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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has embarked on a 
strategic thrust to develop into a research intensive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NTU is also undertaking a major revamp of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o 
ensure that our graduates “develop the ability of lifelong learning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rapidly changing demands, nurture a sense of adventure, 
entrepreneurship and leadership, and imbibe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at would serve them well when they first enter the workplace.” 
 
Similarly, NTU Library has also adapted quickly and supported NTU in its 
innovation drive. In particular, we harnessed Web 2.0 technologies extensively 
and re-examined how library services can be delivered more effectively.  We 
have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projects such as learning commons, 
blogs, RSS feeds, library-in-your-pocket, subject room and DR-NT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hese efforts have enabled us to anticipate and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our user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innovations in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 NTU. 
 
概述 
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培育全方位创新人才，近年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
下简称南大）在教学科研方面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南大图书馆作为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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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的辅助部门，担负着配合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职责，必然要开展各种创
新服务以积极配合并大力支持大学创新；同时，图书馆创新也是图书馆自身适应时
代发展和满足读者需求的必然反应。本文重点介绍了近年来我馆在创新方面的一些
实践经验，如增设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提供 Web 2.0 新技术服
务，实施“口袋图书馆”( library-in-your-pocket ) 的理念，开展移动信息服务，建立
学科室（subject room）、深化学科信息服务，建立南大机构典藏(DR-NTU)等。 
特此与同行分享。 
 
下文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大学概况，第二部分介绍近年来大学的主
要发展创新，第三部分重点介绍图书馆在支持大学创新方面的各项创新举措，第四
部分是总结和未来展望。 
 

1． 南大简介 

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为 1981 年建立的南洋理工学院，更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建校的南洋大学，1991 年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进入 21 世纪以后，南大
在向综合性大学转变的道路上发展迅猛：2000 年成立计算机工程学院和材料工程
学院；2001 年设立生物科学学院；2004 年设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05 年艺
术、设计与媒体学院和理学院学位课程开班；2006 年南大 12 所学院被重组为
工、理、商、文 4 大学院。目前南大共有商、工、文、理 4 大学院共 12 所学院，
和 3 个自主机构。其中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荣登全球 MBA 排行榜第 27
位，工学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学院之一，其论文引用率为全球第 8 位。 

2. 大学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人才国际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创新大幅加
快，为了适应时代需要， 培养创新人才，力求教学和科研创新是南大一直努力的
方向。南大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提供全方位、多元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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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在新世纪的愿景与使命之一是：全方位教育，培养跨学科博雅人才。前文提
到，南大在2006年将12所学院重组为工、理、商、文四大学院。全方位的课程设
置，融贯中西的教学方式，多元文化的教学资源，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每年有超
过20%的学生来自亚太地区的国家。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南大还大力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南大与海
外顶尖教育学府合作，成立国际联盟，如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联盟(Singapore-
MIT Alliance)，为学生提供双学位及联合学位课程。南大还通过一系列交流项目如
全球教育计划（GIP），海外实习计划（Overseas Attachment Programme）等，
提供本校学生到外国的重点大学学习或到外国的企业工作或实习的机会。南大的另
一大国际项目是中国教育项目，从 1998 年开办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俗称市
长班)课程到现在，南大也已为中国各级政府、企业界培训了数千名政府官员和企
业家。这些国际项目不仅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更提高了南大的国际声誉。 
 

2．2 加强科研，凸显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科研优势，并开创新的科研方向 

南大在新世纪的愿景与使命之二是：创新高科技，奠定全球性卓越大学。作为新加
坡主要的科技大学，南大一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占有科研优势。近年来南大积极开
创新的科研方向，设立了南洋环境与水务研究所（Nanyang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earch Institute ），媒体创新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Media 
Innovation），南大能源研究所（the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at NTU），新加
坡地球观测实验室（Earth Observatory of Singapore）等一系列研究机构。在南
大 2015 年发展蓝图中，南大未来发展的 5 个高点是：可持续发展的地球 
（ Sustainable Earth ），  新媒体（ New Media ），未来保健  （ Future 
Healthcare），  新丝绸之路  （ The New Silk Road），  以及创新亚洲 
（Innovation Asia），这 5 大高点必将为打造全球性卓越大学奠定基础。 

