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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因谷鼻国串館鼻息的目的:

虜史､現状以及河選点

)申キ良孝

(京都 大学)

筒鼻

臭国展 19せ妃や叶制度性地底立 了/Li英 国車館 ,但是,現底美国的/Li英国車館

在 日的､使命上 巳鮫皮生了絶大的変化 ｡本稿 以教育主 丈,知嚢 自由,社会性貴任力

蜜点,条規明美国'L.t英 国車館的虜史奉現状 ,凍結合同賂以及 2001年9月11日的恐

怖活功事件絵美国/Li英国車館的 日的奉使命造成的影鳴来挽明.

1.序絵

美国展19せ妃や叶制度性地成立 了/zy英 国車館 ,但是 ,現衣美国的/At英 国車館在

日的､使命上 巳鮫皮旦 了根 太的変化 ｡本稿 以教育主 丈,如訣 自由 (intellectual

A-eedom),社会性食任 (socialresponsibility)カ蜜点,塊明美国/zi鼻国事館的虜史か

現状 ｡同吋筒草地龍速同格及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活功事件 ,絵美国/i.t鼻 国事館的

El的和使命達成的影鳴｡首鬼,簡略的直納-下/Li英 国車傍注一車両的意思和美テ現

在美国谷英 国車館的 目的か使命 .

1.1 谷貴 国串館 (publichbrary)鼻音

硝徴旧-,射 勺1943年美国国事館砂金魂嵐的《国事摩周渚集》(GIossalyOfIJJ'b1-aly

Terms)や,ヌナチ "publiclibrary"(公共 国事館 )的足丈如下｡

"是免 費級供社 区､地 区 (district),嵐地方 (region)上全体盾 民使用,財政上部

分或全部 由公費埠韓的国事館1)O"

文展1977年L.吟洛碑銘農的周渚集中､寄道:"全額経 費嵐部分経 費由公 費負鹿 ,

不局限千社 区稗史軒長的使用,所有入部可以免 費使用的/Z.t英国車館"2)｡根据廷内冊

用藷集所速,国事館不可故少 ｢Jzi升性｣,r,Li費負鹿 J,｢免 穿刺 ｣3鼻音 O昇且美子

3鼻音的朴克也具有必鼻的｡衣 1955年 国防国事館咲盟級示的各怠泉や,各 国 (美国

是各州)産 室泉納国事館法,竣予地方政府/Li費披款的奴限 3'O直美国国事館砂金的《周

渚集》中似乎只線 ｢社 区､地 区､地方｣, 蕎将 国家舞 瞭底タト 事奏上碁英 国車館的

盈魂単位鹿本上就農地方｡最虐低得一級的足底 雨脚用渚集中有美碁 費負鹿 ,*況"全

部或部分"｡底迭里親想引用 《咲各政府/zlt英 国車館宣言》｡《宣言》平明魂亀武具 "全

部或大部が '4)O

本稿強心鼻 国事館 や最能満足鼻有限制性意丈的 "/Li升性"､"公 費負鹿"､"免費

刺"､"明魂的法律依据"的国事館林作/Li英 国車館 01854年升館的浪士碩/At英 国車館

是最早符合迭些条件的国事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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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孔雀 的美国/>鼻 困串館 的使命か 目的

/分身 国事館各衣 的主貴意丈是 ,吋テ 国事館服各 区域 内居住者 ,不分入神 ,国籍 ,

民族 ,宗教 ,収入 ,キ鈴及鼻他任 意的分養 ,捉供す 以後供 的任何主題和視点的資科

及信 息O也就是挽 ,衣 国事傍注-場所 (倍娩上土鼻力丈字交流 )カ農 民保 障合金 国

産法修オ 第1各所親 友的泉速 自由｡美 国国事館砂金編纂的 《国事館 的原 則 (第7版 )》

ね 迂些 国事館 的如訣 自由作為是 国事館並各鬼頭 的 "椅 妓性 ､概蕗 性的概 念"(An

EnduringandAll-cmb1-acingConcept)5'

2.教育且叉的時偲 (1850年到1939キ)

