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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
Drexel 大学图书馆 2012-2017 年战略计划
Drexel 大学图书馆著

张丽华编译

一、访问
确保 Drexel 大学多元化的社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获取思想与权威信息资源，
以促进学习与学术研究，并服务于社会。
 设计并实施能够反映获取已发表信息的需求的馆藏管理策略，以支持本校教学、学
习与研究。
 开发工具以简化本校及校外多种馆藏的获取路径。
 协同为本校数字文化中的信息生命周期建立一整套基础设施并为其提供支持服务。
 保存与管理有关本校历史传统的文件和文物，包括独有档案、机构记录和学术成果。
“图书馆帮助我们向用户传递历史馆藏资源以满足其需求。如今，用户越来越期望能在
任何时间在线访问任何地点的馆藏资源。由于用户持续增加，我们期待开展新的合作项目，
以能够提供额外的方式来获取这些独有资源并与之交互。”
——Drexel 大学医学院遗产中心档案保管员 Margaret Graham
二、连通
通过各个知识社群的专家指导、权威出版物与独有数据资源，加深本校与学术界的联系。
 为学习者介绍未知的学术信息。
 支持教师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技能的努力，使学生深入钻研所学专业。
 使学者能够有效管理其信息来源与资源数据。
 运用专家指导、分析工具与资源，节省管理者的时间以确认和定位用于决策的信息。
 通过认可校园知识和创意生活，进一步确立本校在学术世界的地位。
“我一直都知道图书馆是联结知识的地方，但是 Drexel 大学图书馆通过新技术的运用，
将整个校园的全部个体相联结，以推动和发扬我们的学术研究——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数字
方面的新发展。”
——Drexel 大学工程学院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副教授兼媒体技术副院长 Youngmoo Kim 博士
三、环境
在实体和网络空间构建学习环境。
 改造现有图书馆空间，将其作为自主学习的校园环境，学习者在这里相互交流，并
可接受图书馆员及其他教育者的专业指导。
 将用于支持独立学习与群组学习的图书馆指导嵌入到校园的实体与网络学习环境
中。
 建立一个可操控与体验包含多种素养与信息技术的应用的焦点区域，以发现本校独
有档案与数据，并创新数字学术研究与表达。
“相比传统图书馆，‘学习平台’具备更为活跃的环境和更多的精力。你可以告诉人们一
起工作远胜于坐在某处读书。人们使用白板完成作业、分享艺术作品。许多学生去到那里就
是为了相互交流。”
——Drexel 大学建筑工程专业本科生 Christopher Baccash
四、组织
模拟一个企业化的协作型图书馆组织，能够有效利用校内外资源服务学生、优化教学并
支持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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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一个能够培养管理者领导能力及员工专业知识的学习型组织。
 运用用户对于最佳实践及其他数据的需求表现来管理图书馆。
 与其它学术支持者共同开展协作式服务，优化校园知识储备。
 寻求外部支持以推进此项工作。
“能够致力于本馆的组织转型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由战略方向衍生出众多职业发展机会
颇令人振奋。在努力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员工将获得新的技能，并巩固学习、服务与推
广的坚实基础。”
——Drexel 大学图书馆学术合作部负责人 Elizabeth Ten Have
编译自：Drexel University Libraries Strategic Plan 2012-2017.
http://www.library.drexel.edu/strategic-plan/strategic-initiatives [2012-12-09]
（宋菲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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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察】
对著作权法的三种误解以及从何处着手修正
共和党研究委员会著

史海建编译，

此篇文章分析了美国现行的著作权法，重点研究了对著作权法的三种误解以及可能的改
革，以促进私营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并形成一部更加坚定地基于宪法原则的著作权法。
1. 误解 1：设立著作权的目标旨在为内容创建者给予报酬
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即宪法支持当前的保护著作权的法律机制。事实并非如此。有关
著作权和专利的宪法条款规定是：
“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实用
艺术之进步；”（第一章，第八节，第八款）
因此，依据宪法，著作权法的最高目标在于“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之进步”，换言之，带
来生产力和创新的最大化。
但现实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大部分著作权议题讨论中，尤其是著作权保护期延长议题中，
并不以公共利益或者促进生产力和创新为前提进行讨论。相反地，却以作者“应得”什么或“有
权享有”什么为前提。以作者专有权为讨论前提在税收或贸易保护领域是恰当的，但用在专
利和著作权领域是不恰当的。
严格来说，从著作权和专利的宪制基础来看，针对著作权/专利改革的立法讨论应基于
如何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之进步”的最大化而不是“应得”经济报酬。
2. 误解 2：著作权符合当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著作权几乎违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每一信条。在当前的著作权体系下，内容的生产者有
权获得内容垄断，且这种垄断是受保障的、由政府制定并资助的。
之所以是受保障的，是因为著作权在作品出版后自动获得。
著作权体系由政府实施和管理，并受法律支持，允许对侵权行为的巨额索赔。这里所说
的巨额赔偿不是传统的侵权责任法律赔偿，而是相对于对著作权生产者造成的实际损失来说
极不成比例的赔偿。例如，Limewire 被起诉赔偿 75 万亿美元，根据著作权法案第 504(c)(1)
节，此巨额赔偿却是合法的。这项可能的判决比自 Edison 于 1877 年发明留声机以来整个音
乐唱片行业赚的钱还要多，与经证实的对唱片行业带来的实际“损失”极不相称。但是，政府
就是通过国会制定这样专制性的法定损害罚款来遏制著作权侵权。
另外，这是由政府补贴的垄断的另一种形式。著作权法违反者可能面临监禁，而政府机
构有责任审查著作权违反行为并制止这些行为。无论这个决定本身的对错，但是，这是政府
来对那些或许被认为被“偷走”的资产的损失进行补贴的形式。政府也会以相同的方式补贴其
他一些产业，但重点在于这不是一种严格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
3. 误解 3：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带来了创新和生产力的最大化
有充分的理由给予著作权以大力支持，对此我们的父辈们都了然于心。18 世纪，著作
权侵权行为就已经很普遍了，尽管与当前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规模和范围不可同日而语。事实
上，当时的大英帝国对其殖民地国家中猖獗的文学领域盗版行为相当愤怒。
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的开国元勋在宪法中写入了保护内容的条款。但他们知道这种政府
设立的垄断需要非常大的代价。所以，需要均衡考量各方利益以确保我们整体上拥有最高的
生产力。
3

