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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2008年年度报告

前言 

2008 年是充满变化的一年。国际图联

2008 年魁北克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与规则，

一个全新的国际图联专业结构正式启用。这次

大会凭借友好的会议氛围、较高的专业水准以

及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并

赢得了两项国际殊荣。这次大会被认为是

2008 年魁北克举办的最重要的会议，共创造

530 万欧元的经济收入。还有人会质疑我们图

书馆员的经济实力吗？ 

同年 9 月，新一届国际图联秘书长上任。

国际图联这艘大船注入了新生力量，搭载着一

批新船员，为完成国际图联加强图书馆行业对

外宣传这一使命，踏上了新的征程。新任政策

顾问推动国际图联向前发展，使得图书馆行业

在国内外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8 年，

我们建立了新的技术平台，以保障财政收支与

稳定会员制度。在讨论图书馆未来角色的过程

中，我们不仅找到了图书馆有效组织的新途

径，而且对“将图书馆提上议程”也更加充满

信心。 

2008 年是稳步前进的一年，是为新的发展

方向构筑基础的一年，也是国际图联内部结构调

整的一年。2008 年的财政收入达到 117,601 欧

元，这是各方面综合努力的成果，将有助于国际

图联度过世界经济动荡时期。 

作
者
：
国
际
图
联
主
席 

作
者
：
国
际
图
联
秘
书
长 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极其有效，这充分体现在

该委员会所带来的变化与发展中。国际图联主席

克劳迪娅·卢克斯通过其就职陈述和主席会议向

世界各国传递“将图书馆提上日程”的理念。正

是凭借核心项目合作伙伴的一贯支持，以及来自

瑞典国际开发署（Sida）、比尔与梅林达·盖茨

全球图书馆发展基金的大力资助，国际图联得以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提供更多培训与职业发

展的机会。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赞助商一直支持

着国际图联的活动，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些活动

都将无法开展。 

2008 年，会员数量保持稳定，年底启动了

2009 年增加会员人数的计划。2008 国际图联魁

北克大会的参会者与参展人员，对国际图联大会

的成功举办表示了肯定，并为管理委员会改进

2009 年大会议程安排提出了建议。具有 web2.0

功能的新网站筹备工作在 2008 年基本就绪，为

2009 年初网站正式启用做好了准备。 

正是依靠国际图联全体工作人员的勤奋

努力、无私奉献，以及世界各地同行的踏实工

作，国际图联才有今天的

繁荣壮大。衷心感谢各位

在2008年度对国际图联

工作的大力支持！ 

前任秘书长彼得·洛于

9月初辞任，对其在任期间

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感

谢。 

 克劳迪娅·卢克斯，2007-2009年度国际图联主席 

 

詹妮弗·尼科尔森，国际图联秘书长

1

中文语言中心编译



中文语言中心编译

 

国际图联2008年年度报告

简介 
对于国际图联各领域的工作来说，2008 年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年。在这

一年，总部工作人员发生了变化，为未来专业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基石，设立

了常态的宣传部门，增强了国际图联代表图书馆与信息行业的能力，也为改

善内外交流打下了基础。 

2008年2月，国际图联在比勒陀利亚的南非大学（UNISA）成立了非洲

区域办公室，由林迪·恩拉波（Lindy Nhlapo）担任区域经理。 
国际图联非洲分部横幅墙

会员制度 

2008 年期间会员数量保持稳定，截至 12 月 31 日，共有 1630 位成员，其中包括来自 147 个国家地

区的协会、机构、个人与公司。 

国际图联新增了一批国家协会会员，其中GLAD项目资助乌干达和哥斯达黎加国家协会，美国图书

馆协会资助保加利亚国家协会，挪威图书馆协会资助巴勒斯坦地区国家协会。这些会员将在未来两年，

即2009年至2010年，得到资助。 

 

2008 年末会员数量一览参见附录 3 

魁北克理事会会议

8月14日国际图联理事会举行了例会，克劳迪娅·卢

克斯（Claudia Lux）主席向理事会宣读工作报告，汇报了

与其任期主题“将图书馆提上日程”相关的活动－她在世

界各地宣传这一主题并得到了广泛认同。 

财务官贡纳尔·萨林（Gunnar Sahlin）很高兴地宣布，

国际图联审计师提交的 2007 年非正式报告中显示，该年

的财政收入为 71,043 欧元。 

国际图联主席克劳迪娅·卢克斯与魁北克管理委员会主席克劳

德·邦内利一同走进第74届国际图联年度大会的开幕仪式。 

2008年财政统计参见附录1 

秘书长彼得·洛（Peter Lor）汇报了国际图联工作人员以及管理委员会的活动。这是他最后一次以

秘书长的身份向理事会汇报工作，2008 年 9 月他将卸任。会上大家高度赞扬了其在位 3 年半的工作。

随后，引见了国际图联秘书长继任者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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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2008年年度报告

2008年4-6月，所有会员参加了关于国际图联制度修正案的邮寄式投票表决。根据投票结果（1133

票赞成，3票反对）理事会通过了国际图联制度修正案。 

管理机构 

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成员总览，包括其委员情况，详见附录2。 

报告期内，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分别于 4 月 23 日、24 日（地点：海牙）、8 月 8 日、16 日（地

点：魁北克）及 12 月 3 日（地点：海牙）召开会议。同一时间内，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多数委员会

也召开了小组会议。 

报告期间管理委员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有：国际图联财务状况、对外宣传在国际图联活动中的作

用、年会及国际图联新章程。 

新章程在邮件投票表决通过后得到了理事会认可，随后，管理委员会在8月16日的会议上便采

纳了全套新议事规则。魁北克大会就包括新的专业结构在内的新章程与规则进行了多次探讨。2008

年各专业组、核心项目组、5个专业部下属的特别兴趣讨论组开始执行新的日程安排。2009年8月，

米兰世界图书馆信息大会的召开时，新的组织结构将正式生效。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被选定为2011

