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无边界：走向全球共识

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
IFLA主席
欢迎您莅临迷人的加拿大法语区魁
北克省魁北克市，参加2008年度世界图
书馆与信息大会。这是继多伦多
（1967）和蒙特利尔（1982）之后第三
次在加拿大召开IFLA大会，对此我感到
无比自豪。
能够在这个久享多元文化盛誉的国
度里举办此次大会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因为文化的多样性一直是全球
许多图书馆员共同关注的话题。加拿大
的这种文化多样性将给我们的很多工作带来启迪，
我期待着届时能够亲身感受从世界各地汇集于此的
各种各样的文化。事实上，即使不能假定我们的工
作程度相同，我也认为加拿大的工作模式与IFLA
模式十分相似。
因此魁北克是最合适举办2008年度IFLA大会
的东道主城市。图书馆和信息专业人士在此汇聚
一堂，探讨本领域内的重要问题，共同努力促使
我们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图

书馆与信息机构的作用是绝不可低估的。在此我
希望各位代表关注我的IFLA主席任期主题：将图
书馆提上日程！
我深信，成功说服所在的社区、地区机构、
研究机构、公司、政府和国际组织等管理机构将
图书馆事务纳入他们的日常工作日程，也就意味
着我们图书馆员和信息工作者能够为建设更美好
的世界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即使在经济、社会
和政治等各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的同行也必须
为拓展信息和知识资源的获取做出重要贡献。
我代表IFLA管理委员会欢迎大家前来加拿大
魁北克市参加IFLA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非常
感谢魁北克国家委员会和文献科学与技术促进委
员会（ASTED）为筹备本次图书馆界的全球盛会
所提供的协助和支持。我们期待着与全世界的同
行进行切磋，分享新的见解和经验，开展文化交
流，建立深厚友谊。

魁北克国家委员会主席的话

魁北克国家委员会主席致辞

克劳德·邦内利（Claude Bonnelly）
非常荣幸加拿大图书馆界成为今
年8月魁北克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暨
第74届IFLA大会的东道主。我谨代表
主办单位文献科学与技术促进委员会
（ASTED）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同
时，也代表我们的主要合作单位表示
真挚的欢迎。它们分别是：加拿大图
书档案馆、魁北克国家图书档案馆、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CLA） 和拉瓦尔
大学。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正在不知
疲倦地努力工作，希望此次大会能给
大家留下一段深刻印象。
魁北克以及加拿大整个图书馆界
是一个相当充满活力、创意和创新意

识的团体，非常关注本行业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也期待能够在此次国际论坛上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
的想法。
为响应前任IFLA主席亚历克斯·伯恩的号
召，加拿大图书馆协会（CLA）和文献科学与技
术促进委员会（ASTED）最近成立了世界图书
（Bibliomondialis）基金会，旨在以助学金的形
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本次魁北克大会。
该助学金项目已于去年12月在IFLA网站正式公
布，目前已收到很多申请。申请成功的幸运者名
单将于今年4月公布，我们盼望着他们的到来。
世界图书（Bibliomondialis）基金会是一个永久
性组织。2008年后，还将提供资金以支持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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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截止日期
•需预付款的酒店预定截止日期：
2008年4月11日

• IFLA总部接收论文回执截止日期：
2008年6月6日

邦内利

进一步参与本领域的国际事务，并对专业相关的国际研究项目
提供资助。可以肯定的是，该项目充分体现了我们协会组织的
动态性和开放性。

如果您还没有行动，请您一定在您的日程安排表中为我们
留出8月10日这一周，2008年度魁北克大会不容错过！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图书馆无边界：走向全球共识》，
与会代表将受邀共同探讨在当前知识全球化及普及化背景
下，文化的多样性、互补性、相互间的理解合作与团结所体
现的基本理念。显然，魁北克和加拿大的现况正适合研究此
问题，因为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就包括以开放的态度面向
世界，以兼容并包为原则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断增强
相互间的了解。
魁北克市是举办2008年度IFLA大会的理想之地。它拥有
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北美法语文化的摇篮，魁北克省的
标志。在这个以英语为主导的国家和大陆中，魁北克自豪地
以法语特区的身份发展壮大，同时它也接纳了来自原著民、
不列颠、苏格兰和爱尔兰文化对它的影响，并充分肯定了后
继移民为这个城市所做出的贡献。由于今年恰巧是自1608年
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建立魁北克市
以来的第400周年纪念，它将盛装迎接您的到来，并期待能
给您一些特别的惊喜。

