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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美国、加拿大、爱尔兰三国的医院或医疗机构现行行业标准和澳大利亚健康图书馆指
南，对医院图书馆员的职责进行分析。从图书馆战略规划、图书馆管理、图书馆资源技术和图书馆信息
服务等 4 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并提出对涉及的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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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ospital Librarians Based on Foreign Industr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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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industry standards of hospitals or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America,
Canada and Ireland and the guidelines of Australian Health Library,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ospital librarians. It elabo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rategic planning, library management, library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proposed involved position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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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图书馆作为医院文献信息部门，承担着为

国家行业标准对馆员岗位职责有明确条款，比如美

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为临床和管理决策提供信

国和加拿大。有的没有具体阐述，但是标准或指南

息支持的功能。图书馆员是实现图书馆所有功能的

本身非常详尽地介绍了医院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方

执行者，但在图书馆管理过程中，不排除因人设

方面面，对岗位职责的要求体现在整篇标准或指南

岗、因岗设职的现象存在。因此更要明确馆员的岗

的行文当中，比如爱尔兰和澳大利亚。

位职责，并努力贯彻执行。

在认真研读美国标准和加拿大标准关于图书馆

每个图书馆都会依据各馆的岗位设置，制定相

员职责的条款基础上，并参考爱尔兰标准和澳大利

应的岗位职责规定。国家级行业协会也制定有相应

亚指南，笔者认为馆员职责包括以下 4 个方面：图

规范文件，对行业发展进行指导和参考。2008 年 10

书馆战略规划，图书馆管理，图书馆资源和技术，

月，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情报图书管理专业委员会发

图书馆信息服务。

[1]

布了《三级医院图书馆管理工作规范》 。在第六

1 图书馆战略规划

章工作人员部分，提出“明确医院图书馆员的权

1.1 职责内容

利、职责”，但没有具体条款。从国外来看，有的

图书馆战略规划关系到图书馆中长期的建设目
标，这个目标是以满足读者循证医学信息服务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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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契合所在医疗机构的整体利益。涉及医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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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行标准提出图书馆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

组由图书馆负责人、业务骨干、相关科教研部门领

实现知识性信息服务这个功能而进行，图书馆的战

导以及医院专家学者顾问等组成。

略规划也应以其为重心。标准明确提出馆员的职能

2 图书馆管理

包括：实现图书馆功能（function）与所在机构（医

2.1 职责内容

院）首要职能（mission）二者之间的融合以及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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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书馆进行科学规范化的管理才能使其有效

[2]

运行，长、短期规划才能顺利实施，图书馆功能才

加拿大标准指出图书馆员有责任制定图书馆的

能得以最终实现。无论是哪一国的行业标准，医院

战略性发展规划和方向，确保图书馆工作和信息服

图书馆管理都是重中之重。而美、加两国图书馆员

务满足医疗机构的战略发展目标，并为之提供有效

岗位职责条款中对管理部分更有明确规定。

图书馆业务的整体发展规划 。

和高效的服务，从而实现医院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知
[3]

美国标准中的具体条目包括：推荐合适的图书
馆专业技术及相关人员；规划合理的馆舍空间；制

识性信息服务的功能 。
爱尔兰现行标准在计划与发展部分，明确说明

定、执行知识信息服务的有关制度及流程；招聘工

图书馆负责人要编写、实施和监督图书馆和信息服

作人员并评价图书馆的工作绩效；为图书馆员提供

务的发展计划。并详细列举计划涉及的内容，包括

专业培训和学习机会 [2] 。加拿大标准中也明确规定

图书馆的功能、读者需求、人事、财务、技术及设

馆员要参与实施图书馆战略管理全过程；通过有效

备、服务质量改进、适应技术及需求变化而产生的

的人力资源管理，确保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4]

