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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第72届IFLA大会
韩国首尔 2006年8月20－24日

韩国国家组织委员会主席致欢迎词

IFLA快报
本 期 是 2006 年 度
IFLA 快报的第一期。
IFLA 快报是一种免费
的大会通讯，它有两个作
用：第一，IFLA 快报中
登载的基本信息，会使作
为代表的您从大会中获得
最大的收获。它不仅包括
详细的活动安排，例如：
会议日程、大会发言人和
卫星会议，还包括活动安
排的变更、选举详情和其
他的相关信息。第二，我
们计划对代表们感兴趣的
主题提供简短的背景文
章。IFLA 快报第二期将
于 2006 年 5 月至 6 月间
出版。从 8 月 20 日（星
期日）起，其余五期将在
大会期间每天早晨发放到
您手中。在大会结束后将
再出版一期总结篇，报道
大会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谨代表韩
国国家组织委员
会以及韩国图书
馆协会，热烈欢
迎所有的代表来
到韩国首尔，参
加世界图书馆与
信息大会――第
72届IFLA大会。
在过去的七年中，为确保成
功举办这次激动人心的历史性盛
会，并为所有与会代表提供多种
精选的社会和文化活动，韩国国
家组织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地工
作。
我相信您将发现韩国的首
都――首尔，是最具吸引力的城
市，在这里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
与最先进的 IT 基础设施并存。
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
大都市，具有现代的舒适与便
利，但是首尔仍然保留着两千多
年历史的韩国文化，保存着过去
的珍贵宝藏和优良传统。
2006 年 IFLA 世界图书馆与
信息大会的主题是：“图书馆：
知识和信息社会的原动力。”随

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图书
馆也必须适应变化，与时俱进。
我确信这个主题会让我们放眼未
来，共同致力于全世界图书馆的
发展。目前，韩国图书馆系统正
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希望
通过举办 2006 年 IFLA 世界图书
馆与信息大会，将韩国图书馆事
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成
为全民族的知识和文化中心。
韩国国家组织委员会十分荣
幸地邀请所有代表出席“文化之
夜”――韩国最高水平的传统与
现代表演的集中展现。它将使您
发现韩国艺术的活力和精髓，同
时也将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体验。
大会期间将组织内容广泛的
多项活动。文化旅游计划将给您
提供难得的机会来直接品味、体
会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
首尔，韩国 600 年历史的古
都，一个现代文明与古代文化和
谐共存的独特之所，在这里，韩
国国家组织委员会将张开双臂等
待您的到来。
――韩国国家组织委员会主席
辛基南

图书馆：穿越动荡岁月的历程
韩国国家图书馆
现在，韩国每年出版 43,585 种 1.2 亿册图
书。全国的图书馆都在稳步发展。直到中世
纪，韩国的图书馆还仅限于在皇家宫廷周围发
展。1901 年，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宏大
（Hongda） 图书馆在韩国的釜山对外开放。
目前，全国共有 487 个公共图书馆、438 个大
学图书馆和 570 个专业图书馆。此外，还有
10,297 个图书馆分布在全国的中小学校。图书
馆的服务旨在帮助人们充分行使他们获取和利
用各种信息的权利。（此段有删节）
大会期间将有37个图书馆向代表开放，展
示由计算机系统控制的超现代化的设施，这些
设施可以为读者提供最上乘的服务。下面您将
了解到，为了接待各位代表，这些选定的图书
馆是如何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的。

韩国国家图书馆是韩国最大的图书馆，保
存韩国的文化遗产，并向普通公众开放。去
年，国家图书馆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庆祝建馆
60 周年。首尔举行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期
间，在韩国国家图书馆将举办一个特别的展
览，展出许多古代善本。其中包括 1449 年印
刷 的 稀 世 珍 宝 “ 释 谱 详 节 ”（ Seok-bo-sangjeol），远早于古腾堡版圣经（Gutenberg）的
年代，而且是学习金属活字印刷及韩语语音学
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

国立国会图书馆

大会期间，国会图书馆将向所有的参会代
表开放国会议员阅览室。这是国会图书馆的特
色之一，所有的代表将完整地体验这些设施。
他们同样有机会访问现代化的国会数字图书
馆，目前国会数字图书馆已经拥有 7,000 多万
页的全文文献资源。图书馆的局部建筑正在改
建，它将向代表展示新颖的运书车、珍贵典籍
室以及其他许多最新的设施。