年8月召开的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信息大会的主办城市。 

专业委员会 
报告期内专业委员会（PC）分别于4月22日、24日（地点：海牙），8月8日（地点：魁北克），

12月1日（地点：海牙）召开会议。 

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专业委员会（PC）成员情况一览详见附录2。                                  

除了与专业结构相关的行政管理（财政分配、项目管理）外，专业委员会全年的主要工作容为

年度大会和即将开展的专业结构调整。 

专业活动 

专业部与专业组 

国际图联专业组是会员的专业工作平台。报告期内共有 45 个专业组，分属 8 个专业部。 

图书馆历史专业组解体后重组为图书馆历史特别兴趣组。2008年有两个专业组更名：盲人图书

馆专业组更名为为阅读障碍人群服务的图书馆专业组，弱势人群图书馆服务专业组更名为面向特殊

需求群体的图书馆服务专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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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2008年年度报告

伴随新章程与规则的通过，讨论组这一概念停用，取而代之的是特别兴趣组(SIGs)。专业委员

会共批准成立了11个特别兴趣组，分别是： 

                电子计量特别兴趣组 
                图书馆与Web2.0特别兴趣组 
                本土事务特别兴趣组 
                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组 
                图书馆历史特别兴趣组 
                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特别兴趣组 
                农业图书馆特别兴趣组 
                新职业特别兴趣组 
                电子学习特别兴趣组 
                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特别兴趣组 
                非洲信息网络存取特别兴趣组 

专业工作包括年度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以及专业研讨会、专题讨论会与其他会议的组织工作。 

此 外 还 包 括 研 究 与 出 版 工 作 。 大 部 分 专 业 组 都 出 版 各 自 的 通 讯 简 报 ， 详 情 参 见

http://www.ifla.org/en/activities‐and‐groups。 

《国际图联期刊》，仍然英国Sage出版公司出版，2008年共出版了四期。 

《国际图联系列丛书》仍由德国绍尔出版社出版。丛书名冠以《图书馆与信息学习计划》，2008

年共出版7本新著作。 

《专业报告系列》不断推出新内容，2008年共有10篇专业报告发表。 

2008年国际图联核心项目组不断出版各式各样的新著，还印发了多项声明文件。 

 

重建国际图联网站的项目于2008年1月开始，由菲奥纳·布拉德雷（Fiona Bradley，从悉尼科

技大学借调）领导的项目组包括秘书长彼得·洛（Peter Lor），网站管理员西蒙·莱姆斯塔（Simon 

Lemstra）和辛西娅·穆安达(Cynthia Mouanda)。当年晚些时候，随着彼得·洛和辛西娅·穆安达

的离任，新的秘书长詹妮弗·尼科尔森和外联与服务部主任英格伯格·沃赫尔（Ingeborg Verheul）

加入了项目组。来自国际图联不同部门的信息协调员也参与到了网站的改版工作中，参加了对网站

需求的调查，并协助创建新网站的内容。 

重建项目的第一阶段——包括从旧版网站上向新网站上迁移内容——将会持续到2009年四月新

网站开通之时。 

国际图联新网站的特色： 

 
现代、标准的设计   

网站将符合网页设计标准并兼有易用性。这意味着有视觉障碍的人和网速较慢的人都可以使用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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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 
为了提高易查找性，我们对网站内容进行了重组。我们还采用了一种分类法，或者叫标签，

来链接同一主题或者同一地理区域的内容。 
 
突出国际图联的活动和成果 

新网站的设计将使得新闻、报告和照片能很容易地上传到网站上，方便提供给用户、潜在赞

助商和供资机构。使得用户对国际图联的活动和成果一目了然。 
 
委员会和各部门在线工作工具 

各个部门和委员会可以在各自网页上增加博客、维基和论坛功能，并可以共享文件和档案。 
 
可增加多语种内容 

通过新的网站管理系统，可以有序管理翻译和语言内容，将翻译过程变得更有效率、更不易

出错。并且可以创建一个真正的多语种网站。 
 
RSS和电子邮件通知 

您感兴趣的内容一旦增加，将可以通过RSS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及时通知您。 
 
专为国际图联职员、会员和专家设置的额外功能 
 •国际图联的各部门可以管理自己的网页内容。这将会提升更新速度，并给各个部门更 
  多的自主权。 
 •我们会引入包括博客、维基和论坛在内的新功能，让会员与专家在网上自由交流。 
 •您可以订阅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网站会变得更活跃，更新更及时。 
 
未来改善计划 

新系统为我们增加功能、拓展服务提供了灵活可靠的基础。未来计划包括增加数据库的检索

功能，一体化的会员系统，增加出版物数据库，增加在线合作工具。国际图联已经准备好迎接21
世纪的新技术，不仅仅为了使用，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以专业和现代的方式帮助世界范围内的图

书馆组织及用户。 
 

宣传 
为了使宣传事项能有一个稳定的联络人，2008 年 1 月国际图联任命斯图尔特• 汉密尔顿

（Stuart Hamilton）为高级政策顾问（SPA），负责监管国际图联宣传活动中信息的公平和普遍

获取。高级政策顾问直接对与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和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

员会（CLM）项目的合作负责，监督国际图联与一些多方利益相关方论坛的活动——如信息社会

世界峰会（WSIS）、互联网政府论坛（IGF）。国际图联在 2008 年 12 月印度海得拉巴举行的互

联网政府论坛上特别活跃，组织了当地图书馆专业人员参加会议的研讨会和演讲，并在论坛的 3
个小组都有代表出席。 
 

2008 年，国际图联宣传工作的框架已经建立。该框架强调工作中的职业发展，倡导公平透明

的公共政策，并在社区层面宣传。该文件已经由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于 2008 年 12 月批准，并将

管理 2009 年国际图联与自由、公平和包容领域相关的活动。SPA博客于 2008 年推出，其内容是

国际图联在这些领域的详细信息，地址是：http://blogs.prodigio.nl/st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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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2008年年度报告

国际图联核心项目显示了国际图联对世界图书馆服务共同问题的特别关注点。七个核心项目

由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图联成员强力支持。所有的核心项目都在国际图联网站上发布年报。下面是

各核心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 
图书馆构成所有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的基础。它使得人人有机会参与社会的民主过程并改善自

身生活。通过推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图书馆

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旨在支持人类发展的关键问题：素养、终身学习、缩小数字鸿沟及

可持续发展。 
 

2008年，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获得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265,000欧元的资金支

持。除由Sida拨付的专业活动经费以外，负责相关项目的当地机构也贡献出了自己的资源并从外

部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2008年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包括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这些活动都是长

期的、全球范围的，包括：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当地社区图书馆服务国际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

达喀尔举办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免费软件培训班以及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信息与知识管理国

