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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利用图书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宁晓旭，朱俊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本校教师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的现状及阅读需求进行调查分析，
揭示图书馆资源利用率低的现象及原因，并对图书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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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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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a questionnaires, this article made an analysis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reading requirement of teacher readers. It also revealed that utilization rate of library is low, and
discussed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this article brought forwar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libra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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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承担着为

2 次，占被调查人数的 45.6%；53 名教师每月到馆 1～

教学和科研服务的重任。高校教师担负着培养高级专

2 次，占 29.4%；15 名教师每周到馆 1～2 次，仅占

门人才的重任，而图书馆是他们获取教学信息的重要

8.3%。可见，教师读者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并不高。

[1]

源泉 。因此，图书馆应了解教师读者利用学校图书

如表 1 所示，影响教师读者到馆频率的主要因素

馆资源的现状，摸清教师的文献信息需求，收集教师

是馆藏书籍数量，有 83 名教师持此观点，占总数的

对图书馆的意见和建议，为教师读者提供具有针对性

46.1%。其他影响教师读者到馆频率的因素依次是购

和有效性的文献信息服务，促使教师读者科学、有效

买新书频率、书籍查找是否方便、借书时间长短、最

[2]

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

多可借书本数、图书馆环境、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1 调查对象及问卷设计

图书馆应根据教师的需求采购书籍，适当延长借书时

笔者于 2014 年 3 月对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间，增加最多可借书本数，改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教师读者开展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85

并针对教师开展书目查询及馆藏资源分布培训，同时

份，收回有效问卷 180 份，回收率为 97.3%。

应加强对书库工作人员的管理，减少乱架率。

本次调查问卷采用单选题、多选题和开放性问题
相结合的方式，问题范围涵盖教师到馆频率及影响因

表 1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师读者到馆频率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数量（人）

百分比（%）

素、教师对数字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影响因素、教师

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16

8.9

的阅读需求等多个方面。

最多可借书本数

27

15.0

2 结果与分析

图书馆环境

17

9.4

2.1 教师到馆频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馆藏书籍数量

83

46.1

购买新书频率

64

35.6

占比例为 83.3%，而 16.7%的教师从未到过图书馆。

借书时间的长短

27

15.0

在 180 名教师中，82 名教师每学期仅到图书馆 1～

书籍查找是否方便

31

17.2

经统计，有 150 名教师是图书馆的到馆读者，所

2.2 教师对数字资源了解、利用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作者：宁晓旭，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文献情报分
析。E-mail: ningxiaoxu@163.com

如表 2 所示，180 名教师中，有 106 名教师几乎
没有使用过学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所占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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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有 20 名教师每月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次数多

势逐渐增强，教师对自身综合素质提升也比较重视，

于 15 次，占 11.1%；仅有 3 名教师几乎每天都在使

对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以及文学类的图书也有较

用，所占比例仅为 1.7%。教师对图书馆数字资源使

大需求。

用频率不高，造成资源浪费。

3

表 2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师读者使用数字资源的频率
使用数字资源的频率

数量（人）

百分比（%）

对策及建议

3.1 加大对图书馆馆藏资源及数字资源的揭示力度
想要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馆藏资源和数字资

几乎每天都用

3

1.7

源，就必须解决读者对图书馆资源不了解的问题。第

多于 15 次/月

20

11.1

一，图书馆可开展新书通报活动。新世纪医学知识的

5～12 次/月

51

28.3

更新换代不断加快，新书是教师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

几乎不使用

106

58.9

要途径。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及时将新书信息

影响教师利用数字资源的因素依次为：不太会使

通报给教师，以便充分发挥新书的价值，提高新书的

用数字资源、不了解学校的数字资源、不习惯看数字

利用率 。工作人员可实行每月通报制度，通过宣传

资源、图书馆相关服务不到位、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板、网站、邮件、短信等多种途径告知教师，使他们

没有自己所需资源。其中 77 名教师认为不太会使用

及时获得新书信息。

数字资源是影响数字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占被调查

[3]

第二，图书馆应做好馆藏资源位置的揭示工作，

人数的 42.8%，如表 3 所示。因此，图书馆应加强数

使教师能简便、快捷地查找到所需图书。首先，工

字资源的宣传及相关培训工作，改变教师只注重纸质

作人员可在图书馆醒目位置张贴馆藏资源分布图，

资源的陈旧观念，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和利用数字资

标识各类图书的大致位置，还可在书架的侧面标识

源的能力，使图书馆数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出本架藏书分类号和索书号的起止范围 。其次，

表 3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师读者利用数字资源的影响因素

[4]

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指导教师学会利用图书馆自动化

数量（人）

百分比（%）

集成系统（ILAS）网上图书馆功能，帮助其了解如

不习惯看数字资源

45

25.0

何查找自己所需书籍、书籍所在位置、复本量以及

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24

13.3

是否在馆等信息。

不了解学校的数字资源

53

29.4

第三，图书馆可通过多种途径宣传图书馆现有数

图书馆相关服务不到位

39

21.7

字资源，让教师了解这些数字资源，指导他们利用这

不太会使用数字资源

77

42.8

些数字资源。同时，图书馆应将校外账号通过各种途

没有自己所需资源

16

8.9

径告知教师，让他们在校外依旧能够利用学校的数字

影响因素

资源。

2.3 教师读者阅读需求
由于本校是中医药高等专科类学校，教师读者的
阅读需求主要集中在医学类、哲学和心理学类、文学

在图书馆新书采购前，应加强教师读者需求调查
工作，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读者需求，是提高图

类、自然科学类书籍，如表 4 所示。

[5]

书借阅量的核心 。图书馆可以通过向教师发放纸质

表 4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师读者的阅读需求
阅读需求

3.2 丰富图书馆馆藏资源与数字资源

或网络问卷，向各系部征集图书采购目录，以教师读

数量（人）

百分比（%）

医学

80

44.4

自然科学

42

23.3

在调查中，教师普遍反映图书馆采购新书较少。

经济

22

12.2

这主要是因为图书馆经费不足，每年采购新书有限，

政治和法律

16

8.9

无法满足教师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要解决这一

哲学和心理学

50

27.8

问题，图书馆应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资源优化配

者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及时采购必需的新书。

军事

9

5.0

置。通过这次调查，可以发现教师读者的阅读需求倾

文学

47

26.1

向于医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类，可以着重在

其他

23

12.8

这些类目里面筛选并采购新书。同时，图书馆可开展

为了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教师们对医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与多个图书馆实现文献资

学类的图书需求最大。同时，由于现在学科的融合趋

源共享，进一步丰富学校可用资源，缓解图书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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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压力。

网上图书馆功能的培训，让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

3.3 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

现有资源。讲座的课件或文档可传到图书馆网站供教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业务水平是影响

师们下载，或者制成小册子发放到教师手中。

教师到馆频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图书馆应加强人才建

总之，图书馆应该加强管理，牢固树立“以读者

设，充分发挥每位馆员的潜力，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

为中心”的理念，提高馆员综合素质，找出工作中的

性，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提高馆员素质。

不足之处，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细致的文献信息服务。

第一，图书馆应加强对馆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
升其业务水平。图书馆应为馆员提供学习、培训的机
会，提倡馆员参加各种在职学历教育，安排馆员脱产
进修，让他们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为教师提供更全
[6-7]

面、细致和多层次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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