重要的截止日期
关于注册:
• 提前注册（有优惠）：截至2008年5月7日
• 一般注册：2008年5月7日－7月25日
• 7月25日以后，只接受现场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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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组织委员会

国家委员会向迄今为止为大会的组织提供财政支
持的机构和协会表示感谢，它们分别是：
魁北克文化交流部
魁北克旅游部
魁北克旅游办公室
加拿大图书档案馆
魁北克国家图书档案馆
加拿大科学与技术信息研究院

从左到右依次为：
第 一 排 ： Réjean Savard, Philippe Sauvageau, Diane Polnicky,
Claude Bonnelly, Céline Gendron, Benoît Ferland, Judith Mercier,
Monique Désormeaux
第 二 排 ： Jean-Eudes Bériault, Louis Cabral, Suzanne Payette,
Jocelyne Dion, Ghislain Roussel Absents: Aline Néron, Jean Payeur,
Joëlle Thibodeau

加拿大学术研究图书馆协会
草原及太平洋区大学图书馆理事会

ASTED和国家委员会向以下为会议筹备工作派出代表、提
供帮助的机构和协会表示感谢：

安大略区大学图书馆委员会
魁北克高校校长委员会图书馆分会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图书馆大学

拉瓦尔大学
魁北克国家图书档案馆
加拿大图书档案馆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
魁北克文化交流部
魁北克加拿大研究院
魁北克国会图书馆
蒙特利尔大学图书馆经济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加拿大科学与技术信息研究院

顾问委员会

加拿大国会图书馆
范库弗公共图书馆
弗朗索瓦-泽唯尔·加尔诺学院
学术文献服务促进委员会
魁北克职业图书馆员行会
魁北克图书网
魁北克文献技术人员职业协会
魁北克公共图书馆协会
加拿大市区图书馆理事会

从左到右依次为：
第一排：Ariel Leibovitz, Céline Gendron, Philippe Sauvageau,

大西洋沿岸省区图书馆协会n

Claude Bonnelly, Liz Kerr, Laurette Mackey, Hélène Roussel,

加拿大学术研究图书馆协会

Ingrid Parent
第二排：William Young, Don Butcher, Madeleine Lefebvre,
Barbara Clubb, Paul Whitney, Pam Bjornson, Diane Polnicky,
Louis Cabral, Michel Bonneau

安大略区图书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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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魁北克市恭候您的到来！