际会议。2008年，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共组织了13个研讨会和会议，资助了2个奖学金计

划，支持了4个培训计划。详细信息见：http://archive.ifla.org/VI/1/annual/ALP‐annual08.pdf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支持的专业信息交流和网络建立的一个成功范例：2008年2月在厄

瓜多尔基多举行的一次区域性研讨会，会议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并推广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关于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互联网以及信息社会的宣言。研讨会成功吸引了370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会者，并且由于国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的赞助和国际图联/拉丁美洲与

加勒比地区专业组的出席，研讨会成为文化交流的会场并被媒体广泛报道。厄瓜多尔的图书馆员

现在了解了国际图联的目标，以及参与国家图书馆系统的可能性。在研讨会的网页上提供了来访

嘉宾（17名外国发言人）和厄瓜多尔本土专家的指导报告和谈话内容，至今网页仍被经常访问，

这清楚地表明人们对研讨会的兴趣还在持续。 
研讨会详细报道请参见： 
http://archive.ifla.org/VI/1/guidelines/report_mapping‐the‐future‐ecuador.pdf 

2008年2月，  厄瓜多尔，  基多 

核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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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CLM) 
 
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代表着国际图书馆界在版权问题上的声音。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

的委员组成，包括代表自己的国家或更广泛地区的委员，以及少数对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

有特别学术价值的专家。 
 

2008 年，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继续发挥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的宣传作

用。运用一些图书馆版权专家的智慧才干，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代表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和

政府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帮助图书馆争取在公平版权框架下开展工作。在这一年中，

国际图联参加了众多会议，并在会上积极发言——代表图书馆版权例外与限制发表强力声明，

（strong statements on behalf of copyright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for libraries can be
found here ） 详 见 ： http://www.ifla.org/en/publications/ifla-and-wipo-s-standing-
committee-on-copyright-and-related-matters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宣传版权的中心论坛，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在各国国内事务中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于 11 月在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举办了关于图

书馆与版权的会议，此次会议为国内外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向本国版权局展示平衡版权框架重要性

的机会，并引发了为维护该国图书馆用户利益推动修改版权立法的宣传运动。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  
 

2008 年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继续在世界各地开展一系列活动，并把重点放在以下

几项：信息自由获取指南；推动健康领域信息的获取，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的信息；撰写

全球图书馆知识自由情况的报告；提升公众对图书馆在打击腐败、改革审查制度和消除贫困方面

可扮演角色的认识；评估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壁垒和文化多样

性情况。全球有超过 800 名图书馆工作人员参与了国际图联互联网宣言的相关研讨会，超过 150
人参与了通过图书馆访问艾滋病毒/艾滋病信息的研讨会。通过创建手册以复制研讨会内容，并将

其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俄语，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增加了

这些活动的潜在影响范围和持续性。这些资料都将于 2009 年初在国际图联网站上免费提供。 

在尼日利亚城市卡杜纳举办的艾滋病 
毒/艾滋病研讨会 

主席克劳迪娅• 卢克斯访问拉马拉 

国际图联 2007 世界报告已发布，地址是：http://www.ifla.org/en/faife/the-world-
report-2007。这份关于全球知识自由情况的报告有 116 个国家参与。 
 

除了这一重要研究，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还成功的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城市拉马

拉举办了关于信息自由获取的会议(http://www.rchrs.ps/aboutC.html )，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

馆举办了图书馆与包容性的会议(http://www.bibalex.org/IFLA-libraries-tolerance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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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ICADS)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ICADS） 由国际图联与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CDNL）联合组成。它成立于2008年8月，前身为2003年由各国家图书馆倡议组建的国际图联-国
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ICABS）。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旨在支

持书目标准的开发利用、资源获取和电子资源的管理。2003年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

部分国家图书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数字资源的管理。针对这一发展趋势，国际图联和国家图书

馆馆长会议希望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更加关注数字图书馆问题。因此，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顾问委员会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以加强对数字

图书馆管理相关问题的探讨、阐述相关的创新计划和动议。新机构更名为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

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以反映对数字图书馆发展和管理的日益重视。更多关于国际图联—国家

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的信息详见：http://www.ifla.org/en/icads。 
 
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PAC） 

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的主要目标为确保所有已出版和未出版的、

所有格式（包括视听和数字格式）的图书馆材料和档案材料均以可读取的方

式尽可能长久地保存。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联络处（国际中心）自

1992 年以来一直设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2008 年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继续与国际蓝盾委员会（ICBS）、国

际博物馆协会（ICOM）、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UNESCO）。此外我们与欧洲科研图书馆协会

（LIBER）也有着良好的合作。 

PAC 通讯的新封面 

2008 年，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加入了欧洲数字保存机构（DPE） 并参加了其在法国尼

斯举办的大会。2008 年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组织并参与了多项世界级会议。其中包括：与

国际图联报纸专业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在新加坡合作举办的报纸馆藏的数字化与保存大会。

http://blogs.nlb.gov.sg/newspaper_conf08/?page_id=7。 
 

2008 年 1 月该项目创建了通讯录，此后的一年中其成员数达到了 305 个： pac-
list@infoserv.inist.fr。 
 

通用机读格式（UNIMARC）的维护与开发 
国际图联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于 2003 年起设立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国家图书馆。它最初由

国际图联为推动国际间书目数据的交换而创建，旨在协调开发、维护和促进通用机读格式的各项活

动。2008 年，国际图联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对全世界通用机读格式的使用情况及相关编辑和

培训活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在 2008 年度国际图联魁北克大会上发表，详见： 
http://archive.ifla.org/VI/8/unimarc-survey-2008_results.pdf
 

继第 19 届 UNIMARC 永久委员会会议之后，第二届通用机读格式用户会议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

在国立佛罗伦萨中央图书馆（BNCF）举办。会议由图书馆遗产、文化、版权研究所总干事

（Library Heritage, Cultural Institutes and Copyright） 毛里西奥·法拉切（Maurizio 

Fallace）博士和国立佛罗伦萨中央图书馆馆长安东尼娅·丰塔纳（Antonia Fontana）揭幕，来自

7个国家的 70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议程及报告内容详见： 

http://unimarc2meeting.bnportuga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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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届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于2008年8月10‐
1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议由加拿大总督米歇尔• 让

