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
黄朝荣博士

大学图书馆的公共宣传与价值营销



大学图书馆的价值

营销及公共宣传大学图书馆的价值



香港理工大学

位于市中心



香港理工大学

赛马会创新楼 (设计学院)
由国际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

教学研究酒店「唯港荟」 (Hotel  
ICON) -- 让学生实习的地方



六院系(28学术部门)及两学院

课程数目:159

香港理工大学

学生: 28,499   
(研究生: 10,010)

教职员: 5,316

毕业生: 365,000+



香港理工大学

QS世界大学排名2018

全球五十强
年轻大学:6

亚洲大学
排名:29

世界大学
排名: 95

#95 #29 #6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
Top 50 under 50 and

Next 50 under 50



香港理工大学
QS世界大学科目排名2017

酒店及旅游管理 3rd

土木及结构工程 10th

建筑/建筑环境 15th

艺术与设计 27th

护理 30th

语言学 34th

工商管理 40th

统计及运筹学 44th

纺织及制衣学系
 研究表现和引文次数于该领域位列第一
 论文出版总数于该领域位列第二

(根据 Thomson Reuters 统计调查)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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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最多读者使用的大学图书馆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的愿景和使命 Vision & Mission

Vision: As the learning hub of the University and a dynamic
scholarly gateway, the Library strives to facilitate and inspire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acquire, create and share knowledge and 
to excel through education and scholarship.

Mission: The Library actively supports the University’s mission 
by providing integrated and timely access to high quality scholarly 
resources, an inspiring environment for intellectual growth and 
discovery, with responsive and outreaching services delivered by 
knowledgeable and innovative staff. It commits to empower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with deep expertise essential to academic 
excellence, knowledge advance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战略發展

 学習支援

 信息素养

 INFOLIT For U MOOC

 图书馆空间改造

 i-Space

 研究支援

 READ@PolyU 阅读计划



信息素养「教与学资助计划」项目

• 与教授们竞争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轄下「教与学资助
计划」資金以建立信息素养项目，包括信息素养MOOC

• 价值:信息素养 MOOC可直接支援大學的电子学習e-learning

• 价值:加强大学管理层和教授们对资讯素养的重视



教资会

配对基金,…

参与…
由教资会及大学共同拨款

一次性资金
为期三年

教资会「教与学资助计划」

2014年，提案及申请书交常务副校长和协理副校长(学与
教)批核处理,確認校方支持這倡議

申请获教资会接纳,项目经费的30% 由校方拨款



教资会「教与学资助计划」信息素养项目

项目拨款: 港币六百二十万 (~人民币五百万)

项目名称： 开发及推行共享互动多媒体课程‚以提升

本港高等教育界的资讯素养水平

主要负责院校： 香港理工大学

参与院校：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科技大学、

岭南大学、香港大学

首席研究员： 香港理工大学包玉刚图书馆黄朝荣博士



项目目标

 提升在教资会资助院校就读学生的信息素养，增强他们使用

资讯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并且帮助他们自觉，

成为明智的学习者

 为大学管理层和教授们带来范式转换 (Paradigm Shift)，加强

他们对资讯素养的重视



 香港八所政府资助高等院校的图书馆馆长

首席研究员：香港理工大学包玉刚图书馆黄朝荣

 三位来自三所香港最大的院校的教授 (HKU, CUHK, PolyU)

 名誉顾问：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Christine Bruce 博士 (The 
Seven Fa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作者)

项目团队成员



七个项目阶段

评估成果

嵌入学习管理系统, 把教材融入大学课程

评量练习贯穿各单元,持续评估学生掌握知识的进度

开发课程及自我评估工具 以本地真实个案建构情境

调查及评估本地大学生在信息素养教育的需要

不断更新
及

持续培训

学科提升
资金

专业培训



 为高校学生于「慕课」平台 edX 建构的网上课程

 旨在提升高校学生「学习如何学习」 (Learning how to learn) 的能力

 包括五个焦点模块 (focal module),
一) 识别研究课题所需的信息

二) 有效率地找到合适的信息

三) 评选信息使研究更佳

四) 依从研究伦理有效地创造
和交流研究成果

五) 贡献并受益于专业社群

八个学科模块 (discipline module) 

高校信息素养「慕课」(MOOC)

文学及人文学科
Arts & Humanities

科学
Science

教育
Education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医学及相关学科
Medicine & related

工程
Engineering

法律
Law

商业和经济
Business & Econ.



