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学校图书馆指南
（第二版）
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部常务委员会（IFLA School Libraries Section Standing Committee）
Barbara Schultz-Jones and Dianne Oberg
国际学校图书馆员协会执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
Executive Board）

中文版翻译者：张靖，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译定前言、概要、建议、引言、第 1-6 章、
术语表、附录 A）；林芊里，中山大学图书馆（译定附录 B-E）
Translator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Dr. Zhang J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ponsibl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Preface, Executive Summary,
Recommendations, Introduction, Chapter 1 to 6, Glossary, and Appendix A) and Lin Qianli,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ies (responsibl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Appendix B to E)
（中山大学图书馆张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吴宇凡、林琳、李孟卓、林佳萍、杨月、刘璐、
杨沁、吴舒婷、张升炼、徐晓莹、李思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媛媛等参与了《指南》初译工
作）
(Zhang Ying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ies, Dr. Wu Yufan, Lin Lin, Li Mengzhuo, Lin

Jiaping, Yang Yue, Liu Lu, Yang Qin, Wu Shuting, Zhang Shenlian, Xu Xiaoyin, Li Siyu, and
Zhang Yuanyuan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ontributed in draft translating.)

1 / 109

目 录
目录 ............................................................................................................................... 2
前言 ............................................................................................................................... 5
概要 ............................................................................................................................... 7
建议 ............................................................................................................................. 11
引言 ............................................................................................................................. 14
第 1 章 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和目的 ............................................................................ 19
1.1 引言 ............................................................................................................... 19
1.2 背景 ...................................................... 19
1.3 学校图书馆的定义 .......................................... 20
1.4 学校图书馆在学校中的角色 .................................. 21
1.5 有效的学校图书馆项目之条件 ................................ 22
1.6 学校图书馆的愿景声明 ...................................... 23
1.7 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声明 ...................................... 24
1.8 学校图书馆服务 ............................................ 24
1.9 学校图书馆服务与活动的评估 ................................ 25
第 2 章 学校图书馆的法律和经济框架 .................................................................... 28
2.1 引言 ...................................................... 28
2.2 法律依据和法律问题 ........................................ 28
2.3 道德依据和道德问题 ........................................ 28
2.4 学校图书馆发展的基础设施支持 .............................. 29
2.5 政策 ...................................................... 30
2.6 计划 ...................................................... 31
2.7 资金 ...................................................... 32
第 3 章 学校图书馆人力资源 .................................................................................... 35
3.1 引言 ...................................................... 35
3.2 人员职责和基本原理 ........................................ 35
2 / 109

3.3 学校图书馆员的定义 ........................................ 35
3.4 学校图书馆活动提供所需的能力 .............................. 37
3.5 专业图书馆员的职责 ........................................ 38
3.6 学校图书馆辅助人员的职责与资质要求 ........................ 42
3.7 学校图书馆志愿者的职责与资质要求 .......................... 43
3.8 道德标准 .................................................. 44
第 4 章 学校图书馆的实体和数字资源 .................................................................... 47
4.1 引言 ...................................................... 47
4.2 设施 ...................................................... 47
4.3 馆藏建设和管理 ............................................ 49
第 5 章 学校图书馆活动 ............................................................................................ 57
5.1 引言 ...................................................... 57
5.2 活动 ...................................................... 58
5.3 基本素养培育和阅读推广 .................................... 59
5.4 媒体和信息素养教育 ........................................ 61
5.5 探究式学习 ................................................ 62
5.6 技术集成 .................................................. 66
5.7 教师的专业发展 ............................................ 67
5.8 学校图书馆员的教导职责 .................................... 67
第 6 章 学校图书馆评估和公共关系 ........................................................................ 70
6.1 引言 ...................................................... 70
6.2 学校图书馆评估与循证实践 .................................. 71
6.3 学校图书馆评估的方法 ...................................... 71
6.4 学校图书馆评估的影响 ...................................... 75
6.5 学校图书馆的公共关系 ...................................... 76
术语表 ......................................................................................................................... 81
参考书目 ..................................................................................................................... 86
3 / 109

附录 A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宣言（1999） ........................... 93
附录 B 学校图书馆预算方案 ..................................................................................... 97
附录 C 探究式学习教学模型 .................................................................................... 99
附录 D 学校图书馆评估清单示例（加拿大） ...................................................... 100
附录 E 学校图书馆评估清单-校长用 ..................................................................... 103

4 / 109

国际图联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指南》
前言
以下指南条款为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
（国际图联第 77 号专业报告）。第一版《学校图书馆指南》于 2002 年由学校
图书馆部（时称学校图书馆和资源中心部）编制。这些指南条款旨在协助学校
图书馆专业人员和教育决策者致力于保障所有师生都能受惠于由符合资质的学
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有效的学校图书馆活动和服务。
或借由国际图联年会和年中工作会议期间的研讨会、或通过持续的个人形
式及在线形式的笔谈和评论，来自许多国家的诸多人士就修订指南条款的起草
进行了讨论、争论和磋商。编者由衷感谢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部常务委员会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IFLA Section of School Libraries）和国际学校图书馆
员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IASL）执行委员会的
成员，以及其他国际学校图书馆界为这一修订贡献了专业意见和职业热情的人
员。我们也由衷感谢国际图联土著事务专门兴趣小组（IFLA Indigenous Matters
SIG）关于这些指南条款的评论和意见。
感谢以下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部常务委员会成员和官员：Nancy Achebe
（尼日利亚），Tricia Adams（英国，信息协调员/网络编辑），Lisa Åström
（瑞典），Lesley Farmer （美国，博客/时事通讯编辑），Karen Gavigan（美
国），Rei Iwasaki（日本），Mireille Lamouroux（法国），Randi Lundvall（挪
威），Danielle Martinod（法国），Luisa Marquardt（意大利）， Dianne Oberg
（加拿大，秘书），Barbara Schultz-Jones（美国，主席）以及 Annike Selmer
（挪威）。通讯成员：Lourense Das（荷兰），Patience Kersha（尼日利亚），
B. N. Singh（印度）， Diljit Singh（马来西亚）。国际学校图书馆员协会的官
员 和 董 事 ： Lourdes T. David （ 菲 律 宾 ） ， Busi Diamini （ 南 非 ） ， Nancy
Everhart（美国），Elizabeth Greef（澳大利亚，副主席），Madhu Bhargava
（印度），Kay Hones（美国，副主席），Geraldine Howell（新西兰），K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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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k（美国，财务主管），Luisa Marquardt（意大利），Dianne Oberg（加拿
大），Diljit Singh（马来西亚，主席），Ingrid Skirrow（澳大利亚），Paulette
Stewart（牙买加）以及 Ayse Yuksel-Durukan（土耳其）。在撰写和校审等不同
阶段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同事：Ingrid Bon（荷兰），Foo Soo Chin（新加坡），
Veronika Kámán（匈牙利），Susan Tapulado（菲律宾），Ross Todd（美国）以
及 Gloria Trinidad（菲律宾）。

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部
主席，Barbara Schultz-Jones
秘书，Dianne Oberg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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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学校图书馆宣言》。正如《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宣言》
（1999）中所表述的，世界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分享着共同的目标：学校图书馆
因所有人的教和学而存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认可《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
（1959）、《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2007）中所表述的价值观以及国际图联的核心价值观。在《学校图书馆宣言》
中，学校图书馆被视作增强和提高学校社群教与学的力量——这一力量惠及教
育者和学生。

《学校图书馆指南》。所有指南条款都兼顾理想和现实。这一文本的编制
者们为学校图书馆所承载的使命和价值所鼓舞，但他们也对现实有清醒的认知：
即使是在学校图书馆享有充分资源和支持的国家，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教育
决策者，也必须竭尽全力以求满足整个学校社群的学习需求，必须竭尽全力以
求周全地应对工作范围内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

学校图书馆的目标。所有学校图书馆的一致目标，是培养具备信息素养、
并以负责任和有道德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学生。具备信息素养的学生，是知道自
己的信息需求并积极参与思想世界的、有能力的自主学习者。他们相信自己解
决问题的能力，知道如何查找相关且可靠的信息。他们能够运用技术工具以检
索信息和交流所学。他们能自如地应对多解或无解的境况。他们对工作持高标
准并能创造高质量的产品。具备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灵活地适应变化，并能在
独立工作和团队工作中发挥所长。

学校图书馆所属框架。学校图书馆存在于地方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
的权力框架中，这一权力框架在相应层面担负着学习及发展参与知识社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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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机会公平之责任。为了维护和持续回应不断发展的教育和文化环境，学
校图书馆需要得到立法和持续资金的支持。

与此同时，学校图书馆也存在于道德框架中，这一框架需要考虑学生及学
习社群中其他成员的权利和责任。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每一个人，包括志愿者，
均有责任在与学校社群成员打交道时遵守道德高标准。他们应将图书馆用户的
权利置于自己的舒适和便利之前，他们应避免在提供图书馆服务时因个人态度
和信仰而产生偏见。他们应平等对待所有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论对方的能
力和背景如何，同时应维护对方的隐私权和知情权。

学校图书馆人事。学校图书馆的角色是促进教与学，因此学校图书馆的服
务和活动需要由专业人员指导进行，这些专业人员应接受与课堂教师同等水平
的教育和训练。如果希望学校图书馆员在学校里担任领导角色，那么他们应接
受与其他学校领导（如学校行政管理者和学习专家）同等水平的教育和训练。
为了确保学校图书馆员有充足的时间以承担指导、管理、协作和领导等专业性
工作，学校图书馆的基本运营最好由经过训练的文职和技术支持人员负责。

学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模式受到地方的立法、经济发展及教育基础设施情
况影响而不尽相同。然而，五十多年的国际研究表明，学校图书馆员需要接受
关于学校图书馆事业和课堂教学的正规教育，以发展专业知识，胜任涵盖指导、
阅读及其他基本素养培育、学校图书馆管理、与教职人员协作、教育社群参与
等方面的复杂角色。

学校图书馆馆藏。学校图书馆员与管理人员和教师一起制定相关政策以指
导图书馆教育资料馆藏的建设和维护。馆藏管理政策必须以课程和学校社群的
特定需求和兴趣为基础，并反映学校外部的社会多样性。政策明确馆藏建设需
要多方协作共同努力，其中教师作为了解学生需求的学科专家，在帮助建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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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馆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应确保学校图书馆对当地
作品和国际作品兼容并包，其馆藏能够反映学校社群内所有成员的国籍、种族、
文化、语言、土著及其他独特的人口特征。

学校图书馆的教育活动。学校图书馆员应专注于以下核心教学活动：


基本文化素养培育和阅读推广；



媒体和信息素养（如信息素养、信息技能、信息能力、信息通晓、媒体
素养、跨媒体信息素养）；



探究式学习（如问题导向学习、批判性思维）；



技术集成；



教师专业发展；以及



文学及文化鉴赏。

学校图书馆员应认识到一个系统性框架对于媒体和信息技能教学的重要性，
而他们则通过与教师的协作帮助学生增强这些技能。

学校图书馆评估。评估是持续进步的关键一环。评估有助于使图书馆的活
动和服务与学校的目标保持一致。评估能更好地向学生、教师、图书馆工作人
员以及更广泛的教育社群展示图书馆活动和服务所能带来的益处。评估为活动
和服务的改进提供证据，同时也帮助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图书馆用户理解和重视
这些活动和服务。成功的评估导向活动和服务的更新，同时促成新活动和新服
务的产生。

保证学校图书馆持续获得支持。评估对于引导公共关系和宣传相关活动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图书馆在教与学中的作用有时并不能被很好地理解，因
此，学校图书馆与利益相关者和支持者之间的支持关系需要着意建立和经营，
以确保持续获得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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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件。本文件是由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部出版的第二版《学校图书
馆指南》。这些指南条款旨在协助学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和教育决策者致力于保
障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能使用由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有效
的学校图书馆活动和服务。或借由国际图联年会和年中工作会议期间的研讨会、
或通过持续的个人形式及在线形式的笔谈和评论，来自许多国家的诸多人士就
修订指南条款的起草进行了讨论、争论和磋商。编者由衷感谢国际图联学校图
书馆部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IFLA Section of School Libraries）
和国际学校图书馆员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 IASL）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其他国际学校图书馆界为这一修订贡献了专业意见和
职业热情的人员。

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部
主席，Barbara Schultz-Jones
秘书，Dianne Oberg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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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以下建议旨在协助学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和教育决策者致力于保障所有学生
和教师都能获得由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有效的学校图书
馆活动和服务。建议的提出与指南条款文本保持一致，每条建议结尾处均标明
与之相关的文本章节序号。

如果希望将这些建议用于学校图书馆的规划、建设、提升或评估，那么可
以使用量表就每一条建议对特定学校图书馆或图书馆系统的情况进行评估，量
表示例如“是；一定程度；否”（参阅附录 D：学校图书馆评估清单示例），又
如“探索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建成阶段；引领未来”（参阅《引领学习：
加拿大学校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实践标准》，2014，第 9 页）。

建议 1. 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和目的应得到清晰表述；同时，它们应与《国际
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宣言》、《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联合
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等国际文件中的原则和价值相一致，也应与国际图联的
核心价值相一致。[引言，1.7]

建议 2.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和目的应与国家的、区域的以及当地的教育管理
部门的期望相一致；也应与学校课程的目标相一致。[引言，1.1-1.8]

建议 3.学校图书馆的成功依赖于三个必要条件：一位具备专业资格的图书
馆员，一个能够支持学校课程教学的馆藏，一份明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必须
制订计划以达成上述三个条件。[1.1-1.8]

建议 4. 应定期对学校图书馆的服务、活动以及员工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
评估，以确保学校图书馆能够满足学校社群不断变化的需求。[1.9,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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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 在合适的政府层级推进图书馆立法，以明晰相关的法律责任，为学
校图书馆的建立、获得支持和持续改进提供保障，惠及所有学生。[2.1-2.2, 2.42.7]

建议 6. 在合适的政府层级推进图书馆立法，以明晰学校社群所有成员的道
德责任，道德责任包括保护平等获取权、信息自由权、隐私权、版权和知识产
权、儿童知情权等。[2.3, 3.6-3.8]

建议 7.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和活动应当在专业的学校图书馆员的指导下提供，
专业的学校图书馆员应接受过正规的学校图书馆学教育和课堂教学教育。[3.13.4]

建议 8.应当明确界定专业学校图书馆员的职责，其职责包括：教育职责
（如基本素养培育和阅读推广、探究式和资源导向式学习模式），管理职责，
学校层面的领导和协调职责，社群参与职责以及服务提升职责。[3.5, 3.5.4]

建议 9.学校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包括专业馆员、非专业馆员、志愿者等，
均应明确各自与图书馆政策相一致的角色和工作职责，这些图书馆政策涉及图
书馆用户的平等获取权、隐私权和知情权。[3.1, 3.2, 3.6, 3.7]

建议 10.学校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应致力于发展实体和数字馆藏，这些馆藏
应与学校的课程体系相一致，与学校所属社群成员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身份相
一致；学校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应致力于通过编目、流通和资源共享等方式增
进馆藏和资源的利用。[4.2.3, 4.3, 4.3.1-4.3.4]

建议 11.学校图书馆的设施、设备、馆藏和服务应能支持教师和学生的教学
需求，并应因教学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更新。[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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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2.应加强学校图书馆间以及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间
的联系，从而增进资源和服务的利用，促进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共同承担服务社
群所有成员终身学习的责任。 [4.2, 5.4]

建议 13.学校图书馆员的核心教育活动包括：基本素养培育和阅读推广，媒
体与信息素养教育，探究式教学，信息技术整合，以及教师的专业发展。[5.25.7]

建议 14.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和活动，应由专业图书馆员与校长、课程负责人、
教师、图书馆群体其他成员以及文化、语言、土著等独特群体的成员，一起协
同提供；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和活动，应能促进学校学术、文化和社会目标的实
现。[3.5, 3.5.4, 5.1-5.8]

建议 15.应采用循证实践以指导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和活动。循证实践还应为
职业实践的改进提供所需数据、为确保服务和活动积极影响学校的教与学提供
所需数据。[5.1, 5.2]

建议 16.应通过与图书馆的当前和潜在用户、与利益相关者以及与决策者的
有计划而系统的沟通，增强对于学校图书馆服务和活动的使用和支持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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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尽管形式各异，但分享着共同的目标——增强全民
教学。因此，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倡导人人机会平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坚
持《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1959）、《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007）的文件精神，坚持国际图联的核心价值
观：