直指（金属活字）
高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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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最高法院图书馆

最高法院图书馆欢迎与会代表在2006年首
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期间参观法院及其图
书馆。最高法院图书馆计划向代表们展示“集
成法律信息系统”以及数字图书馆工程。此
外，最高法院图书馆还将举办第二届法官和法
院职员的书法及东方绘画作品展，同时还将举
办一些丰富的体验传统文化的活动。参观最高
法院图书馆无疑是了解韩国司法及其图书馆系
统的一个最佳机会。

新消息！常见问题（FAQ’s）
！
IFLA 网页上的常见问题（FAQ’s）已经
更新，请点击:
http://www.fla/IV/ifla72/faq.htm 以获取
有关2006年IFLA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问题的
所有答案。

签证
来自与韩国签署了无签证协议国家的持有
返程机票的外国代表通常可无签证滞留韩国
30 天。但是，代表必须与其所在国的韩国大
使馆核实或同组委会联系。2006 年首尔世界
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组委会将协助参会者并签发
正式邀请函，以便他们获得旅行许可及提出签
证申请。

首尔的宾馆

2006 年 IFLA 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秘书
处将让您了解有关首尔各宾馆的最新信息。网
页上公布的价格以欧元计算。若您想通过大会
秘书处预订宾馆，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ifla.org/IV/ifla72/faq.htm#Ho
tel
在这里您能找到由大会秘书处提供的有关
宾馆的所有信息（包括价格、距 COEX 会议展
览中心的距离，等等），您可以在网上预订宾
馆房间。
Coop Residence Samsung Station 和
Prima 宾馆地理位置优越且干净整洁，但不能
通过大会秘书处预订。您可以通过如下链接直
接预订这些宾馆的房间：
-Coop
Residence
Samsung
Station:
www.samsung.co-op.com
-Prima 宾馆: www.prima.co.kr
代表并非必须通过大会提供的服务预订宾
馆。

国际贸易展览
为配合 2006 年首尔 IFLA 世界图书馆与信
息大会，在 COEX 会议展览中心将安排一个国
际贸易展览。超过 55 个公司已经预订了展
位。展览面向所有的公司、政府组织及提供图
书馆领域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组织机构开放。展
览时间从 2006 年 8 月 20 日至 23 日。展览大
厅中可利用的净展览面积超过 1,500 平方米。
展位的分配将会在 2006 年 3 月 1 日前确
定。所有的信息及申请表格公布在以下网址：
http://congrex.webportalasp.com/newsletter/cx/wl
ic2006/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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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截止日期

2006 年 5 月 1 日
2006 年 5 月 1 日
2006 年 5 月 15 日
2006 年 8 月 1 日

宾馆预订保证
“Harry Campbell IFLA 大会参会资助”的申请
早期注册折扣的截止日期
预先注册截止*

*过了该日期只接受现场注册。

2006 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IFLA 总部！
大会期间，IFLA的工作人员将为您服务，
提供有关IFLA的工作、加入IFLA并使您成为其
中活跃一员的广泛信息，这是解答您所有问题
的一个绝好机会。IFLA秘书处或IFLA展览专卖
点都将安排IFLA的工作人员。IFLA的商品在专
卖点有售，其中有深受欢迎的“IFLA旅游” T
恤衫首尔版。

网站
IFLA 拥有自己的网站：www.ifla.org，这

提交大会论文
大会日程中包括多个开放式会议，这些会
议由不同的专业团体（包括部、核心活动、
组）举办。请注意所有的论文必须提交到这些
专业团体中。但也请注意绝大多数的会议计划
已经确定。大会期间所有批准发言的论文都必
须由IFLA总部登记编号。只有IFLA在2006年6
月1日前收到的论文才能发到大会代表的手中。
被邀请在IFLA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上发言的
个人没有任何的补助。其出席会议的费用自
理。

是了解大会事宜的第一个便捷通道。您可以在
首页上找到首尔的标志图，点击它即可以链接
到注册、宾馆、旅游、图书馆参观、展览等相
关信息，还包括网上注册表格以及活动概要。
请定期登陆 IFLA 网站以获取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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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2006 年 IFLA 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举行的卫星会议
1、数字时代的资源共享、参考咨询以及馆藏
建设——实践方法
IFLA 主办方： 采访与馆藏建设组、文献传
递与资源共享组以及参考与信息服务组
地点： 国家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位于首
尔的江南区, 驿三洞（Yeoksam-dong）（附近
有 COEX 及 IFLA 的宾馆）
日期：2006年8月17-18日

