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图联趋势报告
——2016 新进展
“预见，即便是不确定，也比不去预见好得多。”
儒勒•亨利•庞加莱，《科学的基础》，19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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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是图书馆和信息行业的全球代言人。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是代表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及其用户利益的领先国际机构。IFLA 是独立的非盈
利、非政府机构，拥有近 150 个国家的 1400 多名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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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包括数字内容访问、国际领导、宣传推广、文化遗产和多语言使用。
我们在专业项目中增强会员的能力，并通过规划指导方针、标准、出版物和世界各地的活动制
定专业议程。
国际图联是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全球机构，这一身份确保我们与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正式关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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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摘要
受国际图联委托，本 2016 年度新进展报告分析、共享国际
图书馆界三年来激烈辩论和讨论的结果。2013 年 8 月，在
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上发布了初版《国际图
联趋势报告》，由此引发一系列对话。同年，《国际图联趋
势报告》明确了我们全球信息环境变革中的五个高水平趋
势。这些不断变化的发展涉及信息获取、教育、隐私、新形
式的数字参与和技术改造。《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并非只是
对可预见趋势的被动反馈，其主旨在于引发国际图书馆界更
广泛的讨论、分析和行动。自 2013 年 8 月以来，《国际
图联趋势报告》已被翻译成 14 种语言，引发了非洲、亚洲
和大洋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洲 30

• 与在线教育提供商和内容创作者的新型伙伴关系
• 预见难以想象的技术

欧洲
主要议题与问题
围绕版权、内容获取和电子借阅方面的新挑战

•
• 隐私侵蚀是一种控制手段还是一种权力来源？
• 我们如何缩小图书馆员的技能差距？
• 加强图书馆间的战略合作
•图书馆原则，数字机遇和倾听用户需求

个国家的 60 多场讨论活动。本报告第 3 节涵盖的主要议题
与问题的区域汇总如下：

非洲
主要议题与问题

• 图书馆在数字环境中冒有丧失其自然角色的风险？
• 基础设施、连通性和数字技能方面的挑战
• 慕课和开放式教育资源是巨大的学习机遇
• 隐私，数据保护和国家数据政策的价值
• 3D 打印既是威胁又是机遇？

亚洲与大洋洲
主要议题与问题
证明图书馆是重要的社区基础设施

•
• 移动技术正在重新定义社区
• 保障隐私的同时变革图书馆服务
• 围绕大数据、社区发布和隐私增强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技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主要议题与问题
克服连通性挑战，以解决社会排斥和不平等

•
• 慕课会改变实体图书馆的运行模式吗？
• 新技术增强还是削弱社区的作用？
• 图书馆员如何迎接、消化数字改变和文化改变？
• 建立协调和合作方式应对新挑战

北美
主要议题与问题
重新构想图书馆服务及其未来角色

•
• 教育的数字化干扰带来了新的机遇吗？
• 图书馆需要在所在社区发挥实体和数字化作用
• 图书馆如何更有效地宣传自身成就？
• 学习者仍然需要一个数字化与面对面交融的环境
• 图书馆员如何拥抱创新而不为创新所取代？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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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第 4 节概述了 2013 年 8 月以来世界各地进展的主要
事件和活动，以及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爱沙尼
亚、芬兰和意大利的个案研究。
本新进展报告第 5 节回顾了 2013 年以来的最新发展，并基
于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讨论，对国际图联五大趋势进行
了简要回顾。结论是：尽管在过去三年里这些趋势的具体组
成和重点发生了转向与演变，但它们仍然是我们瞬息万变的
信息环境里准确且持久的重要议题。
本报告第 6 节围绕趋势报告相关讨论中得出的图书馆的未来
总结了一些关键信息。包括图书馆作为发展的引擎和社区的
重要基础设施这一角色，图书馆员迎接持续学习的重要性，
以及图书馆员在各层面合作、支持《国际图联变化议程》成
为他们未来信息环境的协同缔造者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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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绍
受国际图联委托，2016 年新进展报告旨在明确、

强调和分享初版趋势报告引发的国家和地区性讨论

•

2013 年 5 月，专家组利用趋势报告在线讨论

平台，继续推动围绕墨西哥圆桌会议确定的关键问

中出现的关键议题。报告总结了相关议题讨论，呈

题和议题的交互式讨论，6 月，该数字对话向受邀

现了图书馆基于趋势报告展开操作的具体个案研

的思想领袖和专家组成的更广泛的群体开放

究，并回顾了基于议题讨论基础上国际图联五大趋
势的相关性，以及 2013 年以来我们信息环境的最

2013 年 7 月，这些多方的参与和辩论成果汇集产生了
•
一份洞察文件，强调五大高水平趋势：

新发展。报告以围绕图书馆的未来及其在全球图书

1. 新技术将同时扩大和限制谁有权访问信息

馆生态系统中推动战略性合作、参与和宣传的启

2. 网络教育能够普及全球学习，也能干扰全球学习

示，探讨更多关键信息作了总结。

3. 隐私和数据保护的边界将被重新定义
4. 超连接的社会将聆听并赋予新的声音和群体

初版《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于 2013 年 8 月发布，明确了
我们全球信息环境变革过程中的五大趋势。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初版报告的初衷在于突破对探测到的趋势作静态反
映。实际上，该趋势报告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旨在推动国
际图书馆界更广泛的讨论、分析和行动的进程。在 2012
年成立过程中，负责策划该趋势报告的工作组始终牢记两

以力量
5. 新技术将改造全球信息经济
2013 年 8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上，当
时的国际图联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宣布了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该趋势报告已被翻译成 14 种语言，
包括法语、阿拉伯语、意大利、马来西亚语、汉语、塞尔维

个关键目标。首先，这一趋势报告进程会有目的地延伸到

亚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挪威语、瑞典语、俄语、爱沙尼

图书馆领域的传统视野之外，以发现影响全球信息环境的

亚语、保加利亚语和芬兰语。在过去三年里，30 个国家举行

不断变化的发展。其次，该趋势报告将不再囿于对探测到

了活动和讨论，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

的趋势作静态反映。相反，它会呈现一系列动态的、演变
的在线资源，以促进全球图书馆界的持续讨论和辩论。为
了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国际图联精心安排、循环渐进地

大、中国、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古巴、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印度、马拉维、墨西
哥、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波多黎各、英国、美国、韩
国、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南非、泰国和土耳其。

开启了进程：

• 2012 年 11 月，国际图联开展了全面性文
献综述活动，以 2013 年 1 月上传到趋势
报告在线平台上的 170 多个文件的目录为
支持，概述涵盖新兴趋势的当代研究成果
和报告。

•

2013 年 2 月，国际图联委任 10 人小组基于这些
资源筹备专家意见书，该专家小组由选拔出的杰出
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教育专家、律师和技术专
家组成

•

2013 年 3 月，国际图联在墨西哥市召开高层次圆桌
会议，让此专家组就发现的趋势进行辩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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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区域层面讨论总结
本节总结自 2013 年 8 月以来，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欧
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洲围绕趋势报告进行

在乌干达，面对消费者连接期望的不断上升，目前宽带基础

的讨论和演讲提出的关键议题。

设施紧张。实际上，在整个东非，人们对旧款手机的需求已
经锐减，这些手机在处理新兴互联网应用和 Skype 、

非洲
2014 年 8 月，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图书馆和信息协会
常务会议（SCECSAL）在马拉维组织了一次小组讨
论，评介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参会人员包括来自肯尼
亚、加纳、乌干达和南非的代表，此外，博茨瓦纳和津

WhatsApp 以及 Viber 等通讯工具方面配置不足。同样值得
注意的是，在肯尼亚，社交媒体正日益成为参政（如选举期
间）和确保政府履行职责的热门工具。在东非推动更大的社
会包容的另一驱动器是移动金融，它在促进更广泛的人群进
行在线或短信支付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数字技能仍是获取服务的障碍

巴布韦也有献言，会议总结在《2014 年 SCECSAL 报
告》中发布。本节总结这些讨论中的关键部分。

在乌干达，图书馆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增强它们的数字产品。
一些图书馆提供在线实时聊天解答用户咨询，并通过图书馆

没有创新，图书馆会在数字环境中冒有丧
失其自然角色的风险
在博茨瓦纳，网络连接和移动设备接入有了很大改善，但
与银行和金融服务等其他领域比较，图书馆在提供在线教
育内容或信息服务上仍处在水深火热中。这由一些相关的
问题导致，包括员工数字技术欠缺。因此，图书馆冒有日
益丧失其在有关信息和数字素养、知识产权和数据管理的
主要辩论中充当带头人这一自然角色的风险。然而，有人
认为图书馆有潜力在提供技术访问、连通性和技能上发挥
重要作用，也赞同学习者需要利用新的数字学习机会，尤
其是对农村或经济贫困地区的用户而言。

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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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的“询问馆员”功能提供电子邮件参考服务。每个在线
学习或远程学习课堂都配有一个图书馆员来管理他们的信息
需求，回答学生和教师的问题。然而，除非用户具有必要的
数字技能水平，拥有具备互联网功能的设备，或者有足够高
质量的连接，不然获取这些服务仍然受到限制。在南非的讨
论强调图书馆员需要确保自身的数字技能水平与图书馆用户
日益增长的需求一致，特别是在数字内容管理、信息安全和
数据隐私领域。这需要定期审查、更新图书馆和信息科学课
程，以跟上不断发展的数字趋势。实时在线聊天参考服务和
访问其它远程在线图书馆服务对于服务不能亲临图书馆的用
户至关重要。

慕课和开放式教育资源是巨大的学习机遇

在加纳，图书馆员用信息管理资源工具包（IMARK）开

国家数据政策框架的价值

发了几个在线学习课程。IMARK 还提供一系列免费访问
的模块，包括用于发展的社交媒体、信息的战略方法，

在津巴布韦，图书馆员正在地方机构数据管理政策形成

以及数字图书馆、资料库和文件。由于图书馆在推动更

中发挥重要作用。考虑到他们已具备的信息标准、文件

广泛的职业发展计划时经常存在人员能力有限，这些在

结构、元数据方案和相关职业技能的流利度，这或许不

线资源对于增强同事们的数字技能和知识越来越有价

足为奇。然而，这些资源尚未用于国家层面，部分原因

值。总体来讲，慕课（MOOCs）和开放式教育资源

是津巴布韦仍处在起草国家信息政策的形成阶段。在此

（OERs）给非洲人提供了巨大的学习机遇。成千上万

背景下，有人认为图书馆员的一个关键的战略重点是接

的学习者已从这些资源中受益，很显然，在提供技能和

触并向政策制定者交流周密的国家数据政策框架的重要

技术设施以扩大对这些改变生活的教育服务的获取方

价值。

面，图书馆能够也应该发挥重大作用。

移动设备作为信息服务的传送机制
隐私、数据保护和信息安全
在纳米比亚，图书馆员正不断深入了解数字工具、用户在线
提交的信息，在何种程度上共享及处理图书馆用户的个人资
料让我们面临新风险。与此类似的是欧洲议会最近围绕“被
遗忘权”以及我们网上活动留下的永久可见的数字足迹带来
的不可预料的副作用进行的辩论。在南非人们也提出了问
题，这些问题与社交媒体在把大量以往个人隐私信息带入公
共领域中的角色，以及目前嵌入到大多数手机和应用中的数
据搜集功能相关。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里，图书馆员有责
任审查和维护有助于信息安全的有效方法，以及管控不同级
别的图书馆员工安全管理个人信息的规程。这对于未来的信
息素养技能服务和不断演变的信息管理道德有重要意义。同
时，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也给数字化协同研究和学习带来了
大量机会。

