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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资源(OER)”建设与服务研究

———以加拿大卑诗省大专院校联盟开放教育馆员社区实践为例

□先卫红∗

　　摘要　面对全球CovidＧ１９的严重威胁,大学开放教育再掀高潮.大学图书馆如何推进开放

教育资源(OER)建设和服务是值得研究的现实命题.此文基于加拿大卑诗省大专院校联盟开放

教育馆员社区的实践,从其发挥的作用和运作优势等方面进行调研.开放教育馆员社区起着促

进联盟内 OER共建共享、承担联盟 OER管理维护、开展 OER 绩效评估、支持 OER 出版服务、
组织 OER宣传培训和搭建 OER交流平台的作用;同时,社区政策环境优越,拥有素质高、责任心

强的专业馆员队伍,擅于扬长避短,创新发展,也是其有效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国应加大政

策引导和扶持力度,组建区域性开放教育馆员社区,创建 OER 门户和 OER 共享库,不断创新

OER类型,设置专岗,结合特长有的放矢,全面加强 OER建设服务指导和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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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开放教育资

源(OpenEducationResources,OER)”是在任何媒

体中存在的教学、学习、研究或其他类型的数字材

料,在开放许可证下可以免费或有限开放访问、使
用、调整并被其他人重新分配.２０２１年,我国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深化教育改

革,推进高水平大学开放教育资源,完善注册学习和

弹性学习制度,畅通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转

换渠道[１].鉴于国内外开放教育资源建设方兴未艾

以及２０２０年以来CovidＧ１９对全球传统教育的严重

威胁,作为教育辅助部门和教育助手的大学图书馆

及馆员当责无旁贷跟上教育改革创新步伐,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开放教育资源建设和服务的研

究与实践,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提升自身地

位和作用.本文以加拿大卑诗省大专院校联盟下属

的开放教育馆员社区为案例,研究大学图书馆应如

何开展“开放教育资源”建设与服务.

１　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

现状

１．１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早期探讨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资源”
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慕课(MOOCs)服务,例如:蔡金

燕、李迎迎、胡永生、刘菡、田晓迪分别梳理了国内外

开放课程资源以及大学图书馆在 MOOCs发展中扮

演的角色[２－６].随着国内开放教育的发展,学者开

始关注国外大学图书馆 OER建设与服务,并进行国

内外比较研究,其中,较典型的研究有:赵蕾、李国

俊、张立新、张立彬、陈秀菊、汪姝辰、田晓迪等就加

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大学图书馆 OER服务

进行研究[７－１３],认为国外大学图书馆 OER 形成了

丰富的数字资源体系,并与馆藏相连接,同时在开放

教科书行动、版权等服务上取得了进展;赵艳等提出

应完善 OER质量控制和保证机制,加强证书互认和

学分互认等[１４];李欣等提出构建数据存储层、业务

逻辑层、应用服务层等三层 OER系统架构设计[１５];
徐路、高大伟、鞠红耘等解读国外图书情报领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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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１６－１８],认为图书馆员可以通过 OER与教

师合作,开展 OER的发现、推广和保存;黄燕娟认为

应实施 OER集成管理,从联盟层面合作推进 OER
平台联 合 开 发 和 开 放 许 可,引 领 成 员 馆 协 同 开

发 OER[１９].

１．２　国外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图书

馆相关学者对大学师生 OER 信息行为进行分析.
爱德华艾巴尔(AibarE)、阿卜杜拉阿尔莫巴拉

兹(AlmobarrazA)和李雪梅(LiX)分别就维基百

科、YouTube和四大开放免费资源库(SRs)的认知、
引用、利用效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促使师生利