2、传统医学的信息资源
IFLA 主办方： 卫生与生物科学图书馆组
地点： 待定
日期： 待定
协 办 方 ：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 — Richard 和
Hinda Rosenthal 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

5、国会图书馆（年度）卫星会议
IFLA 主办方： 国会图书馆与研究服务组
地点： 韩国首尔 国会图书馆
日期： 待定
协办方： 韩国国会

6、21世纪东亚地区的学术信息
IFLA 主办方： 亚洲与大洋州组
地点： 首尔延世大学
日期： 2006 年 8 月 18 日
协办方： 亚洲研究会（AAS）的东亚图书馆
委员会（CEAL）、韩国教育与研究信息服务
组织（KERIS）、韩国图书馆学会（KLA）

7、亚洲地区的保存与保护
3、中国的书写和印刷文化遗产与图书馆工作
IFLA 主办方： 善本与手稿组
地点： 中国杭州 浙江图书馆
日期： 2006 年 8 月 14、15、16 日
协办方： 中国杭州 浙江图书馆；IFLA 保存
与保护组（待定）

4、多元文化世界中的图书馆管理与营销
IFLA 主办方： 管理与营销组
地点：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
日期：2006 年 8 月 16－17 日
协办方： 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上海图书馆、
上海浦东新区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
学图书馆
特别支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交流与合作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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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主办方： 保存与保护组，亚洲与大洋
州组以及 IFLA 出版物的保存与保护核心活动
（PAC）
地点： 日本东京 国会图书馆
日期： 2006 年 8 月 16 日－17 日
协办方：日本东京 国立国会图书馆

会议安排预告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图书馆：知识和信息社会的原动力。”下面，您可以看到在八月份大会期
间计划举行的各会议概要，列表如下：
[注意：此会议计划表仍可能进行微调]
版权与其他法律问题委员会 (CLM)

什么是热点？有关2006年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的严峻问题！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联盟 (ICABS)

21世纪目录的角色、未来的检索问题，包括 FRBR、ISBD、以及 SRU/SRW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
(FAIFE)

获取 HIV/AIDS信息：生命和死亡的问题

出版物的保存与保护核心活动（PAC）、继续专业教育
与在职学习组、保存与保护组

保存的提倡与教育

IFLA UNIMARC组

文字、Unicode and UNIMARC

农业图书馆讨论组

加强图书馆与延伸服务之间的伙伴关系，改善农业信息获取

公共图书馆与民主化进程讨论组

公共图书馆与民主化进程

国家图书馆组

国家图书馆：知识型社会的动力伙伴

国家图书馆组、信息技术组、大学图书馆和其他
综合性研究图书馆组以及知识管理组

机构库：政策、实施问题、技术概要

大学图书馆和其他综合性研究图书馆组

大学图书馆在联机和混合教学中的作用

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政府信息与官方出版物组

知识社会中图书馆的角色

政府图书馆组、社会科学图书馆组

顾客需求：政府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变革的动力

社会科学图书馆组、政府图书馆组

构建政府、社会科学图书馆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地理与舆图图书馆组

它叫什么名字？各地方的地理名称

科学技术图书馆组、信息技术组

无所不在的图书馆的工作:是否任何人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都能获得所有图书馆的服务和
相关内容？

卫生与生物科学图书馆组

卫生信息技术有什么最新进展？

艺术图书馆

艺术图书馆――连接过去和将来。古代的文化遗产和信息技术

家谱与地方志组

地方志：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动态伙伴

法律图书馆组

建设、发展、维持法律图书馆协会

为一般公众服务的图书馆部

充满活力的图书馆创造未来

公共图书馆组、视听与多媒体组

视听内容的动态数字化服务

为残疾读者服务的图书馆组

图书馆对患有失读症读者的服务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阅读组

在“图书馆促进阅读”这一主题下的韩国图书馆与世界各图书馆的家庭阅读；国际性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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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阅读组

