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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康涅狄格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组织方式、职责定位以及服

务内容，在对比国内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现状后，作者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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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馆员制度演变过程
二十世纪中期，在馆际互借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每个图书馆主要依靠自己
的馆藏来满足用户的需求，馆藏建设以及馆藏的充分利用变得十分重要。为了更好地建设馆
藏，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服务制度，即选择一
些馆员，他们既是某一学科的专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目录学家，建立馆员与学科教师、研究
人员的紧密联系，通过他们的共同工作，改善馆藏资源建设的质量，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到 70 年代中期，一些研究型图书馆开始将这种类型的馆员称为“学科联络员”（Liaison），
并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学科馆员”。学科联络员的主要职责是馆藏建设，并承担部分参考咨
询的工作。进入 90 年代后，受全面质量管理、全员目标管理等思想的影响，在经费不断削
减、技术不断更新的情形下，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的层次结构被平面化，
传统的业务部门被“项目组”
（Programmatic groups）、
“核心职能组”
（Core Responsibilities）
等组织所取代。相应地，学科馆员的角色职责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公共关系、用户指导以
及专业参考咨询等。随着新千年的到来，面对后现代化以及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的文化氛围，
人们将学科馆员看作是图书馆地位提升、资源建设、服务营销与创新的基石，其角色职能得
到进一步扩展[1]。
国内学科馆员制度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
差距。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学科馆员制度经验，希望能给国内学科馆员制度建设
提供借鉴。

2 康涅狄格大学学科馆员制度[2]
康涅狄格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始建于 1989 年，目前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在Storrs
校区，针对 54 个学科设立了 20 名学科馆员，同时还设立了 11 个面向跨区域服务的学科馆

员[3]。康涅狄格大学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目标有四：一是建立图书馆与其服务的学科机构进
行对话的机制；二是建立图书馆员与教师之间有效的协作关系；第三，加强图书馆宣传工作；
第四，改进图书馆的服务。康涅狄格图书馆认为，学科馆员是图书馆员队伍中的一分子，他
们负责图书馆与学校内某个研究单位（如学院、系、中心、项目组）的学术联络。学科馆员
具有双重职责，既要掌握学科知识，了解教学、科研进展，收集学科需求，还要熟悉图书馆
资源、馆藏、政策，作好用户推荐与宣传工作。学科馆员通过与教师一起工作将信息技术培
训、检索工具介绍、学科信息指导等工作融入到科研过程中。今天，康涅狄格大学学科馆员
已经成为科研队伍的一员，在学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康涅狄格大学学科馆员制度具有以
下特点：
（1）完善的组织形式
康涅狄格大学在学科馆员建设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学科馆员组织结构
的最顶端是学科馆员理事会，它由图书馆的学科馆员以及学科系部合作方指定的联络代表组
成。每年至少开 3 次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确定用户兴趣，评价服务项目中的文档、
政策、过程的合理性。学科馆员理事会下设学科馆员顾问组，包括 5 名成员，其中 2 名固定
成员（一般由学科研究负责人及目录学专家担任），3 名临时成员（主要由学科馆员组成）。
顾问组负责学科馆员制度的技术支持、开发与组织协调，如：推荐学科馆员人选；建立学科
馆员间的伙伴关系；帮助学科馆员获得有效的工作技能；指导学科馆员制定个人年度计划；
研究、开发新的服务模式；定期组织召开学科馆员理事会；评价学科馆员的工作等。另外，
为指导、规范学科馆员的工作，顾问组负责编制一系列专门的规范文档（如学科研究指导编
写格式等），以便让学科馆员以统一的格式发布学科信息或指导性报告。
（2）恰当的职责定位
康涅狄格大学将学科馆员的职责划分为学科交流与沟通、馆藏建设与信息存取、读者服
务、项目评价与发展创新四个方面。
①学科交流与沟通。实现信息的双向流动，一是从学科馆员向学科用户的信息流动，主
要是信息资源、服务以及有关政策与策略；二是从学科用户向学科馆员的信息流动，主要是
科研状况、课程设置以及研究机构的需求信息。
②馆藏建设与信息存取。负责了解学科资源；制定采购定单；选择、评价、监控学科电
子资源，创建学科网页，发布相关信息；向学科系部通报最新资源；协助制订资源的迁移、
撤消、永久性保存策略等。
③读者服务。一线读者服务工作；参考咨询服务（包括临时性的咨询服务）；负责教师、
学生团体及个人信息指导与培训；编写资源利用与服务指南等。
④项目评价与发展创新。鼓励学科馆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展创新服务。
为了指导学科馆员开展工作，学科馆员顾问组将以上职责细分为交流与沟通、信息共享、
信息收集、馆藏建设、制度建设与服务创新等 6 个方面，每个方面下列出了相关具体项目，
基本囊括了学科馆员的全部工作内容。每个学科馆员从这些子项目中选择几项，作为自己在
一个时期内主要从事的工作内容。例如，交流与沟通工作具体包括：收集对口学科系部的电
子信箱；创建、更新联络用户目录；更新学科 Web 信息页面；编写、更新学科研究指南；
编制新推出的服务、新增加的馆藏资源以及相关工具的使用指南；定期浏览、链接本学科主