用 OER的策略[２０－２２].二是对图书馆 OER系统开

发、构建要素与资源内容等方面进行探究.邹清

(ZouQ)探索出一种系统化的链接开放主题词表发

布方 法,并 提 出 链 接 数 据 的 四 个 原 则[２３];伊 莉

莎古尔德(GouldE)分析评价了教材、电子教材和

OER的关系[２４];孟加拉国的努尔艾哈迈德(AhaＧ
mmadN)描述了学术知识库(DSpace)和数字图书

馆(DL)系统模型及其促进 OER建设的功用,并论

证了DSpace的易用性[２５].三是国外学者重视图书

馆 OER 实践研究.伊曼纽尔迪克松奇格布

(ChigbuED)等就尼日利亚大学图书馆对 OER的

认知程度、管理能力和师生利用资源情况进行了全

面研究[２６];邓亚中(DengY)将高校图书馆 MOOCs
知识地图分为数据集的构建、文本中相关实体的识

别、实体关系的提取和知识地图的实际应用四个

模块[２７].
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看,选择大学图书馆员

社区 OER服务实践视角开展的研究不多,更缺乏针

对馆员社区推动 OER的典型个案探讨.在疫情席

卷全球且持续影响背景下,探索此类服务,对推动我

国大学图书馆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深化开放教育

资源建设和服务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２　对开放教育馆员社区的个案研究

本文采取网络调查法、文献综述法和文献总结

法,在对全球开放教育联盟成员及其图书馆进行调

研之后,最终确定将加拿大卑诗省大专院校联盟

(BCcampus)[２８]下属的开放教育馆员社区(TheBC
OpenEducationLibrarians,BCOEL)[２９]作为本次研

究的对象.BCOEL的任务与使命,旨在通过社区运

作为联盟各成员馆和师生提供具有图书馆特色的

OER服务,颇具个案研究价值.

２．１　促进联盟内 OER的共建共享

具有规模大、共享性高的 OER是促进开放教育

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各校师生对资源的利用实

效.组织并帮助成员馆共建共享 OER成为社区的

基本服务和首要工作.
(１)推进 OER元数据服务专业化

元数据(Metadata)被称为描述数据的数据,用
于指示存储位置、历史数据、资源查找、文件记录等,
是资源库建设的重要基础.此处的元数据服务是指

BCOEL提供资源库建设中的元数据框架与标准,以
促进联盟内 OER的规范建设.

BCOEL为正在建立的新资源库、软件等提供元

数据支持,他们的这个服务也被 BCcampus纳入其

２０２０年的在线 BCcampusOER 收藏开发计划[３０].
为提高开放数据和 OER可获取性,社区成员馆不仅

提供 参 考 和 指 导,还 建 立 元 数 据 标 准[３１].由 于

BCOEL的集聚作用,使其 OER元数据服务已经具备

一定的业务规模,并发展成为部分成员馆的专业职

能,设置专岗致力于 OER元数据服务.道格拉斯学

院(DouglasCollege)[３２]、西 蒙 弗 雷 泽 大 学 (Simon
FraserUniversity)[３３]、卡普兰诺大学(CapilanoUniＧ
versity)[３４]分别设置“专著收藏元数据馆员”“资源获

取管理元数据主管”“元数据系统馆员”等特色岗位.
(２)协助成员馆建设 OER门户

对需要建设自有 OER的成员馆,BCOEL可提

供门户构建内容和策略指导.如果成员馆需要,

BCOEL的共享测试组也可以帮助其创建 OER 门

户.其中,昆特兰理工大学(KwantlenPolytechnic
University)[３５]、道格拉斯学院[３６]、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理工学院(BritishColumbiaInstituteofTechnolＧ
ogy)[３７]图 书 馆 OER 门 户 建 设 和 维 护 都 得 到 了

BCOEL的帮助.这种协建模式不但能更好地发挥

BCOEL的引领作用,也降低了成员馆建设 OER门

户的成本,实现了人力和经验的共享.
(３)建立 OER共享资源库

为促进成员馆共享其 OER,BCOEL牵头与美

国非营利组织ISKME合作,依托其创立的中央存

储库 OERCommons作为 BCOEL上传 OER的共

享库.BCOEL共享和测试小组负责上传、管理与维

护来 自 各 馆 的 OER[３８].BCOEL 也 提 供 了 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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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wiki”用于创建各成员馆的开放教育资源库,
经社区馆员审核通过后即可共享 OER[３９].

２．２　承担联盟 OER管理维护

BCOEL承 担 了 BCcampus开 放 教 育 资 源 库

(BCcampusOpeneEd)和电子图书馆(BCＧELN)的

OER数据管理维护工作.BCＧELN 即卑诗省电子

图书馆网,为卑诗省大专院校图书馆的合作成果,目
前有３３ 个 成 员.BCOEL 及 时 跟 踪 开 放 教 科 书

MARC记录、整理和修订情况,并进行在线发布[４０].
此外,BCOEL还协助成员馆进行 OER资源库管理

维护,将成员馆 OER归档到特定主题知识库;在管

理过程中,协助编目、上传和发布数据,并支持为

OER资源库中的新材料添加知识共享许可证,将

OER添加到图书馆目录中.

２．３　开展 OER绩效评估

评估的作用在于确保资源库质量和各种 OER
计划的实施效用,达到持续优化 OER的目的.

