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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说明

调 查 方 法

调查背景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人力资源建设组开展此项工作的调查
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奇伟馆长成立课题组，
组员由北师大图书馆馆员、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

问卷实施时间 2015年6月16日——8月30日

问卷发放方式
通过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委托31省（自治区、直
辖市）图工委秘书处向高校图书馆发放问卷，在“问卷
星”平台填写

问卷发放与回收 发放1150份，回收1122份，有效率97%

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卷星”网站统计工具



问 卷 内 容
分类 具体内容 问题数量

馆员背景调查 性别、年龄、学历、学科背景、工作年限等 10

主体问题
工作现状、馆员培训、绩效考核、职称评定、
科学研究、薪酬与激励、组织文化

47

满意度调查 对各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调查 8

   调查说明



l 男女馆员性别比例差距悬殊

l 本科学历为主，高学历人才缺乏

l 图情专业人才缺乏

   调查结果与分析：队伍结构
1. 中青年馆员是主力军，队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1. 中青年馆员是主力军，队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调查结果与分析：队伍结构

项目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305 27.18%

女 817 72.82%

学历

专科 106 9.45%

本科 605 53.92%

硕士 385 34.31%

博士 12 1.07％

学科背景
图情专业 344 30.66%

其他 778 69.34%图1 馆员年龄分布情况



l 所在图书馆有明确的工作规范与工作描述：91.35%
l 部门人员数量无法满足需求：50.8%

   调查结果与分析：工作现状

图2 部门人员数量满足工作需求情况



图3  高校图书馆工作岗位轮换周期

希望接受岗位轮换：69.43%
所在图书馆从不进行岗位轮换：60.84%

图4 不同年龄馆员的岗位轮换意愿

   调查结果与分析：工作现状
2. 馆员工作压力适中，但工作期待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图5 不同职称馆员工作量情况 图6 不同职称馆员工作压力情况

   调查结果与分析：工作现状
2. 馆员工作压力适中，但工作期待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项目 非常大 一般 很少/小

工作量 28.34% 68.72% 2.94%

工作压力 22.73% 71.66% 5.61%



图7 馆员工作压力来源

   调查结果与分析：工作现状
2. 馆员工作压力适中，但工作期待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3. 图书馆对馆员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l 忽视岗前培训

l 日常培训内容、频率与馆员期待有一定差距

l 培训前调研与培训后评估缺失

   调查结果与分析：馆员培训



图8 新馆员接受岗前培训情况

3. 图书馆对馆员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调查结果与分析：馆员培训



图9 高校图书馆日常培训频率 图10 馆员期待的日常培训频率

3. 图书馆对馆员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调查结果与分析：馆员培训



图11 高校图书馆馆员实际培训内容

图12 馆员期待的培训内容

3. 图书馆对馆员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调查结果与分析：馆员培训



培训前调研——培训内容设计——培训效果评估

3. 图书馆对馆员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调查结果与分析：馆员培训



培训前从不征集馆员意见：41.89%
培训后从不开展培训效果评估：56.95%

图13 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前意见征集情况 图14 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后效果评估情况

3. 图书馆对馆员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调查结果与分析：馆员培训



l 有明文规定的考核制度，实际工作按制度执行：68.81%

l 考核周期为年度考核：78.34%

l 考核方法为工作述职法：74.96%

   调查结果与分析：绩效考核



4. 图书馆整体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完善，馆员考核流于形式

l 考核缺乏反馈监控机制

l 考核标准不明确

   调查结果与分析：绩效考核



图15  高校图书馆对考核不理想馆员进行辅导的情况

   调查结果与分析：绩效考核
4. 图书馆整体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完善，馆员考核流于形式



图16  高校图书馆考核制度存在问题

4. 图书馆整体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完善，馆员考核流于形式

   调查结果与分析：绩效考核



图17  馆员职称晋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调查结果与分析：职称晋升
5. 科研产出少与学校晋升名额少是制约馆员职称晋升的重要因素



   调查结果与分析：职称晋升

图18 馆员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5. 科研产出少与学校晋升名额少是制约馆员职称晋升的重要因素



   调查结果与分析：职称晋升

图19  馆员承担课题项目情况 图20 馆员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

5. 科研产出少与学校晋升名额少是制约馆员职称晋升的重要因素



图21  高校图书馆职称评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调查结果与分析：职称晋升
5. 科研产出少与学校晋升名额少是制约馆员职称晋升的重要因素



图22 馆员月收入情况

本馆薪酬与同类高校图书馆相比偏低：70.68%
本馆薪酬与本校其他部门相比偏低：72.37%

   调查结果与分析：薪酬与激励
6. 物质激励仍然是馆员认可度最高的激励方式



图23  影响馆员工作积极性的因素

   调查结果与分析：薪酬与激励
6. 物质激励仍然是馆员认可度最高的激励方式



图24  调动馆员工作积极性的方式

   调查结果与分析：薪酬与激励
6. 物质激励仍然是馆员认可度最高的激励方式



图25 图书馆为馆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情况

   调查结果与分析：管理与组织文化
7.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看，图书馆对馆员个体发展的关注度不够

图26 图书馆为馆员提供职业规划指导情况



图27 馆员希望本馆在管理方面改善的地方

   调查结果与分析：管理与组织文化
8. 馆员对图书馆管理与组织文化建设有较高的期待



   调查结果与分析：满意度调查

项目 完全不满
意

基本不满意 不确定 基本满意 非常满意

工作职责与任务分配 5.35% 17.29% 22.1% 51.07% 4.19%

岗位人员配置 7.13% 27.36% 18.54% 43.85% 3.12%

馆员培训 9.71% 25.22% 22.01% 39.04% 4.01%

绩效考核制度 8.2% 23.17% 28.43% 37.52% 2.67%

薪酬与激励 12.12% 30.39% 23.08% 31.91% 2.5%

组织文化与团队建设 8.11% 23.62% 23.62% 41.44% 3.21%

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 3.57 14.97% 15.86% 58.73% 6.86%

招聘与选拔 6.95% 15.51% 31.55% 42.25% 3.74%



如果有其他工作机会，是否会离开图书馆？

9. 馆员职业定位不清晰，缺乏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调查结果与分析

图28  馆员对待图书馆工作岗位的态度



   调查结果与分析：工作现状

图29  不同学历馆员对待图书馆工作岗位的态度

9. 馆员职业定位不清晰，缺乏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调查结果与分析：工作现状

图30   不同职称馆员对待图书馆岗位的态度

9. 馆员职业定位不清晰，缺乏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调查结果与分析：工作现状

图31  不同学科背景馆员对待图书馆岗位的态度

9. 馆员职业定位不清晰，缺乏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如何留住人才并使其个人价值得到充分发
挥？

如何吸引优秀人才？

如何有效促进馆员队伍能力建设和素质提
升？



l 优化馆员队伍结构，合理配置人才梯队（男性；高学历；图情专业） 

l 重视和加强馆员培训工作，提高馆员核心竞争力（新员工培训；馆际间联合培训；
培训课程学分制；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

l 完善馆员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定量与定性结合；加强考核过程管理；重视对考
核结果的反馈监控）

l 为馆员提供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帮助，加强馆员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图书馆整
体发展规划与个人职业规划结合；关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馆员的需求；构建多维
度职业发展模式）

l 鼓励合理流动、争取学校支持，为馆员提供发展空间和平台（岗位轮换；薪酬；
职称晋升名额）

l 加强组织文化建设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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