津巴布韦的图书馆员现在把移动设备（估计 90%的津巴布
韦人现已拥有）和有互联网功能的智能手机视作重要的通
道，来传递有关研究、经济发展、健康和农业方面有价值的
图书馆信息服务。例如，一些图书馆开发了便于移动设备远
程访问信息资源和服务的网站。基于短信文本的参考服务模
式长期以来一直被图书馆用于服务远距离用户，但如
WhatsApp 这类新型信息应用程序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改
善沟通和增强用户对这些资源的访问。这些方法实现了近乎
即刻实时访问支持，帮助用户节省了去实体图书馆可能要花
费的时间和金钱。津巴布韦大学图书馆也开启了一项试验计
划，为帕里雷尼亚图瓦医院的医生提供循证卫生信息。一个
类似的项目通过一项电子农业移动信息服务，向整个津巴布
韦的农民提供农业信息，使农民能够基于透明的实时价格信
息做出更好的决策。

3D 打印既是威胁又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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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非洲，3D 打印的出现既被视为机遇，又被看作威
胁。从好的方面来说，它有可能提高生产力，解决熟练劳
动力不足问题，减少将生产外包给其它大陆的国家的需
求。这能刺激国内制造能力的发展，提高非洲制造商和供
应商的全球竞争力。从不好的方面来说，一些评论家表示
担心大规模采用 3D 打印可能会扰乱大量现有的小型塑料产
品生产制造商的生计，以及他们员工和供应的零售商的命
运。在此背景下，主流 3D 打印的经济连锁反应可能带来灾
难性的短期影响。

亚洲和大洋洲

图书馆转型，同时保护隐私
在澳大利亚，新技术通过提升 3D 打印机的可用性，发展创

在亚洲和大洋洲，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和清迈（泰国）举

客空间和为儿童提供基本代码课程，引发了物理空间使用方

办了一系列讨论会，揭露了在响应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中认定

式的改变。这些演变中的改变正越来越多地取代实体书馆

的发展目标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众所周知，同一个区域中

藏，为设备、会议空间和协作学习区域让路。此外，随着相

的多家图书馆在规模和资源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些结论

当大量的政府和商业服务转移到在线服务，越来越多地支持

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图书馆的相关度和重要程度均不同，因

者来到图书馆寻求申请护照、获取数字银行服务和在线支付

此很难利用趋势报告促进讨论。

等方面的帮助。对此，人们认为，这虽然展现了公众对图书

图书馆需要将问题转化为为什么图书馆是必不
可少的
趋势报告不能自动为图书馆提供其在现代世界中作为必要或
必需的社区基础设施定位的解决方案。除非图书馆可以将图
书馆及其服务定义为对社区至关重要的设施，否则当政策决
策者在巨大资金压力下，需要考虑更广阔的领域时，图书馆
将被定义为“有一个的话还不错”但不是首要的设施。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是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图书馆
为了适应资金支持者不断提升的期望值而转型和发展其服务
时，需要更多资金支持——但是目前对图书馆的政治感觉仍
停留在图书馆的传统角色上，这使得额外财政支持受到限
制。

移动技术对定义社区起到决定性作用
社区正在不断采用移动技术，这改变了社区的传统意义。图
书馆需要更多地参与到这些发展中，与之互动，并充分利用
新技术创新的优势。此外还应注意新的数码设备、平台和工
具可以为支持者提供新机遇，但同时也可能产生加深巩固社
会中已有的数码设备的风险。每一个能为人们提供连接和技
术必要渠道的新优势和益处，以及开拓数码设备和通道的技
术和知识，都有可能扩大拥有数字设备和不拥有数字设备人
群之间的差距。在此情境下，图书馆可以在促进信息素养、
技术获取、以及社区在飞速创新的社会中所需要掌握的新数
字技术和能力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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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的高度信任，但是由于人们在处理过程中正越来越多地
将个人信息公开给陌生人，因此在线服务的迁移将把社会的
脆弱部分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下。

借助新技术的力量，确定新伙伴关系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亚洲和大洋洲的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开
始借助新技术和数据分析的力量。这些方法是为了更有效
地追踪和理解不断演变的用户需求，进而针对这些需求更
好地适应和改善其服务。此外，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图书
馆参与了关于隐私和数据保护问题的辩论和建设性对话，
并对未来图书馆服务中可以应用的新技术进行了深入探
讨，尤其是应用到电子借阅中。随着图书馆对开放的教育
资源（OER）和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不断提高
的重要性的认识，图书馆也进入了在线教育资源提供者的
伙伴关系之中。例如，在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正与澳大
利亚开放大学接洽，探索通过连接当地学生，支持专业学
生团体建设等方式改善学生在线体验的合作机会。澳大利
亚公共图书馆还表现出了在其场所内推动使用大型开放式
网络课程和其他在线学习产品的兴趣。例如，越来越多的
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提供了渠道，可以获得上千种从
Lynda 网站等供应商处获得的开放课程。

欧洲

和沉默为基础的。相反，在现代信息社会，市民越来越多地
要求这些精英达到更高地开放性和透明化标准。其结果是，
同样的技术，既产生了逐渐破坏隐私的威胁，又也赋予了市
民力量，强化了民主。

欧洲趋势报告的讨论特别热烈，从 2013 年 8 月至今，已经
在 15 个国家开展了 40 多次活动和会议。这些辩论揭示出了

在几个国家的讨论还关注了图书馆在不断提高的用户信息

一系列与所有图书馆网络相关的普遍主题：

安全意识和数据保护问题中扮演的角色。爱沙尼亚图书馆
员认为缺乏国家层面的指导，如果开发出处理数据隐私问

围绕版权、数字内容获取和电子借阅的新挑战

题的普遍策略，图书馆员将从中获益匪浅。在瑞典的讨论
则坚称图书馆员需要更深刻地理解日常工作中的数据隐私

意大利的讨论突出了针对数字发行的现有法律约束和现有商

所带来的启示，并强化自身能力，为用户提供如何安全地

业模式正威胁着图书馆提供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传统角色。

管理他们的在线信息的建议。在丹麦，图书馆员正在调研

特别是，现在对包括 2001 年《信息社会指令》

是否应该改变现有的数据保护法律，以使支持者可以主动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和 2006 年《出租权和借

提出图书馆员应如何处理、分享或限制获取图书馆系统捕

阅权指令》（Rental and Lending Rights Directive）等在内

获的个人信息。

的欧盟法律的阐释意味着图书馆出借电子图书或从事数字保
存活动都没有坚实地法律基础。在瑞典和奥地利的讨论也考

消除图书馆员之间的技术和能力差距

虑到目前图书馆与其他私有信息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提出了对图书馆在探索发展电子借阅服务时所面临的挑

所有国家的讨论中出现的一个普遍主题是在数据时代，图

战的担忧。而在芬兰、爱沙尼亚和瑞典的讨论中，也强调了

书馆员将需要投资开发新的技术和能力，更好地为支持者

图书馆深入理解版权和管理数字内容获取、存储和传递的法

服务。在芬兰的讨论突出了对图书馆员进行如何使用智能

律框架的重要性。

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内部培训的重要性。这些辩论还揭示出
了许多图书馆员在面对新技术的挑战时缺乏知识，包括数

侵犯隐私是管控手段还是权利的来源？

字内容和电子书管理，版权和隐私相关的法律等知识。

隐私和数据保护是欧洲围绕趋势报告展开的所有讨论中都产

瑞典的图书馆员呼吁，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地方图书馆员

生共鸣的关键主题之一。在丹麦，趋势报告激发图书馆利益

和区域性图书馆员之间的能力差距，同时提出了事实上，许

相关者之间展开了大范围的辩论，探讨与隐私和数据安全相

多图书馆员尚未充分做好准备，拥抱数字技术在为图书馆支

关的不断发展的风险和机会。间谍、监视、对市民的监控、

持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还提出，图书馆

以及告密带来的伦理和道德挑战，都是有史以来众所周知的

员需要对版权、数据保护和隐私的含义有更好地和更广泛的

现象。然而，在我们全新的数字环境下，政府和公司都获得

理解。

了监控和剖析个人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先进机会。在公共部
分，此类活动频繁地使用基于国家安全或打击恐怖主义的说
法合理化。在私有部分，许多数据收集都基于采用有针对性
的数据驱动广告，为免费向用户开放的平台和服务提供资金
这样的全新在线商业模式。

类似的，爱沙尼亚的讨论也高度强调了开发面向图书馆员
的强化培训项目，缩小能力差距，提高对新技术机会意识
的重要性。尤其是，爱沙尼亚的图书馆员推荐，应为图书
馆专业人士开发新的课程，连接趋势报告中的关键主题和
其在爱沙尼亚社会中的特殊含义。他们还建议面向图书馆

同时，新的数字化发展也使得市民可以获得同样的机会监

的通用信息技术咨询平台可以帮助传播图书馆员在数字环

控和控制政治家和商业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角度

境下操作时越来越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意大利的讨论也强

看，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力量通常都是以秘密、自由量裁权

调图书馆员需要寄希望于发展更高水平的数字流畅性和使
用新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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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战略合作

图书馆应关注原则、数字化机遇和用户的声音

一场更深入地行动号召来自于德国、瑞士和英国等欧洲国

一个在整个欧洲趋势报告辩论中产生的重要问题是需要确认
和定义未来图书馆在飞速发展的全球化信息环境下的角色。
这些讨论关注图书馆需要彻底改造自身，再振兴成为公众和
信息资源之间具有创新精神的横向中介者，利用图书馆服务
与生俱来的社交和参与性属性。常见的主题是图书馆需要做
好倾听用户声音的准备，使图书馆服务适应用户的新兴需
求。

家展开的讨论，专注于对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图书馆
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大地战略愿景和合作的需求。奥地利的
讨论强调为强化全欧洲图书馆员之间的连接提供便利的价
值。他们还引发了一系列战略举措的发展，包括为开发新
的 2016 年奥地利图书馆使命宣言（即将发布）所做的工
作和新的 2016 年奥地利图书馆事业课程提案。还提出了
开发可以展现趋势报告含义的优势、弱势、机遇与威胁
（SWOT）分析矩阵，并作为奥地利所有图书馆的通用资
源。
在丹麦的讨论认定了图书馆强化其国际关系的可能性，这
样就可以作为跨国机构有效地共同工作。为了确保无偿平
等的获取印刷和数字格式的数据，图书馆间的跨境合作需
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展开。在爱沙尼亚展开的对话
中也准确描述了图书馆部分之间更大的战略协作的重要