故事书陈列及韩国图画书籍展览，历史回顾

学校图书馆与资源中心组、亚洲与大洋州组

年轻人的信息素养：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发展模式

盲人图书馆组

对阅读印刷文献有障碍的读者也可使用的网址

多元文化人群的图书馆服务组

在多元文化图书馆服务中成功的合作：在亚洲和其他大洲的亚洲社区

书目控制部

书目控制：在亚洲以及世界目前的问题和倡议

书目组

国家书目：过去、现在和未来 亚洲经验

编目组

编目中的合作：原则、项目和出版社

分类与标引组

多语种和多文字网络环境下主题检索的可互操作性：特别针对亚洲地区的情况

连续出版物与其他连续性资源组、采访与馆藏建设组

适用于复合馆藏的发展中的商业模式

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组

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的最佳实践

善本与手稿组

东西方互为依靠：文化与技术的交换。旧技术、新技术、善本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参考与信息服务组

当今图书馆在到馆与虚拟环境下的参考咨询服务营销

图书馆建筑与设备组

多功能的图书馆建筑：通过协同研究和设计，促进不同类型机构的学习、知识和信息的共
享与交换

信息技术组、视听与多媒体组、国家图书馆组

新存取技术：第一部分：明日的检索；新存取技术：第二部分：探索遗产

统计与评估组、知识管理组

以事实为基础的知识管理

统计与评估组、综合研究图书馆部

国家级的质量标准：调查如何确定有广泛适用性的质量标准

图书馆协会管理组

以行动来支持：图书馆协会在图书馆服务发展中的新作用

教育研究部

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对图情专业培训研究方式的影响

教育与培训组

东亚图情教育机构的区域合作：图情教师和教育家的教育和终生学习

图书馆理论与研究组

韩国的图情研究：在韩国的一个图情研究机构举行场外会议，讨论韩国的图情研究情况

图书馆理论与研究组、教育和研究部

用与终生教育有关的规范、标准和政策，来衡量在促进转换和传播图书馆行业规范任务中IFLA
的作用。常设委员会研究项目成果和新发现的报告

图书馆历史组

透过历史看图书馆和信息社会

信息素养组

转向学院：如何提高信息素养来应对知识社会的挑战

区域活动部

知识社会的信息素养

非洲地区组

非洲图书馆和本土知识

亚洲与大洋州组、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组

促进图书馆开放存取的落实：提高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信息素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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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韩国
朝鲜半岛自亚洲大陆的东端向南延伸。韩
国就位于朝鲜半岛，陆地面积达 222,154 平方
公里。山脉覆盖了韩国 70%的国土，使它成
为世界上山地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韩国拥有
茂密的森林山谷、天然洁净的海滩。由花岗岩
和石灰石构成的地层通过升降与折叠作用创造
出了令人惊叹的韩国山川峡谷风景。行政区域
划分上，韩国由九个省组成；首都为首尔；六
个大城市：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及
蔚山。全国共有 77 个城市 88 个县，总人口
4,790 万。

Mt. Sorak in Sokcho

近几十年来，韩国在汉江流域创造的经济
奇迹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一不可思议的进步
戏剧性地转变了韩国经济，标志着韩国历史的
一个重大转折点。事实上，作为世界经济增长
最快的国家之一，韩国一直在努力成为 21 世
纪强大的亚洲经济集团的焦点。韩国蓬勃发展
的 IT 产业同样闻名于世，拥有坚实的信息化
基础，比如互联网宽带技术的应用已遍布全
国。

Seongsan Ilchulbong in Jeju

Bulguksa in Kyongju

首尔，充满活力和友谊的城市
首尔位于朝鲜半岛中心的西部，有悠久的
历史。早在14世纪末的朝鲜（Joseon）王朝就
成为了韩国的首都。它作为韩国的政治、文
化、经济和交通运输中心已达600年之久。

首尔风光如画，山川河流和谐统一。首尔
最吸引人之处是你能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发现许
多传统风格的古代宫殿，同时又能感受到这个
现代化大都市的活力。

探索首尔的美丽
江南，商业与贸易开始的地方

Gangnamda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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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是引领韩国最新流行时尚的地
方，它也逐渐成为首尔新的中心地区。由
2006 年首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举办地
COEX 开始的德黑兰路（Teheran-ro），是韩国
众多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是 IT 业起步和网
络公司创业的基地。如果您想看看首尔的现代
化景象，那就去参观江南地区，一个日新月
异、不断创新的地方。

