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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农村教育和发展组织荣获求知新途
尼泊尔农村教育和发展组织荣获求知新途奖
求知新途奖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将奖金为 100 万美元的 2006 年度求知新途奖（提供学习
机会贡献奖）颁发给了加德满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尼泊尔农村教育和发展组织
（READ）。该奖项于 8 月 21 日在首尔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上颁发，以肯定 READ 在为
居民提供免费公共使用计算机和因特网方面起到的先锋作用，以及在促进信息和文化知
识获取方面做出的贡献。
READ 同尼泊尔当地的各社区合作，在全国建立了乡村社区图书馆作为信息获取和学
习的中心。这些图书馆提供尼泊尔语图书和出版物、教育资料、计算机和使用因特网，
同时设立了一个社区联系中心来协调给予村民各种形式的援助。自 1991 年至今，READ
已建立了分布在尼泊尔各处的 39 个自助式社区图书馆，为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员培训
提供殷实的资助基金，以及长期在社区内开办有收益的公司帮助支付图书馆的费用。
求知新途奖将帮助支持 READ 的图书馆发展计划，并增强它们为尼泊尔各社区居民
提供信息技术的能力。
求知新途奖从 2002 年起由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理事会管理。科学出版物获取国际网
络组织（INASP）将从 2007 年起接手管理这一奖项。

- 展会 -

IFLA 向全年赞助的合作伙伴表示真挚的感谢
金级

银级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铜级
Annual Reviews
AXIELL bibliotek A/S
BOMEFA bv
Dansk BiblioteksCenter a/s
Ebrary
Eurobib ab
Innovative Interfaces
Otto Harrassowitz
Schulz Speyer Bibliothekstechni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Thomso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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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IFLA 基金会捐资的申请
IFLA 基金会是 2005 年在奥斯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决定设立的。
基金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机会
机会”部分
机会 部分
IFLA 将为会员开拓创新以及发展新项目和服务提供基金。
“灾难救助
灾难救助”部分
灾难救助 部分
IFLA 可以给选定的项目募集资金，当随时随地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灾难对图书馆造成不
良后果时，用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支持
支持”部分
支持 部分
这个部分用来支持 IFLA 正在进行的成员服务、专业活动和支持性工作。
IFLA 基金会将向每一个捐资的人发放一个 IFLA 钥匙圈，
钥匙圈，以示感谢！
以示感谢！
捐赠表格可以交到 COEX（317 房间）的 IFLA 秘书处。现金捐赠可交到秘书处或 IFLA
展台（84 号）。
我愿意向 IFLA 基金会捐资
 机会部分
 灾难救助部分
 支持部分
 以上任何部分
我的捐资总额是
欧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货币：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捐资将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银行转帐
银行名称：ABN AMRO nv
地址：The Hague, Netherlands
帐号：51 36 38 911

Swift 代码：ABNANL2A
IBAN 代码：NL23ABNA0513638911

 支票
请将款项汇至：
IFLA Headquarters, Box 95312, 2095 CH The Hague, Netherlands
 信用卡
 American Express
 Visa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安全号： _________
 请给我邮寄上面所填捐资总额的形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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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FLA 专业组会面！
专业组会面！
IFLA 总部工作人员和 2007 年及 2008 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组织者在 IFLA 展台
(84 号)现场工作。会议期间，IFLA 官员也将到展台现场解答有关他们活动的问题，并展
示他们一些项目的成果。如果您想与官员会面并得到第一手信息，请注意 8 月 22 日（星
期二）
期二）展台的安排是：

10:00－11:00
ALP
非洲地区组
亚洲及大洋洲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
11:00－12:00
公共图书馆组
城市图书馆组
多元文化人群的图书馆服务组
公共图书馆和民主进程讨论组
12:00－13:00
为残疾读者服务的图书馆组
盲人图书馆组
13:00－14:00
书目组
编目组
分类与标引组
UNIMARC 组
14:00－15:00
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
政府图书馆组
政府信息与官方出版物组
15:00－16:00
版权与其他法律问题委员会
卫生与生命科学图书馆组
知识管理组

