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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色馆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
修订版的解读及其启示∗

□范继荣

　　摘要　通过分析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的«特色馆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的修订及其内

容,为国内管理特藏馆员提供借鉴.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以２０１７年版本为主,对比分

析２００８年的指南,对其制定或修改的背景、目的、适用对象、条款内容进行解读比较.特色馆藏

专业人员能力包括通用能力、基本能力、专门能力;新版指南注重对前沿信息技术的掌握与运用

能力、数据管理能力、用户服务能力、与利益相关者合作能力等;覆盖的能力要素更为广泛、细致

和深入,可为国内特藏馆员的能力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特色馆藏　专业人员　能力　指南

分类号　G２５０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６

　　我国公共图书馆“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提

出,要提高文献资源保障能力,“重点开展地方特色

资源建 设,实 现 对 地 域 性 文 化 资 源 的 传 承 与 利

用”[１];对学术图书馆而言,特色资源建设构成了图

书馆资源的关键部分并成为特色服务的基础.特色

馆藏种类多,形式丰富、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工作技

术复杂,不过国内鲜有文献对特藏馆员的能力及其

管理开展研究,人才瓶颈制约了我国特色馆藏的建

设及其作用的发挥.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在

２００８年通过了«特色馆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在

２０１７年颁布了修订版.特藏人员应该具备哪些能

力,环境的变化对能力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指南做

出了何种修订,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特

藏馆员的管理提供借鉴,进而促进特色资源的建设

与服务的发展.

１　能力指南制定和修订的背景及其目标

２００１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成立特藏

工作小组,着手界定特藏馆员的核心能力.２００４年

工作小组以２００３年的教堂山(ChapelHill)会议成

果为基础,发表了«特藏职业生涯中的教育与培训白

皮书»[２],认定了两类必备技能:所有图书馆岗位要

求的一般性技能,某些或所有特藏岗位要求的专门

技能.２００６年形成指南文件初稿,２００７年邀请各利

益相关者进行了讨论,２００８年正式颁布能力指南

文件.
为了适应环境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变化,指导

特藏专业人员的职业生涯规划、符合雇主的岗位描

述及雇佣决策、便于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课程开发等,
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的珍本和手稿小组(Rare
BooksandManuscriptsSection)于２０１３年开始研

究修订２００８年版指南.２０１７年,大学与研究图书

馆协会在其网站公布了修订版«特色馆藏专业人员

能力指南»(Guidelines:CompetenciesforSpecial
CollectionsProfessionals).

２　新指南解读及其与旧版的比较[３][４][５]

２．１　能力指南文件的结构

总体上,两个版本的指南文件的结构大同小异,
见表１.

０５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本文得到广西民族大学校级课题“民族地区大学生数据素养发展的实证研究”(编号:２０１６MDYB０２１)和“CALIS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献信

息服务中心预研项目(编号:CALISGX２０１６０３)”的资助.

　通讯作者:范继荣,OCR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８３５８Ｇ８２２X,fjr５０２＠１６３．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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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特色馆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的结构

２００８年版能力指南 ２０１７年版能力指南

Ⅰ前言

A背景

B方法论

C与其他能力声明的关系

D目的

Ⅱ基本能力

A－P项

Ⅲ专门能力

A馆藏建设

B信息技术

C经营、监督、管理

D保存和保护

E加工和编目

F推广和延伸服务

G公共服务

H 教学和研究

参考资源

注释

Ⅰ前言

A背景

B与其他能力声明的关系

C目的

D如何使用指南

Ⅱ基本能力

１－９项

Ⅲ专门能力

A馆藏建设

B描述与访问

C信息技术与数据管理

D指导

E管理、监督、领导

F保存和保护

G推广和延伸服务

H 参考

注释

参考文献

能力指南文件由四部分构成.(１)前言,介绍了

指南出台的背景、方法论及与其他能力清单的关系,
主张特藏馆员应同样具备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其

他的关于馆员能力声明(CompetencyStatements)
所列的技能;目的是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指导;并对特

藏专业人员给出定义.２０１７年版指南将特藏职业

馆员的能力划分为三个等级:基础级,需要指导或监

督;熟练级,可独立承担主要岗位的职责,可培训或

指导他人;专家级,具有足够的经验与广泛的知识,
可指导他人或就有出版领域的知识.(２)基本能力

(fundamentalcompetencies),所有特色馆藏专业人

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应该掌握的共同的知识和技能

基础,为专门能力提供支持.(３)专门技能(SpecialＧ
izedcompetencies),即某特定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具
体内容和水平随工作情境而变化.(４)制定或修订

指南所参考的文献资源、注释.