亲爱的IFLA同事们：
非常高兴和自豪地向你们预报一些本
届IFLA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的情况，
此次盛会将于2008年8月10日—14日在美
丽的魁北克市召开。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图书馆无边
界：走向全球共识”。 魁北克与加拿大
正是多民族与多种文化传统交融的地方。
本地文化，法裔、英裔及其他民族带来的
多元文化共同决定了加拿大的发展模式及
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当您来到这
里，您将会深刻体验到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您还将看到
我们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是如何以一种创新的方式为不同文化背
景的读者提供服务。由IFLA专业小组资助的研究项目也同样着
眼于推动无边界的图书馆活动和图书馆服务，因为当前所有的
信息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几十年前闻所未闻的方
式去访问这些信息。
然而，大会议题并不是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在会上您将有
机会见到来自全世界120多个国家的同行，这将大大丰富您的阅
历，增强彼此间的了解。此外，大会安排的休闲活动将是魁北
克市建市400周年庆典活动中最精彩之处，它将向您展示魁北克
和加拿大文化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正如艾伦·泰塞（Ell en Tise）在2006年首尔大会上所承诺
并做到的：德班大会将“别样”于首尔大会。在此我也同样可
以承诺魁北克大会也将“别样”于德班大会。无论从个人角度
来讲还是从专业方面来讲，这次大会都将成为您难以忘却的一
段经历！
8月请到魁北克来，我期待着在这里与更多的同行见面。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周年庆典!
大约400年前的一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 这 一 天 ， 塞 缪 尔 · 德 · 尚 普 兰 （ Samuel de
Champlain）建立了基北克（Kebek）殖民地，从此
开启了一个史诗般的故事……
这一天就是 1608 年 7 月 3 日。从此以后，经
过几番世事变迁和多民族的艰苦努力，基北克逐渐
演变成现代的魁北克市，形成了现有的城市面貌和
特征。这段历史演变的痕迹在当地的风景、建筑、
文化、经济、艺术和百姓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正
是在这里，欧洲人和美洲人，当地人和来自遥远海
岸的法国人和英国人走到一起。在过去的 4 个世纪
里，大约有 500 万人来到魁北克市，逗留、访问或
定居下来。
这些人中的每个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构成了
魁北克历史的一部分。
在这个文化的交汇处，有400年的人类居住历
史和与众不同的人类文化遗产。
从最初的开辟者到缔造者，从探险者到观光
者 ， 人 类 在 这 个 全 新 的 世 界 里 创 造 出 了 400 年历
史。我们将铭记历史，展望未来。
.
http://monquebec2008.sympatico.msn.ca/MonQuebec2008/
Themes/Images/Programmation_en_finale.pdf

英格利·帕伦特（Ingrid Parent）
IFLA管理委员会成员

艾伦·泰塞（Ellen Tise）, IFLA当选主席 (2007-2009)
2008年2月2日在安大略图书馆会议上的讲话

重塑全球图书馆：图书馆为知识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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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一段奇妙的经历
IFLA 是 一 个 非 常 值 得 为 之 工 作 的 地

最后一个星期六（8月9日）举行。在这里，您肯定能遇到很多与

方。我第一次与之接触是1995年。那年，我

您有共同话题并且已经在这个小组里非常活跃的同行。参加小组

受邀在伊斯坦布尔大会上作一次演讲。这以

会议是您参与IFLA大会的最好途径。通过它，您能接触到来自世

后，我就一直积极参与IFLA的活动，在这的

界各地的同行，并和他们建立友谊。而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

每分每秒都让我觉得十分开心。

充当您的向导，使您更快地熟悉会议内容，取得更好的参会效

IFLA有着非常吸引人的独特之处！毫无

果。

疑问，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在这

此外，预备会议对于新参会者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里你能接触到很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这些会议为说同一种语言的参会者（譬如说讲法语或意大利语的

人。每年，很多兴趣相投、有着同样职业理

参会者）、同一个地区参会者（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参会

念和追求、或者说至少是同样热爱图书馆的

者）、甚至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参会者（加拿大或美国参会者）举

人聚集在一堂，这是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办，不是正式会议，通常在小组第一次会议当天（8月9日，星期

啊！

六）下午晚些时候举行。无论如何请您一定要尽量参加这些会

因此，我真诚地邀请您来魁北克亲身体验这种美好的感觉。

议，这可是一个难得的结识同行的机会！

会议中心设在市中心，交通十分方便，就位于老城的右侧。老城

同 样 ， 卫 星 会 议 也 很 重 要 （ http://www.ifla.org/iv/ifla74/

区布满了狭长的街道，四面都有城墙。此外，还有一处岬角可以

atellite-en.htm）。它们由各小组举办，通常都在大会之前进行，

俯瞰到整条圣劳伦斯河。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所以我向您保

与会者较少，他们对同一话题有一致的兴趣。卫星会议也将为您

证：它真的是个非常迷人的城市！

参会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参加IFLA大会，为了让您的魁北克之行取

祝愿您尽情享受此次大会，欢迎您来魁北克市！

得最大收获，我建议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小组并一直关注
它。IFLA一共设有40多个小组，涉及的业务涵盖了图书馆的方方
面面（详情见http://www.ifla.org/act-serv.htm#Sections）。请尽量

