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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第四届 IFLA 国际市场营销奖
IFLA 管理与市场营销组与 Sirsi
Dynix 公司一起，荣幸地宣布 2006 年第 4
届国际市场营销奖的获奖者。
一等奖颁发给来自荷兰鹿特丹附近的
Spijenisse 公共图书馆的 Cindy van
Kranenberg，她通过寄送明信片这一简单
而经济的市场经营策略来吸引非用户的加
入。图书馆同时评估从非用户成为用户的
人员数量。该市场营销的口号是“我们想
念你”（荷兰语为“Wij missen u”）。
一等奖的获得者将享受 2006 年首尔世界
图书馆和信息大会的免费机票、住宿和注
册以及 1,000 美元现金的奖励，可以用于
进一步开展图书馆市场营销工作。
二等奖颁发给魁北克地区公共图书馆
主席 Suzanne Payette，表彰他在“2005

年秋季魁北克地区公共图书馆周”期间开
发的一种独特的市场营销策略，名为“跟
随潮流”（法语为“Suivez le
courant”）。这种策略推动了制作循环
购物袋的可再生材料的持续使用。
三等奖颁发给西班牙 Castilla-La
Mancha 地区图书馆服务机构，以表彰名
为“公共图书馆：不需要敲门” （西班
牙语为“Biblioteca Publica, pasa sin
llamar”）的营销策略。项目主席 Oscar
Arroyo Ortega 指出，该策略的主要目标
是使公民了解新的公共图书馆以及新的社
会功能和服务。
二等奖和三等奖将分别颁奖。

- 部长招待会与舞会 -

向 IFLA 基金会
基金会捐资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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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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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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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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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将向每一
会将向每一个
向每一个捐资的人发
的人发放一个
放一个 IFLA 钥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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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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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ft 代码：ABNANL2A
IBAN 代码：NL23ABNA0513638911

帐号：51 36 38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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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星期三）展台的安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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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IFLA/OCLC 的特别会员
的特别会员
2007 年 IFLA OCLC 的特别会员已于 8 月 22 日在首尔召开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上宣布。他们是：
Kodjo Elolo Atiso 先生（加纳）
Alicia Chavarria Esguerra 夫人（菲律宾）
Pauline Nicholas 夫人（牙买加）
Elisangela Alves Silva 夫人（巴西）
Nevena Tomic 女士（塞尔维亚）
2007 年的活动从 4 月 27 日开始，到 6 月 1 日结束。特别会员将参加为期 5 个星期
的系列讲座、研讨会和指导活动，其中 4 个星期在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市的 OCLC 总
部，1 个星期在荷兰莱顿市的 OCLC PICA 活动。
活动的赞助方――OCLC、IFLA、美国神学图书馆协会正在从其它对此项活动感兴趣
的组织寻求赞助。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 OCLC 副总裁 George Needham, 电子邮件：
needhamg@oclc.org。
2008 年特别会员活动的申请信息可在下面的网址找到：
http://www.oclc.org/education/earlycareer/default.htm

T 恤衫抽奖
恤衫抽奖
奖品为 IFLA T 恤衫的抽奖活动将于 8 月 23 日（星期三）12:30 在 84 号展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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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 IFLA/FAIFE 活动――获
――获取有关爱
取有关爱滋病信息
关爱滋病信息：
滋病信息：生命和死亡的问题
生命和死亡的问题
2006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8:30－12:45，301 房间
关于本次会
于本次会议的变更和增加的信息现
更和增加的信息现已发布：
联合国的 8 个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是：“与爱滋病、疟疾和其它疾病抗击到底”。图
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在保障自由和无阻碍获取有关爱滋病流行信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
角色。他们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疾病并做出有关预防和治疗的决策。同样，公共图
书馆能够帮助一些国家跨越宗教和文化的障碍开展工作。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已经开始系统收集有关图书馆如何履行这一职责的
信息，包括建立图书馆和当地非政府组织（NGOs）之间的合作关系。最初的信息发布在
2005 年《IFLA/FAIFE 世界报告》中，FAIFE 将继续跟踪相关信息以进行后续报道。
IFLA 主席 Alex Byrne 将介绍活动主题，参加人员也将讨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
在爱滋病信息提供方面的角色和社会职责。在历时 4 个小时的活动中，我们将了解到世
界医疗卫生图书馆的工作，以及在古巴和南非是如何获取爱滋病防治相关信息的。4 个
小时的活动将以 Al Kagan 教授主持的一场辩论宣告结束。

•

8:30 — 12:45：欢迎词和开场介绍。IFLA/FAIFE 活动主席、美国伊利诺伊州大
学教授 Al Kagan。

•

8:45 — 9:15：主题介绍。IFLA 主席、澳大利亚悉尼技术大学 Alex Byrne 博
士。

•

9:15 — 9:45：全球健康图书馆：爱滋病信息获取问题的一个答案。世界卫生组
织（WHO）图书馆 知识图书馆与信息网络协调员 Yvonne Grandbois 。

•

9:45 — 10:45：问题和讨论

•

10:45 — 11:15：他们已控制住：青年、性和流行文化在抗击爱滋病流行中的教
训。南非角镇大学非洲性学院 Elaine Salo 博士。

•

11:15 — 11:45：古巴的 BIBLIOSIDA 社区信息服务计划：在其它国际应用的可
能性。 国家医学信息中心图书馆服务部主任
Lic. Margarita Pobea。