2．3  适应时代需要，规划校园新蓝图，建设活力校园 

21 世纪是网络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为了适应新的信息环境， 培养创新型人才，
南大的校园更新（campus renewal）实践一直没有间断过: 2007 年设立本科教育
委员会，全面审视本科生教育哲学与课程，其中一个分项目是“建设明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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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nfrastructure for classroom of tomorrow），给每间教室配备高科技设备，
并在校内各处包括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等地铺设信息技术基础设施。2008 年
在规划大学发展新蓝图时，又推出了活力校园项目 (Cool Campus Project）。该
项目不仅包括建设绿化馆舍、铺设新网络设施等硬件建设，更包括软件建设和网络
服务，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网络或校内的电子显示屏，随时了解下一趟
校内巴士何时到达某站 。该项目的实施，将给全校师生提供一个全新的工作、学
习、生活环境，以满足新时代师生的信息需求，提高学校竞争力（NTU, 
2010） 。这两个项目都有图书馆积极参与。 

3 图书馆支持大学创新的举措 
 
作为大学教学、科研的辅助单位，南大图书馆担负着配合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职
责，大学在教学科研创新方面突飞猛进，势必要求图书馆也跟着创新；同时图书馆
创新也是自身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 而新的信息通讯技术也为图书馆创新提
供了技术手段和技术基础（姚战军，2009）。 为了积极配合和支持大学创新，
2004 年南大图书馆及时调整 自己的发展战略为：支持学术性的交流和研究 ，协助
学生为知识经济作好准备，在校内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学习环境，以用户为中心
开展一切活动。以这个战略方针为指导，图书馆一方面做好基本工作，为大学教
学科研提供必要的文献信息支持；一方面大力推进各种创新服务，不仅成为大学创
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成功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革新。以下简要介绍我们近年的
一些主要创新举措。 
  
3．1 深化学科服务，建立 虚拟学科屋 
 
为了适应校内院系大调整， 2004 年南大图书馆实行体制改革，实施学科馆员制
度，随后又陆续建立了人文社科馆、商务馆、工程与科学馆等系列学科分馆，为师
生有效利用图书馆提供了方便。随着网络信息的海量增加以及电子资源不断增加，
我们意识到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有效地挖掘和选择好的电子资
源。自 2008 年起，我们进一步深化学科服务，启动学科屋（subject rooms）项
目。学科屋是一个建立在博客平台上的网络虚拟学科导航系统，它将相关学科的所
有信息整合在一起，包括图书馆资源、数据库资源、网络资源、学科指导等，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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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确地选择相关资源提供了门径。学科屋不仅是读者的一站式的学科知识库，更
是每个学科馆员展示自己学科知识、提升自己学科素养的平台。 
 
3．2  提供学习共享空间等新设施，促进互动式学习 
 
近年来，为满足 E 时代读者的需求，图书馆在数字化服务方面不断努力，除了提
供计算机给读者使用电子资源等基本服务外，更努力在馆内建立一个数字化空间，
以各种多媒体高端电子设施，来加深读者利用电子资源的经验，促进互动式学习，
例如韩国延世大学（YonseiUniversity）的延世-三星图书馆（Yonsei-Samsung 
Library）就是一例。借鉴他们的经验，南大图书馆于 2008 年提出建立学习共享空
间 （learning commons）的计划。此计划成为活力校园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得到学校基建部门以及计算机中心的大力配合，于 2010 年 3 月全部投入使
用。 它主要包括： 

• 多屏显示器(multi-screen terminals)-允许读者在更大的屏幕上同时开启多项
电子资源和软件 

• 录音室 (recording room)-读者可以用来录制具备专业水准的影像，或作会
议记录 

• 触屏影视墙（video wall）-可播放多种媒体形式，供读者学习、互动或交
流。 

• 6 个学习舱（learning-pods）-小型学习空间，安装了互动式电子白板或触
屏显示器，可容纳 3-4 个人，供小组讨论，或简报演练。 

• 触屏电视 （touch screen monitor ） - 供读者阅读电子报纸及其他课件 
• 新的培训中心（Instructional Hub）-- 3 间培训室，每间安装有多媒体电子

讲台、互动式电子白板或触屏显示器，可自由组合的桌椅，可随时安装或拆
除的笔记本电脑。 
 

这些设备供全校师生使用，读者只要通过网络或现场预定，就可以免费使用，自投
入使用以来，大受学生欢迎，利用率非常高。这个成功的尝试鼓励我们在未来馆舍
建设时加入更多这类新设施 （Cho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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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施“口袋图书馆”理念，开展移动信息服务, 给读者提供方便 
 
