 新建筑保留产业文化

• 事实上，在财大的校园内，经过变身的旧厂房随处可见。球类馆是原先的模具车间，第五教学楼是原先的花式车间，第六教学楼是原先

 

的组装车间……改建的大楼都在门口铭刻着原厂房的始建时间和功能安排，在许多细节中都保留了自行车厂的品牌内涵和产业文化。

• 上海财大的校园面积原先只有80亩地，现在已扩大近10倍，达到了将近800亩地，但是校区建设的花费相当少，“我们这种旧区改造投入

 

的建设资金与新建同样达到这些功能的资金相差一两个亿，还不包含新建的土地费。”校方表示，为迎接90周年校庆，上海财大精打细算，大

 

打节约牌！

• 据悉，上海财大的“十一五”规划希望将学校周边居民区与武川路校区规划为一整体，逐步形成国定、武川、同济沪东三校区合为一体的

 

建设目标。达到办学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形成统一和谐的校园文化气息，因地制宜地开展建设，以取得最佳的建设效益，最终将学校创建成

 

具有“国际化、信息化、现代化”特色的一流大学校园。



高校图书馆上演“占座大战” 很多学生叫苦不迭

2010年01月14日

 
14:16

 
来源：新闻晚报

水杯、便条贴、丝巾、手套……均成占座用具
记者

 

李征

 

实习生

 

陈依萍

晚报讯
 

“图书馆有人天天一人占四座，强烈鄙视！
 

”这
 是一名上海财大学生在学校论坛上发出的感叹。现在正是高
 校期末考试时期，图书馆的占座现象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很多学生叫苦不迭。

考试期间，图书馆座位紧张是上海各高校普遍现象。但是其中不乏有学生用物品占座：从传统的课本、水杯到便条贴、

 
丝巾、手套，各种信手拈来的物品都能成为占座用具，不过却始终不见人影。
不少学生对占座行为表示气愤，网名为“利亚”的学生发帖说自己遇到了拿草稿纸占座位的人，“今天去三楼看到一位子，

 
草稿纸摆的半桌子都是，据旁边同学讲，此座迄今没有见到来人，于是我便坐下了。片刻，我打完水发现自己的电脑被

 
人挪开了，据同学说是占位子的人拿开的。

 

”
“如果默许这样的行为，岂不是开学占个座就能用一个学期，变成某人的‘御用座位’了？

 

”面对这样的质疑，同济大学图

 
书馆办公室回应道，该校有规定“闲置20分钟，座位可易主”，图书管理人员会及时监督，保证

 

“占座”率减少。不过，有

 
些找不到座位的学生做法更直截了当，他们将占座者的物品移开，直接坐下。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团委书记唐旭生表示，对于“占座”行为，学校有自己的对策。首先，挖掘图书馆现有资源，在考试期

 
间适当增加座位；其次，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从早上8：30提早到7：30开馆；再者，组织志愿者维持秩序，对严重“占

 
座者”进行干预。
同济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也呼吁，同学们要自觉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要考虑到图书馆是公共场所，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



上海财经大学
 

八成毕业生在财经领域就业
北京考试报

 
2010-04-09

一段有关上海财经大学的视频正在网上广为传播：在
 湿冷的上海冬季，清晨六点半不到，数百名学生在图书馆
 门前排起蜿蜒长龙，为的是在图书馆里觅得一个自习座位
 。学风之盛可见一斑！

上财与复旦为邻，虽然两校往来频繁，但是风格迥异
 。综合性大学的复旦，风格多元，人文气息浓厚，校园氛
 围浪漫；以财经、管理学科为主的上财，学生在求学期间
 练就了财经行业务实、勤奋的作风。

北京考生高珊今年大二，她感受最深的就是上财学风
 之浓厚。她说：“同学们刚入校就确定了目标，有人准备考

 研，有人准备出国，有人考各种证书为找工作打算。上财
 没有闲人。图书馆里又暖和又安静的座位当然不好找，如
 果到了考试前，图书馆更是一座难求。”



座数位 2006 2007 2008 2009

读者座位

2561 2561 2997 2997 

阅览座位

2294 2294 2730 2730

自习座位

267 267 267 267 

上海财大图书馆

馆舍面积

33,712 平方米



媒体视线中的上海高校图书馆（媒体视线中的上海高校图书馆（20002000——20201100））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举办大型主题图书或图片展览举办大型主题图书或图片展览

让师生，乃至社会人士感受到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准。宣传了图

 书馆，提高了图书馆的地位。



上海上海教育电视台等相继报道教育电视台等相继报道

媒体视线中的上海高校图书馆（媒体视线中的上海高校图书馆（20002000——20201100 
））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举办大型主题图书或图片展览举办大型主题图书或图片展览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建设建设““阅读文化阅读文化””

《新民晚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

 ，引起较好的反响。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举办《馆藏老教材实物展览》
2009年10月12日是上海师范大学建校55周年的日子，校图书馆主办的《“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馆藏老教材实物展览》在徐汇校区文苑楼展出

 ，给校园带来节日的喜庆气氛。
该馆现藏有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各类中小学教材达数百种，近3000册，此次

 展出许多珍贵藏本。如1897年南洋公学率先出版的《蒙学课本》，是我国近代

 第一本自编的教科书。又如，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最新教科书》系列，是我国

 近代第一套学科完整、品种齐全的自编教科书。另外，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推

 出的《中华小学教科书》系列和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新教科书》系列，是具

 有开创意义的教科书。其他如早期引进的翻译教科书和上海教会学校自己编译

 的教材，以及各民营书局自编的教科书，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编写的

 教科书、当时出版社的样书和送审本等也列入实物展览。
这批老教材馆藏品种全、数量多，虽已泛黄甚至破旧，但其蕴含的“因材

 施教”、“教材贴近现实生活”等教育理念依然鲜活。让人们看到了100年前的教

 科书是啥样子的，展现了中国近现代教科书漫长的演变轨迹。具有相当重要的

 史料价值。也为相关学科专业的研究和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解放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展览的情况，
10月28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以两分多钟的时

 间作了专题报道。







世博参观攻略之一



置身世博文化中心6楼（18：00左右）



置身世博文化中心6楼（18：45左右）



置身世博文化中心6楼（19：00左右）



祝2010上海世博会给各位带来快乐！



别忘了去丹麦馆一睹“美人鱼” 呵 ！

谢 谢

大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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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实行  
知识管理的新理念  Implementing the New Concep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李华伟
前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
前任俄亥俄大学图書馆館長

leeh@ohi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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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管理?
 What is management?

»管理是与他人合作或通过他人来  
具体实现组织及其成员目标的活  
动。
»It is working with and through 

 other people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both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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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五项职能
 Five Management Functions

»计划

»组织

»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管理

»领导、协调和实施

»评估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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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能 Management Functions
外部环境

计划

组织

人力资源和
财力资的管理

领导,协调和实施

评估与改进

结果

反
馈

与
外
部
环
境
的
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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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工具  Effective management practices

»目标管理 (MBO) –  战略规划

»参与式管理 (PM)
»全质量管理 (TQM)
»知识管理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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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竞争
 

的世界，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

  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将日
 

益成为一个国家、产业或公司竞争
 力的决定性因素。”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
 capitalism Society. ）牛津（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n 出版公司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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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图书馆的定位新时期图书馆的定位
 Where are libraries in this new age?

  获取、组织、保存知识资产并对其
 

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对于每个组织、
 

企业都至关重要，对图书馆也是如
 

此。

  因特网和网络的迅速发展及其广泛
 

应用把图书馆推进到数字和知识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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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传统角色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libraries

  信息管理长期以来被视为图书馆员
 

和图书馆的领域。

  图书馆员和信息专业人员被训练为
 

信息搜集、选择、获取、组织、保
 

存并使其能够为用户使用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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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传统角色受到了挑战图书馆的传统角色受到了挑战
 The role has now been challenged

  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既是信息管理
 的基础，也是推动信息管理进步和

 发展的动力。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
 系统近年来的发展，信息技术和信
 息系统领域的专家也将信息管理视
 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目前，“信息主管”的职位大都由信
 息技术专家担任，而不是由图书馆

 专家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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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面临的主要问题
 Key questions faced by librarians

  随着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日益关注，许多
 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信息与知识的区别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区别

谁应该是组织的“知识主管”？
图书馆是否应该为自己重新定位，从

 信息管理转向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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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创造过程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知识的创造是一个“由数据转变为信
 息，信息转变为知识，知识驱动和

 支持人的行为和决策的连续不断的
 过程”。

斯蒂芬•艾布拉姆
 

( Stephen Abram ). “后信息时代为专业
 图书馆员定位：知识管理就是答案吗？”

 
(“Post information 

 age positioning for special librarians: Is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answer?”

 
)信息展望

 
( Information Outlook

 
)

 
(1997  6月号) 

(June 1997)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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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

数据：是一组不连续的关于事件的客观事
 实。

信息：是经过选择、组织和分析的具有相关
 性和目的性的数据。

知识：是信息与个人的能力和经验结合起
 来，用于解决问题或创造新的知识。

智慧：是建立在个人特定价值观和责任感基
 础上的前瞻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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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知识的区别
 Difference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信息


 

有形的


 

独立于行动和决策


 

经过处理后形态发生改
 变


 

物质产品


 

独立于现实环境


 

易传递


 

可复制

知识


 

无形的


 

与行动和决策紧密联系


 

经过处理后思想发生改
 变


 

精神产品


 

与现实环境相统一


 

须通过学习才能传递


 

不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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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管理？
 What is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识管理虽可始于数据管理和信息
 

管理，但超越数据管理和信息管
 

理。

  知识管理在范围上也比信息技术和
 

信息系统要宽泛得多。

  知识管理是一个对相关有用知识进
 

行识别、组织、融合、综合和创造
 

性使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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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的简单定义
 A simple definition of KM

Gartner 集团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知识管理是一门学問。它使用一个整合

 统一的处理过程, 促成个别企业内所有信
 息资产的识别、获取、评价、检索、与共
 享。

吉姆•拜尔（Jim Bair）.知识管理是合作与文件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about cooperation and context,”

 
).Gartner 

集团咨询服务研究笔记 (Gartner Advisory Services Research 
 Note).1999.5.14.(May 1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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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Definition of KM by library

图书馆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知识管理是一门学問。它使  用一个整合统一的处理过程, 促  
成全社会所有信息资产的识  
别、获取、评价、检索、共  
享、与创造性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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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什么需要知识管理？(1)
 Why is knowledge management needed now?

人类知识以指数速度爆炸性增长。

  因特网和万维网的迅速发展使人类
 

能够对不断增长的数字化信息和知识
 

进行传播和存取。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对组织的重要
 

性得到社会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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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区别
 Difference between explicit and 

facit
 

knowledge 

显性知识：

是公开的，记录的知识。

  是经过结构的，内容固定的，  
具体化的 ，及有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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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区别
 Difference between explicit and 

facit
 

knowledge 

隐性知识：
  是个人的，非记录的，内在  的，基于自身体验的知识。
  常常存在于人的意识、行为和  感觉之中。

简•达非(Jan Duffy).知识管理：存在还是不存在？(“Knowledge 
 management: to be or not to be?”

 
).信息管理杂志, 34卷

 
第1期

 (2000.1.): 64-67.[Information Management Journal, v.34 no.1 (Jan.2000), 
 6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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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的转化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知识

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

内化外化

显性知识

外化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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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什么需要知识管理？(22））  Why is knowledge management needed now?

在知识时代，组织，尤其是商业组织，都力
 图利用组织的智力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观念正在转变为“知识共
 享就是力量”。

图书馆员拥有我们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专业
 经验的优势，在走向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我
 们不应走在后面，而应该成为知识管理的先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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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的相同点
 Similarities between KM and IM

选择与过滤

搜集与检索

存档与标引

编目与分类*

整序与整合

利用与共享

分析与评价
* IT（信息技术）界人士称之为

 
taxonomy（分类学）、

 knowledge map（知识地图）、

 
ontology（本体论、概

 念模型）或

 
categorization （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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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区别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区别
 Differences between IM and KM

信息管理


 
关注信息组织


 

倾向于静态对象


 

以文献和信息为
 中心


 

强调加工和保存


 

外部形态的整合

知识管理


 
关注知识更新与

 创新


 

面向行动


 

以人与用户为中
 心


 

强调利用和共享


 

知识资源的增值



Library Management - 24

图书馆的组织与领导（1）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图书馆的管理者应该在知识管理的实施
 中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不但在图书馆内部实施知识管理
 

，

还应将知识管理延伸到上级组织之中。

  组建规划小组，负责馆内知识管理的设
 计、规划及实施。

  会同上级组织行政主管设计、规划和实
 施在整个组织范围内的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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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组织与领导（2）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为知识管理的实施建立愿景、战略和目
 标。

  使知识管理愿景和战略与组织的任务和
 组织的管理相一致。

  塑造鼓励知识共享和团队合作的组织文
 化。

采取渐进措施实施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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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源管理（1）
 

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

大学和研究机构本身就是知识资源
 和知识库。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

 的馆员和读者拥有大量的专业知
 识。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这些知识资源需
 要定期地进行调查、整理、编目、

 标引和更新，使其能够通过各图书
 馆建立和维护的电子数据库进行检
 索和存取。

根据用户需求主動向用户提供知
 识。



Library Management - 27

知识资源管理（2）
 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

  图书馆传统的分类和编目方法久享
 盛誉，但其仅适用于处理有限的图

 书、期刊和档案，而对大型电子数据
 库和因特网上几乎是无限的数字信息
 的处理则难以应付。



Library Management - 28

知识资源管理（3）
 

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

  下面这些新的信息处理手段是近年来
 在知识管理系统中开发的：

数据挖掘、文本挖掘、内容管理、语义分
 析等。

搜索引擎、自然语言搜索、知识提取等。

信息可视化处理，如二维或三维知识地图
 的绘制等。

陈興春（Hsinchun

 
Chen 的音译）.

 
知识管理系统 : 一个文本挖掘的视

 角（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A Text Mining Perspective）.

 亚利桑那州 图森市（Tucson,AZ）: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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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1）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最新的信息技术应该应用于创
 

建设计优良、便于操作的知识管
 

理系统。

  在网络环境下，具有业务合作
 

关系的图书馆之间，业务运作应
 

考虑最大的连通性，兼容性和协
 

同操作能力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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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2）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内部网技术应该用于对致力于内部
 

知识共享的知识管理的支持。内部
 

知识包括经验、教训、其它消息和
 

需要相互沟通的内容等。

  互联网的功能应该用于同用户以及
 

其他人员或机构的知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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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网站的發展
 Developing Library Website

»建立联机原始资料和知识庫
 

。

»提供在线参考諮詢服务:


 

图书馆网站上电子信件
 

。


 

询问图书馆员
 

。


 

使用
 

QuestionPoint
 

。

»使用”同時發送信息”服务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feeds:


 

Webcasts
 

視频, Podcasts
 

播客, Blog
 

博客, and 
YouTub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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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管理的结论
 

Conclusion

  在知识经济时代，为了保持竞争
 

力和创新活力，包括图书馆在内的
 

一切组织都必须有效且高效率地组
 

织、整理、获取和共享其组织知
 

识，及时运用这些知识解决新的问
 

题，把握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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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讨论问题与讨论

谢谢！



The Strategic Plan: Maximiz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on Campus 

Rosann Bazirjian 

 

I would first like to give you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ystem. (SLIDE 1) The UNC system is composed of 17 campuses with a total 

enrollment of 200,000 students. This is a system that is expected to see tremendous 

growth, with a projected enrollment by 2017 of 280,000 students. There are 17 

university libraries within the system. In total, the 17 UNC libraries own 226 million 

book volumes (excluding periodicals). We are currently tied together by a virtual union 

catalog using OCLC’s Worldcat Local product.  