(１)制定开放教育资源库(OERR)评估准则

在BCOEL制定的 OERR 评估准则中,OERR
资源类型特指开放教科书、课程计划、测验、视频、动
画、讲义、互动活动、应用程序工具以及演示文稿等.
评价指标由权威性、受众、获取和多样性、用户友好

性、主题范围、搜索浏览功能、媒体类型、许可和权限

等要素组成.每个评价指标的级别都分为３级,第

３级是最高评级.“权威性”指评价资源作者和其所

在机构 在 该 领 域 的 资 质 和 声 誉;“受 众”则 考 评

OERR内容是否按受众类型进行组织和访问;“获取

和多样性”除考察 OER材料的格式外,还看材料在

适用性别、语言、文化表达和教育等方面的多样性表

现;“用户友好性”是评估用户使用资源库时在注册、
付费、操作系统、浏览器等方面的受限度和导航的直

观性;“主题范围”考察某个主题领域的覆盖深度,是
否将这个主题领域的相关概念和内容都关联整合在

一起;“搜索浏览功能”主要从是否设置高级和基本

等多种搜索功能,是否按受众、媒体、主题、许可权限

等角度设置浏览界面,在通过搜索和浏览后所产生

的相关结果是否丰富等方面进行评估;“媒体类型”
指就资源库涵盖的视频、音频、文本等类型的多样性

定级;“许可和权限”侧重评估资源是否可自由共享、
更改、调整、含有可靠且易于理解的许可证等[４１].

(２)跟踪衡量师生利用 OER情况

BCOEL和其成员馆是 OER 利用状况评估中

心.BCOEL竭力多角度收集师生学习使用 OER
数据并形成评估报告供 BCcampus、图书馆和师生

参考.比如,跟踪学生开放教科书采用情况,总结开

放式教科书评论员的评价,在学校放假期间关注师

生 OER的利用率,分析学生 OER学习成果等.

２．４　支持 OER出版服务

出版服务是图书馆促进 OER有序壮大发展的

重要环节,除增强师生 OER版权意识外,还能加强

教师个人出版开放教科书或其他教学材料的能力.
服务内容包含传播 OER出版知识技能和支持教师

出版 OER两个方面.

BCOEL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传播版权知识.
比如,帮助成员馆在 OER门户中设置 OER出版网

页;举办开放教科书出版讲习班和论坛;指导或参与

制作出版视频教程、«BCcampus开放教育自出版指

南»、出版决策树、出版流程图、版权宣传册等.

BCOEL从多个方面支持教师的 OER 出版.

①设置版权服务工作组.BCOEL下设１０人组成的

出版工作组,指导其成员馆设立出版服务馆员岗位.
岗位名称各异,有“学术传播与版权图书馆员”“学术

交流和版权服务图书馆员”等.②开展 OER出版赠

款指导服务.除收集、梳理并提供国内外 OER赠款

渠道信息外,还鼓励成员馆争取校园内开放教育赠

款,诸如“教员研究金”“OER课程开发补助金”等,
以支持教师创建和出版 OER.③编制 OER出版咨

询流程指南.针对图书馆员、教研室主任、教师等不

同对象编制相应的 OER出版咨询流程指南,以满足

不同群体 OER 的出版需求.④协助成员馆在其

OER门户提供出版工具.如在 BCOEL 协助完成

的昆特兰理工大学图书馆 OER门户,专门针对师生

OER出版提供了开放教科书出版工作流程和出版

工具 OPUS.通过 OPUS的引导,教师能在开发开

放教科书时轻松设置登录开放教科书软件“PressＧ
books”的账户,使用开放期刊系统(OpenJournal
Systems,OJS)出版文章,也可以在各学科领域中找

到需要的开放教科书和相关内容,并将开放内容嵌

入课程网站.

２．５　组织 OER宣传培训

通过 OER宣传培训,可以直接强化和影响师生

对 OER的认知与采用.
(１)组织 OER宣传推广

海报是 BCOEL的重要宣传方式.BCOEL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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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大量海报用于宣传开放教科书、OER 课程计

划、OER免费工具等.为了扩大自身影响,BCOEL
还特别制作了面向师生宣传社区的海报.BCOEL
既有用于网上宣传的电子版海报,也有纸质版的海

报,用于在图书馆、实体书店等进行展示.此外,

BCOEL还制作视频等其他宣传资料.

OER免费工具是 BCOEL 着力宣传的重要项

目.为方便图书馆员 OER编目和师生创建 OER,

BCOEL在其网上推荐了以下免费工具:①BC开放

教科书 MARC记录器.成员馆可利用该工具生成

MARC记录,轻松将开放教科书添加到各个图书馆

目录中.②开放期刊系统(OpenJournalSystems).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免费开源软件,助力师生管理、编
辑、发布和创建自己的在线开放获取的学术文章.

③开放专著出版工具(OpenMonographPress).此

开源工具用于师生创建自己的在线专著.④开放教

科书出版工具(Pressbooks).这种基于 WordPress
的开源应用程序可帮助教师创建自己的开放教科

书.⑤录屏工具(ScreencastＧoＧMatic).此工具可录

制、叙述、保存教师的PPT和讲座,以供学生日后查

看.⑥开源资源管理工具(WordPress).该工具可

用于创建和显示各种在线 OER.