19せ妃后半期 国事館吋如放 自由的炎心明温灸来o逸足 由子/At英 国車館荻得制度

使役温和良風 ,舟且具体研 究有臭/ATL鼻 国事館 的 目的与 国事逸絢的臭 糸 而ヂ生的 D決

定 了美 国碁鼻 国事館 的基本性格的是1852的《浪士碩市立 国事館理事各級告》(Report

oflYusteesofthePublicIJibarayoftheCityofBoston,July1852),複線各玖カ,"通辻

向冬可能多的人了漫倍速-般性信 息的手段 ,号求最大多数人 東嶺 事"是不可奴 少的｡

但是 ,同吋又頻繁 出現下列渚 句,"是健康 而富有意丈国事的吋候 ","是想凌到愉快

希健康 国事的吋候"､"只鼻 民盆的喜好 不足追求不健康 的吋候 "6㌦

迂旦体現 了鼻及各 氏企状況的緒英息 的想法 ,血統是鋭 ,具有想通辻 自風教有れ

美 ,引阜農 民向上的意因Oカ比 ,後竜也没有可 以 自由線供 給農 民所 求国事的想法.

可 以嵐 ,婁吋ヌ寸滋核捉供 的国事 ,奉 国事館滋嶺収蔵的国事 ,葵行使蜜的検 査｡迂神

情況到19せ鉱泉引入升架国事服各点 ,就史か明魂起束o升来服各制具体星霜 出国率

館 的意困春 日的7-0婁吋資科的収集奔流逸足不-政的｡況得 明 白-点 ,就是 国事的

追納主食是 由遺徳介低 (吋イも的主流介低 )泉取合 国事資科 的 ,東級地衣 升架的事袈

上放置遺徳併催 高的国事,凝供給凌者 O男一方向,比か道徳介像 不高位 史学併催ノ狼

高的 困事故底 車庫 ,丸身是 中央館 的参考率 rlo

迭神想法最具有泉社貴史的是 ,ArthurBostwickテ1908年堆題名 カ "作為検 閲官

的国事館 長"的差 回国事館砂金金賞就塀演嵐 吋塊逆 :"堆 発明品鰭漠 的,‥….各萌

犯 罪 示趣 的 ,有吋是 政有修養的 国事在 日息流行 0..… .辻神 国事足元法務 慈国事館 属

的 O吋郡些晩不美 ,丈不滅 葵,也不鼻 奏的国事老兄米麹的 国事俵屋者 ,丘迎来最長

美 ロ"8)0 ArthurBostwick期希 国事館 員及揮検 閲官的作用 ,似幸弘 力国事館 員是作

為検 閲官オ有鼻歌並存在 的貴史O

3.《国事館的奴利宣言》的出台和泉展 9)

3.i 《圃串館 的奴利 宣言》 的 出合 (1939年 )

後月 了迭禅的碁英 国車館思想重 奏親 ,形成 了現代 国事館 的思想姫 架｡但是美 国

1939年泉鍋的 《国事館 的奴利 宣言》(-升始 吋是 Libral･y-sBillofRights,1948キ 以后

変成LibraryBillofRights)｡ 通辻的婦 的変事,栓 岡,嫁別是吋JohnSteinbeck所著的

《憤怒的葡萄》的栓 岡,カ 了ヌ寸祝 象各 国内狭随的思潮 ,美 国国事館励､各条納 了 《国

事館 的枚利宣言》｡其 内容か下 :

現在底せ界各地 ,吋言蒐 憂不寛容 ,慮判官蒐 自由,か 強検 閲,逮.嵐ヌオ少数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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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枚利的影鳴 O息子迂神現状 ,美国国事館砂金坪淡合/Li升魂玖 了以下JL貴慮壕是