管理变化等等方面 。

确保图书馆工作合法守规；围绕人员、业务和资本

澳大利亚指南虽然也重视图书馆负责人在制定

进行图书馆财务管理 [3] 。由此可见，图书馆管理范

规划时的职能，但考虑到该规划的可行性和必要

围涉及馆舍规划、设备设施、预算、人力等方面，

性，更强调规划制定核心组的意见。提出由馆员、

其实就是对图书馆人、财、物进行有效管理，使其

读者和其他中层管理人员、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感兴

得以良性运转。

趣的专家等相关人士构成战略规划核心组，制定实

现在图书馆越来越重视馆舍的合理规划，为读

现医学（院）图书馆功能和读者需求的可持续发展

者提供舒适、方便的阅读空间。馆舍规划包括书刊

战略性规划。图书馆员要将其特有的能力和知识运

摆放区和阅读区的相对位置、阅览桌椅的舒适度、

[5]

用到更广泛的信息管理和技术领域 。

网络信号强度、电源插头位置的便捷性、采光通风

1.2 涉及岗位

程度等。在设置读者区时还要考虑书刊阅览区、自

医院图书馆中负责战略规划制定的岗位是科室

习室、讨论室、电子阅览区以及馆员工作区域的功

负责人及核心组成员。在我国，医院图书馆在医院

能划分 [6] 。总之，空间规划是否合理要以读者体验

中的设置并不相同。或是独立科室，或是归属科

为标准。

教、院办、信息管理、网络中心等部门，或者与档

设备设施包括办公家具和计算机、电子文献阅

案部门同属一科。相应的，制定图书馆战略规划的

读终端以及其他相关网络信息存储或传输设备等

人员可能是医院图书馆负责人，也可能是其他相关

等。配置设备设施的标准应以读者有效获取文献资

部门领导。

源为目的。

制定图书馆战略规划时需要注意 2 个方面。第

合理科学的财务预算是保障图书馆战略规划得

一，图书馆的发展规划需要紧紧围绕医院的发展重

以顺利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管理体制不同，

心进行，同时兼顾国内医院发展的大趋势。例如，

预算范围包括文献资源费、办公费、人力薪酬等。

在医院逐步实现信息化管理的环境下，图书馆关于

人力管理是图书馆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因为馆

资源、技术、设备以及服务形式的规划内容都要体

员编制、能力、考核、继续教育是实现图书馆功能

现信息化管理的特点。第二，重视图书馆核心组成

的最终因素。巧妇虽难为无米之炊，但妇若不巧，

员的构成以及作用。核心组成员要对图书馆业务和

纵有千斗米也做不出美味。四国标准或指南都明确

医院整体情况熟悉，由此制定出的规划才能符合医

提出馆员的编制和岗位设置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功能

院和图书馆发展的共同利益。核心组制定的规划还

的实现程度[2-5]。如果编制不够或者馆员能力不符合

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议通过，才能实施。建议核心

岗位要求，图书馆将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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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职馆员，各国标准普遍重视绩效考核和再教

书馆负责人的要求，还涉及文献资源采购、技术维

育。要求馆员的业务技能不断提高，及时掌握最新

护、文献服务等 3 个岗位。资源采购人员必须了解

的文献信息知识和技术，并追踪最新医学发展动

新出现的文献资源或服务形式，并对其进行评估，

态，了解临床读者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

评估标准是该文献产品是否符合读者需求以及医疗

2.2 涉及岗位

环境、技术环境所需。技术维护人员要根据医院现

对图书馆进行管理，其实是在处理各种关系的

有信息技术状况，分析新型文献资源或服务形式实

基础上，对人、财、物进行有效的使用。这是针对

现的可行性。而文献服务人员要根据文献资源的使

图书馆负责人提出的岗位职责要求。一般来讲，图

用情况，分析文献资源以及技术存在的优缺点，提

书馆对人、财、物只有申请建议权和使用权，是否

出最终评价和改进建议。3 个岗位的服务过程是一

有决策权，或者决策权的权限范围，要根据所在医

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院具体情况而定。并需要与人事、财务、设备、后

针对医院图书馆用户，数据库厂商在以往期刊

勤、基建等相关行政职能处室良好沟通。如果所在

全文、学位论文全文和电子图书等传统数据库基础

医院有完善的管理流程，并有良好的执行力，图书

上，正在开发并投向市场的是针对临床诊疗和健康

馆的管理工作相应顺畅。否则，就要考验图书馆负

管理的循证决策系统和管理平台。随着网络技术的

责人的个人魅力了。除此之外，图书馆负责人也要

发展，移动终端 APP 技术逐渐稳定，清华同方开发

加强自身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在科室内部形成制

了全球学术快报，万方数据通过微信终端向用户提

度清晰、奖惩分明的良性氛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供文献检索。图书馆文献服务人员要对读者需求进