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读者的阅读环境、阅读习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读者不需要去图书馆就可以随时获取许多免费的网上信息，如何吸引读者来图书馆
使用图书馆资源，是目前图书馆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认识到可能影响读者利用图
书馆的 4 大因素后（Choy, 2010），我馆提出了一系列方便读者的具体措施，其
中之一就是实施“口袋图书馆”（Library-in-your-pocket）理念，开展移动信息服
务，利用网络服务手机/PDA 等便携式通信终端将数据库信息和图书馆服务推进到
读者随时、随地、随手可及的地方。目前，我们的读者可以利用智能手机获取部分
电子资源，如 EbscoHost 手机版，我们也即将推出利用智能手机查询图书馆目
录、查看个人帐户、预订图书馆设施、阅览学科图书馆博客等功能，未来我们也将
提供教学视频手机版。 
 
针对谷歌时代读者（Google generation）喜欢用搜索引擎、看评论多过看原文、
不具备信息鉴别能力等阅读行为（Rowlands, 2008），我们开发了一系列免费小
插件，如图书馆工具栏(Library Toolbar)、全文书签（Full-text@NTU）等，供读
者在用免费搜索引擎检索到我馆已付费电子资源时，直接得到全文。另外，我们还
强化图书馆联机目录的功能，通过将 Librarything for Libraries 插件插入图书馆编
目系统中，每条书目信息后将自动加入封面图片、内容目录、书评、关键词链接、
相关书、虚拟书架照片等额外内容，这些附加信息既方便读者做出选择，也加大了
库内图书的可见度。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目前图书馆联机目录的分散性、不便性，我馆正在考虑并测试
使用新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希望新系统能给读者提供一站式查询服务，既能像搜索
引擎一样使用起来简单方便，又能给读者提供经过筛选的、信得过的文献资源。随
着基于云技术的一些新系统陆续出现（Scale，2009；刘炜，2009），如
WorldCat Local (OCLC), Primo Central (ExLibris)，相信这个愿望应该可以实现。 
 
3．4 建立南大机构典藏（DR_NTU），以保存和传播本校师生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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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存并传播本校科研成果，近年来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在积极设立机构典藏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南大也不例外。2008 年 9 月我们正式启用南大机构
典藏 （DR—NTU）系统，它分为两部分：开放获取部分包括员工已发表的正式出
版物；限制获取部分包括硕博士论文、本科生实习报告、考卷、以及其他本校资
料，仅供本校师生使用。这个系统采用 Dspace 模式开发，为了方便读者查询和使
用，我们加入了两大功能：1）学科分类词 （Subject Taxonomy），以便读者按
学科或关键词检索；2) 将其整合到大学研究信息管理系统（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以便科研人员随时提交研究成果。南大机构典藏的启
用，有助于提高我校科研成果的能见度，扩大我校科研影响。 

为了鼓励本科生科研，我馆还与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等共
12 所高校图书馆一起倡导并创建了学生优秀作品(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门户。OAPS 门户于今年 4 月正式启动，旨在提供一个展示学生科研
成果、促进国际学术合作和知识共享的平台，目前我校有 6 篇本科论文入选 
（OAPS, 2010）。 

 
3．5 利用 Web2.0 技术，提供新技术服务 
 
近年来，Web2.0 技术的大力应用，给图书馆提供了新的服务方式，我馆也积极利
用自身的信息技术优势，推出了新技术服务。 例如，2007 年在南大“建设明日教
室”项目中，图书馆提出了建立南大博客平台（blogs@NTU）的建议，并由图书馆
领衔实施。目前，图书馆可以应各院系、实验室、行政部分、或者教研人员个人的
要求，为他们设计并制作个性化的博客，图书馆还提供用户培训、系统维护和更新
等配套服务。作为大学创新的手段之一，这些博客用来推广教学科研和大学管理，
加强与读者的互动。 
 
随着博客、facebook 等社交工具的广泛应用，图书馆也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来推广
资源，吸引读者：我们设立了学科分馆博客 （subject library blogs），Library 
Facebook 等，力争在虚拟世界里为图书馆找到一席之地；我们还与校内其它部门



8 
 

合作，将图书馆电子资源整合到校园教学网站(edveNTUre)的各门课程中去，为师
生直接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提供了便利。 

 
当然，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我馆还针对读者的特殊需要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例
如邀请专家给科研人员举办“如何提高投稿率”等系列演讲等，这些都是服务创新的
应有之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4. 总结与展望 
 
总之，在新的信息环境下，为适应并大力配合大学创新，南大图书馆充分利用自己
的信息技术优势，推出一系列创新服务，一方面把读者吸引到图书馆来，另一方面
又把图书馆推进到读者身边去，力图让图书馆无处不在(Ubiquitous Library)。今
后，我馆将加大学术交流（scholarly communication）的力度，真正了解大学教学
科研的需要，让图书馆在大学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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