属テ/Li英国車館服各基本方針的信念｡

第1各 ,潤/Li費約人的国事及其他 資科 ,丘壕挑逸吋社 区盾 民有伊佐 ,使他有1感

米麹 的国事.逸事尤龍何神場合 ,都不能受著者 的入神 ,国籍 ,或是政

治 ,宗教視点所影鳴｡

第2各 ,カ 了農 民納入的国事或鼻他的資料 や,吋不 同意凡何題的所有方面的資

科 ,只鼻能移牧集剣的,都滋夜 /At止弁且恰 婁地病人 ｡

第3番 ,《集会室的娩定》是作為 民主 生活方式教育的-仝水 臭,‥‥..｡

迭林 《国事館的枚利宣言》尭絶 了倍娩 以教育主文,遺徳主丈力盈魂的逸事,正

式長明 了了乏 包容各稗租,責､的逸事原理 (九偏 向逸事,視点辛衛的収蔵)｡底此 ,作

カ 《逸事原理》枚泉壇的意丈是蜜太的,香刺不可能有像孔雀注.稗的包容性的国事館

並各 .此虐 《国事館的叔利宣言》就如下般展升0

3.2 《困串館 的丸剤 童官》的鼻息和風底 的到近点

1948年速入城后冷塊吋期 ,差回国事館砂金首次考外部 団体共 同各斗 ,及ヌオ衣蝕

的市/Li鼻 学夜祭止接放泰息 《国家》(Nation)o 昇且衣 《奴利宣言》旦追加 了泉示及

吋検査的2李各項 ｡庭 烏夕卜郭 団体的合作里 ,常食超過作為逸事原理的 《枚利宣言》,

周史太的概念定位 ｢奴利宣言｣O逸見非就農合金 国蒐法修訂第1各や楓定的保 障言冷

自由o衣此え后 ,国事館砂 金欲努力扱 高其定位 ,斉且迂神努力現在朝底地壊肴0

線 下乗尊貴的足底1961年 ,餐/Li民放逢功的影鳴 ,伎澄 了使用国事館不能有産租

的各項 .甲斬増加 了第5条 ,写入 了 "夫子使用国事館的仝人枚利 ,不准以入神 ,慕

教 ,出生国風 者是政治視点力由,故地或見限制鼻使用"｡(1967年追加 了"キ鈴 -一重

I-社会視点 -f)O 迂是-李根太的速展 o国力以帝的 《国事館的叔利 宣言》主貴解凍逸

事,栓 伺尊方面,是 以資科力主的 ｡ 而1961年第5番 ,注蜜 了保障凌者使用国事傍注

-愛妾 方面｡返-各項作為思想上土阜方針 ,1960年后半期升始展升 了ヌオ弱勢蝉体 (黒

人 ,美 国原住 民,入院患者 ,受刑者 ,療痩身 ,不合英薄着 ,移 民尊号 )的服各 O吋

速些蝉体 的服各 ,主食概雄性地称えカ上[1服各 ,迂神服各作力現養美国/zy英 国車館

的蜜鼻服各衣友展 ｡

男タト 1967年 《国事館的枚利宣言》的及打破 や追加 了一一年鈴 ",汰-勝率韓利恵

瀕到務チ (未成年人 )的国事館利用｡其基本的想法是 ,玖力 凡貴使用国事館的食任

由父母承鹿 ,)し食如何使用 国事館 ,凌什 久幸 ,父母有輔与板和衷任 .迭神泉テ国事

館使用ヰ鈴 や立原則 ,最然温示 出国率館界的理念,但是考国事館的如訣 自由混在-

超的現 葵lol題 ,彼多か 77年鈴 -'迭-両軸臭味 ｡

現行 的 1980年版的 《国事館的奴利宣言》如下:

美 国国事館砂金商う人了一点.那就是 ,所有的国事館是信 息和思想的J>均 ,下 列

的基本方針就滋旗棒力所有国事館服各的方針 O

第 1番 国事及其他的国事館 資源的服各 ,虚核吋 国事館服各 区域 内所有人的臭

注点､信 息､虐 蒙能皮揮作用 ｡不能以資科創作者的出生､経虜 ､現点

力由,堵鼻資科排 除底 外C

第 2各 国事館 ,ヌナチ現在或者虜史上的何題 ,不管息子什 /i林視点良友的資科

或イ言息,都度譲渡供 ｡不祥 以党汲或者信仰上尤法賛 同力由,市井 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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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者ね 資料東通 出口｡

第 3合 力 了完成 国事傍線供信 息､葵施虐 蒙的骨任 ,国事館滋核並絶栓 岡｡

第 4各 国事館底紙制ヌ手長込 自由奉ヌオ自由接触思想的限刷上 ,虚夜烏所有人和

所有 団体砂堆 .