雷让·萨瓦尔（Réjean Savard）图书馆学教授，博士
IFLA执行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委员

参加这些小组常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一般于大会开幕之前的

鉴于IFLA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将于2008年8月在魁北克举

蒙特利尔大学图书馆学教授

因为距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行，ASTED和加拿大图书馆协会（CLA）创立了一个新的慈善基

7年来，我们一直努力使得魁北克及加拿大图书馆界紧跟世

金，名为BibliøMondialis，意思是为图书馆架起合作桥梁的加拿大

界步伐，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产生某

人。

些长久影响。如果2008年之后，这种努力就此中断，我们会感到
BbliøMondialis致力于募集基金及基金管理，以便为全球图书

十分遗憾。因此希望加拿大图书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图书

馆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2008年的目标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馆的发展进程中来。正因有这样的想法，ASTED和加拿大图书馆

参加魁北克大会。2008年后的目标是鼓励魁北克及加拿大的同行

协会创立了BibliøMondialis。

参加国际活动如IFLA大会，同时也为国际性的科研、学习和发展
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到目前为止，通过前期的基础工作已经募集了35,000美元。
ASTED、CLA，安大略区图书馆协会、ABCDEF国际、魁北克国

请记住，2008年度IFLA大会将是整个加拿大图书馆界近7年来

家图书档案馆、魁北克图书网、魁北克职业图书馆员行会以及魁

不懈努力的事业顶峰。事实上，这项工作在2000年就开始了。首

北克公共图书馆一致同意资助大笔资金作为启动金。现在的目标

先我们为魁北克市申请候选资格并成功获取举办权。然后组建筹

是在近几个月内，通过向研究机构、协会和多家文献单位的会员

备委员会，从加拿大国家机构以及魁北克和其它地区的图书馆界

募集捐款，使得这笔资金总量至少再翻一倍。

挑选代表组成。最后就是规划工作。现在各项工作已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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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名胜古迹等待您来发掘！

一座独特的城市
一说起魁北克，人们就不禁想到闲适的生活、丰富的历史宝藏、瑰
丽的文化遗产以及无与伦比的旅游魅力。正因如此，魁北克才显得十分
特别。
魁北克市被《货币》杂志评为北美十大旅游胜地之一，CNN也如
此评论它的卓尔不群：在这里既能领略到浓郁的法国风情和满城名胜，
又能观赏到美伦美奂的建筑美景。

事实上，魁北克市的地貌是绝无仅有的。整座城市从世界上最大
的河流之一圣劳伦斯河向外扩展，向北一直延伸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劳
伦山麓；向东一直延伸到蒙特默伦西瀑布，向西则经过连接魁北克与
南海岸的大桥，穿过雅克·埃迪儿海滩，直到圣·奥古斯丁·德马
舒尔市和圣·卡瑟琳··雅克·埃迪尔市边界。

魁北克市位于圣劳伦斯河河面变窄处，由此之后圣劳伦斯河变得十
分开阔。该市的最高点戴蒙岬角，距河面130米，为该市增添了独特风
情。市内有很多小河流过，如圣查尔斯河，蜿蜒而下最后与圣劳伦斯河
汇合。老城区分为两个部分：上城区和下城区。

400多年的历史融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传承开去，确保了魁北
克的美好明天。该城既是北美法语文化的摇篮，又是加拿大的主要
经济中心。

http://www.ville.quebec.qc.ca/en/exploration/portrai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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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截止日期
•需预付款的酒店预定截止日期：
2008年4月11日