要网站，了解学科发展与信息变化情况；采访、编写系部新闻简报；编写、发布图书馆新闻
信息等。学科馆员工作职责被分解、细化后，不但可以指导学科馆员工作的开展，而且为岗
位工作考核提供了基本依据。
（3）深入的网络服务
康涅狄格大学学科馆员制度不仅重视与各个学科的联络沟通，更注重开展深层次信息研
究，并为学科提供具有指导性的服务。目前，康涅狄格大学学科馆员提供的网络服务主要包
括：学科资源服务、学科研究资源指导、馆藏资源建设与信息存取计划服务、学科馆员工作
工具等。
①学科资源服务。包括馆藏资源内容与服务的介绍与链接；相关数据库评介；与本学科
（系）相关的校内部门、单位信息链接；电子期刊、引文服务；推荐主要的网络资源及搜索
工具；本学科重要网站介绍；本学科协会与学会信息；电子资源讨论组；学科述评等。以上
内容以学科资源述评报告的形式在网上发布，并定期进行更新。
②学科研究资源指导服务。在学科资源服务方面，康涅狄格大学的一个很好的做法是根
据学科研究重点、项目设立等情况，编写、发布《专题研究资源指导书》
，帮助大学生发现、
辨别、筛选权威性信息资源，它对于引导大学生学科入门学习、帮助项目组进行信息收集与
学科进展跟踪具有重要意义。《专题研究资源指导书》的内容组成由顾问组确定，通常包括
在线全文资源（包括图书、期刊论文、报纸、康涅狄格大学网站资源、在线综合书目、在线
引文服务等）、目录信息资源、学科相关手册与指南信息、本地馆藏介绍（包括本馆馆藏及
本地其他馆藏）等。
③馆藏资源建设与信息存取计划。图书馆与对口学科院系合作为每个学科制定学科资源
馆藏建设与存取计划，介绍图书馆本地资源建设与主要服务项目。其内容包括学科社区特征
分析、经费预算及使用方向、当前信息服务模式、面临的问题与策略等。该计划在一份叫做
《康涅狄格大学图书馆自主资源及全球信息存取策略》的报告指导下进行，它建立了图书馆
员与教师、科研人员之间的对话平台，使图书馆能更好地了解学科需求，并及时向用户推荐
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④学科馆员工作环境。除了提供面向学科用户的网络服务之外，康涅狄格大学还为学科
馆员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网络工作环境。它包括学科馆员工作入口、岗位职责与任职条件、研
究机构数据库、馆藏资源、主要的网络资源、岗位工作指导性文档、学科资源建设计划书、
相关统计信息、资源组织工具以及图书馆学协会、学会的活动信息等。基于这样一个平台，
学科馆员可以深入领会岗位工作宗旨，借助一系列技术工具，实现资源集成、服务集成，提
供有效的学科信息服务与指导。

