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第一期“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通知 

 

 
＿＿＿＿＿＿图书馆： 

 

根据当前图书馆转型、服务创新的紧迫形势以及高校图书馆馆员的整体

素质状况，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积极响应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

的“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号召，联合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等单位，计划启动“海

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项目，拟通过国内授课和海外观摩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全面提升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整体水平和素质，综合改善学

科馆员的服务能力。 

“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将遵循“转变思想、创新理念、融合实

践、协同共享”的原则，召集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以

国内外在服务方面具有特色的著名高校图书馆作为培训实践基地，有针对性

地开展系统性专项培训，包括：理论和案例授课，基地图书馆访学观摩与实

践交流等主要内容，以期提升馆员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拓展其国际视野

与创新思路，为中国高校图书馆培养一批理念先进、能力卓越且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优秀图书馆员。 

为确保培训达到优良效果，第一期“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将限

额申请，拟招收 60 名学员，额满为止。本期设 2 个海外培训实践基地，分

别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每个基

地的参训名额均为 30 人，报名时可自选。请贵馆推荐 1-2 名具有一定英语

语言能力及学科化服务相关工作经验的馆员参加培训。 



一、 培训内容 

第一期“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将重点聚焦图书馆转型与超越发

展，围绕学科馆员的职责与内容，以综合技能培训为主，在图书馆理念升级、

学科服务推广与深化、学科资源建设、信息素养教育、科研情报分析、新技

术应用等方面进行实务性授课与强化训练，拟包括六大模块的培训内容： 

■ 图书馆转型与超越发展 

■ 服务推广与品牌策划 

■ 学科馆员主导资源建设 

■ 学科服务驱动教学变革 

■ 深层学科服务支持科研 

■ 新技术应用与能力拓展 

本期培训班课程共设计 28 个学时，其中授课及讨论 19 学时，交流研讨

和案例观摩 9 学时，课程安排请见附件 1。培训周期为 9 天，3 天国内授课，

6 天海外培训、观摩与实践。 

二、 培训费用 

 境外费用：美国培训，人民币 14,000 元 

新加坡培训，人民币 10,500 元 

（含往返国际机票、食宿、交通及保险费用等；拟委托由上海携程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落实安排；报名成功后，将通知具体收费要求） 

 培训管理费：4,500 元/人（含国内外培训期间的师资、教材、培训基

地管理、会务与教务安排、国内培训期间住宿及餐饮等费用） 

 培训期间国内发生的交通费用自理 

三、 培训时间 

2014 年 5 月 15 日至 2014 年 5 月 22 日，5 月 14 日报到注册。 

报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交通大学学术活动中心大厅 

四、 培训地点 

国内培训：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馆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200240 

海外培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 

五、 报名方式 

2014 年 3 月 1 日前将填写完整的报名表 Email 或传真至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邮件标题统一为“第一期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报名表-图书

馆-（姓名）”。 

特别提醒：由于名额有限，将按报名表时间先后录取，额满为止。若本

期培训班未报上名的人员，可顺延安排至下一期培训班。 

六、 培训联系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袁江陵 
021-61735373 

13564483786 
021-61735373 jlyuan@sjtu.edu.cn 

周  衡 
021-34206460*3400 

18602150583 
021-34206499 hzhou@lib.sjtu.edu.cn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4 年 2 月 21 日 



 

第一期“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E-MAIL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通讯地址  

报到时间 2014年 5月  日   时 

住宿选择 

（请打） 

 与他人合住双人标准间 

 单人间 

（） 

（）（需补差价） 

海外培训

基地选择

（请打）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是否服从调配 

（） 

（） 

（）是/（）否（可顺延至下一期） 

办理签证

选择 

（请打） 

 自行办理 

 委托携程办理 

（） 

（）（需额外支付签证费及签证服务费：美国

1000+150元；新加坡 165+20元） 

饮食禁忌 
 

备注 

 

 



 

附件 1 

第一期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日程（草案） 

培训时间：2014 年 5 月 14 日-2014 年 5 月 22 日 

 

1 国内培训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5 月 14 日 

周三 

（第一天） 

09:00-20:00 报到注册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

学术活动中心 

5 月 15 日 

周四 

（第二天） 

开班典礼 
 

09:00-09:20 开班致辞 

09:20-09:30 全体合影  

模块 1：图书馆转型与超越发展 

每节课程结束后留出

十分钟自由提问 

09:30-10:20 课程一：规划未来：学科化服务战略思考与顶层设计 

10:20-10:30 茶歇 

10:30-11:20 课程二：学科化服务模式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11:20-11:30 茶歇 

模块 2：服务推广与品牌策划 

11:30-12:20 课程一：图书馆营销策略与方法 

12:20-13:20 午餐  

13:30-14:20 课程二：学科化服务品牌推广与价值呈现 

 

