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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班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的2007年世界图书馆

与信息大会上，除了报告

和发言外，大会期间的展

览也是会议的一个重要组

 
 
 
 
 
 
 
 
 
 
 
 
 
 
 
 
 
 

 

展览会消息! 
德班理工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Hugh Pines， Craig Lewis 报道 

 
 
 
 
 
 
 
 
 
 
 
 
 
 
 
 
 
 
 

图书。REGMA南非代理

公司总经理Phil Jones说，

图书馆和政府部门能够使

用这类设备实现信息的数

字化。 

成部分。包括从国家图书

馆到数字资源供应商在内

的各类组织和机构在展厅

内设展。 
众所周知，目前数字

化是一种潮流，因此，图

书自然也要走数字化的道

路。 

i2S是一家从事图书数

字化工作的公司。参展商

David Dassie在展会上的介

绍，有助于了解该公司设

备的运行情况。 i2S公司 

在法国制造的图书扫描仪能

扫描任何类型的图书，特别

适用于老旧易损的图书。扫

描仪内设灯光是i2S公司的核

心技术。那么什么是内设灯

光？它是指扫描仪不使用易

造成损害的光源。扫描仪软

件能利用周围光源并进行调

整，因而具备精准的色彩标

准。另一个引人入胜的特点

在于，它是一种不需人工翻

页就可完成扫描的远程扫描 

仪，这样就可以在不破坏

装订的情况下对图书进行 

扫描。当扫描完一本图书

后，扫描内容会被发送到

电脑或存储器或服务器等

相关设备中进行保存。利

用这种方式能够确保数字

化书写文本被储存。 

具有独创性的Book2net

扫描仪同样引人注目。它

可以扫描及数字化所有形

式和大小的黑白或彩色的 

     南 非 出 版 商 协 会

（PASA）在展会上大显身

手。作为南非最大的出版

产业机构，该协会的主要

工作有技术发展和培训、

公共关系、国际联络、日

常事务管理和联络。南非

出版商协会国家办公室主

管Samantha Faure说，协会

在大会期间核心任务是发

行使用9种南非语言编写

的目录。  
 
理事会提案 

各位参会代表请注意：向秘书长递交提议和议案的截止时间是今天，

即8月22日（星期三）12:00。 

（IFLA秘书处设在德班国际会议中心21ABC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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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此期快报 



 Gilde 成功收购 Swets & Zeitlinger 出版社 
 

Swets & Zeitlinger
宣布，它目前的股东同

意将公司的 100%股份出

售 给 荷 兰 投 资 公 司

Gilde，但未透露具体数

目。不过，Swets 的执

行管理人员继续留任。 
看到已经连续好几

年保持盈利，而且发展

前景很好很稳定，Swets
的股东们今年年初决定

出售所持股份。在Swets
主要机构股东之一NPM 
Capital 工 作 的 Roelof 
Prins说：“我们都不能忘

记 Swets 总 裁 Arie 
Jongejan是如何扭转公司

局势，使公司有了今天

如此雄厚的财政实力。” 
“Swets的管理层十

分感谢财团股东和家庭

股东多年来的支持，我

们也对近几年来所取得

的发展十分满意，”总裁

Arie Jongejan如此说。

“Swets已经进入到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在

推动实施迅速发展的战

略，包括地域面积的扩

大，大规模增强销售

力，不断提高面向客户

和出版社的服务水平。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管

理层希望能与 Gilde 合
作，加快迅速发展的步

伐。”他继续说到 。 
   Swets管理队伍在资

料传送方面的能力已久

经考验。这次Swets高层

管理人员和我们一起合

作处理并购事务，表明

了他们对公司未来的发

展前途十分有信心，并

且愿意为之继续努力。

除了继续坚持Swets的高

效战略，我们试图在新

争取到的和原有的市场

内继续拓宽业务，提供

新的服务。”Gilde并购

部 主 任 Boudewijn 
Molenaar 说，“ Swets 的
发展状况良好，我们希 

 
 

 

望能与它合作。” 
 