认可《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宣明的自由获取信息、思想、作品的原
则，以及表达自由的原则。



认为人类、社团、组织出于社会、教育、文化、民主、经济等方面的目
的和需求，需要广泛和公平地获取信息、思想和作品。



确信提供高品质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有助于信息的有效获取。



承诺确保所有成员能够参加国际图联的活动并从中受益，不论其国籍、
残障、种族、性别、地域、语言、政策立场、民族或宗教。
（www.IFLA.org/about/more）

指南条款符合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宣言》中所宣明的
关于学校图书馆发展的基本原则：学校图书馆为所有人的教与学而服务（见附
录 A）。《学校图书馆宣言》于 1999 年出版后，业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一直
为学校图书馆倡导者所使用，以提升学校图书馆在其所属学校、地区和国家中
的形象。

《学校图书馆宣言》声明：“敦促政府通过其教育职能部门制定战略、政策
和计划以落实本宣言中各项原则的实施。”本文件中的指南条款为全球国家及地
方层面的决策者提供资讯，为学校图书馆社群提供支持和指导，为学校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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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学校图书馆宣言》之原则提供帮助。不同国家间的学校和学校图书馆千
差万别，因此指南条款的解读和使用应充分且应考虑当地情境。

本文件既希望能鼓舞人心，同时也志存高远。文件制定的参与者们深受学
校图书馆之使命和价值所鼓舞，他们意识到即使是在学校图书馆拥有丰富资源、
受到充分支持的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教育决策者也必须全力以赴以满足学
校整体社群的学习需求，必须全力以赴以周全应对他们工作于其中的不断变化
的信息环境。

所有指南条款均是理想追求与合理预期之间的权衡。若要能够为学校图书
馆员所使用以指导他们的实践、能够用于支持学校图书馆服务和活动的未来改
进，这些标准和指南于当地情境中的适用性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和指南需要为
那些最了解当地情境的人所认可。在提出追加资金、扩充人员或翻修设施的提
案时，这些变化对于学生学习和教师成功的影响之证据，远比它们能够满足某
些标准更具说服力。

即使满足资金、技术、馆藏、人员和设施所有标准，也并不能确保最好的
教学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学校社群成员对学校图书馆的认知：学校图书馆致
力于改变年轻人的生活等道德目标，同时致力于提高所有人的教学水平等教育
目标。设施、馆藏、人员和技术均仅是达成目标的方法。

校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应牢记一个重要的问
题：学生和教师从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和活动中能够收获什么？过去四十年的研
究表明，恰当配备了人员和资源的学校图书馆能够对学生的成就产生重大影响。
学校图书馆最关键的资源是符合资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通过与其他教师的合作，
他/她能够为学生提供最好的知识积累和意义建构之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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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指南》能够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为学校图书馆的
发展和改进提供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学校图书馆的发展潜力面临
挑战，但依旧能够通过多样的和创造性的方式实现学校图书馆的道德目标和教
育目标，例如有时通过提供对于学校图书馆发展而言必要且基础的基本素养培
育便可实现。关于基本素养培育项目的创新案例，请参考近期由国际图联支持
出版的《全球视角下的学校图书馆：项目与实践》（Marquardt ＆ Oberg，
2011）。关于制定、实施和推广《学校图书馆指南》的创新案例，请参考近期
由国际图联支持出版的《 <学校图书馆指南>全球行动》（Schultz-Jones ＆
Oberg，2015）。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宣言》阐述了学校图书馆发展的
基本原则；《学校图书馆指南》为这些基本原则的践行指明了方向。在我们努
力提供最好的学校图书馆服务以支持“全面教学”时，《学校图书馆指南》向我
们提醒了面向全球思考、立足当地实践的挑战。

面向全球思考

《学校图书馆指南》所设想的世界是包容的、机会公平的、社会正义的。
指南条款将在 21 世纪的背景下得以实施，指南条款具备变化的、灵活的以及在
不同层面和部门间相互连接等特点。放眼全球，人们的生活正受到诸如全球化、
经济及社会动荡和变革、不断发展的数字和移动技术、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或
绿化进程等各类趋势的影响。

通 过 课 程 调 整 和 技 术 强 化 （ 如 云 计 算 、 游 戏 、 智 能 手 机 、 1 to
1computing1），教育正在发生变革。在多国着意缩减用于中小学和大学的公共
支出的情况下，财政方面和立法方面均需要新的教育融资模式。全球的高中毕
译者注：在教育语境下，1 to 1 computing（有时使用缩写 1:1）指在学校或大学等学术机构内，为每一位
在校生配备一台电子设备，使其能使用互联网、数字课程资料和数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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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数量不断攀升，然而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却踟蹰不前。经济社
会变革使得中小学和大学里的外国学生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数量增加。无处不
在的科技改变了学习者获取信息以及与他人互动的方式（OECD，2014）。

图书馆正受到数字议程以及“开放”获取数据、学习主动性、趋同等趋势的
影响。多国政府已经制定了类似于欧盟《数字议程》的计划类文件
（http://ec.europa.eu/digital-agenda/en）。《数字议程》的七大支柱包括：

1) 数字单一市场——打破在线服务和跨国界内容自由流动的障碍
2) 互操作性与标准——关于 IT 设备、应用程序、数据仓储和服务新标准，
以确保在任何地方都能实现类似互联网的无缝交互
3) 信任与安全——加强个人数据安全相关规定，协同应对网络入侵
4) 高速和超高速互联网——增加投资以提供更高速的访问和下载
5) 研究与创新——追加对 ICT 的投资以促进商业创新
6) 增强数字素养、技能和包容性——针对数字鸿沟提供教育和培训，特别
面向弱势群体
7) ICT 的效益——减少能源消耗，简化公众服务，享用文化遗产

数字议程要求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发展并增强自身的数字技能，
另一方面要准备好与学校社群的其他成员合作以发展并增强学生和教师的数字
技能和知识。数字和移动技术的变革已经或正在影响全球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和
活动，而这些变革也使得数字公民教育的需求愈发迫切。

立足当地实践

《学校图书馆指南》旨在以适应当地情境（尤指立法和课程教学方面）的
方式加以调整和实施。与学校图书馆发展有关的法规可能源自教育法案或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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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法案，或二者皆有，或二者皆无。学校课程纲要或由国家或由地方制定；
这些文件中可能明确定义了学校图书馆的使命、角色和目的，也可能未置一词。

《学校图书馆指南》旨在引导政府、图书馆协会、学校、学校领导者和当
地社群，促使学校图书馆能够与当地的教育成果相一致，与学校社群的信息需
求相一致，与该社群的社会、民族、文化、语言、土著和其他独特的人口因素
相一致。

《学校图书馆指南》呼吁教育决策者，包括政府立法者和学校管理者，正
视那些证明了高品质的学校图书馆服务助益青少年教育成就的研究证据。《指
南》也呼吁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发展和增强自身的能力，以紧跟教育和社会的
持续变革，进而引领变革。

参考资源

Marquardt, L., & Oberg, D. (2011). Global perspectives on school libraries: Projects
and practices. The Hague, Netherlands: De Gruyter Saur.

Schultz-Jones, B. & Oberg, D. (2015). Global action on School Library Guidelines.
The Hague,Netherlands: De Gruyter Saur.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4).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OECD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Retrieved
from dx.doi.org/10.1787/eag-2014-en

18 / 109

第 1 章 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和目的

“学校图书馆提供信息和思想，它们是人们在当今信息和知识社会中成功运
作的基础。学校图书馆培育学生终身学习的技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使得他
们能够成为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学校图书馆宣言》

1.1 引言

本章节主要阐述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和目的，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校图书馆宣言》（1999）中定义了学校图书馆。在那份文件中，学校图书
馆被视作是惠及教育者和学生的促进整个学校社群教学水平的力量。后续章节
将详细阐明《宣言》所明确的关键因素。

1.2 背景

全球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均是一种学习环境，通过提供实体和数字空间，提
供资源、活动和服务，以鼓励和支持学生、教师和社群的学习。学校图书馆和
教育协同发展，以使学生具备知识，从而既能适应社会还能改良社会。虽然学
校图书馆的设施和运作在世界各地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专注于支持和促进学生
的学习。学校图书馆为个人、小规模群体和大规模群体提供一系列的学习机会，
尤其关注智识内容、信息素养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学校图书馆以学习
者为中心，支持、拓展并个性化学校的课程教学。

⁎⁎⁎⁎⁎⁎⁎⁎⁎⁎⁎⁎⁎⁎⁎⁎⁎⁎⁎⁎⁎⁎⁎⁎⁎⁎⁎⁎⁎⁎⁎⁎⁎⁎⁎⁎⁎⁎⁎⁎⁎⁎⁎⁎⁎⁎⁎⁎⁎⁎⁎⁎⁎⁎⁎⁎⁎⁎⁎⁎⁎⁎⁎

示例
Lubuto 图书馆项目为赞比亚的孤儿和其他弱势儿童和年轻人提

供文化资源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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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学校图书馆的定义

学校图书馆是一个学校的实体和数字学习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借由阅读、
查询、研究、思考、想象和创造，学生实现信息到知识的转化，并获得个人的、
社会的和文化的成长。这一实体和数字场所有许多不同的名称（例如，学校媒
体中心、文献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源中心、图书馆共享学习空间），但“学校图
书馆”是最为常用的术语，适用于与之相关的设施和功能。

超过 50 年的国际研究（如 Haycock, 1992, in LRS (2015) School Libraries
Impact Studies in the USA www.lrs.org/data-tools/school-libraries/impact-studies/
and Williams, Wavell, C. ， 又 如 Morrison (2013) in the United Kingdom
www.scottishlibraries.org/storage/sectors/schools/SLIC_RGU_Impact_of_School_Li
braries_2013.pdf）共同表明，学校图书馆具有以下特征：



拥有一名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他/她接受过正规的学校图书馆学
教育和课堂教学教育，具备专业知识，能够胜任集教导、阅读与基本素
养培育、学校图书馆管理、协同教职人员工作、教育社群参与等于一身
的复杂角色。



提供有针对性、高质量、多样化的馆藏（包括印刷、多媒体、数字馆
藏），以支持学校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课程教学，包括个人计划和个人发
展类的课程教学。



制定有详细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计划。

如同教育系统的其他部门，学校图书馆也经历了成长和发展的阶段。然而，
学校图书馆的这三个特征对于其使命和目的的实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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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个学校图书馆对学生学习所能产生的影响力正是取决于这三个特征的体
现度。

学校图书馆：



是学校里专门的实体和数字空间，它向全体成员开放、能为所有人使用；



是信息空间，其间提供覆盖印刷、多媒体和数字馆藏等多种媒介的高质
量的信息源；



是安全空间，它能够鼓励和支持个人的好奇心、创造力和学习意向，学
生能在其间秘密地、安全地探究包括争议性话题在内的各种问题；



是教学空间，学生能够在其间培育信息交流和知识创造相关的能力和性
情；



是技术空间，其间提供一系列用于知识创造、表达和分享的技术工具、
软件和专门知识；



是文化中心，学校社群得以在其间进行一切形式的阅读推广和基本素养
培育；



是数字公民中心，学习社群在其间可以学习如何以恰当的、道德的和安
全的方式使用数字化工具，学习保护身份和个人信息的策略；



是信息环境，为社群中所有成员提供平等的、他们在家中无法获得的资
源和技术获取以及信息技能发展机会；以及，



是社会空间，其间为整体社群提供文化的、专业的和教育的活动，活动
形式可能是事件、会议、展览或资源等。

1.4 学校图书馆在学校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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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校内的教学和学习中心，学校图书馆提供与课程内容接轨的有效的教
学项目，特别注重：



以资源为基础的能力：与查询、获取、评估各种载录格式的资源（此处
资源包括人或文化产品）有关的能力和性情。这些能力也包括能使用信
息技术工具搜寻、获取和评估资源，以及数字和印刷环境下各类素养的
培育。



以思考为基础的能力：在研究和调查的过程中聚焦数据和信息的实质性
应用的能力和性情，这些高级思维、批判分析研究和探究过程导向，体
现了深层知识和深刻理解的表达性创造和产品类创造。



以知识为基础的能力：侧重于创造、建构和共用知识产品的关于研究和
调查的能力和性情，其中体现了深层知识和深刻理解。



阅读和语文能力：与享受阅读有关的能力和性情，此处的阅读可能以休
闲为目的，可能以跨平台学习为目的，而文本在其多种形式和模式间的
转换、交流和传播，促成了意义、促进了理解。



个人和人际能力：作为研究者、信息使用者、知识创造者和负责任的公
民，自己或他人在以资源为基础的探究和学习中进行社会参与和文化参
与的能力和性情。



学习管理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准备、计划和成功完成一项基于课程的探
究单元的能力和性情。

学校图书馆员在上述能力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他/她通过独立的或
合作的教学和指引，将上述能力与课程的内容和目标明确关联。

1.5 有效的学校图书馆项目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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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一个有效的学校图书馆项目最为关键的条件便是拥有一名符合
资质的学校图书馆专业人员。一个没有教学计划（例如广泛提供教学活动的计
划）的学校图书馆不可能实现研究所证明的学校图书馆对于教学和学习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实现依赖于一名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对于下文 3.4 中所
罗列的职责的承担。

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应在一个结构明确的政策框架中进行，在这一框架中，
图书馆被视作阅读、探究和协同生产的中心。图书馆政策设计时应考虑学校的
整体政策和需求，应体现其精神、使命、目的和目标以及实际情况。通过图书
馆政策为学校图书馆职责提供行政管理支持，对于实现学校图书馆项目最大效
益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一个有效的学校图书馆项目所需的设施、实体和数字资
源以及人力资源，将在后文讨论。

1.6 学校图书馆的愿景声明

愿景声明描绘了学校图书馆渴望实现的未来景象。起点不同，世界各地的
愿景也不尽相同。根本而言，一个“学校图书馆跨越当前种种限制、在教育中扮
演中心角色”的当前愿景建构，有助于“学校图书馆提供多功能的学习空间”这一
未来志向之实现。

愿景应体现《国际图联 2013 趋势报告》（trends.IFLA.org）中所指出的五
项核心趋势：

1) 新技术将扩大也将限制能够获取信息的人群。
2) 在线教育将使全球学习大众化，也将使其陷入混乱。
3) 隐私和数据保护的界限将被重新定义。
4) 超连接的社会将倾听并赋权予新的声音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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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球信息经济将被新技术改变。

1.7 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声明

使命是关于学校图书馆的本质、目的和角色的界定，作为学校的一个组成
部分，学校图书馆分担学校的目的和义务。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
图书馆宣言》（1999）（附录 A）中阐明了世界范围内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具
体学校图书馆的使命声明应在符合当地教育背景的情况下呼应《宣言》。通过
界定社群成员的需求，界定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技能、资源和能力，以及界定
助益社群的、与培养学生胜任其未来工作并成为合格公民之教育目的相一致的
预期结果，使命声明应为资源之集中、计划之引导以及社群服务意图之沟通指
明方向。

1.8 学校图书馆服务

为满足学习社群的需求，学校图书馆提供一系列服务。这些服务可能在学
校图书馆这一设施内外提供。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ICT）提供服务可以将图书
馆延伸至学校的所有区域甚至家庭。一个强大的网络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提供了
获取馆藏、社群资源和数字资源的途径，也提供了从事研究性调查以及知识建
构、表达和分享所需的工具。

学校图书馆服务包括：



教职人员的专业发展（例如，阅读和基本素养、技术、调查和研究方
法）；



以学术成就、个人享受和提升为目的的充满活力的文学/阅读活动



探究式学习与信息素养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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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图书馆的合作（公共的、政府的、社群的资源）。

学校图书馆对于教育社群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这些附加价值远不局限于学
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它还包括富有活力的学校图书馆活动以及由符合资质的
学校图书馆员所提供的服务。

1.9 学校图书馆服务与活动的评估

评估学校图书馆服务与活动，是学校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方面。评估具有效
能核定目的：它有助于确定学校图书馆服务和活动是否满足学校社群的需求。
评估还通过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于学校图书馆的认知并提升他们对于学校图书馆
的支持，以助益学校图书馆服务和活动的持续转型。对于评估方式或途径的选
择，取决于学校社群的需求以及图书馆的发展阶段（例如，活动质量、利益相
关者的看法、活动内容以及活动影响）。

一项关注整体活动质量的评估，可以利用国际、国家或地方标准来检查和
评判学校图书馆的多个方面（例如，人员、设施、技术、馆藏，以及教学活
动）。一项侧重于学校图书馆实践提升的评估，通常被称为循证实践，可以利
用诸如学生学习成果、教学模式（按班级、年级或学科区分）、师生或家长调
查、图书馆流通和编目系统记录等进行。后文第 6 章将会进一步探讨评估的需
求以及评估在管理及公共关系（推广、营销、宣传）方面的用处。

参考资源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2014). Governing documents. Retrieved
from www.ala.org/aasl/about/governing-docs

25 / 109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2011). Standards for the 21st century
learner. Retrieved from www.ala.org/aasl/standards-guidelines/learning-standards

Hay, L., & Todd, R. J. (2010). School libraries 21C. 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trieved

from

www.curriculumsupport.education.nsw.gov.au/schoollibraries/assets/pdf/21c_report.p
df

Haycock, K. (1992). What works: Research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the
school’s library resource center. Seattle, WA: Rockland Press.