14:20-14:30 茶歇 

模块 3：学科馆员参与资源建设 

14:30-15:20 课程一：学科资源发展规划与分析评估 

15:20-15:30 茶歇 

15:30-16:20 课程二：学科馆员参与资源建设策略、模式与实践 

16:20-16:30 茶歇 

16:30-17:20 互动交流与问题研讨 

17:20-18:30 晚餐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16 日 

周五 

（第三天） 

模块 4：学科服务融入教学 

每节课程结束后留出

十分钟自由提问 

9:00-09:50 课程一：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创新 

09:50-10:00- 茶歇 

10:00-10:50 课程二：嵌入式 IL 最佳实践案例解析 

10:50-11:00 茶歇 

模块 5：学科服务支持科研 

11:00-11:50 课程一：深层学科服务策略与方法 

11:50-12:50 午餐  

13:00-13:50 课程二：E-Science 与科学数据管理 
 

13:50-14:00 茶歇 



模块 6：新技术应用与业务技能 

14:00-14:50 课程一：学科服务新技术应用 

14:50-15:00 茶歇 

15:00-15:50 课程二：学科服务业务技能与规范 

15:50-16:00 茶歇 

16:00-17:30 实战演练与观摩研讨  

17:30-19:00 晚餐  

19:00 返回宾馆  

 

 

2 国外培训 

2.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5 月 17 日 

周六 

（第四天） 

07:30-08:30 早餐 （随住宿安排）  

9:00 出发前往浦东国际机场，乘飞机飞往美国旧金山 

本次海外研修班前往

美国的交通及住宿全

部由携程旅行网负责 

9:00 

（美国西部时间，下同） 
抵达旧金山 

9:00-12:00 前往宾馆休息 

12:00-14:00 午餐及午休 

14:00-17:00 UC Berkeley 及斯坦福大学校园参观 

17:00-18:30 晚餐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18 日 

周日 

（第五天） 

专题讲座  

9:00-9:50 
海外培训介绍 

Orientation (Introduction) 
主持：项目负责人 

9:50-10:00 课间休息（Coffee Break）  

10:00-12:00 

第一讲 图书馆发展新动向：机遇与挑战 

Session 1 New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5:00 

第二讲 学科馆员专业化建设再思考 

Session 2 Rethinking of the Academic Librarians as 

Professionals in Research Libraries 
 

15:00-15:20 课间休息（Coffee Break）  

15:20-17:00 
头脑风暴 

Brain Storm 

针对第一天的课程内

容进行自由讨论 

17:00-18:30 晚餐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19 日 

周一 

（第六天） 

专题讲座  

9:00-10:30 

第三讲 转型与超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变革之

路 

Session 3 Transition and Transcendence: The development of 

UC Berkeley Library System 

 

10:30-10:50 课间休息（Coffee Break）  

10:50-12:20 

第四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科学数据管理及平台
Session 4 Data Management and Platform of UC Berkeley 

Library 
 

12:20-14:00 午餐及午休  



14:00-17:00 
头脑风暴 

Brain Storm 

针对第二天的课程内

容进行自由讨论 

17:00-18:30 晚餐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20 日 

周二 

（第七天） 

交流互访  

9:00-12:0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交流互访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7:00 其他大学图书馆或文献机构交流互访  

17:00-18:30 欢送晚宴（Farewell Dinner）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21 日 

周三 

（第八天） 

出发前往旧金山机场，乘飞机返回上海  

5 月 22 日 

周四 

（第九天） 

抵达上海，行程结束  

 

2.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5 月 17 日 

周六 

（第四天） 

07:30-09:00 早餐 （随住宿安排）  

10:00 出发前往浦东国际机场，乘飞机飞往新加坡 本次海外研修班前往

新加坡的交通及住宿

全部由携程旅行网负

责 

19:30 抵达新加坡 

20:00 到达宾馆 

5 月 18 日 

周日 

（第五天） 

专题讲座  

9:00-9:50 
海外培训介绍 

Orientation (Introduction) 
主持：项目负责人 

9:50-10:00 课间休息（Coffee Break）  

10:00-12:00 

第一讲 图书馆发展新动向：机遇与挑战 

Session1 New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5:00 

第二讲 学科馆员专业化建设再思考 

Session 2 Rethinking of the Academic Librarians as Professionals 

in Research Libraries 
 

15:00-15:20 课间休息（Coffee Break）  

15:20-17:00 
头脑风暴 

Brain Storm 

针对第一天的课程内

容进行自由讨论 

17:00-18:30 晚餐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19 日 

周一 

（第六天） 

专题讲座  

9:00-10:30 
第三讲 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之道 

Session 3 The Transitions and Transcendence of NTU Library 
 

10:30-10:50 课间休息（Coffee Break）  

10:50-12:20 
第四讲 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科学数据管理及平台 

Session 4 Data Management and Platform of NTU Library 
 

12:20-14:00 午餐及午休  



14:00-17:00 
头脑风暴 

Brain Storm 

针对第二天的课程内

容进行自由讨论 

17:00-18:30 晚餐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20 日 

周二 

（第七天） 

交流互访  

9:00-12:00 参观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及图书馆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7:00 座谈交流会 

安排南洋理工大学图

书馆的学科馆员与参

加培训的馆员面对面

交流工作经验和感

想，可提前准备 ppt。 

17:00-18:30 晚餐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21 日 

周三 

（第八天） 

交流互访  

9:00-12:00 
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及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图书

馆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7:00 访问新加坡国立图书馆  

17:00-18:30 欢送晚宴（FarewellDinner）  

18:30 返回宾馆  

5 月 22 日 

周四 

（第九天） 

9:00 出发前往新加坡机场，乘飞机返回上海  

18:00 抵达上海，行程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