https://course.keep.edu.hk/curated/polyu https://learn.hkmooc.hk/courses

兩个MOOC平台

https://course.keep.edu.hk/curated/polyu
https://learn.hkmooc.hk/courses


高校信息素养「慕课」(MOOC)



 简介单张扼要道出 ”InfoLit for U” 的精髓



 简介单张扼要道出 ”InfoLit for U” 的精髓



”InfoLit for U”

Fig 1. Prof. Christine Bruc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xplains information needs

Fig 3. Identify functional verbs from research topic

Fig 2. A game asks students to reflect on their 
existing information habits & practices

多种学习物件 -- 录像、游戏、练习等



”InfoLit for U”

多種学习活動

Fig 4. An ordering game about the procedures of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needs of research

Fig 5. A matching game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information and their role they play in research 



”InfoLit for U”

学科模块 (医学、文学及人文学科) :
动画化的任务场景 (animated task scenarios)

Fig 6. A scene from the animated scenario of the 
Medicine & Health related module

Fig 7. A scene from the animated scenario of the Arts & 
Humanities module 









”InfoLit for U”

学科模块 (医学、文学及人文学科) :
动画化的任务场景 (animated task scenarios)

Fig 6. A scene from the animated scenario of the 
Medicine & Health related module

Fig 7. A scene from the animated scenario of the Arts & 
Humanities module 



”InfoLit for U”

学科模块 (工程、医学): 学习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Fig 12. A matching game from the Medicine & Health related 
module

Fig 11. A categorization game from the Engineering module 



”InfoLit for U”
商业和经济:练习(Outlining Information Needs Activities)



报章报导



图书馆空间改造

价值：

• 图书馆空间改造是体现信息素养的主要概念

• 图书馆成為大学学习枢纽，学生课堂后都会去的地方

• 学生喜欢到图书馆，受那里的学习气氛感染

• 在图书馆里，学生与学生一起学习，体验夥伴合作的重要
性，並建立对群体的归属感

• 大学师生认同图书馆与时並进，信息不限於文字，各种媒
体信息同样重要。学习不单只吸收信息，亦要与人沟通理
念，建立己见及创造新知识



 教学模式转型--以学习者为中心:为读者提供多元化的学习空间
选择

 数码时代有利图书馆的空间应用以人为本:减少书架、增加读者
空间

图书馆空间改造的需求逼切

专案导向式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协作式学习 Collaborative learning

更多的小组作业和讨论
 需要讨论、协作的学习空间



图书馆空间改造: 推展

阐述扩建图书馆并优化其内部空间的殷切需求和理念

 录制视频介绍图书馆

• 于图书馆 YouTube发布

• 于图书馆网页和面书 facebook 加上超连结

• 于大学面书加上超连结 - 逾 6千点击



图书馆空间改造: 推展

图书馆每月导赏团



图书馆空间改造:
推展

报章报导



优化图书馆空间—成果

获拨款优化图书馆空間

 「创造」空间

• 采用密集书库取代部分

传统书架



图书馆空间改造: 成果

獲撥款优化图书馆空間

 「创造」空间

• 采用密集书库取代部分传

统书架

• 馆外储存: 超過 1/4 館藏



图书馆空间改造: 成果

獲撥款优化图书馆空間

 「创造」空间

• 采用密集书库取代部分传统书架

• 馆外储存

• 图书馆空间改造:今昔对照



空间规划

按需求区划多元化空间

 互动区: 地下

 创建区: i-Space、三樓北翼、四樓北翼

 安静区: 一樓、四樓南翼、五樓

 服务处及多功能区: 平台

可以灵活改作不同用途的空间



图书馆空间改造:地下(昔日)

2014年前



24小时阅读中心扩大了

图书馆空间改造:
24小时阅读中心(现在)

学生在此讨论、交流；
可因应所需来移动、组合座位。

小组研习室：学生可在网上预约,
按时以智能卡登记使用(check-in)。



图书馆空间改造: 地下 (昔日) 

2015年前



窗旁的卡座提供
较私人的空间,颜
色以活泼为主。

图书馆空间改造:地下: 小组学习区 (现在)
不同的空间配置，以配合个人和小组各种各样的使用需要。



轻便的、可移动的模组家具让学生自由组合

大屏幕移动显示装置，以提高协作
和生产力。

透明封闭式的小
组讨论室:
隔音和空调是重
要但昂贵的考虑

图书馆空间改造:地下:小组学习区 (现在)



图书馆空间改造:地下 (昔日)

信息教学研导室: 桌椅设置欠灵活2015年前



图书馆空间改造:地下小组学习区(现在)
信息教学研导室:
椅子的脚轮和折叠式桌面,提供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老师们也来开圆桌会议
(Roundtabl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图书馆空间改造:視聽資料部(昔日)