16:00-17:00
家谱与地方志组
农业图书馆讨论组

8 月 23 日（星期三）
星期三）
10:00－11:00
视听与多媒体组
社会科学图书馆组
信息技术组
11:00－12:00
参考与信息服务组
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组
ICABS
12:00－13:00
报纸组
连续出版物与其他连续性资源组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13:00－14:00
PAC
保存与保护组
善本与手稿组
14:00－15:00
采访与馆藏建设组
图书馆历史组
图书馆协会管理组

纪念为残障读者服务的图书馆专业组成立 75 周年
为残障读者服务的图书馆专业组成立于 1931 年。该专业组将于 8 月 22 日（星期
二）8:30－10:30 在 102－104 室庆祝成立 7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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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战略联盟
在建设以人为本、兼容并包和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进程中，图书馆应起到主导作
用。为达到这一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
（IFLA）将建立一个战略联盟，为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决议的实施做出他们的贡
献。8 月 20 日， UNESCO 传播与信息部助理总干事 Abdul Waheed Khan 和 IFLA 主席
Alex Byrne 在首尔召开的第 72 届 IFLA 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联盟将致力于确立共同的战略性措施与项目，以实施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和由 WSIS 于 2003 年在日内瓦提出、2005 年在突尼斯签署的日内瓦行动
计划(Geneva Plan of Action)中图书馆的相关部分。
UNESCO 和 IFLA 将很快建立一个中期合作战略计划，合作的范围包括图书馆与社
区存取、信息素养以及图书馆对确保文化多样性的作用。特别关注的焦点将是全球范
围内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请带上您选举所需的资料!
请带上您选举所需的资料!

所有投 票 代表须到COEX会 展 中 心 317房 间 秘 书 处IFLA投 票 办 公 室 领 取 有效 的
选票。
选 票 只发 给 有 相 关 机 构 正 式签 发 的 IFLA2006投 票卡 的 代 表 。
IFLA 投 票 卡 分 发给 所 有 已交 付 2006 年 会 费 的会 员 。
IFLA 投 票 办 公 室在 秘 书 处每 日 开 放 。 请 尽 早 领 取 您 的 选 票 ， 不 要 到 最 后
时刻才来领取！
投票在理事会会议上进行，
投票在理事会会议上进行，理事会会议于8
理事会会议于8月24日
24日（星期四）
星期四）15:0015:00-18:00在
18:00在COEX
会展中心102
会展中心102102-104室举行
104室举行。
室举行。
所有IFLA协会成员应确保携带选票和Quorum Card参加理事会会议！

Quorum Card
For Association Member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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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会议在首尔成功
会议在首尔成功举
在首尔成功举行
2006 年 8 月 16－18 日，主题为“数字时
代的资源共享、参考服务与馆藏建设――实践
方法”的卫星会议在首尔新开放的国家儿童与
青少年图书馆举行。会议由 IFLA 采访与馆藏
建设组、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组和参考与信息
服务组联合主办。

韩国图书馆协会前会长 Lee Doo Young
博士在会议上作主旨发言。他的发言扩展了
信息鸿沟的内涵，不只限于技术，还包括了
知识和文化。他对信息鸿沟的重新定义向参
会者提出了挑战。三个专业组从为用户提供
服务的角度讨论了这一观点。

会议主要面向本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这
将是第一次系列培训讨论会， 使 3 个专业组
有机会将 IFLA 的原则、方针和最佳的实践经
验等方面的信息传送
给特定地区的从业
者。

第一分会场讨论了采访和藏书建设，发
言中介绍了该专业组的活动和出版物，以及
计划出版的电子资源选择、采访、传递和管
理手册的主要内容。后
面的发言通过一些案例
向参会人员说明了在电
子资源的选择、谈判和
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失
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
训包括：注意许可和定
购细节、提高专业能
力、满足用户需求以及
要求提供“柜台”投诉
统计资料。它还强调了
电子资源市场的重要性。