I am the Dea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UNCG. (SLIDE 2) UNCG is a beautiful campus with close to 

18,000 students.  We have over 1,000 academic faculty and offer 22 doctoral programs. 

Our library holds 1,205,378 million volumes and we have 43 librarians, 66 staff and 52 

students for a total staff count of 161 people.  

I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you today about the libraries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and 

how it is tightly linked to the overall Strategic Plan (2009-2014)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as a whole. I plan to focus on the UNC system-wide 

initiative titled UNC Tomorro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versity strategic plan 

based on this system-wide initiative. I will then focus on the Libraries strategic plan as it 

is linked to the University’s strategic plan and highlight the benefits of this type of 

structure and planning process.  

The UNC Tomorrow (SLIDE 3) initiative bega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C system, 

Erskine Bowles, in 2007. His office is calle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he goal of UNC 

Tomorrow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of North Carolina. In order to write their 

report, a system-wide committee was appointed and campus visits were made and 



community listening forums were conducted. Each campus was asked to review existing 

programs, propose new ones, and make changes to internal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o 

increase efficiency, collabo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Each campus was to make sure that it addressed the needs of the citizens of the state of 

North Carolina by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SLIDE 4) 

1) 21st century skills – UNC should educate its students to be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successful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o do so would enhance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its institutions and graduates. Today’s students need to 

learn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reason analytically, solve problems and 

communicate clearly both orally and in writing. 

2)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UNC should increas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all North Carolinians for underserved regions, underrepresented populations and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3) Communities and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UNC should be more actively 

engaged in enhanc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of North Carolina. 

4) Health – UNC should lead in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includ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all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our state. 

5) Environment – UNC should assume a leadership role in addressing the state’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6)  Outreach and engagement – UNC should become more directly engaged with 

and connected to the people of North Carolina, its regions and the state as a 

whole. 

UNCG then took these initiatives given to them by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nd 

formulated specific goals for the campus. Proposals for a few bold initiatives that met 

the priorities of UNC Tomorrow were defined. Following the format of UNC Tomorrow, 

face to face forums were held, web surveys were conducted and input from the broader 

community, including alumni was solicited. A document titled “Strengthening UNCG 

Tomorrow: Proposed Major initiatives” was written. 



From the report (SLIDE 5), it was determined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strengths of 

UNCG by adding to some of the six concepts that I mentioned above. UNCG felt that it 

needed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building working skills in the region, that it needed 

to think a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more, that more needed to be said about global 

read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The University wanted bolder proposals that would 

distinguish UNCG and would avoid duplication of programs and efforts offered 

elsewhere. The University wanted to focus on areas of strength: namely the arts, 

gerontology, families and children, creative writing, sustainability, mental health and 

counseling.  

As this report was being written, discussions were taking place about writing a new 

strategic plan for the university. The plan was to cover the years 2009-2014. UNCG’s 

new Chancellor charged a committee of over seventy people, composed of faculty, staff, 

students, alumni and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develop a “value driven outcome 

based transformative plan”.  A new mission and vision statement were written.  The 

plan was to respond to the priorities in UNC Tomorrow as further defined by UNCG.  

The strategic plan for the University responded to the Chancellor’s request for a value 

driven document, by holding up five values that will guide us. They are (SLIDE 6) 

1) Inclusiveness: a welcoming and inclusive academic community, based on open 

dialogue and shared governance, offers a culture of caring with visible , 

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ces 

2) Collaboration – interdisciplinary, intercommunity, inter-i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s reflected and rewarded in teaching, research, 

creative activity,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infrastructure. 

3)  Sustainability – academics, operations and outreach are conducted with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enduring interconnectedness of social equity, the environment, 

the economy and aesthetics 

4) Responsibility- a public institution, the university responds to community needs 

and serves the public in a systematic fashion through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exchange of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in context of partnership and reciprocity 



5) Transparency – open decision-making, clear goals, and measurable outcomes 

enhance performance, trust, accountability 

It is clearly apparent that many of the values directly relate back to the UNC Tomorrow 

guidelines – such as community engagement as reflected in collabo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 as reflected in sustainability.   

With the values as a back drop, the University’s strategic plan then defined five strategic 

areas of focus. It is upon the five areas that the strategic plan was to take shape.  

(SLIDE 7) They are: 

Demonstrate increased excellence in research, creative activity and student learning 

Improve health, well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children, adults and families 

Offer transformativ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Support faculty as they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diverse communities to promo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into teaching, 

research and creative activity and service  

 

Within each of these five strategic areas, twenty-nine goals were identified and annual 

activities for each goal were defined for the University as a whole.   At the UNCG Deans 

annual retreat, thirteen of the goals were targeted to be worked on in 2009-2010. 

University-wide committees were then formed to examine the goals and come up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financial needs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recommendations.  Those committees worked through this past year and have 

written reports with recommendations, risk assessment, metrics, outcomes and budget 

requests.  

 

The Libraries plan: (SLIDE 8)  



It was then left up to each unit to take the University’s strategic plan and write their own 

annu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trategic areas and goals. Each unit’s strategic plan was 

to be based directly on the initiatives and activities defined by the university’s strategic 

plan. Outcomes and measures would also be written at the unit levels.  Each unit was 

asked to stress the thirteen goals that were targeted for implementation in the coming 

year.  At the Libraries, I worked with our Administrative Advisory Group (AAG), 

composed of 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assistant and associate deans, to define our 

annual activities. The AAG then met with the faculty and staff in their departments to 

solicit additional ideas.  

I have distributed copies of our strategic plan, and it is evident how ambitious we are in 

strictly adhering to the activities defined in the University’s plan.  (talk through some 

examples from the report). The thirteen goals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highlighted 

appear in bold. The Libraries’ plan begins with a preamble about the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s mission and vision statements. The five values are then listed, 

followed by brief descriptions. The Libraries determined the annual activities that we 

wanted to work on for 2009-2010.  

If you look at goal 1.1, as an example, you will notice that it is in bold letters. This 

indicates that it is one of the thirteen highlighted goals this year. You will also notice 

under the goal statement, two annual activities that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defined in response to that goal. 

Another example is goal 1.7, again, bolded as a highlighted goal. Under that, you will see 

nine annual activities that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committed to in support of that 

goal.  

In additio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wrote outcomes/objectives and measures for each 

of the annual activities.    (distribute this).  The measures describe how we will define 

success. These activities, outcomes/objectives and measures have also turned into our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The Libraries will report on the annual activities that they 

defined for 2009-2010, and define success by how well the outcomes of the activities 

met what we have chosen to measure. This report is due July 1st and will show the 



University how we have responded to the university’s strategic plan and tailored our 

annual activities to meet its mission and goals.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why this type of strategic planning is so effective.(SLIDE 9)   It 

is not often that Libraries tie their strategic plan directly to the strategic plan of the 

larger university, and we are very gla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at UNCG. 

To us, it means that the Libraries are working on the same priorities that the university 

feels are important. It directly ties the libraries into the broader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It visibly shows the libraries as an asset and a reliable partner 

to the University’s initiatives. It also puts the libraries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other 

academic units on campus because we are all working toward the same goals. Our 

strategic plan is driven by the plan of the university, and everyone is working toward the 

same goal. This provides a strong focus for the university as all energies are on the same 

target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libraries to be part of a university’s mission and as a result, have 

a role in shaping the future 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Being part of the university’s 

mission means you are also part of the funding strategy. The mission always ties to the 

funding priorities for the campus. 

One last critical point. When the library is part of the university’s mission, goals and 

objectives, it is seen as an equal partner with other academic units on campus. The 

expertise of the library becomes known and visible on campus. Lorcan Dempsey from 

OCLC calls this “reputation management”, and it only works if the library is tied directly 

to the campus. This is one very important way to be effective.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系统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ystem Universities



北卡大学格林斯博罗校区图书馆
 UNCG – Jackson Library



<<北卡大学之明日>> 规划
 UNC Tomorrow

• 最初规划提案始于2007年
Initiative began in 2007

• 广泛征求所在社区意见

Community input

• 规划目标: 提升效率, 加强合作, 实施责任制
Goal: Improve efficiency, collabo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北卡大学之明日>> 规划内容
 UNC Tomorrow Initiatives

• 使学生掌握21世纪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技能
21st Century Skills

• 使北卡居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 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发展与经济转型
Communit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领导北卡居民改善健康状况
Health

• 在应对来自环境及能源方面的挑战起领导作用
Environment

• 同北卡居民, 各地区及全州保持紧密联系
Outreach and Engagement



北卡大学格林斯博罗校区规划
 UNCG Campus Goals

• 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
More emphasis on building working skills

• 增加更多跨学科项目
More interdisciplinary initiatives

•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准备参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能力及持
 续发展

More about global read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 更加注重于本校区强项学科: 艺术, 老年病学, 家庭与儿
 童健康, 创作, 心理健康及辅导服务

More focus on our areas of strength: arts, gerontology, families and 
children, creative writing, mental health and counseling



北卡大学格林斯博罗校区价值观
 UNCG Campus Values

• 包容性
 

Inclusiveness 

• 合作
 

Collaboration

•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 责任 Responsibility

• 透明度 Transparency



北卡大学格林斯博罗校区五项策略
 UNCG’s Five Strategic Areas

• 追求卓越的学术环境
Academic Excellence

• 创造健康的工作环境
Health and Wellness

• 提供转型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
Transformativ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 支持多元化以促进当地社区的经济转型
Diversit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将帮助学生参与国际交流, 经历国际文化溶入于教学, 科研
 及各种活动之中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s



北卡大学格林斯博罗校区图书馆战略计划
 The UNCG Libraries Strategic Plan

• 战略领域和目标，成果和措施

Strategic areas and goals; outcomes and 
measures



北卡大学格林斯博罗校区图书馆价值观
 The Libraries and the University Values

• 同所在社区的广泛的目标紧密衔接
Tied to broader goals of the community

• 使图书馆被视为一个全面的合作伙伴
Libraries seen as a full partner

• 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共同的目标
Strong focus as all energies are on the same goals

• 使图书馆的全部工作成为实施全校使命的有机部分
Part of the University’s mission

• 将实施图书馆的价值观与拨款的优先次序紧密衔接
Tied into funding priorities

• “  声誉管理” - 洛肯 . 登普西 (OCLC)
“Reputation Management”- Lorcan Dempsey, OCLC



应势调整战略目标
 

持续推进“三化”建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战略目标调整之实践



前言

• 战略发展的一大特性是“前瞻性”，该特性既带着
 预测又隐含着变数。

• 当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大学图书
 馆的发展战略就要及时做出调整。

• 大学图书馆的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大环境，本
 校小环境，图书馆领域的专业环境，内部条件
 包括资金、人力、硬件设备等。



前言

我馆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校战略目标、《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等外界环境以及自身发
 展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战略目标，持续推进“ 

专业化、数字化、人文化”建设。



一、由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调整
 

——眼光由内向外转移，大力寻求外联合作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相继出台几项大改
 

革：大学合并、扩招、建设大学城。这些改革给
 

图书馆的工作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保证
 

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我校图书馆的阶段目标和工
 

作重点也随之进行了几次较大的调整。



• 大学合并初期。

由于馆舍的限制，我馆藏书四处分布。当时的目标是做
 好内建，尽快实现本馆资源的集中、融合和重新分配。
 2003年，这个目标得以实现。

• 扩招扩建、学校快速壮大发展时期。
加强内建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寻求外联。综合考虑专业、

 地域等因素，与多个图书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 多校区形成时期。
以如何实现资源、设施、经费和人员的高效能利用为目

 标。



二、大学战略目标变化引起的调整
 

——优化文献资源分配比例，形成鲜明
 的涉外型专业特色



• 大学战略目标的调整

我校1995年由广州外语学院和广州外贸学院合并而成，
 当时共有17个专业，学校从实际出发把发展目标定位为
 涉外型的多科性大学。发展至今，全校共有55个本科专
 业，涵盖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理学、
 教育学7个学科门类。在顺利完成了既定的发展目标后,
 学校审时度势，重新确立了新的战略目标——建设国际
 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着力推进外语与
 专业的融合。



• 图书馆的应对

(1)以各院系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为主要成员建立校图工委

(2)形成文献建设新的总体发展思路：

a、减少中文纸本采购量，中文纸本采购以精品为主，多形式鼓

励老师推荐图书。

b、加大外文纸本文献采购力度，尤其是小语种和经济、管理、

法律等我校老牌、名牌学科专业的原版文献采购。外文图书的

采购必须有相关专业学科带头人的意见。

c、电子资源综合考虑专业内容、质量和价格，力求高性价比的外

文数据库。



三、《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
 修订引起的调整

 
——从人力资源建设入手，提升内部管理质

 量，以点带面推行新策略



• 新《规程》对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文献
 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科学管理、工作人员、经费、馆
 舍、设备等内容重新做了规范和指导。

• 我馆认真学习、研究新《规程》并结合实际，决定从提
 升执行新《规程》的能力入手，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为
 新目标的实施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a、引进新员工时，更多从知识布局和层次上加以考虑，以硕士

生为主。配合学校“外语+专业”的发展模式，引进有良好英

语基础的法学、经济学、计算机、小语种等专业的人才。

b、给员工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扩展新知识。

c、从04年起,定编定岗一改过去的“因人设岗”为“以岗定人”



四、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变化带来读者
 服务工作的大调整



• 提出“博爱公允，至诚服务”的服务理念，服务意识上变
 被动为主动。

• 服务方式从原来满足书刊借阅的文献需求为主，转移到
 以满足知识信息需求为主和以知识开发服务为主，建立
 起了具有我校特色的专业学科馆员制度。

• 强化读者服务，全馆实行了藏、借、阅、研一体化的开
 放式管理模式。主要读者服务区每周开放时间达87小时

• 针对电子资源建设引导学生阅读习惯的转移。



边思考边行动，边实施边调整。经过一系列的革
 新，我馆圆满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
 并在“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的基础上酝酿“十二五
 规划”。新规划将继续以“三化”建设为努力方向，
 以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全面提升为

 我校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己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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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 Modern Librarian 
做为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员

Set Personal Career Goals 設立  
个人事业的目标.
Develop Necessary Core 

Competencies  發展必需的核  
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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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Having Goals 
設立目标的重要性

 “The tragedy in life doesn’t lie in not 
reaching your goal. The tragedy lies in 
having no goal to reach.” “没有達成目标

 不一定是人生的悲剧. 没有目标去達成
 才是人生的悲剧.”