BCOEL也非常重视通过宣传来扩大其影响力,
经常组织成员进行校内、联盟、地区、国内乃至国际

的BCcampusOER宣传.其中,２０１５年“卑斯开放

教科书计划”[４２]以及２０２１年“两个真相和一个谎

言:年轻人的媒体素养”[４３]等 OER项目经世界开放

教育联盟遴选后放在开放教育周(OEW)网站展播.
举办开放教育周(OEW)活动是 BCOEL组织

宣传的一大特色.BCOEL每年３月的某一周组织

开展 OEW 活动.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其组织的 OEW
活动类型包括庆祝、演讲、讨论、奖励、赞助以及网络

研讨会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网络研讨主题分别是“机
构图书馆支持”和“支持单位在开放教科书的使用和

创作中的作用”.前者由 BCOEL成员艾琳菲尔

兹(ErinFields)、阿曼达万纳(AmandaWanner)
和BCcampus的李丽华(LevaLee)组织讨论并发言;
后者由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ofSaskatchewan)
和BCOEL的两名成员组成教学设计师团队,讨论教

学系统开发者、图书馆员和校园内其他人如何支持教

师、部门和学院整合 OER.２０２１年３月,BCOEL举

办了 OEW 网络研讨会,举办费用由 BCcampus、卡

普兰诺大学、昆特兰理工大学、兰加拉学院(Langara
College)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奥卡纳干分校(UＧ
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Okanagan)赞助[４４].

(２)组织 OER指导培训

培训图书馆员是 BCOEL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其导师计划内容之一是指导新图书馆员学习 OER
建设和服务技能,让具有开放教育经验的图书馆员

指导刚从事该项工作的图书馆员,并鼓励图书馆员

积极报名成为培训导师或者学员.培训基金来自卑

诗省高等教育部培训处,并获得惠普基金会４亿美

元赠款.２０１４年,社区在道格拉斯学院为新馆员举

办了主题为“开放教育资源:图书馆员、领导力和机

会”的专场技能培训[４５].

BCOEL专业发展和宣传工作组指导各成员馆

组织教师进行多种形式的 OER 培训.BCOEL 倡

导成员馆调研图书馆员和教职员工的开放教育需

求,确定服务对象,进行教学视频直播,编制多种

OER指南和教程,编写用于校园 OER课程和计划

的 OER参考书目,组织学习研讨和实践论坛活动.
同时,倡议并推动各成员馆设置“教与学馆员”“学习

服务馆员”“学科服务馆员”“教学推广图书馆员”“学
生体验馆员”等职务,发挥专业馆员的特长,更好地

指导教师发现、创建和调整 OER.

２．６　搭建 OER交流平台

BCOEL将自身定位为 OER用户联络点,为他

们搭建各类型的交流研究平台.比如,为需要 OER
赠款用户提供与成功获赠人士的会面机会,为教师

主办共同开发 OER的研讨会和提供版权协商的空

间等.

３　BCOEL运作优势及对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启示

３．１　BCOEL的运作优势

BCOEL之所以能够提供受到师生欢迎的专业

OER服务,在８年时间里保持有效运作,被美国非

营利组织新媒体联盟编写的«NMC 地平线报告:

２０１５年图书馆版»报道[４６],取得良好的开放教育效

果,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归功于该社区具备

的独特优势.
(１)政策环境优越.BCOEL遵循上级组织BCＧ

campus“开放、分享、获取、责任、质量、尊重”理念,
保障了其正确的发展方向.BCcampus采用精神和

物质激励政策,有效促进其持续发展.BCcampus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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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对象设置多种奖项和奖金,激发了 BCOEL
成员的工作热情.BCcampus针对教育行政和协调

人员设置“开放教育卓越奖”,针对教师每个月设有

“杰出教育奖”,针对学生设置“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度开

放教育学习研究奖”等.同时,BCOEL获得高等教

育处、各种基金会和大学等机构给予的丰厚资金支

持.另外,BCcampus为BCOEL托管了一个 MediＧ
aWiki网站作为虚拟会议室,便于全省各成员保持

联系,协助 OER图书馆员发现、分享能支持师生创

建使用优质 OER的方法和资源等.
(２)社区馆员素质高、责任心强.社区馆员大多

来自专业图书馆,发挥各自在数据、技术、服务、宣
传、版权、课程设计中的特长,制定社区战略发展规

划和指南,起到有效指导成员馆 OER建设、发展和

利用的重要作用.社区馆员工作很有规律,每个月

通过电话或网络举行一次虚拟会议在线分享其工

作,并及时沟通交流解决相关问题.
(３)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社区特长.BCOEL