（Michaëlle Jean）阁下（见照片）致开幕词。 

大约有来自118个国家的3000余人（包括代表、展商和访

客）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主题为：图书馆无国界，走向全球共识。 

大会由作家达尼• 拉费里埃（Danny  Laferrière，见

照片）担任主旨发言人。 

全体大会发言人为： 
埃尔韦• 菲舍尔（Hervé  Fischer），艺术家和哲学家；赫尔曼• 帕布罗维 

（Herman Pabbruwe），荷兰布里尔出版公司总裁；詹姆士• 巴特曼（James Bartleman），孟吉卡

宁第一国族成员（member of the Mnijkaming First Nation）。 

大会数据：102次会议；122个商务会议；137个海报会议；245份论文；120家参展商；2354名
专职代表；275位志愿者。 

国际图联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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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度奖励奖项 

在大会闭幕式上国际图联主席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颁发了以下奖项： 
 
国际图联名录 
沙其敏（Melvin Thatcher） 

感谢他为国际图联作出的卓越贡献，尤其是他担任国际图联家谱与地方志专业组常设委员会

主席时所作的工作。 
 
国际图联奖章 
阿道夫·罗德里格斯·加拉多（Adolfo Rodriguez Gallardo） 

感谢他为国际图联和国际图书馆协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尤其是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图书馆事业

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 
莉玛·库普瑞特（Rima Kupryte） 

表彰她为推进全球信息共享，与开放社会研究所和elFL（图书馆电子信息计划）共同做出的

突破性贡献。魁北克城，2008。 

2008年度国际图联魁北克大会凭借其荣获的两项大奖成为公认的最成功大会。2008年度国际

图联魁北克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荣获了由魁北克商会（Quebec Chamber of Commerce）颁发的

“Fideide”大奖（“Fideide” award）中的“年度商务奖”（ “business event of the Year”）

和由魁北克旅游局（Quebec Tourism Bureau）颁发的“魁北克旅游大奖赛”（ “Grand Prix du 

Tourisme Québécois”）奖。凭借以上两项大奖，2008年度国际图联大会确立了在所有2008年度

于魁北克召开的会议中最重要大会的地位，仅在魁北克地区便创造了880万加元的经济收入（此

外由于卫星会议的召开以及很多代表在加拿大停留一周以上的事实，这次大会为整个主办国创造

了更多的经济收益）。通过这些奖项，图书馆界、国际图联和国家图书馆协会在商业界、旅游业

界和一般公众中提高了知名度。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魁北克国家组织委员会主席克劳德·邦内利（Claude Bonnelly）从魁北克会议中心（the Quebec Conference Centre）
首席执行官P·米歇尔·布沙尔（P. Michel Bouchard）手中接过“魁北克旅游大奖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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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设立了很多助学金和奖学金，以资助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志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加强培训及向

图书馆领域的新兴项目提供资金。 
 
肖基·赛伦博士参会资助金（Dr Shawky Salem Conference Grant）： 

该奖项由埃及的肖基·赛伦博士资助并与国际图联共同管理，这项一年一度的永久性资助金旨在每年

帮助一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域专家参加国际图联年度大会。2008年度沙维基·赛伦博

士会议奖得主为来自埃及开罗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开罗办事处的编目员穆罕默德·哈里法（Mahmoud 
Khalifa）。 
 
国际图联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早期职业发展奖学金（ IFLA/OCLC Early Career Development 
Fellowship）： 

每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与国际图联一起挑选出5名获奖者。 
2008年的获奖者为：阿南·艾希弗（Hanan Erhif）女士，摩洛哥；阿塔努·加雷（Atanu Garai）先生，

印度；卡迈勒·吉里（Kamal Giri）先生，尼泊尔；莎拉·卡杜（Sarah Kaddu）女士，乌干达；西里尔·沃

尔特斯（Cyrill Walters）女士，南非。 

2008年筛选出的5名2009年度奖学金得主为：约翰·齐亚加（John Kiyaga）先生，图书馆助理，乌干达

基督教大学，穆科诺，乌干达；安妮·米纳西安（Ani Minasyan）小姐；流通/参考图书馆员，亚美尼亚美

国大学，耶烈方，亚美尼亚共和国；卡莱·乌马（Caleb Ouma）先生，图书馆员，国家媒体集团， 内罗毕，

肯尼亚；塞玛·乌塔（Saima Qutab）小姐，图书馆员，矿山和矿产公司总干事，拉合尔，巴基斯坦；雷蒙

德·斯坎尼卡（Raymond Sikanyika）先生，高级图书馆助理，铜带大学，基特韦，赞比亚；韦斯纳·夫克

桑（Vesna Vuksan）女士，图书馆发展部负责人，贝尔格莱德城市图书馆，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国际图联国际市场营销奖： 

该奖项旨在奖励那些为提升图书馆服务开展了具有创造性的、以业绩为导向的营销项目或活动的机构。

2008年度国际市场营销奖的一等奖授予来自澳大利亚中西部图书馆的罗斯·道斯曼（Ros Dorsman）。

表彰该图书馆开展的在线课堂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在线的作业帮助。获胜项目的口号是“你做完功课了

么？”一等奖获得者得到参加今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旅费、住宿和注册费资助，并

得到1000美元用于支持该馆下一步的营销工作。 
 

二等奖授予来自加拿大列治文市公共图书馆的谢利 ·斯金

（Shelley Civkin），表彰她们开办的拉尔费卡活动（Ralphy Card 
Campaign）。获胜口号是“随走随学，每天阅读©”。 

三等奖授予来自加拿大卡耳加里公共图书馆的戈兰特·凯泽

（Grant Kaiser）。获胜口号是“智者有其（借阅）卡”。 
 
2008年度最佳海报奖授予《当知识在铁路上旅行》（When 

Knowledge rolls on the rail）（Quand le savoir roule sur rail!），由西

迪贝•阿马杜•贝卡伊（Sidibé Amadou Békaye）制作，介绍了马里的

“马车图书馆服务”。照片为南希•格温（Nancy Gwinn）代表国际图

联专业委员会向贝卡伊先生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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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每年国际图联专业委员会（PC）对一些由国际图联专业团体提交的项目进行资助。

根据专业委员会2001年制定的规则，这些项目应符合以下一个或多个国际图联专业目标： 

支持图书馆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捍卫信息自由原则，推动素养、阅读和终生学习，提