第 5各 底有美十人使用国事館 的奴利上 ,不祥 以此人的出生 ,キ鈴 ,後席 ,覗

点市銀絶或限制鼻使用 ｡

第 6各 《集合を祝え :省略》

可是 《国事館 的叔利 宣言》,人 1939年初版升始一貫ね 国事館定位カ "速行 民主

生活方式教育"的れ美 ｡但是 1980キ放昇 了迂-定位 ,ね 国事館蜜断 定丈カ "信息烏

思想的了堵 "o"連行 民主 生活方式教育"的涛 匂え所 以破明 瞭 ,是 国力不得排 除 "不

民主"的資科奉轄級 ｡"教育"-司と所 以破朝 練是 国力不容輯 出現 "教育"-両級

玖力是 "併催判 断居並行教 育"｡-方面 ,｢信息｣､r思想｣､｢f均 ｣ii些伺渚 ,的魂

没宥和介低 率逢長 一起 O現在 /Li鼻 国事館的基本性格就是 ,衣合金 国的寛法的保軒 下,

不 同視点中形 悉全都貴収集か流通 ,迭些相互史に流通的場所 就是/Li鼻 国事館 o

4.国貌谷兵団串館的原則

底 第3予疏 明的相美的美 国公共 国事館原則 ,出現 了原則本身皮生 了功鵜 ,或音

線殖功揺廷内秤現 象O下面桓鍋底3点東成明｡

4.1 如瀕 自由吋鍵合性食偉

人 1960キ代長期 到 1970年代前期 ,呼子国事確度壊及揮社会性作用的意洪扱 高,

迂在 来些オ面々国事館 克車戸生 了挽触 o返-吋期 ,以知嚢 自由液か社食斉任汲力中

心 ,展升 了吋 国事館的 目的和知訣 自由何題 的放冷 O

社会斉任汲 ,以反ヌ寸越 商域争逢功､'Li民放逢功､/Li書逢功 ､消 費者逢功尊一 系列

社会功悉力背景 ,ね "臭 国国事館砂金滋核春枚吋テ現代各稗各林 的蜜大河鞄 姶金員

裾 明方升和琴励 ,弁且滋核努力制ガ使 国事館風力滋ヌ寸社会変化有放れ 美的策略"10)

的伎 想作 為盈頑 Oヌナチ迭神社 合 食任 狼的想 法 ,美 国国事館砂 金知嚢 自由妥 局舎

(IntellectualFreedomCommittee)委 月食 DavidBerninghausen鬼生見迭祥玖 力的 O 克

子杯塊 何題か核城争尊将 凍奴作為館界経 由,葵施与此柏屋的国事館服各就是入社合

食任狼的想法 中予生｡鼻然迭些 何題吋人炎的未来,或者ヌす社会正史束鋭都是蜜太的

何題 ,但農 園幸雄不慮壕泉取返禅 的行功 .骨鬼 ,臭 国国事館砂金奉 国事館 的 目的,

不是泉取政治性 ,社食性行功 , 両足孝求国事館並各的及展 ｡英 次,速神行功将合削

溺 《国事館 的叔 利 宣言 》, 印初 夢 知 嚢 自由的 国事館 原 則 O,患 希 書 と ,David

Berninghausen先生玖力希有芙政 治性 ､社会性 何題 ,由美 国国事館砂金帝 政凍淡 ,也

就是塊 ,姶 由-些介伍判 断 ,両件低判断 自身具有主税性 ,政治性鼻音 ,所 以泳将是

々 国事館是保折如訣 自由的迭一線本性原 則軸吋立的 11)a

DavidBerninghausen先生的肴法 ,基本上足れ /At英 国車館堆力合金 国克法修オ 第

1条保が長途的 自由,如訣 自由的加 美東考慮 ｡在廷里 ,安食的有 以下丙点 ｡首鬼 ,最

愛祝如訣 自由,九位何稗思想或理冷却作為知嚢 自由的下位奥 ｡比如鋭消徐波祝是蜜

鼻的 ｡可是 ,因此八 国事館 的歳事 や削除有妓租 的国事,拒絶渡貌主文音便用集会室,

将 各段碑保 障知謀 自由,長途 自由的国事館原 則 ｡与此軸美咲 ,現庖 蜜蚤 的是 ,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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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不可分割性,FF不j人可任-例 外｡如果j人可一十佼地表込的自由或如洪 自由作

