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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文本形态及内容特征分析

———以部分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为例

□司莉　潘秋玉∗

　　摘要　选取世界排名前５０的大学的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从形态特征和内容特征两个维度

探讨其主要特色.从形态特征维度,主要调查了规划文本的制定情况,从内容特征维度,详细分

析了文本体例和目标体系的内容,包括使命、愿景、价值观和资源、空间、教与学、员工等.研究发

现:国外一流大学图书馆普遍重视战略规划,往往调动多方力量参与制定工作,多以４－５年为战

略规划的适用期限,规划文本会在图书馆网站上公开发布并提供多种途径方便用户浏览;文本体

例不统一,但一般均包含战略目标、使命、愿景等内容;目标体系的显著特点是涵盖面广,涉及图

书馆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资源建设、空间、教与学、服务、研究等多层面指出图书馆未来几年的工

作重点或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关键词　大学图书馆　战略规划　战略目标

分类号　G２５９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４

１　引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国外图书馆界开始将战略

规划引入图书馆,并进行初步研究,到了７０年代,各
大学图书馆普遍积极开展战略研究与长期规划工

作[１].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面对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财政支持紧缩、用户需求不断变化以及图书馆自身

管理与转型等多方面的挑战,大学图书馆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战略规划的指导.大学图书馆战略

规划是面向未来确定大学图书馆的使命、愿景、目
标、战略及其实施计划的思维过程与框架[２],是大学

图书馆赢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指南,也是图书馆管

理规范化与现代化的标志.与国外相比,我国图书

馆的战略规划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借鉴与学习国

外图书馆的战略规划经验,是提高我国大学图书馆

制定与实施战略规划能力的捷径.
我们 选 取 “世 界 大 学 学 术 排 名”(Academic

Ranking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发 布 的

２０１５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３]前５０名大学的图书馆

作为研究样本(见表１),从规划文本的形态特征与

内容特征两个维度多个方面详细分析这些大学图书

馆的战略规划的特色.

２　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形态特征

２．１　关于拥有情况的调查

笔者通过逐一访问５０所大学图书馆的主页,调
查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拥有度、链接目录层次、在网

站中隶属的板块及其文本表现形式,了解与战略规划

相关的内容.其中,文本拥有度是指在图书馆主页能

否检索到战略规划文本;链接目录层次是指战略规划

在图书馆网站中的深度,规划文本往往不会直接呈现

在网站主页面上,而是依据图书馆的设计理念被放置

于不同的深度与板块,链接层次可以反映大学图书馆

对战略规划的重视程度;隶属板块是指战略规划相关

类目的上级目录名称;文本表现形式是指战略规划文

本呈现给用户的形式,包括网页全文浏览、提供PDF
格式文本下载、浏览且能下载等.调查结果见表１.

(１)关于文本拥有情况.
由表１可知,有２个图书馆因网站的英文网页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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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世界学术排名前５０的大学的图书馆的战略规划文本拥有情况

排名 图书馆名称
拥有度及链接

目录层次
隶属板块 表现形式

１ 哈佛大学图书馆 有,３级 “使命 & 管理” 全文浏览

２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

３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有,３级 “关于” 仅供下载

４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

５ 剑桥大学图书馆 有,３级 “管理” 仅供下载

６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

７ 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

８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仅供下载

９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分馆有,２级 “使命 & 目标” 全文浏览

１０ 牛津大学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全文浏览＋下载

１１ 耶鲁大学图书馆 有,２级 “使命” 全文浏览

１２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 有,２级 “行政与组织” 全文浏览

１３ 康乃尔大学图书馆 有,３级 “图书馆内部” 部分浏览＋下载

１４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仅供下载

１５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全文浏览＋下载

１６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

１７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 有,３级,(２０１０年发布) “出版物” 仅供下载

１８ 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 有,３级 “关于” 全文浏览＋下载

１９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图书馆 有,２级,但打不开网页

２０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 /

２１ 东京大学图书馆 /

２２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图书馆 /

２３ 伦敦帝国学院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仅供下载

２４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 有,３级 “图书馆行政” 部分浏览＋下载

２５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部分浏览＋下载

２６ 京都大学图书馆 /

２７ 纽约大学图书馆 有,３级 “一般信息” 仅供下载

２８ 西北大学(美)图书馆 有,４级 “出版物” 仅供下载

２９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 有,２级 “图书馆计划” 仅供下载

３０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全文浏览＋下载

３１ 杜克大学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全文浏览＋下载

３２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图书馆 有,３级 “研究指南” 全文浏览

３３ 洛克菲勒大学图书馆 没找到,有限制

３４ 科罗拉多大学玻尔得分校图书馆 有,３级,(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 仅供下载