是BCcampus下属的实践社区之一,其不同于教育

技术用户小组(ETUG)通过“技术”特长增强高校学

与教,而是通过“发现和共享”特色为图书馆员、教职

员工以及学生争取开放式教育资源,提高用户开放

实践认识,支持开放式实践教学,促进公平获取资源

并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在开放教育资源类型选择

上,避开教学部门擅长的在线课程开发等,而专注于

促进开发和共享开放教科书等图书馆更具优势的

领域.
(４)擅于在创新中求发展.BCOEL顺应开放教

育趋势,不断丰富发展计划,拓展新项目.在参与

BCcampus零成本教科书计划、公开课本计划取得

一定成效后,现在开始组织各种活动协助宣传能使

教育者轻松创建、共享和重复使用交互式内容的交

互式学习工具 H５P等[４７],进一步共享更多的 OER.
基于以上优势,BCOEL取得了不菲成绩.根据

BC开放教科书 MARC记录,BCOEL从２０１６年１
月至２０２１年９月共为卑诗省电子图书馆(BCELN)
上传开放教科书元数据６１１１条.在 BCOEL的协

助下,截至２０１９年４月,卑诗省利用开放教科书的

学生达到１０４７９７人次,采用 OER的大专院校达到

４０所,５２１位大学教授采用了 OER,采用 OER的教

师达到了 ２６６８ 人次,为学生节省学习资源成本

９８３２１４１美元至１０３９１６８１美元[４８].以道格拉斯学

院图书馆为例,从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冬,共享了５７０种

开放教科书,所在学院使用开放教科书的学生达到

１６８９８人次,共节省教科书费用２４３０２８８美元[４９];截
至２０２１年,BCOEL在卑诗省电子图书馆成员馆中

引导开发的 OER门户网站有２３个,占比为７０％.

３．２　对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启示

我国大学 OER建设随世界开放教育运动发展

已近二十年.无论是以前的精品课程,还是现在的

在线精品课程、MOOC、微课和教学资源库等,OER
建设重点主要集中在课程及相应平台建设上.目

前,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众多,有“爱课程”“学堂在线”
“智慧职教 MOOC学院”“人卫慕课”“好大学在线”
“智慧树”“学银在线”“优学院”和“高校邦”等,分别

由官方机构、行业高校、非官方教育联盟和部分教育

服务商组建.
虽然教育界重视开放教育,但我国大学图书馆

在此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还难以跟上开放教育发展的

步伐.从研究看,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高级检

索,在“篇关摘”输入“开放教育”(精确)and“作者单

位”(模糊)并选择学科“图书情报和数字图书馆”,不
限研究时间,检索结果如下:在以３９所“９８５工程”
高校为基础的“双一流”高校中,研究“开放教育”的
学术成果仅有２８篇,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

学学者关注该主题的研究居多;在入选首批“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
高计划”)的１９７个建设单位中,仅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有相关研究.从实践看,通过调研３９所“双
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发现,允许校外访问的有３６
所,其中仅有９所大学图书馆网站链接了开放的学

术、课件和数据资源,北京大学建有“开放研究数据

平台”和学科开放数据导航,兰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

学分别构建了专门的门户网站“开放资源集成服务

平台”和“开放资源平台”,但缺乏独立的 OER平台

或门户;在１９７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图书馆网站

中,允许校外访问的有１６１所,其中仅３６家图书馆

网站含有 OA资源或 OER等内容,而且此３６家图

书馆展示的 OA资源或 OER的类型各有侧重,分学

术、课程、教参和文化资源等.链接学术资源的图书

馆最多,有２８家;链接课程资源和教参资源的居中,
分别为２０家和１８家;链接文化资源的最少,仅８家.

面对我国大学图书馆 OER建设与服务的薄弱

现状,应积极借鉴国外大学图书馆的成功经验,尽快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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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我国特色的 OER 发展之路.BCOEL实践成

果是加拿大教育政策环境下的产物,不能生搬硬套,
但其服务理念、运作优势以及模式方法等可以成为

我国大学图书馆开展 OER的“他山之石”.
(１)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

BCOEL的发展离不开 BCcampus的政策与资

金支持.我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图工委和大

学图书馆首先应树立将 OER建设和服务变为各大

学图书馆特色化工作的意识,特别是应达成疫情期

间 OER服务常态化的共识,深刻认识到建设 OER
具有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现实意义.同时,将大学