為例外的鰭,将達成迄-原則的微 風崩湊的結果｡線路Ⅰ)avidBerninghausen先生的想

汰,社会貴任汲将破杯迂肉牛原則,逸足不能容思え事O

廷内狼的想法,不反収農園塊越菌塊争,捧湾城争専決放免生争龍,底国事館資

科的逸禅か )L貴国事的逸韓迭些国事館服各核心部分也展升了槍争12',昇且丙着想法

的稗史現在偽底地錬｡

4.2 壌者使用約因藤岡終端

有産判断珂路上内容最盈鹿的是,1997キ合金国最高裁判イ乍出的ヌオ《美子通信品

位的法律》(communicationDecencyAct:CDA)的追究判 決｡cDA的鼻息是ヌ拍 fj用珂

賂尊 "故意制作和泉送内容教条嵐 租俗的人"､ね有美性行為孝明盈jk旦不愉快的信

息 "用木嵐キ人可以荻得的方法略列的人"､逮而 "制作及送猿泉,淫移,好 色,下

流或是低品位資科的団体或十人"給与慈郡 3)｡在廷一速尭判決中書鼻的是 (1)不可

以ね成人的横車資科限制底連合 )し登的資科荘国内,(2)同格比Ji播媒体史線近テ活

字印刷嫁体,虚名活字印刷塊体享受同寺水准的修オ第1各的保折 14'｡男-方面,上

面踏迷辻的差回/At英国車館的基本性格是所有的思想重信息更に的場所O兄貴鼻性盾

不変,撮供 因韓岡服各給壊倉本身就不存在是非同報,葵除上/Li鼻国事館額故地向壊

音線供因碑同級各,1000/.的国事館都衣向嶺者捉供因碑同級舟終端｡以此力帝線,固

塊国庫岡的如顔 自由何題就如下啓示 15㌦

(1)美子昇級珂路上的泉込的辻渡欧件,将原液碑多衣尭法保軒下的長途的同吋,

存在辻浪岡最然想像蔽碑的泉込,但是現葵や却不可能完全昇級｡ヌナチ迭稗的辻渡欧

件的引速,差回国事館砂金-首泉取不払同的方針,ii衣一系列的凍淡か声明や可以

明魂有 頭 ｡ 如何敗理迭稗的辻波歓件,a,姪不是単組的版木何題 , 而是五線英系到/Li

英国車館的虜史性 目的か使命 ｡

(2)/Li鼻国事館的虜史也可以鋭是力了致カテ折太資料春信息服各的虜史0第二

次せ界大域以后,美国/Li英国車館一方向因資科貫之而服各受限制,男一方向努力衣

克法的保軒下不管資料形恵か何級供服各.索服各や有内容不恰当的資称呼,也以資

科 費有限力由並行鋭明｡亙嵐,国庫岡上的資源,是不常食資金､吋同和能源泉逆行

が大.但是鼻想縮小資源,就常食資金､吋河和能源了｡迭稗現象鹿追今力止的/Li英

国車館的虜史上是前節没有的.因此,引渡辻渡欧件成風了ヌ手鼻今力止/Ly鼻国事館食

思幾重宴凍上的塊帝 , 布施帝統合出現及藷的結果｡

(3)有美辻渡欧件 . 現奏上国事館員方面吋引速.辻渡欧件有好感,迭貴賓是一部

分国事館引速辻渡欧件的蜜鼻原 因O速 E,経不是偉観的国事館栓岡同夜｡倖晩的検閲

是本館事袈上的資科是香存衣lol麹,因力泳些資料是国事館員逸韓的,所以吋鶴城和

検閲作為国事館員是不可能泉示理解的o

(4)美子務ティlll使用国事館.出現了常食父母玖可的方式.迭些荻得父母汰可的

方式,ゑ今底学枚国事館頻繁出現,迭仝方式也破阜入/At英国車館O国事館荻得)L貴

父母的使用碑可,意味う人可了父母ヌす自己務子的統治枚Oヌす照美国国事偉物･会務子使

用国事館的斉任リヨ父母的方針,昇没有任付与方針通常的地方.可是,迭仝筒単的現

葵其安井不簡単O底此,社 区国事館夜友揮息林的イ乍用?国事館的社会貴任是什Ji?