供不受限制的信息获取，平衡作者的知识产权与用户需求间的关系，促进资源共享，保存知识

遗产，发展图书馆事业，促进标准、指南和优秀实践案例的推广，支持图书馆协会的基础构架，

在技术市场代表图书馆利益。 
 
 
一些项目： 

这项正在运行的项目由前流动图书馆专业组在国际图联2003年度大会上提出。它在英国设计，随后

送往非洲，由当地工人制造。 
项目首先在南非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地区Koekenaap试行，在这里60%的成人为文盲，且只有30％的

9岁儿童能够阅读。 

2006年在南非建成了20个书箱，2007年在南非建立了20个小书箱，2008年拟在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设立的15个书箱已经完成设计。 
 

12 

专业委员会项目（PC Projects）

毛虫计划（The Caterpillar Project）
发起者：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专业组  

毛虫书箱是一个折叠箱，1.8米高，下

有脚轮，架上可放置约100册图书，附设一

个可盛放约500册图书的储备箱作为补充

库存。 

“毛虫书箱 ”对在葡萄季节期间

（grape season）（每年仅持续 3 个月）

进行生产劳作的游牧民族来说是获取

图书的唯一方式。它已获得巨大成功。

在我们的原有启动资金基础之上，负责

本项目的当地图书馆员还获得了当地

政府的资金支持。 
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专业组的目

标是启用更多的毛虫书箱，放置在其他

应该具备艾滋病相关书籍和健康信息

的非洲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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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档案协会协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日

国际图联视听与多媒体专业组 

任何形式的录音材料和动态图像都是非常脆弱的，容易被丢弃或故意损坏。现在很多 20 世纪的

视听遗产已经丢失，更多的资料由于疏忽、自然衰变和技术陈旧而不能恢复，从而悄然逝去。如果

不提高公众保存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国际图联视听与多媒体专业组（AVMS）已在视听档案协会协调理事会（CCAAA）工作多年，

促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宣布成立世界视听遗产日。这一项目允许国际图联视听与多

媒体专业组（AVMS）参与相关事务及出版物的策划工作，特别是参与主办2007年10月26日在克罗

地亚萨格勒布举办的为期一天的国际视听资料和遗产专家大会（首年庆典），以及于2008年10月15

日在挪威摩城举办的“图书馆和视听遗产世界日”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报告可以从如下链接获取： 

http://www.ifla.org/files/avms/newsletters/avms-newsletter_2008-12.pdf 

山腰上的门                             设备内部 
挪威国家图书馆的挪威书库，摩城                            

2008 年专业委员会项目: 
1.图书馆到图书馆发展合作伙伴指南——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专业组 
2.政府图书馆指南——政府图书馆专业组 
3.卡特彼勒项目——公共图书馆专业组 
4.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指南——修订/电子图书——公共图书馆专业组 
5.青少年图书馆服务修订指南——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专业组 
6.多元文化人群：图书馆服务指南——多元文化人群图书馆服务专业组 
7.主题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工作组——第四专业部：书目控制部 
8.国际图联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IME ICC）——第四专业部：书目控制部 
9.数字时代的全国总书目指南——书目专业组 
10.全局统计——统计与评估专业组 
11.视听档案协会协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视听遗产日——视听与多媒体专业组 
12.图书馆学情报学职业认证的国际平等互认性原则——第七专业部：教育与培训部（译者注：现

名“教育与研究部”） 
13.信息素养营销/信息工具包——信息素养专业组 
14.立法图书馆指南——为议会服务的图书馆及研究服务专业组 

关于该项目的更多详情，请点击： 
http://www.ifla.org/files/hq/professional-committee/ifla-pc-projects-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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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2 年，国际图联总部在荷兰国家图书馆设办事处。 

2008 年，国际图联总部工作人员变更如下： 

彼得·洛（Peter Lor），自 2005 年担任国际图联秘书长，在出色完成他在国际图联的三年半任期之

后，离开国际图联，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信息学院任客座教授。 

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国际图联新任秘书长，于 2008 年 9 月初任职。  

凯利·穆尔（Kelly Moore），会员总管（Membership Manager），于 2008 年 9 月 30 日辞去国际图联

职务，担任加拿大图书馆学会常务董事职务。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Stuart Hamilton）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加入国际图联总部，担任高级政策顾

问一职。 

索菲·费尔佛迪（Sophie Felföldi），国际图联任职多年的信息技术部主任，决定迁居塞浦路斯，于

2008 年 3 月 17 日辞去职务。 

自 2008 年 5 月，英格伯格·沃赫尔（Ingeborg Verheul）从荷兰国家图书馆借调到国际图联总部工

作一年。作为外联与服务部主任（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s Director），她负责业务交流和会员管理服

务。 

从 2008 年 1 月 14 日至 2008 年 8 月 20 日，菲奥纳·布拉德雷（Fiona Bradley）从悉尼科技大学借

调到国际图联总部工作，任网络主管（Web Manager）一职。在这期间，她负责国际图联新网站的筹备

工作。 

继 2008 年 1 月，西蒙·莱姆斯塔（Simon Lemstra）受聘于一家专门机构以后，2008 年 6 月 1 日，

西蒙·莱姆斯塔（Simon Lemstra）加入国际图联总部担任国际图联网站管理员/IT 协调员（Webmaster/IT 

Coordinator）工作。 

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艾斯特·多里亚（Esther Doria）加入国际图联总部任行政助理一职。 

自 2008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23 日，来自丹麦的迈克尔·伦德·延森（Mikkel Lund Jensen）在更新

专门网站信息的咨询机构实习，并协助高级政策顾问处理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以及信息自由获取

与言论自由委员会的相关事务。 

讣    告 

国际图联秘书长和国际图联总部所有员工非常沉痛地宣告，我们的同事卡琳·帕斯琪尔（Karin 

Passchier）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逝世。自 1997 年，她担任国际图联行政助理，2003－2004 年期

间，与癌症顽强的斗争，2006 年年底，她再次被癌症病魔袭击。她去世时年仅 34 岁。 
 
 
 
员工概览表见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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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在 2008 年 8 月举办的魁北克年度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联的代表共同提出了一项

议程，该议程涉及信息社会、国际图联主席“将图书馆提上日程”的主题以及在“全民信息计划”

(IFAP)框架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联之间的合作。这项议程着重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