２．２　２０１７年版指南的内容解读及与旧版的比较

２．２．１　特藏专业人员的基本能力与比较

两版内容的比较见表２(本表将旧版的能力清

单根据２０１７年版做了次序微调).
基本能力可归纳为六大类.(１)价值观.特藏

专业人员应该建立职业价值观,认识职业的多重意

义.２００８年版指南指出专业人员应该了解藏品对

表２　特藏专业馆员基本能力要求

２００８年版对特藏馆员基本能力
的要求

２０１７年版对特藏馆员基本能
力的要求

B了解原始艺术品和原始材料
(文献)对学习、教学、研究和延
伸服务的意义、价值.
A了解特藏文献的基本历史、理
论和专业实践,包括但不限于珍
本、地图、印本、相片、短效藏品、
档案、手稿、原始艺术品、视听媒
体和数字文献.
D具备适合于管理馆藏和服务
用户群的文化和语言能力.
C发展和保持有助于理解、建设
和推广特藏的人文科学、历史和
文化的知识.
H 了解馆藏发展的基本理论和
实践,如适于建设和加工馆藏、
识别专门文献来源、改善捐赠者
关系、搞好资金管理的思想.
I发展和维持对于管理和传播特
藏至为重要的技术的知识.
J发展和维持关于知识产权、版
权、权利管理、赞助人和捐助人
的隐私、其他法律问题的知识、
尤其是鉴别各种形式的原始文
献的知识.
K理解存储和利用过程中的文
献安全和保存需要.
L理解与特藏的建设目标、形式
化描述 有 关 的 知 识,如 参 考 文
献、书目工具、目录、检索工具.
P发展和保持与知识库中的文
献的内容及组织有关的学识,包
括它们的书目、历史、文化和机
构方面的知识.
M 致力于向各类受众推广特藏
的欣赏和利用,并能借助原始文
献引发受众兴趣而吸引他们.
N致力于将特藏整合到更广泛
的机构,并能与更大的组织和社
区成功开展合作.
O致力于服务研究人员的核心
价值.
E致力于被专业人员和核心专
业团体使用,如大学和研究图书
馆协会、美国档案管理员协会、
美国博物馆协会颁布的标准、伦
理、指南、趋势、最佳实践.
F忠于职业和专业组织,包括在
更广泛的专业社区中发挥引领
作用.
G致力于适于特藏领域发展的
终生学习.

(１)理解特藏对于世界集体文
化和精神遗产的持久价值和
重要性.
(２)掌握与特藏文献相关的基
本历史、理论、最佳实践的工
作知 识,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印 本
书、手稿、档案材料、短效品;
照片、印刷品、地图和其他图
表作品;所有格式的音视频材
料;原生数字和数字化媒体;
艺术物件和３D物件.
(３)具备适合于馆藏和用户群
的文化和语言能力.
(４)发展和保持生产和传播信
息资 源 的 学 识,包 括 书 籍 历
史、工艺、制作、版本及变迁、
装订历史、插图技术、数码印
刷和出版技术、字体、纸张、羊
皮纸、古文书、抄写实践或其
他适合于馆藏发展的主题.
(５)发展和保持通过数字化过
程创建档案及非印刷文献的
方法和材料的知识;辨识档案
材料的语境、功能、持久价值,
运用全宗和判断来源、原始顺
序的观念加工材料并使之可
供利用.
(６)通过各种延伸服务和宣传
方法推广特藏的利用;致力于
通过合作、延展活动和基础设
施建设将特藏整合到更广泛
的组织和社区环境.
(７)吸引和支持各种用户群体
使用特藏;辨识各种馆藏潜在
的研究和学习用途,并能有效
地将其与受众的需求匹配;致
力于通过合作、拓展服务和基
础设施将特藏与更广泛的机
构与社区环境整合起来.
(８)参与专业组织并在专业团
体中发挥引领作用.
(９)发 展 专 门 实 践 领 域 内 的
(如馆藏建设、描述与访问、教
学与学习,信息技术、数据管
理等)专业能力,但对按需获
取新技能和学科知识保持灵
活与开放;致力于适用于特藏
工作的专业发展的终生学习.