Most people already have a mix of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goals of some type. 
很多人都已有一些長短程的目标.



Strategic Planning 战略规划战略规划


 

Apply the methods of strategic planning to 
establish appropriate short-, medium-, and long- 
range goals 运用战略规划的方法设定适当的

 短, 中,长期目标.


 
In strategic planning, one must consider internal 
elements such as one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external elements such a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战略规划必须全面考虑个人的强项、

 弱点等内部因素和诸如机遇、威胁等外部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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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of strategic planning 
战略规划的本质

Basic requirements 
基本要求:

– Strategic thinking 
战略思维.

– Strategic vision
战略眼光.

Expected results 
预期成果:

– Comparative 
advantage
比较上佔优势.

– Competitive edge
竞争上搶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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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to achieve strategic goals 
計劃達成战略规划的目标


 

Assess your own abilities 评估自巳的能力:
– Know you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知道自已的优奌和缺奌

– Develop your core competencies
發展自已的核心技能.


 

Conduct an environmental scan 省察外在环境:
–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了解外在的机会及威脅.
– Go for the opportunities 要能把握机会.



Developing Necessary Core Competencies 
發展必需的核心能力 (1)



 
Acquiring necessar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 Foundations of the profession  专业的基礎.
– Information resources  信息资源 .
– Organization of record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知识及信息的组织 .
–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技術知识及技能.
–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参考咨询与读者服务.
– Research 研究.
–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继续教育与终生学習.
–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行政与管理.
– （Subject specialty 学科专长）

Source: Adopted by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on January 27, 2009. 
信息来源: 美国图书馆学会2009年1月27日正式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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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Necessary Core Competencies 
發展必需的核心能力 (2)


 

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ies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
– Communication skills 溝通的技能

– Interpersonal skills 人際关係的技能

– Analytical skills 分析的技能

–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个人的特性

Source: Internal discussion by a special task force with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6) 

信息来源: 国会图书館特别小组的内部討論 (2006).



Developing Necessary Core Competencies 
發展必需的核心能力 (1)



 
Acquiring necessar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 Foundations of the profession 专业的基礎.
– Information resources 信息资源 .
– Organization of record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知识及信

 息的组织 .
–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技術知识及技能.
–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参考咨询与读者服务.
– Research 研究.
–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继续教育与终生学習.

–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行政与管理

– Subject speciality 学科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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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1)(1)


 

Foundations of the profession 专业的基礎 (1):
– The ethics, values, and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倫理, 价值, 及基礎原理.

– The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促進民主原則及学術思想自由的角色.

– The history of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历史.

– The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ibraries. 
人類信息溝通的历史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

– Current types of library & closely related information agencies. 
图书馆的類別及相关的信息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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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1)


 

Foundations of the profession 专业的基礎 (2):
–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trend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 
国内及国際有关于图书馆和信息专业的政策及發展趋势.

– The legal framework within which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agencies operate. 与图书馆有关的法律.

– The importance of effective advocacy for library causes. 
鼓吹图书馆的重要性.

– The techniques used to analyze complex problems and create 
appropriate solutions. 分折複雜问题及设定解决的方法.

– Certification and/or licensure requirements of special areas of 
the profession. 专门聀务的文憑或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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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2)


 

Information resources: 信息资源:
– Know the lifecycle of record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知道知识和信息記录的生命週期.

– Know how to evaluate, select, acquire, process, store and 
dispose information resources. 
知道如何去評估, 选擇, 獲得, 处理, 储存. 及淘汰信息资源.

– Know how to manage various collections. 
知道如何去管理各种的館藏.

– Know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ollections.
知道館藏的保存及修护.

2010 12



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3)


 

Organization of record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对知识和信息記录的组织:
– Know how to organize and represent recorded knowledge & 

information. 
知道如何去组织及览示知识和信息記录.

– Possess the developmental, descriptive, and evaluative skills.
具备發展的, 描述的, 和评估的技能.

– Know the systems of cataloging, metadata, indexing, an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and methods. 
知道编目, 元素据, 索引, 及分類系統的标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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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4)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技術知识和技能:
– Posses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ssistive,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as they affect the resources, service delivery, and 
uses of librari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gencies. 
具备与图书馆有关的信息, 溝通, 恊助等相关技術.

– Can apply these technologies and tools. 能使用這些技術.
– Can assess and evaluate the specifications, efficacy, and cost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bas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能评估這些技術產品及服务的规格說明, 功能, 和成本效益.

– Know how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s for possible adoption & implementation. 
知道如何去確定及分折新技術以供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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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5)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参考咨询与读者服务 (1):
– Know the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知道参考咨询与读者服务的概念, 原则, 和技巧.
– Know how to retrieve, evaluate, and synthesize information 

from diverse sources for users. 
知道如何为读者去检索, 评估, 及整合不同来源的信息.

– Know how to interact with users and provide consultation, 
mediation, and guidance. 
知道如何与读者交流並提供咨询, 仲裁, 及指導.

– Know information literacy/information competence techniques 
& methods, numerical literacy, and statistical literacy. 知道信息

 素养/信息能力, 数学素养, 及统計素养的技術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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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5)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参考咨询与读者服务 (2):
– Know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advocacy to promote and 

explain concepts and services. 
知道鼓吹的原则和方法用来推广及解釋概念及服务.

– Know how to assess and respond to diversity in user needs, user 
communities, and user preferences. 
知道如何去判断及回应读者不同的需要, 读者不同的社区, 
与读者不同的嗜好.

– Know how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urrent and emerging 
situation on the design of appropriate services. 
知道如何去判断当前及新的情况对設計適当服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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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6)(6)


 

Research 研究:
– Know the fundamentals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知道定量及定性研究的基本方法.

– Be familiar with the central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search 
literature of the field. 
熟识图书馆专业主耍研究的课题及结果.

– Know how to assess the actual and potential value of new 
research. 
知道如何去判断新研究的实際及潛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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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7)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继续教育与终生学習 :
– Engage in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致力于专业發展的继续教育.

– Appreciate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in the lifelong learning of its 
users. 贊赏图书馆在它对读者终生学習上所扮演的角色.

– Know & apply the learning theories, instructional methods, & 
achievement measures. 
知道及使用学習理論, 教学方法, 及成绩测量.

– Know the principles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 learning used in 
seeking, evaluating, & using knowledge & information. 
知道与教学和学習有关的原則, 可以將它使用在尋找, 評估, 
和知识与信息的使用上.

2010 18



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獲得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8)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行政与管理 :
– Know the principles of planning and budgeting in libraries. 
知道图书馆計劃与预算的原則.

– Know the principles of personnel practices &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知道人事行政及人力资源發展的原則.

– Know how to assess and evaluate library services & their 
outcomes. 知道如何去判断及評估图书馆服务.

– Know how to develop partnership, collaborations, networks, & 
other structures with all stakeholders & within communities 
served. 知道如何在服务的社区裡去發展伙伴关系, 合作, 网

 络, 和其它结構.
–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了解变化中领導者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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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ies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Communication skills 溝通的技能


 

Interpersonal skills 人際关係的技能


 

Analytical skills 分析的技能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个人的特性

Source: Internal discussion by a special task force with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6)

信息来源: 国会图书館特别小组的内部討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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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發展領導者的品質領導者的品質
 Communication skills 溝通的技能 (2-1)



 
Target communication 针对目标的溝通:
– Be clear, respectful, and with confidence. 清楚, 得体, 和自信.
– Target the amount, style, and content of messages to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適量, 内容要针对听者的需要.
– Handle and resolve questions and contrary opinions in a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manner. 
用积极及建設性的态度来处理及解决问题和不同的意見.

– Balance knowledge sharing with issues of confidentiality. 
注意知识分享与保密间的平衡.

– Value the opinions of others by employing active listening 
techniques with appropriate feedback. 
重視他人的意見, 採用倾听的技術及適当的反馈.



2010 22

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Communication skills 溝通的技能 (2-2)


 

Write with purpose 寫要言之有物:
– Write clear, concise, and well-organized 

documents/reports. 
文件报告要寫得清楚, 简明扼要, 有很好的組织.

– Target the amount, form, depth, timing, level of 
details, and cont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文件的长短, 格式, 深度, 及時性, 细節, 及内容等要

 针对读者的需要.
– Express facts and ideas in a way that engages or 

informs audience. 对事实和概念的表達要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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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發展領導者的品質領導者的品質
 Interpersonal skills 人際关係的技能


 

Build and maintain relationships 建立和保持人際关係:
– Develop and maintain positive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發展並维持与他人积极地专业关係.

– Be approachable and take time to address employees’ 
work-related needs. 平易近人, 能够花時间去关注

 员工与工作相关的需要.
– Gain support for own and others’ ideas and opinions 

to achieve organizational goals. 为自已和他人的概
 念和意見獲得必需的支持以達成组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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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Analytical skills 分析的技能 (2-1) 


 

Foste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促成持續的改進:
– Develop innovative ideas and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performing work. 在工作上能發展創新的想法.
– Act resourcefully to meet challenges. 
有机智地面对挑战.

– Determine the critical issues, targets and root cause of 
problems, and generate solutions. 
確定问题的关键所在及解决方法.

– Initiate, implement, and monitor effective operating 
procedures. 啓動, 执行及監督有效率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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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Analytical skills 分析的技能 (2-2) 


 

Act decisively 果断地行動:
– Exercise good judgment by making sound and 

well-informed decisions. 採用好的判断力来
 做出妥善及考慮周详的决策.

– Proactively recognize and analyze problems. 
能够預先認知及分折问题.

– Make effective and timely decisions.
能够及時有效的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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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6-1) 

Motivate performance 
能激發他人的工作热忱.

Lead others 能领導他人.
Manage conflict 能平息衝突纠纷.
Embrace diversity/diverse thinking 
能容纳不同的人和意見 .

Thinking systematically 有系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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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6-2) 



 
Motivate performance 能激發他人的工作热忱 :
– Display enthusiasm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展示工作热忱及对专业的投入. 

– Pursue excellence for self and organization 
为自巳也为机構追求卓越.

–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work to ensure that it is accurate, 
efficient, and timely 
为工作尽責以保証正確, 有效率, 和及時性.

– Evaluate and address reasons for success and failure 
評估及檢討成功及失敗的原因. 

– Follow the organization’s performance goals and objectives 
追随机構的作业目标和目的.

– Maintain focus on productivity and results 
着眼于工作的積效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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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6-3) 



 
Lead others 能领導他人 :
– Supervise staff performance, including setting goals and 

objectives 監督员工的工作, 包括設立目标和目的.
– Provide regular, constructive feedback and coaching
提供定期的, 有建設性的反馈及指導.

– Incorpora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employees in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讓员工能积极地参与计劃和决策.

– Promote team work 鼓励团隊工作.
– Identify and recognize staff skills and abilities 認定及表揚员

 工的技能.
–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提供在聀進修和升遷的机会.

– Ensure appropriate delegation of tasks
保证適当的授杈或杈力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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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6-4) 


 

Manage conflict 处理衝突纠纷 :
– Proactively manage and resolve conflicts and 

disagreements 能够預先地处理及解决衝突纠纷.
– Identify ways conflict can lead to positive change 
找出衝突纠纷能導致积极改变的方法.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address conflict following 
library policies 採取適当的措施, 依据图书馆的政

 策, 来排解纠纷.
– Search for a Win Win solution 
找出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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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6-5) 


 

Embrace diversity/diverse thinking 
包容多樣的及不同的想法.
–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re encouraged 
創造一个能鼓励及兼容不同及相似的环境.

– Hold self and others accountable for behaviors that 
foster a respectful workforce 
要自己及他人对建立一个彼此尊敬的行为负责.

– Respect the diverse capa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 of 
all individuals 尊重个别能力及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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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發展領導者的品質領導者的品質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者的技能 (6-6)


 

Thinking systemically 有系统的思想:
– Articulate the mission,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the 

department/team and how the work fits into them 
能够清楚地了解一个部门/团隊的使命, 目标和目的, 
及如何与工作配合.

– Prioritize and plan work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success of the department/team 决定部门 /团隊工作

 的先后輕重及计劃使能成功的完成.
–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departments and teams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of the Library 与其它部门 /团
 隊配合以達成图书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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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發展領導者的品質領導者的品質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个人的特性 (2-1)


 

Foster integrity/honesty 重視正直为人/誠信:
–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創造一个可信赖的环境.

– Build high standards of ethics 建立高标准的道德.
– Behave in a fair and ethical manner 身体力行.
– Demonstrate responsibility to the Library and the 

public 为图书馆及社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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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eadership quality 發展領導者的品質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个人的特性 (2-2) 


 

Promote a service orientation 提升服务的人生观:
– Provide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essential 

to high performance 
提供能達到高效能工作的服务品質.

– Assist others in acquiring the skills and tools they 
need to perform well 帮助他人獲得能使他们在工作

 上表现良好的技能和工具.
– Inspire service and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to the 

Library 激發能给图书馆的服务及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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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is the combination of 
成功是接合了以下的因素

Goals

Motivation

Circumstance

Abilities

Har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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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ll you can be - 充分發揮个人所长



 
When your goals are realistic and match your desires, you will be 
motivated 当您的目标是实際的並且符合您的愿望, 您会积极

 去争取. 


 
When you‘re motivated and work hard towards your goals, you 
will succeed 
当您积极而努力去追求您的目标, 您就会成功.



 
When you succeed, your motivation will grow, you will set new 
goals, and continue to achieve 
当您成功了, 您的积极性会增加, 您会設置新的目标而继续努

 力.