60 位代表参加了
会议，大部分来自韩
国和本地区。参会者
来自全球 17 个国家。
这次会议设备精良、
安排周密，这得益于
国家儿童与青少年图
书馆馆长 Sook Hyeun Lee 和她的同事以及韩
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Kyungsang Kwon 博士的精
心准备。主办方热情好客，为会议创造了完美
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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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分会场以回顾 IFLA 专业组
的活动开场，特别介绍了新的指南和 IFLA
代金券支付计划。该分会场涉及服务的改
进，首先介绍了韩国富川市图书馆在该市
和小型图书馆服务机构之间的馆际互借工
作。 韩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KISTI)进行
了演示，阐明了技术和沟通可以改善对学
生、教育部门和企业的馆际互借服务。开
放存取给馆际互借工作者带来了好处，使
他们能帮助读者更好地利用文献和服务。
此外，该分会场还讨论了参考服务和文献
传递服务相结合的问题。

IFLA 数字参考指南为最后一次分会场
活动确定基调，建议参会人员在提供这样
服务的同时，考虑技术政策和用户的问
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重点介绍了他们
与其他图书馆参考服务部门合作开发问答
数据库的好处。
许多会议反馈中提到，希望今后继续
组织此类实践活动。
Margarita Moreno,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Pentti Vattulainen, 芬兰国家版本图书馆

2006 年世界图书馆
年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
获得资助人员
助人员名单
图书馆和信息大会
和信息大会获得资
2006 年世界图书馆
年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
图书馆和信息大会
和信息大会旅行资
旅行资助
Dilara Begum 女士, 孟加拉国
Kh Ali Murtoza 先生, 孟加拉国
Sophy Suon 女士, 柬埔寨
Ari Suryandari 女士, 印度尼西亚
Raju Shakya 先生, 尼泊尔
Maxia Doreen Cabarron 女士, 菲律宾
Dilrukshi Shiromala Handukande
Dewage Ariyaratne 女士, 斯里兰卡
Evy Mardiani Dewi da Silva 女士, 帝汶岛
Leste
Hanh Nguyen Thi 女士, 越南

Helena Asamoah-Hassan 女士, 加纳
Raja Fenniche 女士, 突尼斯
Bhule Mbambo 女士, 津巴布韦
Jacinta Were 女士, 肯尼亚
Irangani Muddannayake 女士, 斯里兰卡
Premila Gamage 女士, 斯里兰卡
Mehri Parirokh 女士, 伊朗
Mrwa El Sahn 女士, 埃及
Maria Isabel Cabral da Franca 女士, 巴
西
Elizabeth Watson 女士, 巴巴多斯岛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机构（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机构（SIDA）
SIDA）发言人资助
Liu Yi 女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
Jorge A. Meneses Hernandez 女士, 哥斯
达黎加

Joyce Bukirwa Nyumba 女士, 乌干达
Jabulani Sithole 先生, 津巴布韦
Anup Kumar Das 先生, 印度
Ido Priyanto 先生, 印度尼西亚

Harry Campbell 大会参会资助
Volatiana Ranaivozafy 女士, 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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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
本次 IFLA 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共有约 200 名志愿者，主要由韩国图书馆专业人
员和学生组成。在会议期间，为您提供帮助是志愿者最荣幸的事。他们身着蓝色背心并
佩戴写有姓名的徽标，以便识别。这些都是由 EBSCO 提供赞助。

寻物启示！
寻物启示！
我丢失了一个仿皮黑色文件夹，它用纸包裹而且表面贴着标签。内装手写笔记本和
我非常重要的约会。
如果您拣到了它，请交到 IFLA 办公室（317 室）。它对我非常重要。
法国国家图书馆 Gregory Miura。

全球统计——更正
更正
全球统计
IFLA 快报第 4 期上登载的内容为全球统计的文章末尾里，有关联系方式的信息有
误，现更正为：
专业组主席 Michael Heaney：Michael.heaney@ouls.ox.ac.uk
专业组秘书 Roswitha Poll： pollr@uni-muenster.de
委员会成员 Pierre Meunier： Pierre.meunier@ville.montreal.q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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