图书馆 OER建设纳入上级教育部门开放教育规划

和计划,明确具体任务,进一步加强对大学图书馆

OER建设和服务的指导与管理;另外,各省教育行

政部门应启动高校图工委 OER建设专项资金项目,
通过财政拨款或民间赠款资助各省高校图工委

OER工作,为各大学图书馆争取本校相关部门在人

力财力上的支持奠定基础.
(２)组建区域性开放教育馆员社区

可参考 BCcampus设立 BCOEL 的做法,在高

校图工委领导下成立区域性开放教育馆员社区.因

我国大学图书馆专业能力不一,适合采取指定与自

愿相结合的方法组建馆员社区下设的各小组,允许

馆员根据自身工作或特长申请加入开放教育馆员社

区的专业发展和指导组、版权组、资源共享组和资源

宣传组等.我国许多大学图书馆 OER专业人才稀

少,仅凭自身力量难以承担 OER建设和服务.按照

BCOEL的做法,社区成员可取长补短,节省成本,避
免各大学图书馆 OER 重复建设,以高效助力开放

教育.
(３)创建大学图书馆 OER门户和大学图书馆联

盟 OER共享库

BCcampus大学图书馆多数设置了 OER 门户

网站,有效吸引了师生对 OER的利用和创建.我国

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开发符合各校学科特色的大学

图书馆 OER门户和大学图书馆联盟 OER共享库.
这不但便于师生利用和创建 OER,也能拓展大学图

书馆教育服务范围,有助于将知识服务和教育服务

进行深度融合.
(４)不断创新 OER类型

可学习BCOEL不断创新的发展精神,采用多

种方法积极组织和引导教师开发共享开放许可的电

子教材和电子家庭作业等,丰富 OER类型.教育部

已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创建“智慧职教 MOOC学院

平台”等增添在线开放课程,但开放教育资源类型尚

有很大拓展空间.
(５)设置专岗,结合特长有的放矢

BCOEL运作优势之一是擅于扬长避短.在其

OERR评估准则 项 目 中,并 未 将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MOOCs清单、开放期刊、开放报告纳入评估范畴,
而是选择符合社区业务能力的内容进行服务.我国

大学图书馆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在 OER建设中应结

合自身现状,科学合理选择服务内容、模式和方法.
为了提高各大学图书馆 OER建设和服务能力,可学

习BCOEL成员馆设立开放教育馆员专岗的方法,
引进具备开放教育相关新兴知识的专业人才,不失

为推进大学图书馆 OER建设和服务的有效举措.
(６)全面加强 OER建设和服务的指导培训工作

BCOEL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大多来自专业图书

馆,成为其有效运作的保障,因此,社区馆员素质和

责任心关系重大.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图工委

应面向全国制定培训计划,重点提高馆员 OER建设

和服务能力,分省落实,分组推进,将开放教育馆员

社区建成能指导师生发现、采用和创建 OER的中坚

力量以及成为指导新进开放教育馆员的加油站.

４　结语

在世界开放教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国际

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提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在 OER建设中应确保 OER 的可见性、可访问性、
可用性,提供版权服务、培养用户数字技能等系列建

议[５０].本研究正是在国内外推进 OER建设的热潮

下展开个案剖析,针对加拿大卑诗省大专院校联盟

开放教育馆员社区实践,探究概括总结其发挥的作

用和运作优势等,望能为推动我国大学图书馆 OER
建设以及CovidＧ１９疫情防控期间大学图书馆 OER
服务工作的常态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EB/OL]．[２０２１－０６－２６]．http://

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３５７/２０２１/２０２１_zt０１/

yw/２０２１０３/t２０２１０３１４_５１９７１０．html．

２　蔡金燕．国内外开放课程资源的调查与分析[J]．新世纪图书馆,

２０１３(７):３１－３４．

５２１

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资源(OER)”建设与服务研究/先卫红

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andServiceof“OpenEducationResources(OER)”inUniversityLibrary/XianWeihong



2022

年
第4

期

３　李迎迎．MOOCs在高校图书馆的推广及其有益借鉴[J]．情报资

料工作,２０１４(３):１０７－１０９．

４　胡永生．慕课背景下图书馆在开放教育资源建设与服务中的角色

与策略[J]．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１２):５１－５４,９６．

５　刘菡．图书馆参与慕课活动实践及启示[J]．图书馆,２０１６(１１):９７

－１０２．

６　田晓迪,尹相权．图书馆参与开放教育资源的实践分析[J]．高校图

书馆工作,２０２０,４０(６):４３－４８．

７　赵蕾,杨九龙．开放教育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研究[J]．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６(８):５６－６０．

８　李国俊,季淑娟,王瑜,等．美国高校图书馆开放教材行动的实践

与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４):３６－４０．

９　张立新,周秀霞．美国高校图书馆开放教育资源服务状况研究[J]．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８(６):６７－７３．