许多讨论都突出强调，新的图书馆战略应从分析用户在这
个发展的数字化社会中的需求开始，而不是简单地辨识新
的技术性机会和功能。这有可能包括与用户在涉及个人出
版、众包和数字内容创造等方面的直接合作。其他对话专
注于如何更新传统图书馆角色和功能。图书馆将一直担负
促进一生的信息素养的特殊和持续性责任，这也是被广泛
认可的。同时，图书馆员需要做好准备放弃或重新思考某
些传统服务和活动——包括重新定义图书馆空间如何使
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实现用户利益最大化。
在瑞典，讨论关注图书馆与特殊目标群体连接时的挑战，包

性。和与地方政府合作驱动改善图书馆的信息通讯技术共

括经济匮乏、文化边缘化或未接受教育等社会组成部分。图

同提出的，是爱沙尼亚的所有图书馆间应建立更好地战略

书馆需要寻找到新的创造性方式提升服务，确保其提供的内

联系，促进合作。一项特殊说明是爱沙尼亚的图书馆代表

容对所有社会组成部分都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爱沙尼亚的讨

应该召开月例会，确保定期地信息交换和迭代战略发展。

论建议图书馆应重新打造成为正确、中立和可靠信息的获取
渠道。

相似的，瑞典和芬兰的讨论也强调了图书馆需要建立支
配性战略，处理持续数字化的社会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包括从国家层面为图书馆员创造更多地交流和合作
的机会，同时与地方政府在更多地问题上开展更紧密地
合作，包括政策、信息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

在丹麦，图书馆员认为飞速变化的信息环境未能免除图书
馆员坚定地将未来决策与长期建立地图书馆事业道德、伦
理和哲学原则连接的责任。不管数字化变化的脚步和图书
馆员应引领潮流的需求，持续数字化的社会展示了一个可
以强化公共图书馆作为促进民主、对话和启蒙的首要机构
的机会。无论该对话和交流发生在虚拟空间还是模拟计算
机空间，图书馆都将始终在为这些对话中提供数据、事
实、信息和知识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公共图书馆的
角色是保证无偿信息获取和表达自由的情况下，关于支持
者该知道或看到什么，不该知道或看到什么等问题上，图
书馆应一直保持中立和议程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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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新技术是加强还是危害社区？
讨论还提出了有趣的内容，提出企业营销咒语促销的没有生

在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召开的趋势报告主题
会议和活动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图书馆代表聚集
在一起。这些报告和对话揭露了若干与图书馆显著相关的新
问题。

共同战胜挑战，应对社会排斥和不平等

命力的数字设备迷惑了我们，技术有了剥夺我们日常经验人
性化的能力。也有声音表示担忧，认为数字化连接和设备带
来的个性化和孤立行为有能力危害社区凝聚力，打碎传统社
会联系，使我们的关系失去个性，这都是崇拜智能设备付出
的代价！讨论还建议图书馆员应继续拥抱以人类为中心，支
持和扩大批判性思维和证据赋予人们的价值观的举措，而不
应只是盲目地在一切情况下倡导技术带来的益处。

在墨西哥展开的讨论中指出，超连接数字化社会的发展为图
书馆展示了一个通过针对女性、残障人士和移民提供服务，

图书馆员如何成功代谢，拥抱数字化和文化变化？

降低社会脆弱性的强有力工具。与此同时，受限的区域性连
接给包容性的数字信息服务传递带来了重大挑战。在 33 个
拉丁美洲国家的 61600 万人口中，其中 24 个国家里只有

还有一点也很清楚，趋势报告中提到的数字化发展可以支持
积极和消极的阐述。新的数字化机遇为图书馆提供了促进市
民参与度的视野，同时设计并传递了更具包容性的服务（例

50%的家庭住所可以接入网络。在古巴，只有 43%的家庭

如，通过数字化渠道，偏僻或农村地区人口也可以获取）。

拥有网络连接。

这还使得图书馆可以促进围绕开放型政府和数字化时代下，
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公民身份含义的数字化讨论。与此同时，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是否可以更新图书馆物理场
所的业务状况？
全球化信息环境不断演化的各个方面也意味着需要用全新的
创造性方式重新审视和改造图书馆作为提供公共信息获取和
数字材料保护物理场所的角色。在线教育资源和大型开放式
网络课程需要融入到图书情报学的教育中，并与为图书馆员
提供的在职专业培训项目结合。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墨
西哥的图书馆已经做好了准备实施此类工作。同时，恰当地

也有人提出了忧虑，拉丁美洲地区的图书馆数量仍处在持续
匮乏的状态。其他人还提出了成功改造和发展图书馆的障
碍，包括有些图书馆社区中间越来越多的冷漠，和区域层面
图书馆协会团体关系水平的下降。

开发协调应对新挑战的方式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机构、图书馆和情报学学校、图书
馆组织和国家图书馆协会正不断进行战略性努力，开发出可
以协调应对的举措。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网络需要共同

向正式和非正式的在线学习途径颁发证书也面临着挑战。墨

工作，改善运营图书馆的境况和技术能力，使他们即是加强

西哥、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展开了若干研究项目调查该领

区域内公民身份和民主的物理空间，又是虚拟空间。这样的

域，同时对在教育课程中实施开放教育资源进行深入思考，

图书馆联盟有能力开发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减少社区内

并探讨与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相关的伦理、文化和政治价值

的社会不平等，同时赋予个人获取重要信息的渠道，进而促

观。

进经济发展，打击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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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教育市场中的数字化破坏能否展现新机遇？
对于教育市场中的破坏趋势和开放教育资源和大型开放式

这部分总结了北美洲的讨论中提出的普遍性主题，从高校图

网络课程越来越高的流行度的讨论中存在实际利害关系。

书馆的角度探索了国际图联趋势报告的含义。

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不断下降的铁板一样的装配线学习
的价值，与教育内容去耦、学习、传递和授予证书趋势结

未来图书馆的中心

合，是否为图书馆展示了增长机会？图书馆空间和基础设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于 2013 年 8 月发布后，美国图书馆协会

取因新技术而变得便利的正式和非正式学习机会的需求？

（ALA）在 2013 年 10 月宣布了将建立未来图书馆中心的

举例说明，公共图书馆中的数字创造空间可以作为获取新

计划。该项目于 2014 年 5 月启动，主要目标是为图书馆员

经验的门户（图书馆员是促进者和引导者）。人们还考虑

提供信息资源和工具，使他们更好地理解重塑图书馆和社

了图书馆可以在扩大获取新的创造性和互动性学习途径中

区的趋势。未来图书馆中心开发了一个在线门户，可以分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支持、追踪和证明那些可能不会被

析和分类相关趋势矩阵，其中大部分都参考或可以直接连

认可的技术和能力发展中的角色。

接到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在线平台上的相关资源。2014 年 5
月，在开发这些在线资源之前，美国图书馆协会首先举办
了未来图书馆峰会，探索了若干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中呼应
的主题。

重新展望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未来的角色

施能否重新开发，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对灵活、商品化的获

图书馆需要在他们服务的社区中同时扮演物
理和数字角色
图书馆目前和未来在社区中的使命是什么？公认的答
案是，图书馆应继续在物理上和虚拟上连接他们所服
务的社区中文化和人口学不同的组成部分上扮演关键

在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需要“不只是流行”。图

角色。图书馆需要被重新打造为对社区“关键”的角

书馆需要重新构想和改造自身，充分利用信息环境下创

色，这需要加强宣传，与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声

造的新机遇。讨论还指出如果没有实验元素和为了辨别

音合作。评论说图书馆具有采用创新性方式整合信息

和服务新老观众所冒的风险，这将不可能成功。许多讨

服务、技术和物理空间的能力，可以帮助减少关键的

论首先关注了如果图书馆是今天发明和提议的，而不是

社区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和排斥。

两百年以前，那么图书馆的概念将会是什么。

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使图书馆发展成为兼

图书馆如何与其业绩更有效地沟通？

具物理和虚拟的空间？随着某些功能变得越来越容易数
字化获取，应如何利用物理图书馆空间和基础设施传递
最大化地社区价值？此外还提出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服
务、活动和功能转移到了数字领域，人们很有可能将开
始在不能被数字化的事物上放置更高的价值（例如，面
对面的约会和直接的人际互动）。还有一个疑问是，这
是否可以最终代表某些类型的图书馆服务和功能的经久
不衰的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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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说图书馆是陒“令人高兴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事
故，但是这不在是我们可以依赖的潜在真理”而发展
的。因此，讨论建议图书馆需要更有效地交流和宣扬
其取得的成功和所做的社会贡献。图书馆员应更熟练
地开发出关于他们成就的令人叹服地叙述（讲故
事），并用支持性数据和事实巩固。值得注意的是，

图书馆曾是现在支撑吸引了媒体和决策者兴趣的分享型经

学生也越来越期待通过移动设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获

济原则的早期开拓者。其他人坚持认为“信任”还是（也应

取信息服务，这对未来图书馆服务的设计和实施也有启发。

该是）图书馆品牌和服务（线下和线上）中完整的一部

学生还重视隐私，倾向于在社交和学术的数字资料中划清界

分。一项有趣的建议是，图书馆可能需要从目前基于稳定

限。学生还期望在其他课程中嵌入技术教学，而不是作为单

过程的不可预测的关系环境中转向，拥抱建立于持续发展

独的学科，这反映出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汇聚和整合到所有

过程的更稳定关系的全新模板。

科目中。

图书馆面临的关键挑战

技术将继续是把双刃剑

一位发言人强调说，无论图书馆员是否参与或涉足其中，未

新用户和新技术都同时可以改善和威胁社会。那些赋予个人

来都将发生。在此情况下，始终站在新技术发展和演变的教

连接、交流和合作的数字机会，同时也使得政府和企业更大

育实践最前沿，将呈现持续进行的挑战。这需要图书馆掌握

范围地建立他们监视的市民和组织更具体和更具侵入性的档

更广泛的技术，招聘和培训背景更多样化的馆员。图书馆还

案。图书馆前进的一个关键挑战将是有效地管理用户数据，

需要向传递新服务和经验方面转型，吸引更多观众，同时继

使用户体验最大化的同时将数据保护和隐私的风险最小化。

续关联和吸引已有的图书馆用户。另外一个关键关切是图书
馆是否可以足够灵活地改变，适应变化中的公众期望，此
外，如果实现了这样的转变，是否仅仅只能刺激公众对这些
新服务不可持续层面的需求。其他人认为图书馆可以过度扩
张，试图成为“所有人的所有事”，并首先从最具社区价值和
影响力的关键领域开始努力。

开放的教育资源也代表了图书馆在向学生提供可以帮助他们
成功的研究工具时所面临的挑战。开放科学出版物获取渠道
要求图书馆员和出版者共同决定新的信息提供模式。图书馆
将会受到挑战，重新思考提供参考、指导和馆藏开发的传统
模式。