学习、教学、研究及扩大服务的作用,而２０１７版表述

将特藏的价值与世界文化和精神遗产关联,不过将

了解藏品的意义放在了具体知识要求当中,从一般

到具体,更为合理.(２)藏品的一般性工作知识.

２０１７年版对藏品的分类更全面、更广泛,还列出了

新科技环境下的“艺术物件和３D物件”等新的馆藏

１５

美国«特色馆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修订版的解读及其启示/范继荣
AnInterpretationoftheRevisedVersionofGuidelines:CompetenciesforSpecialCollectionsProfessionalsandItsEnlightenmentforChina/FanJ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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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３)与馆藏及其来源物有关的知识.涉及较

为具体的领域与活动,如２００８年版提到的识别、加
工、著录、保全、保护等方面的技术、管理和法律知

识,应为所有特藏岗位的专业人员掌握.(４)文化和

语言能力.专业人员应该具备适用于管理藏品和服

务用户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技能,有时应具备外语技

能.(５)经营、管理与服务技能.以特藏为基础向

用户、社区、机构提供服务,实现馆藏的可持续发展.
并强调挖掘特藏的潜在用途,深化扩大服务.(６)强
调专业人员对知识与技能的持续学习与应用.包括

专业和其他新技能,２０１７年版专门列举５大具体实

践领域,更有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２０１７年版能力指南突出新技术对特

藏领域的影响,如数字化媒体、３D打印;回应新兴的

学术交流趋势,如数据管理;加强对用户及更大范围

的受众服务;对专业人员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即拓

展学科知识,保持知识弹性;在结构次序和表述上更

为简洁合理;增加分级使用指南,更适用于不同的工

作情景.

２．２．２　特藏专业人员的专门能力解读与比较

信息技术、藏品、服务对象及职业制度环境等都

会对特藏岗位及其职能施加影响,特藏岗位的分化

与整合对馆员的胜任能力就会提出特定要求,两版

指南的能力清单见表３.
(１)馆藏发展.

２０１７年版指南对特藏专业人员的能力的要求

概括如下:
表３　特藏专业人员的专门能力

２００８版指南列出的专门能力清单 ２０１７版指南列出的专门能力清单

A馆藏发展(CollectionDevelopＧ
ment)６项

B 信 息 技 术 (Information TechＧ
nology)７项

C 经 营、监 督 和 管 理 (ManageＧ
ment,Supervision,andAdminisＧ
tration)１０项

D保存与保护(Preservationand
Conservation)７项

E 加 工 和 著 录 (processingand
cataloging)６项

F推 广 与 扩 大 服 务 (Promotion
andOutreach)４项

G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５项

H 教学与研究(TeachingandReＧ
search)９项

A 馆 藏 发 展 (CollectionDeＧ
velopment)６项

B 描 述 和 访 问 (Description
andAccess)６项

C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InＧ
formation Technologiesand
DataManagement)７项

D指导(Instruction)５项

E管 理、监 督 和 领 导 (ManＧ
agement,Supervision,and
Leadership)１４项

F保存与 保 护 (Preservation
andConservation)６项

G推广与扩大服务(PromoＧ
tionandOutreach)５项

　　２０１７年版指南的要求是:①贯彻馆藏建设的原

理和方法,包括:建立目标和优先级别,研究并记录

来源、历史,评价、鉴定馆藏,基于用户需要的知识、
现有馆藏和使命制定和落实馆藏政策及目标,适时

出售或交换藏品,理解馆藏材料的内容与价格及研

究价值的关系.②根据机构的和专业化的标准及价

值观,采用有效的和符合道德的采集方法.③接洽

捐赠者,制定管理捐赠者的长期策略,包括识别、培
养捐赠者,谈判、准备证书及存放协议、知识产权和

版权、创作者与捐赠者沟通记录、货币估值、税收条

例知识等;④发展并保持与机构的购买、捐赠、档案

活动有关的行为人和行为的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古

旧书业、手稿、短效品市场(ephemeramarketplacＧ
es),私人、艺术家、媒体,纪录片制作人、网页存档、
预定的缴存活动,和其他获取资料的来源.⑤为了

馆藏建设,教育文档创作者及管理员认识到正确保

存文献的重要性,有效建立并维护与供应商、组织、
社区、个人、同事的关系;⑥基于机构馆藏发展政策

的准则,和基于机构的使命,包括格式、珍稀性(rariＧ
ty)、短缺性(scarcity)、年限、物理和内在特征、品相

和稳定性、市场价值、历史文化意义、教学研究价值、
已评价和/或明示的用户需求,鉴定适于特藏的各种

格式的文献;适时应用同样的准则选择数字化文献.