Be a Modern Librarian, Starting Now! 
做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员, 從現在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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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AND DISCUSSION 

谢谢  谢谢  

问题问题  与与  讨认讨认



从馆藏建设经费分析看美国研究型
 

图书馆资源的重新分配
全球化视野 • 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

（ALDF 2010，SUFE，Shanghai）
2010年6月1-2日

张沙丽博士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格林斯博罗校区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E-mail: slzhang@uncg.edu



从馆藏建设经费分析看美国研究型图书
 馆资源的重新分配

 
- 大纲

• 美国高等教育环境

• 新信息环境下的研究图书馆

- 来自学校行政部门的看法

- 来自教员的看法

• 美国高校研究型图书馆的对策

•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美国高等教育环境

美国高校所面临的挑战与变化的框架结构:
• 受制于财政压力及经济危机

• 社会及社区对高校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不断
 增长

• 高校需应对快速发展的新信息技术

• 各级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支持持续下降

• 各公立大学必须同时与其他公立机构, 例如, 
医院, 中小学,公共设施, 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机

 构竞争经费



新信息环境下的研究图书馆：
 来自学校行政部门的看法

• 学生们更加频繁地使用图书馆并将其做为
 学习和完成各种项目的主要场所,  83 %

• 教师们依赖图书馆满足他们的研究需求,  82 
%

• 培养本科生的科研能力愈加重要, 90 %
• 在未来25年中, 图书馆将继续成为本校学习

 资源的必备成份, 93 %
Source:  a survey to 130 leaders of academic affairs conducted by Barbara 

Fister, 2010



新信息环境下的研究图书馆：
 来自教员们的看法

 
Ithaka 问卷调查 （2009）



新信息环境下的研究图书馆：
 来自教员们的看法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对策

• 少花费多办事

• 提高管理效率

• 将有效的财政管理列在首位

• 将本馆财务支出项目与本校的策略目
 标紧密结合

• 寻求其他资金来源 (捐款,申请基金,等
 等)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
 馆藏经费分析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38 个成员馆)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美国东南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馆馆藏
 经费分析 (续)



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与其他馆藏支出的比例



发展趋势

• 美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变革

• 研究型图书馆在不断调整其策略以适应这
 种变革

• 研究型图书馆需要调整经费支出模式

• 研究型图书馆的馆藏经费支出大部份用于
 电子资源以适应科研需求



谢谢参与和交流！

问题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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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图书馆联盟美国图书馆联盟
 及资源共建共享及资源共建共享
 Library Consortia and Resources Library Consortia and Resources 

Sharing in the U.S.Sharing in the U.S.

前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

前任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長
Hwa-Wei Lee  李華偉

leeh@ohio.edu

mailto:leeh@ohio.edu


OCLC 的開始

俄亥俄州学院及大学图书馆中心 OCLC 
(Ohio College Library Center)是在1967年

 设立. 它是为俄亥俄州各大学及学院图书
 馆建立一个使用 MARC数据庫的联网合

 作编目机構.
它的早期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可供合作编目

 及资源共享的联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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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OCLC 的快速擴展

自从 OCLC联机系统在1971年成功的運作之后, 
很多不同形式的图书馆遠从其它各州及一些国

 家纷纷加入.
在1977年 OCLC已成为全国及国際间各型图书

 馆的联网组织.
在1981年 OCLC 改名为 计算机联机图书馆中

 心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为了使全球各地的成员图书馆能参与 OCLC的

 管理和决策, OCLC 扩大了它的会员代表大会
 及董事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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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OCLC 的愿景

經由創新及合作, OCLC 要做为全球图书
 馆领先的合作机構, 幫助图书馆, 以経济
 的方式, 对读者提供知识信息. 

OCLC will be the leading global library 
cooperative, helping libraries serve people 
by providing economical access to 
knowledge through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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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OCLC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 

in Dublin, in Dublin, 
OhioO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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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OCLC 的快速成长

在2008 年7月, 分布在全世界112个国家
 69,840个各种各樣大小不同的图书馆都在使

 用 OCLC. 其中有 11,674个是OCLC的会员图
 书馆.

OCLC的联机目录 – WorldCat – 是世界上最大
 的书目数据庫. 现有1億零8百20多万條記录. 

从 7/1/2007 到 6/30/2008 一年之间, 增加了2千
 2百20万条新的书目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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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OCLC 全球联机目録的規模

這些书目包括了全世界474种语言及6千8百零8 
年人類知识的記录.

在同一年内, 有7千9百万读者检索了OCLC的
 FirstSearch数据庫及經由OCLC進行了1千万次

 的馆際互借.

信息来源: OCLC 2007/2008 年度报告 OCLC Annual Report 
2007/2008.
OCLC 网站: http://www.oclc.org/oclc/menu/hom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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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OCLC 的十大主要文字


 

English 英文
 

55,192,687


 
German 德文

 
12,311,742


 

French 法文
 

6,248,331


 
Spanish 西班牙文

 
3,602,529


 

Dutch 荷蘭文
 

2,681,470


 
Japanese 日文

 
2,540,136


 

Chinese 中文
 

2,362,795


 
Russian  俄文

 
1,781,390  


 

Italian  意大利文
 

1,693,616


 
Swedish  瑞典文

 
1,384,137

2010 8



OCLC 书目記錄的主要來源源
 

(6/30/2008)(6/30/2008)
格式 LC提供的記錄 参与图书馆提

 供的記錄

LC提供由参与

 图书馆修改过

 的記錄

全部記錄

书 Books 7,174,988 81,633,366 1,774,796 90,583,150

刋物 Serials 632,354 3,892,448 37,558 4,562,360

视觉资料 180,293 3,369,556 18,239 3,568,088

地图 264,449 1,343,184 8,348 1,615,981

多媒体资料 49,403 807,437 4,255 861,095

音响録音 303,023 3,393,161 64,197 3,760,381

樂谱 Scores 88,063 1,788,448 55,715 2,401,070
电腦文档 10,383 828,018 424 838,825

全部記錄 8,702,956 97,522,574 1,965,420 108,19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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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IN, WLN, and UTLASRLIN, WLN, and UTLAS


 
在70年代, 除了OCLC之外, 还有一些大型图书馆联网.


 
研究图书馆联网 (RLIN - The Research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


 

华盛顿州图书馆联网
 

(WLN - The Washington 
Library Network, name changed to Western Library 
Network)


 

多倫多大学图书馆自動化系统
 

(UTLAS -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


 

RLIN 及 WLN 后来均与 OCLC 合併. UTLAS 也已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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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及地區联盟的發展

当 OCLC, RLIN, WLN 被称为书目服务机構
 (bibliographic utilities) 時,很多州内或区域性图

 书馆联盟在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开始發展.
俄亥俄州大学及学院联网 (OhioLINK- Ohi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就是州內图书
 馆联盟的一个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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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ioLINK 俄亥俄州学術图书馆联网

OhioLINK (Ohi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成立於1989年.它是一个由俄亥

 俄州高等院校图书馆组成用以加强图书
 馆合作及资源共享的图书馆联盟. 

現有89所学術图书馆及州图书馆参加.
縂藏书量超过47.9百万. 其中11.4百万是

 單一本,.
它的服务也包括提供研究数据庫, 电子期

 刋, 数字媒体, 电子书, 及电子論文等集中
 訂購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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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ioLINK 的合作项目 (1)
各图书馆都採用同一的硬件及軟件系统以發揮

 最大的连通性及互操作性.
建立一个包括即時的图书流通记錄的联合目錄, 
使得任何一个图书馆的读者可以向另外一个图

 书馆進行网上借书.
訂定全州的书刊採購政策, 以避免不必要的重

 复採購.
与州内公共图书馆系统和学校图书馆系统建立

 互借及资源共享的恊定. 

2010 13



OhioLINK 的合作项目 (2)

運用联盟的影响力廉价購買高需求及高
 价格的电子数据庫, 並獲得最有利的使用
 权.

提供給读者更多的全文数据庫和电子期
 刋.

快速傳递馆際互借的资料.
發展可同時检索多种数据庫的检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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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ioLINK 的合作项目 (3)

设立电子期刊中心用以永久保存电子期刊的数
 据文档.

设立数字媒体中心用以集中保存数字资源.
使合格的读者能在校外或远处检索OhioLINK 
的各种信息资源.

發展与 Google 检索引擎類似的Quick Search @ 
OhioLINK 快速检索工具, 具备图书馆所要求

 的可靠性及高品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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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地区储存书庫建立地区储存书庫

OhilLINK 另一项合作就是在州政府的
 资助下在州内五个地区, 即分别在东北, 

东南, 西北, 西南, 及中部地区, 各建立一
 个图书文献资料书庫用以集中储存各馆
 少用的书刊资料, 以疏解图书馆的空间, 

大量節省了各校每年增建新馆或扩建旧
 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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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图书儲存中心

Northwest Northeast

SoutheastSouthwest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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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文献內容的保存

当我们進入数字信息的時代, 大量的人類
 知识及的創造活動是以数字的形式産生

 及储存.
但是大多数在几年以前或近期内设立的

 数字信息网站並没有被保存下来.因此有
 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信息被丧失了.

面对保存数字信息内容的挑战是要及早
 採取行動, 建立合作机制, 擬定可行的計
 劃, 设立标淮, 分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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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挑战


 

处理及保存快速增加的电子文献内容 (Electronic 
Contents) 及数字物体 (Digital Objects).


 

改進与互联网的接口及其工具, 如 Web 2.0 和图书馆
 2.0.


 

適当地使用社会化軟件及社会化网絡.


 
發展 ”泛在图书館” 概念, 使用第三代移动通訊技术.


 

加強全球图书館的合作及交流.


 
發展及採用新的国際标准.


 

採用日新月異的新技術来改善图书館服务.


 
图书館的發展要与時俱進, 改革更新, 以附合读者与社

 會持续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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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整合的学科化服务实证研究

——以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



1 引言




 

当前，国内许多图书馆纷纷开展学科化服务的尝试和研究，
 从不同角度研究的文章连续发表。学科化服务是一种新型的
 服务模式，我馆于2004年设立学科馆员岗位，为学校重点学
 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开展学科化服务。几年来，我馆
 学科馆员和学科群体通过各种渠道，坚持学习，认真实践，
 在挖掘整合信息资源的基础上，打造资源精品、建设共享平
 台，探讨构建适合学科用户需求的学科化服务模式，提高学
 科化服务的质量。2009年我馆承担的《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
 组织模式与服务模式研究》获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本文仅从信息资源整合的视角，以我馆为实例，对
 学科化服务进行研究。



2 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信息资源服务出现多样化、个性化、
 知识化等特点，它强调知识广度、分析深度、结论
 适度、实施实度。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网
 络更加完善，业务支撑功能更加强大，基于数字馆
 藏和广域网藏的信息资源实现知识挖掘的高度自动
 化和智能化，参考咨询不再是单纯的显性知识，既
 物理资源和网络资源的综合加工，而是以馆员隐性
 知识为龙头，以显性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方法为规
 范的学科化服务。可以看出，图书馆的传统优势正
 逐步弱化，学科化服务给图书馆创新发展带来一定
 的难度。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上讲机遇大于挑
 战。



2.1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学科化服务开展提
 供了新的平台。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资源管理
 工作的模式、方法和手段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也使信息采集、加工、组织、检索、服
 务等手段和方法创新成为可能。积极开展信
 息资源整合，解决了制约学科化服务创新的
 难题与瓶颈，为推动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提供
 了新的平台。



2.2 政府对学科建设的重视


 

各级政府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视，为学科
 化服务提供了宽松的实施环境。在知识经济
 时代，各级政府在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的同时，更重视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高
 等院校，加大了对高等教育与学科建设的经
 费投入，使学科化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也
 为学科化服务提供了更加宽松的实施空间。
 图书馆要找准定位，立足自身，开展资源整
 合、学科化服务，就能发挥服务的优势，实
 现服务的新突破。



2.3学科用户对学科信息资源需求的迫切


 

学科用户对学科信息资源需求迫切为学科化服务提
 供了强大的动力。各级政府、部门对高等教育发展
 与学科建设的重视，使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需求呈
 现前所未有的迫切，学科用户不再满足传统的服

 务，而是基于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产生
 的学科化、知识化、智能化、多样化需求，它牵动
 信息资源整合朝着不断满足学科用户需求方向发

 展，使学科化服务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借以提升
 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学科化服务的地位和作用。



3 信息资源整合融入学科化服务的意义



3.1 有利于满足学科用户的信息需
 

求，推动学科化服务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是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机
 制，它为各学科教学科研自主创新提供了信息保

 证，开展学科化服务是图书馆改变服务模式，提高
 服务实效的重要手段。学科化服务基于信息资源整
 合，以学科用户需求着手，将各个相对独立的资源
 系统的数据对象、功能结构及相关关系进行融合、
 重组，实现资源间的无缝连接，建立一个系统化、
 智能化的信息资源体系，学科用户通过统一的交互
 界面获得所需的信息。因此，信息资源整合是学科
 化服务有效实施的源泉，满足了学科用户的需求，
 推动了学科化服务。



3.2 有利促进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的
 

构建，实现群体隐性知识共享


 

学科化服务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服务工作，为使服
 务长期保持核心竞争力，需要有效发挥图书馆馆员
 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他们的隐性知

 识，实现隐性知识共享。信息资源整合及平台构建
 就是要集合采访 分编馆员，信息技术馆员及为学科
 服务的学科馆员，利用他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

 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集成、整合于同一界面，学科
 用户可方便、快捷地浏览并访问各种异构信息，享
 受“一站式”检索服务，同时也实现了图书馆群体隐

 性知识共享。



3.3 有利于复合型学科馆员的培养，
 

提升图书馆竞争力


 

理想的学科化服务模式应该是以学科馆员为核心和
 实施主体，依托信息资源服务平台为学科用户提供
 针对性强的主动服务。学科馆员熟悉对口学科的各
 种信息资源，有两个学科背景，具有较高的计算机
 和外语水平，能充分利用网络解决学科用户的各种
 问题和需求，定期或不定期的向对口学科用户发布
 最新资源信息和学科前沿动态，有良好的与学科用
 户沟通和联络协调能力。学科馆员在学科化服务的
 实践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升了图书
 馆竞争力，干中学、学中干，尽快成为高级复合型
 人才。



4 基于资源整合的学科化服务实践




 

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是2004年开展学科化服
 务尝试与研究，至今已有近6年。这6年中，
 我们有艰辛，有曲折，也有收获。我馆从信
 息资源整合与学科馆员队伍建设着手，找准
 服务定位，确定组织模式与服务模式，实现
 四个转变、开展五化建设，并获得了四项实
 效。



4.1 找准学科化服务的定位


 

我馆学科化服务坚持适用原则，紧紧围绕学
 科用户的需求来开展服务。根据我校的学科
 设置、办学特色和我馆馆藏资源、具备上岗
 人员的实际情况，确定了5个重点学科、1个
 高等教育学科和2个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作为我们的学科用户和学科化服务的重点。



4.2 组织模式确定


 

我馆在研究了一些国内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的学科馆员设岗及管理的基础上，采用了“组织集

 中，分散设岗”的组织模式。在学科化服务中，学科馆员是
 核心，但学科化服务有时涉及许多部门，如某部门环节上出

 现问题，就会使学科化服务整体效益降低，这样就需要组织
 集中协调。分散设岗是基于学科的相对独立性，有利于学科
 馆员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发挥，有利于服务的不断创新。因

 此，我馆“组织集中、分散设岗”组织模式是基于我馆学科馆
 员的素质和服务能力基础上建设的，它对于有效提升学科化
 服务的竞争力，实现服务的最大化，加快图书馆的建设和发
 展，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见组织结构框架图）



图4.2 学科化服务组织模式框架



4.3 服务模式确定


 

服务是图书馆永恒的主题，学科化服务模式
 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学科服务定位和
 组织模式，服务模式应在科学性、系统性、
 知识性、及时性、便捷性的原则基础上构

 建，从而使服务能满足学科用户的需求，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图4.3 学科化服务模式框架