• IFLA总部接受论文回执截止日期：
2008年6月6日

IFLA总部组织的大会和相关活动的简要介绍
2008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IFLA总部!
大会期间，IFLA的工作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提供有关
IFLA的工作情况，如何加入IFLA并积极参与其中等广泛信
息。这是您进行垂询的一个绝好机会。IFLA秘书处或IFLA展
览处都将安排IFLA的工作人员。
网站
如想了解IFLA的有关信息，请登陆网站：www.ifla.org。
网站上能找到有关大会的信息。进入主页，点击魁北克大会标
志，即可链接到有关会议注册、宾馆、旅游、图书馆参观、展
览等相关信息网页，也可获得网上注册表和活动概要。我们有
望4月份在网上公布大会日程。

提交大会论文

参会者：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委员、管理人员、图书馆员工
及对此感兴趣的国会议员 （125人）
主办方：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
出版物：通讯、网站
3. 社科图书馆中逐渐消失的学科分界—全球性的研究
还是突发性彻底改变？
2008年8月6－7日
地点： 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
联系人：Lynne M. Rudasill
网址： http://ilabs.inquiry.uiuc.edu/ilab/ssls/
参会者：社科图书馆馆员，以及对社科领域内跨学科研究和多
学科研究的变化趋势对图书馆及其用户的影响感兴趣
的学者、 公众及专业人士（大约50-75人）
主办方：社会科学图书馆组
协办方：多伦多大学信息学系全体老师有可能出席
出版物：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和专著
4. 国家科学政策和科学门户网站

200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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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组、核心活动、讨论小组）举办。请注意所有论文
必须提交给这些专业团体。但也请注意绝大多数的会议日程已
经确定。大会期间所有批准发言的论文必须由IFLA总部登记
编号。只有IFLA在2008年6月1日前收到的论文才能发到大会
代表手中。IFLA对应邀出席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并发言的
个人不提供任何补助，出席会议的费用自理。

地点： 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
联系人：Irma Pasanen
网站： http://lib.tkk.fi/ifla/IFLA_Science_Portals
参会者：对科学政策及科学门户网站的建设感兴趣的图书馆管
理人员和馆员。正是这些国际/国家门户网站向公众免
费提供了大量的高质量科学文献。（大约50-100人）
主办方：科学技术图书馆组、政府信息与官方出版物组
协办方：蒙特利尔理工学院图书馆
出版物：演讲稿可在网站上获取
5. 实证研究在医学图书馆中的作用

2008年8月9日

配合2008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举行的卫星会议
1. 集团与合作计划
2008年8月7日
地点： 拉瓦尔大学-劳伦特展厅, 魁北克市
联系人：Sue McKnight,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主席
网址： 无
参会者：图书馆管理人员 （100人）
主办方：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
协办方：大英哥伦比亚电子图书馆（BCELN）
出版物：IFLA网站
2. 法律图书馆：民主进程的助手

2008年8月5－7日
地点： 议会图书馆，加拿大，渥太华
联系人：Marie-France Gareau
网址：http://www.preifla2008.ca/libraryOfParl-.asp?Parent=Wel

地点： 魁北克市（具体地点待定）
联系人：H. Todd
网址： 待定
参会者：图书馆馆员、卫生保健研究人员（100人）
主办方：卫生与生命科学组
协办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出版物：出版物可在网站上获取
6. 为多元文化人群提供的家谱及地方志服务
2008年8月6－7日（包括学术会议及研修参观）
地点： 加拿大家谱、图书馆及档案中心，加拿大，渥太华
联系人：Janet Tomkins
网站： 建设中
参 会 者 ： 家 谱及 地 方 志 图 书馆 馆 员 （ 公 共图 书 馆 及 私 立团
体），一般参考咨询馆员及社科人文图书馆馆员；为
多元文化人群服务的图书馆馆员；国家及地方档案工
作者（大约75-125人）
主办方：家谱及地方志组、参考咨询与信息服务组
出版物：出版物在IFLA网站上公布或结集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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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截止日期
•需预付款的酒店预定截止日期：