１０　张立彬,郝群,柴会明,等．国外大学图书馆版权信息服务比较研

究———以美加澳英四所大学为例[J]．情报科学,２０１８,３６(７):１５

－２２．

１１　陈秀菊．美国高校图书馆参与开放教育资源建设实践研究———

以开放式教科书计划为例[J]．图书馆杂志,２０２０,３９(１１):８６

－９１．

１２　汪姝辰．高校图书馆参与 OER运动的定位与策略研究[J]．图书

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１(４):７９－８６．

１３　田晓迪,尹相权,龙世彤,等．加拿大图书馆员参与开放教育资源

的实践与启示[J]．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１,４１(２):６５－６９．

１４　赵艳,肖曼,张晓林,等．开放教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现状、问题

与挑战[J]．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９,３９(３):４２－５０．

１５　李欣,赵艳,翟爽,等．开放课件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研究[J]．图

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６,６０(１９):８６－９１．

１６　徐路．新技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基于 ACRL
«高校图书馆发展大趋势报告:２０１６版»分析[J]．图书与情报,

２０１７(４):８３－９０．

１７　高大伟,许丽丽．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

馆发展大趋势»解读与思考[J]．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８(１２):９７－１０１．

１８　鞠红耘．图书馆开放教育资源建设与服务策略———国际图联简

报«开放教育资源与图书馆»解读与启示[J]．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９
(２):９２－９９．

１９　黄燕娟．美国图书馆合作推进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与实践———«奥

比斯级联联盟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年战略规划»解读[J]．图书馆建设,

２０２１(５):１０７－１１６．

２０　Aibar E,LladósＧMasllorens J,MeseguerＧArtola A,et al．

Wikipediaatuniversity:whatfacultythinkanddoaboutit[J]．

TheElectronicLibrary,２０１４,３３(４):６６８－６８３．

２１　Almobarraz A．Utilization of YouTube as an information

resourceto support university courses[J]．The Electronic

Library,２０１８,３６(１):７１－８１．

２２　LiX,ThelwallM,KoushaK．TheroleofarXiv,RePEc,SSRN

andPMCinformalscholarlycommunication[J]．AslibJournalof

InformationManagement,２０１５,６７(６):６１４－６３５．

２３　ZouQ．Buildingaplatformforlinkedopenthesauri[J]．Library

HiTech,２０１３,３１(４):６２０－６３７．

２４　GouldE．Bookreview:affordablecourse materials:electronic

textbooks and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J]．Library

Resources& TechnicalServices,２０１８,６２(３):１４９－１５０．

２５　AhammadN．OpensourcedigitallibraryonopeneducationalreＧ

sources[J]．TheElectronicLibrary,２０１９,３７(６):１０２２－１０３９．

２６　ChigbuED,NjokuEO,UzoagbaN．Managementandusageof

openaccessscholarlyonlineresourcesinuniversitylibrariesin

Nigeria:librariansviewpoints[J]．TheElectronicLibrary,２０１６,

３４(６):９７４－９８４．

２７　DengY．ConstructionofhighereducationknowledgemapinuniＧ

versitylibrariesbasedon MOOC[J]．TheElectronicLibrary,

２０１９,３７(５):８１１－８２９．

２８　BCcampus．Aboutus[EB/OL]．[２０２１－０７－０７]．https://bccamＧ

pus．ca/aboutＧus/．

２９　BCOEL．Home[EB/OL]．[２０２１－０７－０７]．https://bcoel．ca/．

３０　BCcampus．Metadatalibrarianservicestosupportthedevelopmentofan

onlineOERcollection[EB/OL]．[２０２１－０８－０４]．https://bccampus．

ca/expressionＧofＧinterestＧmetadataＧlibrarianＧservicesＧtoＧsupportＧtheＧ

developmentＧofＧanＧonlineＧopenＧeducationalＧresourcesＧcollection/．

３１　UBC．Libraryhome[EB/OL]．[２０２１－０４－１７]．https://about．liＧ

brary．ubc．ca/workＧwithＧus/．

３２　DouglasCollegeLibrary．Directorylistings[EB/OL]．[２０２１－０６

－０５]．https://library．douglascollege．ca/directorylisting? page

＝５．

３３　LibraryofSimonFraserUniversity．Howtoreachus[EB/OL]．
[２０２１－０６－１３]．https://www．lib．sfu．ca/about/reachＧus/deＧ

partmentsＧandＧpeople＃headsＧandＧotherＧkeyＧlibraryＧpersonnel．

３４　BritishColumbiaLibraryAssociation．WelcometoBCcats[EB/

OL]．[２０２１－０４－１７]．https://bclaconnect．ca/bccats/．

３５　KwantlenPolytechnicUniversityLibrary．OpenEducationalReＧ

sources[EB/OL]．[２０２１－０４－１８]．https://libguides．kpu．ca/

opentextbooks．

３６　DouglasCollegeLibrary．LibGuide[EB/OL]．[２０２１－０４－１８]．

https://guides．douglas．bc．ca/OER．

３７　BCIT．AboutOpen EducationalResources(OER)[EB/OL]．
[２０２１－０５－１９]．https://www．bcit．ca/open/resources/aboutＧ

openＧeducationalＧresources/．

３８　OERCommons．BCOEL[EB/OL]．[２０２１－０４－２０]．https://

www．oercommons．org/groups/bcoel．

３９　BCOEL．BCOELlibrarystrategicplanning[EB/OL]．[２０２１－０４

－２０]．https://bcoel．ca/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１２/BCOELＧ