若是没有著作权保护，就没有足够的刺激鼓励创作者创造新的内容——没有能力为他们
的作品支付报酬。而若拥有太多的著作权保护，如超过刺激所必需，它也会极大地扼杀创新。
另外，过多的著作权保护也会导致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行为”（rent-seeking），这是一种会
破坏整体的经济生产力和潜能的非生产性行为。
这种恰如其分的平衡——不多也不少——正是开国元勋考虑到的“给予一定期限的保
障”。
那么著作权法的当前状态呢？
1790 年的著作权法案，即第一部联邦著作权法案，其目的在于“鼓励学习”，它规定作
者拥有对其作品“印刷、再版、出版和出售的独有权利和自由”长达 14 年内，而且有权利再
次申请 14 年的保护期，只要著作权持有者仍然在世。这应该就是父辈们写入宪法所考虑的
“一定期限”。渐渐地这个期限开始延长，现在的著作权法几乎与授权给它的宪法规定没有一
丝相似，也几乎与开国元勋创立的该权利概念不相干。
最初的著作权法：14 年，若作者仍在世可以再续 14 年。
现在的著作权法：作者的有生之年及死后 70 年；对于集体作者，自作品创建后 120 年
或出版后 95 年。
对当前著作权法的批判指出，著作权保护的期限甚至可以不断地被延长，以保证作品绝
不会真正地进入公共领域，比如第一部出现米老鼠（Mickey Mouse）的 Walt Disney 出品的
电影 Steamboat Willey。如果这成为事实，即著作权可以被无限期地延长，那么仅在“一定期
限内”提供保护的宪法第一章第八节第八款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作废了。
我们是否已经面临过度的著作权保护？
是的，联邦政府变得太庞大，而我们的著作权法是联邦政府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张的一个
病症。
现在的著作权法法律体系被许多人看作是企业福利的一种形式，这种福利损害了创新和
消费者的利益。它是挑选赢家和输家的一种系统，而输家往往是那些本能够生成新财富和附
加价值的新兴产业。坦白说，我们可能无法知道它究竟如何损害创新，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当
前体系下不能生产什么。但我们可以确定，现有的著作权法已经带来了如下不利：
A. DJ/混音产业发展迟缓
许多国家都拥有成熟的 DJ 以及混音文化，但是作为世界上主流的内容创建者之一，美
国却远远落后，这令人相当困惑。DJ/混音文化是一种民主化体制，在该体制下，积极主动
的人可以基于绩效进行竞争。在其他国家，每个拥有一台电脑和“虚拟 DJ”软件的人都可以
重新合成各种各样的歌曲，以才能论输赢。因此，土耳其及其他国家 DJ/混录市场蒸蒸日上。
这些 DJ 歌手将其内容放到网上或者出售混音磁带（不再是磁带）
，通过这种任人唯才的体
制来进行持续创新。
然而，在美国，这种文化严重滞后。
在美国，DJ 主要是现场表演者，因为法律对他们能够作为混音磁带发布和出售的内容
设置了非常繁杂的限制。对于他们可以采样歌曲的哪部分也有复杂的规定，经常需要律师介
入才能避免巨额的罚款或者诉讼。因此，在美国，大多是高端 DJ 现场表演者大行其道，而
低端 DJ 出售的“真实的”混音磁带是非法且不受鼓励的。这扼杀了很多个体艺术家们进行创
作或出售混音歌曲的动机。
这并没有使混音市场销声匿迹。创作者可以对自己的歌曲进行混音，而大部分 DJ 或其
他艺术家需要支付高达每首歌 10 万美元左右的版税才能够合成其他人的歌曲。这一费用使
大部分普通 DJ 合法地发布其混搭或合成歌曲成为天方夜谭，也就催生了一个地下的混音黑
市，如果使其合法化，混音市场就不会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由于新混音不能替代原歌曲，而只是对其进行补充，甚至可能会增加原歌曲的销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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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这类资源的生产视为非法行为则严重地阻碍了整体生产力的提升。
B. 阻碍科学探索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著作仍然在著作权保护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大多数科学著作的
目的在于促进知识探索，且大多数作者的目标是推进本领域的发展及其著作在其他出版物中
的引用。许多针对科研人员的评估是基于其主要作品的被引量的。出于这些原因，将这些作
者的作品进行保护会使大部分作品的目的落空。
显然，这些创作者需要从自己的研究中获取报酬，但在 14 年后，大部分（如果不是全
部的话）作品的收益能力已经被耗尽，此时的最高目的应该是保障这些作品能被其他人获取。
尽管在法律中对那些出于善意的例外而使用这些资源有免责条款，但对于盈利性机构来说，
要使用已出版的期刊文章仍然需要与内容生产者就报酬进行协商。
然而，如果这些较旧的文章在一段合理的期限后可以在 Google Scholar 上由任何人免费
获取和使用，那么这将极大增加科学知识的可用性和利用率。
C. 抑制公共图书馆的产生
我们国家许多最具智慧和最成功的人往往都是自学者，在传统学习过程之外，它们如饥
似渴地广泛涉猎感兴趣的知识。1731 年本杰明·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成立了第一个
公用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可以使得信息实现民主化。现今公众可获取的信息的绝对数量是
1990 年的好几倍，更不用说与 1970 年相比。但如今仍有数量庞大的知识被“封锁”在实体书
中而无法通过网络获取。
古腾堡计划正试图改变这种状态，它要建立一个知识库，将不在著作权保护期的图书收
集起来供公众阅读和下载，其最终目标是要为所有人提供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知识集成，用
户只需轻击鼠标即可获得。
但是这一知识汇集的时限被阻止在 1923 年前，因为这个时间以后的许多内容不属于公
共领域。可以想象，如果 1920-1980 时期的书籍也能够包括在内，那么会带来多么大的学术
潜力：中学课堂上指定使用的所有书籍都能够下载至学生的 Kindle，不需要从书店购买；学
习的门槛成本将几乎为零，由此会带来更大的学习潜力。
从技术角度看，书籍的数据量非常小。例如，Kindle 存储器里的每本书都能够装在任意
一个消费者的硬盘上，因此，几年之后可能在技术上就能实现只要点击鼠标，就在我们的电
脑或 IPAD 上拥有所有书籍（尽管这并不一定值得，因为你可以在需要它们时直接从网上获
取）
。
D. 阻碍增值产业的发展
尽管当前的著作权范式对于内容生产者有益，但它无助于其他产业的产生。在现有媒介
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增值产业。例如，如果电影、电视节目和书籍在出品 30 年之后进入
公共领域，我们将看到许多利用这些媒介的新产业迸发来提供全新的体验，比如：
a. 阅读一本有弹出式文本的书籍，弹出的内容是既定话题的补充资料。
b. 观看一部有“VH1 弹出式视频”附件的电影，附件提供细节和相关信息。通过提供评
论和分析，可能产生成千上百的粉丝创作的分析《星球大战》的内容。
E. 惩罚了正当的新闻和监督
这可能是当前的著作权法造成的最极端、也是最不能接受的影响。在当前的著作权法律
体系下，诸如备忘录及其他文档的书面资料的创建者，在试图隐藏能证明其有罪的信息时，
可以辩称其拥有著作权。尽管这些资料可以在诉讼中提交法院，但在媒体上或通过监督组织
发布这种信息常常是违法的。
设想如果二战期间某一著名的华盛顿智囊团发布了一篇备忘录，是有关赞同纳粹和
Adolph Hitler 的主题。它很可能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布的，那时的备忘录目前几乎绝迹，
它很可能渐渐淡出历史，永不被记起。但如果有记者或政治组织找到了这些备忘录的副本，
5