• IFLA总部接受论文回执截止日期：

2008年6月6日

2008年4月11日

IFLA总部组织的大会和相关活动的简要介绍

7.公共图书馆如何利用现有技术吸引和维持青年用户群？
2008年8月5日－7日
地点：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
联系人：Suzanne Payette
网址：www.bpq.org/satelliteIFLA2008
参会者：图书馆员及为青年人（10岁-17岁）服务的图书馆员工
主办方：魁北克公共图书馆协会，IFLA公共图书馆组，儿童与
青少年图书馆组以及管理与营销组
协办方：魁北克文化交流部及妇女权益部，道明银行集团，魁
北克国家图书档案馆，文体教育部，麦基尔大学及其
信息学院的全体师生，魁北克青少年工作秘书处,
SODEC，蒙特利尔市政府， 加拿大世界遗产管理处
出版物：通讯与IFLA网站

8. 信息获取的再思考：信息内容和传递方式的不断开发
2008年 8月6日－7日（8月5日到会并安排活动）
地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美国马萨诸塞州
联系人：Poul Erlandsen
参会者：图书馆工作人员（150-200人）
主办方：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组
协办方：IFLA采访与馆藏建设组与IFLA参考咨询与信息服务组

9. 从多元文化并存到文化融合：图书馆的文化连接作用
2008年 8月5日－7日
地点：加拿大，范库弗峰
联系人： Michael Burris
网址： http://www.bcla.bc.ca/ifla2008
参会者：IFLA会员，公众，研究与专业馆员，多元文化案卷保

管员与其他信息专家，多元文化协会，社团组织与研究会。
会议将以来自美洲、亚洲及澳洲/新西兰的国际性参会者为主
(350人)
主办方：多元文化人群的图书馆服务组
出版物：大会网站与该组网站

10. RDA：资源描述与存取：创建，变更与实施
2008年8月8日
地点：加拿大，魁北克城
联系人：Marjorie Bloss
参会者：编目管理者，编目员，信息技术工作人员（300人）
主办方：编目组
协办方：资源著录与存取发展联合指导委员会
出版物：IFLA网站，联合指导委员会（JSC）网站，Div IV发
表的报告，国际编目与书目控制

11. 插图还是作品？地图在出版物中的处理方法
2008年 8月6日－7日
地点：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联系人：Mark Dimunation
网址：http://www.loc.gov
参会者：来自两个主办方小组的成员，美国图书馆协会善本
与手稿组成员，以及其他从事地图管理的馆员（大约60人）
主办方：善本与手稿组，地理与舆图图书馆组
出版物：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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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截止日期
•需预付款的酒店预定截止日期：

• IFLA总部接受论文回执截止日：

2008年6月6日

2008年4月11日

IFLA总部组织的大会和相关活动的简要介绍
日程预告

12. 保护文化遗产：加拿大的立场
2008年8月6日－8日
地点：加拿大，渥太华，加拿大图书档案馆
联系人：Johanna Wellheiser 与 Jeanne Drewes
参会者：图书馆员，档案管理员，藏书管理员
主办方：保存与保护组，国家图书馆组，以及IFLA－PAC
协办方：加拿大图书档案馆与加拿大保存学会
出版物：IFLA网站，时事通讯的IFLA部分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图书馆无边界：走向全球共识
以下是计划在8月份IFLA大会中召开的会议
[注：以下议程可能会有细微改动]

版权与其他法律问题委员会（CLM）
用户的权利：为图书馆开展版权工作

13. 21世纪图书馆的统计学
2008年 8月18日－19日
地点：加拿大，蒙特利尔，肯考迪亚大学
的亨利大楼
联系人：蒙特利尔公共图书馆 Pierre Meunier
网址：http://www.ville.montreal.qc.ca/ifla
参会者：图书馆员，国家统计部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成员(大约 250人)
主办方：统计与评估组
协办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学会，国际标准组织ISO/TC48/
SC8，蒙特利尔公共图书馆体系，肯考迪亚大学图书馆
出版者：正式出版物（期刊文章）与网站上