IFLA/UNESCO

School

Library

Manifesto.

(1999).

Retrieved

from

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UNESCO-school-library-manifesto-1999

Library Research Service [Colorado State Library, Colorad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hool libraries impact studies. Retrieved from www.lrs.org/datatools/school-libraries/impact-studies/

Groupe de Recherche sur la Culture et la Didactique de l’information. (2010).
Parcours de formation à la culture de l’information [The learning path to an
information culture]. Retrieved from http://culturedel.info/grcdi/?page_id=236

Williams, D., Wavell, C., & Morrison, K. (2013). Impact of school libraries on
learning: Critical review of published evidence to inform the Scottish education
community. Aberdeen, Scotland: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Governance

&

Society

(IMaGeS).

Retrieved

from

www.scottishlibraries.org/storage/sectors/schools/SLIC_RGU_Impact_of_School_Li
braries_2013.pdf).
26 / 109

27 / 109

第 2 章 学校图书馆的法律和经济框架

“ [学校图书馆]得到专门的立法和政策支持，是地方、区域以及国家当局的
职责。学校图书馆必须拥有充足且持续的资金，以用于受训人员、资料、技术
和设施的支出。学校图书馆必须免费开放。”《学校图书馆宣言》

2.1 引言

学校图书馆应满足其所属教育社群的需求，并且服务于社群内的所有成员。
学校图书馆在地方、区域以及国家当局的框架下，提供学习以及培育参与知识
社会所需能力的公平机会。为了维持和持续回应不断变化的教育和文化环境，
学校图书馆需要得到立法和持续资金的支持。

2.2 法律依据和法律问题

全球观之，学校图书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模式。此外，管理学校
图书馆活动和经费安排的法律多元且复杂。举例而言，学校图书馆的立法、政
策和标准，可能是一个国家教育部或文化部的职责，也有可能由二者共同负责。
一些国家将学校图书馆全部或部份的职责交由省或州或市负责。

学校图书馆的实践原则是，在时代变迁中不断适应法律和政治设置，以提
供一个学习环境，从而保持学校图书馆作为探究、发现、创新、批判性参与和
创新教学方法之中心的定位。学校图书馆需要获得学校系统内外的体系性指导，
以保障基础资源水平持续提升，符合相关标准从而支持学生智识发展和技能进
步所需。

2.3 道德依据和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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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存在于一个道德框架之内，这一框架涉及学生和学习社群内其
他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学校图书馆应采用整体路径以确保对所有文化群体、语
言群体、土著群体和其他独特群体一视同仁。平等获取记录性知识和信息以及
智 识 自 由 的 核 心 价 值 在 《 世 界 人 权 宣 言 》 第 19 条 以 及 国 际 图 联 价 值 观
（www.IFLA.org/about/more）中有具体表述。

其它考量包括（但不仅限于）：



《图书馆权利法案》



信息自由与隐私



关于版权、知识产权和剽窃的声明



《儿童权利宣言》
（www.un.org/cyberschoolbus/humanrights/resources/child.asp）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http://undesadspd.org/indigenouspeople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
uspeoples.aspx）

学校图书馆通过面向学生和学习社群的教育活动，增进他们成为负责任的
公民所需的与信息自由、知识产权和剽窃等道德问题有关的技能和理解。

2.4 学校图书馆发展的基础设施支持

学校图书馆的实施和发展所需要的支持系统应在国家和（/或）地区/地方层
面的教育行政单元内设立。应努力界定学校图书馆服务和活动的基本水平，并
加以实施，由此学生和教师能够将学校图书馆作为教学资源加以理解和利用。
教育服务中心应关注以下问题：学校图书馆员的初步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咨
询；研究；与学校图书馆员群体及相关专业协会合作；制定标准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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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服务和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因国家和学校而异。然而，学生及其
家庭流动性的增加，意味着校际间一致性的增加，而对于学校图书馆的利用也
增强了教育系统满足学校社群所有成员需求的能力。

⁎⁎⁎⁎⁎⁎⁎⁎⁎⁎⁎⁎⁎⁎⁎⁎⁎⁎⁎⁎⁎⁎⁎⁎⁎⁎⁎⁎⁎⁎⁎⁎⁎⁎⁎⁎⁎⁎⁎⁎⁎⁎⁎⁎⁎⁎⁎⁎⁎⁎⁎⁎⁎⁎⁎⁎⁎⁎⁎⁎⁎⁎⁎

示例
1967 年，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建立了一个由 20 个区域

教育服务中心组成的系统，为全州各学区提供帮助。教育服务
中心的职责是与学区一起工作，实现三个主要目标：帮助系统
内每一个区域的学区提高学生成绩；使学区能够更有效更经济
地运作；执行立法机构或行政长官布置的计划。教育服务中心
通过提供专业发展、技术援助和教育项目管理，为行政管理人
员、学校图书馆员和教师提供帮助。
⁎⁎⁎⁎⁎⁎⁎⁎⁎⁎⁎⁎⁎⁎⁎⁎⁎⁎⁎⁎⁎⁎⁎⁎⁎⁎⁎⁎⁎⁎⁎⁎⁎⁎⁎⁎⁎⁎⁎⁎⁎⁎⁎⁎⁎⁎⁎⁎⁎⁎⁎⁎⁎⁎⁎⁎⁎⁎⁎⁎⁎⁎⁎

2.5 政策

应在结构清晰的政策框架内管理学校图书馆，在这一框架下，图书馆被视
作阅读与探究的核心资源和中心。设计学校图书馆政策时应考虑学校的整体政
策和需求，应体现学校的精神、使命、目的和目标以及实际情况。

政策中应明确图书馆为所有人服务。政策应由学校图书馆员与教师和行政
管理者（例如，校长、学校主管、教务人员）共同制定。政策草案应在学校社
群广泛传阅并通过开放讨论加以完善。最终的政策应广泛传播以使其中所体现
的实践和发展的哲学、概念和意图能被理解、认同并付诸实践。政策文件和以
政策为基础制定的计划应明确图书馆以下相关方面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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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正式和非正式的课程



学校的学习方法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标准和条件



学生学习和个人发展的需求



教师的需求



提升学业成绩水平



提高探究技能



推广和鼓励阅读



开放性思维和公民参与

所有方面对于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框架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计划而言
都是至关重要的。行动计划应由目标、任务、策略，以及监督和评估等常规活
动组成。政策和行动计划应是现用文件，需对之进行定期审阅。

2.6 计划

制定学校图书馆计划需要学校图书馆员的积极参与，他/她应与行政管理者、
教师和学生进行磋商，以决定学校图书馆与学校学习社群其他部分的关系。在
计划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的方面包括：



由国内或国际群体开展的以未来为导向的研究所界定的持续发展目标；



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的教育使命、哲学、目标和目的；



描述了学校图书馆之于学校的价值，以及利益相关者、文化合作伙伴和
资金资助者在教育过程中之角色的愿景声明；



用于明确学校图书馆的当前角色及其未来成为学习中心之愿景的需求评
估；



通过提供优质资源、设施以及实体和数字学习环境以联结学校社群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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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包括技术发展预测，以及信息和服务提供的可能变化的技术方案；



以学生为中心和以社群为中心的动态行动方案；



学校图书馆人员的专业技能发展计划；以及



借由证明了图书馆服务影响学生成功的循证研究以持续改进服务的评估
计划

⁎⁎⁎⁎⁎⁎⁎⁎⁎⁎⁎⁎⁎⁎⁎⁎⁎⁎⁎⁎⁎⁎⁎⁎⁎⁎⁎⁎⁎⁎⁎⁎⁎⁎⁎⁎⁎⁎⁎⁎⁎⁎⁎⁎⁎⁎⁎⁎⁎⁎⁎⁎⁎⁎⁎⁎⁎⁎⁎⁎⁎⁎⁎

示例
在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学校职员与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政府
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合作创办了一个示范性的学校图书馆。
⁎⁎⁎⁎⁎⁎⁎⁎⁎⁎⁎⁎⁎⁎⁎⁎⁎⁎⁎⁎⁎⁎⁎⁎⁎⁎⁎⁎⁎⁎⁎⁎⁎⁎⁎⁎⁎⁎⁎⁎⁎⁎⁎⁎⁎⁎⁎⁎⁎⁎⁎⁎⁎⁎⁎⁎⁎⁎⁎⁎⁎⁎⁎

2.7 资金

为了确保学校图书馆教学和信息基础所需的资金及其流动性，图书馆需要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预算分配。预算开支应与学校图书馆的校级政策
框架相关，应反映对学生、教师和职员发展的投入。

学校图书馆员与高级管理层合作制定预算，并寻找能为整个学校社群提供
优质资源和服务的可靠方案。对学校图书馆的财政支持应有其研究基础：



学校图书馆的教学/教辅人员以及馆藏的规模和品质，是学校学业的成
绩最佳预测变量。



在不考虑诸如经济条件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标准测试中得分较高的
学生往往来自拥有较多学校图书馆员工、能够获得更多服务和资源（例
如书籍、期刊和在线资料）的学校。（相关研究请参阅，国际学校图书
馆协会研究摘要[www.iasl-online.org/research/abstracts]；Kachel & 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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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应认真规划全年的预算开支并使其符合政策框架。预算方案的组成部分参
见附录 B。年度报告应阐明图书馆预算被如何使用，以及用于图书馆活动和资
源的经费总额是否足够完成其任务并实现政策目标。年度报告还应包括关于学
校图书馆服务和活动的质量及其对学校教学产生的影响之证据。后文第 6 章将
更深入地探讨学校图书馆管理中评估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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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学校图书馆人力资源

“学校图书馆员具备专业资质，在尽可能充足的工作人员的支持下，通过与
学校社群的所有成员协作、并与公共图书馆等机构保持联系，负责学校图书馆
的规划和管理。”《学校图书馆宣言》

3.1 引言

学校图书馆的核心功能是提供信息和思想的实体及智识获取。学校图书馆
活动的丰富与否和质量高低主要取决于学校图书馆内外可获得的人力资源。为
了满足学校社群的教学需求，拥有一名训练有素且积极性高的工作人员是至关
重要的，同时还应配备与学校规模及其独特需求相适应的充足的支持人员。学
校图书馆的每位工作人员都应该对图书馆服务及政策、明确的职责、适当的从
业条件以及能够反应岗位预期职责的薪酬等，有清楚的认识。

3.2 人员职责和基本原理

为了促进教与学，学校图书馆活动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这些专
业人员应与课堂教师具备同等的教育和训练水平。如果希望学校图书馆员在学
校里承担领导角色，那么他们应具备与其他学校领导（如学校行政管理者和学
习专家）同等的教育和训练水平。为了确保学校图书馆员有充足的时间承担教
导、管理、协作和领导等专业职责，学校图书馆的基本运营最好由经过训练的
文职和技术支持人员负责。

3.3 学校图书馆员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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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员负责学校的实体和数字学习空间，在这一空间里，阅读、调
查、研究、思考、想象和创造是教与学的中心。关于这一角色，有众多的表述
（例如，学校图书馆员，学校图书馆媒体专家，教师图书馆员，专业文献资料
工作者），但“学校图书馆员”最为常用。虽然全球各地对学校图书馆员的资质
要求不尽相同，其中可能包括接受过教师培训的图书馆员、未接受教师培训的
图书馆员、接受图书馆学其他专业方向2培训的图书馆员。

全球各地对于学校图书馆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有些通过公共图书馆所提供
的服务也涵盖于其中。学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模式还受到立法、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等当地情境的影响。然而，五十多年的国际研究共同表明
（ 参 见 ， 如 Haycock, 1992, in LRS (2015) School Libraries Impact Studies
www.lrs.org/data-tools/school-libraries/impact-studies），学校图书馆员需要接受
学校图书馆学和课堂教学的正规教育，以培养专业能力，胜任涵盖教导、阅读
及基本素养培育、学校图书馆管理、与教职人员协作、教育社群参与等方面的
复杂角色。

⁎⁎⁎⁎⁎⁎⁎⁎⁎⁎⁎⁎⁎⁎⁎⁎⁎⁎⁎⁎⁎⁎⁎⁎⁎⁎⁎⁎⁎⁎⁎⁎⁎⁎⁎⁎⁎⁎⁎⁎⁎⁎⁎⁎⁎⁎⁎⁎⁎⁎⁎⁎⁎⁎⁎⁎⁎⁎⁎⁎⁎⁎⁎

示例
在法国，初中和高中的学校图书馆员（专业文献资料工作者）
在招聘、教育水平、地位等方面均与其他教师保持一致。
示例
在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地区，K-13 级学校的图书馆员由波尔扎诺
自治省根据应聘者的图书馆学资质和培训情况招募（《波尔扎
诺自治省法》 n. 17/1990; 《波尔扎诺自治省共同劳动协议》
2006 年 3 月 4 日）。学校图书馆助理必须完成中等教育（K-13）
2

译者注：即非学校图书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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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书馆学培养计划（至少一年的理论和实践学习）。符合资
质的学校图书馆员必须完成高等教育（至少三年学历的学位）。
参见 : Berufsbilder "BibliothekarIn" und "DiplombibliothekarIn"
（即图书馆员与符合资质的图书馆员职位资料 ， 网址：
www.provinz.bz.it/kulturabteilung/bibliotheken/1459.asp）

示例
在 葡 萄 牙 ， 自 2009 年 起 ， 学 校 图 书 馆 员 （ professor
bibliotecário ）均为具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学校教师。参见
"Formação"（教育），网址：www.rbe.mec.pt/np4/programa.html
⁎⁎⁎⁎⁎⁎⁎⁎⁎⁎⁎⁎⁎⁎⁎⁎⁎⁎⁎⁎⁎⁎⁎⁎⁎⁎⁎⁎⁎⁎⁎⁎⁎⁎⁎⁎⁎⁎⁎⁎⁎⁎⁎⁎⁎⁎⁎⁎⁎⁎⁎⁎⁎⁎⁎⁎⁎⁎⁎⁎⁎⁎⁎

3.4 学校图书馆活动提供所需的能力

专业的学校图书馆员所需的资质包括：



教与学、课程体系、教导设计和实施；



活动管理——计划、发展/设计、实施、评估/改进；



馆藏建设、存储、组织、检索；



信息加工与行为——基本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



阅读参与；



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的知识；



关于阅读障碍方面的知识；



沟通和协作技能；



数字和媒体技能；



道德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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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服务——为公众/社会负责；



终身学习的承诺，持续的专业发展；以及



学校图书馆事业社会化，学校图书馆的历史及价值观社会化。

学校图书馆员专业能力及性情的提升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得以实现，常见的
方式包括，取得文凭、完成学位教育、或是在取得最初的教学或图书馆学认证
后参与持续的专业发展。学校图书馆员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教学和图书馆学技能。

在已有专门的学校图书馆员教育计划的国家，其课程体系，除了图书馆学
的核心能力外，还应包括与教育（学习、课程、教学）、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
青年、文化和基本素养等方面有关的内容。这些领域的学习应共同实现学习者
从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答的角度出发、对于信息素养的深入而全面的理解。学
校图书馆教育还应指出学校图书馆员的侧面领导者角色、变革推动者角色以及
学校图书馆社群成员角色。

⁎⁎⁎⁎⁎⁎⁎⁎⁎⁎⁎⁎⁎⁎⁎⁎⁎⁎⁎⁎⁎⁎⁎⁎⁎⁎⁎⁎⁎⁎⁎⁎⁎⁎⁎⁎⁎⁎⁎⁎⁎⁎⁎⁎⁎⁎⁎⁎⁎⁎⁎⁎⁎⁎⁎⁎⁎⁎⁎⁎⁎⁎⁎

示例
在 法 国 ， 教 师 的 能 力 框 架 （ Référentiel de compétences des
enseignants ）列举了一系列所有教师（包括学校图书馆员）都