图联之间的合作，包括将来的机遇。 

2008 年期间，国际图联与如下机构举办正式会议 

国际蓝盾委员会（ICBS） 

国际图联（IFLA）与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国际纪念碑与遗址协

会（ICOMOS）、视听档案协会协调理事会（CCAAA）一起成立了国际蓝盾委员会（ICBS）。两年一

次的第一届国际蓝盾委员会正式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召开。位于荷兰海牙的国家蓝盾委员会协会

(ANCBS)在此次会议上成立。更多详情，请点击 www.ifla.org/icbs/blueshield  

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会（LAMMS: INTERNATIONAL NGO’S ON CONVERGENCE） 

在国际图联的倡导下，为加深彼此间的密切合作，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国际纪念碑与遗址协会(ICOMOS)、视听档案协会协调理事会

(CCAAA)，与国际图联共同制定了一项合作计划，确定了 5 项主题，以加强未来几年中各组织之间

的合作：版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游说（International Lobb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急规

划－国际蓝盾委员会；数字图书馆；保存和培训。该计划的秘书处目前设在国际图联总部，为期两

年。 

国际出版商协会（IPA） 

国际出版商协会（IPA）与国际图联共同组成国际图联/国际出版商协会指导小组（IFLA/IPA 

Steering Group），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安娜·玛丽亚·塔马罗（Anna-Maria Tammaro），

温斯顿·泰普（Winston Tabb），彼得·洛（Peter Lor）和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为

国际图联代表。在大会报告期间，指导小组召开了 3 次碰头会。图书馆与出版商共同感兴趣的多个

问题都被列入议事日程当中。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最直接联系的是国际图联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核心项目委员会。该委员

会的成员参加了几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议，并参与草拟相关条约、制定法律模型，以平衡版权所

有者和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2008 年期间，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的工作主要是倡导公平、公正、

平衡的版权体系。它特别关注立法中对图书馆的例外与限制，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第 17 次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和相关权利常务委员会上发布了给予图书馆最小程度例外的声明。 

世界数字图书馆 

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数字图书馆计划，国际图联致力于数字图书馆

方针的制定和发展。这一项目将在 2009 年继续进行。 

在 2008 年，国际图联作为评委会的一员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度“世界图书之都”的评

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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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财务报表 
2007 年度和 2008 年度收支报告 
 2008 年 2007 年 
收入 
会费 746.707 746.692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捐款 227.900 319.637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捐款 273.670 198.395 
其他核心活动捐款 250.068 204.956 
一般收入 34.600 30.435 
荷兰政府 15.882 15.882 
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捐款 186.935 4.691 
出版物和版税所得 90.814 94.923 
会议注册所得 176.456 168.300 
利息及其他财政收入 21.443 24.031 
代金券计划收入 56.912 48.22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 7.000 10.980 
肖基·赛伦培训基金会收入 709 2.463 
玛格瑞特·维基斯查姆基金会收入 614 768 
国际图联基金会收入 6.500 0 
其他 13.475 46.138 
 2.109.685 1.916.520 
 
支出 
会议 51.011 17.112 
专业项目 535.906 607.474 
出版物支出（包括提供给会员的免费出版物） 113.545 110.023 
员工支出 850.773 832.799 
办公室支出 178.789 146.061 
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支出 186.935 4.691 
代金券计划支出 23.615 4.77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出 7.000 12.611 
肖基·赛伦培训基金会支出 853 1.400 
HP Geh 资助金支出 （Expenses HP Geh Grant） 0 1.300 
玛格瑞特·维基斯查姆基金会支出 0 0 
国际图联基金会支出 0 9.469 
古斯特读书奖支出 0 1.500 
利息及其他财政支出 19.994 53.127 
其他 23.663 43.140 
 1.992.084 1.845.477 
 
总计 117.601 71.043 
决定   
增加专项基金 0 -1.300 
增加专项储备金 41.157 -25.808 
增加一般储备金 76.444 98.151 
 117.601 7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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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委员会（2007 年 8 月-2009 年 8 月） 

管理委员会 
 
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 德国），国际图联主席 
艾伦·泰塞（Ellen Tise 南非），国际图联当选主席 
贡纳尔·萨林（Gunnar Sahlin 瑞典）财务官 
海伦娜·R·阿萨莫阿－哈桑（Helena R. Asamoah-Hassan 加纳） 
芭芭拉·J·福特（Barbara J. Ford 美国） 
普蕾米拉·加米奇（Premila Gamage 斯里兰卡） 
南希·格文（Nancy Gwinn 美国） 
托尼·谢克斯塔德（Torny Kjekstad 挪威） 
特丽·科尔德鲁普·弗拉腾（Trine Kolderup Flaten 挪威） 
帕特里斯·兰德利（Patrice Landry 瑞典） 
鲍勃·麦基（Bob McKee 英国） 
丹尼尔·明乔（Danielle Mincio 瑞典） 
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 加拿大） 
帕斯卡·桑斯（Pascal Sanz 法国） 
雷让·萨瓦尔（Réjean Savard 加拿大） 
芭芭拉·斯克赫雷哈根（Barbara Schleihagen 德国） 
华金·塞尔加斯·居蒂耶雷（Joaquín Selgas Gutiérrez 西班牙） 
林恩·F·斯柏（Lynn F. Sipe 美国） 
安娜·玛丽亚·塔马罗（Anna Maria Tammaro 意大利） 
史蒂夫·W·威特（Steve W. Witt 美国） 
张晓林（Zhang Xiaolin 中国） 
耶苏·劳（Jesús Lau 墨西哥）2007-2009 年增选委员 
西尼卡·西皮拉（Sinikka Sipilä 芬兰）2007-2009 年增选委员—图书馆协会管理专业组主席 
彼得·洛（Peter Lor）秘书长，执行干事，至 2008 年 9 月 6 日 
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秘书长，执行干事，自 2008 年 9 月 6 日起 
 
专业委员会 
 
南希·格文（Nancy Gwinn），主席 
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综合性研究图书馆专业部 
史蒂夫·W·威特（Steve W. Witt），专门图书馆专业部  
托尼·谢克斯塔德（Torny Kjekstad），为一般公众服务的图书馆专业部 
帕特里斯·兰德利（Patrice Landry），书目控制专业部 
林恩·F·斯柏（Lynn F. Sipe），馆藏与服务专业部 
特丽·科尔德鲁普·弗拉腾（Trine Kolderup Flaten），管理与技术专业部 
安娜·玛丽亚·塔马罗（Anna Maria Tammaro），教育与研究专业部 
普蕾米拉·加米奇（Premila Gamage），地区活动专业部 
艾伦·泰塞（Ellen Tise），国际图联当选主席 
帕斯卡·桑斯（Pascal Sanz） 
张晓林（Zhang Xiaolin） 
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专业协调员，执行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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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 
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国际图联主席，