4.4 基于资源整合的学科化服务实现
 

的四个转变


 

我馆学科化服务开展其中主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就是
 信息资源整合。在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学科化服务
 过程中，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信息资
 源为支撑，以学科用户满意为宗旨，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实现了四个转变：


 

①资源建设由规范占有型向挖掘能力型转变；


 

②技术手段由单机辅助型向网络平台型转变；


 

③资源服务由传统服务型向资源共享型转变；


 

④内容由综合信息型向特色资源型转变。



4.5开展学科化服务的“五化”建设


 

4.5.1 网络平台“一站式”检索的便捷化


 

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学科化服务，我馆资源整
 合技术组在学科馆员的配合下，使用了跨库
 整合和资源导航的整合方式，有效地对图书
 馆的物理资源与网络资源进行集成，将各类
 资源整合于同一界面，构建了山西财经文献
 资源共享平台，学科用户可通过平台快捷浏
 览访问各种异构信息，享受了“一站式”检索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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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山西财经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结构图



图4.5 山西财经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网页截图





 
4.5.2信息数据的知识化



 
我馆充分发挥学科馆员个体和群体隐性知识的优势，利用信息挖掘、知

 识发现、知识组等技术，对我校重点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需要

 的各类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度加工，按照知识的相关性建立知识

 结构体系和知识仓库，满足了学科用户对知识化信息的需求。我馆为重

 点学科，既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会计学、产业经济学、晋商人文

 社科研究基地及山西旅游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自建了具有学科特色的专题

 数据库，如《山西旅游与休闲经济数据库》、《山西票号与晋商信息资

 源管理系统》、《山西经济发展报告与规划数据库》、《山西产业经济

 与区域经济数据库》、《山西统计数据库》及《学科馆员咨询系统》

 等；资源种类有：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学术报告及讲座、文史资料、

 文化及遗产遗址资料、多媒体影视资料、图片及拓片等。（附两个特色

 数据库网页）



图4.6 山西旅游资源与休闲经济数据库网页截图



图4.7 山西票号与晋商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网页截图




 

4.5.3 服务成果的知识转化


 

我馆在开展资源整合与学科化服务的同时，充分发
 挥图书馆个体和群体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挖掘
 能力、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加强图书馆的文化建
 设。针对学科用户需求，着力开展深度分析研究，
 使服务实现了知识的转化。自开展学科化服务以

 来，我馆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主持省级课题12 
项、获科研经费118.5万元、在各级专业期刊发表论

 文数篇；2009年获山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二等奖1项。2005年我馆申报并获得情报学硕

 士学位授权单位，2010年信息资源管理团队进入校
 级科研创新团队。




 

4.5.4 学科化服务的增值化


 

我们利用学科化服务与资源整合获取的新思想和知识，精心
 打造被学科用户所接受，方便使用的特色精品，并把它们推
 向社会，实现资源共享。收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我
 馆主持的“十一五”期间山西省科技厅的山西科技条件基础平

 台的两个课题《山西旅游、晋商文化等数据库》和《山西财
 经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分别获得科研经费45万元和60万
 元。2009年我们主持的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山西煤炭
 信息化建设策略研究》、2010年主持的山西省软科学课题

 《山西不锈钢企业危机预警机制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就是用我们资源优势对山西省大中型企业进行分析与研究，
 为他们开展决策咨询，与此同时，学科化服务也产生了增值
 效应。




 

4.5.5 学科用户培训的制度化


 

信息资源整合是学科化服务的基础，对学科用户开展学科资
 源检索与利用培训是学科化服务的重点工作。通过对学科用
 户及学科团队的走访和调查，汇总学科用户在资源利用方面
 的需求，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为了方便学科
 用户，我们将培训地点均设在各学科的所在院系，如2007年
 开展的“走进院系”培训，2008年开展的“每周一讲”、“半月讲

 坛”等。培训内容包括馆藏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常见问题，信
 息检索技术与知识获取方法，专题数据库检索及信息传递服

 务系统使用方法等。培训讲授由分管副馆长、相关对口学科
 的学科馆员及数据公司工程师等。通过培训不仅使学科用户
 能准确、快速获得信息，而且也让学科用户在需要学科信息
 资源时首先想到图书馆和学科馆员，甚至有的学科用户称学
 科馆员是他们的“科研秘书”。



4.6 学科化服务获得的四项实效


 

为了使学科化服务有效实施，我馆把信息资
 源整合作为学科化服务的基础和源泉，六年
 的探索，效果甚佳，具体为以下四个方面：




 

4.6.1 图书馆得到了发展


 

学科化服务体现了创新，体现了图书馆科学
 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是图书馆学科资源的扩
 充、服务绩效增加，而且是一个质的飞跃。
 通过进一步关注学科用户、整合资源，构建
 平台，强化能力、完善管理等一系列的探索
 和实践，使图书馆在学校教学科研中的地位
 得到提升，图书馆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4.6.2 开放服务赢得社会的认可


 

随着高校图书馆逐渐加大向社会开放的力
 度，为区域经济服务，传统的优势领域将逐

 步被打破。在实施学科化服务过程中，我们
 开放视野，审视环境，突破瓶颈，使学科化
 服务更具有把握学科用户需求的能力。用开
 放的管理机制获取社会各类资源，使学科化
 服务很快融入了学科的教学科研，融入了区
 域经济建设中，开放服务赢得了社会的认

 可。




 

4.6.3 资源整合获得增值


 

基于信息资源整合是体现实际的使用价值的
 服务。我们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的增值不仅
 体现在学科化服务的回报效益上，还充分体
 现在为区域服务的经济效益上，这种增值成
 为推动学科化服务创新的内在动力。




 

4.6.4 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


 

资源整合的学科化服务强调信息技术的推动作用，
 学科馆员是占资源整合与学科化服务的主导地位。
 学科化服务的落脚点是学科用户，是满足学科用户
 需求。在学科化服务时，我们不仅关注学科用户的
 需求，也关注学科馆员能力与智力因素的发挥，由
 于在工作与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学科馆员综合素
 质得到提高，凝聚力增强，密切了与学科用户的沟
 通协调，营造出一个宽松的环境。



5建议与对策




 

在研究的同时，笔者也对制约信息资源整合
 的学科化服务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主要障
 碍因素有6个方面：即图书馆内部管理制度的

 制约、信息资源共享程序的制约、现有技术
 水平的制约、学科馆员复合型素质的制约、
 文化制约及经费制约等。针对目前图书馆的
 共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4个方面的工

 作：



5.1 完善图书馆内部管理制度


 

在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起步较晚，展开的图
 书馆不多，还尚未形成一个较为成熟有效的服务体
 制，因此，完善图书馆内部管理制度，建立适应学
 科化服务的管理模式就显的尤为重要了。在学科化
 服务的环境下，图书馆领导者应改变以往的工作理
 念和工作方式，应将学科化服务的工作及决策权下
 放给学科馆员，让他们去创新工作。在管理方式

 上，要协同管理，使各种信息融为一体，为更深层
 次的学科化服务，提供人力资源及完善的制度保

 障。



5.2 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


 

统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专业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是各高校
 图书馆立足发展，创新服务的源泉，但有部分馆对共享平台
 建设的紧迫性认识不到位，图书馆各部门配合协作不很默

 契，严重影响了资源服务与利用的效率。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应该是学科馆员和学科用户进行联系的知识平台，既能揭示
 馆藏资源，也能随时链接学科导航资源，既是学科资源的组
 织管理平台，又是学科信息发布和推送的平台。它能及时跟
 踪学科用户的各种需求，迅速切换到与需求对应的学科用户
 的信息环境。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集网络资源、知识挖掘、定
 题服务、学科导航等智化服务为一体，是学科化服务的多功
 能平台。因此，高校图书馆要把资源共享认识提到更高层

 面，组织全馆人、财、物，加快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



5.3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学科馆员



 
学科馆员是学科化服务的承担者，他们素质是学科用户认可学科化服务

 的关键因素。提高学科馆员素质。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图书馆人

 才战略实施的重要任务。因此，图书馆应根据学科馆员的整体素质，制

 定人才发展规划。①开展职业培训，加强学科馆员继续教育，要求学科

 馆员结合专业工作学习相关技术，更新知识，适应信息化、网络化时代

 的要求。②为学科馆员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要通过在职进修、参加学

 术会议、参加专业培训等提高素质。③深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进课堂

 听课，协助学科用户科学研究。学科馆员应了解学科专业知识，增强服

 务的针对性和性。④自主学习。学科馆员要多读专业书刊，了解学科前

 沿动态，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要多参加相关的学术活动，撰写专业论

 文，承担并参与科研课题，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⑤激励促才。图书馆

 要制定学科馆员工作的评价体系，对学科馆员进行全面的业绩和成果考

 核，对超工作量部分、创新工作、获奖等给予适当奖励，以激励学科馆

 员成才，营造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



5.4 加强图书馆文化建设



 
图书馆文化是图书馆在长期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本

 馆特色的一套工作作风、价值理念、行为方式，以图书馆精神和管理理

 念为核心，能够凝聚、激发馆员归属感、积极性、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

 论。图书馆文化规定了馆员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植根于图书

 馆内部的精神的载体，它可以促进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管理与发展，也

 可以使图书馆馆员拥有共同理想、共同精神、共同价值观，能严格遵守

 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图书馆文化作为一种人本管理思想，使管理和文化

 相结合 ，以培育先进文化为核心，以文化手段满足馆员需求为目的，以

 提高图书馆的向心力、凝聚力，以创造力为动力，提高馆员的综合素

 质，促进馆员的全面发展，打造精品，树立形象，培养图书馆的核心竞

 争力，因此，图书馆文化与学科化服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良好的图

 书馆文化为学科化服务资源整合与共享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它可以提高

 学科馆员的凝聚力、诚信度，学科化服务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合作能力，

 同时，学科化服务也促使图书馆文化的建设与革新。




 

总之，开展学科化服务使我馆的服务形象、
 服务能力、服务品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向
 心力、凝聚力、竞争力得到提升。学科化服

 务工作刚刚起步，对学科化服务的研究任重
 而道远！



谢谢！！



学科化服务在我馆的应用与实践
——打造具有鲜明涉外型特色的学科化服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李敬平



学科化服务的内涵及作用

图书馆传统服务：按文献工作流程组织信息

学科化服务:按科学研究组织文献信息

推动图书馆的服务转型：以物理为中心→

以读者为中心



●教育部印发《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教学、科研条件居国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支撑相关学

 科的能力，有良好的图书文献和现代化信息保障体系

第九条：各国家重点学科所在单位要加强对国家重点学科的实验室、现

代化信息环境、图书文献等基础设施和条件的建设



CRIO介绍我馆的学科化服务

C(Collecti 
on)馆藏建

 设

R(Refer 
ence)参

 考咨询

I(Instruct 
ion)教学培

 训

O(Outre 
ach)院系

 联络



C(Collection)——馆藏建设

我馆的馆藏特色：丰富的文学、经贸、管理、法学及中
 外文网络数据库



构建馆藏资源体系：

★读者荐购、教师按学科建设需求协购相关学科专业图书

★向重点学科专业教师发送选书单、聘请相关专业教师圈
 选该专业的必读和选读书目

★举办专题书展

★组织师生外出现采图书

★收集整理本校教师著述及教材

★中英文并重的经管法采购政策



R(Reference)——参考咨询

• 组织建设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导航库；

• 发布校长决策参考、企业圣经、货币金融、宏观经济
 等学科专题文献；

• 开通CNKI的个人数字图书馆,开展一对一辅导；

• 发起并加入了全国外语院校联盟；

• 加入区域联盟——广州天河九校联盟；

• 学科联系馆员；



I(Instruction)——教学培训

• 针对全校55个专业按学科门类制定培训计划，并下到
 学院进行专题培训

• 联系数据库厂商，结合我校学科专业进行专题数据库
 培训

• 针对信息学院开设《经济情报检索》课程；



O(Outreach)——院系联络

•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 图情教授联系会议



工作设想

• 针对性的学科信息推送；

• 重点学科专业的开放式教学参考资料系
 统建设

• 涉外型专家知识特色馆藏资源库



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Thanks!



-- 发表於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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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发展



 
提供给法律学院之服务



 
提供给商学院之服务



 
科研成果发表之特性



 
图书馆支援学术研究与推广学术传播的角色



 
展望未来城大之学科化服务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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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based library services at CityU


 
For law users



 
For business users



 
Academic publishing: Science vs.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Library’s role to support research and to promot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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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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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学院简介


 

图书馆的法律典藏


 

图书馆提供的法律学科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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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学院简介

在职教师约50人
学生11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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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学院简介

设有以下课程:
本科

双学士

法学专业文憑

法学硕士

法律博士 (Juris Doctor)
法学博士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為內地現職法官開設碩士學位課程及中國高級法官研修

 班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6




 

城大法学院简介

常设研究中心：

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

香港海事及运输法研究中心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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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组概况



 
设有座位 300 多个，辩论练习小间



 
无线上网、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



 
图书馆员共 7 人 (专业馆员: 1 人，一般职级: 6 人)



 
每周提供七天柜台服务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8




 

法律典藏特色 – 纸本资料包括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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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书籍



 
香港及中外法规



 
香港及中外案例



 
教科书



 
参考书



 
法律全书

共 120,000 多册

定期刊物



 
香港及中外期刊



 
香港及中外法规汇编



 
香港及中外案例汇编



 
活页工具书

共 630 多种




 

法律典藏特色 – 电子资源包括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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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39 种

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律信息网)
HeinOnline
iSinoLaw.com (中华法律网)
Lawyee.net （北大法意网)
LawInfoChina
Lexis.com
LexisNexis Academic
Westlaw International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资讯行

.

.

.