四大城门周边地区，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

代表们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受
周围气氛下那种高雅独特的韩国情调。

梨泰院（Itaewon）, 首尔中的“世界”

Namdaemun(South Main Gate)

过去，首尔城仅限于它的四个城门里的区
域。这些过去被作为首尔中心的地区是皇室家
族成员的住所，目前仍然是首尔和韩国的中
心。此外，这些地方也很具吸引力，您在这里
可以看到低矮的石墙和现代的摩天大楼鳞次栉
比。
皇家宫殿

Itaewon

在梨泰院, 您可以遇到绝大多数在首尔的外国
人：这里是您可以感受整个世界的地方，有许多地
方值得一看，有许多美食值得品尝。大部分的商
店、餐馆和酒吧都能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这里有差
不多 2,000 家时尚店出售服装、鞋子和包，代表们应
该不会碰到什么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店家都能讲
一口不错的英语。

汉江, 首尔的象征

Changdeokgung

在钟路（Jongno）地区还保留着五个皇家
宫殿，它们是朝鲜（Joseon）王朝的中心地
区。虽然经历过几次战争，这些宫殿的许多部
分已被损毁，但是近期对损毁部分的修缮工程
非常成功，还原了它旧时的大致模样。昌德宫
（ Changdeokgung ） 是 保 存 最 好 的 体 现 朝 鲜
（Joseon）王朝建筑风格的范例，其院落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Hangang

汉江将首尔水平地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乘
游船悠闲地沿河缓缓行进，首尔的风光尽收眼
底。特别是傍晚时分，清风徐来，水波荡漾，
轮渡驶向日落的地方，您定会陶醉在如此美丽
浪漫的景色之中。
外出就餐

仁寺洞（Insa-dong）, 古代文物的宝库

Insa-dong

整个仁寺洞地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韩国文
化遗产与博物馆。大大小小的画廊、纪念品商
店、韩国传统纸店、纸质衣架店、手工艺品商
店、陶器商店和古董商店分布在街道两旁和无
数个巷落里。在这许多的商店间，还有各种各
样的传统风味餐馆和令人着迷的韩国茶舍。

Korean traditional food

品尝异国的美食是旅游中最令人高兴的事
情之一。首尔有种类各异的餐馆，从极小的老
式食屋到时尚现代的饭店，均能提供给您各色
佳肴。在COEX的购物中心及其周边地区，您
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韩国、日本、中国及西餐的
各种餐馆，并且价格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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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韩国传统艺术
对于那些想要体验韩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们来说，将有很好的机会来探索发现韩国的传统艺
术。这项活动是由韩国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FPCP）资助的。以下节目的举办地点在 FPCP 大
楼，位于首尔江南区, 三成洞 (Samseang-dong), 112-2。更多的详细信息将在大会期间的信息台
公布。若想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请登陆 FPCP 网站：
http://www.kous.or.kr/foreigh/eng/fpcp01.htm
演出

"Pungnyu Hanmadang"

这个节目将给每个人欣赏传统文化艺术的
机会，并给表演者一个舞台来展示他们的技
艺。代表们可以通过主题表演，如：Pansori
（韩国清唱剧）、Gut（降魔驱邪）以及化装舞
会等来体验各种梦幻般的艺术。表演将在每个
周五晚上7：30开始。
展览

“接触掌握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
这个展览是韩国艺术的一个展示。
“南北朝鲜文化遗产书籍展”
举办这个展览目的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
机会：通过图书这种媒介，回首朝鲜过去 60
年的历史，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代表们可以
欣赏到大韩民族的传统手工艺制品、有关南北
朝鲜文化遗产的图书以及韩国博物馆里的一系
列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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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手工艺品商店
代表们可以了解传统手工艺品加工过程以
及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品。代表们可参观
以下十二个精美的手工艺品商店：
Gatil（马毛帽子）手工艺品商店
Maedeup（装饰绳结艺术）手工艺品商店
Jogak（雕刻）手工艺品商店
Akgi（乐器）手工艺品商店
Gunghi（弓箭）手工艺品商店
Ipsa（金属镶嵌）手工艺品商店
Jasu（镶边装饰）手工艺品商店
Chimseon（刺绣）手工艺品商店
Soban（盘碟）手工艺品商店
Gakja（木版雕刻）手工艺品商店
Hwagak（牛角镶嵌）手工艺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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