必须掌握的教育技能。其中包含学校图书馆员需要掌握的特定
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技能。信息素养能力对于教育社群中每个
成员的必要性必须被清楚地认识：信息素养是所有有效教育合
作的先决条件。
⁎⁎⁎⁎⁎⁎⁎⁎⁎⁎⁎⁎⁎⁎⁎⁎⁎⁎⁎⁎⁎⁎⁎⁎⁎⁎⁎⁎⁎⁎⁎⁎⁎⁎⁎⁎⁎⁎⁎⁎⁎⁎⁎⁎⁎⁎⁎⁎⁎⁎⁎⁎⁎⁎⁎⁎⁎⁎⁎⁎⁎⁎⁎

3.5 专业图书馆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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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校图书馆员的主要职责包括：教导、管理、领导和协作、以及社群
参与。以下逐一详细讨论。
3.5.1 教导的职责
专业学校图书馆员的教导职责涵盖面向学生个体的、面向小型学生群体的、
以及面向学生班级的广泛而多样的教学情境，还包括教职人员非正式的和正式
的专业发展。第五章将详述学校图书馆员教导工作的核心活动，具体包括：



基本素养和阅读推广；



信息素养（信息技能、信息能力、信息通晓、媒体素养、跨媒体信息素
养）；



探究性学习（问题导向学习，批判性思维）；



技术集成；以及



教师专业发展。
⁎⁎⁎⁎⁎⁎⁎⁎⁎⁎⁎⁎⁎⁎⁎⁎⁎⁎⁎⁎⁎⁎⁎⁎⁎⁎⁎⁎⁎⁎⁎⁎⁎⁎⁎⁎⁎⁎⁎⁎⁎⁎⁎⁎⁎⁎⁎⁎⁎⁎⁎⁎⁎⁎⁎⁎⁎⁎⁎⁎⁎⁎⁎

示例
已有多种教育框架用作教师指南：如法国的《通往信息文化的
学习路径实施基准》[Repères pour la mise en oeuvre du Parcours
de formation à la culture de l’information] ；比利时的《媒体素养

技能：重大的教育挑战》 [Les compétences en éducation aux
medias: un enjeu éducatif majeu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媒体

与 信 息 素 养 ： 教 师 培 训 计 划 》 [Education aux medias et à
l’information: programme de formation pour les enseigna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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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管理的职责
专业学校图书馆员的管理职责包括以最优使用为目的组织学校图书馆的文
献系统和流程。其中包括图书馆设施（实体和数字环境）、馆藏资源（实体的
和数字的）以及教育活动和服务（实体的和数字的）。人力资源管理——图书
馆工作人员的招聘、选拔、培训、指导和评估——也是这一职责的一部分。
3.5.3 领导和协作的职责
学校图书馆员的主要职责是助益学校完成其使命和目标。通过与学校行政
管理者和教师协作，图书馆员制定和实施以课程为基础的图书馆服务和活动，
以支持所有人的教与学。图书馆员在教学活动中贡献其与信息提供和资源使用
有关的知识和技能，这些教学活动包括探究和项目工作、解决问题活动、基本
素养活动、阅读参与、以及文化活动等。学校图书馆员可能独力或与学校其他
专业人士协作，承担技术集成、为教师和行政管理者提供专业发展等方面的职
责。

协作是学校图书馆员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学校图书馆员应与学校行
政管理者一道，建立对于图书馆之于学校使命和目标之贡献的理解和支持。学
校图书馆员应直接向校长、主管教师或学校常务主管汇报，应有望参与学校的
整体规划以及其他管理层面的团队合作。在学校社群内，学校图书馆员应通过
诸如跨课程探究计划和跨学科学习单元等活动，以加强学校的整体性和凝聚力。
学校图书馆员还应与其他学校图书馆员协作，以扩展和延续其专业发展和学习。

⁎⁎⁎⁎⁎⁎⁎⁎⁎⁎⁎⁎⁎⁎⁎⁎⁎⁎⁎⁎⁎⁎⁎⁎⁎⁎⁎⁎⁎⁎⁎⁎⁎⁎⁎⁎⁎⁎⁎⁎⁎⁎⁎⁎⁎⁎⁎⁎⁎⁎⁎⁎⁎⁎⁎⁎⁎⁎⁎⁎⁎⁎⁎

示例
在美国北德克萨斯州，许多学校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每月都会见
面交流想法，展示活动和服务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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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在英国，发展成熟的学校图书馆员区域团体每个学期见面，提
供培训和交流的机会。
⁎⁎⁎⁎⁎⁎⁎⁎⁎⁎⁎⁎⁎⁎⁎⁎⁎⁎⁎⁎⁎⁎⁎⁎⁎⁎⁎⁎⁎⁎⁎⁎⁎⁎⁎⁎⁎⁎⁎⁎⁎⁎⁎⁎⁎⁎⁎⁎⁎⁎⁎⁎⁎⁎⁎⁎⁎⁎⁎⁎⁎⁎⁎
3.5.4 社群参与的职责
社群参与包括通过活动策划、馆藏建设和延伸服务以邀请多元文化的、语
言的、本土的及其他独特人口特征的群体使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应该意识到
家庭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代际间知识传递的价值。

儿童从家庭和社群中得到支持。应有整体路径，使得多元背景的人能够在
学校图书馆中工作，参与管理并做出贡献，提供获取信息、思想和想象力作品
的平等获取以实现所有人的社会、教育、文化、民主和经济福祉。财富和知识
的代际传递，是许多社群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这些社群中，对于儿童而言有
效而有意义的知识传递方式可能与决定其间学校图书馆运作的主流文化大相径
庭。对于所有儿童而言， “身份”和“归属”都是他们基本素养培育和学习成就取
得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可能，学校图书馆员与更大社群内的图书馆群体保持联系，包括与公
共图书馆和图书馆协会的联系。为能在特定社群内提升面向儿童和年青人的图
书馆服务，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应通力合作。书面合作协议应包括以下内
容：合作常用指标；合作领域说明和界定；关于合作的经济含义及如何分担费
用的说明；合作的计划时间段。合作领域的例子包括共享人员培训，合作进行
馆藏建设和活动策划，协同提供电子服务和网络；班级参访公共图书馆；基本
素养和阅读联合推广；儿童和年青人图书馆服务联合推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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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在挪威奥斯陆，学校行政机构和公共图书馆签订了合作协议并
定期开会讨论与该市 120 所学校图书馆有关的话题。公共图书
馆的学校服务为学校图书馆提供建议咨询人员和额外资源的借
阅。建议咨询所涉领域包括阅读和基本素养、馆藏建设和学校
图书馆空间组织等。所有学校图书馆员和学校教师均可通过电
子邮件或电话向这一学校服务寻求帮助。学校无力购置或非常
用资料可由公共图书馆直接送至学校图书馆或教室。
⁎⁎⁎⁎⁎⁎⁎⁎⁎⁎⁎⁎⁎⁎⁎⁎⁎⁎⁎⁎⁎⁎⁎⁎⁎⁎⁎⁎⁎⁎⁎⁎⁎⁎⁎⁎⁎⁎⁎⁎⁎⁎⁎⁎⁎⁎⁎⁎⁎⁎⁎⁎⁎⁎⁎⁎⁎⁎⁎⁎⁎⁎⁎
3.5.5 推广图书馆活动和服务的职责
所谓图书馆活动和服务推广，包括告知用户图书馆必须提供的活动和服务，
以及将这些活动和服务与用户的需求和偏好相匹配。学校图书馆必须积极推广
所提供的活动、服务和设施，以使目标群体意识到图书馆作为学习中的伙伴，
作为活动、服务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图书馆服务推广的目标群体包括校长、
学校行政管理层其他成员、部门主任、教师、学生和家长。根据学校的特点和
不同目标群体来调整沟通的方式至关重要。

学校图书馆应与学校行政管理者和教师合作制定书面推广计划。计划应包
括以下内容：目的；实现目的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成功与否的评估方法。

3.6 学校图书馆辅助人员的职责与资质要求

学校图书馆辅助人员（即图书馆助理、图书馆技术人员）应向图书馆员汇
报，并通过承担文职和技术方面的职能支持图书馆员的工作。学校图书馆辅助
人员应接受关于学校图书馆基本运作流程的培训和发展，例如图书馆馆藏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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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借还和加工，提供与在线流通管理和编目有关的技术服务，提供数字资源
的获取。

3.7 学校图书馆志愿者的职责与资质要求

志愿者不可以替代图书馆带薪工作人员，但可以根据协议承担工作支持的
职责，相关协议提供了一个志愿者参与学校图书馆活动的正式框架，其中包括
学校图书馆员对志愿者的指导。在明确职责的范围内，同时在馆员指导之下，
学生也可以成为学校图书馆的志愿者。学生志愿者应该是高年级学生，通过正
式的申请程序遴选，经过必需的培训，以完成诸如协助设展、馆藏重新排架、
与幼龄儿童一道阅读、向同学推荐图书等任务。

⁎⁎⁎⁎⁎⁎⁎⁎⁎⁎⁎⁎⁎⁎⁎⁎⁎⁎⁎⁎⁎⁎⁎⁎⁎⁎⁎⁎⁎⁎⁎⁎⁎⁎⁎⁎⁎⁎⁎⁎⁎⁎⁎⁎⁎⁎⁎⁎⁎⁎⁎⁎⁎⁎⁎⁎⁎⁎⁎⁎⁎⁎⁎

示例
在美国密歇根州，有一所小学的图书馆小队（Library Squad）
通过幕后工作使图书馆运营顺畅。这些学生每周定期进行书架
整理、到幼儿园教室收集书籍，有时还会协助为新书贴上标签
和条形码。
示例
在意大利罗马，一些高中生参与了一个特殊需求活动以帮助图
书馆顺利运营。该活动既有助于图书馆的管理，也有利于学生
的个人发展。在图书馆改造时期，学生也提供了帮助：这使他
们提高了自身的协调能力、拓宽了兴趣爱好，并增强了自信心。
示例
在匈牙利，从 2012 年起，中学生有义务进行志愿工作以帮助
当地社群。这些志愿工作也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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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道德标准

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每一个人，包括志愿者，均有责任在与彼此、与学校
社群所有成员打交道时遵守道德高标准。他们必须竭力将图书馆用户的权利置
于自己的舒适和便利之前，并避免在提供图书馆服务时因个人态度和信仰而产
生偏见。所有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论其能力和背景如何，均应受到公平的
对待，他们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必须得到维护。

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每一个人，包括志愿者，均应努力恪守图书馆事业的
核心价值观：管理工作、服务、智识自由、理性主义、基本素养与学习、获取
记录性知识和信息的公平、隐私、以及民主。关于获取记录性知识和信息的公
平、智识自由等核心价值，在《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和国际图联的价值观
（www.IFLA.org/about/more）中均有具体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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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学校图书馆的实体和数字资源

“图书馆工作人员支持书籍及其他信息资源的现场和远程使用，从小说到纪
录片、从印刷载体到电子载体。这些资料完善并丰富教材、教学资料和教学方
法。”《学校图书馆宣言》

4.1 引言

学校图书馆的实体和数字资源包括教学所需的设施、设备和馆藏资源。借
由技术，学校图书馆日益延伸至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延伸至社群。技术也促
成了学校图书馆资源的全天候获取，超越了教学日和校历的限制。应不断完善
学校图书馆的设施、设备和馆藏以适应学生和教师不断变化的教学需求。

4.2 设施

在规划新的学校建筑和进行现有建筑改造时，应首要考虑学校图书馆的功
能和使用。学校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应在其设施中得以体现。如今，许多学校图
书馆被设计成“学习共享空间”以方便用户进行“参与文化式”体验，使得用户的
角色从信息消费者扩展至信息创造者。除了传统的学习和研究空间，图书馆学
习共享空间还提供了创造信息产品所需的设施和设备。
4.2.1 位置和空间
关于学校图书馆设施的大小和设计，并没有通用标准，但是确立标准作为
规划判断的基础是有所裨益的。一般而言，图书馆正从一个以资源为中心的模
式转变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模式：学校和学术图书馆经常被设计为学习共享空
间。在规划学校图书馆设施时，应将以下因素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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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中心位置，尽可能在一楼。



靠近教学区。



噪音因素，馆内至少有一部分区域能免受外界噪音干扰。



适当且充足的光线，自然的和/或人工的。



适当的室温（例如，空调，暖气）以确保全年都具备一个良好的工作环
境和馆藏保护环境。



为有特殊需求的读者提供适当的设计。



空间大小足以用于馆藏（包括书籍、小说、非小说、精装本和平装本、
报纸和杂志、非印本资源和存储）、学习空间、阅读区域、计算机工作
站、展览区域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区等。



具有灵活性，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活动以及课程和技术的未来变化。

4.2.2 空间组织
应提供以下功能区域：



学习研究区——用于信息咨询台、目录、在线服务站、学习和研究桌、
参考资料和基本馆藏的空间。



非正式阅读区——用于书籍和期刊的空间，以鼓励基本素养培育、终生
学习和快乐阅读。



教导区——配有座位的空间，用于小规模群体、大规模群体和整个班级
的正式教导，更配备适当的教学技术和展示区（通常建议按学生总数的
10%设置座位数量）。



媒体制作和小组活动区——用于个人、团队、班级的空间（常被称为
“实验室”或“创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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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区——用于流通台、办公区域、图书馆媒体资料处理、以及设
备、物资和材料之存储的空间。

4.2.3 实体和数字获取
图书馆的实体和数字获取应最大化。借由技术，可以在校内外、全天候地
提供学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数字获取。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系统应
考虑将受过培训的学生和成年志愿者纳入其中。

4.3 馆藏建设和管理

学校图书馆需要提供广泛的实体和数字资源以满足用户需求，学校图书馆
反映用户的年龄、语言和人口统计特征。馆藏应持续发展以确保用户能获取新
的和相关的资料。馆藏管理政策界定了馆藏及外部资源获取的目的、范围和内
容，同时亦有助于确保一个广泛而高质量的资源。电子书（参考书、小说、非
小说作品）、在线数据库、在线报纸和杂志、电子游戏、多媒体学习资料等数
字资源日益成为图书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馆藏，学校图书馆应包含适用于学校图书馆工作
人员和教师的专业馆藏（如与教育、所教科目、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有关的资
料），还应包括为家长和监护人所使用的馆藏。

⁎⁎⁎⁎⁎⁎⁎⁎⁎⁎⁎⁎⁎⁎⁎⁎⁎⁎⁎⁎⁎⁎⁎⁎⁎⁎⁎⁎⁎⁎⁎⁎⁎⁎⁎⁎⁎⁎⁎⁎⁎⁎⁎⁎⁎⁎⁎⁎⁎⁎⁎⁎⁎⁎⁎⁎⁎⁎⁎⁎⁎⁎⁎

示例
意大利罗马的一所小学图书馆设置了“家长书架”，放置了有关
儿童心理学、教育及一些特定主题（如儿童的恐惧和自尊）的
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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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馆藏管理政策和流程
学校图书馆员应与学校行政管理者及教师一同制定馆藏管理政策。这类政
策声明必须立足课程以及学校社群的特定需求和兴趣，同时必须反映学校外部
社会的多样性。

馆藏管理政策声明应包含以下因素：



与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宣言》相一致的学校图书
馆使命。



关于智识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声明。



馆藏管理政策的目的，及其与课程之关系，与国家、民族、文化、语言、
土著等用户身份认同之关系。



资源提供的长期和短期目标。



馆藏管理决策的责任。

政策应明确指出，馆藏建设是各方通力协作的产物，教师作为了解学生需
求的学科专家，在帮助建设图书馆馆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策应建立以智识
自由和儿童知情权为原则的资源一致性的复审方法。政策还应明确学校图书馆
员在抵制材料审查（无论是限制资源还是限制资源获取）时的职责。

建设和管理学校图书馆馆藏的流程应在独立文件或馆藏管理政策文件的附
件中明确列出。流程手册应指引资源的选择和获取，为资源处理、组织（编目、
分类、上架）以及维护、修复和汰旧更新确定标准。该手册应指引如何获取资
源，这些资源对当地作品和国际作品兼容并包，能够反映学校社群内所有成员
的国籍、种族、文化、语言、土著等人口特征。此外，该手册还应提供关于争
议性资料复审的清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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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在法国，学校图书馆员经与学校社群磋商，制定了一个采购政
策，该政策关联学校课程和教学活动等相关政策，由十条诫命
构