那么它们可能仍然会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如果那位记者或是政治组织将备忘录作为该智囊团
支持纳粹和 Adolph Hitler 的证据放在了网站上，那么他们将会因侵犯著作权而承担重大的
赔偿责任。该智囊团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对他们提起诉讼或是威胁他们以避免该份备忘录公
之于众。
这是对著作权的一种令人厌恶的利用，而以这种方式利用著作权（为阻止监督和隐藏能
证明其有罪的信息）的实例却数不胜数。这并不是著作权的目的，而且如果新闻界能够向公
众提供这类信息，我们的民主功能将达到完美状态。
可能的政策解决方案
A. 改革法定损害赔偿
侵犯著作权必须承担法定损害赔偿，这是大部分著作权所有人在诉讼中可以且确实使用
的（而不是证明实际损害）
。政府设置了一个赔偿范围——每次 750 美元到 3 万美元——但
如果该侵犯是有意为之，则可以升至 15 万美元。而有证据显示，几乎每个著作权持有者都
声称侵犯是有意为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罚款数额是针对单次侵权，这些价格放在商业环
境中可能是合理的（尽管如此，这些价格也很高），但在每人都会在家中拷贝一些资料的世
界中，你的 iPod 可能使你承担 10 多亿美元的赔偿的这种观点太极端。
而且，该体制造成了法庭的严重堵塞，因为著作权持有者如今意识到，他们可以控告任
何有所侵权的人，并可以就每次侵权都索要 15 万美元的赔偿。事实上，大部分人最终都只
获得了少于 15 万美元的金额，如 3000 美元。索要高额赔偿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就范，但这不
应该是著作权法应有的作用。
著作权赔偿应该是为补偿著作权持有者的利益，而不应是为了惩罚。与侵权改革的其他
形式不同，改革该进程是联邦侵权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属于联邦特权。
B. 扩大合理使用
目前，关于哪些使用是符合司法规范的合理使用还有些混乱。例如：模仿被认为是受合
理使用保护的，但讽刺却不是。有一本名为 Infringement Nation 的书（和一篇较短的文章），
详细地描述了你每天所做的一些事是如何侵权的，照其所说，每个人每年因侵权要承担数以
亿计的赔偿。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29151）
。
C. 惩罚虚假的著作权申索
由于如今对于虚假著作权申索只有很小的或者几乎不存在的惩罚，虚假的要求从网站上
撤除有关内容的请求司空寻常，对合法言论有寒蝉效应。尽管提出撤除请求的人必须作伪证
宣誓，但这只是针对该作品是否属于他们、而不是针对该作品是否真的被侵权。法庭表示，
只有著作权人是出于“主观恶意”时，才能因虚假撤除请求被制裁。这常常造成事实上的内容
禁止。
D. 严格限制著作权保护期限，并限制保护期限的续展
由于上文已列举的种种原因，著作权在宪法中的概念只是就一定的保护期限而言。宪法
制定者们对著作权保护的期限限定在 14 年，如果作者在世，那就可以继续延续 14 年。
由于前述消极影响，当前的公共政策应设立一些限制来阻止公司无期限地续展其著作权。
和许多其他政府收入形式不同，通过抑制具有消极外部影响的活动来产生收入是政府负担其
运营的一种方式。相比于通过税收方式抑制作品续展来说，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以下是一些相关建议：
a. 为所有履行登记手续的新作品提供为期 12 年的免费著作权保护，且所有已有的作品
的保护期限在改革立法通过后全部更新为 12 年。如果现在通过的话，这意味着新作品拥有
著作权直到 2024 年。
b. 可选择的续展 12 年著作权，但需要支付首个 12 年内在全美销售收入的 1%。
c. 可选择的续展 6 年著作权，但需要支付前一个 12 年的收益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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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选择的续展 6 年著作权，但需要支付前一个 6 年的收益的 5%。
e. 可选择的续展 10 年著作权，但需要支付所有收益的 10%。
根据这项建议，所有的著作权保护在 46 年后都将终止。虽然将著作权保护从 36 年延长
到 46 年，这也形成了著作权保护终止的结点。但是这条建议主要是阻止无限期的著作权续
展。
结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设立著作权（和与之相对的专利）有着合理的目的。著作权能够确
保有足够的刺激来鼓励内容生产者创建内容，但国会现在建立的过长的著作权期限造成了一
笔不合理的费用。开国者在宪法中明确地指出是一定的期限，而不是无限期的垄断。
很难论证作者寿命加上逝世后的 70 年是一个恰当的著作权保护期限，相对作者寿命加
上 50 年的内容保护期限，作者寿命加上 70 年的内容保护期限能够给予内容生产者什么样的
新动力呢？在我们已经达到收益递减点的地方，我们必须清楚这些政策对市场产生的已知的
和可预测的影响。只有将著作权法恢复到切实基于宪法的状态，我们才能知道到底会产生多
么大的影响。
当前的著作权法不仅仅是扭曲了一些市场——确切地说，它破坏了整个市场。
编译自：RSC Policy Brief:Three Myths about Copyright Law and Where to Start to Fix
it.
http://ke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rsc_policy_brief_--_three_myths_about_copyright
_law_and_where_to_start_to_fix_it_--_november_16_2012.pdf[2012-11-16]
（姚伟欣，齐燕，周玲玲校对）

关于澳大利亚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价值调查
健康图书馆公司和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著

魏蕊编译

一、介绍
澳大利亚乃至全球的健康图书馆都面临着资金削减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健康图书馆公
司及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ALIA）合作开展澳大利亚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价值
调查。
2012年，在第9届健康图书馆公司会议上公布了调查结果《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仍然
保持着活力与价值》，描述了近3年的情况：大多数的健康图书馆在印本/电子资源建设、员
工工作时间及空间方面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而用户及其向新型的电子资源方面转变的数量
在大幅度增加。
澳大利亚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急需增加投入，以维持提供给医疗从业者的高质量的服
务水平，调查显示这直接影响到了患者的康复效果。
我们希望同行们通过这份调查来支持图书馆与信息服务。
二、概述
（一）背景研究
2012年8月至9月期间，250人参与了旨在确定澳大利亚图书馆的价值与影响力的2项调查。
一项是对服务用户的调查，另一项是对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士的调查。调查结果证实了图书
馆与信息服务在服务传递、技术、空间及馆藏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还证实了雇佣专业图书馆
与信息专业人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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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作用
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提供必要的信息
 98%的用户有使用记录
 90%的用户借阅过图书
 86%的用户使用过电子资源
 64%的用户使用过印本期刊
2、提供专业帮助
 84%的用户接受过图书馆员的帮助
3、提供支持服务
 41%的用户使用过打印设备
 38%的用户使用过文献传递服务
 36%的用户使用过文献综述服务
 30%的用户接受过培训
4、提供设备
 70%的用户在图书馆学习
 69%的用户使用过图书馆的电脑
（三）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使用情况
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使用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技能发展
 66%的用户用于专业发展
 27%的用户用于教学/指导
2、服务改进
 58%的用户用于照顾病患
 12%的用户用于服务改进与规划
3、创新
 53%的用户用于个人研究
 11%的用户用于受资助的研究
4、诚信与管理
 5%的用户用于解决法律/伦理问题
 4%的用户用于审计
62%的用户请求图书馆和信息专家为其提供信息检索服务；75%的用户认为这样提高了
信息检索的质量，71%的用户认为这为他们节省了时间。
服务的使用取决于受访者的角色与职业。对于“服务改进与规划、法律/伦理问题、审核”
信息的低需求反应了只有少量受访者在其职责中负责这些问题。
一般来说，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满足了35%的市场需求，只有三分之一的潜在服务用户利
用了这些服务机会。
超过60%的用户认为近3年来图书馆用户数量增加了，平均增加了32%。
目前58%的与图书馆员的交流行为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近三年来面对面交流减少了75%，
电话交流减少了50%。这标志着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员提供服务方式的转变。有人担心将图
书馆服务越来越难以被用户及潜在用户所发现。
（四）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成效
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用户对过去1年对其有帮助的服务的看法。
1、技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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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的用户认为有助于他们的研究
 76%的用户认为有助于提高考试成绩
2、服务改进
 83%的用户认为有助于病人康复
 76%的用户认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改进了他们诊断或治疗计划。
3、创新
 95%的用户认为有助于他们发行新的有价值的信息
 86%的用户认为有助于跟进最新的临床进展
 82%的用户认为有助于改进他们的研究
4、服务成效
 65%的用户认为有助于确定他们的诊断/治疗计划
（五）用户服务满意度调查
对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图书馆员服务满意度：99%
 文献综述服务满意度：98%
 文献传递服务满意度：97%
 图书馆空间满意度：97%
 印本期刊服务满意度：97%
 电子资源服务满意度：91%
 图书馆网站满意度：85%
对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发挥的4种主要作用的满意度：
专业技能满意度：99%
设施满意度：94%
信息内容满意度：93%
信息服务满意度：93%
（六）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投入
近三分之一（32%）的受访者机构每年用于印本和电子资源的预算少于2万澳元；38%
的机构近3年的预算在减少；只有6%的受访机构在未来的1年里会增加预算；35%预计会下
降。尽管有90%的图书馆用户借阅图书、86%用户在过去1年里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还是
出现了预算下降的趋势。
图书馆人员配置水平近3年来下降了三分之一之多（35%），据报道平均一个机构减少
为42个人/时，已经略超过一个全职岗位时间。未来的12个月里，15%的机构估计会进一步
降低人员配置工时，只有3%的人认为将会增加。
30%的受访者认为，在过去的3年里图书馆空间已经萎缩。对有些机构这也许不是问题，
因为电子资源取代了印本资源所需的空间；但从对图书馆用户和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员调查
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需要继续订购印本图书和期刊。
近四分之三（74%）的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员认为，未来对图书馆网站的投入至关重要；
67%的人认为电子资源的投入很重要，而64%的人则认为对员工配置的投入很重要。从图书
馆用户角度来看，图书馆网站和电子资源服务的满意度是最低的。也有很多用户支持增加员
工数量和开放时间。
（七）问题
图书馆用户认为需要在技术、电子资源、印本馆藏、员工配置、访问图书馆服务及物理
空间的替代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
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员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减少员工会降低服务质量；印本馆藏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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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预算短缺；数字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可发现程度；印本馆藏的可持续性需求；未来的不
确定性；缺乏对高水平服务价值的了解。
在健康图书馆公司2012年10月19日第9届会议上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与会代表普遍认