３５ 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 /

３６ 巴黎第六大学图书馆 暂无英文网页

３７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 有,３级 “图书馆行政” 仅供下载

３８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图书馆 有,３级 “组织信息” 全文浏览

３９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图书馆 有,３级 “出版物” 仅供下载

３３

国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文本形态及内容特征分析/司莉,潘秋玉
StudyontheUniversityLibrariesStrategicPlansatAbroad/SiLi,PanQiuyu



2
0

1
7

年
第1

期

４０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全文浏览＋下载

４１ 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仅供下载

４２ 巴黎第十一大学图书馆 /

４３ 马里兰大学大学城分校图书馆 有,３级,(２０１３年) “使命” 在线刊物

４４ 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２级,使用学校的信息战略 “关于” 全文浏览＋下载

４５ 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图书馆 /

４６ 海德堡大学图书馆 英文网页不完善

４７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直接检索得到 仅供下载

４８ 卡罗林斯卡学院图书馆 /

４９ 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有,３级(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馆长办公室” 全文浏览

５０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图书馆 有,２级 “关于” 全文浏览

暂不完善而无法调查,在其余４８所大学图书馆中,
有３４所图书馆(７０．８３％)都在网站上提供了与战略

规划相关的文本,且大多向用户免费开放(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图书馆战略规划页面无法打开,伦敦大

学学院战略规划中具体的实施计划仅限馆员访问);

　　(２)关于链接目录层次.
笔者发现战略规划在图书馆网站中往往被设置

为２级(１６所)或３级(１６所)目录,有１所处于４级

目录,还有一所图书馆的规划文本是利用网站提供

的“搜索”功能直接下载获取的,没有在各级板块中

找到相关类目;
(３)关于隶属板块.
除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的一级目录为

“使命”外,其余均为“关于”,二级目录则较为分散,
涉及“使命”“管理”“行政”“出版物”“组织”等多个栏

目,说明各图书馆对战略规划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并不十分一致;
(４)关于文本表现形式.
多数图书馆(２４所,７２．７３％)提供PDF版本供

用户下载阅读,７所图书馆既提供PDF版本以供下

载,也允许用户直接在网页浏览全文.有的图书馆

在网页上比在 PDF版本中提供了更多关于战略规

划的信息,如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图书馆、墨尔本

大学图书馆.此外,马里兰大学大学城分校的规划

文本以刊物的形式呈现,供用户在线播放阅读,具体

情况如图１所示.

２．２　关于制定情况的调查

剔除２０１５年前失效的战略规划,宾夕法尼亚大

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发布于２０１０年,且未注明适用

年限,作剔除处理,最终剩余２９个规划样本(见表２).

图１　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的表现形式

我们从规划名称、制定主体和规划时长３方面调查

了这２９个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制定情况.从规划名

称来看,一般由“战略规划”字样与规划实施年份两

部分组成,一些名称中含有战略规划所起到的目的

与作用,如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筹款”、曼彻斯特大

学图书馆的“领导、挑战与连接计划”,此外,有的图

书馆还使用了正副标题的形式,或概括总结、或表达

希望、或阐明重点,如“传递成功”“传递一流的用户

体验”“支持研究、教学、服务计划”等等.
表２　样本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制定情况

排名 图书馆名称 战略规划名称 制定主体 时长

１ 哈佛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 行 动

目标[４]

图书馆

领导组
６年

３
麻省理工学院图

书馆

图书馆战略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５]
３年

５ 剑桥大学图书馆
战 略 规 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６]
４年

８
哥伦比亚大学图

书馆

２０１４/１５ 信 息 服 务 过

渡性战略规划[７]
２年

９
芝 加 哥 大 学 图

书馆

法律图书馆战略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８]
４年

１０ 牛津大学图书馆
中 期 战 略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９]
馆长 ２年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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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耶鲁大学图书馆
使命、愿景与指导原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１０]
４年

１２
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图书馆

战 略 规 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１１]
４年

１３
康 乃 尔 大 学 图

书馆

迈向 ２０１５:康 乃 尔 大

学图书馆战略规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１２]

图书馆战

略规划组
５年

１４
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图书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战 略