Swets简介 

Swets是世界上领

先的期刊订购服务公

司。100年的历史让我们

能够在当今复杂的信息

市场扩大投资回收，为

客户和出版社带来最大

利益。我们的客户遍及

160个国家，在全球设立

了20个分支机构，是名

副其实的“长尾”发电

站，能提供综合、尖端

的电子商务平台。 
Swets已连续两年被

E-Content杂志评为100家
最有影响力的数字资源

产业公司之一，并在

FEM Business杂志评定

的2006年“荷兰500强公

司”中位列第 95 名。

Swets是全球唯一一家获

得 ISO9001:2000认证的

订购服务公司，这足以

表明我们在运营和客户

 

服务方面遵循十分严格的

程序。 

 
Gilde 简介 

Gilde 注册资金超

过 10 亿欧元，是一个中

端市场收购投资商，业

务集中在比利时、德

国、法国和瑞士。在乌

得勒支、巴黎和苏黎世

都设有分公司。如果想

获得更多有关 Gilde 的

信息，请登陆： 
www.gildepartners.com
 
Swets 联系人： 
Arie Jongejan（总裁） 
电话：31(0)252435252 

 
Gilde 联系人： 

Boudewijn Molenaar 
电话：31(0)302192522

在博茨瓦纳召开的信息素养专业组会前会 

IFLA信息素养专业

组8月13—18日在博茨瓦

纳哈博罗内大学图书馆

举行了题为“提高信息

素养技能——终身学习

的一部分”的会议。 
来自博茨瓦纳、南

非、赞比亚、乌干达和

日本的 21 位馆员和教师

参加了会议。信息素养

专业组负责人 Jesus Lau
在瑞典的 Christina Tovote 
                                                    

和博茨瓦纳的 ,Babakisi
Fidzani协助下组织并主

持了会议。哈博罗内大

学图书馆副馆长Fidzani
女士是此次会议组委会

主席。 

  

这是一次非常富有

实效的研讨会，参会代

表对每个主题演示报

告、小组和个人的练习

进行了讨论。与会代表

将根据一个机构的信息  
 

 

 

 

 

 

 

 

 

 

 

 
 

2 

 

2素养计划制定出适合自

己国情的规划文本。研

讨会对这次活动做了评

比，博茨瓦纳的Ayanda 
Lebele 女 士 和 Stephen 
Mutula博士以及日本的

Yasuyo Inoue女士所做的

文本获得了好评。 
信息素养专业组向

研讨会主办方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IFLA以及哈

罗博内（Gaborone）大

学图书馆致谢。这次研 
讨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21位参会代表准备在其 
所在机构和地区分享和 
利用这些知识，以及  
IFLA信息素养组的工作 
指导方针 

Christina Tovote 
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 

IFLA 信息素养专

业组常设委员会委员 

 

http://www.gildepartners.com/


 

文化晚宴由南非艺

术与文化 部主办， 帕

洛·乔丹文化部长将出

席。 
这台晚会通过跳动  

 