图书馆员如何拥抱创新而不被替代？

高校图书馆视角：
围绕着人工智能（AI）技术在未来图书馆服务中起到了辅助
这部分提出的主题主要来自于 2015 年 2 月出版的《图书馆

性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也展开了重要的辩论。目前，人工智能

管理杂志》（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中的一

既拥有加强已有的图书馆功能的能力，也有代替这些功能的

篇文章

1，题目为《国际图联趋势报告：超越图书馆计划的

能力。图书馆需要展开创新思维，开发科学动画无国界

高墙》（The IFLA Trend Report: Looking Beyond the

（Scientific Animations Without Borders）行动等创新型

Walls in Library Planning）

工具。这说明了开发可供世界各地学生和研究人员使用的可
持续和具有吸引力的信息教程的潜在价值。

学习者仍需要数字化和面对面学习环境的结合
学生的信息素养——尤其是使用学术研究数据库、目录和
存储——仍旧是图书馆指导中的关键领域。而讨论到大型
开放式在线课程时，学生则更倾向于在线和面对面方式组
合的混合型学习环境，不同的学习者需求不同（不是所有
人都适用于一个型号）。

1 IFLA Trend Report: Looking Beyond the Walls in Library
Planning, Lynne Marie Rudasill, The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00:1-12, 23rd Febr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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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一览及案例研究
地区

活动与讨论

行动与出版物

2014 年 8 月—趋势报告演讲，与肯尼亚、加纳、乌干达

2014 年 SCECSAL 报告中刊登

和南非的代表开展专题研讨会。

相关总结及讨论

非洲及中东地区
马拉维

2015 年 8 月—时任国际图联大会主席唐娜·谢德尔（Donna

南非

Scheeder）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第八十一届国际图联大会发表
演说，强调加强关于国际图联改革所进行的本地、地区间和国
际讨论。

亚洲及大洋洲
澳大利亚

2013 年 9 月—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负责人在年度公共

2014 年 5 月—澳大利亚图书

图书馆南澳会议上发表讲话。

馆和信息协会出版报告关注

2013 年 10 月—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就国际图联趋势

图书馆未来及信息科学领

报告召开图书馆未来及信息科技研讨会。

域，涉及六个领域：包括专

2014 年 9 月—朱莉·雷伊在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国家
会议上就未来发展趋势发表讲话。
2014 年 2 月—在堪培拉召开亚洲及大洋洲国家图书馆会议，
就趋势报告进行研讨。

中国

2014 年 7 月—第七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介绍趋势报告。
2014 年 9 月—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信息管理系介绍
趋势报告。
2014 年 10 月—中国图书馆年会介绍趋势报告。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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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国际图联秘书站就趋势报告进行演讲。

业人士，相关机构，公共图
书馆，特需图书馆，学校图
书馆及教会图书馆。这些报
告请见详单。

地区

活动与讨论

新西兰

2013 年 10 月—在美国城市哈密尔顿，新西兰图书馆及信

行动与出版物

息协在年度会议上就趋势报告进行研讨。

韩国

2014 年 5 月—在首尔国际电子国会大会上就趋势报告进
行研讨。

泰国

2014 年 5 月—在清迈东南亚图书馆会议上就趋势报告进
行研讨。

欧洲
奥地利

2014 年 5 月—在维也纳会议上奥地利各联邦州就图书馆未来

l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四点分析；

发展趋势进行研讨。

l

2016 发展使命；

l

2016 奥地利图书馆人培训课程
（奥地利文化部将于 2016 年底
前通过审批）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丹麦

2014 年 6 月—保加利亚图书馆及信息协会年度会议上就趋势报
告进行研讨。
2014 年 10 月—杜布罗夫尼克介绍趋势报告。
2013 年 10 月—丹麦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就趋势报告进行研
讨。
2013 年 11 月—由奥尔堡公共主办，丹麦主要图书馆与会就趋
势报告进行研讨。
2014 年 3 月—丹麦图书馆联合会年度会议研讨实时趋势、民
众意见和未来文化机构发展。
2015 年 4 月—就国际图联趋势报告进行深入讨论，研究数字
化发展下的图书馆角色转换。

爱沙尼亚

2013-2016 年——爱沙尼亚工作组提出“走近图书馆的新方
式”；爱沙尼亚图书馆人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活动和国际讲
座贯彻趋势报告内容。详见爱沙尼亚案例学习获取更多内容。

2015 年 1 月—爱沙尼亚就国际图联
趋势报告召开总结性会议。
2016 年 5 月—发布 ELA 成员赞同的
愿景宣言。
计划中—出版爱沙尼亚图书馆及图
书馆人有关的战略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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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芬兰

活动与讨论
2014-2015—芬兰图书馆联合会举办了三场国家级会议商讨如何贯

行动与出版物
l

2015—发展电子借阅服务，

彻趋势报告，五大主要城市共同举办活动促进图书馆员对本活动的

扩展 HELMET 电子借阅试点

心得体会。

业务，并为芬兰全部公共图
书馆提供电子借阅许可证。

2014 年 5 月—国际图联主席会议：更强图书馆，更强社会。

l

区发展小组，推广使用新型

2015 年 2 月—趋势报告研讨会在欧洲中央银行召开，商讨移动时代
电子信息的发展趋势。

瓦萨市图书馆建设全新的地

技术。

l

波尔沃市图书馆把趋势报告
列入其城市发展战略。

2015 年 2 月—在赫尔辛基举办国际研讨会：突破阻碍，不断进步。

法国

2014 年 6 月—在巴黎举办的法国年度图书馆联合会做趋势报告演
讲。
2014 年 8 月—在里昂举办的全球图书馆信息大会做趋势报告演
讲。
2016 年 1 月—由欧洲联合会为图书馆信息教育与研究主办的年度
图书馆信息技术研讨会在里昂举办，并做趋势报告演讲。

德国

2014 年 6 月—在不莱梅举办趋势报告演讲及研讨会。
2014 年 6 月—在柏林举办趋势报告演讲。
2014 年 11 月—举办趋势报告相关演讲。
2014 年 10 月—举办趋势报告相关演讲。

希腊

2014 年 5 月—EBLIDA 和 NAPLE 在雅典举办国际图联趋势报告
相关专题研讨会。

意大利

2013 年 11 月—在罗马进行趋势报告演讲。

意大利图书馆协会建立了趋势报告

2014 年 10 月—在佛罗伦萨进行图书馆会谈。

线上讨论论坛，并设有英文板块，

2014 年 10 月—在米兰进行图书馆趋势报告会议。

方便和全世界的图书馆人进行交

2015 年 3 月—在米兰进行图书馆趋势报告回顾会议。

流。

2015 年 3 月—与国际图联主席进行实时会谈

挪威

2014 年 3 月—在特隆赫姆挪威图书馆联合会进行图书馆趋势报告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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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活动与讨论

葡萄牙

2014 年 3 月—在里斯本举办的图书馆会议上介绍趋势报告。

俄罗斯联邦

2013 年 9 月—时任国际图联主席西尼卡·西皮莱在南萨哈里林

行动与出版物

斯克举行的“信息社会互联网与社会文化转型”国际会议上介
绍趋势报告。

斯洛伐克

2014 年 9 月—CASLIN2014 CASLIN 大会介绍趋势报告。

土耳其

2014 年 5 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图书馆定性与定量测量大会
上介绍趋势报告。

英国

2013 年 9 月——英国图书馆与情报专家协会（CILIP）举办趋势
报告研讨会。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哥伦比亚
古巴

2014 年 11 月—Javeriana University 介绍趋势报告。
2014 年 4 月—在哈瓦那召开第十三届年度信息会议，进
行趋势报告演讲。

墨西哥

2014 年 11 月—为拉丁美洲地区及加勒比海地区召开趋
势报告网络研讨会。

201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一
本超过 500 余页的书籍强调趋势报
告中的发展情况。

2014 年 3 月—在墨西哥城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商讨如何
在拉丁美洲学校和国家图书馆协会贯彻落实趋势报告。
2014 年 6 月—在拉丁美洲召开为期两天的趋势报告讨论
会议。

波多黎各

2014 年 12 月—图书馆员学会召开年度会议。

北美洲
加拿大

2013 年 11 月—在蒙特利尔开展趋势报告演讲。
2016 年 4 月—国际图联主席莅临多伦多，共同商讨图书馆发
展前景，总结趋势报告讨论及主题经验意义。

美国

2013 年 10 月—在弗吉尼亚图书馆联合会进行趋势报告演讲。
2014 年 5 月—美国图书馆联合会讨论趋势报告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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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还出版了一本从上报告中
精选的总结性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
（ALIA）与其他教育人士共同合作确保 LIS 课程的有效进行，
推广这一课程将确保学员在 2020 年前获得专业资格认证。澳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在澳大利亚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强调了图

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同时注重协会自身的发展，

书馆现今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机遇。2013 年 9 月，澳大

确保可以实现趋势报告中的要求目标，包括推广社会出版技

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负责人朱莉·瑞伊在南澳公

能，建造大数据库。在数字资源和电子书方面，澳大利亚图书

共图书馆年度会议上做趋势报告相关演讲。负责人指出在当

馆和信息协会（ALIA）将继续注重版权问题并推广电子借阅服

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图书馆须小心警惕，避免以下

务，与此同时，开展与其他图书馆、作者及出版者间的合作。

三类陷阱。第一，避免向阻碍新兴发展的传统系统投入过

在未来的发展方面，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希望

多；第二，不应满足于过去的成功，而忽视新兴技术与图书

图书馆及相关信息机构在大数据领域获得较大份额，并与之保

馆发展方式；第三，不应只局限于当今单一的发展模式，而

持密切合作。此外，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尝试

忽略未来的发展方向。

建立品牌价值并确保图书馆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最后，澳大利
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将跟随时代潮流，密切关注国内
外最新动向。

2013 年 10 月，ALIA 召开了一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
专业未来峰会，聚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50 位图书
馆领导者。此次峰会是 ALIA 于 2013 年启动的一项咨询项
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把握未来学家、新媒体专
家、作者和出版者（以及 ALIA 会员）对未来主要趋势的预

案例研究——奥地利

测。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中确定的主题用于制定咨询项目今
后的步骤。
2014 年 5 月，奥地利图书馆协会在其两年一次的会议上进
行了深入讨论，并回顾了趋势报告中的重要议题。有超过
2014 年 5 月，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出版

450 名的奥地利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本次在维也纳举办的会

LIS 未来发展趋势一书，书中强调了国际图联的五大发展趋

议。本次会议由几位选举产生的发言人进行演讲，阐述图书

势，同时结合 10 大与澳大利亚图书馆紧密相关的关键领

馆领域现状，并做前瞻性分析，汲取传媒及其他领域的工作

域。这些领域包括现代科技的影响力，教育全球化，全球合

思想等。

作化的变革。本书还包括其余六项有关 LIS 专业人才、相关
机构、公共图书馆、特需图书馆及教会图书馆相关的报告。
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对澳大利亚图书馆公共服务的创新建议。
此外，本书中还涉及运用数字技术获取国家珍贵文物（如具
有历史价值的手稿、地图、日记和照片）的方式；及如何畅
通获取数字资源；及图书馆如何促进创造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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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中，450 名图书馆人积极献言，商
讨趋势报告中的关键议题，提取和奥地利图书馆事业密切
相关的内容。奥地利图书馆协会进行了一系列态势分析法
（SWOT），结合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分析了奥地利图书
馆现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维也纳会议后，奥地利图书馆协会落实地区间讨论项目，