规划[１３]
４年

１５
华盛顿大学西雅

图分校图书馆

传递成功: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战略规划[１４]

４年

１８
伦敦大学学院图

书馆

传递一流的用户体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战略[１５]

图书馆服

务领导小组
４年

２３
伦敦帝国学院图

书馆

图书馆服务战略规划

２０１４/１５－２０１８/１９[１６]
５年

２４
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分校图书馆

２０２０年知识愿景[１７]

(有分段规划)

战略规

划项目组
８年

２５
多 伦 多 大 学 图

书馆

开辟未来:多伦多大学

图书馆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战略规划[１８]

战略规划

指导委员会
６年

２７ 纽约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战略规

划:全球教育体系图书

馆的未来[１９]

５年

２８
西北大学(美)图

书馆

图书馆战略规划与组

织:２０１５ 年 过 渡 期

目标[２０]

图书馆

领导小组
１年

２９

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香槟

分校图书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战略行

动框架[２１]
４年

３０
明尼苏达大学双

城分校图书馆

图书馆战略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２２]
３年

３１ 杜克大学图书馆

明晰愿景:杜克大学图

书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战略

规划[２３]

战略规划

任务组
５年

３２
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分校图书馆

２０１６财年平衡记分卡

指南[２４]

战略

规划组
１年

３７

德克萨斯州大学

奥 斯 汀 分 校 图

书馆

战 略 规 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２５]

战略规划

工作小组
４年

３８
加州大学圣塔芭

芭拉分校图书馆

图书馆战略路标:描绘

图书馆的未来方向[２６]

未来

几年

３９

北卡罗来纳大学

教 堂 山 分 校 图

书馆

图书馆与大学使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支持研究、教

学、服务计划[２７]

５年

４０
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图书馆

图 书 馆 战 略 规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２８]
３年

４１
曼彻斯特大学图

书馆

领导、挑战与连接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２９]
５年

４４
墨 尔 本 大 学 图

书馆

墨尔本学术信息的未

来:一个十年计划[３０]
１０年

４７
爱 丁 堡 大 学 图

书馆

图书馆筹款战略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３１]

图书馆

委员会
４年

５０
加州大学欧文分

校图书馆

图书馆战略规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１５[３２]
常务副校长 ９年

从制定主体来看,绝大多数为图书馆主导并自

行编制.虽然近五成的战略规划中并未注明制定主

体,但可从图书馆网站或规划文本中了解到,战略规

划往往是由多方力量、经由多次调查与咨询制定而

成,体现出参与力量多样化的特征.如加州大学圣

塔芭芭拉分校图书馆组织高层对话,使学生、教职工

和行政人员参与分析调研数据,以确定图书馆战略

重点与方向,并对规划草案寻求反馈;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也指出战略规划是在一系列利益相关者

的调研中形成的.由表２可知,在标明制定主体的

图书馆中,图书馆领导小组和专门的战略规划组是

战略规划的主要负责者.其中,图书馆领导小组由

馆长、各部门主任等多人组成,战略规划组作为图书

馆的常设部门,负责战略规划的前期调研、制定、修
改、评估等工作,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

的战略规划项目组就有明确的分工与职责,能够有

效保障战略规划制定与实施的各个环节.
战略规划作为周期性的管理活动,其时效性通

过规划时长得以体现.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时长,是
图书馆根据自身的发展愿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设

定的特定时间段[３３].在２９个调查样本中,标明战

略规划实施年度的有２８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

校图书馆除外),时长从１年到１０年不等,平均为

４４年.由图２还可以看出,５７．１４％的大学图书馆

以４－５年作为战略规划适用与更新的周期.

图２　样本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时长分布

５３

国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文本形态及内容特征分析/司莉,潘秋玉
StudyontheUniversityLibrariesStrategicPlansatAbroad/SiLi,PanQiuyu



2
0

1
7

年
第1

期

３　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内容特征分析

３．１　战略规划的文本体例

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的体例目前尚无固定统一

的模式.柯平认为一份全面合理的战略规划,应当

能够准确地表达组织的使命、愿景、战略制定过程、
战略规划原则、战略目标等全部内容,并确定使命陈

述、愿景展望、发展历程、环境分析、目标体系等２０
项作为规划文本的构成要素[３４];盛小平指出大学图

书馆的战略规划框架至少应包含愿景、使命、价值

观、目标体系、战略五部分[３５].我们调查了２９个样

本馆的规划文本的内容,结果如图３所示,文本中涉

及较多的要素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战略目标(２９,

１００％)、使命(２１,７２４１％)、愿景(２０,６８９７％)、价
值观(９,３１０３％)、引言(７,２４１４％)和指导原则(６,

２０６９％).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统计和论述的方便,
我们对文本中含义一致而名称不一的内容进行了合