StratＧPlan．pdf．

４０　BCcampus．MARCrecords[EB/OL]．[２０２１－０５－１９]．https://

open．bccampus．ca/browseＧourＧcollection/marcＧrecords/．

４１　BCOEL．Uploads[EB/OL]．[２０２１－０４－１８]．https://bcoel．ca/

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８/１１/oerrＧrubricＧ２０１８．pdf．

４２　Openeducationweek．Resources[EB/OL]．[２０２１－０８－１０]．https://

www．openeducationweek．org/resources/bcＧopenＧtextbookＧproject．

４３　OpenEducationWeek．Resources[EB/OL]．[２０２１－０８－１０]．htＧ

tps://www．openeducationweek．org/resources/twoＧtruthsＧandＧ

６２１

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资源(OER)”建设与服务研究/先卫红

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andServiceof“OpenEducationResources(OER)”inUniversityLibrary/XianWeihong



2022

年
第4

期

aＧlieＧonlineＧmediaＧliteracyＧforＧyoungＧadultsＧ１．

４４　BCcampus．Events[EB/OL]．[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７]．https://

bccampus．ca/events/．

４５　BCOEL．Professionaldevelopmentarchives[EB/OL]．[２０２１－０６

－１９]．https://bcoel．ca/professionalＧdevelopmentＧarchives/．

４６　TheLearningand Technology Library．NMC horizonreport:

２０１５libraryedition[EB/OL]．[２０２１－０８－０１]．https://www．

learntechlib．org/p/１５１８２２/．

４７　BCcampus．Open Accessinaction:talesfromfiveinstitutions
[EB/OL]．[２０２１－０６－１７]．https://bccampus．ca/event/openＧ

accessＧinＧactionＧtalesＧfromＧ５Ｇinstitutions/?instance_id＝３１２３．

４８　BCcampus．Reports,reviews,andresources–archives[EB/OL]．
[２０２１－１２－１９]．https://bccampus．ca/wpＧcontent/uploads/

２０１９/０５/BCcampusＧOpenＧEducationＧImprovingＧaccessＧandＧfosＧ

teringＧchange．pdf．

４９　OERCommons．DouglasCollegeOERadoptions[EB/OL]．[２０２１

－１２－１８]．https://www．oercommons．org/courseware/lesson/

７８８２２/overviewＧold．

５０　IFLA BriefonOpenEducationalResources．OpenEducational

Resourcesandlibraries[EB/OL]．[２０２１－０６－２２]．https://

www．ifla．org/FR/node/９２０１７．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图书馆,浙江杭州,３１１２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andServiceof
“OpenEducationResources(OER)”inUniversityLibrary

—TakingtheOpenEducationLibrarianCommunityPracticeofBritish
ColumbiaUniversityAllianceinCanadaasanExample

XianWeihong

Abstract:FacingtheseriousthreatofglobalCovidＧ１９,openeducationinuniversitieshasreachedanＧ
otherclimax．HowtopromotetheconstructionandserviceofOpenEducationResources(OER)inuniverＧ
sitylibraryisarealisticpropositionworthyofresearch．Basedonthepracticeofopeneducationlibrarian
communityofBritishColumbiaUniversityAllianceinCanada,thispaperinvestigatesitsroleandadvantaＧ
ges．TheopeneducationlibrariancommunityplaysaroleinpromotingtheconstructionandsharingofOER
withinthealliance,undertakingthemanagementandmaintenanceofOERcarryingoutOERperformance
evaluation,supportingOERpublishingservices,organizingOERpublicityandtrainingandbuildingOER
communicationplatform．Atthesametime,thecommunityhasbothafavorablepolicyenvironmentanda
teamofprofessionallibrarianswithhighqualityandstrongsenseofresponsibilitieswhichisgoodatdeveloＧ
pingstrengthsandavoidingweaknesses,aswellasinnovativedevelopment,isalsoanindispensablefactor
foritseffectiveoperation．Chinashouldstrengthenpolicyguidanceandsupport,establishregionalopenedＧ
ucationlibrariancommunities,createOERportalsandOERsharedlibraries,constantlyinnovateOER
types,setupspecialposts,andcomprehensivelystrengthentheserviceguidanceandtrainingofOERconＧ
structionincombinationwiththeirspecialties．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OpenEducationResources(OER);LibrarianCommunity;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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