3 国内学科馆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国内学科馆员制度的研究与建设起步较晚，第一篇关于学科馆员研究的文献是 1989 年
毋益人发表在《河南图书馆季刊》上的《学科馆员应该做好哪些工作》[4]，之后 10 年研究
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98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设立了学科馆员制度，随后，西
安交通大学（2000 年）、北京大学（2001 年）、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相继实行了学科馆员
制度。当前，学科馆员制度在国内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学科馆员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践
工作不断深入，但就总体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尚没有形成完善的组织机制
国内学科馆员制度在组织形式上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分散的组织方式，即成立一
个松散的组织，受聘学科馆员仍在原来的岗位上，并继续承担原始岗位的工作，同时新增学
科馆员方面的工作。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学科馆员工作时间无法得到保证，学科馆员之间缺
乏交流、沟通，很难实现资源共享与技术共享。第二种是集中组织方式，一般是在图书馆参
考咨询部组建一个学科馆员小组，负责学科馆员的各项工作。由于成员集中管理，解决了学
科馆员间交流与协调的问题，但学科馆员仍是双重身份，即在承担学科馆员工作的同时，还
要承担部分参考馆员的工作。本来参考咨询就是学科馆员工作的一部分，但由于学科馆员人
员少，参考咨询的任务又很重，造成学科馆员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参考咨询，而主动的学科联
络、深层次的情报研究以及学术研究指导方面的工作被削弱，致使学科馆员的工作一直停留
在参考馆员的层面上。
另外，国内学科馆员制度在业务组织之上没有建立一个业务研究与协调指导机构，缺乏
对学科馆员工作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与指导，无法形成一套有效的学科馆员岗位工作组织、
考核与评价机制。
（2）职责定位不够全面
国内在学科馆员职责定位上基本接受了Dennis W．Dickinson的观点[5]，即学科馆员的职
责分为两个方面：专业参考帮助(specialist reference assistance)和“学科联络”(faculty liaison)。
比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初期，将学科馆员的职责规定为5个方面：
①每学期为教师、研究生开利用图书馆和文献资源的培训讲座；
②及时向对口院、系宣传、通告图书馆新增加的文献资源和服务；
③负责编写相关学科的读者参考资料和使用指南；
④负责收集、整理相关学科的网络资源、并通过主页或发送资料等形式通告；
⑤定期征求对口院系对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的意见和要求[6]。
清华的经验被其他高校图书馆广泛借鉴，如北京大学[7]、西安交通大学[8]的学科馆员职
责与此基本相同。国内在学科馆员职责定位上一个共同特点是特别强调与院系的沟通、联络
职能，但在沟通基础上的主动服务，特别是在提供深层次服务、提供学科研究指导服务方面
强调的还很不够。最近，清华大学对学科馆员职责做了调整，增加了两项新的内容：“负责
试用、评介相关学科的电子资源，为教师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提供技术支持；协助有建立分馆
需求的院系开展工作，并提供图书文献建设方面的咨询和指导”[9]。新的职责强调了电子资
源选择、评价、与利用，但对提供深层次的信息服务、提供卓有成效的信息指导意见等方面
仍没有得应有的重视。
（3）服务形式比较单一
目前，国内学科馆员服务形式主要包括：公布学科馆员与图情教授联络方式，建立学科
馆员与院系的沟通机制，开展学科馆员与教师、科研人员协作的资源选择与建设服务，开展
主动的资源推介与用户培训服务等。在基于用户需求的学科信息研究、组织以及网络发布服
务方面做得还不够，还没有形成对教学、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成熟的服务产品。
学科馆员提供的网络信息服务很有限，而且形式不同，内容质量各异。

4 对国内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1） 完善学科馆员组织机制
建立健全学科馆员组织制度是十分必要，康涅狄格大学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由于不同的学科馆员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他们在业务工作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
学科馆员成员间的组织可以是相对松散的，但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协调指导机构，可以称为“学
科馆员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负责日常业务协调与管理。学科馆员委员会成员构成也可
以采取康涅狄格的经验，即部分成员是固定的，其余成员是临时的或兼职的。学科馆员委员
会负责研究学科馆员业务、制度，制定学科馆员工作发展战略、工作标准、考核指标体系，
对学科馆员岗位工作进行指导、考核以及对学科馆员制度进行整体评价。
（2）重新定位学科馆员的角色职能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资源虚拟化、信息服务开放存取化发展，给学科馆员
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信息环境，学科馆员原有的部分角色将消失，同时，一些
新的角色将出现。比如：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服务、分布式资源的开放存取管理、e-learning
信息服务、专业参考咨询服务、用户兴趣合作式评价、学科信息空间重构等。在提供新型服
务过程中，学科馆员的角色将具有多重性，他们既是用户需求联络员、学科信息采集员、知
识管理员、用户教育家，同时还是研究机构学术信息管理与发布员、用户服务中介以及实质
性的研究人员。在建立学科馆员制度时，一定要准确、全面定位学科馆员的角色，保证各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
（3）建立学科馆员团队服务模式
传统学科馆员的工作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学科馆员独自负责一个学科或几个学科的需求
联络与信息服务，这种工作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比较好地适应了用户的需求，收到了较好
的效果。在新的信息环境下，为实现信息的开放存取、文化遗产保护、科研服务、信息永久
性保存等目标，需要建立学科馆员团队。即将学科馆员的工作划分为多种岗位，不同的岗位
完成不同类型的工作，通过建立团队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为读者提供系统、全面、高
效的信息服务，这便是学科馆员团队。学科馆员的团队协作不仅局限于学科馆员之间，还要
实现学科馆员与学科专家、技术专家等群体之间的合作，以便共同构成一个完成的信息服务
体系。
（4）开发学科馆员工作平台
网络资源的飞速发展增加了资源利用上的难度，而基于 e-science 的科研环境的变革使
得人们对信息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图书馆员使用的业务工具已经
无法适应新的信息服务需求。针对网络时代学科馆员的角色变迁与服务模式创新，需要研究、
开发高效的学科馆员工作平台，以便为学科馆员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全面提升学科馆
员的服务能力，将学科馆员的工作向深层信息服务的方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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