并,如“使命”和“使命陈述”、“战略目标”“战略重点”
与“战略方向”、“原则”与“指导原则”等.除此之外,
各馆战略规划的体例也有各自特色,如,根据自身情

况加入环境扫描、制定过程、制定背景、评估方式、概
要、时间表、财务等要素.

图３　样本图书馆战略规划的主要文本体例要素分析

３．１．１　使命

使命是图书馆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与所追求的价

值.它明确地揭示了图书馆存在的目的、信念及图

书馆的自我定义,概括了图书馆要做什么和为谁而

做[３６].词频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代表文本的主要内

容和侧重点.我们利用 ROST 词频统计软件和

Word２０１０词频统计功能对２１份战略规划文本中

的“使命”进行词频统计,剔除无实质意义的介词、连
词、助词等词语,合并单复数、动名词等形式,结果见

表３.根据我们对文本的阅读和对高频词的统计,
发现样本图书馆的战略规划的“使命”主要有三:一
是利用图书馆馆藏、服务、馆员、空间等资源为学生

以及教职工提供学习、教学和研究支持,这是大学图

书馆最基本的使命,如耶鲁大学图书馆的“通过员

工、项目和服务为耶鲁和世界学术社区提供杰出的

教学、学习和研究支持”;二是连接世界知识,促进知

识的创造与发现,如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图

书馆的“促进批评探究和有益于社会的知识创造”、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图书馆的“通过联结人与知

识,促进知识发现和丰富人们的生活”;三是创新服

务,如纽约大学图书馆的“为不同用户群发展有创意

的服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的“设计

可效仿的典范性信息服务”,等等.
表３　样本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使命”部分高频词

高频词 频次 高频词 频次

研究 ２２ 提供 １３

大学 ２２ 信息 １２

服务 １７ 学术 １２

社区 １４ 馆藏 １２

知识 １３ 世界的 １０

学习 １３ 创造 ９

３．１．２　愿景

愿景是图书馆以使命为基础对未来发展的定

位,也是对图书馆蓝图的描绘,它揭示了组织成员发

自内心的共同意愿,是组织成员为之奋斗的未来目

标.同样,根据我们对包含“愿景”的２０份规划文本

的阅读,和利用 Word２０１０的统计功能对“愿景”的
词频的统计结果(见表４),发现这些世界一流大学

图书馆的“愿景”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研

究型图书馆,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愿景是

“我们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图书馆,促进知识

创造、探索和发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图

书馆的愿景是“我们渴望成为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的

领导者,能够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知识创造和知识

管理的需要”;二是发展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如伦

敦帝国学院图书馆的“我们将提供一流的、用户为中

心的服务、专长和空间,我们为研究者和学习者导航

信息变化,以创新、主动和敏捷的方式工作”、耶鲁大

学的“图书馆服务是直观的、无缝对接的,并且是由

对用户研究实践和不同需求的实证理解所驱动的”.
表４　样本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中“愿景”部分高频词

高频词 频次 高频词 频次

研究 １５ 发现 ９
服务 １２ 大学 ８
知识 １０ 空间 ７
用户 １０ 世界 ７
学术 １０ 改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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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价值观

价值观是定位图书馆有用性的体例,它揭示了

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是图书馆基于使命和战略目

标而形成的价值取向.战略规划中往往使用几个单

词或几句话对图书馆的价值观加以概括陈述.例

如,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战略规

划中,价值观为“知识、开放、服务、合作、多样化”;伦
敦大学学院图书馆则以“相互尊重、卓越服务、合作、
激励、创新”作为其价值取向;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

汀分校图书馆的价值观是“合作、用户中心、多样化、
专业、创新、职业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则将

价值观定为“卓越服务;与学校和社会团体合作;馆
藏管理和制度化;创新、敢于冒险;开放、包容、相互

尊重的工作环境;通过组织获得领导力与个人成长;
知识自由、追求知识”.