电子期刊/电子书/电子论文

已编目的有
 

19,000 
种。

以英语为主，中文电子

书亦慢慢增加。




 

法律典藏特色 - 特藏书库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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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w Special 
Collection



 

1987 年成立



 

源起於伦敦大学一位学者 (Mr. 
Victor Tunkel) 的私人真藏



 

之后从各方搜购相关资料



 

现存有 1,811 册



 

主要为十九世纪及之前英国法律

 典籍

中国法律史特藏



 

源起於政法大学及多所国内法律图

 书馆之慷慨捐赠



 

1998 年正式成立



 

图书馆继续购买及收集相关资料



 

现存有 2,600 多册



 

主要以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

 史與中國法律文化史為主





 
法律组典藏发展工作



 
把老师的教学及研究范围记录在案，邀请相关老师参与典

 藏发展工作



 
协助法学院设计法学书籍的 book approval plan



 
图书馆员主动填补典藏中不足之处



 
评估纸本及电子资源，然后向法学院、图书馆提出订购或

 删除之建议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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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图书馆工作坊



 
为法学院师生提供训练，教导他们使用及引用法律文献的

 技考



 
在设计培训课程中，与法学院紧密合。 按个别学科所需，

 设计合适的课程



 
2009-10 年度一共提供了


 

59 节
参加人数达到1,482 人次

共用了8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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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学科参考指南


 

Students’ Guide to Legal Materials of Hong Kong


 

Students’ Guide to Legal Material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udents’ Guide to Legal Materials of the United Kingdom



 
搜罗及整理互联网上之法律资讯，提供给读者参考



 
编制网上图书馆工作坊，Law Section Online Tour



 
参考咨询服务


 

解答学生提问


 

协助老师做研究工作


 

2007-08: 10,929


 

2008-09: 8,684


 

2009-10 (30/04): 7,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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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商学院简介


 

图书馆的商学典藏特色


 

珠三角及长角资讯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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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商学院简介

包括以下几个学系



 
市場營銷學系



 
會計學系



 
經濟及金融系



 
資訊系統學系



 
管理學系



 
管理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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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商学院简介

提供本科及研究院学位



 
2009-10年度有5240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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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商学典藏特色 – 纸本



 
经济、金融、会计、管理等教科书，以英语为主



 
香港上市公司年报



 
中国各省市年鉴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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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商学典藏特色 – 电子资源



 
经济、金融类



 
商业管理类



 
会计类



 
中国经贸、产业研究



 
中国统计数据: 华通人商用信息、搜数网、中国统计年鉴

 全文数据库等



 
珠三角及长三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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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及长角资讯服务中心简介

资讯服务中心 收录有关两地区林林总总不同形式的资源，
 宗旨是向学术和商界人士提供第一手优质资讯。服务对象不

 只限本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亦包括世界各地对珠江三角洲及
 长江三角洲感兴趣的人士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20




 

珠三角及长角资讯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



 
资讯增值服务

Table of contents project 



 
建立 information portal，为读者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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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及长角资讯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



 
举办专家讲座，凝聚大中华经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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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及長三角資訊服務中心過去曾舉辦之研討會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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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講者

10/11/2009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鄒至莊教授

13/08/2009 國際金融危機與中國產業轉型升級 黃先海博士

05/06/2009 台中縣社區總體營造的經驗分享 黃仲生先生

21/05/2009 兩岸三通帶給內地與香港的機遇與挑戰 汪同三博士

18/05/2009 中國的高等教育及其質量保證 楊志堅先生

20/03/2009 珠三角都會區發展：挑戰與機遇 胡定旭先生

24/07/2008
China's Energy &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鄒至莊教授

05/06/2008

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Political &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with 
the Mainland

蕭政教授




 

珠三角及长角资讯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



 
举办跨学科活动

2005 年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在香港举行，图书馆
 配合法学院的研讨会，举办国际贸易、投资及相关法律的

 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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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研究存在着固有的地域局限性。尽管

 现今网络技术发达，资讯传播速度迅猛，但是内地、香港、
 台湾在人文社科的学术成果仍未能广泛地由地方性跨越到全
 球性的学术社群中。图书馆的法律典藏

2010/6/2香港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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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更多学科指南，涵盖大中华经贸资料，包
 括纸本及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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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平台，让学者专家研究有关大中华经贸的
 各种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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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问题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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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交流： 

 

“学科化服务”相关问题的思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  黄孟黎 

 

一．学科化服务——观念与实践 

1．“学科化服务”是近年来在国内外图书馆界广泛流传的一种图书馆新型服务模式的概念。

与传统的图书馆模式相比，学科化服务不再以传统图书馆的主体——文献资源来组织服务，而

是以用户为中心，按照用户对象的学科、专业或主题来组织服务。这一种服务模式尤其适用于

大学图书馆。 

2．“学科化服务”的目标与传统图书馆的区别：传统图书馆的服务目标是为用户提供文献、

信息、数据或知识，而“学科化服务”则重在专业化、个性化、多样化，集成式、分布式的服

务，面向学科领域，并强调融入学校教学、科研的动态过程。它将文献信息的发现、搜集、获

取、分析、整合、重组、应用等作为后台支持，为学科用户提供超越资源范围的“助理”式服

务。 

3．学科化服务应用于图书馆各方面，必然引起系列改革或创新： 

1）学科化服务应用在大学图书馆战略目标的确定上，必然要思考图书馆在学校的定位与在学

校教学科研主流中的价值问题。在网络化、信息化社会对大学形成的巨大冲击的环境中，大学

校园读者，尤其是研究型读者对图书馆资源及服务依赖程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已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大学图书馆在学校的价值与作用受到挑战，许多图书馆人越来越感觉到危机。——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图书馆馆长Paula Kaufman教授的研究课题“大学图书馆投资与回报”（University 

Investments In the Library: What’s the Payback?）可以给我们这方面的启迪与借鉴。 

其课题研究目标是：图书馆花费的每一个美元，学校可以得到X倍的回报----通过计算学

校对图书馆投入能获得多少回报来衡量投资效果,从而揭示图书馆在为学校获得超出校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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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图书馆与它的馆藏在学校收入生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贡献，

并以此研究来证明图书馆与学校资金活动之间的关系，使学校领导切实感受到对图书馆投资的

意义与价值。 

2）学科化服务应用在校园读者、特别是研究型读者的需求变化分析上，必然要思考如何研究

用户和研究“以用户为中心”的问题。伊大图书馆教职馆员科林教授的研究课题“以用户为中

心的图书馆服务”可以给我们这方面的参考与借鉴。 

其研究要点与发现如下（部分）： 

●要研究用户，看看他们是谁？在高校有教师、研究生、本科生，有文、理科生等等，想

法各异。所以，要将客户进行分类，分类后还得重新设计服务方式，因为用户需要不同的服务。 

●现在的用户往往是先上网，再找图书馆。（如果图书馆不能给用户所需要的东西，或者

用户知道的比你还多，别人今后就不会再来找你了。） 

●图书馆变化中丢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如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设计等，这些都应该跟着

变化走。 

●在美国有一部分人不做图书馆的一般业务性工作，而专门做项目，研究如何改进工作。

我鼓励我的员工每周有一天不上班，就在家里“胡思乱想”，然后提出建议或改进的办法。如

此一来，每年都能提出10000多条建议。 

●图书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要自问我们是不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图书馆？每周都应静下心来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用户和非用户，将来的图书馆会变成档案馆或博物馆，仅仅只是收藏

资料的。 

●用户其实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图书馆，所以我们要主动去寻找用户。 

●用户在查找资源时总是会寻求如何便捷地找到，如果太费事，往往就会放弃。所以要考

虑节约读者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真理。google就很快掌握了这条真理，想了几招去满足客

户的需求。如将其检索结果按“重要---﹥非重要”来排序，用户只要看前面的几项结果基本

 2



就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了。又如微软推出bin功能，比google更进了一步，将检索结果关联

后做成表格，让读者一目了然。 

3）学科化服务应用在大学图书馆管理上，必然要思考当传统的组织架构已不能适应新的服务

模式时，应该构建怎样的组织机构、空间布局、服务体系、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评估考核机制

等问题。 

传统的图书馆机构不外乎以“管书”、“管人”的模式来组织。一是按资源加工与提供利

用的流程来设置机构，如采编、流通、阅览、技术、咨询等部门，有的还会分得更细，期刊部、

数字化部、采访部、编目部读者服务部等等；二是按照工作或岗位的不同要求来设定馆员，如

图书外借馆员、阅览室管理馆员、技术馆员、采购馆员、编目馆员、咨询馆员等。 

在学科化服务模式下，这些传统的机构职能及馆员身份必然要发生重大改变，以学科专业

读者为对象的服务，要求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层次和界线，模糊原有的固定概念，按照学科化

服务的要求，建立宽口径的“大部门”，如突破传统借阅概念的“读者服务部”，突破传统采

编概念的“文献资源建设部”，突破传统咨询概念的“学科化信息咨询服务部”和突破传统行

政管理与技术概念的“图书馆运行保障与支持部”等等。 

传统的图书馆空间布局及馆藏资源组织基本上都是以文献、信息资源的外在形式或载体形

式来组织的。走进一个图书馆，我们看到的，不外乎是“图书阅览室”、“期刊阅览室”、“报

纸阅览室”及“电子阅览室”、“多媒体资料阅览室”等等，对于研究型读者来说，他想要获

取关于本学科或专业研究的完整资源、信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近年一些新建的大学

图书馆正在考虑打破传统的馆藏布局模式，打造适应学科化服务的新的资源组织体系来作为满

足学科化服务要求的实体空间，将图书馆资源按照学科专业集中布局，或按馆舍划分，或按楼

层划分，在一定的空间里，用户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特定学科或主题的所有种类、所有载体的资

源。武汉大学图书馆在新馆建设中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在为此而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绝大多

数的馆长或专家都态度鲜明地支持其馆藏布局方案中按照学科化服务模式组织馆藏资源这一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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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服务体系一般呈“分割”式建立，流通外借处只管借还书，阅览部只管把读者看好，

把书刊看好、整好，服务主动一点的馆员还能为读者找找书，差一点的就什么也做不了；采编

部只管选书、买书、分编、加工，至于这些资源到了它听去的馆藏地点后读者的利用情况基本

无暇顾及；而信息咨询部往往因工作杂乱无方向而陷入被动之中。要适应学科化服务的模式，

服务体系的改变致为关键。在新的馆藏布局和组织机构建立后，打破馆员身份界线，重新设计

部门及岗位职责，要求每一位馆员都能承担起学科化服务的任务非常必要。这里又牵涉到另一

个问题，在图书馆中为数众多的服务在传统图书馆流通、阅览等部门的馆员精神懈怠、心态消

极、感官麻木、观念僵化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就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守阅览室、煎熬时

间的过程中消磨了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图书馆管理者，有时候我想到这些，就感觉扎心般的

疼痛！学科化服务模式的引进要求馆员不再如过去只守好自己的岗位，而要在自己所“管辖”

的资源范围内扮演“学术助理”、“学者助理”、“研究助理”和“学生指导者的角色，要让

他们明白咨询服务并不只是咨询馆员或学科馆员的事，也是他们的份内工作。这样可以从一定

层面激活这些馆员的工作动力，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使他们感觉有事做，有问题思考，有价

值，有工作成就感。 

谈到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许多馆长都有许多的无奈。从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普

遍现实情况来看，图书馆人员队伍的建设、人才团队的打造和馆员考评机制的改革等，并不是

我们从事图书馆管理的人想要怎么改革就能做到的，它与社会、学校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现有

的队伍中，多年积重难返的“收容站”式的人员结构往往无力改变，而在现有人员条件下，要

实现学科化服务，要求馆员提高素质与专业能力很难，尽管近几年各馆都相继引进了一些硕士

以上毕业生来改善人员结构，但杯水车薪，很难在短时期内收到效果。理想的模式应该是，馆

员队伍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学科化服务基础队伍，由在校研究生、本科生组成，可以是志愿

者，也可以是学生工，主要承担为读者提供大学科或泛学科范畴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及知识

资源服务，为学生读者解答图书馆利用及查找资料等方面的咨询问题，同时承担所在馆大部分

文献资源上架、整理、排序等管理工作；其二为学科化服务保障队伍，由本科以上学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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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信息管理及计算机网络等相关专业背景的馆员组成，主要承担实现学科化服务的保障任

务，包括行政管理、文献资源采编、计算机网络管理、设备维修、应用系统开发、数字图书馆

建设等，并承担学科化服务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调配、业务关系协调、网站建设与管理等任务；

其三为学科化服务专业队伍，由具备各学科专业背景、硕士以上学历、有兴趣于研究学科化服

务、有事业心且想有获得职业成就感的愿望，同时也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能力、研究能力

的馆员组成，主要承担所在馆学科化服务的主体工作。这些工作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咨询馆员、

参考馆员、指导馆员和学科馆员的范围，所从事的工作具备“第二代学科馆员”的特征：融入

教学科研一线，嵌入教学科研过程。 

    学科化服务正在向我们走来，尽管这是一个还在经历研究、探索的理念，但可以预见，很

快它就将走进我们的图书馆，成为新时代大学图书馆的常规服务型态。 

 

[参考文献] 

1） Paula Kaufman:  University Investments In the Library: What’s the Payback? A Case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Prof Cochrane:  User-Center Library Service. 

 

二．“泛在图书馆”理念 

“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场所到一个场所作为图书馆” （伊大图书馆馆长：Paula Kaufman：Trends in 

U.S. Academic Libraries.）----这里表述的是传统图书馆概念的扩散与注入，所谓“泛在图书

馆”是也。“泛在图书馆”的概念也是在最近一些年出现并流行起来的，许多作者撰文对其概

念、定义、特征等作了广泛的论述与研究，但通俗地说，所谓泛在图书馆，就是普遍存在、无

所不在的图书馆。这是一种真正“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从用户及其需求出发，并追随其需

求的变化，随时随地将图书馆服务融入用户的学科化研究生活之中，这种嵌入式的服务贯穿于

用户的科研和学习的全过程，完全突破了传统图书馆与用户的概念，在与用户近距离的服务之

中体现出图书馆的价值与作用，是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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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在图书馆”的本质是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有专家认为，泛在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角色

应该是信息环境的“战略顾问”、排忧解难的“社区民警”、提供全方位呵护的“私人医生”、

善于推广知识和技术的“农业推广教授”、精于运用市场营销策略的“市场营销专家”、长征

路上播撒火种的“工农红军”、具有综合管理能力的“图书馆馆长”等。笔者认为，在大学，

泛在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角色还应该是：学生课外学习助理、教师教学助理、学者科研助理、领

导信息助理等。 

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突破了实体围墙的限制。传统图书馆的统计非常注重读者的到馆率

及借阅率等数据，最近几年，各馆这两种统计数据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记得在经历了多

年的读者到馆率及借阅率年年上升之后突然出现下降的拐角时，从领导到馆员都不同程度地出

现了恐慌心理，并不是图书馆将无人来访的危机感，而是苦于在每年度上报学校的总结中如何

向校领导交代。然而，在网络信息时代潮流的强烈冲击下，传统统计数据的逐年下降却逐步成

为常态。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用户对图书馆的利用或依赖下降了呢？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答

案是否定的。比如在我们学校，几乎 90%左右的教师很少或基本不来图书馆，但对图书馆数

字资源和学科馆员提供的对口服务却呈现出越来越依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将实

体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场所”，它提供的是看得见的服务，它能统计出来的是显性读者；如

果将教师的办公室、教师或家庭作为一个“服务场所”，图书馆提供的就是泛在化的服务，其

服务的对象和工作量往往难以统计。所以，可以想见，传统图书馆的统计指标、统计方式，甚

或工作考核指标也将会随着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而发生重大变革，否则，统计或考核的结果就

没有意义。 

有人曾经预测，随着网络的发展和信息获取方式的越来越便捷，读者或用户将逐步抛弃

图书馆，而图书馆也将越来越远离读者或用户，最终成为一座“空城”。“泛在图书馆”的兴起

将会终结这个“传说”，当图书馆无所不在、图书馆服务不受时空限制直接延伸到用户所在的

任何场所、图书馆“助理”融入或嵌入用户生活之中的时候，谁还能再说“我们不需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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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丽华 赵才昌。泛在图书馆理念下的学科化知识服务研究。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1期。 

2）范广兵 初景利.泛在图书馆与学科化服务.图书情报工作，2008（1）：105－108. 