成

。

www.cndp.fr/savoirscdi/centre-de-ressources/fonds-

documentaire-acquisition-traitement/les-10-commandements-dunepolitique-dacquisition.html
⁎⁎⁎⁎⁎⁎⁎⁎⁎⁎⁎⁎⁎⁎⁎⁎⁎⁎⁎⁎⁎⁎⁎⁎⁎⁎⁎⁎⁎⁎⁎⁎⁎⁎⁎⁎⁎⁎⁎⁎⁎⁎⁎⁎⁎⁎⁎⁎⁎⁎⁎⁎⁎⁎⁎⁎⁎⁎⁎⁎⁎⁎⁎
4.3.2 数字资源相关问题
学校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信息社会的有效接口。它必须提供既反
映学校课程又反映用户兴趣和文化的数字信息资源的获取。由社交媒体驱动的
新兴参与式文化使得图书馆用户的角色从信息消费者扩展为信息创造者。因此，
学校图书馆员需要考虑创建配备电脑和其他实践学习活动所需生产性设备的“创
客空间”，这些实践学习活动包括创造信息产品（如影像资料、博客、播客、
3D 项目、海报、信息图表等）。

数字资源和因特网信息的可获得性日益提高，意味着学校图书馆编目系统
需根据公认的国际或国家书目标准进行适当的资源分类和编目，以促使学校图
书馆为更宽广的网络所兼容。在全球的许多地方，学校图书馆与地方或区域社
群建立联系，受益于联合或共享编目系统。这样的合作可以提高资源在选择、
编目和处理方面的效率和质量，并且更易实现资源组合效益最大化。在其他地
方，学校图书馆受益于由联盟或政府推动的在昂贵的商业数据库和在线参考资
料方面的资源共享。

⁎⁎⁎⁎⁎⁎⁎⁎⁎⁎⁎⁎⁎⁎⁎⁎⁎⁎⁎⁎⁎⁎⁎⁎⁎⁎⁎⁎⁎⁎⁎⁎⁎⁎⁎⁎⁎⁎⁎⁎⁎⁎⁎⁎⁎⁎⁎⁎⁎⁎⁎⁎⁎⁎⁎⁎⁎⁎⁎⁎⁎⁎⁎
51 / 109

示例
在加拿大的艾伯塔省，教育部通过全额资助在线参考资料中心
（Online Reference Centre ），向全省所有师生提供高质量的在
线

英

语

和

法

语

信

息

资

源

。

www.learnalberta.ca/OnlineReferenceCentre.aspx.

示例
在法国，学生能简易地获得和使用由 Correlyce 平台所提供的
数字资源，其中包含了超过 300 种可用的社论和索引资源。
www.correlyce.fr
⁎⁎⁎⁎⁎⁎⁎⁎⁎⁎⁎⁎⁎⁎⁎⁎⁎⁎⁎⁎⁎⁎⁎⁎⁎⁎⁎⁎⁎⁎⁎⁎⁎⁎⁎⁎⁎⁎⁎⁎⁎⁎⁎⁎⁎⁎⁎⁎⁎⁎⁎⁎⁎⁎⁎⁎⁎⁎⁎⁎⁎⁎⁎

数字馆藏的管理标准与印刷馆藏的管理标准相类似。然而，也有一些需要
特殊考虑之处：



资源获取——若以数字资源取代印刷馆藏，资源的获取将被改善还是被
削弱？



财政和技术问题——长远来看，数字资源的花费是否会因为持续的授权
费用和载录格式转换费用而比印刷资源的花费更高？



法律和授权问题——有关版权的法律或对数字资源的授权条款，是否会
限制用户的数量、线下访问或用户隐私？



安全——如何保护资源的获取途径？

4.3.3 馆藏标准
今天，当学校图书馆馆藏中包括了许多或通过馆内获得、或通过外部商业
数据库及授权参考资料获得的数字资源时，传统的学校图书馆馆藏标准已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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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和使用。不论是否使用国家或当地的馆藏标准，馆藏建设相关决策都要
以课程要求和教学方法为基础。

馆藏需均衡收藏当前资料和相关资料，以确保不同年龄、能力、学习模式
和背景的用户都能获取资源。馆藏应通过实体或数字形式的信息资源以支持课
程。除此之外，学校图书馆还购置以休闲为目的的资料，如流行小说或连环画
小说、音乐、电脑游戏、电影、杂志、漫画和海报等。应该与学生共同挑选这
类资源以确保所选资料符合他们的兴趣和文化。

⁎⁎⁎⁎⁎⁎⁎⁎⁎⁎⁎⁎⁎⁎⁎⁎⁎⁎⁎⁎⁎⁎⁎⁎⁎⁎⁎⁎⁎⁎⁎⁎⁎⁎⁎⁎⁎⁎⁎⁎⁎⁎⁎⁎⁎⁎⁎⁎⁎⁎⁎⁎⁎⁎⁎⁎⁎⁎⁎⁎⁎⁎⁎

示例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教育部于 2012 年发布了馆藏建设标准。以
生均馆藏量为指标，生均 11 册被认为是“处境危险的”，生均
13 册是“基本的”，生均 15 册是“可仿效的”。小说和非小说类

馆藏所占比例应根据年级范围和特殊的素养项目或需求来调整。
⁎⁎⁎⁎⁎⁎⁎⁎⁎⁎⁎⁎⁎⁎⁎⁎⁎⁎⁎⁎⁎⁎⁎⁎⁎⁎⁎⁎⁎⁎⁎⁎⁎⁎⁎⁎⁎⁎⁎⁎⁎⁎⁎⁎⁎⁎⁎⁎⁎⁎⁎⁎⁎⁎⁎⁎⁎⁎⁎⁎⁎⁎⁎
4.3.4 资源共享
学校图书馆应通过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等方式来拓展用户获取图书馆资源
的途径。然而，由于这不是许多学校图书馆的传统功能，尚未有完善的促进制
度。如果学校图书馆通过联合目录或在线数据库及数字参考资料的共享获取相
互连接，则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较易于组织。

⁎⁎⁎⁎⁎⁎⁎⁎⁎⁎⁎⁎⁎⁎⁎⁎⁎⁎⁎⁎⁎⁎⁎⁎⁎⁎⁎⁎⁎⁎⁎⁎⁎⁎⁎⁎⁎⁎⁎⁎⁎⁎⁎⁎⁎⁎⁎⁎⁎⁎⁎⁎⁎⁎⁎⁎⁎⁎⁎⁎⁎⁎⁎

示例
在意大利维琴察，26 所高中、15 所综合性学校（小学和初中）
以及两个私立成员（一个基金会和一家公司）的图书馆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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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享资源和图书馆软件并提供馆际互借服务的网络。
www.rbsvicenza.org/index.php?screen=news&loc=S&osc=news&o
rderby=Autore

示例
在葡萄牙，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建立网络，共享图书馆编目和自
动化系统。www.rbe.mec.pt/np4/home
示例
在荷兰和佛兰德斯，图书馆是“社区学校”的核心。它是一个完
整、集中且综合的知识中心，还整合了一系列社区教育服务
（如幼儿学校和小学、体育馆）。www.bredeschool.nl/home.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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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sc.gov/agency/programsservices/36/documents/Standards_School_Library_Resource_Colle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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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第 5 章 学校图书馆活动

“学校图书馆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图书馆宣言》

5.1 引言

为圆满达成其教育使命，学校图书馆必须通过系列精心研究的教导和服务
活动积极参与教育社群。因为需要与图书馆以及更广社群的目标相一致，世界
各地学校图书馆所提供的活动各不相同。（参见 3.5.4 社群参与）。

用于描述学校图书馆活动的术语在世界各地亦各不相同。举例来说，发展
具有阅读热情和阅读技巧的读者的活动，就有 “阅读推广”、“广泛阅读”、“自主
阅读”、“休闲或娱乐阅读”或“快乐阅读”等不同称法。但无论采用何种称法，培
养积极且能流畅阅读的读者是世界各地所有学校图书馆活动的重要任务。

⁎⁎⁎⁎⁎⁎⁎⁎⁎⁎⁎⁎⁎⁎⁎⁎⁎⁎⁎⁎⁎⁎⁎⁎⁎⁎⁎⁎⁎⁎⁎⁎⁎⁎⁎⁎⁎⁎⁎⁎⁎⁎⁎⁎⁎⁎⁎⁎⁎⁎⁎⁎⁎⁎⁎⁎⁎⁎⁎⁎⁎⁎⁎

示例
纳米比亚每年举行阅读马拉松，该活动使用母语向孩子们讲故
事（纳米比亚有 13 种语言）从而促进阅读文化，它也成为为
学校和图书馆出版母语少儿读物的动力。
⁎⁎⁎⁎⁎⁎⁎⁎⁎⁎⁎⁎⁎⁎⁎⁎⁎⁎⁎⁎⁎⁎⁎⁎⁎⁎⁎⁎⁎⁎⁎⁎⁎⁎⁎⁎⁎⁎⁎⁎⁎⁎⁎⁎⁎⁎⁎⁎⁎⁎⁎⁎⁎⁎⁎⁎⁎⁎⁎⁎⁎⁎⁎

出现争议性术语的另一领域是关于信息的作用。那些曾被称为“书目指导”
（指导如何使用图书馆的文本和系统）和“用户教育”（任何帮助用户了解图书
馆及其服务的手段）的活动，现在更经常被称为“信息素养”和“探究”。多年以
来，信息使用的图书馆指导范式不断变化：从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来源路径；
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探路路径；再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过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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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hlthau，2004）。过程路径强调在问题解答的视角下思考信息和使用信息。
这一路径并不抛弃通过来源路径或探路路径所积累的知识（如关于工具、来源
和检索策略的知识），但同时又强调这种知识最好是在问题思考和解答的教学
中通过探究加以发展。

5.2 活动

学校图书馆是学校教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有助于实现学校的社会目
标，如学生参与、有教无类、以及更广泛的社群关系。学校图书馆的目标应与
学校的目标（如基本素养、课程学习和公民权）保持一致。学校图书馆对实现
学校目标所能做的贡献程度取决于学校图书馆的资源配置和人员配置。

⁎⁎⁎⁎⁎⁎⁎⁎⁎⁎⁎⁎⁎⁎⁎⁎⁎⁎⁎⁎⁎⁎⁎⁎⁎⁎⁎⁎⁎⁎⁎⁎⁎⁎⁎⁎⁎⁎⁎⁎⁎⁎⁎⁎⁎⁎⁎⁎⁎⁎⁎⁎⁎⁎⁎⁎⁎⁎⁎⁎⁎⁎⁎

示例
在匈牙利，许多学生在城市里学习，却居住在城市附近的村庄，
所以他们需要“穿梭”于学校和居住地之间。许多学生必须在课
前和课后费时等待公共交通。对此，许多学校图书馆都延长了
课前和课后的开放时间，以便让学生可以在安全且有文化氛围
的社群场所中度过等待的时间。这也为加深教师图书馆员和学
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

服务和活动必须由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与学校的校长或首席教师、与
部门主任和其他学习专家、与课堂教师、与后勤人员以及与学生密切合作一道
制定。如果没有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通过专业知识选择适当的教育资源，
并根据这些资源与任课教师合作设计教学，相关研究文献中所报告的学生成绩
提升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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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的教导工作应侧重于以下核心活动：



基本素养和阅读推广；



信息素养（信息技能、信息能力、信息通晓、媒体素养、跨媒体信息素
养）；



探究式学习（问题导向学习，批判性思维）；



技术集成；



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



文学和文化鉴赏。

学校图书馆关于核心活动的研究为其行动构建了框架。学校图书馆核心活
动的重点取决于学校的计划与工作重心，并且应当体现随年级的递增而提升的
课程期望。

5.3 基本素养培育和阅读推广

学校图书馆应在基本素养培育和阅读推广上为学生提供支持。研究表明，
阅读水平和学习成果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培养热爱阅读且能熟练阅读的读者的
关键因素在于阅读资料的获得（Krashen, 2004）。 在向读者提供阅读资料、支
持读者的个人喜好、告知读者其阅读选择权利时，学校图书馆员应采用务实而
灵活的方法。当学生有机会自主选择阅读时，他们的考试成绩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步提高。自选读物有助于拓展词汇、提高语法测验成绩、提升写作和口语
能力。当学生能够获得所学第二语言的高质量书籍时，学生第二语言的流利度
和理解力将提升。当阅读困难者能够获得诸如有声读物等替代性阅读资料时，
他们的阅读技能得到提升、阅读态度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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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阅读障碍的学生需要替代读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需要特殊的阅读设
备。学校图书馆员应能够与为这些学生配备的专门教师合作，为这些学生的阅
读需求提供支持。学校图书馆员还应支持教师的课堂阅读工作使其符合地方和
国家标准（如帮忙为阅读计划推荐适当的图书，推荐支持国家语言标准的图
书）。

学校图书馆应该提供一个美观且具有启发性的环境，其中应配备各种各样
的印刷资料和数字资料，并提供安静阅读、小组讨论和创意工作等一系列活动
的机会。学校图书馆员应制定尽可能宽容的借阅政策，并尽量避免对于超期归
还和图书丢失等的罚款或其它惩罚。

鼓励阅读、享受媒体的基本素养主题活动应包括社会文化和认知学习等方
面。应努力确保学校图书馆对当地作品和国际作品兼容并包，其馆藏能够反映
学校社群内所有成员的国籍、文化、种族的人口特征。学校图书馆员应带头确
保学生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图书馆，都拥有自主选择读物和与他人讨论分享阅
读的机会。新入藏的小说和非小说资料都应该通过书评、图书馆展览和图书馆
网页信息等方式向教师和学生推广。还可以通过在图书馆或学校举办展览、作
者见面会和国际扫盲日等特别活动来提高基本素养和阅读水平。这些特别活动
能提供机会让家长参与到学校中来。家长也可以通过家庭阅读活动和朗读活动
参与孩子的基本素养培育。

⁎⁎⁎⁎⁎⁎⁎⁎⁎⁎⁎⁎⁎⁎⁎⁎⁎⁎⁎⁎⁎⁎⁎⁎⁎⁎⁎⁎⁎⁎⁎⁎⁎⁎⁎⁎⁎⁎⁎⁎⁎⁎⁎⁎⁎⁎⁎⁎⁎⁎⁎⁎⁎⁎⁎⁎⁎⁎⁎⁎⁎⁎⁎

示例
在 法 国 ， Babelio 挑 战 活 动 利 用 社 会 文 学 网 络
（www.babelio.com）鼓励阅读和促进儿童文学。
示例
在英国，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员协会（CILIP）的卡内基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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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格林威奖（Carnegie and Greenaway Medals）制定了一个
完善的跟随计划，结合每年获得该奖项提名的图书，激励全英
的

阅

读

活

动

。

www.carnegiegreenaway.org.uk/shadowingsite/index.php

示例
在意大利，由哈梅林文化协会（Hamelin Cultural Association）
于 2004 年 设 立 、 由 博 洛 尼 亚 “Sala Borsa” 图 书 馆 协 办 的
Xanadu 计划，面向意大利不同地区 13 至 16 岁的高中生、最近

尤其面向 8 年级学生提供。计划范围包括启发性反思和批判性
思维，人际沟通，以及书籍、漫画、电影和音乐欣赏。
www.bibliotecasalaborsa.it/ragazzi/xanadu2014/biblio.php
⁎⁎⁎⁎⁎⁎⁎⁎⁎⁎⁎⁎⁎⁎⁎⁎⁎⁎⁎⁎⁎⁎⁎⁎⁎⁎⁎⁎⁎⁎⁎⁎⁎⁎⁎⁎⁎⁎⁎⁎⁎⁎⁎⁎⁎⁎⁎⁎⁎⁎⁎⁎⁎⁎⁎⁎⁎⁎⁎⁎⁎⁎⁎

5.4 媒体和信息素养教育

学校图书馆的第二大使命是将学生培养成为能以负责任、合道德的方式定
位和使用信息、从而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过好其生活的学习者和公民。2007 年，
由 Forest Woody Horton, Jr.为政策制定者编写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理解信
息素养：初级读本》，对信息素养的概念和定义以及信息素养在正式和非正式
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有用的概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推广媒体与信息
素养（MIL）的概念，认识到媒体和信息源在我们个人生活和民主社会中的重
要性。2011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教师媒体与信息素养课程》解释了为
什么要将媒体素养和信息素养放在一起考虑。这一课程框架主要面向教与学中
的三个领域：