３．１．４　指导原则

由图３可以看出,这一要素是样本馆的战略规

划中较少采用的.原则是确保图书馆始终与其使

命、愿景和价值保持一致而给出的宏观性定位,它揭

示了图书馆开展业务工作、制定战略规划的指导方

针,是图书馆必须始终遵守的准则[３７].麻省理工学

院图书馆在其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战略规划中指出,为
更好地实现使命和愿景,图书馆需要一套基本的原

则作为指导,这些原则是图书馆规划与行动的基石,
并确定了７条指导原则;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

槟分校图书馆将其指导原则概括为“使命中心(MisＧ
sionＧFocused)原则、行动导向(ActionＧOriented)原
则、用户中心(UserＧFocused)原则、基于实证(EviＧ
denceＧBased)原则、包容性(Inclusive)原则、授权原

则(Empowering)、主导性原则(Leading)”.

３．２　战略目标的体系内容分析

战略目标是图书馆在未来几年着重建设与发展

的方向,是战略规划中最核心的部分,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与战略意图.通过阅读

２９份规划文本中关于“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

方向”等的具体内容,将战略规划目标体系涉及的内

容进行归类统计,可分为１３类,即:资源建设、空间、
教与学、服务、研究、员工、管理、合作、财务、技术、营
销、基础设施和评估.出现次数和比例较多的是:资
源建设(２７,９３．１０％)、空间(２４,８２．７６％)、教与学(２２,

７５．８６％)、服务(２０,６８．９７％)、研究(２０,６８．９７％)、员
工(１９,６５．５２％)与管理(９,３１．０３％),这些是规划文本

中比较关注和重视的内容(见图４).

图４　样本图书馆的战略规划的目标体系内容

３．２．１　重视资源建设

资源是图书馆存在、发展与开展服务的根基.
从调查结果来看,几乎所有的样本馆都很重视资源

建设.为适应信息技术的进步、用户需求与行为的

变化,资源建设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与扩展.阅读

样本馆规划文本目标体系中与“资源建设”相关的陈

述,发现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充实馆

藏.建立跨学科的实体馆藏和不同格式的虚拟馆

藏;(２)强调存取.应当支持各种移动便携设备,使
用户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检索并

使用图书馆的资源,一些图书馆还明确提出优化发

现与传递系统、图书馆网站和服务平台的性能,同
时,多数图书馆也支持研究资源的开放存取;(３)重
视资源的数字化与长期保存.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

馆致力于保存印刷本,包括善本书、档案、手稿和濒

危视听数字资源等,康乃尔大学图书馆则指出“提供

数字内容的长期存取是学校的学术使命,加大对包

括研究数据,可视化资源、学科库、电子书、流媒体等

资源的保存力度”;(４)资源共建共享.共建共享才

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
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多数样本馆的选择;(５)建设机构

知识库,收集、保存并促进对学校研究成果的利用.
如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

书馆等均建有机构知识库.

３．２．２　空间职能拓展

基于网络的资源和服务正在快速扩张,但并不

表明师生对物理空间的使用有所减少[３８],而且由于

用户的研究行为、教学与学习模式等的变化,传统的

图书馆空间越来越无法满足需要,对此,各馆纷纷审

视、评估现有空间环境的利用状况,或与师生共同规

划图书馆空间,主要改变体现在:(１)调整物理空间,
各馆根据评估结果和需求调研,增设信息共享空间、
个人和团体研究室、人文科学实验室、培训室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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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者扩建附属建筑;(２)打造虚拟图书馆,实施基

于学科的数字学术中心计划,以适应用户日益复杂

的需求,促进知识发现和知识创造;(３)升级配套设

施,采购与研究、学习相关的技术设备,提供灵活、舒
适的基础设施,提升用户体验;(４)举办各种活动,如
讲座、展览等,促使用户参与,充分利用图书馆空间.

３．２．３　支持教学

一直以来,为教学服务就是大学图书馆的重要

职能之一.大多数样本馆的战略规划中均强调图书

馆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支持师生

的教授与学习,提供教学相关的软硬件设备、基础设

施、馆藏资源、新技术设备、空间需求等;(２)强调信

息素养教育,使用户学会有效地发现、评估、组织、管
理、利用和创造信息,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大学图书

馆普遍采用嵌入式教学的方法,通过与教师、各个院

系的主任、技术人员、行政人员等多方面的合作,创
造性地将图书馆教育服务整合到大学的课程体系结

构中,提高用户的信息素养技能;一些图书馆也比较

重视在线学习环境的构建,不断完善线上培训,如

MOOC、数字化学术中心、在线指南等.