14. 法语国家和图书馆：创新，变革与网络化
2008年 8月3日－6日
地点：魁北克大图书馆，蒙特利尔
联系人：Réjean Savard
网址：www.aifbd.org/congres
参会者：所有来自法语国家的法语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家，以及任何
对法语图书馆感兴趣的人（250-300人）
主办方：Réjean Savard 与IFLA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
协办方：国际法语馆员与档案管理员
出版物：正式出版物与网站

15. 知识管理——Web 2.0环境中的最佳实践与学习
2008年 8月8日
地点：蒙特利尔，歌德学院或希尔顿饭店
联系人：Judy Field, Chair KM Section
网址：http://www.ifla.org/VII/s47/index.htm
参会者：知识管理组的成员与其他感兴趣的听众（100人）
主办方：知识管理组
出版物：通讯，网站，IFLA期刊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
开放式论坛，报告FAIFE活动情况，并对2008年后委员会指导
方针的制订或修正进行讨论

保存与保护组（PAC）
IFLA保存与保护组的相关介绍：核心活动——20年的网络工
作，20年的专业培训

UNIMAC组
完善书目著录标准：UNIMARC的角色与地位

妇女、信息与图书馆讨论组
将妇女问题提上日程：妇女、信息与图书馆是信息社会的中心

电子学习讨论组
图书馆，图书馆员与用户在E-learning中的合作

农业图书馆讨论组
世界农业信息传递系统的发展趋势

获取信息网络——非洲开放存取网（ATINA）
图书馆在信息开放存取、政务公开与民主建设中扮演的角色：
北、中、西非的情况

图书馆与Web2.0讨论组
书目数据库共享——图书馆“产品”的再利用与免费许可的获取

国家图书馆组、统计与评估组
确保国家图书馆的质量：文化遗产与研究的绩效评测与质量评估

下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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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总部组织的大会和相关活动的简要介绍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中的热点问题——与专家面对面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管理与营销组
公共-私人合作关系

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

为弱势人群服务的图书馆组
为老年读者提供的图书馆服务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向着新的地平线进发：我们需要什么？想要什么？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议会信息交流中的挑战：语言问题，信息交流通道——新2.0工

为青少年提供修订版的图书馆服务指导手册

具，社会中的交流，及客户间的交流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政府图书馆组
克服障碍——政治信息的交流与协作

介绍图书馆婴儿服务指南，此后将举办一个经验分享讨论会，并
参观图书馆

社会科学图书馆组、专业图书馆部、地理与舆图图书

学校图书馆与资源中心组

馆组

以加拿大为例，初步探讨移民流动对学校图书馆及图书馆针对不

打破专业划分的社科馆藏：建设数字资源获取、传播与存储平台

地理与舆图图书馆组
绘制北美洲地图：穿越历史的地图旅程

科学技术图书馆组
跨馆科学信息资源获取：不同图书馆设置中影响科技文献提供
服务的各种因素

卫生与生命科学图书馆组
人文医学：医学教育与患者看护中人文学科作用

艺术图书馆组

同文化提供的服务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在研项目和最佳实践。同
时也希望能分享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经验。