⑦适时与其他机构制定合作策略.

２０１７年版指南的变化在于:①在馆藏发展中加

入“用户需要”的依据,反映对内外影响因素的平衡;

②在第１款增加了藏品交换或出售(deaccessionＧ
ing),在第２款新增藏品获取的伦理要求;新增了第

７条款.
(２)描述(description)与取用(access).
担负此责的专业人员应该具备丰富的书目、档

案控制知识和学科技能,２０１７年修订版列举了６个

方面:

①根据机构政策和当前的元数据最佳实践,描
述特藏文献;基于用户需求,协商专业实践及其本地

化实施的关系.②通过运用档案及/或书目原理、书
籍历史和技艺、文献创作和利用的学科和历史语境、
特藏材料的物理特征、制作工艺等知识,确保文献得

到合适有效的加工、描述.③根据用户需求评估、机
构优先级和与资源相关的知识,决定合适的加工和

描述级别与实践;保证描述对用户及时可用,理解取

用和检索在描述决策中的作用.④增加和保持有关

２５

美国«特色馆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修订版的解读及其启示/范继荣
　　　　AnInterpretationoftheRevisedVersionofGuidelines:CompetenciesforSpecialCollectionsProfessionalsandItsEnlightenmentforChina/FanJirong



2
0

1
7

年
第6

期

加工和描述所有格式馆藏的通用和发展中的标准、
指南、规则、最佳实践、工具和趋势的知识.⑤运用

数据管理平台和数据模型知识,如集成式图书馆系

统、书目系统、数字仓储库、关联开放数据、联盟网络

平台,促进对特藏文献的信息检索和知识取用.⑥
致力于制定有关采获、加工优先级、书架制备、馆藏

管理、所有格式特藏保护的地方性规程.

２０１７年版修订之处有:①将“加工和著录”修改

为“描述和访问”.②增加“根据用户需要协商描述

的专业实践及其本土化实施的关系”的内容和“用户

需求评价决定描述层次”的措辞,强化用户需求因素

在馆藏信息组织中的作用.③在第５款中强调数据

管理平台和数据模型知识对馆藏信息利用的意义.
(３)信息技术与数据管理.
特藏馆员使用信息技术管理文献、提供访问,因

此需要发展与职业有关的信息技术应用的标准和最

佳实践.其能力要求如下:

①发展和保持有关创作、管理、存储、组织、评
价、描述、数字化和原生数字化馆藏的保存的议题、
标准、趋势和最佳实践的前沿知识.②利用和配置

数字仓储库、数字化保存、数据管理、内容管理和发

现系统,包括开源解决方案.③运用数据模型和查

询语言的知识有效地对特色馆藏和档案元数据开展

维护和提供访问.④管理数字仓储库,运用最佳实

践的知识登记、创建、编辑、描述和保存数字对象.

⑤对支持评价和研究活动的数据管理和操作工具保

持主动的知识和意识.⑥运用项目管理技能规划并

实施项目、协调人员和汇报可交付物.⑦将数字化

项目的价值、方法、需求、优先级传播给各种合作伙

伴,包括那些技术知识有限的人员;有效且富有策略

地对同事和合作者开展信息技术培训,在决策中识

别和吸纳利益相关者.

２０１７年版的特色在于:突出应用信息技术与工

具于数据和数字化对象的能力,能力指向更为明确

具体,涉及新主题:数字化和原生数字化馆藏、数据

管理、内容管理、发现系统的使用安装;数据模型和

查询语言;项目管理技能、培训同事等.
(４)教学指导.
特藏馆员通过指导、教学、写作、出版,帮助所在

机构及社区实现学习、教学、研究使命,２０１７年版从

五个方面阐述了对特藏馆员的能力要求.