为，应深入研究健康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作用，以获得更多的投资并支持高水平的健康组织
机构管理。
编译自：Questions of life and death——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value of health
library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Australia.
http://www.alia.org.au/advocacy/HLI-ALIAValuingHealthInformationServicesReport20
12Final.pdf [2012-10]
（高春玲 校对）

美国公共图书馆电子书使用报告（执行摘要）
《图书馆杂志》著

邓玉编译

公共图书馆，是我们本次调研中数量最多的图书馆类型。公共图书馆处在书籍出版商、
电子书供应商和图书馆之间拉锯战的前沿。严苛的定价、访问限制、来自数字版权管理的限
制以及当下众多格式和设备的泥潭，这些都成为公共图书馆必须面对的挑战。与此同时，对
电子书的需求正在激增，这种情况即使在经济的全盛时期那些资金雄厚的机构图书馆也未曾
遇到。图书馆方面正沉着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今年的调查发现，阻碍图书馆提供电子资源的力量有所增加。当涉及电子书问题时，
书籍出版商和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害怕盗版以及对长期业务模式的不稳
定性的担忧，已经危及了书籍出版商与图书馆之间原本友好的关系。在很多案例中，由此产
生的政策（尽管尚未发现诸如电子书盗版的问题）干扰了图书馆为其用户服务的能力。对于
出版商，这些政策可能会导致他们错失发现不可用书籍的机会，正如《图书馆杂志》概要文
件中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在过去的几年中，电子书大量地涌入公共图书馆，本年度的调查报告继续肯定了这一趋
势。正如去年所提到的，图书馆中的电子书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但是仔细观察今年的
调查数据，这似乎又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常态。技术革新进步的道路上铺满了先前“新常态”
的尸体。
1．绝大多数图书馆提供电子书
当下，几乎有九成的公共图书馆为其读者提供电子书，其余的一成中也有 35%的图书
馆正在增加此项服务的过程中。而不提供电子书服务的最主要原因毫无意外的是：“没有钱
购买电子书。”
三分之二的图书馆为了其电子书的采购而成为联盟特许计划的成员。现今普通图书馆已
经有 10000 种电子书可以向用户提供，这些电子书或者是自行采购的，或者是通过联盟集中
采购的。
电子书供给

2010

2011

2012

电子书供应量

1500

4350

10000

平均而言，公共图书馆为其读者提供电子书的服务历史已经有了 2.5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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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书流通量的快速上升
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流通量从 2009 年到 2010 年翻了一番，而从 2010 年到 2011 年竟翻
了四番。四分之三的受访图书馆表示他们见证了去年电子书服务需求的“大幅增长”。而这是
更多的用户获取到了电子书阅读设备、且图书馆方面获取并运营其电子书馆藏的结果。他们
预期本年度电子书的流通量还要再上涨 67%。
“传统资源在公共图书馆中的流通量正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下载电子资源的需求正与
日俱增。”
电子书流通

2009

2010

2011

电子书流通/使用量

5000

11000

44000

3．电子书分类
2012 年度，各种类别的电子书数量都有所上升，但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电子书表现尤为
突出。图书馆方面表示，这一群体的人们开始使用电子书的频率要远大与其他群体。
供应比例……

2010

2011

2012

儿童电子书

57%

76%

87%

青年人电子书

69%

80%

91%

尽管如此，大约四分之三的公共图书馆的馆藏中，成人主题占到了 74%，而少儿主题
的则仅占到了 26%。
很少有图书馆（4%）通过提供自行出版的电子书去填补馆藏的空缺，另有 27%的图书
馆在考虑这个选项。
“需求已经急速地增长了，我们不得不购买不知名作者的作品或是那些再版的书籍。”
4．电子书的使用人口统计
访问图书馆电子书资源最为活跃的用户年龄段在 25 到 44 岁之间，紧接着是 45 到 54
岁的年龄段。然而，去年增长最为迅速的用户年龄组却是青少年组。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因为
跨年龄段的电子书日趋增多还是因为图书馆方面批准了更多的资源。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当
下就是“90 后”的时代。
“电子书吸引了新一代的图书馆到馆人群。该技术为更好地探索知识和灵感开辟了新的
途径。”
5．电子书的格式与设备
每项调查都指出了这些相互之间呈竞争态势的电子书格式和设备之间的斡旋状况，以及
他们是如何妨碍进一步的需求和电子书获取的。现在是否有任何稳定性可言呢?
在公共图书馆中，ePub 格式仍然是最为首选的电子书格式，尽管相较于去年其占有率
有轻微下降。而增长突飞猛进的格式则是“优化的专用电子书设备”。每个圣诞节（或者生日），
更多的人会得到 Kindle 和 Nook，并会选择与之相兼容的资源。2012 年度，12%的受访者特
别写到会使用“Kindle 格式”。同样有所上升的格式还有“专为其他移动设备设计的电子书格
式”，这其中就包括了诸如 iPad 这样的平板电脑。iPad 模糊了这些分类；ePub 是苹果公司
iBook 的默认格式，但是 Barnes&Noble 和 Amazon 都有应用程序可以让用户在 iPad 上分别
阅读 Nook 和 Kindle 格式的电子书。
偏好的电子书格式

2010

2011

2012

ePub

44%

63%

61%

专为电子书设备设计

35%

4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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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书格式（例如：
Nook，Sony Reader）
专为其他移动设备设
计的电子书格式（例
如：Smartphone，iPod
Touch）

24%

23%

26%

PDF

42%

23%

18%

n/a

1%

12%

全文本 HTML

20%

6%

7%

其他

8%

1%

2%

尚不知晓，本社区未
提供电子书服务

23%

2%

1%

n/a

15%

11%

Kindle（AZW）

不知道

在公共图书馆中，专门设计的电子书阅读器和平板电脑成为了最流行的电子书阅读设备。
公共图书馆中的绝大部分电子书资源是被下载下来阅读的（89%），而非在线阅读，这一点
与我们在高校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中的发现相反。
偏好的电子阅读设备