了一系列后续的会议和活动，包括 2014 年和 2015 年一年

并在全国范围内召开研讨会议。本次会议旨在提升奥地利

一度的丹麦书展（博客论坛）上的趋势报告主题辩论，

所有图书馆在信息时代进一步发展提高，并使其意识到不

2014 年 11 月关于“数字时代言论自由”和 2015 年 11

断进步是长期发展与变革的动力与源泉。

月关于“数字足迹和隐私”的讨论。

在维也纳会议态势分析及相关地区讨论后，奥地利图书馆

根据丹麦图书馆协会的信息，这些讨论中的关键主题是公共

协会为本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定制了一系列培训课程。

图书馆在复杂数字环境下所扮演的角色。趋势报告中引起馆

这一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结合趋势报告，数据私密性、数据
保护及管理等方面的最近发展。奥地利文化部已对本次培
训课程进行了认真研究，计划于 2016 年底开始本次培训。

员们最大兴趣的关键主题是数字化启用和授权的机会和关于
隐私和数据保护的发展的边界。围绕后者的讨论对于图书馆
来说是特别具有时效性的，因为他们是针对当前发生的事件

奥地利图书馆协会结合本次会议的重要讨论结果，精

如斯诺登触发的维基解密出版和美国政府发起的监听计划

简地区间关键讨论内容，已制定了针对奥地利图书馆

的。

使用的最新相关报告。

案例研究——丹麦

2014 年 5 月，由于涉及丹麦卡片支付公司 Nets 和哥本哈
根的周刊小报杂志 Se og Hor 的丑闻，隐私和数据保护成
为公众和全国谈论的更大的焦点。Nets 篮网被指控故意泄
露保密的信用卡交易数据给报纸以监视和跟踪一系列全国

在丹麦，国际图联趋势报告被视为一种宝贵的机遇，它能够

知名人物，包括前首相，丹麦王室的成员和其他名人。丑

激发有关图书馆在未来如何运作这一话题的讨论。根据丹麦

闻的程度甚至促使爱德华·斯诺登本人写了一封信给丹麦

图书馆协会(DLA)的说法,这五种确定的趋势既能充当引发

Berlingske 报纸，他认为“如果谁在奥胡斯写电子邮件，

图书馆员、政客、其他决策者和丹麦图书馆协会成员讨论的

在欧登塞使用信用卡，或者在哥本哈根给他们的母亲打电

“催化剂”，也是使他们去关注新出现的挑战或是在过去没

话，他们的私人记录不仅会被不负责任的国家安全局分析

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领域的动机。

和存储，甚至会被私人公司和报纸分析和存储。”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公布后不久，就在 2013 年 10 月丹麦图

这些讨论强调，虽然监视和监测不一定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独

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就讨论了这份报告。当年 11 月奥尔堡
公共图书馆就举办了一场有关这份趋势报告的会议，会议
对丹麦所有中心图书馆的代表都公开。同月，丹麦文化机
构和丹麦广播公司举办了一次“文化部门重要数字挑战大

有的新概念，但新技术毫无疑问已经重新定义了政府和公司
建立具体个人和社会团体详细档案的能力。讨论指出在维护
国家安全和确保有利于公民的新型网上商务模式时这样的数

师课”的活动，其中就包含了对国际图联趋势报告的讨

据收集通常是合理的。与此同时，新发现的从不同来源搜集

论。

数据来编写根据个人偏好、行为、态度的侵入型精确图片的
能力代表了一种对传统隐私概念的严重威胁。它还提供了公

2014 年 1 月国际图联趋势报告被翻译为丹麦语后，在同年
3 月的丹麦图书馆协会年度会议上报告在“当前趋势，公民
期望和未来文化机构”的主题下被讨论。这次讨论引发

共和私人机构在前期数字化时代原本不可能的滥用和利用数
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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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丹麦图书馆协会也同意这个趋势在其特点上不是普
遍负面的。数字信息可用性的发展也使市民们拥有强有力
的机制，以此来监察政治和商业精英并追究他们的责任。

案例研究——爱沙尼亚
2013 年 8 月，当趋势报告刚刚公开发表的时候，爱沙尼亚

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发展有能力拉起那些传统上保护社会最

的图书馆员就是最早寻求分析运用这五条趋势、并将这五条

高层的保密和沉默的“帘幕”，迎来一个透明、开放和民

趋势用于他们的工作实践中的人之一。为了在社会上传播国

主问责制的新时代。从这些讨论中涌现出的一个关键的潜

际图联的趋势报告，2013 年 11 月，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

在工作流就是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馆组织未来去调查图书馆

给图书馆员们成立了一个研究关于“新途径”的工作组。这

使用者新的期望和行为方式并考虑丹麦的数据保护法律是
否应该被更新的需求。

个工作组将来自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和信
息科技领域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研究图书馆事业
在当今变化世界中所要承担的宽广的角色。趋势报告提出了
我们要凝聚、探讨、辩论这些新变化，同时要研究应对的办
法。

日期

活动

2013 年 11 月

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给图书馆员们成立了一个研究关于“新途径”的工作组

2014 年 1 月-4 月

新成立的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的工作组继续研究国际图联的报告并发表初级研究成果

2014 年 4 月

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推动了一个“世界咖啡结构”的咨询研讨会

2014 年 6 月-9 月

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继续推动探讨会。爱沙尼亚文化部图书馆顾问 Ülle Talihärm2014
赫尔辛基世界图联主席大会上做展示

2014 年 10 月-12 月

由之前的讨论结果汇总生成一个独立文件，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继续开展讨论活动，该
讨论涉及爱沙尼亚不同地区关注版权和隐私还有特定的图书馆合作计划

2015 年 1 月

在之前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出版了它的报告“爱沙尼亚关于国际
图联趋势报告的总结”

2015 年 4 月

爱沙尼亚“新途径”工作组组织了另一次研讨会/世界咖啡馆活动并特别关注隐私和版
权。

2015 年 6 月

Veronika Raudsepp Linnupuu 在希卢泰（立陶宛）做了一个关注爱沙尼亚从世界图联
趋势报告中提取出来的东西的展示。

2015 年秋-冬

爱沙尼亚“新途径”工作组和广大图书馆利益相关者一同工作，借鉴许多国际图联趋势
报告中的确定主题最终确定爱沙尼亚图书馆的前景文件。

2015 年 10 月

在里加举办的第十届波罗的海图书馆员代表大会上 Veronika Raudsepp Linnupuu 介
绍了爱沙尼亚关于趋势报告的讨论情况。

2016 年 3 月

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成员批准了爱沙尼亚图书馆前景文件。

2016 年 5 月

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新途径”工作组举办了另一次关于新图书馆服务发展的研讨会/世
界咖啡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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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信息科学老师为了促进更广范围的有

起了一项有针对性的活动，活动中图书馆员工被要求分析

关图书馆在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角色的讨论和争辩。根据

他们目前的工作实践和方式以应对报告中提到的趋势。趋

“专家工作组”的团队领导所说“趋势报告反映出了需要团

势报告还收获了来自芬兰科学图书馆部门的显著兴趣和注

结的需求，讨论并了解了这些变化”，同时调查了潜在的解

意。

决方案。
从 2014 年 5 月以来，爱沙尼亚工作组组织了一个由研讨
会、事件、持续的讨论和国际展示组成的多元项目。部分
重要的事件时间见第 20 页的时间表。

另外一些区域图书馆系统在他们关于未来预算和战略的今
后计划文件中明确提到趋势报告。瓦萨市图书馆形成了新
的区域开发小组，专门研究在它的预算计划中新技术对信
息环境的影响(趋势报告中的趋势 5)。波尔沃市图书馆召
开了研讨会研究趋势报告对他们即将的城市战略的影响。

这些活动的成果已经被纳入一系列文件中去了，其中包括爱

公共图书馆理事会还在其最新战略文件中引用了趋势报告

沙尼亚 2015 年 1 月做的国际图联趋势报告总结和随后

的内容：2016-2020 公共图书馆的前进之路。

2016 年 5 月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成员批准通过的前景声
明。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和专家工作组同时从事于为爱沙尼

根据芬兰图书馆协会执行主任的观点，趋势报告已经作

亚图书馆制定一个有更多发展战略细节的计划，与此同时也

为为“理解未来社会和信息环境变化”服务的重要工

在做图书馆员优秀实践指南，这本指南全部借鉴由趋势报告

具。图书馆作为获取知识、思想和人的平台而不仅仅是

发起的持续讨论的内容。这些材料定在 2016 年的稍后被公

图书库，它帮助推进图书馆如何被看待和概念化的显著

布。

变化。趋势报告影响力的具体例子能够在芬兰图书馆人

在此过程中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已经在关于爱沙尼亚图书
馆前进的道路方面形成了若干关键总结，当即将来到的战
略文件和指导资源公布的时候这些总结将能被利用起来。
一个关键的建议是通过建立爱沙尼亚图书馆发展中心，图
书馆将显著受益。该中心的主要目标将是找出长期问题解
决方案并找出未来图书馆需要的用来满足读者需求和期待
的资源。现有的图书馆网络缺乏时间或资源来承担这样一

加强对提供电子借阅服务的关注中看到。根据芬兰图书
馆协会的说法，趋势报告的重点是选择和可利用的数字
内容范围的持续扩张为未来主流图书馆服务发展中的电
子借阅的战略重要性大幅度增加了重量。把图书馆的电
子借阅业务作为国家的重点议程的主要功劳要归功于赫
尔辛基城区图书馆 2015 年在全芬兰推广电子借阅的试点
工程。

种有价值的全面战略活动。因此，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和

其次，趋势报告强调的用数字技术来远程获得电子信息

爱沙尼亚文化部紧密合作去倡导和构建对这一提议的支持

的能力对于图书馆员们来说也强调了重塑和加强利用现

保证。

实和网上办公的手段来开展业务的重要性。很明显，利
用电子业务的创新性来向读者传播价值观是很必不可少

案例研究——芬兰
2014-2015 年芬兰图书馆协会（FLA）组织了三次引人
注目的馆员讨论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影响的国家会议，其中
包括对隐私和数据保护的关注。这些活动有助于催化有关
图书馆在支持更广阔的网络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消费者意识

的，但是图书馆作为实体存在、发挥向大众提供现实场
所来进行分享学习经验的这个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样
的，图书馆还举行自己组织的研讨会、训练课程、讲座
和工作间，这点也涉及到通过和第三方合作（比如芬兰
老年协会）来建立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由内容和相关活动
构成的项目，吸引不同层次的人群。

中扮演的角色的全国性讨论。5 个主要城市的图书馆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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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这一点以后，2016 年 5 月，一个由来自图书馆协