文 化 晚 宴 
8月22日（星期三）18:30 

 
楼顶凉风习习的地方将

举办一个安全的贵宾晚

宴，部长和挑选出来的

一小部分贵宾将在此用

的旋律、鲜艳的色彩及

诱人的美食，一定能让

各位代表感受到“真正

的非洲”。您会被充满热

情的祖鲁族舞蹈家动感

的舞蹈所迷惑，而甘布

舞好听的节奏又会让您

情不自禁地随着旋律加

入其中，并领略神秘的

东方音乐。南非的本土

乐队也会为您献上清新

原创来自非洲大陆的音

乐。晚会将让每位来宾

离开我们 海岸很久 之

后，还会对我们美丽的

国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活动的舞台设在德  

班市政大厅，大厅的活  

 动从18:30到22:30。届时教

堂步行街和花园将对公众关

闭。花园将披上民族的盛

装，使代表们轻松地欣赏各

种音乐家的独奏。 
教堂步行街将被装扮成

一个祖鲁村，并要搭起一个

大帐篷以提供所有祖鲁族活

动所需的场地。来宾们将在

史密斯（Smith）街和西

（West）街通过安检后可抵

达会场，并有机会浏览和购

买本地制作的艺术品和手工

艺品。 
市政大厅前厅入口处以

马来和印度文化为特色。德

班和开普敦以其多姿多彩的

马来文化（Cape Malay）

 和印度市场而享有声誉。 
市政厅正厅将用作

餐厅和演出的舞台。德

班市政大厅的建筑十分

有名，常用来举办国际

性活动，这次将通过跳

动的旋律、诱人的美食

展现我们彩虹之国的不

同文化。4个用餐点的装

扮代表了我们彩虹之国

不同的文化，所提供的

食物来自不同文化，口

味也各不相同。代表们

可以在各个货摊之间漫

步，在每个用餐点轻松

品尝不同的食物。现场

还有付现金的酒吧。 
在德班市政大厅的  
 

晚餐。活动的节目主持

人（Durban’s East Coast 
Radio）的著名主持。 

18:00－19:00 班车从

会议中心发车，送代表

们前往市政厅综合大

楼。21:30－23:00 每 15
分钟都有班车将代表送

回他们下榻的旅店。快

来参加并享受这个活

跃、有趣、食品丰富的

文化晚宴活动吧！ 

 

 
 
 
 
 
 
 
 
 
 
 
 
 
 
 
 
 
 
 
 
 
 
 
 
 
 
 
 
 
 
 

Ms Helen Partridge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today's winner of Scopus             
"Wear the Pin to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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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Elsevier booth 58, Hall 3 to collect your 
Scopus pin and have the chance to win an 
iPod in ''Wear the Pin to Win'' 
 
Learn more about recent Elsevier product 
developments such as Scopus' partnership with 
ProQuest, enabling unique cross-searching 
capabilities in CSA Illumina databas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index. 
 

Learn more about the benefits of the h-index and 
how it can qualify research output at a special 
presentation on Tuesday, 21 August at 3:15 pm in 
Hall 4B - Room 4C. 
 
Scopus is the largest abstract and citation 
database of peer-reviewed literature and quality 
web sources with smart tools to track, analyze and 
visualize research. 

 
 

Try it. You'll like what you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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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最新出版物 
 

图书馆――非洲信息与知识社会的桥梁 

知识管理是 2006
年非洲东部、中部和南

部图书馆与信息联合会

常务会议（第 17 届

SCECSAL 大会）的主

旨。 
这部会议论文集提供

了包括交叉学科的途

径，对知识、信息与

发展以及如何将三个方

面铸造成为一个全新的

信息社会。现在所面临

的挑战就是让我们的图

书馆更加以人为本、以

非洲为中心，而不是简

单的为精英服务以及关

注少数富有的人。 这样 

的情况需要改变，图书

馆应渐渐成为为所有的

需求提供更多的服务。 
这些论文提出具有煽动

性的问题，同时提供了

非洲作为信息知识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信息

服务斗争的一种观点。 
 

• 主编：Alli Mcharazo； 
       Sjoerd Koopman 
慕尼黑: K.G. Saur， 

2007，248页 
（IFLA 出版物：124号） 

 
ISBN-13: 978-3-598-22031-6 
ISBN-10: 3-598-22031-6 

价格: 78.00 欧元 
(IFLA 会员价: 58.00 欧元) 
 

 
继续职业发展：图书馆与信息世界的领导之路 

 
该论文集是 2007 年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

的第七届 IFLA 世界大会

继续专业教育与职场学

习组为信息专业出版的

新会议录。 

主题包括图书馆与

信息专业的领导，对全

世界范围的机构  、项

目和活动的评价 。有些

内容非常详尽，如学习

目标和学习框架的概

述，关于人员招募和战

略评价。而其它一些内

容则是基于国内或国际

范围所做的概述。 
这些论文针对以下

三种情况为所有感兴趣 

的人提供了有价值的看

法：当今图书馆领导在

劳动力规划战略方面的

欠缺；招募新的领导时

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希

望发展和培训自己的员

工在将来成为领导人的

最优途径。 
 

• 主编：Ann Ritchie； 
      Clare Walker 
慕尼黑: K.G. Saur，2007 
（IFLA 出版物：126号） 

 
ISBN 978-3-598-22034-0 
价格: 78.00 欧元 

(IFLA 会员价: 58.00 欧元) 
 