2010

2011

2012

专门设计的电子书阅
读器（例如：Nook、
Kindle、Sony Reader）

52%

85%

90%

平板电脑（例如：
iPad）

n/a

n/a

66%

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移
动设备

n/a

61%

41%

个人笔记本/电脑/上
网本

61%

53%

33%

图书馆计算机

16%

4%

2%

其他客户端设备（例
如：iPad、智能手机
等）

36%

n/a

n/a

其他

2%

1%

0%

不知道

25%

11%

9%

大约 24%的公共图书馆允许用户将电子书阅读硬件设备借阅回家使用，然而有 4%的图
书馆仅允许读者在馆内使用设备。超过三分之一的图书馆正在考虑流通电子书阅读设备。大
部分会流通电子书阅读设备的图书馆流通的是 Amazon 公司的 Kindle。去年，原先的 Nook
是流通量最大的电子书阅读设备，但是现在已经让位于 Kindle 了。三分之二会流通电子书
阅读设备的图书馆也会预先在设备上下载电子书。
“我们的设备大部分时候都是被用来教会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
“用户对外借的其他电子设备的损坏让我们得再次思考这个想法。”
6．期望更多的电子书资金投入
在本财年，图书馆在电子书上投入的资金量较上年增长了 9%（2011 年 9500 美元，2012
年 10400 美元）
。这些只是中位数，因为就这个问题而言，平均值和中位值之间存在着非常
大的不同。我们认为美国公共图书馆本财政年度在电子书方面的总花费为七千九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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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花费占图书馆资源采购预算的比例预计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内翻倍。
服务的人口

电子书花费占总资源采购预算的比例
2011

2012

在未来五年

<25000

2.5%

5.2%

10.6%

25000-99999

2.9%

5.8%

12.7%

100000-499999

4.6%

7.5%

14.1%

500000+

4.0%

7.5%

14.5%

对于图书馆而言，一大挑战便是如何在维持原有的发达的印本及其他资源服务的同时，
扩大电子书馆藏。已经有逐渐增多的图书馆在从印本馆藏采购资金（或者是其他的资源采购
经费）中重新分配一部分购置电子书。
是否从实体馆藏采购
资金中重新分配一部
分购置电子书……

2010

2011

2012

是

38%

54%

68%

否

62%

46%

32%

7．购买条款
对于大多数的公共图书馆来说，“购买永久获取权限”仍然是最重要的购进模式，尽管“订
阅型”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增长。“批准一定数量的流通次数”这种模式也得到了增长。“用户驱
动的获取模式”的占有量翻倍，达到了五分之一，正成为最受优待的购进模式，因为它允许
图书馆仅对用户实际需要的文献付费。尤其是高校图书馆认为这是一种成本/效率比较高的
选择。
8．电子书使用的障碍
如有图书馆认为有一件事可以阻止用户使用电子书，那一定是“缺少可用的图书”。在本
次调查中，只有有限的数目、想要的图书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采购到，首次成为了最为重
要的电子书获取障碍，甚至超过了技术困难这一障碍。这主要是受了一些主要的出版商故意
拒绝批准图书馆获得电子书或是以高价出售电子书给图书馆的现实所影响。
公众获取电子书资源
的阻碍

2010

2011

2012

冗长的等待时间

n/a

52%

72%

电子图书有限

n/a

n/a

71%

需要的图书在图书馆
中没有

n/a

41%

60%

复杂的下载过程

45%

60%

55%

数字版权管理问题

37%

46%

49%

不了解电子书的可用
性

59%

49%

35%

电子阅读设备访问受
限

44%

38%

31%

没有和印本书籍并行
发布的电子书版本

n/a

24%

27%

缺乏培训

48%

37%

26%

查找/检索困难

37%

2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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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更偏爱印本书

34%

28%

22%

屏幕/在线阅读困难

21%

10%

5%

不兼容偏爱的阅读设
备

50%

80%

n/a

其他

8%

4%

4%

“电子阅读器已经成为了公众负担得起的物件，并且他们也愿意去购买一些书籍。在那
些初次的购买之后，他们会来到图书馆里找寻馆藏资源。要帮助公众理解为什么无法从图书
馆获取到足够多的资源。当工作人员试图向公众解释成本问题以及六大出版商中仅有两家在
和图书馆合作的现实时，一些公众显得很吃惊，而另一些人只是摇摇头走开。出版商必须要
和我们合作，而不是与我们作对。”
9．图书馆和他们的供应商
OverDrive、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和 Project Gutenberg 三家公司是公共图书馆的
首选电子书供应商，其中 OverDrive 占据了 92%的份额。
前五位的书籍供应商（可多选）
OverDrive

92%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35%

Project Gutenberg

22%

EBSCOhost（之前称作：NetLibrary）

20%

Learning Express

17%

在 58%的公共图书馆把 OverDrive 作为最为优先选择的电子书供应商，尽管有 32%的图
书馆表示“没有选择偏好”。诚如本调查的受访者评论中所写，图书馆方面一般不会钟情于某
一家电子书供应商，虽然现在存在的某些敌意源于其对出版商自身的感觉。
“我认为 HarperCollins 公司的‘限制流通模式’或者是 Freading 公司的‘成本/下载模式’都
可能是最为公平的。他们是很有希望被推广并成为标准的。我不喜欢 Random House 的‘x3
定价（x3 pricing）模式’——坦白说那是荒谬的。”
“不能访问大部分出版商的电子书资源，且那些能够访问的资源价格也暴涨，这些都严
重影响了我们向用户提供资源服务的能力。”
10．折扣
公共图书馆对其从电子书供应商处获得的折扣是否满意呢？
一点也不满意：47%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更有 33%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
仅有 2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且仅有不足 1%的人表示了“非常满意”。
“什么折扣？我们所支付的价格比其他的消费者都要高，且比我们直接支付购买印本图
书要贵得多。”
11．重要的供应商属性
对公共图书馆来说，最为紧要的属性是包括定价、提供选择和设备支持。处在第一位的
属性是：“公允的价格”，所有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它。“多样的资源和格式选择”紧随其后，有
99%的受访者选择。其后是“提供多种设备选择”和“用户友好的界面”。有 51%的受访者选择
了“基于云端的获取模式”这一项，这是今年新加入调查中的。
重 要 的 电 子 书 供 应商 属
性

