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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大会议程安排 

 

8 月 17 日 16:15-18:00| 地点: A 大厅(第 189 场会议) 

 

1. 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Ellen Tise）致开幕词 

2. 指定计票人 

3. 确定出席人数 

4. 通过大会议程 

5. 宣读 2010 年 8 月 14 日和 15 日于哥德堡举行的

上届会议的纪要 

6. 缅怀在过去一年逝世的会员 

7. 主席做述职报告 

8. 秘书长做述职报告 

9. 财务长做年度财政报告 

10. 由秘书长正式宣布对当选主席和管理委员会委员

的邮寄投票结果 

11. 提案与决议 

11.1 提议批准 2012 年世界图联大会的举行（参

见国际图联章程第 8.2 条） 

12. 主席致辞 

13. 提议休会，并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6:15 重新召集会议 

 

有关大会指导原则，请参阅国际图联章程。 

 

 

波多黎各图书馆员的未来 

诺拉伊达•多明戈斯-弗洛雷斯（Noraida Domínguez-

Flores）博士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

书馆一直面临着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发展使我

们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图书馆将如何转变做

出许多预测。波多黎各的图书馆界也不例外，在过

去几十年中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转变。 

 

请上网阅读诺拉伊达•多明戈斯-弗洛雷斯的全

文。 

 

请您来领取选票！ 

所有参与投票的代表请到国际图联秘书处（203

房间）领取有效的选票。 

选票只分发给持有相关机构正式签发的国际图

联 2011 投票表格的与会代表。 

 请您尽早来领取选票，不要到最后时刻才来

领取！ 

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

16:15，地点在圣胡安会展中心 A 大厅，将在

第一次全体大会会议一开始进行。 

 所有国际图联的协会会员代表请务必携带选

票和代表证出席全体会员大会。 

 

 

东非组织因其在农村地区创立知识中心的杰出

努力，荣获国际图书馆奖项 

2011 年 8 月 16 日 

 

“干旱土地信息网络”（Arid Lands Information 

Network）将获得 100 万美元的求知新途奖 

以表彰其为偏远地区提供信息资源和技术访问所做

出的贡献 

 

西雅图——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今天将

2011 年度求知新途奖的 100 万美元奖金颁发给了

“干旱土地信息网络”（ALIN），以表彰其通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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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渠道向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偏远地区

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这些地区的人们通过利用该

信息网络知识中心的技术和其它工具来获取信息，

以增进改善健康、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微软公司

作为盖茨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一直致力于协助公共

图书馆推动人们对互联网的访问，它将向“干旱土

地信息网络”提供价值超过 27 万美元的软件和技术

培训课程，以帮助其更好的服务于当地社会。 

 

请上网查看新闻稿全文。 

 

 

这是我们的图书馆，这里属于我们的孩子 

(本文从全文中摘录，全文请上网查阅) 

作者：迪娜•尤塞夫（Dina Youssef） 

 

2011 年 1 月 28 日，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蔓延到

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面对愤怒的示威人群，一

名年轻的图书馆保安心中默念一句话：“这是我们

的图书馆，这里属于我们的孩子”。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内部安保人员、工作人员图

书馆员、社区自志愿者和部分示威者双手相连手挽

手，面朝外围坐站立着，他们只能用冷静和坚强坚

决的姿态来击退任何入境入侵者。当愤怒的人群冲

进接近图书馆时，一个声音在誓死保护亚历山大图

书馆的守卫者心中浮现：“这是我们的图书馆，这

里属于我们的孩子！” 

 

 

 

 

 

 

 

 

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IFRRO）——提供信息

获取 

 

以下文字摘自对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IFRRO）主席

马格莱纳•维奈特（Magdalena Vinent）的访谈。访谈

全文请上网查阅。 

 

图书馆和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之间与创作人

和出版商之间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就是为合法用户

提供尽可能多的著作权作品获取使用途径。图书馆

和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及其成员正努力通过协助

建立当本地出版业建立其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和行政

框架，因此该组织及其成员在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知识和教育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方面，图书馆和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成员

在图书馆、创作人和出版商之间充当着媒介起到中

介机构的作用，以允许图书馆及其用户通过许可证

或者其他形式的权利管理途径获取访问并且利用知

识产权作品。 

 