 
 

质量测评：图书馆绩效评估手册——第 2 版

此手册第一版已于

1996 年出版，主要针对

学术图书馆。发行后备

受关注，并被翻译成其

它 5 种语言。 

10 年后又出了新版

本，内容得到扩充，公 

共图书馆也纳入到讨论

范围之中。此外，还新增

了电子资源服务及成本评

估指标。书中一共列出了

40 项评估指标，每项指标

都标明了取样和调查程序

及实例，很有实用价值。 

该手册有意成为一本指 

导图书馆评估的实用工

具书。虽然该书主要是

针对学术图书馆和公共

图书馆，但书中很多评

估指标对其它类型的图

书馆同样也很实用。 
 

• 著者：Roswitha Poll；  
Peter te Boekhorst 

慕尼黑: K.G. Saur，2007 
（IFLA 出版物：127号） 

 
ISBN 978-3-598-22033-3 
价格: 78.00 欧元 

(IFLA会员价: 58.00欧元) 
 

ISBD：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统一版 

ISBD 统一版将原

来 7 个专门的 ISBD
（图书、地图、连续出

版物、录音资料、计算

机文档和其它电子资源

等）合并为一个文本。

ISBD 对于各种类型书

目资源的著录都十分有

用。 

在本版中，对各种

资源的编目规则进行了

更新，并对其做了更统

一的规定。活页式的装

帧使本版更适合于常

规、周期性的更新，同

时也为许多编目机构提

供了一种经济的选择。 
 

•慕尼黑: K.G. Saur，2007 
(IFLA书目控制出版物：31号) 
 
ISBN 978-3-598-24280-9 

价格: 84.00 欧元 
(IFLA会员价: 64.00欧元)

 
 
 
• K.G. Saur Verlag 

P.O. Box 701620  

订购 
 
81316 Munich, Germany • 电话:+49-89-76902-300 

• 传真:+49-89-76902-5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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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留下 2007年 

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的视频记忆吗？ 

“引起争论的会议 

与会议有关的 2 个

DVD 光盘正在编辑中，

不久即可出售。 

首先，是开幕式光

盘：该活动相当有趣， 

Albie Sachs 大法官的

主旨发言经过编辑也收

入此盘。本盘售价 90

兰特。其次，是快照、 

 
各种会议活动的简短片

段和采访的编辑合集。

片长在 60－90 分钟之

间，售价 200 兰特。 

代表们若订购 DVD

光盘（二选一或两张都

订），需要到 3A 会场外

的工作台填写订购表并

支付必要的费用。 
 

星期一早上，300
多位代表一边享用早
餐，一边参加新职业讨
论组的会议，会议议题
是：“未来发展中的新
职业”。 

会 议 开 始 时 ，
IFLA 当选主席 Ellen 
Tice 发表了鼓舞人心
的欢迎词。 
 

美国伊利诺伊州多
米尼克大学的Tracie 
Hall谈到了职业中缺乏
种族多样性的问题，并
突出了许多信息工作者
在他们离开部门职业生
涯中所碰到的问题。她
敦促代表们重新思考他
们的图书馆工作并“推
翻参考咨询台”。 

 
 
 
 

“推翻参考咨询台” 

新职业讨论组一场引起争论的会议 
评估与估算迷 

也许您已经注意到

了在蒙特利尔将举行的

两场 IFLA 会后会： 

·21 世纪图书馆统计

IFLA 卫星会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RL）估价与评估会 

是不是这两场会议

都很难取舍？不过，会

议组织者和赞助商正一

起努力试图将这两场会

议结合起来，让您不用

再做选择！ 

21 世纪图书馆统

计：估价与评估会由蒙

特利尔公共图书馆信息 
 

网络组，美国研究图书

馆协会及肯考迪娅大学

联合举办，由美国研究

图书馆协会及 IFLA 统

计与评估组提供赞助。

此 次 会 议 是 IFLA 、

UNESCO 统计部、ISO、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及

SCONUL 的首次合作。 

 