管理环境。

行调查，图书馆文献采购人员根据调查结果在试用

3 图书馆资源和技术

基础上对文献产品进行初步质量评估，从而决定是

3.1 职责内容

否建议采购。技术维护人员要结合医院和图书馆的

各类文献资源和相应信息技术是实现医院图书

网络、信息技术程度，提出文献产品投入使用需要

馆功能的基础条件。图书馆员要在读者需求的基础

的技术保障计划。文献服务人员在文献产品使用过

上了解并鉴别文献资源，适当引进。资源类型包括

程中，不断搜集读者反馈，形成评价意见。图书馆

传统印刷型、电子存储或数字存储型、多媒体影音

负责人及核心组要根据以上所有内容，对文献产品

资料以及丰富的网络文献。图书馆员对可利用文献

提出最终的评价报告和下一步的采购建议。

资源要根据读者使用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价。这些评

4 图书馆信息服务

价意见可以反馈给数据库公司，促使其不断完善产

4.1 职责内容

品。选择并评价各种实体和虚拟形式的信息资源。

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是实现图书馆功能的手

美国标准提出馆员需评价新的信息技术及它们在图

段，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澳大利亚指南明确提出

书馆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负责与出版机构及数据厂

图书馆员以及图书馆的管理都服务于“获取最佳证

[2]

商进行使用许可谈判 。加拿大标准也有类似规定。

据的实践”这一目的。图书馆员要利用面对面、电

国外现行标准中都明确提出，图书馆要充分利

话、传真、电子邮件、在线群组等渠道，通过充足

用地区或行业协会的资源共享协议，通过馆际互

的开馆时间和打破时空界限的网络服务，与读者建

[2-5]

借，来补充本馆馆藏

立联系，保障顺畅的文献传递。图书馆还要制定明

。

在技术方面，都强调要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确保
医院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知识性信息资源和服务。随

确的规章制度，对读者获取信息的类型及服务层次
等作出界定，并向读者公开[5]。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信息传递方法会有所变

加拿大标准对图书馆的服务范围进行了界定：

化，图书馆员必须对这些方法和技术进行评价，确

提供便捷的文献检索服务；关于知识信息资源的读

保读者能更便捷地获取文献

[2-5]

。美国标准提出利用

者教育；循证文献检索培训；提供恰当的电子信息

全动态视频、视频流、网络广播等高带宽通信技术

资源获取技术；提供文献目录服务，利于读者获取

[2]

实现医院图书馆的教育服务功能 。
3.2 涉及岗位
关于资源和技术的岗位职责规定，不仅是对图

和检索文献；馆际互借服务[3]。
除去传统意义上的文献传递服务，国外标准都
把“知识性信息服务”或“循证医学文献服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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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2-5]。有条件的图书馆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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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的发展而做相应改变。

立临床信息专家或临床馆员岗位，参与临床科室查

而图书馆对商业的临床信息电子资源的依赖并

房，及时提供相应信息服务。2013 年，英国拉夫堡

不能取代专业图书馆员的作用。图书馆员对文献资

大学信息科学系的 Janet Harrison 等在一篇介绍爱尔

源和检索技术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读者教育能力，

兰健康图书馆员与图书馆现状的综述中，结合《爱

决定着图书馆功能实现的程度。图书馆负责人对图

尔兰健康护理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标准》等文献，并

书馆事业的前瞻能力以及对图书馆的科学管理能

通过网络调查、馆员座谈等，指出爱尔兰健康图书

力，决定了医院图书馆的发展活力。图书馆内部各

馆员的职责在传统职责基础上，要重视临床图书馆

岗位责权分明、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则为医院图书

员服务。临床图书馆员服务虽然没有普及，但鉴于

馆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其对医学专业和健康服务的价值，被认为是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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