另一方面，在过去有无数关于图书馆和国际复

制权组织联合会、图书馆及其组织之间有着无数成

功合作协作的先事例。为实现欧洲数字化图书馆而

进行的那次的协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直接

导致了模型的许可协议模板，注册和权利许可明晰

的指导原则间隙以及 ARROW 电子系统项目的设立，

该系统即明确工作中的可以明确标注标明一件作品

的权利、权利地位状态、创作人和出版商，并且提

供权利许可明晰和孤儿作品（orphan work）的注册

推动了权利间隙和孤儿作品注册的出现。在 ARROW

的试点项目中，参与该项目的图书馆的报告表明，

该项目显示出了时间的节省，与传统手工检索权利

信息相比，节省了 73%到 97%的时间，报告还显示

了这表明也大大节约了成本的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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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会议提醒 

 

第 201 场会议 

面对经济和环境新挑战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保存

保护核心项目(PAC) 

2011 年 8 月 18 日 10:45-12:45 |地点:104 房间 

 

会议议程全文请查阅： 

http://conference.ifla.org/node/466 

 

 

图书馆在哪？……无所不在！ 

 

第 106 场会议：宽带如何让城市和图书馆智能化：

大都会图书馆专业组 

2011 年 8 月 15 日 

 

演讲人：特蕾莎•塔沃阿斯（Teresa Taboas） 

 

宽带连接对于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而智能社区深谙此道。智能社区论坛建立了评判智

能社区的六大标准：宽带接入、人员知识水平、创

新能力（公共和私营部门）、数字包容性、市场营

销和宣传、创新平台。来自三座城市（爱沙尼亚塔

林、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加拿大渥太华）的代表分别

描述了宽带接入以及配套的服务和项目带给他们城

市带来的非凡改变。 

 

 

 

 

 

 

 

图书馆的例外与限制 

特蕾莎·塔博阿斯（Teresa Taboas） 

第 91 场会议——你来说，国际图联来做：我们

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方面的国际条约—版权与其他法

律事务委员会（CLM） 

本场会议将主要讨论一个对于图书馆来说至关

重要的问题：著作权相关法律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其

对信息获取带来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图书馆一直

处于著作权体系的阴影之下。然而，自“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批准之后，图书馆就

又一些机构也处于国际著作权体系的重压之下。目

前图书馆所面临的著作权方面的问题是，图书馆不

仅仅是消费者，而是不断增长的越来越成为信息制

造者。它们，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和捍卫者，图书

馆在作者、信息创作者以及终端用户（无论其是个

人读者或是机构）这三者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

用。它们就像一个仓库，起到了保存知识和信息的

作用，同时也为研究和记录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必须将著作权视为对作者和社会起着有着正面

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帮助作者对其作品进行控制。

然而，它必须与信息获取的需求保持平衡，以保证

知识的传播，这就需要在著作权方面规定一些例外

和限制（E&L）来确保人们对被保护作品进行适当的

利用。对拉丁美洲的著作权例外和限制进行了审查

之后的一项研究发现，其在例外方面缺乏统一性，

且没有清晰的操作指南指导方针。如果没有针对图

书馆作出特别的例外规定，则可以对教育方面的法

律进行解释以适用于图书馆之需求。 

详情请参阅国际图联“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著作

权例外和限制条约草案”。 

 

 

http://conference.ifla.org/node/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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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职业的战略 

会议报告：新兴职业中的新兴职业：新一代图书馆

学情报学专业人员的技能、需求和战略 

亚里利兹•梅斯•马丁内斯（Yariliz R. Quiles Martí

nez） 

8 月 15 日星期一，波多黎各在哈托雷伊圣心大

学的马德雷•玛利亚•特雷莎•格瓦拉图书馆接待了新

兴职业特别兴趣小组。来自不同国家的图书馆员与

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讨论了新一代图书馆学情报学

专业人员应具备的技能、需求和战略。新兴职业特

别兴趣小组的会议召集人塞巴斯蒂安•威尔克

（Sebastian Wilke）邀请到国际图联前任主席克劳迪

娅•卢克斯做报告。卢克斯女士谈到我们这个行业的

演变，主要关于我们使用的设备以及为用户提供的

服务和产品。 

随后，威尔克先生组织了一项活动，鼓励与会

者创建进行第一次接触，开始用网络与其他情报领

域的专业人员联络。这一活动与之前新人见面会上

发言人提到的内容相契合；参加国际图联大会的一

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接触其他人。 

之后有 12 位发言人简短地讨论了新一代情报学

专业人员所采用的战略，比如求职与面试的战略策

略，或者特定图书馆采用的战略。尽管与会者有着

文化和地域的差异，许多人有着类似的问题，还是

以亲身经历过的并且有包含各自创意创新的解决方

案。为例，分享了相同的情况和解决方案。 

会议结束之前进行到最后，所有与会者还在继

续与其他人攀谈以扩展他们的职业人脉。 

（本文原文由阿拉娜•阿尔玛特•赛格拉（Alana 

Aymat Segarra）协助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