1) 关于媒体和信息的知识和理解，以促进民主和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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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媒体文本和信息来源的评估（特别关注谁是创作者、为谁创造、传
递了什么信息）；以及
3) 关于媒体和信息的生产和使用。

学校图书馆员认可系统性框架对于媒体与信息技能教学的重要性，他们通
过与教师合作帮助提升学生的技能。以媒体和信息素养课程为基础的教学计划
的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负责任、合道德的社会参与者。具备信息素养的学生
是有能力的自主学习者。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信息需求并在思想世界中积极参
与。他们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深信不疑，知道如何定位相关且可靠的信息。
他们能够运用技术工具获得信息并交流所学。他们能自如应对多解或无解的局
面。他们对工作持高标准，能够创造高质量的成果。具备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
灵活应对变局，在独立工作或团队协作中灵活发挥所长。

⁎⁎⁎⁎⁎⁎⁎⁎⁎⁎⁎⁎⁎⁎⁎⁎⁎⁎⁎⁎⁎⁎⁎⁎⁎⁎⁎⁎⁎⁎⁎⁎⁎⁎⁎⁎⁎⁎⁎⁎⁎⁎⁎⁎⁎⁎⁎⁎⁎⁎⁎⁎⁎⁎⁎⁎⁎⁎⁎⁎⁎⁎⁎

示例
在法国，小学生接受培训以负责任地使用互联网。
http://eduscol.education.fr/internet-responsable

示例
在法国，学校图书馆员的培训课程与实施《媒体和信息素养导
向

培

训

》

课

程

的

基

准

相

关

。

http://media.eduscol.education.fr/file/Pacifi/85/4/Reperes_Pacifi_1
57854.pdf
⁎⁎⁎⁎⁎⁎⁎⁎⁎⁎⁎⁎⁎⁎⁎⁎⁎⁎⁎⁎⁎⁎⁎⁎⁎⁎⁎⁎⁎⁎⁎⁎⁎⁎⁎⁎⁎⁎⁎⁎⁎⁎⁎⁎⁎⁎⁎⁎⁎⁎⁎⁎⁎⁎⁎⁎⁎⁎⁎⁎⁎⁎⁎

5.5 探究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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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地方当局和学校图书馆为教学设计制定了非常成功的模型，以
在探究式计划的情境下培养媒体和信息素养技能。为探究式学习所制定的模型，
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和实践检验。在没有教育当局推荐模型的情况下，学校
应选择一个与其目标和课程学习成果最匹配的模型，而非试图制定自己的模型。
探究式学习的教学模型请参阅附录 C。

以探究式学习为基础的教学模型通常使用过程路径，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
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转而使用于不同内容领域，还可以从运用于学术环境转而
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些模型共享以下几个概念：



学生从信息中建构意义。



学生通过过程路径创造高质量成果。



学生学习如何独立工作（自我指导）和团队协作。



学生以负责任、合道德的方式使用信息和信息技术。

探究式学习的教学模型包括必要的探究和终生学习技能：计划、定位和收
集、选择和组织、处理、再现和分享、以及评估。基于过程的教学模型还提升
自主学习技能（即元认知）以及协作技能。最好能在主题情景中，借由课程中
的话题和问题逐渐强化这些技能。

任何研究任务、作业、项目、文章或话题都需要计划技能。在探究的最初
阶段，计划活动包括框定适当的问题、识别可能的资源和可能的信息查询策略、
制定合理的时间进度等。在整个探究过程中，学生将不断调整计划以应对预料
之外的挑战和障碍。

63 / 109

定位和收集技能是信息查询任务的基础。这些技能包括了解字母和号码的
排列顺序、在计算机数据库和互联网上使用多种信息查寻策略、使用索引和参
考资源。信息创造可能包括资源研究，以及调查、访谈、实验、观察等方法。

选择和组织技能需要批判和审视的思维。选择包括查找与所探究焦点相关
和完全相关的信息。运用权威性、完整性、时效性、准确性和有观点等标准能
够帮助学生就所找到的信息做出知情而合乎道德的决定。

处理信息指使用诸如从多种来源整合信息、推理、提出结论、建立与先验
知识的关联等技能以建构信息的意义。通过这些技能，学生理解所收集的信息，
将所收集的信息转化为个人知识。

信息的再现和分享指创造高质量成果，这些成果能够清晰沟通思想，能够
反映所设立的目标和标准，能够根据不同受众采取有效的表达技能。

评估技能包括对探究过程和探究成果的评定。学生需要能够批判性地思考
他们的付出和收获。他们应能将自己完成的成果与最初的计划进行比较，并判
断他们的成果是否达到预期，从而辨别该学习计划的优点和不足，并思考在今
后的任务中需要做出的改进以及这次学习对于未来学习的意义。

自主学习技能对于培养终生学习者至关重要。在整个探究过程中，需要引
导学生思考他们思维活动和学习过程（即元认知），并利用这些自我认识建立
学习目标且进而朝着目标管理探究过程。自主学习者能够使用媒体资源满足信
息和个人需求、能够寻找问题的答案、能够考虑多种观点、能够分析观点之差
异。他们认识到信息、信息源和图书馆具有复杂的组织和结构，他们能够在需
要时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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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团队作业中习得协作技能，团队由不同的个体组成，需要处理不同
的资源、使用不同的技术。学生学习如何捍卫主张以及如何对观点提出具有建
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认识观点的多样性，并尊重他人的背景和学习风格。他
们共同制定既能映个体差异又能融合个体任务最终完成作品的计划。

探究式学习的过程路径，远不局限于信息定位和具体问题解答，它还包括
信息使用和具体话题求证。它是搜索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搜索的成果。它呼
吁人们了解从信息中学习的复杂性，从信息中学习不是一个常规的或标准化的
任务，更牵涉情感表达和认知领域。

在决定使用过程路径进行探究式学习时，无论图书馆的规模、馆藏和技术
如何，学校图书馆员和教师都面对着一个根本问题：如何通过能够激发好奇心、
使人爱上学习的发现过程以影响、引导和鼓舞学生对于学习的追求。基于过程
的模型支持一个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探究式学习是学生体验发现和个人成长的
机会。如果有效加以实施，学生探究式的学习应伴随着探索和冒险、好奇心和
积极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参与、与现实生活情况和现实受众的联系等诸多
特征。

基于过程的模型以理论为基础，并立足于教育领域和图书馆与信息学研究
领域。其中，学习理论来自教育领域，信息查询行为理论来自图书馆与信息学
研究领域。举例来说，从教育领域，我们知道，学习者处理抽象的水平取决于
他们的认知发展和他们的先验知识及经验。从教育领域，我们还知道建构主义
理论——学习者主动建设或建构他们的知识，学习者在使用信息时经受着情感
和想法的改变。从图书馆与信息研究领域，我们知道，用户的信息过程包括问
题特性不同层次，从关于信息需求的模糊概念至清楚界定需求或问题；我们知
道，如果用户切实理解信息系统和信息问题，那么用户在搜索过程中将更加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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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其他学习项目一样，探究式学习活动的设计应能够促成学生学习的
进步和连贯性。这意味着上述技能必须分阶段、按层次逐渐传授。学校图书馆
员应承担主要职责，以确保探究过程教学的系统方法，这一方法应以基于学校
的连续统一的媒体和信息技能与策略为指导。

如果没有地方或国家制定的探究式教学模型，学校图书馆员应与课堂教师
和学校领导合作挑选模型。当教师和学生运用这一模型时，他们可能希望针对
学校目标和当地需求修正模型。然而，修正模型应谨慎为之。如果对模型的理
论基础缺乏深入理解，所作修正可能导致模型失效。

⁎⁎⁎⁎⁎⁎⁎⁎⁎⁎⁎⁎⁎⁎⁎⁎⁎⁎⁎⁎⁎⁎⁎⁎⁎⁎⁎⁎⁎⁎⁎⁎⁎⁎⁎⁎⁎⁎⁎⁎⁎⁎⁎⁎⁎⁎⁎⁎⁎⁎⁎⁎⁎⁎⁎⁎⁎⁎⁎⁎⁎⁎⁎

示例
瑞典乌普萨拉的中学生通过阅读一本反乌托邦小说开始他们的
探究计划。他们在阅读小组里讨论这本小说。学生们所关注的
来自小说的探究主题各不相同，有关注监视的，有关注全球暖
化的，有关注疾病的。他们先广泛而后深入地搜索信息，从而
确定非常具体的个人探究重点（例如，从所有与监视有关的事
情，发展为一个非常具体的探究，政府如何能监控人们的智能
手机）。该计划的最终成果是一篇用作考试的课程论文，学生
使用所收集和建档的资料来完成。
⁎⁎⁎⁎⁎⁎⁎⁎⁎⁎⁎⁎⁎⁎⁎⁎⁎⁎⁎⁎⁎⁎⁎⁎⁎⁎⁎⁎⁎⁎⁎⁎⁎⁎⁎⁎⁎⁎⁎⁎⁎⁎⁎⁎⁎⁎⁎⁎⁎⁎⁎⁎⁎⁎⁎⁎⁎⁎⁎⁎⁎⁎⁎

5.6 技术集成

学校图书馆研究表明，图书馆在提供技术基础设施和工具以及提供信息技
术使用之指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技术有助于将图书馆及其资源延伸至教室
及教室以外的地方。学校图书馆员帮助学生学习对于使用互联网资源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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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以及信息生产工具很重要的在线检索策略。学校图书馆员与学校的技术专
家（若有）协作，确保清晰界定两个职位的角色，从而避免校内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的技术服务和活动出现缺口或冗余。

5.7 教师的专业发展

学校图书馆通过提供教师专业发展（尤其与新资料和技术、新课程以及新
的教学策略有关的）支持教师。学校图书馆员经常通过与教师同事在学习中协
同工作，为他们提供非正式专业发展，具体方式包括：



为教师提供资源，以拓宽学科知识或改进教学方法；



针对不同的评估和评定策略提供资源；



成为工作伙伴，共同计划需要在课堂和/或图书馆中完成的任务；以及



通过馆际互借以及个人和数字网络，图书馆成为连接更广泛资源的节点。

5.8 学校图书馆员的教导职责

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与教职同事协同工作，为学生提供最佳的学习体
验。理想情况下，学校图书馆员应与其他教师合作教学，教学团队中的每一位
成员在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中贡献各自的专业知识。

以下是四种合作教学的方法，学校图书馆员与课堂教师作为教员协同工作：
支持、并行、互补和团队教学。

1) 支持教学——一名教员发挥主导教学作用，另一名教员在学习者身边，
按 需 提供 一 对一 支持。 这 种方 法 被称 为 “一 人 教学 / 一 人 巡视（ one
teaches/one dr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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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并行教学——两名或两名以上教员同时在课堂或图书馆的不同位置负责
不同的学习群体。这种方法被称为“分站式教学（station teaching）”。
3) 互补教学——一名教员采用一些方法加强另一名教员的教学效果。例如，
一名教员可能补充解释另一名教员的陈述或示范笔记技巧。
4) 团队教学——两名或两名以上教员计划、教学和评估，并对教室或图书
馆中所有的学生负责，他们平等分担责任、领导和义务。

上述各种合作教学方法的效用借由合作教员的协作计划而增强，计划中包
括教学的内容、方式和评估。学校图书馆员和课堂教师的协作计划也提高教学
的质量，另有一些情况是，学校图书馆员是学生在图书馆或教室中的唯一教员。
协作对于那些融入课程或与学生的兴趣和需求相关联的媒体和信息素养的教学
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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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学校图书馆评估和公共关系

“学校图书馆对于所有与基本素养、教育、信息提供，以及经济、社会和文
化发展有关的长期战略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学校图书馆宣言》

6.1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资源充足且配备专业图书馆员的学校图书馆对于学生的成
绩 具 有 积 极 影 响 。 例 如 ， 参 阅 LRS 美 国 《 学 校 图 书 馆 影 响 研 究 》
（www.lrs.org/data-tools/school-libraries/impactstudies），以及 Williams, Wavell,
C.

,

and

Morrison

(2013)

英

国

相

关

研

究

（ www.scottishlibraries.org/storage/sectors/schools/SLIC_RGU_Impact_of_School_
Libraries_ 2013.pdf）。然而，这些研究并不为学校图书馆社群之外的人所熟知
或了解，全球许多地方的学校图书馆一直面临着裁员危机。裁员经常导致学校
图书馆专业人员的流失。如果没有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学校图书馆作为
教育进步和学生成绩提高的推动力量的潜能将消失。

过去十年有关学校图书馆影响的主要研究不断证明，由全职且符合资质的
学校图书馆员提供的学校图书馆活动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研究发现学校图
书馆对于学生学习的积极影响还包括帮助弥合在贫穷、少数民族和/或残障学生
身上常见的成绩差距。除了拥有全职且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之外，学校图
书馆与学生成绩提高有关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协作、教导、日程安排、获取、
技术、馆藏、预算、和专业发展。由于资源充足的学校图书馆现在已经为学生
和教师提供全天候的在线资源和服务，未来的研究需要评估空间、时间和使用
等如何受到数字化可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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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实施学校图书馆活动和服务的重要环节。评估可以帮助决策或问题
解决（关注问责）；它也可以影响人们对于学校图书馆的看法和发起人们对学
校图书馆的支持（关注转变）。评估过程有助于确定前进方向，也可以启发关
于学校图书馆未来的新愿景。

事实上，对学校图书馆的评估不能与对学校教育计划的评估相分离。评估
也是计划过程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学校质量保障计划的一部分。

6.2 学校图书馆评估与循证实践

对学校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员的评估并没有统一系统的方法，但评估有助
于确保图书馆活动和服务支持学校目标的实现。评估可以发现学生和教师对于
从活动和服务中受益期望的实现程度。评估也有助于形塑这些活动和服务，增
强图书馆工作人员和用户对于活动和服务的理解和承诺。

循证实践强调为改进实践而收集和分析数据。将评估作为循证实践的一个
组成部分加以实施通常范围较窄，这种评估由学校层面的评估者操作，形成关
于实践的建议。以循证实践为目的所收集和分析的数据来源多样，取决于所查
询的实践的不同方面，有用于支持决策的实践中的数据，如在线流通与编目系
统（OPAC）记录，又如教学模式，如分班、分年级或分科目教学；也有用于
支持图书馆影响力证明的关于实践的数据，如学生的各种学习成果，又如针对
学生、教师和/或家长的调查。

6.3 学校图书馆评估的方法

学校图书馆评估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情境。针对整体质量的
学校图书馆评估通常涵盖较宽广的范围，由外部专家实施，并给出质量等级评
定（参阅附录 D：学校图书馆评估清单示例，以及附录 E：学校图书馆评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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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校长用）。大多数学校图书馆采用由学校图书馆员实施的自查。除了整体质
量之外，其他学校层面的学校图书馆评估可能方法还包括：利益相关方意见、
活动内容、和活动影响。学校图书馆评估的常用方法是循环实践。
6.3.1 活动质量
关注整体活动质量的学校图书馆评估通常是一个长期计划，耗时数年，涵
盖各种活动。活动质量评估通常先有一个活动指导框架，如学校认证程序，或
省、国家标准文件。实施综合性活动评估需要得到强有力的行政支持，还需配
备外部专家，如学区顾问。然而，局部性的这类评估同样有其价值，可以仔细
计划以减少资源需求。例如，通过自查可以了解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图书馆教
导活动的范围，从而评估学生和教师在这些活动中的参与度。又如，可以将图
书馆活动和服务的某一方面（如设施或馆藏）与相关标准比照。
6.3.2 利益相关方意见
调查研究提供了许多关于利益相关方意见的具有启发性和综合性的案例。
如果大型调查研究所需资源超过了大部分学校和学区所能承担的范畴，那么不
妨使用一些简单却有效的备案。例如学区满意度调查，又如学校层面的调查或
者当一项重要研究超越了大多数学校或学区的资源范畴时，可以用一些简单且
有效的方案予以取代，如学区满意度调查以及基于学校的调查或意见反馈组。