•

11:45 — 12:45：由 IFLA/FAIFE 委员会委员、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非洲研究书
目专家 Al Kagan 教授主持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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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IFLA/FAIFE（
IFLA/FAIFE（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主题报告
8 月 22 日，2006
2006 年 IFLA/FAIFE 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图书馆与抗击艾滋病、
图书馆与抗击艾滋病、贫穷和腐败的
斗争”
斗争”在首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布。这个报告是 IFLA/FAIFE 世
界报告系列的第六卷。
“图书馆与抗击艾滋病、贫穷和腐败的斗争”提出了一些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和主要挑战：艾滋病的流行、贫穷和腐败。来自非洲、亚洲、中美州和加勒比地区以及
东欧的作者探讨了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机构的作用与责任，以及他们如何在这一斗争中做
出贡献。
为了提高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地位，作者倡导图书馆在参与教育、执行信息法、了解
腐败与贫穷的因果关系、倡导提高透明度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由此提高图书馆成功参
与平等机会、透明度和完善公共卫生斗争的能力。关于这三个主题，作者强调了明确图
书馆行业新的责任与价值的必要性。
2006 年 IFLA/FAIFE 主题报告试图回答，为什么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应该重点关
注工作环境的现况与局限问题，并由此认识到，在信息与知识社会中，图书馆倡导思想
自由和平等参与的社会责任及任务。
最重要的是，图书馆有义务参与抗击艾滋病、贫穷和腐败的斗争。信息的获取与发
布是斗争中的关键因素。信息是唯一能帮助阻止艾滋病传播的疫苗，加强文化教育是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石，信息透明度和信息获取是控制腐败至关重要的因素。通过推动
信息的自由获取，图书馆为使世界更加公平做出贡献。
今年的报告明确地论证了图书馆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抗击艾滋病、贫穷和腐败斗争
的必要性。
联系人信息
Paul Sturges 先生： IFLA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及委员会主席
英国 Loughborough 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地址：Leicestershire, UK, LE 11 3TU）
电话： +44 (0) 1509 22 8069
电子邮件： R.P.Sturges@lboro.ac.uk
Susanne Seidelin 女士：IFLA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丹麦 哥本哈根
电话： +45 3258 6066 转 532 或 +45 32 58 70 77 － 532
传真：+45 32 84 02 01.
电子邮件： susanne.seidelin@ifla.org or sus@db.dk
网址： www.ifla.org/fa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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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理事会提案
代表请注意：向秘书长递交提议和议案的截止时间是今天，即 8 月 23 日（星期
三）12:00。
（IFLA 秘书处位于 COEX 会议中心 317 房间）

更多的旅行资
更多的旅行资助
IFLA 2005 年奥斯陆节余基金给予 2006 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参会者旅行资
助：
Edgardo Diego Civallero 先生（阿根廷）
Flippie Van der Walt 先生（南非）
2006 年 Dr Shawky Salem 大会参会基金，给予来自埃及的 Dr Ibrahim Hassan
Abou Al Khair 参加首尔 2006 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欢迎加入瑞士代表
迎加入瑞士代表团
瑞士大使阁下热诚邀请瑞士代表团 8 月 24 日（星期四）19:00 到访。
集合地点：18:00 COEX 五洲大酒店门前
为方便联络，请您在留言板上给 Jean-Philippe Accart 留言。

额外的参
外的参展商――
展商――TBMC
――TBMC
由于下列参展商的信息收到太迟，致
使其信息未被列入展览目录中。

电子邮件：partner@tts.tbmc.com.tw
联系人：Felix Chu E-mail:
felix@tts.tbmc.com.tw

78 号展台
Transmission Books and Microinfo Co.
Ltd. (TBMC)
7F, No. 315, Sec. 3, Ho Ping E. Road
110 Taipei
Taiwan
China
电话： +886-2-27361058
传真： +886-2-27363001

产品：因特网/光盘数据库、电子书、缩
微胶片。
1981 年，TBMC 公司在台湾成立。我
们是最主要的内容资源提供商之一。TBMC
提供最好的中文信息资源，其中包括中国
古代作品、台湾研究、报纸和综合研究，
有大约 60 个数据库可以满足您对亚洲、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研究的需求。

理事会决
理事会决议
会决议撤消
立陶宛图书馆学会向 2006 年 IFLA 大会提交了关于古巴的决议草案，这一草案原计
划作为 IFLA 理事会会议集会通知附件 2 中的一部分，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
进行讨论。此决议已由提交方撤消。拉脱维亚图书馆协会提交的类似决议仍保留在理事
会会议议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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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图书馆研
国会图书馆研究服
图书馆研究服务组
究服务组新
务组新闻
2006 年 8 月 16－19 日，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在韩国国会图书馆召开了会前会。
会议讨论了关于立法信息和知识获取的主题。
最值得关注的是国会图书馆作出引人注目的决定――向公众开放即向全民开放。
会议最后由发言人――韩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为参会者提供了晚餐。
Alim GARGA, 喀麦隆国会研究中心主任。

额外产品演示会
品演示会
请注意，WWLIB——全球图书馆将在 311A 房间组织 3 场产品演示会，由 Paulo
Marques 进行演示：
时间：8 月 23 日（星期三）10:15-11:00 和 12:1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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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识别。这些都是由 EBSCO 提供赞助。

没有我的鹿 我很痛苦！！！！！！
我很痛苦！！！！！！
28 号 CISTI 展台麋鹿丢失
CISTI 的加拿大麋鹿不见了。我们可爱的玩具麋鹿被人拿走了，她是用来作为展会
结束时抽奖的奖品。请把她还给 28 号 CISTI 展台。我们不会追究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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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求知新途奖 -

- IFLA/OCLC 市场营销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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