执行干事，主席 
艾伦·泰塞（Ellen Tise），国际图联当选主席，执

行干事 
贡纳尔·萨林（Gunnar Sahlin），财务官，执行干事 
南希·格文（Nancy Gwinn）, 执行干事，专业委员

会主席 
鲍勃·麦基（Bob McKee） 
雷让·萨瓦尔（Réjean Savard） 
彼得·洛（Peter Lor）/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秘书长，执行干事，执行委员会秘书 
 
财务委员会 
贡纳尔·萨林（Gunnar Sahlin），财务官，主席 
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国际图联主席 
特丽·科尔德鲁普·弗拉腾（Trine Kolderup Flaten） 
芭芭拉·斯克赫雷哈根（Barbara Schleihagen） 
史蒂夫·W·威特（Steve W. Witt） 
彼得·洛（Peter Lor）/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秘书长，执行干事，秘书 
 
国际图联通讯编辑委员会 
大卫·米勒（David Miller），主席 
米歇勒·巴蒂斯蒂（Michèle Battisti） 
桑贾伊·库马尔·比阿尼（Sanjay Kumar Bihani） 
加林娜·基斯洛斯卡亚（Galina Kislovskaya） 
菲利贝蒂·费莉佩·马丁内斯－阿雷利亚诺（Filiberto 
Felipe Martinez-Arellano） 
阿利·姆查拉左（Alli Mcharazo） 
克里斯托瓦尔·帕萨达斯·乌雷尼亚（Cristobal 
Pasadas Ureña） 
克里斯蒂娜·威勒姆（Christine Wellems） 
吴建中（Wu Jianzhong） 
斯蒂芬·帕克（Stephen Parker），国际图联通讯编

辑，执行干事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执行委

员会 
保罗·斯特奇斯（Paul Sturges），主席 
芭芭拉·琼斯（Barbara Jones） 
弗朗西斯·（弗兰克）·柯克伍德（Francis (Frank) 
Kirkwood） 
芭芭拉·福特（Barbara Ford），管理委员会代表 
 
国际图联/国际出版商协会指导小组（成员代表国际

图联） 
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联席主席 
安娜·玛丽亚·塔马罗（Anna Maria Tammaro） 
温斯顿·泰普（Winston Tabb） 
彼得·洛（Peter Lor）/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秘书长，执行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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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ALP）顾问管理委员会 
阿道夫·罗德里格斯·加拉多（Adolfo Rodriguez 
Gallardo），主席 

沃尔夫·约兰松（Ulf Göransson） 

加里·高曼（Gary Gorman） 

贡纳尔·萨林（Gunnar Sahlin） 

维尼·维察斯卡（Winnie Vitzansky） 
普蕾米拉·加米奇（Premila Gamage），第八专业部

主席，执行干事 
海 伦 娜 · 阿 萨 莫 阿 － 哈 桑 （ Helena 
Asamoah-Hassan），管理委员会代表 
 
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CLM）执行委员会 
温斯顿·泰普（Winston Tabb）主席 
特里萨·哈克特（Teresa Hackett） 

布莱恩·涅金（Brian Negin） 

维多利亚·欧文（Victoria Owen） 

伊夫琳·伍德贝瑞（Evelyn Woodberry） 
华金·塞尔加斯·居蒂耶雷（ Joaquín Selgas 
Gutiérrez）管理委员会代表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Stuart Hamilton）高级政策顾

问，秘书 
 
保存与保护中心（PAC）顾问管理委员会 
雷让·萨瓦尔（Réjean Savard），主席 
卢西安·斯科蒂（Lucien Scotti） 

简·弗勒顿（Jan Fullerton） 
迪安娜·玛库姆（Deanne Marcum） 
埃伦·纳姆希拉（Ellen Namhila） 
玛利亚·伊莎贝尔·弗兰卡（Maria Isabel Franca） 
苏珊·艾伦（Susan Allen） 
丹尼尔·明乔（Danielle Mincio），管理委员会代表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UNIMARC）常设委员会 
艾伦·霍普金森（Alan Hopkinson），主席 
杰伊·威兹（Jay Waitz），副主席 
罗莎·加尔沃（Rosa Galvao） 
克里斯蒂娜·马利亚诺（Cristina Magliano） 
弗拉基米尔·斯克沃尔佐夫（Vladimir Skvortsov） 
菲利普·勒帕普（Philippe Le-Pape） 
柳巴·巴其尼（Liuba Buckiene） 
帕斯卡·桑斯（Pascal Sanz），管理委员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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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际图联会员（截至2008 年末）

2008年末                 2007年末 

1.       协会会员 

1.1      国际协会会员                        16                       15 
1.2      国家协会会员                       127                      132 
1.3      其他协会会员                         4                        4  

 

2.       机构会员 
2.1      机构会员                          1102                     1119 
2.2      机构下属单位会员                    14                       14 
2.3      单人资源中心会员                     4                        4 
2.4      学校图书馆会员                       3                        2 
 

3.       个人准会员                         277                      295 

学生准会员                          45                       44 

 
4.       合作伙伴                            23                       22 

 

5.       咨询机构                            15                       15 

 

 

          总计                              1630                     1666 

                                           ——--                   ——-- 

 

       （总计国家）                       （14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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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图书馆――英国（2008年起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所在地） 

国际图联对为核心项目做出杰出贡献的以下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 

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图书馆、信息机构与档案馆联合会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 

巴巴多斯国家图书馆――巴巴多斯 

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加拿大 

丹麦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丹麦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1992 年起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所在地） 

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 

卢森堡大公国国家图书馆――卢森堡 

荷兰国家图书馆――荷兰（1992 年起国际图联总部所在地） 

挪威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管理局――挪威 

葡萄牙国家图书馆――葡萄牙（2003 年起国际图联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所在地）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西班牙 

瑞典国家图书馆――瑞典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瑞典（1989 年起国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所在地） 

瑞士国家图书馆――瑞士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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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黄金级合作伙伴 