2010

2011

2012

公允的价格

98%

99%

100%

14

多样的资源和格式选择

100%

99%

99%

提供多种设备选择

98%

100%

98%

用户友好的界面/易于图
书馆用户的使用

98%

99%

98%

用户服务

94%

96%

94%

合 适 的 从 订 阅 到 传 递的
周转时间

85%

90%

91%

管理客户端实用简便

82%

89%

89%

电子版和印本同步发布

n/a

75%

79%

供 应 商 为 图 书 馆 自 己的
图 书 馆 品 牌 运 营 一 个门
户

76%

79%

79%

可定制的搜索参数

49%

67%

77%

可用的员工培训

76%

80%

76%

联盟许可

56%

69%

72%

自由/及时地收到 MARC
记录，支持图书馆 OPAC
检索

68%

70%

66%

基于云端的获取模式

n/a

n/a

51%

可 从 印 本 书 供 应 商 处获
取电子书，对原有服务过
程有促进作用

34%

38%

40%

用户共享（例如，社交书
签、评论、投票）

n/a

n/a

23%

月 度 电 子 书 选 择 服 务的
实用性

40%

43%

n/a

用户个性化服务

43%

53%

n/a

12．结论
今年的电子书调查进一步说明“价格”和“选择”已经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的两大难题。对电
子书的了解和技术层面的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图书馆用户越来越知道如何去使用电子阅
读设备以及如何通过这些设备获取资源，但是出版商和供应商正成为用户利用电子书的本质
障碍。
是的，电子书是图书馆中的“新常态”，但是却比较脆弱。电子书是当下图书馆的一个强
劲的增长领域（我敢说也是出版商的增长领域）
，但是如果有人把这种增长视为理所应当的，
则可能在冒险。任何技术都可以被抛弃，例如 8 轨磁带、盒式磁带、软盘、家用录影带、乙
烯胶片，很快又出现了 CD 和 VCD。由于电视、互联网、视频游戏和社交媒体的作用，书
籍阅读本身，长期以来成为一种很容易被改变的消遣行为。伴随着书店的关闭，可供读者发
掘书籍和作者的商业空间越来越少，但是公共图书馆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发现空间。
公共图书馆对电子书的需求无疑是在不断上涨的，且图书馆正准备建构一种对用户和图
书馆双方都友好的使用模式。但是他们能支付的也就这么多。如若出版商和图书馆以及读者
能够达成更多的协议，确保能够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迅速地获取全面的资源，那么我们的明天
将会更好。
15

编译自：E-Book Usage in US Public Libraries.
http://www.thedigitalshift.com/research/ebook-usage-reports/[2012-10-28]
（尹春晓 校对）

【开放获取】
基于 OAPEN-UK 调查结果分析阻碍 OA 普及的原因
开放科研博客小组著

左丽华编译

OAPEN-UK 项目旨在探索开放获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在 OAPEN-UK 项目中，有
一个对开放出版和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态度、以及研究人员作为作者或读者的偏好和优先选
择的调查。虽然该报告主要关注英国的研究人员，但它提供了一些特别有意义的结果，值得
研读。
此次调研的对象是 690 名研究人员，其中博士研究生占 26.5%、教授 20.3%、助理教授
18.1%、副教授 14.6%、博士后 10.3%和体制外研究人员 5.7%。总共有 60%的调查对象代表
人文学科，38%被划归到社会学科的类别下。现在，通过聚焦于其中关于出版问题的相关数
据，我们可以提取一些有用信息。

这个调查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结果是，差不多有 54%的调查对象知道开放获取，另外
39%已经熟悉了开放出版模式，只有 7%的调查对象从未听说过开放获取。然而，需要注意
的是，虽然开放获取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更高的可见度和知名度，但是约有 15%的博士研
究生甚至从未听说过开放获取。
关于出版利润可接受性的数据揭示出一些有趣而典型的意见。针对开放获取和传统出版
的接受水平大体相当——大多数调查对象相信适度的盈利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利润回流用于
支持学科发展、或者是支持更多的开放获取内容）
，只有 20%认为利润只能用于支付出版费
用。因为只有 3%-4%的调查对象对于有人可从 OA 出版中获利的想法有疑问，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人们普遍接受出版可以有适度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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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趣的信息可在“OA 资金的可用性和使用”数据中找到。绝大多数调查对象甚至都
不知道可以申请这种资金。至于那些知道的调查对象，大多数也是从英国研究委员会申请资
金。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可以从“OA 出版商”数据中得到。83%的调查对象不知道出版商提供
了资助的事实，这也许表明出版商所做的宣传还不够。调查的多种情况都说明，作者们通常
都不了解有关获取开放获取出版资金的途径或政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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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有意义的是，大多数作者仍然不以 OA 模式出版，无论他们的作品是否属于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事实上，就专著的作者而论，高达 85%都决定不以开放获取模式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本次调查，OA 对学术交流目标的影响看起来是十分积极的；“对
质量、声誉和激励的影响则与非开放出版一样，对组织和保存的影响也较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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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已经知道开放获取，但他们不怎么了解可以
使用资助来支付开放获取费用。还有一个事实是人文社会科学作者普遍仍然不愿以 OA 模式
出版图书，因此使科学界相信开放出版的好处仍任重道远。
编译自：Obstacles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OA according to the OAPEN-UK survey.
http://openscience.com/obstacles-to-the-popularization-of-oa-according-to-the-oapen-uk-surv
ey/[2012-12-05].
(朱曼曼 校对)

图书馆启动研究数据管理的十条建议
LIBER 著

宋菲编译

LIBER 于 2010 年成立了“E-Science 工作组”，探讨图书馆在 E-Science 能够且应该发挥
的作用。该工作组将研究数据看作是 E-Science 中最关键的要素，与研究型图书馆群体息息
相关，因此将其定位为重点关注对象。工作组已经举办了三次研讨会，第一次于 2011 年在
BIBER 巴塞罗那会议期间举办，第二次于 2011 年在 IDCCBristol 会议期间举办，第三次即
最后一次于 2012 年在 LIBER 塔尔图会议期间举办。在前两次研讨会成果的基础上为 LIBER
社区编写若干建议，以下《图书馆开始研究数据管理的十条建议》正是在 LIBER 塔尔图会
议期间举办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中敲定并置于工作重点位的。
十条建议如下：
1、 提供管理研究数据的支持，包括申请资金所需的数据管理计划、知识产权建议及相关信
息资料。协助教师实施数据管理计划并将数据管理融入到课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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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与元数据及数据标准的制定，为研究数据提供元数据服务。
3、 创建“数据馆员”岗位，针对数据馆员职责培养员工的专业技能。
4、 积极参与制定机构的研究数据政策，包括资源计划。支持适用于研究数据生命周期的开
放数据政策并加以采用。
5、 与学者、研究群组、数据档案馆和数据中心保持联络并展开合作，进而为数据获取、发
现与共享建设一套可互操作的基础设施。
6、 面向存储、发现与永久获取提供服务，支撑研究数据的生命周期。
7、 将永久标识符应用到研究数据之上，促进研究数据引用。
8、 依据现有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机构的数据目录或数据知识库。
9、 参与专门学科的数据管理实践。
10、与机构的 IT 部门协作，提供或协调动态与静态研究数据的安全存储，并/或探索开发适
合的云服务。
编译自：Ten recommendations for libraries to get started with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http://www.libereurope.eu/news/ten-recommendations-for-libraries-to-get-started-with-resear
ch-data-management [2012-08-24]
（魏蕊 校对）