台，并和电子书平台合作，包括 Media Library On

会和各个大学的图书馆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向文化教育部提

Line(MLOL)，来层架图书馆中意大利语电子书的库存量。

交了他们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图书馆法案（替代 1928 年的

意大利图联还致力于建立一个理解策略来支持图书馆员们

老法案），新的法案将会在 2016 年被芬兰国会审议并很

在拓展新的创新领域，包括自主发表、开放的发表途径和

有可能在 2017 年生效。新法案将强调图书馆向外平等提

链接开放数据。

供文化和文明产品、大众终身学习的机会、活跃的公民权
利和民众权利的重要性。同时，法案也强调了图书馆不仅

2014 年以来，意大利图联一直致力于给现存的图书馆机会

要提供网上平台，而且也要提供现实场所给大众进行阅

来向读者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这个尝试受到很多缺少必

读。

要技能、不试自己为受过教育的人的抵触。当前，终身学
习战略还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和一部分高等公共图书馆

案例研究——意大利

中实施。
基于趋势报告赞助的讨论项目，意大利图联在审视更过的

意大利图书馆协会（ILA）将国际图联的趋势报告视为一个
重塑和活泛意大利图书行业的重要机会。在 2013 年 8
月，趋势报告发布以后，国际图联新当选主席唐娜·希德在
2013 年 12 月在罗马的意大利图联的年度会议上展示了一
份翻译成意大利语版的趋势报告。在那之后，国际图联在
意大利举办了一系列讨论趋势报告的会议，包括 2014 年
10 月在佛罗伦萨、2014 年 10 月在米兰、2015 年 3 月
在米兰举办的会议。

选择来振兴图书馆和其业务。这其中的许多机会集中在
“参与着的图书馆”，这是由意大利长期坚持的图书馆应
该成为“知识的广场”这一理念所指导。图书馆应该是一
个致力于提供特定服务和欢迎人的社区，在其中可以进行
对话、互动、交换知识。在这个基础之上，意大利图联正
在支持图书馆向大众传播新的富有创新性的机会和体验，
包括新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训练课程，以及合作式的创
作空间。公共和学校图书馆是主要的投资对象，建立发展
的教育项目来提升社区的数字竞争力和技能水平。

这些事件采取了一个世界咖啡的模式来讨论，紧接着是一
些列的由来自意大利不同领域的专家所进行的关于国际图

根据意大利图联的说法，国际图联的趋势报告已经是一个

联 5 条趋势的展示报告。从这些讨论中所显现出来的结论

“活跃的方案”，用于长期发展意大利的图书馆服务。这

和主要问题被发现并展示在维基百科上，从而在未来的时

个报告让大家意识到图书馆在未来的生存中要发挥想象

间里，持续推动意大利的图书馆从业者们关心和讨论这些

力，利用灵活的、创新的方式来探索之前被认为是不可能

问题。在维基百科上，关于这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个英语

的模式。同样的，我们要重新审视和发现图书馆这个行

的版本，从而使得来自全球的图书馆员们一起讨论这些问

业、迎接数字时代的机会，意大利图联意识到国家和地区

题。

层面上的政策制定者要适应图书馆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的角
色。相应的，意大利图联已经进一步地与决策制定者商

趋势报告的这个通过网上进行的主题讨论也给意大利图联
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包括意大利图联首先要关注哪个地
区这个问题，意大利图联意识到，在当今这个不断进程中
的数字环境中，图书馆员们面临和其他网络信息提供中相
互竞争的困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意大利图联发动了一
场运动来推动在欧盟层面上和 EBLIDA 合作来建立图书馆
电子阅读。意大利图联同样建立了新的电子借书资金平

22

讨，在未来的政府优先权、政策和项目中，将图书馆的地
位提升。

国际图联的五项趋势还相关吗？
本节借鉴了一些在国家和区域趋势报告讨论期间强调的关键

现代信息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内容的物理所有权逐步被被许可

主题来简要评估关于国际图联五项趋势的相关性。在每个趋

下的数字访问内容所取代。购买电子书的消费者一般很少意

势的部分也会参考自 2013 年 8 月推出趋势报告以来最近
发展的例子。由于国际图联的五项趋势被有意设置的范围很
广，这一节旨在展示说明而不是详细回顾它的意义，可以理

识到或者担心这种授权的内容和申请购买一本实体书相比，
他们的权利有着巨大差别。然而，这种发展破坏了传统图书
馆借阅模式所依赖的原则。

解它的意义众多是无法在本文中一一道明的。
比如图书馆外借一本实体书是在“首次销售”和“用尽”原

1. 新技术将同时扩大和限
制谁有权访问信息

则下的，这使他们能够行使不受限外借或者是“重新销售”
的权利(通常由公共外借法律支持)。对比来看，电子图书没有
同样的“用尽”原则，这意味着图书馆不能仅仅购买和借阅
电子信息。相反，图书馆被迫和出版商还有权利所有者谈判
许可条款，条款明确允许受到一系列合同限制的电子租借。
这样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图书馆对用于借阅的电子图书标
题的可用性和不断上升的许可的复杂性和成本的担心，与此

版权、访问数字内容和电子借阅

在许多国家，趋势报告的讨论重点在于版权、访问数字内容
和电子借阅。特别的是，在爱沙尼亚的讨论强调的是它本国
严格的国家版权法的挑战和在倡议和努力发展电子借阅方面
的对促进数字电影公共访问的影响。 例如，爱沙尼亚著作
权法第 13 条规定，只有获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音像作品的
电子借阅才能被保证。 因此，当美国电影没有许可爱沙尼
亚的经销商时，除非图书馆有时间和资源可直接与美国独立
的电影制片厂谈判，否则借出这些作品通常是不可行的。

同时还有一些关于电子借阅服务的可靠性和对数字化内容保
存的法律选择。

有趣的是，在欧洲的最新发展已经增加了以前提及的潜在问
题，那就是电子借阅并没有建立在现有版权法的基础上而是
必须仅依靠许可合同。2012 年，欧洲法院（ECJ）规定 1
“用尽”原则适用于通过互联网下载的软件分发。2015 年 4
月，荷兰海牙地区法院要求欧洲法院澄清 2 在电子借阅时
“用尽”原则所处在的位置。荷兰法院请求欧洲法院对当下
欧洲法律 3 是否能使图书馆批准读者由于个人暂时需要下载
版权作品的电子副本这一事件作出裁决。

在意大利的讨论强调图书馆和其他信息提供商竞争日益激
烈的同时，数字出版的法律现实却是在威胁着图书馆作为
公众获取信息和内容提供者传统角色。对话的统一主题是
信息时代已经毋庸置疑地使获取信息民主化的同时，数字
内容的无摩擦分配的机会同时会引发出版商和版权所有者
在很多情况下限制获取数字资源的行为。

1
2

ECJ Decision, UsedSoft vs. Oracle, 3rd July 2012
ECJ Referral C-174/15, 17th Apri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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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议案 4，要求欧洲

北美会议上强调，参加“慕课”的学生很容易混淆虚拟网络

委员会考虑采用版权例外，这将允许图书馆“合法的

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图书馆在为线上虚拟学习与线下个人

向公众外借用于个人使用、有期限限制的、通过互联

指导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图书馆不仅可以提供线上

网或图书馆网络获得的数字格式的作品。”2016 年 6

学习的途径，同时，图书馆也为面对面个人指导以及学生们

月欧洲法院的法律总顾问斯庞纳（Advocate General

彼此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欧洲、澳大利亚以及北美，报

Szpunar）发表了不具法律约束力观点 5，认为“借阅

告讨论的重点在于，是否目前教育的数字化为图书馆提供了

电子图书相当于借阅传统图书”，公共图书馆提供的

机会，图书馆在日新月异的领域也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某些形式的借阅服务在现有的欧盟法律下是合法的。

新的未来发展方向正在逐步削弱单一的学习方式，传统的教

欧洲法院对此事的最终决定依旧突出，但这些发展表

育模式、课程设置正在被逐渐摧毁，同时，传统型图书馆也

明在未来申请公共借阅权框架和电子图书数字消耗原

应该思考在日益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

则可能会有范围。

么，除了传统的价值外，还需增加哪儿些价值。

2. 网络教育能够普及全球
学习，也能干扰全球学习

情景式教育并不太关注单一工厂式过程，那些单调、迭代、

网络教育资源以及“慕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南非会议中
谈到“开放式教育资源”以及“慕课”为国民提供了大量的
学习机会，与此同时，图书馆因其有拥有接触这些重要网络
信息资源的技术设备，图书馆在提供技术与设备方面，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加纳，正在试图创立一个新的在线学习工
具，图书馆员可以在通过在线学习工具学习新领域的职业技
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哥斯达
黎加的图书馆和信息情报学校 6 正在针对图书馆馆员培训
“慕课”技术。

单一的需求构建了个体的整个人生生命周期。而图书馆是否
应该跨域式发展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是或不是，这是
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可能在拓展创造性互动性这
一新的学习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项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科技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使用工
具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影响。2015 年 3 月，英国国家科学、技
术和艺术基金会（NEST）发表了一篇题为年轻数字者 7 的报
告，强调目前的英国市场上，数字市场的高度需求和技术设
备的匮乏之间存在严重的供求矛盾。英国国家科学、技术和
艺术基金会建议，如今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
更加熟悉以及更加享受数字平台，数字年轻人可以更加从容
应对潜在挑战以及复杂的技术操作。
现代的时代是不论新商业模式、服务亦或是产品，都与大数
据相结合。物联网、3D 打印技术与共享经济正在影响我们每
个人的未来。2016 年 4 月费耶特维尔图书馆前执行董事
苏·康西丁在多伦多国际图联大会上指出 8，图书馆在技术与
创造性技能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连接作用。在跨科学、技术、
工程、艺术和数学等多种学科的正式与非正式学习习得过程
中，图书馆在传播知识文明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

3

The 2001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and the 2006
Rental and Lending Rights Directive
4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9th July
2015
5 ECJ Press Release, Advocate General’s Opinion in Case
C-174/15, 16th June 2016
6 Costa Rican University LIS School, the UdeA – EIB
(Colombian LIS School), The LIS School of Chiapas, San
Luis Potosí, the Mexican Government LIS School, and the
LIS School of the U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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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Young Digital Makers, Surveying attitud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igital creativity across the UK, NESTA,
March 2015

一年前，NEST 发布了另一份名为“创造&机器”的报告 9，
该项报告指出，未来二十年，美国 47%的工作以及英国
35%的工作将会运用新科技实现自动化。这就意味着，未来
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工作将需要劳动者掌握
创造性的技术技能。针对这一新趋势，教育者和年轻人需要
拥有技术操作和创新能力，而非紧紧只作为数字的被动消费
者。10

地区视角
也许这并不奇怪，隐私和数据保护已成为国际图联趋势报告
引发争论的关键领域。非洲的讨论会上，就是否社交媒体对
引诱用户分享大量私人网络信息负主要责任，就此问题大会
进行争执。有建议指出，非洲馆员在他们各自国家，设计创
作国家数据保护和隐私法规方面，非洲图书馆馆员可以发挥

3. 隐私和数据保护的边界

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图书馆馆员指出，越来越多的政府服
务和商业服务转移到在线操作，越来越多的用户寻求图书馆
馆员帮助操作护照申请服务以及网上银行服务。这就需要对