3）王丽.论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与学科馆员自我塑造.图书馆，2009（3）：33－37。 
4）陈维军 李亚坤.泛在知识环境下的图书馆.图书馆杂志，2006（9）：3－6. 

5）李春旺。学科化服务模式研究。图书情报工作， 2006. 50(10) :14 - 18 

 

三．图书馆员角色的转变 

看了多篇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角色转变的研究文章，绝大多数谈的是在网络、信息、知识时

代，图书馆员应该由过去的传统资源提供者转变为信息资源的组织和管理者、信息资源导航员、

信息资源利用的教育者、利用信息技术的专家，或者说图书馆员是知识的保存者和管理者、图

书馆员是知识领航员、图书馆员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者、图书馆员是一名教育者、图书馆员是

一名研究学者。也有人说信息数据库建设者和信息资源导航者、学科化个性化知识服务的提供

者、图书馆资源和高校科研教学的纽带，等等。 

但我并不想从大家都认为的图书馆员的时代角色的角度来论述图书馆职业角色的转变，而

是想从图书馆员最本质的角色来叙述我的观点.。什么是图书馆员最本质的角色？搜集、保存、

管理、提供文献资源，或者信息导航、资源建设、教育指导等，说的都是图书馆员在不同时代

所应该承担的工作与职责，而这些工作或职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图书馆员最本质的角色是服

务者，而不是长期以来许多图书馆人自认为的管理者。组织建设信息资源是为了提供给用户利

用，信息导航、教育指导是为了帮助用户更好地获取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源，这一切都是在为用

户服务，图书馆员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服务者”的角色。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图书馆员的职业角色变得越来越单一和单调，特别是文革后

进入图书馆的一批员工，基本上将图书馆工作定位于管书、管人的”管理者”，其角色意识不知

不觉发生错位，而绝大多数人却浑然不知，甚至以为“管理者”就是图书馆员应有的职业角色。

------在“管理者”角色意识引导下，馆员过于追求对书刊资料的有序化管理，不能容忍任何乱

架，甚至不希望读者去架上取书、用书，把书”供”起来管；许多馆员习惯了苛刻地对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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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象”，设置过多的约束条款把读者“圈”起来管。在这个“双管”的过程中，馆员逐

渐将图书馆或工作场所视为自己的“地盘”，不论书或人，进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安排，许

多馆读者与馆员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久而久之，图书馆在校园读者心目中成为一片冷漠

的孤岛。许多读者想到图书馆，就是一个借借还还的地方，很少将其与自己的学习、教学、科

研联系起来。进入90 年代后，许多图书馆领导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致力于将工作的重

点从以资源建设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读者服务为主。而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却大部分来自

我们的馆员，因为馆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将自己管理者的角色一下子转变为服务者。曾

经就有馆员对我说，如果说读者是上帝，那我们是什么？说我们是服务者，那谁来管这些书？

馆员的角色意识到这种程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了，正如科林教授在“以用户为中心

的图书馆服务”研究中指出的：图书馆员想法的转变也很漫长；改革也是需要时间的。 

图书馆员角色的转变其实也是一个职业观念的转变，这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需要我们领

导者去倡导、引导和指导。另外一个促进馆员角色意识及职业观念转变的重要的因素是在图书

馆战略规划、发展目标、管理模式、服务方式、岗位设置、工作职责、藏书建设、馆藏布局、

数字化建设、机构组织、教育培训、活动策划等各项工作中由过去一切从图书馆或馆员的需要

出发改变为一切从读者或用户的需要出发来考虑，这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设计

与组织、实施。比如，我们的战略规划与发展目标要与学校的规划目标一致，而不是脱离学校

教学科研发展的主流自成一体；我们的管理模式要适合校园用户最大程度地利用图书馆的需

要，现在则还要考虑“泛在图书馆”及“学科化服务”的需要，而不是只考虑图书馆管理的方

便和需要；我们的服务方式要符合现有读者用户和潜在的读者用户的需求，“事物总是会变化

的，服务也需要重新设计”，以更加人性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去贴近读者，服务读者，

而不是去要求读者适应我们的方式，跟着我们的规则转，“学科化服务”就是这样一种颠覆了

传统观念的新型服务模式，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最好的体现；我们的馆内机构设

置、岗位设置、工作职责等等都要考虑怎样有利于为读者服务；我们的藏书建设与馆藏布局、

数字化建设等等也都要从读者用户的需要出发，研究如何为读者提供优质、高效、有用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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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且为读者用户更为严重便利地获取这些信息或资源提供保障；也就是说；“只要以

读者服务为中心，做什么都行”（Prof Cochrane:  User-Center Library Service）。 

在这样的环境中，馆员的观念及角色意识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改变，由最初的“要我改”

逐渐变成一种职业习惯与行为，一旦适应或认可了自己的“服务者”的新角色，绝大多数的馆

员会在服务职责和工作中体会到自尊、自信以及职业成就感与职业荣誉感。这方面的例子比比

皆是，此处就不一一列举。 

在“学科化服务”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员“服务者”的角色意识将更加突出，这里的“服

务者”已不单指在实体图书馆内为到馆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更指在所有可视为图书馆的场

所（甚至是虚拟的）为所有非到馆的读者用户，特别是学科专业背景的读者用户提供服务，扮

演学生课外学习助理、教师教学助理、学者科研助理、领导信息助理等更深层次、更专业化、

更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张苏里。高校图书馆员职业角色转变的思考。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2）徐丽亚，刘小华，周 虹. 重析高校图书馆员的社会角色与职业价值. 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第1O卷第4

期2009年12月。 

3）许晓斌。论图书馆员职业角色的转变。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年第l8卷第l6期。 

 

四．第二代学科馆员 

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指出: “一个图书馆成败的关键在于图书馆工作者。 

学科馆员是“学科化服务”的实施者。学科馆员服务与学科信息共享空间服务、学科信息

门户服务、学科知识库服务及学科分馆服务共同构成“学科化服务”的完整模式，而其中，作

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科馆员以其具备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信息整合能力异己学科化的服

务能力成为学科化服务模式中的保障者。“第二代学科馆员”是指具有某一学科或几个学科独

立的科研工作能力，并精通图书情报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能为相应学科提供高层次的、精准

的文献与信息服务的学科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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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学科馆员”与“第二代学科馆员”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代学科馆员能根据其学

科研究人员的需要提供服务，完成科研人员交给的服务任务，这种服务发生在研究人员的需要

之后；第二代学科馆员则能根据本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提出前瞻性的服务，这种服

务常常先于研究人员的需要发生。这种区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两代学科馆员的素质

与科研能力明显不同。第二代学科馆员不仅熟知他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具有这门学科的自主创

新能力、独立的科研工作能力。如果把传统的以联络人为主要特征的学科馆员称为第一代学科

馆员的话，那么以融人一线、嵌入过程为主要特征的学科馆员可被称为第二代学科馆员。其二，

两代学科馆员的服务方式与服务能力不同。第一代学科馆员制度主要基于传统图书馆的组织机

制与用户需求，依托印刷型文献资源和手工服务方式；第二代学科馆员制度面向数字化、网络

化信息环境，以数字图书馆为依托，充分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 

第二代学科馆员的应具备的核心能力： 

1）泛在化的服务能力。学科馆员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提供给用户所需要的知

识与信息的服务能力。这一能力的服务理念是从以图书馆为中心转移到以用户为中心。传统图

书馆十分强调吸引更多的读者到物理的图书馆中来，利用馆内的资源和服务。但是数字化、网

络化的信息环境带来的是用户需求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大改变，用户与物理的图书馆越来越疏

远。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在本地、在桌面、随时随地地获取信息。当今的图书馆为适应这样一

种变化，正在突破图书馆围墙的限制，将服务延伸到任何有用户的地方，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

和无所不在的服务，模糊和淡化图书馆的传统边界，创建一种预示未来发展前景的“泛在化图

书馆”。泛在化的服务能力是第二代学科馆员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包括多点服务能力、需求满

足能力、深度服务能力、全程服务能力、明确的责任承担能力、全面的顾问能力和深厚的计算

机应用能力等等。 

2）学科研究的教练指导能力。学科馆员应对某一学科的研究指明正确的研究方向并给予

恰当跟踪服务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某一学科具有相当深的造诣；其

二是能熟练运用这一学科研究所需要的各种图书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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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研究方向的指导能力。第二代学科馆员对自己所要对口服务的学科，能够深入进

去，了解这些学科的历史与发展趋势，为读者提供最新的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和前沿信息。能

以科研合作伙伴的角色深入到科研一线，面向重点科研用户，主动与科研用户保持密切联系，

了解学科需求，密切跟踪学术研究动态与学术前沿，利用信息分析工具，对学科发展现状、比

较研究和发展态势等经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给用户的科研战略指明方向。从泛在图书馆的角度

看，只有第二代学科馆员用户能始终不弃，第二代学科馆员作为其科学研究重要的合作伙伴，

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知识化的服务，并将这种服务渗透到课题预研、课题申请、课题研究、

成果发表、课题结题、课题评奖以及社会影响评价等科研的务个环节，提供融入科研过程的全

程式知识服务，为其学术交流活动提供有效的知识环境构建。 

4）跟踪服务的能力。“第二代学科馆员”服务强调在学术交流的背景下，从用户的立场

和需求出发，融入教学科研一线，嵌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提供学科化、个性化、知识化的服务，

提升用户的信息能力，为学习、教学、科研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保障环境。用户在哪里，服务就

在哪里；用户需要什么，学科馆员就提供什么；深入到教学和科研之中，面向用户问题的解决

提供方案和对策；注重用户信息环境的构建和与用户交流，实行全程跟踪服务；学科馆员自为

主体，主动或协调解决所有相关的服务问题；充当用户的整体信息环境的战略顾问，为用户提

供家庭医生般的呵护；利用网络平台，与用户建立紧密互动、形影不离的服务关系。（李文革。

学科化管理———高校图书馆的战略选择。《图书馆学刊》 2009年3期） 

5）学科的团队服务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第二代学科馆员需要有更高的团队服务意识。

学科服务是一个全馆参与的整体工作，要靠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与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取得实际成效。第二代学科馆员要有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泛在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应该是一个

具有新的组织结构、在功能上相互协作的团队式工作模式，只有这种工作模式才能形成以各种

类型人员和部门结成的服务网络，体现泛在图书馆的服务特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为

科研人员提供跨地区、跨学科领域的系统化、深层次的学科服务。。这种团队式的工作模式包

括学科馆员之间的协同、不同部门间的协同、不同图书馆间的协同、总分馆间学科馆员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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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协同。因此，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克服一切组织过程中的困难保障学

科研究任务顺利完成的耐心，对二代学科馆员来说尤为重要。 

6）学科的独立研究能力与贡献。是指第二代学科馆员作为特定学科专家，能独立承担本学

科的某一课题的研究，对本学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并对本学科的研

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第二代学科馆员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 

充当学科联系人，了解学科专业读者需求的特点和规律； 

主持学科资源建设，制定馆藏发展规划，负责本学科纸质和电子文献采访工作，并在全馆

资源建设和服务配置中起龙头作用； 

承担专业化的参考咨询工作，提供学科咨询服务和学科文献信息检索服务； 

提供相关学科专业的读者培训，开设文献信息检索课和各种专题讲座； 

参与“学科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对学科信息进行有效整合，搭建学科导航平台或学科信

息门户； 

主动参与学科教学活动，给教师更大的信息支持和技术支持； 

充当教师、学者科研助手，提供定题定向与嵌入式、跟踪式的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 

按照上述标准，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当前真正能实施“第二代学科馆员”服务的高校

图书馆很少，这可能受制于以下因素： 

1）现有学科馆员的综合素质、专业背景、学术水平、研究能力及创新思维很难达到学科

化服务的要求； 

2）许多图书馆现有的管理体制和服务观念对学科馆员举全馆之力、调动所有文献信息资

源和人力资源为专业背景的读者提供学科化服务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3）学科化服务对象尚未形成对图书馆提供的学科化融入一线、嵌入过程的服务之主动需

求，有些教师对学科馆员的服务能力存有疑虑，使得深层次的学科化服务难以推进，形成发展

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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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馆员制度尚不健全，特别是针对“第二代学科馆员”服务的组织模式、岗位设置、

岗位职责、专业培训、能力提升、创新要求、准入及退出、考核评价、奖励激励等制度许多馆

都还在探讨、摸索之中。离建立、健全与实施尚有一段距离。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武三林馆长

主持的《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组织模式及服务模式的研究》课题对“第一代学科馆员”向“第

二代学科馆员”转型期间学科馆员制度的确定有较高的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郝朝军  王清。第二代学科馆员的核心能力。情报资料工作，2009年第1期 

徐佩方。中美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研究。现代情报，2007、12期 
 

五．学科信息共享空间 

学科信息共享空间是将IC（information commons）的空间、资源、服务三要素与学科化

信息服务有机整合在一起，实现IC与学科化服务的无缝集成，为特定或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

科研人员和学生提供该学科、专业的信息资源和信息帮助并顺利进行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交流

的信息服务模式。 

学科信息共享空间融合了IC与学科化服务的双重优势，即“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理念作

指导，依托各个学科分馆，按照学科、专业整合图书馆空间、资源、服务，提供全力支持用户

学习、教育、研究的环境并以学科馆员服务形式融入用户整个学习、研究过程，以解决用户实

际具体问题为最终目标而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模式。IC普遍依托大学图书馆总馆而建，

是面向全校师生的综合化IC服务；而学科信息共享空间则在总馆IC基础上，依托各个学科分馆，

为特定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师、科研人员、学生等提供专业化的IC服务。 

学科信息共享空间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 

其一为空间；一般由学科信息咨询中心、独立研究空间、团体协作研究空间、资源信息空

间、辅助服务和休闲空间等组成。 

其二为资源；主要指学科信息资源（各种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及网络信息资源）、设备技

术资源和人力资源（普通分馆馆员和学生助手、技术专家、学科馆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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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服务；服务是最终目的，也是学科信息共享空间吸引用户的直接原因。学科信息共

享空间服务是集传统图书馆服务与数字信息服务于一体的集成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台、媒体服

务、参考咨询服务、联合咨询服务、学科导航服务、学科定题服务、研究数据服务和用户培训

服务等项目。 

学科化IC的服务理念： 

·学科化IC服务面向全校师生，重点服务于学科高年级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教师及相关研

究团队。 

·学科化IC服务为用户识别、检索和操作信息提供技术培训，促进信息素质提高。 

·学科化IC服务以专业用户为中心，支持协作学习和科学研究，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 