OpenAIRE 发布了第二版 OpenAIRE 指南
OpenAIRE 指 南 2.0 促 使 OpenAIRE 可 以 达 到 机 构 知 识 库 和 知 识 库 服 务 聚 合 器
（Aggregator）的兼容。实施该指南，知识库管理者使作者可以更容易地将他们的出版物存
入符合欧盟委员会开放获取要求的知识库中。对知识库平台开发者来说，该指南为在未来的
平台中为欧盟委员会所资助的作者增加支持性功能提供了指导。
与以前的指南版本相比，2.0 版本有两个主要变化：
促进聚合器与 OpenAIRE 的兼容，使它们的元数据可以在 OpenAIRE 基础设施上显示。
扩展命名空间以支持对项目的标识。扩展的命名空间将提供表达项目信息的通用方式，
它不仅仅可用于欧盟委员会或第七框架计划项目，还可用于国家或国际的任何其它资助者和
项目。虽然指南建议使用扩展命名空间，但已经与 OpenAIRE 兼容的知识库和期刊可以使用
指南的强制规定部分（与 OpenAIRE 指南 1.1 相同）来保持兼容性，而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工
作。
关于第二点，在指南的未来版本中将寻求表达项目信息的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可能
包括引进资助机构和资助计划词汇表、以关联数据的形式以及与 CERIF 标准兼容的方式展
示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指南实施准则的意见或经验，请将您的意见发送至 Eloy Rodrigues
（UMINHO）
，OpenAIRE 诚挚欢迎。
OpenAIRE1.1 http://www.openaire.eu/component/content/article/207
编译自：OpenAIRE releases version 2.0 of the OpenAIRE Guidelines.
http://www.openaire.eu/en/home/9-news-events/427-openaire-releases-version-20-of-the-ope
naire-guidelines [2012-11-05]
（赵蕾霞 编译，朱曼曼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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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欧盟委员会开始著作权现代化进程
12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同意开展一项进程，该进程旨在保证著作权能够更好地与数字
时代相适应，同时也与欧盟在 2014 年可能进行的立法改革相适应。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们决
定尽快召开一次有各方相关者参与的会谈，并完成市场调查、影响评估以及立法草案拟定等
工作。
该进程将会在 Michel Barnier、NeelieKroes 和 AndroullaVassiliou 的共同领导下开展，
Michel Barnier 是欧盟负责欧洲内部市场与服务的委员，NeelieKroes 是负责欧洲数字化议程
的委员，AndroullaVassiliou 是负责教育、文化、多语言沟通以及青少年事务的委员。
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欧盟委员会将会致力于构建一个现代化的著作权框架
体系，该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保证使著作权持有人获得有效地认可和报酬，为创造力、
文化多样性以及创新提供持续动力。
（2）为著作权作品终端用户提供更多的合法获取途径和
选择机会。
（3）允许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4）反对非法提供和盗版。”
该声明还指出：“欧盟委员会的目标是保证著作权能够与数字环境相适应。目前在推进
《2001 年 5 月知识产权战略》
（the May 201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实施方面
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为了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著作权领域的统一有效的市场，还有很
多问题需要解决。”
2013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将会形成此次利益相关者会谈的相关文件，该文件将致力于
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减轻地域性对欧洲统一市场的影响。
（2）达成数字时代环境下对著
作权作品演绎、限制和例外的合理程度的协议。
（3）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欧盟著作权市场分
裂的程度。
（4）如何在更广泛的著作权改革的环境下提高执行的合法性。
欧盟委员会主席 JoséManuel Barroso 关于此次讨论的报告中主要有以下内容：
“创意产业总体上是在强调著作权的重要性，认为著作权在保证权利人获得作品酬劳以
及为作者创作内容提供动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著作
权可能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公众越来越担忧著作权法律阻碍了他们获取和利用内
容的自由。
商业界认为当前的著作权模式是发展新的商业模式的障碍，他们认为这些新的商业模式
对于数字经济来讲是必要的。消费者和企业都认为著作权规则应该更加灵活，他们的观点成
为最终放弃 ACTA（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些成员国盗版
团体的不断增加和发展也是这一趋势的表现之一。”
代表欧洲出版商、作者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组织督促欧洲委员会在考虑著作权政
策改革时能够支持他们的利益，他们要求委员会支持严格的著作权方案，并且反对那些谋求
更高程度的著作权限制与例外的要求和建议。
欧洲作家理事会（Meanwhile the European Writers Council，简称 EWC）
、欧洲出版商联
合会（Federation of European Publishers，简称 FEP）以及国际著作权组织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sations，简称 IFRRO）等组织强烈要求不能采取可能
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或者欧洲出版产业利益的行为。
这些组织以书信的形式向巴罗索主席表达了他们的顾虑，他们在信中请求巴罗索主席支
持他们所提倡的更严格的著作权保护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可以维持当前欧洲出版业的强势
地位，他们在信件的最后要求主席先生支持 Michel Barnier 委员在其“欧洲许可证”提案中提
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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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认为：“扩展著作权限制和例外范围的政策将会危及作者和出版商的收入，并
且最终会对他们的竞争力以及对创作创新性作品的投入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他们宣称他们提出泛欧洲的著作权许可，继续在信息技术以及商业模式方面进行创新，
并且认为他们已经表明了其诚意，即在需要的时候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此外，国际作者组织（International Authors’ Forum）已经散发了请愿书，旨在强调作者
获得报酬权利的重要性，该请愿书将会递交给立法者们。请愿书上写道：“很难理解作者想
要阻止受众对其作品进行欣赏和点评，但当我们发现数字手段带来的便利会威胁到作者因其
作品传播获得报酬的权利时，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国 际 复 制 权 组 织 联 合 会 （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sations，简称 IFRRO）对此进行了报道。图书馆及公民权益代表组织也表达了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
编译自：European Commission Embarks On Process To ‘Modernise’ Copyright.
http://www.ip-watch.org/2012/12/06/european-commission-embarks-on-process-to-mod
ernise-copyright/[2012-12-06]
（史海建 编译，姚伟欣、周玲玲 校对）

2013 年未来书籍电子调查报告（核心观点）
电子书的保有量依然在持续上升。在那些与出版相关的行业中，有九成的人已经在以数
字化的形式阅读书籍或者期刊——在过去三年的数字化普查中，这个数字稳固地提升。专用
的电子阅读器是最普遍的阅读平台，近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定期从亚马逊购买电子书。
但是，自2010年以来平板电脑的使用量已经翻了一倍。
电子书的价格仍然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大家普遍接受的是电子资源的成本应该低于
印本资源，但是就价格杠杆具体倾斜的位置尚未达成一致。
90%的出版商现在都在售卖电子书，无疑这是一种最流行的数字化格式，他们中有超过
一半的出版商也在同时出售应用程序。40%的出版商现在声称数字资源的销售已经占到了他
们营业额的10%以上。
将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电子书的销售额将会占到他们下一年度总收益的10%以上，而且
到2020年，大约会有一半的出版商会认为，电子书带来的收益将会超过印本图书。
与此同时，许多与数字出版相关的问题也让人头疼。版税水平依然各式各样，跨国界销
售权限的未来尚不确定，以及对隐私水平的担忧，已经出现了很多针对利用数字版权管理去
保护隐私的争论。
书商在数字化的意愿上依然远落后于出版商，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们正在追赶。五分之三
的书商现在也出售数字格式的书籍。但是对于三分之二的书商而言，数字资源的销售仅占到
他们全部业务量的不到3%。
Waterstone公司决定购置Amazon公司的Kindle，但是有不同意见，尽管大部分人认为是
有远见的，或者说至少是值得冒险的。
通过图书馆借阅电子书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赞成免费借阅和收费借阅的人分为两
个对立的阵营。出版商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五分之一的出版商目前允许图书馆
进行电子借阅，并在稍加限制的条件上供应电子书。
作者们仍旧在数字环境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五分之四的受访作者表示他们的书可以通
过数字化的方式获取，但是他们也普遍认为，出版商可以在市场、定价和其他战略方面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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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
相较于传统出版下的作者，自行出版的作者似乎要满意得多，但是他们的销售额仍然很
小，其中五分之三的作者迄今的电子书销售额都小于1000本。
编译自：Key findings of the FutureBook Digital Census 2013 report.
http://thebookseller.msgfocus.com/q/1MBFC9tMzaOs5x/wv#summary [2012-11-19]
（邓玉编译，尹春晓校对）