将被重新定义

图书馆馆员的高度信任，但同时，这又反映了数字化的社

国际背景

风险性。

会，向陌生人展示自己的个人信息，数字化服务所反映的高

2013 年 8 月国际图联报告指出，国际政府监视和商业活动
中，频繁发生个人数字信息泄露事件。纵观 2013 年和
2014 年，频繁发生个人信息诸如邮件、照片、声音文件、

相比之下，欧洲的辩论往往专注于数字技术的实时更新能
力，以推动更高的标准的民主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时也使
政府和公司从事侵入性监测和跟踪。涉及隐私和数据保护
二者之间，图书馆馆员到底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定义

社交网络信息泄露。112014-2016 年，维基解密仍旧泄露

图书馆馆员的角色，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图书馆员可能

个人信息。12 这些泄密信息包括了

需要管理由用户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以及图书馆馆员是否

500.0000 件沙特国防外

交部的分级通信、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法国、德国和日本
等国政府间的通讯往来、以及超过 1000 封 13 美国国务卿

应该提醒用户管理自己个人网上信息的安全，提高公众的
信息安全意识。

希拉里的私人邮件。

2016 年 4 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公布了 11.5 万封文件，
这一事件被称为著名的巴拿马报纸事件 14。这些文件，属
于巴拿马法律公司，莫萨克方斯卡，展示了大量企业，商
界领袖和政治家们规避旨在防止洗钱和逃税的国际法规。
这一事件促使了一系列的国际警察调查以及冰岛总理的辞
职。

8

Making & STEAM in Public Libraries, Our Developing
Mandate, Sue Considine, Executive Director, Fayetteville
Free Library, IFLA President’s Meeting 2016, Toronto,
Canada, 7th April 2016
9 Creativity vs. Robots, the creative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NESTA, April 2015, page 10
10 Young Digital Makers, Surveying attitud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igital creativity across the UK, NESTA,
March 2015, page 4

11 Prism – latest news and comment on Prism the national
securit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program oper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The Guardian,
accessed 11th July 2016
12 Leaks, Wikileaks.org, accessed 11th July 2016
13 Hilary Clinton Email Archive, Wikileaks, 16th March 2016
14 The Panama Papers – a torrential leak,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9th April 2016
25

此外，不断扩大的网络数据传感器设备将通过物联网扩
2015 年 8 月，国际图联获取信息的自由和表达自由委员
会发表图书馆环境隐私权声明 15，其目的是为图书馆和
信息服务提供指导，并描述了当前对于用户隐私权面临

大现有的风险挑战。也有人担忧，在现有的环境下，那
些拥有高度开发能力获取数据的公司将拥有潜在的市场
优势能力。

的挑战，以及相关国际法方面的文献和国际图联现有的
政策。该声明还为图书馆在潜在的宣传保护隐私方面提

也有证据表明，经常会出现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数据

供了一系列的建议和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

被出于商业目的被分享出去或者被使用。许多网址、网络平

图书馆用户的隐私。

台和申请平台需要用户的同意，经常会弹出“我已同意以上
条款”，然而，仔细审视下，这是否是一项知情同意行为

隐私、数据保护与知情同意观念
世界上许多成功的和快速发展的在线业务都严重依赖于消费
者的大量个人数据。反过来，消费者免费享受数字服务和个
性化的有针对性的广告。利用消费者数据的价值也逐渐传播
到其他商业领域从而开发更多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虽然这
些服务往往会给消费者和用户带来额外的价值，但是个人信
息也非常有可能面临泄露的风险。由于大量的数据收集方法

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2015 年 5 月一项广泛的调查 18 显示，事实上，只有
0.05% 的用户真正阅读了所谓的阅读条款。并且，即使那
些阅读了阅读条款的用户真正花费在告知条款的时间也不
会超过 60 秒。该报告 19 统计了如若用户真正阅读每年所
访问的每个网站的阅读条款，所花费的时间总计将近 80
个小时。

不一致，未经授权或者非法的途径侵入个人信息安全，个人
信息数据安全和保护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
可以认为，一个不断增长的商业数据实践和个人隐私的
期望之间的错位，可能会对未来全球信息经济产生威
胁。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和最有效的未来的经营模式
正在探索，诸如政府和公司都依靠持续的公众信任的数
字参与机制，这一做法可能会引起关注。2016 年 11
月，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发布一个征求意见稿 16，关于
保险公司使用大数据分析来区分不同类别的客户的能
力。2016 年 5 月，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发布了一
项调查 17 结果表明：持续的隐私和安全问题可能会对网
络经济产生“冷却效应”。

15 IFLA Statement on Privacy in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IFLA, 20th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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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all for Inputs: Big Data in retail general insuranc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November 2015, pages 10-12
17 Lack of Trust in Internet Privacy and Security May Deter
Economic and Other Online Activitie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13th May 2016
18 Personal Data and Privacy – Final Report, WIK-Consult,
26th May 2015, page 2
19 Ibid; page 2

不成熟的数字足迹

趋势报告于 2013 年发布以来，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

趋势报告讨论中还提及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方面，即年轻人因

“网络松绑效应”。24 这个概念是用来描述许多人通过

永久性地无法消除的数字足迹联系在一起而面临的问题，这

网络匿名、分队疏远、远程获取、网络授权等诸多方式

一问题也为年轻的竞选人、学术界和记者所关注。这些数字

为自己创造一个网络空间。这也就为诸多用户提供了非

化信息将会存储先前所发表过的错误观点、不愉快的经历和

真实网络交流的方式，使人们采取在真实的面对面环境

不成熟的处事态度。20 正如时任谷歌运营总监的埃里克·施

下不太可能采取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网络犯罪诈骗

密特所说，年轻人应该有权利在成年之际更名，以保护自己

25、著作权侵权、非法物品交易等。26 在此基础上，另

不受成见的损害。21

一些研究 27 表明，网络匿名对于网络暴力、种族或性
别歧视也起着不可推卸的作用。去年英国伦敦学习网研

2013 年发生在英国的一个例子：17 岁帕里斯·布朗（Paris

究显示，在 3-9 岁的儿童中调查显示，22%的儿童曾遭

Brown）辞去了担任肯特警察局长青年顾问的角色，起因

受过网络暴力，大部分是通过游戏或者移动设备。28

就是媒体曝光了她之前的推特，旧推特上充斥着与酒精、
性、毒品和社会负面刻板影响的信息。22 另一个颇受关注的
例子是 20 岁的马哈利·布莱克（1667 年以来最年轻的议
员，于 2015 年 5 月当选）。她因为自己发表的有关酒精和
不喜欢数学的推特而广受媒体批评。23

网络松绑效应也可能影响后续的离线操作的个人。近年早
初，英国国家犯罪局揭示了一批数据，近五年，通过网络约
会平台见面的男女双方，第一次见面就性侵犯的数据上升了
六倍。29 英国国家犯罪局官方指出，有很大原因是两人起初
的约会通过在线虚拟环境交流。30 网络的初始交流让彼此双
方感到亲密，感到信任，可能导致双方认为彼此的见面时没

在传统的文字信息领域与现代数据信息隐私之间是否应该互

有风险的。31 更有甚者，初始网络匿名更容易使人情感真实

相连接起来，这就引起了探讨的必要性。例如如何有效的实

袒露，以至于当双方第一次见面时，更加容易错误认为或者

践管理过多的在线认证步骤以及如何有效的控制私人数字空

更高估对方的真实情况。

间与工作空间的界限问题。

4. 超连接的社会将聆听并赋
予新的声音和群体以力量
拉丁美洲的趋势报告讨论确定了潜在的图书馆利用超连接作
为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用以减少社会的脆弱性和不平等。
这一工具可以通过使用数字和移动平台，以提供针对特定需
求的弱势群体的服务，这些群体包括：妇女，残疾人和移民
群体。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区域连接的限制和差异方
面，这也有可能存在障碍。

24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John Suler,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ur, June 2004
25 National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Serious and Organised
Crime 2015, National Crime Agency, June 2015
26 The Rise and Challenge of Dark Net Drug Markets, Julia
Buxton & Jim Bingham, Swansea University and the
Global Drugs Policy Observatory, Policy Brief 7, January
2015
27 Cyberbullying: Review of an Old Problem Gone Vir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July 2015; Embodied
Harms: Gender, Shame and Technology 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in Cyberspa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arch
2015; Cyberbullying, Internet trolls and their
psychopathic profile, Dorian Furtuna, Social Ethol Human
Instincts in a Modern Society, November 19th
2014; Trolling in asynchronou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from user discussions to academic
definitions,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Language,
Behaviour, Culture Volume 6, July 2010
28 London Grid for Learning E-Safety Survey 2015, Final
Report, page 15
29 Emerging new threat in online dating – Initial trends in
online dating-initiated serious sexual assaults; National
Crime Agency, 7th February 2016, page 5

20 Ministers back campaign to give under-18s right to delete
social media posts, The Guardian, Tuesday 28th July 2015
21 Young will have to change names to escape ‘cyber past’
warns Google’s Eric Schmidt, The Telegraph, 18th August
2010
22 Kent Youth PCC resigns after Twitter row, BBC News, 9th
April 2013
23 We enjoyed reading Mhairi Black’s NSFW tweets as a
teenager, The Independent website, accessed 6th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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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是，在线去抑制效应是否仅仅只是我们不断发展的

3D 打印的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3D 打印一直

数字环境的临时症状？基于此基础，我们也许可以理智的期

强调其作为商业和消费使用者的一个变革性的技术，然而，

望，互联网用户的一代人可以很好的拥有传统的文化标准与

据调查，3D 打印技术已言过其实。2016 年 1 月福布斯报

网络交流技术。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很好的

道，2015 年 32 标志着 3D 打印消费泡沫结束，许多供应商

进化为更高的标准，我们以及他人都可以很习惯数字交流。

撤销了先前的预期收入报表并且关闭了现存的消费产品。相

时间会证明一切。

反的是，福布斯公布，许多 3D 打印工厂却即将进入持续增
长的周期。

5. 新技术将改造全球信息经

作为这些预测的支持，2016 年 4 月，普华永道 33 预计，3D

济

年的超过 27 万亿美元。该项报告表明，3D 打印技术所要跨

3D 打印

打印技术的投资将从 2015 年的 11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9

越的门槛将会是由先进技术向传统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这就
更加坚信了美国将近三分之二的企业采用 3D 打印技术，
52%的企业期望 3D 打印能在未来 3-5 年在大批量的生产应
用。然而，仍有人关注其潜在的破坏性影响，22%的人相信

非洲论坛报告中指出，3D 打印技术是把双刃剑，即使一个
机会同时又是威胁。3D 打印可以促进国内加工业的新创造
力，同时提升非洲商业供应链的全球竞争能力，与此同时，
3D 打印也有可能摧毁大量现存的小手工业与就业者和供应

3D 打印将迫使他们重组供应链，另有 22%的人担心对知识
产权的威胁。34

共享经济

商。澳大利亚，3D 打印机被放在了图书馆触手可及的敌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发布后，所谓“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和