３．２．４　注重服务

大学图书馆是为大学师生的研究、教学和学习

活动提供服务而存在的.大多数图书馆将以用户为

中心的服务确定为战略重点,重视用户需求,聚焦

于:(１)研究服务,为研究服务是样本馆规划文本中

提及最多的服务行为,与研究人员合作,深入了解他

们的需求,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水平的咨询服务、设计

创新服务以加强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之间的连接;
(２)数字化服务,主要体现在数字化内容和数字化工

具两个层面,图书馆鼓励维基、博客、社交媒体、数据

可视化工具等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并将服务与专长

嵌入到系统和工具中支持教学与科研;(３)基础服

务,如根据用户需求调整图书馆开放时间,完善

RFID、扫描、打印等自助设备等.

３．２．５　支持科学研究

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吸引更多更好的研究者是

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之一,也是这些大学的图书馆

的战略目标之一.图书馆对研究的推动是多渠道与

多方位的,在上述资源、空间和服务层面也有一定体

现,除此之外,还表现在:(１)支持学术交流,通过学

术交流活动中的思维碰撞、跨机构或跨学科之间的

合作交流,促进学术创新;(２)支持研究全过程,延伸

数据管理服务,贯穿研究人员的整个研究周期;(３)
支持学术出版与开放存取,与学校出版社或学术项

目合作,为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的成果提供多种出

版形式,促进学术成果的传播,提高学者研究成果的

影响力;(４)设立研究项目,如牛津大学图书馆的IT
基金资源发现项目、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开放图书馆

环境项目等.另外,也有一些图书馆从设施、政策、
图书馆研究文化等方面进行努力,促进学术研究

进步.

３．２．６　强调员工发展

图书馆员工是联结图书馆资源和用户之间的桥

梁,是战略执行的关键环节之一.样本馆的战略规

划中涉及员工的内容可慨括为以下四点:(１)日常工

作中,图书馆员要熟悉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并鼓励

员工采用新方法、跨部门协作,根据员工专长安排工

作内容,把员工意见作为决策参考;(２)培训,图书馆

鼓励员工参加培训项目,学习新技术、新工具、新知

识、新方法,以适应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知识的更新换

代,促进馆员的职业发展;(３)招募,制定相应的标

准,在此基础上招募多样化、具有不同专长的员工;
(４)组织文化,培育积极、高效、相互尊重、充满活力

的、创造性的组织文化,使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

中更好地工作与成长.

３．２．７　用户参与及管理

大学图书馆的用户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教师、
行政人员、图书馆员等,他们对图书馆的需求与兴趣

点有所不同,吸纳不同身份的人群参与战略规划的

拟定、为图书馆献计献策,无疑会对图书馆的良性发

展起推动作用.有８所图书馆将“公众参与”写进战

略规划中,主要运用在:把用户的满意度和使用情况

作为评估资源与服务的标准,通过用户调研完善资

源、空间和图书馆的服务,不断创造机会使用户积极

参与学术信息环境的管理等.此外,一些图书馆的

战略规划提到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附属馆的管

理工作.

４　结语

战略规划对图书馆具有重要价值,不但可以引

导图书馆应对变化、把握未来、规范组织行为、增强

组织活力,还能起到宣传图书馆的作用.对于大学

来说,图书馆在推动学术进步、科研能力和创建高水

平大学方面也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上文调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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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知,国外一流大学图书馆普遍重视战略规划,往
往调动多方力量参与制定工作,多以４－５年为战略

规划的适用期限.规划文本会在图书馆网站上公开

发布并提供多种途径方便用户浏览;文本体例尚不

统一,但一般均包含战略目标、使命、愿景等内容,其
中,目标体系的显著特点是涵盖面广,涉及图书馆发

展的各个方面,从资源建设、空间、教与学、服务、研
究等多层面指出图书馆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或要实

现的具体目标,使得图书馆在计划中稳步前进.与

国外相比,我国大学图书馆在战略规划的制定与执

行上,与国外一流大学图书馆尚存在较大差距,表现

在多数图书馆所制定的战略规划并没有及时、充分

地把握图书馆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因估计失误、条
件不许可而造成战略定位模糊、失当、欠缺等[３９].
研究这些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将有助于我国大学图

书馆借鉴其有益的做法,结合各馆实际状况,制定出

有实际价值的战略规划,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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