更多详细信息，请登陆：

www.ville.montreal.qc.ca/biblio  
与 www.arl.org

来自比勒陀利亚
大学的 Ujala Satgoor
以发展领导能力以及
当今成为一个图书馆
学与情报学好领导的
必要条件为题发表了
意见。讨论发言以具
有敏锐观察力的题目
“管理者控制与领导
者解放”而结束。 

来自欧洲图书馆
情报局和文献协会
（EBLIDA ）的 Andrew 
Cranfield对于IFLA的
参与作了一个非正式
的评价，他同时还谈
到将独立的职业发展
纳入网络化的重要
性。IFLA需要并欢迎
大家参与这个组织。 

 
. 

来自芝加哥城市图
书馆理事会的Veronda 
Pitchford对会议进行总
结，她通过自己在“告
知世界项目”（Inform 
the World）中的经验，
谈到了变换工作其价值
所具有的意义。 

正 式 会 议 部 分 以
后，是一场人头攒动、
热烈活泼的讨论。 

新职业讨论组成立
于 2004 年，为的是在
IFLA 听到来自新职业者
的声音，以便让他们参
与到这个组织中来。会
议召集人渴望能找到新
的热心人，他们就像成
功组织了布宜诺斯艾利
斯、奥斯陆和柏林 3 次
会议的组织者那样，并
扩大小组的作用。 
 

关于下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 

                          新看法 

 

8 月 20 日（星期
一），大约 20 位信息
社会工作组的当选主
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议
程，其中汇集了对即
将召开的信息社会世
界峰会的意见。在星
期天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会议上，IFLA 主
席 亚 历 克 斯 · 伯 恩
（Alex Byrne）和联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Abdul Wahid Khan 强
调了 IFLA 的重要作
用 

国教科文组织的Abdul 
Wahid Khan 强 调 了
IFLA的 重 要 作 用 。 工
作 组 一 方 面 负 责 IFLA
主 席 、 IFLA总 部 与 支
持单位之间的沟通和联
系 ； 另 一 方 面 ， IFLA
成员实际上也参与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的工作。
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已经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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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LA负责《信息社会世
界峰会行动计划》之C3
部 分 （ 获 取 信 息 与 知
识）的子项目——“图
书馆与档案馆”，因此，
IFLA成员将参加会议所
列相关议题的讨论，并
把在实施过程中所听到
的图书馆的意见带到会
上。会议将就全世界最
成功的范例进行交流与 
 
 
 
 
 

沟通，使参会人员认识
到图书馆的日常工作正
是为了一个公正和包罗
万象的信息社会。 

 
联系人：Christel Mahnke， 
信息学会选举主席工作组协调人 

电子邮箱：
mahnke@tokyo.goethe.org 

http://www.ville.montreal.qc.ca/biblio
http://www.arl.org/


 
 
 
 
 
 
 
 
 
 
 
 
 
 
 
 
 
 
 
 
 
 
 
 
 
 
 
 
 
 
 
 
 
 
 
 
 

指导―― 
一个分享创意的机会 
 

德班理工大学新闻学院 

学生Laeeka Khan的报道 

在星期一召开的指导

会议上，大约 30 位指导者

分别加入各组讨论，解答

来自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

书馆的参会代表提出的问

题。这种指导的会议形式

是 IFLA 首次采用的，为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专业组

的代表拓宽人际网络和相

互学习创造了机会。 
 

指导者会议取得成功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专业

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他们提议将 2 小时的会议采

取为新馆员以及非资深馆员

进行指导和咨询的形式进

行。会场的桌椅被布置成酒

店的形式以方便代表们交流

讨论。 
 

 
 
 
 
 
 
 
 
 
 
 
 
 
 
 
 
 
 
 
 
 
 
 
 
 
 
 
 
 
 
 
 
 
 
 
 
 