提升教育：关于大学辅导的知识转移地图
布尔戈斯大学曾在 2009-2010 年的学术课程中，依据博洛尼亚计划的建议实施了一个针
对所有学士学位的辅导行动方案。
教职工的投入是一个影响此项倡议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人们关于关于辅导表现的持
续担忧就可以理解了。
大学副校长和志愿教师为学生利用今后将成为必修课的学士学位第一堂课，提供了这个
创新性的挑战。为了支持教师工作，组织了一次偏重实践的训练工具研讨会，其中对辅导类
型、教师/导师能力、辅导学生时的计划和时间安排、学习障碍、良好习惯以及常见问题进
行了讨论；作为一种支持工具，此次研讨被大学辅导组（GIDUT）写成一本指南书，最终，
该大学局域网上将上传一系列关于此次研讨会的记录。
考虑到现有状况和教师学生的投入，我们发现教师参与已经很少了（在上一学年中只有
12%）
，因此，有必要加强辅导制度。对于这个大的缺陷，布尔戈斯大学已经声明改善此制
度的必要性以及通过知识管理工具适应辅导行动计划。
总而言之，此方案的目标是设计一个知识转移地图，叫做 3T（转移辅导教师模型），一
方面，促进教师帮助学生完成任务并且按照学生的需要积极引导他们，另一方面，通过利用
技术工具，提供解决目前为止辅导过程中的可能弊端。
组成知识转移地图的有 3 个层次，交互（教师/学生评估）
、确认（教师自我反思以及大
学评价）和重建（建立一个学习社区）。验证此地图的有效性是通过 DOCENTIA 测量指标
（关于教师专业任务评价的私立大学局域网平台），如，辅导学生的数量、个人讨论数量以
及其他。为加强支撑，总结经验教训将是一个改善效果的有价值的方式。
知识转移被认为是各个机构汇集好效果和推动工作改进的一种工具，因此，上述事实证
明了建立一个知识转移模型地图来巩固大学教师辅导的效果。
编译自：IMPROVING EDUCATION: A KNOWLEDGE TRANSFER MAP PROPOSAL
FOR UNIVERSITY TUTORSHIP.
http://library.iated.org/view/LARAPALMA2012IMP[2012-12-17]
（范少萍 编译，张静蓓 校对）

第十六届数字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国际会议的亮点
第十六届数字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国际会议（TPDL）是由塞浦路斯科技大学（CUT）
、塞
浦路斯大学和伦敦城市大学合作组织的。该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3-27 日在塞浦路斯的帕福
斯城市举行，会议主题为“文化传承”。来自 30 个国家的 150 名代表参加了该会议，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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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展示他们的工作、并学习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实践的最新进展。会议包括对关联数据、分析
和丰富文件、大众分类和本体、信息提取和索引、移动服务、内容和元数据质量、长期保存、
馆藏组织、信息检索、可持续性和用户行为的探讨。一个专家会议专门讨论了评价数字图书
馆的方法和挑战。海报和演示会议是在晚上的欢迎招待会上举行，展示了供讨论和反馈的很
多应用和发展工作。此外，还举行了三个研讨会，汇集了个人讨论和工作展示，主要是支持
用户探索数字图书馆、知识网络化组织系统和服务以及语义数字档案馆。
会议期间组织了 3 个主旨报告。来自 Yahoo! Research 的 MouniaLalmas 探讨了关于“数
字世界的用户参与度”。她定义了用户参与度和用户模型发展的数字驱动理论，并且描述了
如何看待影响和认知，对衡量用户参与度提供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来自 Microsoft 研究中心
的 Cathy Marshall 探讨了“内容到底属于谁？社会媒体、个人数据以及数字化遗产的命运”。
她阐述了管理个人数字化内容的困难以及个人数字典藏的挑战，并且探索了这些挑战对图书
馆以及其他机构的影响。来自当地的一个主旨报告是塞浦路斯科技大学的 Andreas Lanitis 所
作的“通过数字化、修复、复制和使用来保存文化遗产”。Lanitis 的讨论专注于塞浦路斯文化
遗产人工制品的数字化保存问题，尤其是通过对文化遗产人工制品数字化、修复、复制和使
用来进行文化遗产的保存。
有
关
会
议
进
程
请
关
注
网
站
：
http://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3-642-33290-6/page/1 。 获 取 更 多 会 议 信 息 请 关 注
2012 年 TPDL 网站（http://www.tpdl2012.org/）
。2013 年会议主办国家将在马尔他。
编译自：Highlights from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braries (TPDL).
http://www.dlib.org/dlib/november12/11inbrief.html[2012-12-17]
（范少萍编译，张静蓓校对）

信息专业人员参与跨学科研究：一个关于成功合作影响因素的初步研究
编者按：
本文根据 Lorenzetti DL 和 Rutherford G 2012 年 10 月发表在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上的专门文章编译而来，特此说明。
目标：初步研究探讨了支持或阻碍信息专业人员参与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因素。
方法与研究设计：建立信息专业的跨学科研究能力，需要识别环境、条件、技能和其他
使合作能够成功的因素。扎根理论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合适的方法，它的重点是通过鲁棒性分
析来反映参与者个体的多个事实，这些事实受他们所生活的文化和社会所影响。
在扎根理论中，数据是用迭代方法而非线性的方法进行收集、编码和分析。由于数据以
一种恒定比较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因此出现一种探索指引研究者去关注未来的数据收集、
编码和分析的概念。为了促进这一过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同时进行的。通过不断比较现
有的和新的数据元素，之前的访谈数据帮助识别新的参与者，这些新的参与者会涉及在正在
进行的数据分析中的新概念。
作为一个信息专业人士，此项研究的第一作者（Diane L. Lorenzetti）是由于对此有经验
并且感兴趣才进行此项研究的。她曾亲自参与各种跨学科研究，并且了解关于跨学科研究本
身的研究。她认为，教育和强大的拥护者都对信息专业人士跨学科研究产生影响。她对此领
域的熟悉以及对该领域调查的关注使得她在理解、反应和报告由参与者提供的数据方面变得
更容易。
数据收集：本研究的第一作者对四个在加拿大的学术大学和教学医院工作的生物医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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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专业人士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这四个人都有硕士学位（其中一个是博士）
，并且都有 10
到 20 年的在大型学术大学和教学医院的工作经验。本研究获得了大学健康研究伦理委员会
的赞同。
对这四个生物医学信息专业人士的采访每一个约进行了一小时。采访问题不仅包括鼓励
参与者说出他们经验的概述性问题，还包括更具体的问题，这些具体问题来源于第一作者的
个人经验和跨学科团队研究的文献。按照扎根理论的方法，参与者对于最初问题的反应导致
了与此项调查密切相关的意料之外的发现。整个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且有访谈记录。给予了
每个参与者假名。
数据分析：对参与者的数据不断地比较和编码决定了编码中相关的数据，同时也决定了
广义范畴的适当编码，包括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和主题。在类属（categories）发展的过程
中，备注写作一直作为发展概念和理清思路的方式存在。在一个发展完全的理论中，类属在
理论出现之前还可以进一步结合和抽象。由于这是一个初步研究，这次分析中出现的类属不
能说是完全清晰的。它们是初步突出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主题。
结果：这个初步研究中的参与者认为介入跨学科研究是一个行业适当的、不可缺少的活
动。迄今为止从对参与者的反应进行分析来看，与研究人员成功合作的可能取决于四个主要
重叠区域的整合：客户方面（包括品牌识别、耐性、拥护者和时间）、个人方面（包括研究
准备、自信、清晰的思路和说不的勇气）
、机会（营销、识别机会和合适的领域）以及组织
支持（包括一般支持和与同事合作）
。
结论：创建研究性合作与研究人员的意识/意愿、信息专家的准备工作、机遇、支持和
组织以及其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在信息专业内的共鸣程度尚未确定。从这个初步研究
产生的结果表明，成功的合作取决于这些因素的整合。对教育的、学院的以及组织的支持的
重要性的进一步探究，将会显示支持扎根理论发展的额外数据，并促进信息专业人员参与跨
学科研究。
编译自：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participation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 preliminary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s .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hir.12003/pdf[2012-12-17]
（张静蓓 编译，范少萍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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