①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最佳实践,制作合适

的解释内容,讲授研究方法、原始文献素养和解释技

巧.②识别特藏潜在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用途并将

其与不同的用户及其需求匹配.③在教学和研究中

识别和寻求潜在的合作者,积极与之合作营造和传

递振奋人心和有效的学习体验,革新利用特藏和信

息技术的教学策略和工具.④展示相关的和跨学科

研究的方法的知识,给予用户发现相关研究文献的

搜索策略的指导,熟悉并讲解研究、新知识创造、出
版和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之间的关系.⑤利用信息

技术支持教学、学习和研究,培训用户使用相关的信

息技术.

２０１７年版指南的变化有:①将“Research”删除,
用 “Instruction”代替“teaching”.②删除了某些条

款,梳理了教学、学习和研究对特藏馆员的其他能力

要求,包括教学方法、实践及其运用、馆藏用途管理、
教学合作、学科知识、信息技术运用及培训等主题.

(５)经营、监督和领导.
特藏馆员经常需要履行经营、监督和领导职责,

需具备以下技能.

①支持馆藏发挥其在组织内外的作用和价值,
了解馆藏作用语境并与机构及外部合作者合作.②
实施健全的财务管理,包括计划和控制预算,管理现

有资金,建立和最大化特藏筹资来源.③利用伦理、
人力资源、金融和法律知识,有效地开展特藏建设和

服务.④雇佣、培训、监督和评价员工时,应考虑其

个人特征、需要和潜能.⑤提倡和支持为特藏人员

提供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包括学习物质史略、文化

环境、馆藏管理.⑥促进特藏馆员的劳动力多元化

和创建公正就业环境,通过雇佣、导师制和其他活

动,积极采取措施培养、支持、推进当前和未来特藏

专业人员的职业生涯.⑦熟悉、遵守保护特藏馆员

和客户权利的法律并训导他人,包括但不限于职业

安全与健康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同等就业机会委员

会规定、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美国残疾人法、健
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１９７２教育修正案第九条.

⑧参与适于特藏的短期和长期策略的规划、制定,以
及评价策略的制定,并将之融入更大的机构、学术和

社区环境中,通过持续评估,达成战略目标的推进.

⑨在机构的战略目标指导下,经营和监管与捐赠者

的关系,对捐赠藏品、活动和资金进行规划,对捐赠

物开展适当且合乎伦理的监护.⑩利用优秀的管理

原理,发起、推进、完成和评价项目,运用项目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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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策划、实施项目,协调人员和汇报可交付物.优

化长期保存、保护和利用特藏文献的物理环境和设

施.发现合适的拨款和筹资机会;协同准备、支持

和/或管理建议书和项目.实施专业的文献鉴定、
评价和保险流程.通过研究、出版、业务陈述、教
导和参与专业组织,致力于特藏职业.

２０１７年版指南的修订之处:①措辞上以“领导

(Leadership)”代替“管理(administration)”.②技

能范畴从１０项增加到１４项,对多个管理领域均有

更具体的论述,２０１７年版第７款强调列举了多项

法律.
(６)保存与保护(PreservationandConservation).
专业人员应熟悉文献的保存和保护的基本原

理、目标、技术,对其能力要求如下.

①熟悉议题和趋势,运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

馆的保存和保护标准及最佳实践,包括合适的对纸

质文献、其他特殊格式的文献、数字化文献、原生数

字化内容具有影响的存储、运输、展览、保存的标准.

②倡导妥善处理和存储特藏文献,并对员工和用户

开展培训.③在馆藏建设和管理计划中,实施保护

评价活动,识别馆藏文献的保存和保护需求,并建立

处理优先级.④保持专业技能来源的知识,能在需

要时寻找、理解和运用专业建议.⑤准备灾害应急

政策和程序.⑥需要时,协调和实施灾害预防计划,
并与特定机构的同事合作.

２０１７年版的变化在于:内容精简为６项,增加

了第②款中的“对员工和用户培训”的内容和第⑥
款;个别条款细分了操作流程及能力要求.

(７)推广与扩大服务(PromotionandOutreach).
向组织和社区的公众推广特藏、提供延伸服务

是特藏职业的关键内容之一,对其胜任力要求如下.

①通过优秀的沟通技巧,有效地向受众推广特

藏;激发用户教学、学习、研究特藏文献的兴趣;增强

利益相关者对组织宗旨和计划的义务感.②计划并

实施宣传推广(Promote)、解释馆藏及理解原始文献

价值的计划和传播活动,包括展览、会议、客串讲座、
公开演讲,亦包括在线展览、博客、社交媒体和在线

出版.③创建增强用户和参观者体验的互动性的程

序、展览会、陈列活动.④根据机构环境和用户需求

评价,倡导原始文献素养的发展和/或提升.⑤通过

程序和资源,联通用户与特藏,增强用户对原始文献

的研究价值的理解.