在会议开始前，Sue McKnight
概括介绍了指导者的含义和指

导过程，她说：“指导者是指

经验丰富并准备与他人分享自

己经验的人。” 
McKnight 进一步阐述了

作为指导者不仅可以了解获得

信息，而且在与别人分享交流

自己的知识和实践的过程中使

自己获益。 
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大

学参考咨询馆员和商业与社会

科学协调员斯蒂文·马文即席

回答了许多参会代表的问题。 
 

每桌配有一位从 30 位经

验丰富的志愿者中选出的指导

者，帮助那些对图书馆研究充

满兴趣的刚刚从事图书馆工作

的馆员选择适合听取的报告，

甚至那些对学校图书馆感兴趣

的代表也能到指导者的帮助。 

每桌代表的讨论就像联合

国开会一样，讨论围绕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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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下： 
·研究型图书馆和公共图书

馆面临的挑战是能够从政

府传递的消息中过滤出有

价值的信息。 
·研究型图书馆的服务饱受

质疑，通过架起和公共图

书馆之间的桥梁——将服

务向更多的社区扩展。 
马文提到的美国图书

馆的多项创新服务在南非

也可以实现。例如美国图

书馆向学生提供帮助完成

家庭作业和研究的服务。 
 

的话题：如何激励员工；
如何自我激励；如何发展
人际网络；与“培训”的
作用相比较“指导”的角
色。许多指导者通过积极
参加专业学会活动的形式
拓宽人际网络和学习新技
能。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专
业组的这个创新之举受到 

 
 
 

 
 
 
 
 
 
 
 
 
 
 
 
 
 
 
 
 
 
 
 
 
 
 
 
 
 
 
 
 
 

 

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

的 Patrick Ayanbanji Ojo
参加了会议。他说：“互

联网和电信正在飞速发

展，并将有效地应用于图

书馆服务，重振图书馆文

化。手机也成为一种重要

的联络工具。” 
马文认为，充分发展

图书馆事业要分析国内外

图书馆用户。他指出，如

果教会和宗教团体能扩大

服务的话，那么公共和研

究型图书馆也应该如此。 
 

了好评。该专业组负责人

Sue McKnight 说：“指导

者真正发挥了推动与会人

员交流讨论的作用。这种

形式促进每位参会者都积

极参与并取得很好的效

果”。“事实证明了这项举

措的成功，接近 2 个小时

会议尾声时，参会者们还

在交谈”。 

 



星期一，原著民知识报
告会的两位主旨发言人是澳
大利亚本土教育研究所的主
席马丁·中田（Martin 

原著民知识的重要性 
来自德班理工大学新闻学院学生Charmel Bowman的报告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样的权
利保护会导致“被压抑的愤
怒终将爆发”，结果就是导
致了加拿大原著民与政府和 

原著民知识的重要性 

来自德班理工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Charmel Bowman 的报告

Nakata）教授以及IFLA主席
亚历克斯·伯恩（Alex 
Byrne）博士。 

中田强调的一个重点是
原著民知识延续的重要性。
他认为保持原著民的知识延
续下去可能是原著民证明他
们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土地的
唯一途径。接下来，他继续
探讨了图书馆作为原著民保
存原著民信息协调人的作
用。 

“原著民十分愿意跨出
一步，帮助图书馆实现其联
络人的关键职责。”他说
到。 

他提出了以下一些很有说服
力的问题： 
• IFLA 如何帮助原著民制定

一个影响其变化和进步
的计划？ 

• IFLA 如何让人优先考虑原
著民知识文献的编集，
保存与传递服务？ 

• 是否应该制定一个计划？ 
• 计划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Alex Byrne的演讲首先
播放了一段澳大利亚原著民
的录像，主要向大家展示了
原著民在无住房和医疗等权
利保障下十分困窘的生活。 
 

Byrne随后简要介绍了IFLA
计划帮助原著民的各种途
径，其中就有很多直接涉及
到原著民的权利。这些途径
以前在格拉斯哥和首尔已经
探讨过，明年还将继续讨
论。 