2014年前: 
閉架式存放視聽資料;
由櫃檯職員提供借閱服務



图书馆空间改造:多媒体研习坊 Multimedia 
Commons(现在)

由封闭到开放,拉近读者和资源之间的距离,学生自行寻找多媒体资
源作课前准备。並设置RFID自助借阅机。



多媒体工作站。软硬件让学生创作
或编辑影音作业。

多媒体研习坊 Multimedia Commons:
新增视频及图像制作设备

资讯科技廊：MacBook 
lab 可用作图书馆讲座或
观看多媒体资讯。



空间规划:安静区(一楼、三楼研究优化中心、四
楼南翼、五楼)

可改成两个独立座位

、



空间规划:安静区(一楼、三楼研究优化中心、四
楼南翼、五楼)

多种独立座位



i-Space
十月刚刚推出



打造一个激发灵感、构建思维、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协作空间

 把传统书库及个人自习空间改造成开放式的协作天地

 提供数码设施和服务

增设i-Space的理念

灵感 构思 实现

激发灵感，鼓励创造性思维
Inspiring and stimulating ideas generation

透过合作来构建思维
Building ideas through sharing & collaborative discussion

把創意化為原型、數位內容
Actualizing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to

create prototypes and digital content



 有助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

i-Space

https://www.jisc.ac.uk/guides/developing-digital-literacies



i-Space

三个分区:

• Inspiration Zone 启思区

• Ideation Zone 构思区

• Implementation Zone 实
践区

、
：

需要容纳更多读者
只需把打开 ,玻璃
门房间即时变大



i-Space: Inspiration Zone 啟思區
、
：

提供约5,000 本设计、艺术等读物以啟發讀者,從而獲得灵感



i-Space: Ideation Zone 构思区

 交流心得、意念,共同建立新构思的地方
 多种设备、组合式桌椅方便不同模式的协作

、
：

可在白板與其他讀者交流
心得、意念並建立新构思



、

i-Space: Implementation Zone 实践区

提供多样科技,让学生把构思、创意制成作品

學生運用圖書館
提供的軟件和虚
拟现实設備,設
計3D遊戲



、

i-Space: Implementation Zone 实践区

提供多樣科技,讓學生把构思、創意制成作品
 虚拟现实(VR)器材、物联网(IoT)、 3D扫描及打印(创客天地)
 超高解像度的数码显示屏幕墙(可視化室)



 创客天地 (Digital Makerspace)

、

i-Space: Implementation Zone (四楼北翼)

「物联网」角 Internet of Things (IoT) Corner

VR HMD Viewer 
(虚拟现实头显)

360 Camera
(360相机)

虚拟现实体验地带



 创客天地 (Digital Makerspace)

、

i-Space: Implementation Zone (四楼北翼)

3D Scanner (3維扫描)

3D Printer
(三維打印)



 可視化室 (Digital Visualisation Room)

、

i-Space: Implementation Zone (四楼北翼)

46吋超高解像度的数码显示屏幕墙 (5760 x 3240 像素)
可同時接收來自1至9部手提電話、手提電腦、電腦等產品的數據



i-Space: Implementation Zone

学生在提词机前,排练简报演讲，
或者用专业的麦克风录制旁白。

 录像室 (Digital Studio) -- 供老师或学生制作视频，支援混合式
学习或 MOOC 教学



i-Space

筹划阶段: 介绍理念、计划

大学管理层：策略企划书(strategic plan)

图书馆职员：内部会议

、
：



i-Space

Sept 2017: 即将投入服务

预告

图书馆联络小组

造访学院/学系



即将投入服务

预告

网页

图书馆迎新活动

辅导课

i-Space



i-Space

即将投入服务

预告

图书馆联络小组

造访学院/学系

网页

 配合图书馆迎新活动 (辅导课)

图书馆内部研习



i-Space

投入服务后

图书馆内部培训研习

网站



i-Space

投入服务后

图书馆内部培训研习

网站

开放日

专题讲座

示范



i-Space

投入服务后

图书馆内部培训研习

网站

开放日

专题讲座

示范

在图书馆主页推广 i-Space开放日



i-Space

投入服务后

图书馆内部培训研习

网站

开放日

 专题讲座

 示范等

在图书馆面书 facebook 推广 i-Space开放日



投入服务后

图书馆内部培训研习

网站

开放日

图书馆入口电子显示
屏

 i-Space 设施

 i-Space 开放日

i-Space设施i-Space
开放日

i-Space



i-Space 开放日 講座



i-Space 开放日

亲身体验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三维食物打印示范

打印中 打印完成



 香港理工大学学术智库 PolyU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rchive

 支援研究人员於国际平台上的身份管理

 支援大学分析大学科研成果

 引文检索服务 Citation Search Service

 价值: 图书馆可帮助提高大学的研究地位

研究支援



PolyU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rchive (PIRA)
理大学术智库

D-Space CRIS
(CRIS=当前科研信息系统)