２０１７年版的改进之处有:增加对在线媒体的利

用,强调增进受众体验,提倡培养/增强用户的原始

文献素养.
(８)咨询或参考(Reference).
特藏馆员应理解用户的学术需求和信息行为,

并设法应对,对其能力要求如下.

①发展和维持以符合组织使命的方式提供使用

特藏文献的服务、政策、实践.②坚持专业伦理标

准,向现场和远程用户提供公平规范的服务,维持对

馆藏的可靠监护,特别是公平利用馆藏,始终透明地

执行捐赠协议、机构政策或法令施加的限制.③了

解和坚持各种文献的取用、复制的机构政策和程序;
说明相关的复制、版权和隐私限制;了解和坚持取用

和复制的专业伦理标准.④开发文化遗产传承背景

下的机构的馆藏历史、信息的内在价值.⑤开展有

效的特藏咨询会谈;演示如何使用清单、数据库、检
索工具和分类目录;协助发现其他机构收藏的和机

构之外的文献;有效地将用户与其机构内外的合适

的一次、二次文献相连接.⑥认识到各种文献的不

同处理方法和安全需求,并指导用户使用合适的操

作技术;在最佳的安全、保护环境中维护、提供文献,
满足用户需求.⑦对当前的用户活动保持积极认

识,意识到出现的特殊需求或问题.⑧联系用户并

评价其需求和利用状况;在部门和机构内为用户社

区代言.⑨意识到信息技术的使用和用户期望的变

化.⑩通过为部门或机构报告提供正确而有意义的

评价数据来展示特藏的价值;维持统计,定期评价咨

询服务、教学指导和程序,将其作为改进服务和学习

结果的手段.

２０１７年版的变化在于,将“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改为“咨询(Reference)”,删除了个别条目

或调整表述,能力要素增至１０项,包括:坚持专业伦

理标准、执行馆藏限制、记录藏品历史、参考咨询会

谈、平衡藏品安全与用户利用、资源发现、用户及其

需要认知、信息技术应用、评价与服务改进等项目并

细化.
总之,特藏专业人员的专门能力的范围基本稳

定,包括馆藏发展、描述与访问(取用)、信息技术和

数据管理、教学与指导、管理、监督和领导、保存与保

护、推广与扩大服务、咨询等,但在某些具体条款上

出现较大变化;２０１７年版反映了用户群体及其使用

行为、藏品种类与形式、前沿信息技术与工具、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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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法律等因素变化的影响.

３　结论与启示

两个版本的能力指南表明,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等文化信息机构的特藏专业人员,其能力由三

部分构成.首先,所有信息机构专业岗位的一般能

力[６],如沟通技能、适应性、创新、致力终生学习及个

人职业发展等.其次,区别于非特藏馆员的基本能

力,大体包括六个方面:职业价值观及职业精神;藏
品的一般性知识及技能;与馆藏及其来源物有关的

知识;文化和语言能力;经营、管理与服务技能;周边

知识及技能.最后,针对特藏生命周期及其不同环

节的岗位和能力要求,这是特藏馆员的专门能力.
三类能力相互关联,共同受到信息生态演化的影响,
并与之共同进化.

«特色馆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的制定与演变可

为我国图书馆及其他文化信息机构专业人员的能力

建设提供启示.特藏信息机构的服务质量与社会形

象主要取决于专业人员的素质、特藏及其设施,特藏

馆员能力指南可以为馆员的自我发展、特藏馆的人

力资源管理、教育机构的教学提供参考或依据,因此

首先应该制定能力标准,提升馆员的职业化程度.
其次,在特藏馆员的能力构成上,可考虑划分为通用

能力、基本能力和专门能力;在此基础上,也可进一

步制定特定特藏岗位(如参考咨询岗)的能力资格,
具体内容可以借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的

«特藏专业人员能力指南»,结合我国国情加以调整.
最后,对指南的实施和修订,可先试点,取得成功经

验后推广;也可先制定实施某一特别岗位的能力指

南,时机成熟后再制定通用的特藏馆员能力标准;定
期修订,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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