在会议的最后，来自加
拿大的Frank Kirkwood提出
了2个问题。首先他对加拿
大与澳大利亚原著民所享有
的权利进行了比较。他说
到，加拿大原著民的权利在
宪法中得到了强有力的保
障。 

武装军事力量之间的斗争。
他提醒与会者充分理解他们
将走向什么样的道路。 

他提出的第 2 个问题是

信息受限制的问题。他说

道，某些原著民团体保留着

一些与他们文化和传统相关

的信息。这需要提醒讨论小

组关于第一位发言人提到的

信息免费获取的问题。他怀

疑在那里有关信息是否应该

提供给所有公众，同时希望

IFLA 明确立场并出台解决

这一问题的方案。 

 
 

IFLA信息素养组创建
了名为  “ InfoLitGLOBAL” 
的信息素养资源目录，同时
也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达到很好的效果，观众被分

为几个小组。在会议快结束

的时候，各小组汇报了他们 

InfoLitGLOBAL 
信息素养工作的可见性 

所讨论的问题。会议取得了 

（UNESCO）提供资金的一
个项目。除此之外，信息素
养组还撰写了一份最新国际
发展状况的报告。非洲地区
部分已于近期添加到此报告
中。 

关于这项工作的意见反
馈会于8月20日（星期一）
召开。会议室里站满了对此
项目感兴趣的与会者。这个 

项目的主旨是在韩国召开的
IFLA大会上由观众们提出
来的。由于 IFLA信息素养
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合作，联合
国信息与传播司助理总干事
Abdul Wahid Khan博士也来
到会场，并以介绍知识与信
息素养的理念作为这次会议
的开场白。 

随后，这个项目的协

调员、信息素养组前任负责

人 Jesus Lau 对最新发展情

况的报告进行了发布。但仍

需对此报告和目录进行不断

改进和扩充，此小组还有一

个目标就是需要志愿者来帮

助他们更好地拓宽覆盖面。 
为了这次意见反馈会能够

成功，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与会者在讨论中都表示，将
为缩小信息鸿沟做出努力。 

获取InfoLitGLOBAL目
录与发展报告，可访问
www.infolitglobal.info..

 
 

由IFLA报纸组所组织

的这次会议吸引了100多个

与会代表。会议发言内容 
包以及乌干达的麦克雷雷 

 
 

 
 

网上提供报纸数字化的
图像 

非洲报纸 
获取与技术组 ·建设数字报纸存储的 

开支 
大学、南非国家图书馆在 
美国合作开展计算机辅助 
维修计划（CAMP）的具 
体工作情况。 

 
 

还包括许多其它论题的 
讨论： 
·国家和地区图书馆满足报

纸出版者保存最新报纸网络 
 
 

版的需要 

·通过增加国际合作努力

避免缩微胶片的重复保存 
·使用开放资源软件在

 
报纸组将继续讨

论这些问题，不断提

出解决方案。 
 

 
IFLA图书馆进步发展

行动委员会（ALP）核心
活动组每年都从瑞典国际
发展合作代理（Sida）取 

 
  

尔（Harry Campbell）会议
的参会者，本年度获得资
助的是来自南非的Johanna 
Mogale女士。 

ALP 
图书馆进步发展委员会 

得经费，用来支持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年轻馆员在
IFLA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
会上提交论文。 

今年获得发言人资助 

的有：Nafissatou Bakhoum
女士，塞内加尔；Francis 
Kachala ， 马 拉 维 ；
Maqsood Shaheen，巴基斯
坦；Carina Samaniego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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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Lanyaa Belmekki，
摩洛哥； Cesar Castro ，秘

鲁；Octavio Castillo，巴拿

马；Florence Mdluli女士，南

非。ALP也资助哈里·坎布  

.    关于ALP及其活动更
详细的信息，您可在海报
展第51和79号中找到。

http://www.infolitgloba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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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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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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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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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感谢！ 

 
捐赠表格可以交到德班 ICC（21abc 房间）的 IFLA 秘书处。现金捐赠可交到秘书处或 IFLA 
展台（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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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ft 代码：ABNANL2A 
地址：The Hagu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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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