方，旁边提供的创意制造空间，协作学习空间和会议空间。

服务兴起，引起了全球商界领袖、政策制定者和媒体的关

在北美，一方观点认为，3D 打印设备置于图书馆，这对于

注。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共享经济可以启用一个越来越高度

支持当地企业、社区出版商和数字制造商，是非常有必要

连接的数字市场的地方，以产生创新的解决方案，用以破坏

的，然而另一方观点则认为，对图书馆而言，那些闪亮的物

过时的和垄断的商业模式和服务。2014 年普华永道的一项

品有和意义，我们需要思索 3D 打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报告 35 指出，全球共享经济可能会从 90 亿美元增加到
2025 的 3550 亿美元。

30 Ibid; page 7
31 Ibid;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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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8 Hot 3D Printing Trends to watch in 2016, Forbes, 12th
January 2016
33 3D Printing comes of age in US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PWC, April 2016, page 2
34 Ibid; page 2
35 The Sharing Economy – sizing the revenue opportunity,
PWC, 2014

除去夸张的描述，共享经济本质上是利用未使用或未充分利

区域链是目前最广泛被称为数字货币比特币 41 背后的基础

用的技能、时间、资产和资源 36。共享经济平台能够使用户

技术。该项技术于 2008 年由中本聪发明。应用区域链到新

借用或共享汽车旅行，车辆，电动工具，停车位，家庭和备

的交易或互易领域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创新和全球规模的转

用房间。无论何种情况下，这些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快速，

型。

有效地连接供应商与跨地区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在传统上不
会被主流商业商业模式所服务。

球数据库或“分布式总账”——同时运行数以百万计的设备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空中食宿网站”——连接租户与房
主的网站，房主需求租户或者租户寻求短租服务。去年华
尔街日报报道

37，“空中食宿网站”2015

区域链的核心资产在于信任。起初，区域链是一个巨大的全
和机器。该数据库是开放资源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但它
是受强大的数字加密所保护，用以确保此记录的永久性只有
被真正交易所更新并且不会被第三方操控或改变。42 这种创

年财政总收入

新的系统允许完全陌生的人互相交易，有保证的完整性和相

超过 9 亿美元，到 2020 年，预估 10 万亿美元。另一个

互信任，而非依靠诸如政府、金融机构或科技公司等强大的

著名的共享经济案例就是 Freegle 社交网络平台——再利

中介方。43

用或回收不必要的家庭用品；Zopa——对等的借贷平
台，可以使人们直接借钱给其他寻求借款的人，贷方获得

基于区域链的能力可以确定承保所有形式的信息和交易，一
些评论家预测，这将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重要影

更高的利率，借款人受益于比通过定期银行贷款低利率的

响。倡导通过运用区域链技术，我们的身份，知识产权，土

利率。

地所有权登记，商业合同，贷款，购买，资本市场，婚姻和
出生证都可以独立认证，得到维护和广泛信任。44 另一方则

值得注意的是，北美洲的报告讨论强调，图书馆可以被视为

认为，在有效管理日益复杂物联网的传感器装备与设备之间

“原始共享经济”。事实上其他评论者强调共享或合作经济

的相互作用方面，这种分散的信任发动机将是一个重要的资

中的活动和想法是不是才有的，纵观整个历史上，人们已经
建立了成功的围绕租赁、交换项目。在这个交易中最近改变
的是技术的能力，它可以使人们能够轻松地连接和相互合

产。452016 年 5 月，IBM 发表一份报告 46 指出，区域链技
术将成为一把钥匙，能够起到认证和安全交易的推动者的作
用。

作。在英国，NESTA 认为这一 38 新的合作经济将会成为全
球转型的一部分。如果这些预测的变化出现，它有可能逐步
更新进化我们的传统的商业理念，价值观，交流和社区。

区域链
趋势报告发布后，我们也目睹了关于区域链技术的未来
潜力的激烈的辩论。2016 年 4 月在国际图联主席唐
娜·席德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区域链技术引发更
加快我们信息化环境的步伐。39 创新专家唐·泰普斯科
特女式阐述了现有的创新：诸如：大数据、物联网、机
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很有可能被区域链革命所转
型，在我们的全球社会和经济中产生了一个范式转变。
40

36 Unlocking the Sharing Economy – an independent review,
Debbie Wosskow, November 2014, page 14
37 The Secret Math of Airbnb’s $24 billion valua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7th June 2015
38 Making sense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NESTA,
September 2014, page 7

39 Building the agenda and making it happen, closing
address to IFLA President’s meeting, Toronto, Canada, 7th
April 2016, page 1
40 Blockchain Revolution, Prosperity in the Second Era of the
Digital Age, Don Tapscott, IFLA President’s Meeting,
Toronto, Canada, 8th April 2016
41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Bitcoin.com
42 Blockchains –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sure about things,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31st October 2015
43 The impact of the Blockchain goes beyond financial
servi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0th May 2016
44 How blockchains could change the world, interview with
Don Tapscott, McKinsey & Company, Ma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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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采用的区域链速度仍不清楚，但它可以提
供一个值得信赖的记录信息。正如去年十月的经济学家报纸
所提出的，“区域链显然有可能改变企业和人合作的方
式。”47 同时，“通过提供一种设置过去和现在的密码的方
式，他们可以使未来变得与众不同。”48

45 IBM looks to Bitcoin blockchains for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Computer Weekly, 22nd January 2015
46 Blockchain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2.0, IBM, 12th May
2016
47 The promise of the blockchain – The trust machine,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31st October 2015
48 Blockchains –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sure about things,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31st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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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结论与图书馆员将来应
考虑的关键问题
国家和区域趋势报告讨论中的
主要议题
这部分总结了在国家和地区趋势报告讨论和案例研究中涉
及的另外一些重要议题。特别关注没有在前面评估五项国
际图联趋势的部分中提及的议题。

图书馆的角色
在 30 个国家与趋势报告相关的讨论中，对图书馆未来角
色的讨论十分激烈。对于图书馆需要适应时代和不断发
展，以便能为更广泛的受众提供服务，这一点取得了总体
的共识。讨论中有担忧认为，图书馆可能失去其在信息素
养、知识产权和数据管理方面所具有的自然而然的标兵作
用。与此同时，在拥抱新技术提供机遇和维持服务现有受
众的功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一个普遍的结论是，图书馆应仔细审视并跟踪资助人不断
发展的需求，并做好据此放弃、重新创造或升级图书馆功
能和服务的准备。另一项议题关于图书馆员将传统图书馆
原则应用到变动不居的世界中的重要性。信任、中立、信
息的免费和平等获取和言论自由均是图书馆品牌的重要特
点，应在变化的环境中成功地加以实施。这些元素应集合

讨论中认识到，大多数图书馆正同时成为实体和虚拟空
间，这为同时维护实体和数字设备和服务构成了挑战。进
一步还考虑到，随着图书馆服务逐步数字化并可远程访
问，对保护图书馆实体地址的商业案例的关注日益增长。
由此引发了针对如何有效利用图书馆独特的社会和参与角
色的讨论。同时，随着服务和功能越发向数字领域转移，
社会更倾向看中不能数字化的体验价值，包括面对面的合
作和直接的人与人接触。这无疑成为实体图书馆服务的一
项独特的卖点，应在制定将来服务时加以考虑。

技能、设施与经费
趋势报告讨论明确强调了技能，既包括资助人所要求的获
取新的数字服务和机会的技能，也包括图书馆员所需的在
变动的信息环境中完成其使命的技能。我们注意到有趣的
一点是，趋势报告引发了这项讨论，而与此相关，奥地
利、澳大利亚和爱沙尼亚图书馆协会均采取了直接的行
动，更新其图书馆专业的课程，将新的数字能力，包括大
数据管理、隐私和数据安全融入其中。这些结论在 2016
年 4 月举行的最近一次的国际图联主席会议中得到了响
应。国际图联主席唐娜·席德在会上强调“图书馆员个人的
不间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拥抱新事物的同时“放弃
旧的做事方法，无论我们觉得这些方法多么舒适”的重要
性。50

到一起提供服务，从而能在图书馆所服务的数字化和实体
社区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包容和机遇平等。2016 年 4
月的国际图联主席会议强调，在确保图书馆成为发展引擎
和社区基本设施方面还需做更多工作。49

49 Building the agenda and making it happen, closing
address to IFLA President’s meeting, Toronto, Canada, 7th
April 2016,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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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区的讨论中均提到了数字连接和设施的缺陷，这已
构成提供虚拟图书馆服务越来越大的障碍。讨论中还提
到，虽然资助人越来越希望向通俗化施加压力，迫使其转
变和发展期服务，但对图书馆的传统角色的印象在政治上
占主导地位，这可能阻碍图书馆获得新的经费来实现这一
目标。一项关键结论是，图书馆应通过可接受、具有说服
力的政策文件，用所取得的成绩，辅以数据和证据支撑，

穿针引线，描绘未来图书馆战略
2015 年 8 月在开普敦举行的主席选举会议上宣布建立国际图
联改变日程。这些讨论的内容和结论对这一日程非常关键。
根据国际图联趋势报告相关讨论，国际图联改变日程 52 号召
信息专业人员从以下四个关键层面采取分段式的战略方法：
1.

更有效地进行宣传。

个人层面。要成为 21 世纪成功的图书馆员，就必须持续
地学习，重新设计的图书馆教育项目为此提供支持，帮
助他们适应、更新和转换他们的职业。

战略协同与合作
2.

组织层面。图书馆员必须将机制性改变纳入其所在的机

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之上，另一项共同的议题是在图书馆员之

构中，突出交流和社区动员的新技巧，建立对未来清晰

间培养更加紧密的战略协同与合作的重要性。在地区和国家

的图景。

层面均认为图书馆应在彼此之间、与城市机关和社区的利益
相关者之间，就包括技能、政策、信息技术服务和设施等更

3.

传方式，确定、分析和处理政治和立法方面阻碍图书馆

广泛的问题进行互动。国际合作的关注点集中在更大的宣传

满足其社区需求的障碍。

图景上，包括隐私、版权、言论自由、信息的免费和平的获
取。讨论认为，建立全方位的战略，使图书馆能在越来越数

国家层面。采用有针对性、协作性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宣

4.

全球层面。用同一个声音建立图书馆的全球视野，由国

字化的社会中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是所有层面上潜在合作

家协会和强大的国际图联提供支持，建立国际政策框

的宝贵财富。作为国际图联主席，唐娜·席德在 2016 年 4

架，提供长期和可持续的信息环境。

月国际图联主席会议闭幕演讲中说道：“我们将携手创造未
来的图景……那时每一位图书馆员都将高兴地看到，他们每
天都在为人们过得更好而做出贡献。”51

国际图联改变日程特别为支持在趋势报告讨论期间，图书馆
员提出的设想而设计。趋势报告的讨论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
在全球图书馆生态系统中多重层面上分享智慧、经验、技巧
和最佳做法的框架体系。日程同样也是以尊重信息获取自由
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行动框架。日程的预设基础是，对于图
书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价值观为其赢得了，也将继
续争取到全世界人们的信任。

50 Ibid; page 2
51 Building the agenda and making it happen, closing
address to IFLA President’s meeting, Toronto, Canada, 7th
April 2016,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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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Building the IFLA Change Agenda, IFLA, 20th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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