大部分学区或教育当局均有某些形式的针对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年度满意
度调查。在这类调查中增加一至两个与图书馆活动和服务有关的问题是非常值
得一试的做法。即使开始无法实现，这种尝试也是一种重要的游说方式，让学
区管理层对学校图书馆活动和服务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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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学生关于图书馆看法的一种方法，是在校长的支持下调查学校每一个
班级，从一年级开始，询问学生诸如“我们的学校图书馆有什么令人满意的地
方？”和“我们应做什么使图书馆更完善？”等问题。调查所得数据经过分析，可
以与教师、教辅人员还有家长共享。适用于中学的一种方法则是组织学生代表
会议，来自每一个班级的代表们在会上就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和资源反馈意见。
在由多个反馈环节组成的会议进行过程中，可以请学生指出关于学校图书馆他
们想要和不想要的，以及提出能够使图书馆成为对于学习者来说更好的处所的
其他意见。这两种方法也都适用于针对学校图书馆活动和服务的某些特定组成
部分所做的评估。
6.3.3 活动内容
关注活动内容的学校图书馆评估，可以在或宽或窄的范畴内进行，可以是
一次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的。可以设计一项自查，分析通过一个学期或者多年
的图书馆教导活动所取得的学习成果。通过图书馆教导活动所取得的学习成果
可以与通过一门或多门课程取得的学习成果相比较。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课堂教师和/或部门主任焦点小组，讨论什么样的学习
成果是图书馆教导活动应该达成的。为了获得最好的效果（即充分讨论和如实
观察），焦点小组最好由第三方（外部观察员，例如其他学校的图书馆员或者
学区学习顾问）而非学校图书馆员来组织和协调。
6.3.4 活动影响
学校图书馆影响评估关注“增值”概念，它可以用以明确学校图书馆探究活
动对学生学习所做的贡献。关键要从学生身上找到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例如，
探究项目应该促使学生深入了解一个话题，知道如何进行探究，并体会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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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例如，为了知道探究项目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程度，“图书馆的力量”
项目（Oberg, 1999）在项目结束时对 1 至 6 年级的小学生进行了访谈：



能给我讲讲你的项目么？你是如何使用书籍和计算机的？哪方面比较顺
利，哪方面存在问题？



你是如何开始的？中期你做了什么？你是怎样完成的？在每一个阶段你
的感受是怎样的？



你学到了什么？什么使你记忆深刻？你在校外分享过你的项目么？你的
项目与人们在校外所做的事情有相似之处么？

适用于中学生的一个类似方法是“学校图书馆影响测量（School Library
Impact Measure ） ” ， 又 称 “ 学 生 学 习 影 响 测 量 （ Student Learning Impact
Measure）”，简称 SLIM（Todd, Kuhlthau & Heinstrom, 2005）。在探究过程中
的三个节点上，学生们被要求完成由以下问题组成的反馈表：



花些时间思考你的话题，写下你对它的了解。



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



你对这个话题了解多少？



回顾你的调查项目，你觉得什么是最容易完成的？



回顾你的调查项目，你觉得什么是最难完成的？



通过实施这个调查项目，你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只在项目结束时才
提出）

学生学习的以下其他方面可以通过访谈、反馈表、学习日志、或探究小组
等方法加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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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信息来源、可靠性、有效性和相关性的能力；



创造可靠且知情的产品的能力；或



可靠地管理个人数字身份的能力。

对于学校图书馆员和教师们而言，分析学生的访谈记录或反馈表将是一个
艰巨且耗时的任务，但通过这项工作，这些专业人员将能够了解学生如何拓展
他们关于课程内容以及信息处理和加工技能的知识和理解，而这些了解对于学
校、工作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让学生参与他们探究学习过程讨论，也有助于学
生认知、调节和适应他们自己的学习过程。
6.3.5 循证实践
循证实践是一种利用数据进行决策的整体性、综合性方法。学校图书馆的
循证实践整合三类数据：a) 为了实践的证据（将正式研究的结论用于指导实
践）；b) 实践中的证据（使用自身数据以改变实践）；c) 关于实践的证据（使
用用户报告和用户生成数据以显示学校图书馆员的工作成果）（Todd, 2007）。
学校图书馆员通过其专业教育和许多公开发表的学校图书馆研究总结获得为了
实践的证据（例如，Haycock, 1992；Kachel et al, 2013）。学校图书馆员使用实
践中产生的证据，例如流通记录和教导活动时间安排等，进行诸如与为阅读推
广活动购买资源、制定确保所有学生均享有探究式学习体验机会的计划等决策。

6.4 学校图书馆评估的影响

评估是持续发展循环的关键。评估有助于学校图书馆的活动和服务与学校
的目标保持一致。评估向学生、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更广泛的教育社群
证明学校图书馆活动和服务的好处。评估为活动和服务的改进提供证据，帮助
图书馆工作人员和用户理解这些活动和服务的价值。成功的评估带来活动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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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更新，也带来新设计的活动和服务。评估对于公共关系和宣传相关行动的
指导至关重要。

6.5 学校图书馆的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的概念聚焦于长期互动和战略沟通，从而在机构及其公众间（学
校图书馆和相关利益者之间）建立利益关系（参阅 3.5.4 社群参与）。

市场营销和推广聚焦于满足图书馆用户意愿和需求的即时产品和服务。那
些能够满足图书馆用户需求的短期产品和服务。相比之下，宣传从根本上是关
于改变的行动或是关于思想和问题的演进。长远来看，应与学校图书馆的利益
相关群体和支持者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这便是学校图书馆宣传。推广、市场
营销、以及宣传均需要以系统的方式加以计划和实施。推广和市场营销是学校
图书馆员学校层面工作的一部分；学校图书馆员也参与宣传，但通常宣传由团
队（如学校图书馆协会）计划和实施。学校图书馆的推广和市场营销主要面向
图书馆用户，此间所关心的是图书馆的使用。学校图书馆的宣传主要面向决策
者和能够影响决策者的人，此间所关心的是图书馆资金以及其他能让图书馆员
开展工作的支持。
6.5.1 推广和市场营销
推广是一种面向用户关于图书馆能提供什么的单向沟通，而市场营销则是
试图将图书馆的服务与潜在用户的需求和喜好相匹配的双向互动。学校图书馆
所提供的服务和设施必须得到大力推广和市场营销，使得目标群体（学校及更
广泛社群）能够意识到图书馆作为学习伙伴和理想服务及资源提供者的角色。

学校图书馆应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一份书面的推广和市场营销计划。其
中应包括：预期目标；关于如何实现目标的行动计划；可以评定推广和市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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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工作是否奏效的评估方法。推广和市场营销计划应每年进行评估、回顾和修
订；学校图书馆员和学校行政管理者应至少每两年对完整的计划进行一次全面
讨论。
6.5.2 宣传
宣传是通过有计划和持续性的努力逐渐增进理解和支持。宣传与推广和市
场营销有关但也有所不同。学校图书馆宣传是指加强主要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
是指提高意识和增进知识；它耗费时间，需要从长计划。学校图书馆宣传工作
应关注决策者以及那些影响决策者的人，而非学校图书馆用户。

宣传是指建立关系。

宣传是指影响 他人。研究已经确立了与影响他人 有关 的六项通用原则
（Cialdini, 2006）。这些关于说服的原则对于宣传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它们是：
互惠、喜爱、权威、社会认同、一致性/承诺、和稀缺性。

互惠和喜爱是指建立关系。人们常常会因为他人施惠或是喜爱他人而施惠
于他人。权威和社会认同是指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人们常常因为某些
权威人士的建议或是因为他人喜欢其这样做而行事。一致性/承诺和稀缺性是指
促使人们行动。如果人们认为行动与他们的价值观相一致或是认为行动可以使
他们避免失去所珍视的东西，他们会更愿意采取行动。

应谨记这些通用原则以指导计划宣传项目。例如，学校图书馆员经常需要
将全国性学校图书馆协会中的其他图书馆员作为目标群体，以获得他们关于一
项学校图书馆政策的支持。以下指导性问题可能有助于计划一个宣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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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性：如果学校图书馆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其他图书馆员可能因此
而失去什么？



一致性/承诺：他们与你们共享的价值观是什么？



权威：他们尊重谁的意见？



社会认同：其他国家性协会如何支持学校图书馆政策？



互惠：在协会中其他图书馆员有关的问题上，你们能够如何予以支持？



喜爱：你们喜爱其他馆员的哪些方面，又如何展示？

如果学校图书馆员和他们的盟友与其他人相联合，并有所计划地推进，宣
传 并 非 难 事 。 国 际 图 联 在 线 学 习 平 台 （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
www.IFLA.org/bsla）为希望为图书馆宣传、希望知道如何宣传的人们提供了相
关资源。这个网站包括关于学校图书馆宣传的具体资料，如建设学校图书馆网
络的案例、改变学校图书馆立法的案例、将学校图书馆建设成为教育改革的有
生力量的案例等。宣传对于增强和维护学校图书馆的发展至关重要。宣传和评
估均有助于建立对于能够改进学校所有人教与学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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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该术语表的范围根据《指南》审阅者和编制者的建议确立。如欲了解更多
图书馆相关术语，读者可参阅 Joan M. Reitz 编写、ABC-CLIO 出版的“图书馆与
信 息 科 学 在 线 词 典 （ Online Dictionar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ODLIS）”[www.abc-clio.com/ODLIS/odlis_l.aspx]。该词典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均
可通过 Libraries Unlimited 获得。

宣传：指通过有计划和持续性的努力逐渐增进理解和支持。

书目指导：指导用户如何使用图书馆的文本和系统，常用缩写为“BI”。（参见：
图书馆利用指导、媒体与信息素养、用户教育）

编目：描述信息源和为目录创建条目的过程。通常包括书目描述、主题分析、
分类号分配以及为上架所做的准备工作。

流通：借出与归还图书馆资料的过程。也可用于一个时间段内（通常为一年）
外借的册数及外借的次数。

公民权：作为一个社群的成员（即公民）的法律和政治地位，以及作为公民的
权利、义务和特权。除了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外，还包括个体的品质以及他/
她在社群中的行为。

公民参与：为明确和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而采取的个体和集体行为；为改变社
群生活质量而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以及积极性。

道德准则：一套治理图书馆员、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信息专业人员在工作
中的行为和判断的标准。通常包括与平等获取、智识自由、保密、尊重知识产
81 / 109

权、精益求精、准确、完整性、公正、礼貌、和尊重同行及图书馆用户等有关
的标准。

馆藏：图书馆收集、组织并且提供使用的所有资料。通常指实体资源，也可以
指数字资源，有时称作“持有资产”。馆藏中的文献可能是实体或数字的，可能
是印本或非印本格式的；可能支持本地或远程使用，可能为图书馆所拥有，或
是可以通过图书馆以付费或免费的方式从其他机构获得。

信息文化：指一个的必需的知识体系，该知识体系使得学生能够了解信息的本
质以及信息是如何创造的，能够开明理解信息和通信行业之机制，能够批判对
待无止尽的技术创新和因个人数据被使用而导致的人类文档化
（“documentarisation” of human beings）。也包括培养关于信息使用的合道德、
负责任的态度。（参见：媒体与信息素养）

策展（Curation）：对博物馆、艺术馆或其他展览空间以及存储、展览于其间
的所有物品的建设、保护、组织和监管。也包括数字馆藏（如网站）建设。负
责特色馆藏的人员（即馆长/策展人）需要具有选择有价值的物品、帮助用户找
到并阐释馆藏物品方面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数据库：大型、定期更新的相关信息文档，由统一格式的记录组成，借助数据
库管理系统软件的管理，能够简易而快速地查询和检索。学校图书馆中经常使
用的数据库包括书目、期刊索引、文摘服务和全文参考资源，通常采用许可协
议进行年度租赁，供图书馆成员和工作人员使用。

土著（Indigenous）：用以识别全体土著居民的术语，当然有些人更愿意选择
使用自己的语言或特定的部落身份来定义和识别自己。有些人可能使用其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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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或名称，例如当地居民（Native）、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土著居
民（Aborigine）、第一民族（First Nation）等。

信息素养：有效、负责和有目的地获得、评估和使用信息所必需的一系列技能、
态度和知识。通常包括在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过程中知道何时需要信息的能
力，清楚表达需求的能力，定位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在需要时与他人分享信息
的能力，将信息运用于问题或决策的能力。也被称为“信息能力”和“信息通晓
（information fluency）”。（参见：媒体与信息素养）

图书馆利用指导（探究式路径）：在教学中强调从问题解答的角度思考和使用
信息，并将关于工具、来源和检索策略的知识融入关于思考和问题解答的教学
中。这种路径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受到重视。

图书馆利用指导（来源路径）：教授用户图书馆工具和来源的性质及其使用，
尤其是用以查找信息的工具书和索引。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所强调的
路径。

图书馆利用指导（探路者路径）：教授用户如何使用检索策略（即以专家实践
为基础的逻辑模式）以获得图书馆的工具和资源。被推荐的检索策略在公开出
版的指南中常被称为“探路者（pathfinders）”或“文献指南”。 这种路径自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受到重视。

图书馆利用指导（过程路径）：用户为增长知识或解决问题而使用信息，教授
用户通过调整使用信息时所涉及的情感、认知和生理因素（感觉、想法、行
为），从而发展个人学习过程。这是一种以研究为基础的路径，立足于信息查
寻过程（Kuhlthau, 1985），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受到重视。

图书馆活动：（参见：学校图书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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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素养：（参见：媒体与信息素养）

媒体与信息素养：理解和利用各种信息交流载体和格式、理解和利用借由这些
载体和格式所交流的信息所必需的一系列技能、态度和知识。包括诸如“信息和
媒体是人类为了个人、社会、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创造的，偏见与生俱有”之概念。

探路者（Pathfinder）：使用图书馆工具和资源的推荐检索策略。有时被称为
“图书馆指南”或“文献指南”。

活动：（参见：学校图书馆活动）

学校图书馆员：接受过图书馆学教育、负责领导或开展学校图书馆活动和服务
的教师。除管理日常运营外，学校图书馆员通过馆藏建设、相应年级媒体与信
息素养技能教授、协助学生选择与其阅读水平相适用的阅读资料、帮助任课教
师将图书馆服务和资料融入教学活动等方式支持课程教学。学校图书馆员可能
有多种职业称号（例如，教师图书馆员、图书馆媒体专家、学习资源教师）。

学校图书馆：公立或私立小学和中学内的实体和数字学习空间，用于满足学校
学生的信息需求，以及教师和工作人员的课程教学需求。学校图书馆提供适合
学校各年级水平的教学资料馆藏。学校图书馆由学校图书馆员管理，他/她致力
于通过与阅读、探究和研究有关的活动和服务，增强学生和教师的认知发展、
个人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学校图书馆有多种术语称谓（例如，学校图
书馆媒体中心、文献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源中心、图书馆共享学习空间）。

学校图书馆活动：有计划而综合性地提供的系列教学活动，借以发展学生的媒
体与信息素养技能、调查和探究技能、阅读参与、数字技术、以及其他素养相
关能力和课程导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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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教育：任何帮助用户了解图书馆及其文本、系统和服务的方法，包括引导
标示、宣传册子、文献指南以及直接教学。（参见：书目指导、图书馆利用指
导、媒体与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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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图书馆宣言（1999）

[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UNESCO-school-library-manifesto-1999]

学校图书馆为所有人的教与学而服务

学校图书馆提供信息和思想，它们是人们在当今信息和知识社会中成功运
作的基础。学校图书馆培育学生终身学习的技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使得他
们能够成为具有责任感的公民。

学校图书馆的使命

学校图书馆提供学习服务、书籍和资源，使得学校社群所有成员都能成为
批判性思考者以及各种格式和媒体信息的有效利用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所阐明的原则，学校图书馆与更为广泛的图书馆和信息
合作网络相连接。

图书馆工作人员支持书籍及其他信息资源的现场和远程使用，从小说到纪
录片、从印刷载体到电子载体。这些资料完善并丰富教材、教学资料和教学方
法。

已然证明，当图书馆员和教师共同工作时，学生们能够习得更高水平的基
本素养、阅读、学习、问题解决、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等技能。

学校图书馆服务必须为学校社群所有成员公平提供，不论他们的年龄、种
族、性别、宗教、国别、语言、专业和社会地位。特殊服务和资源必须为那些
不能使用图书馆主流服务和资料的用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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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馆藏的获取应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维护的自由为基础，不
应屈从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审查，或是商业压力。

资金提供立法与合作网络

学校图书馆对于所有与基本素养、教育、信息提供，以及经济、社会和文
化发展有关的长期战略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学校图书馆得到专门的立法和政
策支持，是地方、区域以及国家当局的职责。学校图书馆必须拥有充足且持续
的资金，以用于受训人员、资料、技术和设施的支出。学校图书馆必须免费开
放。