·学科化IC服务面向专业问题和任务本身，促进信息利用和知识创造。 

学科化IC服务模式为学科馆员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种模式下，人才、资源

和制度的集中完善，为学科馆员制度向更专业、更精深、更系统的方向发展准备了条件。学科

馆员熟悉馆藏资源，了解图书馆内部工作流程，而且具有一定的学科专业背景，又与各学院的

师生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因此可以在学科化IC服务模式的多个环节中发挥作用，如学科化IC

服务推广、信息咨询、馆藏资源建设、信息挖掘和专业培训等，还能参与到用户相关专业课题

的研究讨论中，为师生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学科化IC服务的集中管理模式使学科

馆员、院系聘请的学科专家、其他部门人员能够重新组成学科服务团队，便于学科任务的布置

和执行，成员之间的互助协调，工作经验分享，促使学科服务整体效率的上升。 

  学科化IC服务内容： 

1）参考咨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是学科化IC服务的第一线，是连接印本馆藏和在线资源的向

导和中介。咨询服务可以帮助和辅导用户了解馆藏、撰写论文、进行科学研究。学科化IC服务

在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的同时，更注重积累咨询课题的相关资料，形成学科资料库。这种有鲜明

学科专业特色的资料库能够更好地揭示学科研究动态，成为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工具，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避免重复的参考咨询工作，实现教学辅助、信息服务与科研活动的有机结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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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化IC的服务特色。 

2）Course Resource服务：又称为Course Collection服务，即课件贮存，就是让教师上载与

课程相关的教材、参考资料、讲义、课件以及挑选的网络资源，经加工处理后，提供给学生浏

览和借阅。这实际上是一种IC课堂服务，其核心和目标是按教学信息进行馆藏文献资源配置，

这正好与学科化服务按照科学研究组织信息、支持用户学习与研究的目标相一致，因此成为学

科化IC服务的重要形式。目前，CR服务在英美等国的大学图书馆已经广泛开展。但国内由于教

师不习惯把自己的思想观点与理论体系形成的参考资料全部提供给学生，也不强调学生课外的

大量阅读，因此这项服务开展还比较困难。学科化IC服务给任课老师与学科馆员的沟通和合作

创造了条件，学科馆员可以主动帮助任课教师搜集整理课程的课件、影像等教学资料，利用IC

先进的设备和良好的网络条件向学生开放使用资源，参与课堂教学。 

3）用户培训服务：对学科用户进行关于学科化IC服务与资源的培训，可以使用户更好地了解

学科化IC，更好地利用学科化IC的资源，了解信息资源和技术的最新进展，方便学习和研究。

这种培训可以体现为专门设置的课程，或是对研究过程的指导，也包括各种网络数据资源的培

训课程设计等。 

4）媒体服务：媒体服务扩展了传统电子阅览室的服务，可以为专业用户提供在创作、演示活

动中所需的各种媒体资源和设备支持，如多媒体的放映、图表制作、扫描打印等的一般技术指

导，也为在线和远程教学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 

5）研究数据服务：该项服务通过识别、获取数据、重组数据格式为研究人员提供各种数据资

源和帮助。 

6）学科博客服务：学科博客应用Web2．0技术，由学科馆员为对应学科建立学科导航，支持按

栏目内容、学科标签等方式的浏览，提供RSS定制服务，并保持定期维护和更新。学科Blog便

于用户充分了解和利用专业信息资源，促进学科馆员与用户之间的交流，是IC学科化服务的一

部分。学科Blog可以根据学科化IC的定位设立学科介绍、学术动态、重要人物、会议预报、核

心期刊、精品课程、专业网站、学科馆藏等不同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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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合咨询服务：在学科化IC环境下，各个不同学科或综合性IC的学科馆员在线通过网络以

及专家导航系统平台，将用户和各个专业的学科专家联系起来，有针对性地为用户解答专业问

题。 

8）学科导航服务：学科导航服务是学科化IC服务组织对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归纳与组合，

即对学科知识进行序化与优化，通过学科专业网站，全方位对学科资源进行集成与揭示，便于

用户了解该学科领域的资源全貌的一种服务。 

9）学科定题服务：学科化IC的学科馆员针对用户的研究课题或学科重点知识需求，主动动提

供针对性强的学科专业化定制服务，并嵌入用户研究过程，直至课题完成。 

 

[参考文献] 

1）管进．高校图书馆实践信息共享空间的思考．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08(5)。 
2）刘晓霞 杜慧平．IC的学科化服务探索一以上海师范大学信息共享空间为例．图书馆杂志，2008，8期。 
3）李兰。学科信息共享空间：高校图书馆服务发展新趋势。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第7期总第185期  2009年

4月 

4）周秀明。高校图书馆学科化信息共享空间构建研究。万方数据--- 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学位授予单位： 兰

州大学。 

5）吴凤玉．面向学科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FJ-1．图书馆学研究，2005，(8)：29． 

6）徐凯英，刘佳，班孝林．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7，(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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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织从属：

北美学术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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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成员：

学术研究型图书馆
 

(research libraries)

• 为综合性研究导向的大学和机构

-- 有一致的研究任務，愿景和成就願望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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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学术研究图书馆协会 (ARL)
• 113所：(2009年）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美国高校总数：

• 4,861 所学院和大学*

*资料来源：美国教育部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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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 (北卡大学)简介:

• 全美最佳前5大公立大学
-- 公立 ‘常春藤’ 學府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7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全美公立 “常青藤” 大学: 最佳前五大公立大学

• 加州大学 (UC Berkeley)
• 加州大学 (UC Los-angles)
• 维吉尼亚大学(UVA Charlottesville) 
• 密西根大学 (UM Ann Arbor)
• 北卡罗莱纳大学 (UNC Chapel Hill)  - 成立

最早
资料来源: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colleges/national-top-public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colleges/national-top-public


8

• 贯称的常青藤学府: 私立学府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 公立大学的使命：

“大学的使命是作为全州学术教育和科研创新

的根基地。以服务全州和全国人民…”

• 办校的侧重点：

侧重州內需求 -- 别于贯称的常春藤大学

私立学校办学自由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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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州立大学的一般特征：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 按各州地理环境和人口需求設立分校

• 分校数量各州不同

• 各分校的学术侧重和課程內容是独立的

• 州立大学评价系統在各个分校有所不同

• 每州的州立大学都有 “旗舰分校” (flagship campus)



The flagship campu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http://www.northcarolina.edu/

北卡罗莱纳大学: 创立于1789年，共有 16个分校

10

http://www.ga.unc.edu/Admin/imagemaps/uncschools.map
http://www.northcarolina.edu/


• 学生总数： 28,916 
• 提供学位：77种博士学位, 共 300 多种专业
• 教职人数： 3,100  (全职教授: 约1000)
• 77.% 学生来自北卡本州
• 学术专业院校包挂:

– 人文, 社科学科
– 2 所医学院
– 1 所综合医院 (在教堂山校本部)
– 2 所法学院
– 1所兽医学院
– 1所药学学院
– 10 个护理学科, 系所
– 15 所教育学院
– 3 所工程学院
– 1所戏剧艺术学院

UNC Chapel Hill: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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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特色:

•
 

全国排名第一的图书馆信息学院

• Kenan 企业管理学院(Business school)

•
 

09年全美篮球冠军(NCAA)

•
 

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母校

UNC Chapel Hill: 北卡大学教堂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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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北卡的外国学生： 1,428 (2009 秋季)
– 依国籍和地区分布：中国学生人数最多

中国 (China): 338
韩国 (Korea): 178
印度 (India): 139
加拿大(Canada): 72
台湾 (Taiwan): 54
英国 (United Kingdom): 47
土耳其 (Turkey): 38
德国 (Germany): 31
泰国 (Thailand): 29
日本 (Japan): 28

UNC Chapel Hill: 北卡大学教堂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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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教堂山图书馆组织构架（2010年秋）

图书馆长 (University Librarian)
-- 副教务长 (Associate Provost for Libraries)

医药学图书馆 Academic Affairs Library 法学图书馆

Davis Library (Graduate level)

Undergraduate Library

14 specialized libraries

学术研究图书馆

*2010 秋后改制: 医药学图书馆将合并于学术研究图书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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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ffairs Library

研究型图书馆协会113名会员中，UNC 排名18 

馆藏 (2007-2008) 数量

图书 6,154,365

印刷品 90,000

微型胶卷 5,088,410

政府文件 4,000,000

手稿 15,000,000

地图 325,600

图片 1,025,555

有声资料 59,937

影像 21,404

商业数据库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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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财政支出

项目 经费（美元）

图书资料 16,322,573

装订费用 265,396

薪水/工资支出 24,835,150

行政/运营开销 4,772,687

总经费 45,38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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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图书馆员工（2009-1010）

员工 数量

专业馆员 101

职员 155

学生职员:
研究生

本科生

66
252     

总数: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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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图书馆服务基本原则:

• 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 免费获取信息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 教学自由 (Freedom of instruction)

• 用户隐私权 (User privacy)

*版权, 商业合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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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起的潮流和影响 ~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新趋势

• 大量的原始数据数位化, 技术质量日新月异

-- 全国/北美/西欧各类大型高水准文字数据化的
 工程风起云涌

 
(如Google books, Open Content 

Alliance 等等…)

•
 

用户使用电子资讯成为习惯

•
 

新生代资讯用户着的概念: 资讯没有被电子化的


 

不存在

•
 

科技资讯潮流来汹涌
 


 

3/5年是一代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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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期起感受到的冲击 ~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图书馆不再是资讯寻求的第一线
•

 
读者/用户访问数量缩减

 


 
图书馆服务的焦

 急

迫切需要确认新方向:

～

 
馆务(馆藏收集,编目处理,流通…) 能如旧

 吗？

•

 
全盘探讨服务的方针和方式

•

 
确认资讯时代中收藏/使用的概念

•

 
资讯时代,收藏重要还是使用为要? 需要两者并存吗?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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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期起感受到的冲击(2)：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
 

如何应对读者对网上资源的误解


 

急需大力推动资源数位化？

•
 

如何处理馆里多年煞费苦心收集的馆藏? 


 

馆藏收集在新时代的意义：重新思考认定方针


 

一般商业性质性的出版，早晚会搬上网上

•
 

如何显示馆藏的特点？
特殊馆藏的时代！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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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些新思潮的主要媒体：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
 

ARL年度和研究报告

•
 

OCLC 研究报告

•
 

图书专业组织
 

(ALA-美国图书协会)

•
 

美国国会图书馆政策和馆务报告

•
 

国际标准协会设立的国际化资讯处理新标准,等等

•
 

高等教育学术著作,出版和教学新趋向分析报导

•
 

主流报章杂志和有关网络的分析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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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起图书馆服务的新认识: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在各种专业报告分析研究纷涌而出中:

OCLC研究报告: 8点共识

Shifting Gears: Gearing Up to Get Into the        
Flow  （更换档次 – 大步跟进潮流）

by Erway and Schaffner

www.oclc.org/programs/publications/reports/2007-02.pdf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http://www.oclc.org/programs/publications/report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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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禧年起图书馆服务的新认识
 

～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8点结论:

1. 使用
 

vs.保存
 

使用赢!

(Access vs. preservation – Access wins!)

2. 挑选？已经做了！

(Selection has already been done）

3. 只做一次(必要再回头修改)不要一再堆积落后

（Do it ONCE (then iterate)- don’t get further behind)

4. 设方案,不设特定计划
 

:特色馆藏数字化要有使命性

(Programs not projects)


 
资源数位化和使用需要和一般馆务整合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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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期图书馆服务的新认识：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服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8点结论:

5.介绍描述特殊馆藏


 

不用执阼於特殊藏档的细节

6. 品质
 

-
 

数量相较
 


 

数量赢! 

(Quality vs. quantity -- Quantity wins!)

7. 资源探索发掘在别处发生！

(Discovery happens elsewhere)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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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期图书馆服务的新认识：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8. 兄弟,能留下一枚硬币吗?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

•
 

资源电子化工程昂贵而且数量庞大

•
 

图书馆界需要寻求不出卖自已的资金赞助

管道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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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起图书馆服务的对策和服务趋势:

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
 

注重馆藏特色

•
 

如何让读者/用户接触到这些常年精心收集来的特
 殊馆藏？

•
 

关心用户资源使用行为

•
 

服务,服务,加强服务
 

个性化!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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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服务新趋势

管理和组织上的变更
 

（1）:

•
 

重新组成馆务结构


 

改制以技术考虑为主

•
 

转移传统以收藏为重心的馆务活动和编制


 

联络员系统
 

(Liaison system)

(着重服务教学,研究,对外推廣馆藏使用

-
 

服务和收藏并重）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新世纪图书馆服务的对策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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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服务新趋势

管理和组织上的变更
 

(2): 

•
 

图书处理一贯化
 

(streamlining)

--
 

争取图书上架的实效

• 采用厂商提供的上架服务
 

(外文-美国经
 销商(YBP)-

 
始于

 
2008

• 东亚图书
 

–中文
 

2009试车

*北卡东亚图书部领先东亚图书馆界，去年和中国的

 国际图书贸易公司(CIBTC) 合作正式采用中文上架服

 务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新世纪图书馆服务的的对策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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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管理和组织上的变更
 

(3): 

•
 

北卡和中国国际贸易图书公司
 

(CIBTC)合作的特
 色：

全作业程序按照美国国会的编目标准: 

-
 

MARC21(马克21规格), 

-
 

美国国会编目准则,主题词,书目编号。

-
 

书的物理加工依北卡馆内的规则,程序：

(加磁条.罗马拼音,贴书簽,在依马克21的格
 式内制定成电子发票)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新世纪图书馆服务的对策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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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管理和组织上的变更
 

(4): 

•
 

一年内，上架服务的概念在北美东亚馆中(CEAL)
 已不新鮮.五家馆随北卡开始采用上架服务

好处：

•
 

节省图书处理的时间。书一运抵，即可上架供读
 者借用

•
 

馆员和工作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做读者服务；学习
 新技能

*目前北美非罗马文字的馆藏，只有我们和CIBTC的合作能提供符合北

 美研究图书馆需要的上架服务。（日文，韩文，俄罗斯语多数没

 有…）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新世纪图书馆服务的对策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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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管理和组织上的变更(5): 

•
 

推广个性化的读者服务

-
 

改进线上目录搜索功能，加强关键词搜索效果

的功能

（北卡的Innovative系统领先中文搜索的功能）

-
 

提供校内纸本书和文献传递服务，尤其是教授们

-
 

专业馆员配合教授教学和学生课业的需求到课堂

上讲解图书资源使用,和协助学生写报告。

-
 

加强面对面咨询服务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新世纪图书馆服务的对策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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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学术研究图馆新世纪管理服务的新趋势

管理和组织上的变更
 

(6): 

•
 

推广馆际合作开发电子资源

--注重国内和国际馆际合作开发公开共享

(open access) 电子资源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新世纪图书馆服务的对策和变化：



34

谢谢各位！

～ 欢迎到北卡大学教堂山 参观访问～

上海财经大学
5/20/2010

黄熹珠

图书馆东亚图书资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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