尊卑的何題就合破綻出.斉任全部鰭姶丈骨的鰭,/Li鼻国事館就是放昇了社会性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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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女 国愛 国者 法,賂和泉 ,困串館丸 泉的秘 密性 16)

2001年9月 11日せ界 貿易中心草地 同吋及生恐怖条去事件 ｡布什大息娩立 坪宣布

冬鳥恐怖 分子イ乍斗争 ,挙 国上下五線迷入慮れ炎理体制 O混乱 え や,収用 6周 吋河制

定出的是愛国者法(UsAPATRIOTACT:UnitingandStrengtheningAmericabyProviding

AppropriateToolsRequiredtoInterceptandObstructTer1-Orism,PubJJ.No109-56).

可是 随身社 会幌泉冷静 ,愛 国者 法第 215各的何題 点温現 出束,不玖珠足底 国事

館 界,在社倉上也引起 了根太的臭注 O同条項 変成修iT色合 以外国人的恐怖活功イ乍力

洩 査ヌ寸象的夕卜国河保温租 法 (ForeignintelligenceSurveillanceActof1978)的形 式,FBI

可 以力 了仇 国事 ,ieJ泉,文事 ,事籍 以及鼻他信 息や戴到具体放線 吋,不渡 克 分的理

由,就可以向春谷井的法度希求命令 ｡昇且 ,考216呑舟用 ,色藷 も子中件 内容的所

有 同格i乙東都農テFBl的濫祝え下 O愛 国者法 因力是咲邦法,所 以官比定下保 障国事

館砥 衆秘 密性的州法鼻伏見執行 o

克子利用 国事館的十人瀕 別 信 息的保折 (personallyidentifiableinformation),迭作

為横倉使用 国事館前線是非常食鼻 的｡如 果不迂祥倣 ,壌身将尤法安心使用 国事館 的

姿勢 o美 国国事館砂 金底2002年 1月/At布 了 《国事館 員的愛 国者法服阜》(Guidelines

forLibrariansontheU.S.Al'ATROTACT:WhattoDobefore,duringandaftera'knockat

theI)oor?Jan19,2002)瞭 了明魂 国事館可 以東取 的吋策 ,逢渡示 了地綾ヌオ祝 的手段 ,

2003年1月凍放れ 愛 国者法的危 険性Ji逢倍播 O(ResolutionontheUSAPatriotActand

RelatedMeasuresThatInfringeontheRightsofLibraryUsers,"Jam.29,2003).-般 的 国

事館 員的活功血清鉄起束 ,告知横倉外倍正一泉破洩 杏的可能性 ,考市 民-超到姓展升

草根逢功 ,嬢体也斬新升始吋此美注 ｡衣 臭 注保障国家安全率十人隠私 や,社会現状

是史傾 向テ骨身 ,速紳現状宵 以鋭丘養成肋保障壌 事 自由返- 国事館的前線 ｡

5.籍束･静

止如本稿啓示 ,現在 的美 回心鼻 国事館鼻音底 意史観底子兎法保軒下所有視点交

に的 "イ青息和思想的ri均 "｡迂 吋,作 カ "信 息れ 思想的了均"約,分典 国事館 ,晩是

《国事館 的枚利 宣言》展示的 "前線 ",同吋也虚夜具有能込剣的 "理想"ォ面.迭神

埼合 ,知謀 自由和社会性貴任的争執 ,以及吋孫子約 因韓 岡服各所滋有的状 志的争奴

傭蒋 塊簸 O美子合食 国愛 国者法 ,射乳 了保軒下人 陰私考保折 国家安全的チ衛 ,社会

ヌオ点者 的法律 大幅傾斜的鰭 ,蒋 姶 国事館服各常永狼 太的影鳴 o最后 ,"信 息和思想

的F'均"迭-想法是 以思想的 自由市場力前線 的oFF迂神前披是通辻思想枚 自由地泉

込 ､接 受速-首線下Ji乏放飴 ,社食全体就能移倣 由史か恰 事的決定 ｡然希,衣嬢侭

か 祭峯断 や,斉且 由子経済 葵力故 太 了信息差渡状況的存在 ,速稗思想的 自由市場 想

法本身,乳 奏上是香能起作用迂- 何題 也必須故人或1111的思考荘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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