学校图书馆是地方、区域和国家图书馆与信息合作网络中必不可少的伙伴。

当学校图书馆与其它类型的图书馆（如公共图书馆）共享设施和资源时，
学校图书馆的特定目标必须得到承认和维护。

学校图书馆的目标

学校图书馆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下是学校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内容，它们对于基本素养、信息素养、教学、
学习和文化等方向的发展至关重要：



支持和推动由学校使命和课程所设定的教育目标；



发展和维持儿童的阅读和学习习惯和兴趣，以及他们在有生之年对于图
书馆的使用；



提供为了知识、理解、想象和欣赏而创造和使用信息的体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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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所有学生学习和练习针对各种形式、格式或媒体的信息的评估及使
用之技能，包括对于所属社群交流方式的敏感性；



提供对于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资源的获取，提供学习者得以接触不
同思想、经验和意见的机会；



组织能增进文化和社会意识及敏感度的活动；



与学生、教师、行政管理者和家长合作以完成学校的使命；



强调智识自由和信息获取对于有效而负责任的公民权及民主参与至关重
要之理念；



向整个学校社群及更广范围推广阅读以及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学校图书馆通过制定政策、改进服务、采访资源、提供适当信息资源的实
体和智识获取、提供教导设施、聘用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以实现上述目标。

工作人员

学校图书馆员具备专业资质，在尽可能充足的工作人员的支持下，通过与
学校社群的所有成员协作、并与公共图书馆等机构保持联系，负责学校图书馆
的规划和管理。

在国家法律和财政框架内，学校图书馆员的职责因应学校预算、课程和教
学方法的不同而各异。在特定情境下，如果学校图书馆员要发展和实施有效的
学校图书馆服务，关于资源、图书馆、信息管理和教学等方面的知识是至关重
要的。

在日益网络化的环境中，学校图书馆员必须具备面向教师和学生计划和教
授不同信息处理技能的能力。因此他们必须持续地进行专业性训练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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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和管理

为了确保有效而可靠的运营：



必须制定学校图书馆服务相关政策，以界定与学校课程有关的目标、优
先事项和服务；



学校图书馆必须根据专业标准加以组织和维护；



服务必须为学校社群所有成员所获得，并在当地社群的情境下实施；



必须鼓励与教师、学校管理高层、行政管理者、家长、其他图书馆员和
信息专业人员，以及社群组织等开展合作。

宣言的实施

敦促政府通过其教育职能部门制定战略、政策和计划以落实本宣言中各项
原则的实施。计划应包括在针对图书馆员和教师的最初和继续培训活动中宣传
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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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学校图书馆预算方案

学校图书馆员需了解与学校图书馆预算方案相关的内容包括：



学校制定预算的过程



预算周期时间表



与预算程序相关的主要工作人员



明确的图书馆需求



预算问责流程

预算方案的组成部分包括：



采购新资源所需的费用（例如：图书、期刊、多媒体和数字资源）



日常用品和行政管理物资所需的费用



举办推广活动及购置所需物品的费用



维持服务运作所需的费用（例如：复印、维修）



使用 ICT（信息与计算机技术）设备、软件及许可费用的成本（如以上
费用未被包含在学校的 ICT 总预算中）

一般来说，学校图书馆的物资预算不应少于每位学生为学校系统支出的 5%
（不包括所有工资、特殊教育经费、交通费和资产改良基金）。

人员成本可纳入图书馆预算中，但某些学校可能更适合将其列入人员总预
算中。不论如何，预估学校图书馆的人员成本是学校图书馆员的职责之一。用
于配置人员的金额与学校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提供的服务质量及范围等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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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密切相关。而诸如新书架的配备、设施翻新等特殊计划和其它发展可能需要
独立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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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探究式学习教学模型

部分成熟的探究式学习过程模型：

Michael Marland 的九个问题（英国）
Marland, M. (1981). Information skills in the secondary curriculum. Schools Council
Methuen.
Stripling 和 Pitt 的 REACTS 模型（美国）
Stripling, B., & Pitts, J. (1988). Brainstorms and blueprints: Teaching research as a
thinking process. Westport, CT: Libraries Unlimited.
信息处理（澳大利亚）
Australian School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2001). Learning for the future: Develop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schools (2nd ed.). Carlton South, Australia: Curriculum Corporation.
聚焦探究（加拿大）
Alberta Learning. (2003). Focus on inquiry: A teacher’s guide to inquiry-based
learning. Edmonton, AB: Alberta Learning, Learning Resources Branch.
探究指导（美国）
Kuhlthau, C. C., Maniotes, L. K., & Caspari, A. K. (2007). Guided inquiry: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Westport, CT: Libraries Unlimited.
Kuhlthau, C. C., Maniotes, L. K., & Caspari, A. K. (2012). Guided inquiry design: A
framework for inquiry in your school. Westport, CT: Libraries Unlimited.
Schmidt, R. (2013). A guided inquiry approach to high school research. Westport, CT:
Libraries Un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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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学校图书馆评估清单示例（加拿大）

来源：《实现信息素养：加拿大学校图书馆活动之标准》（Achiev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 for School Library Programs in Canada）（第 74-77 页），由加拿

大学校图书馆协会（The Canadian School Library Association）和教师图书馆学协会
（The Association for Teacher librarianship in Canada）于 2003 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共
同出版。

1. 关注于教授信息素养和阅读推广的活动

是

一
定
程
度

否

是

一
定
程
度

否

是

一
定
程

否

a. 把探究式学习与连续统一的信息素养技能关联起来
b. 将信息素养活动整合到课程中
c. 教师、教师图书馆员、行政管理者、家长和社群成员共同合作
d. 教师图书馆员参与评估和报告学生的成绩
e. 图书馆项目向所有学生公平开放
f. 发展、支持和实施阅读和基本素养活动

2. 人员配置模型包括符合资质的、有能力的和积极性高的教师图书馆员，同
时得到技术和文职人员支持
a. 与课堂教师合作规划和教学，其课程目标和信息素养目标是由以资源为基
础的探究项目来实现
b. 教师图书馆员在探究项目中根据需求向工作人员和学生传授技术和信息素
养技能
c. 基于省级课程设置要求和地方利益建设各种资源馆藏
d. 有效管理人力资源（文职人员、技术人员、学生网页、志愿者）
e. 有效管理设备（借用、购置和维修）
f. 有效管理设施（预约、布局、家具、维护）
g. 文职工作流程（流通、采购、预算、订购、跟踪、编目、上架、报告、数
据录入）
h. 领导力（基于资源共享计划，在教授新技术的过程中融入新的学习理论）
i. 学生的个人热情以及对学习的投入
j. 专业发展（如基于网络的活动和机会）

3. 涉及到长期的包容性计划，且与学校目标有关的资金模型
100 / 109

度

a. 教师图书馆员每年根据课程需要及全体人员和活动的利益编制活动预算
b. 把基数加上每年学生人均数额作为长期规划的预算
c. 预算包括正在进行的和新的学校计划
d. 预算包括资源、用品、维修、设备、劳务合同、专业发展和资本支出
e. 做预算时应明确并优先考虑学校的需求
f. 预算能反映利益相关者投入
g. 用于特别项目的资金，例如作者访问、自主阅读等

4. 图书馆拥有广泛而合适的学习资源，这些资源经过专业且谨慎地挑选，以
满足所有学习者的正式和非正式需求

是

一
定
程
度

否

是

一
定
程
度

否

是

一
定
程
度

否

a. 有选择策略来反映学校的学习需求
b. 各种载录格式的权衡(如印本、连续出版物、视频、音频、电子、在线数据
库、互联网和其他)
c. 权衡资源可获取程度
d. 充足的计算机工作站和打印机
e. 充足的视听设备
f. 学生的人均馆藏量充足（定量）
g. 资源与社群学习需求之间高度相关，即课程和爱好（定性）
h. 馆藏资源是时新的（及时剔旧和补充）并且保持良好的状态
i. 可访问中央联合数据库
j. 可获取数字图书馆资源
k. 可获取网站信息
l. 获取、协调和共享资源的流程

5. 图书馆有时新、易得且支持课程期望的技术
a. 开展图书馆活动，以教导学习者有效而负责任地利用技术
b. 有足够的工作站和软件，以帮助学生用有意义的新方式去寻找、分析、综
合和交流信息
c. 学校全体师生可随时获取最新的信息资源和访问部分数据库
d. 通过自动化系统组织和管理图书馆日常工作

6. 图书馆设施安全、灵活、宽敞、设计精良，可承办各种学习活动
a. 有个人、小组学习和班级教学的工作空间
b. 其设计适应新兴技术和应用的
c. 允许灵活地重整和重新配置图书馆，以发挥传统和新兴功能、实现高效
率、高质量和高增长
101 / 109

d. 其声音、光线、温度、线路系统、家具是令人舒心的
e. 不论教学日与否均可访问
f. 视觉上有吸引力
g.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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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学校图书馆评估清单-校长用

12 条校长用学校图书馆活动评估（美国）

来自：Doug Johnson 的 Blue Skunk 博客

[http://doug-johnson.squarespace.com/blue-skunk-blog/2012/1/10]

此评估工具不是用于图书馆员或图书馆活动的正式评估，而是帮助学校管
理者了解可能需要额外资源和帮助领域，从而对学校的整体活动产生深远的影
响。

过去 20 年，技术、学习研究和图书馆行业的迅速变化使各类学校图书馆活
动的有效性相差悬殊。您学校的图书馆是否紧随社会发展？下面的清单可用于
于快速评估。

1. 专业人员及其职责



您的图书馆是否配备符合资质的学校图书馆员？



他/她是否充分履行专业职责？图书馆所有的职员（包括文职人员、技
术人员和专业馆员）是否配有成文的岗位说明？



图书馆员是否通过州和国家图书馆组织出版的专业出版物了解图书馆员
当前的职能转变？



图书馆员是否定期向正式员工提供发展机会，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信
息技术并将这些技能融合到内容领域？



图书馆员是否是专业组织的活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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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是否被视为正式的教职人员？

2. 专业支持



图书馆员是否在文职工作上获得充足的帮助，使她/他可以履行专业职
责而非执行文职工作？



图书馆员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帮助，使她/他可以履行专业职责而不是技
术任务？



是否有学区图书馆主管、领导团队或部门主任负责规划和领导？



图书馆负责人、场地领导委员会和员工发展小组是否鼓励图书馆职员参
加研讨会、专业会议和其他会议来更新他们的技能和知识？



图书馆员是否参加该地区的专业学习社群和非正式的个人学习网络？

3. 馆藏规模和发展



图书馆书籍和视听资料是否满足课程的需求？是否建立了最基本规模的
印本馆藏？是否对馆藏有计划地进行剔除？



是否有不同的媒体满足不同的学习风格？



是否曾适时添加在线资源？有没有足够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带宽以便学生
群体利用这些资源？



最近有否以均衡印本馆藏和数字资源规模大小为目的而进行评估？是否
有印本资料已被在线订阅资源取代？此前用于存放印本资料的空间是否
被有效地重新利用？



是否从专业渠道挑选新资料？馆藏规划是否与课程设置有关联？

4.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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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位置是否便于用户从所有教室前往？是否有外部入口使其在晚
上和周末也能发挥社群功能？



图书馆的氛围是否利于学习（如耐用的家具、教学展示和资讯海报）？
图书馆是否使用无静电地毯以减少噪音和保护电子设备？图书馆是否具
有室内调控功能，以防止资料和设备因高温高湿而受损，且保证馆内在
夏季也能正常开展活动？



图书馆是否包含一般教学区、故事区（小学）、演示区（中学）以及提
供给个人、小群体和班级整体的工作空间？



图书馆是否配备计算机实验室或无线笔记本电脑供学生和教职人员在课
堂上使用或在图书馆内独自使用、以及供图书馆员在教学中使用？图书
馆是否设有可供用户使用的多媒体工作站和数字视频制作设备？



图书馆是否完全与充足的音频、视频和数据线路连接？图书馆是否为这
些信息网络发挥“枢纽”作用，并为此配置路由器、文件服务器、视频首
端和技术人员？



图书馆是否为学生、工作人员和家庭持续提供有用且最新的网络资源链
接？

5. 课程和整合



图书馆员是年级和/或团队规划小组的积极成员吗？



图书馆员是否是课程内容编写委员会的积极成员？



图书馆员是年级或内容领域专业学习社群的一分子吗？



是否将图书馆资源作为内容领域课程审查周期的一部分来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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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将图书馆和信息技术技能作为内容领域的一部分而非独立领域来授
课？是否教导如何评估、处理和传达信息的信息素养技能以及如何获取
这些技能？



是否把如何安全且适当地利用在线资源列入信息和技术素养课程中？

6. 以资源为基础的教学



图书馆员在学区领导的协助下，是否促进教科书以外的教学活动，并提
供材料辅助差异教学？



教职人员和学校管理阶层是否把图书馆员看作是教学设计和真实评估的
资源？图书馆项目是否能贯穿所有课程领域并支持探究学习活动和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图书馆员是否与学生和教职人员合作创造广泛的
机会来发展和培养数字公民的批判性思维及责任感？



图书馆是否有弹性安排允许图书馆员与课堂教师组成教学团队，而不仅
仅为教师备课服务？



是否有明确且针对不同年级的信息素养和技术参考标准？标准是否由图
书馆员和课堂教师共同评估？评估的结果是否与利益相关者分享？

7. 信息技术



图书馆是否向用户提供最新信息技术的访问途径，例如：



图书馆馆藏的在线图书馆目录和流通系统



访问学区在线联合目录，以及可进行馆际互借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
馆和特色图书馆的目录



可完全在线访问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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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在线参考工具（如全文期刊索引、百科全书、地图册、词语索引、
字典，辞典，读者顾问和年鉴）



符合学生能力水平的多种计算机程序（如文字处理软件、多媒体和演示
程序、电子数据表格、数据库、台式刊印程序、图形创作程序、静止和
运动数字图像编辑软件）



访问协作学习/网络工具（如维基、博客、以及其他在线共享程序）和
云计算资源（如在线生产工具和文件存储）



可使用进行桌面会议的设备和软件



有教育意义的计算机程序（包括有助于课程实践、模拟和指导的软件）



使用这些资源所需的技能是否由图书馆员在教职人员的协同下教授？

8. 参考咨询、网络和馆际互借



您的图书馆员是否具备专业知识能为学校学生和教职人员提供有效且及
时的参考咨询服务？



您的学校是区域多类型系统的成员还是图书馆联盟的成员？



当本馆馆藏无法满足学生及员工的需求时，图书馆员是否利用馆际互借
来弥补？



图书馆员是否把握机会参与当地及区域内其他学校的合作规划。

9. 计划/年度目标



图书馆的项目是否有面向全区的长期目标？



图书馆员是否根据长期目标来设定年度目标，这个长期目标是否与图书
馆和课程目标紧密相关？是与图书馆领导层共同合作的产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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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部分评估是根据图书馆员的年度目标完成情况来进行的？



图书馆项目能否代表图书馆规划委员会或学区技术规划委员会的意愿？

10. 预算



图书馆的项目预算是采用零基预算法还是从实际需要出发？预算是否与
项目目标相关？



图书馆员是否为所需的材料、设备和用品写明缘由？



预算是否有反映项目中的维护和发展部分？



图书馆员是否坚持清晰准确的支出记录？



图书馆员是否在有条件时提交经费申请？

11. 政策/交流



关于选择和再议的出台政策是否是时新的且具有强制性的？图书馆工作
人员是否了解智识自由和图书馆用户隐私的信条？这些政策是否扩展到
了数字资源？



对于互联网和技术的使用，该地区是否有符合 CIPA 安全要求且可行的
使用政策（或可靠的使用政策）？



图书馆员能否对版权法进行解读？图书馆员是否帮助他人明确他们希望
享有的知识产权？



图书馆员能否通过正式的途径向学生、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社群
传达图书馆的目标和服务？图书馆的网站是否专业、易于浏览、时新且
有用？图书馆员是否利用社交网络工具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12.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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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的决定和汇报有否显示图书馆项目的宗旨和目标正在得到满足，
且正在帮助图书馆和学区实现目标？图书馆员是否为学校管理阶层、工
作人员和家长编写年度图书馆报告（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



是否对所有涉及图书馆和技术项目的新举措进行评估？



该地区是否使用外部评估小组对图书馆项目进行定期评估，并把定期评
估作为所有认证程序的一环？



图书馆员是否应邀参与由学术研究人员领导的正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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