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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UTA 执行委员会于一月四日在里斯本召开

在 I FUNNELL 先生和 N HRAPKOVA 女士的精心
安排下，IAUTA 主席 F VELLAS 教授于二零一二年一
月二日赴里斯本参加国际老年大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会
议，并于该会确定了下一届理事会的举办地点和日程安
排。会议期间 F.VELLAS 教授在里斯本著名的博物馆兼
会所 Fondation Calouste GULBENKIAN 与葡萄牙老年大
学组织 RUTIS 成员举行了见面会。
下一届 IAUTA 理事会和以“老龄旅游和老年大
学”为主题的国际研 讨会将在位于里斯本 市 中 心 的
Fondation GULBENKIAN 召开，具体时间分别是：2012
年 4 月 18 日周三早 9 点和 4 月 19 日上午 11 点至下午 4
点
IAUTA 主席 F VELLAS 教授与 RUTIS 成员在
Fondation Calouste GULBENKIAN 的合影

IAUTA 财长 Ian FUNELL 先生和 C.SANTOS 教授

亚速尔群岛大学教授 Carlos SANTOS 先生参加了
见面会，并被邀请在 IAUTA 国际研讨会上做关于“欧
洲老年大学和老龄旅游”的主题报告

IAUTA 秘书 Nadia Hrapkova 女士 和
RUTIS 负责人 Luis Jacob 先生在
fondation GULBENKIAN 花园的合影

里斯本国际研讨会会议安排
（2012 年 4 月 18 日）

上半场: 11：00 -12：30
“旅游产业的分析和研究”：
----Carmen STADELHOFER.女士

“老龄旅游,老龄大学和欧洲老龄化”：
----葡萄牙亚速尔大学教授：Carlos SANTOS先生

“葡萄牙和亚速尔岛的朝圣旅游业的分
析：
Fondation 会议室

---- Estoril大学校教授Ambrosio VITORE先生

午餐: 12：30 -14：00

fondation GULBENKIAN 花园

[

下半场: 14：00 - 16：30
“老龄旅游和老龄大学在中国和亚
洲的发展”：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袁新
立先生
“老龄旅游和老龄大学在巴西和
拉美地区的发展”：
----巴西Foz do Iguacu大学负责
人：Fabio PRADO先生
“老龄旅游和老龄大学在加拿大
和北美地区的发展”：
----Sherbrooke 老年大学负责人：
Monique HARVEY先生
“旅游，文化，和最新媒体技术
对老年大学的影响”
---- Silvio ZERBINI 教授, 意大利
Ferrara 老年大学负责人.

下午茶及休息时间：16 :30—17 :00

由意大利·利加诺老年大学负责人
Nelly del Forno Todisco 教授执笔撰写
的 «老龄志愿服务» 一书正式出版

该 书 详 细 记 录 了 在 利 加 诺 市 长 ， Silvano
Delzotto 博士，文化顾问助理 Lanfranco Sette 先生
等人的协助下在意大利顺利召开的国际研讨会的
所有相关活动和 FEDERUNI 机构负责人 Giuseppe
Dal Ferro 教 授 ， Trieste 大 学 教 授 Anna Maria
Boileau 女士，IAUTA 前任主席 Stanley Miller 先
生，德国 Ulm 大学教授兼 IAUTA 副财长 Carmen
Stadelhofer 女士和 Lannion 老年大学的 Paule Vidal
女士为老年志愿服务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IAUTA 主席赴波兰卢布林老年

大学考察

«Bénévolat et Troisième Age »

. Livio Zerbini 教授 访问

图卢兹老年大学

意大利 FERRARA 老年
大学负责人 ZERBINI 教授
于 2012 年 3 月 2 日抵达图
卢 兹 （ TOULOUSE ） 参 加
主题为旅游与文化的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围绕文化在老年大学和 IAUTA
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 IAUTA 教学委员会筹建
的前期准备和在老年大学建立科学研究项目这三
大主题展开。

IAUTA 主席 François Vellas 教授与卢布林

老年大学负责人合影

此次考察正值卢布林老年大学校庆期
间，François Vellas 教授做了题名为《老年
大学和 IAUTA》的演讲报告并参加了该校
的会议讲座。
在卢布林老年大学负责人 Malgorzata
Stanowska 女士的陪同下 François Vellas 教
授参观了华沙总统府，并受到负责筹办波兰
老年大学校庆的使馆官员 Jacek Michalowski
先生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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