盲人图书馆组
立足大众需要，满足特殊需求：如何使大众更方便地使用网站、
获取印本文献和图书馆举办的讲座信息、以及使用馆内设施

多元文化人群的图书馆服务组
多元文化主义：人口现状及图书馆的最佳实践

大都会图书馆组、公共图书馆组
公共图书馆与政治宣传：公共图书馆对决策制定的导向和影响

通过全球合作推进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艺术图书馆在全球化中

书目控制部

的任务

书目控制——更新会议

家谱与地方志组、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

书目组

（FAIFE）

全球书目一体化：合作创建国家总书目

家谱数据库的存取：数据的保护与记录的开放

编目组

法律图书馆组、信息技术组、书目标准联盟（ICABS）、

共享标准：与其他参与者合作

保存与保护组

知识管理组

法律文献资源的获取与魁北克法律介绍

为增强人们对多元文化世界的理解铺路

法律图书馆组、政府图书馆组、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

分类与标引组

数字化法律的鉴定

打破分类与标引中的语言界限

为一般公众服务的图书馆部

馆藏与服务部、版权与其他法律问题委员会（CLM）、

工作主题/最初主题：公共图书馆为本地人/原著民的服务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

为弱势人群服务的图书馆组

政府信息存取的障碍（这将是FAIFE和CLM合作召开的第一次分

走向无界限——采用新方法运用ICT，使大众更好地获取资源

会）。政府信息的获取对大众而言相当重要。但因版权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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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总部组织的大会和相关活动的简要介绍
（如政府出版 物著作权由英 皇享有），或 是私人出版商 （如

视听与多媒体组、国家图书馆组、书目组

LEXIS、Westlaw）控制着政府信息，导致政府信息很难获取。因

视听与多媒体资料的法定缴送：世界各国的做法

此，FAIFE和CLM认为有必要一起讨论此议题。

图书馆协会管理组、继续专业教育与在职学习组、图

采访与馆藏建设组

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

版权详情：与图书馆馆藏数字化相关的版权问题

图书馆的领导艺术与宣传：图书馆联盟管理的最佳实例

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组

教育与培训组

无边界的全球资源共享：跨越地理、语言和概念障碍，提供馆

吸收学生参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项目：走向全球共识

际互借与文献提供服务

教育与培训组

连续出版物与其他连续性资源组

让员工参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知识的培训：图书馆技术员与助

世界连续出版物导航：管理与编目的新动向

理馆员

政府信息与官方出版物组

继续专业教育与在职学习组

政府信息全球化：开发数字资源，增强信息获取

新兴的图书馆技术——继续专业发展与在职学习的相关应用

善本与手稿组

图书馆理论与研究组

拓展知识新领域：采集有关探险、探索和旅游方面的文献

图书馆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空间概念：理论研究

参考咨询与信息服务组

信息素养组、阅读组

我们是否可以扔掉咨询台？虚拟世界中的参考咨询服务

全球信息素养与阅读：分享图书馆在推动联合国信息素养十

报纸组

年（2003-2012）计划中的优秀实践

北美与加拿大的种族报导

信息素养组、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

保存与保护组、信息技术组（IT）、书目标准联盟

投资反馈：人们在信息素养学习中的收获——他们到底学到

（ICABS）及法律图书馆组

了什么?

数字化保存：物理载体上的数字信息，及保存所需的基础设施

区域活动部

图书馆建筑与设备组、管理与技术部

本土知识：语言、文化与信息技术

图书馆修复与重建：如何使之焕然一新

非洲地区组

信息技术组

全球化：非洲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推动图书馆服务的普及——小的即是好的：小型图书馆和专业图

亚洲与大洋洲组

书馆的多点式服务模式

从我到你再到我们：亚洲与大洋洲图书馆为达成全球共识做

管理与营销组、统计与评估组、图书馆理论与研究组、

出的贡献

管理与技术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

图书馆如何改善管理以面对环境变化——法律、技术以及组织问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图书馆的文化特性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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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信息

2008年度IFLA魁北克组委会
3414, avenue du Parc, suite 202
Montréal, Québec
H2X 2H5
电话： (514) 281-5012
传真： (514) 281-8219
网址：www.asted.org
电邮：info@asted.org

IFLA总部
P.O. Box 95312
2509 CH The Hague
Netherlands
电话：+31 70 314 0884
传真：+31 70 383 4827
网址：www.ifla.org
电邮：ifla@ifla.org

大会秘书处/协和服务公司
4B, 50 speirs Wharf
Port Dundas
Glasgow, G4 9TH, scotland
电话：+(44)(141) 331 0123
传真：+(44)(141) 331 0234
网址：www.concorde-uk.com
电邮：wlic2008@congr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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