展示大学的研究成果及

科研人员学术档案

Showcase Research Output & 
Researcher Profiles of the 
University 





2015年初於「学术政策委员会」向常务副校长、副校长(科研
发展) 、大学策划处、各学院院长提交建议书，论述图书馆如
何协助全校学术和研究人员注册ORCID，以执行大学ORCID政策

支援研究人员於国际平台上的身份管理

建议获接纳,各院系设立ORCID联络员以成为院系与图书馆于
ORCID注册和相关事宜的桥樑



为所有学术和研究人员注册ORCID

 2015年初，从图书馆系统下载基本个人数据

 批量上传至 ORCID

 发送个人电子邮件至每位学术和研究人员,注册資料己代為输入,只

需 one-click 确认注册，节省输入时间

 為院系 ORCID 联络员舉辦簡報會和工作坊，務求联络员了解注册程

序，能協助院系同事成功注册ORCID

支援研究人員於国际平台上的身份管理

95%学术和研究人员于2015年两个月内完成注册



支援在线身份管理: 构建ORCID
学术档案和作者学术档案管理的
路线图

 将学者的论著清单添加到ORCID
档案中

 运用Scopus检索的论文库构建
ORCID档案

 通过PIRA和ORCID的整合，将
PIRA的论文清单推至空白的
ORCID档案中

研究支援服务



用PIRA的论文库构建ORCID档案
Enrich empty ORCID profiles with PIRA records

运用Scopus检索的论文库构建ORCID档案
Enrich ORCID profiles with Scopus publication

理清各学术档案之间关系，建立档案管理路线图
Roadmap to sho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author profiles

2016年
6月- 11月

2017年
1月

2017年
3月及其後

加强研究支援服务
支援在线身份管理: 构建ORCID学术档案和作者学术档案管理



经整合后的ORCID档 (0000-0003-4223-8220)

链接到理大学术智库
PolyU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pository (PIRA)

术论著可以通过可信赖的组织（包括出版社、
数据库、理大图书馆等）自动导入到档案中

https://orcid.org/0000-0003-4223-8220


举办讲座、撰写指引



使用SciVal为大学及院系主任提供科研行政管理數据
• 给院系主任提供一个定性分析工具，方便他们了解及跟踪各部门的研究成果

• 使用SciVal前需要先确保学者的 Scopus Author ID 为唯一 ID

• 培训每个学院指派的行政人员 (ORCID联络员)，使其能够协助学者完成相关任务

• 与大学策划处合作，组织工作坊来培训学院相关行政人员

• 制定工具的使用指南及常见问题，以帮助行政人员更好地处理任务

• 同时，图书馆馆员亦会帮助行政人员解答问题

• 整个项目在两个月内完成

• 数据会持续更新（有员工流动时）



• 大学统一研究信息系统

– 图书馆学术库工作流程可能会产生变化

– 将图书馆的工作流程纳入到大学统一工作流程中，对图书馆来说
是良机

– 将图书馆的专业和服务融合至大学的行政管理及汇报流程中

• ORCID

– 不只是学校的管理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是学者的识别码

– 可能成为各大学的登录系统的统一认证码

– 使得ORCID的功能更大化，不仅仅是某一个图书馆的服务

图书馆的新机遇



联系读者分享大学图书馆的战略發展计划
及其背后概念



联系读者

分別与老師及学生图书馆联络小组会談

造访院长/系主任/教授

参与校内各种委员会

推广图书馆新猷
了解师生所需/对图书馆的期望



联系读者

问卷调查

 搜集意见

 响应需求



圖書館購置座椅前,邀請讀者投选「至爱」椅子,再作决定

• 2016年 4月5 -15日

• 「候选」椅子: 五张

• 840 名图书馆使用者
投票

联系读者



表达「图书馆关心…」



让同学互相勉励的祝愿活动,以示圖書館與同學同行

考试祝愿活动



簡單的填色遊戲有助紓緩壓力

「减压」小「玩意」



专题展览

 配合同学关心的议题



Award Winning Library Homepag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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