银级合作伙伴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铜级合作伙伴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Schulz Speyer Bibliothekstechnik  
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Innovative Interfaces Inc.  
Dansk BiblioteksCenter A/S  
AXIELL Library Group  
ebrary  
Beijing Security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Co., Ltd.  
Annual Reviews  
Ingressus 

咨询机构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欧洲阅读困难协会   
国际成年人教育理事会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国际出版商联合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 
世界盲人联盟 
世界聋人联合会 
国际档案理事会 
ISSN 国际中心，国际期刊资料系统中心 
国际通信协会 
国际表演艺术图书馆、博物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阿拉伯联盟教科文组织 
国际阅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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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国际图联出版物 

《世界家谱与地方志》 

家谱与地方志专业组的论文合集 
编者：鲁思•赫泽高（Ruth Hedegaard）， 
伊丽莎白•安•梅尔罗斯（Elizabeth Anne Melrose） 
慕尼黑：绍尔出版公司，2008（IFLA Publications; 130）；ISBN 978-3-598-22036-4 
 
《信息素养：从国际视角分析》 

编者：耶苏•劳（Jesús Lau） 
慕尼黑：绍尔出版公司，2008（IFLA Publications; 131）；ISBN 978-3-598-22037-1 
 
《发展中国家技术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管理：开放资源与商业资源－国际图联达喀尔会议论文集，塞内加

尔，2007 年 8 月 15-16 日》 

编者：伯纳德•迪奥内（Bernard Dione），雷让•萨瓦尔（Réjean Savard） 
慕尼黑：绍尔出版公司，2008（IFLA Publications; 132）；ISBN 978-3-598-22038-8 
 
《报纸馆藏管理：印刷本与数字化的挑战》 

编者：哈尔玛特•瓦尔拉芬斯（Hartmut Walravens） 
慕尼黑：绍尔出版公司，2008（IFLA Publications; 133）；ISBN 978-3-598-22039-5 
 
《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 

编者：本森•恩乔布沃（Benson Njobvu），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 
慕尼黑：绍尔出版公司，2008（IFLA Publications; 134）；ISBN 978-3-598-22040-1 
 
《数字技术对当代和历史报纸的影响—国际报纸会议（新加坡，2008年4月1-3日）论文集及世界图书馆与

信息大会（加拿大魁北克，2008年8月）论文集》 

编者：哈尔玛特•瓦尔拉芬斯（Hartmut Walravens），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协助。 
慕尼黑：绍尔出版公司，2008（IFLA Publications; 135）；ISBN 978-3-598-22041-8 
 

绍尔出版公司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丛书  
《政府信息获取最佳实践：从全球化视角来看》 

编者：伊丽娜(Irina Lynden)，简•吴(Jane Wu) (代表国际图联编辑） 
慕尼黑：绍尔出版公司，2008；ISBN 978-3-598-11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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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专业报告（ISSN 0168-1931） 
 
105.《智障人士图书馆服务指南》 
赫勒•阿伦德拉普•莫腾森（Helle Arendrup Mortensen），
于达•斯卡特•尼尔森（Gyda Skat- Nielsen）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 104 的西班牙语版，译者：卢尔德•莫
雷诺•帕斯夸尔（Lourdes Moreno Pascual）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05） 
ISBN 978-90-77897-23-2  
 
106.《政府部门图书馆指南》 
编者：南希•伯尔特（Nancy Bolt），苏珊•伯奇（Suzanne 
Burge）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06） 
ISBN 978-90-77897-26-3 
 
107.《青少年图书馆服务指南》  
编者：帕特•马勒（Pat Muller），伊凡•丘（Ivan Chew）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07） 
ISBN 978-90-77897-27-0 
 
108.《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趋势研究》 
亚历山大拉•亚罗（Alexandra Yarrow），芭芭拉•克拉布

（Barbara Clubb），詹尼弗－林恩•德雷珀（Jennifer-Lynn 
Draper）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08） 
ISBN 978-90-77897-28-7 
 
109.《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趋势研究》 
亚历山大拉•亚罗（Alexandra Yarrow），芭芭拉•克拉布

（Barbara Clubb），詹尼弗－林恩•德雷珀（Jennifer-Lynn 
Draper）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09）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 108 法语版 
ISBN 978-90-77897-29-4 

110.《青少年图书馆服务指南》 
编者：帕特•马勒（Pat Muller），伊凡•丘（Ivan Chew）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10）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 107 法语版 
ISBN 978-90-77897-30-0 
 
111.《青少年图书馆服务指南》 
编者：帕特•马勒（Pat Muller），伊凡•丘（Ivan Chew）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11）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 107 西班牙语版 
ISBN 978-90-77897-31-7 
 
112.《馆藏捐赠：图书馆指南》 
凯•安•卡斯尔（Kay Ann Cassell），莎伦•约翰逊（Sharon 
Johnson），朱迪思•曼斯菲尔德（Judith Mansfield），Sha Li 
Zhang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12） 
ISBN 978-90-77897-32-4 
 
113.《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趋势研究》 
亚历山大拉•亚罗（Alexandra Yarrow），芭芭拉•克拉布

（Barbara Clubb），詹尼弗－林恩•德雷珀（Jennifer-Lynn 
Draper）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9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13）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 108 西班牙语版 
ISBN 978-90-77897-36-2  
 
114.《政府部门图书馆指南》（俄文版）

编者：南希•伯尔特（Nancy Bolt），苏珊•伯奇（Suzanne 
Burge）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8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14） 
ISBN 978-90-77897-33-1 
 

图书馆与信息获取：营造更加公平的环境 
国际图联/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世界报告系列 卷七 
 
国际图联/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世界报告系列独树一帜，是唯一全面评述世界

各国图书馆如何清除信息自由获取和言论自由障碍的出版物。系统化的数据采集程序在以往报告基

础上加以扩充，并可以按照时间脉络进行比较。2007 年版囊括了 116 个国家的报告，以比勒陀利亚

大学信息科学系所做的问卷调查和补充研究为基础，主要提供了以下方面的详细资料：图书馆统计

学、图书馆网络接入与数字鸿沟、网络信息过滤与屏蔽、用户隐私与反恐立法、知识自由的侵犯、

爱滋病信息获取、妇女与信息自由获取、图书馆道德守则、《国际图联互联网宣言》以及《格拉斯哥

宣言》。 

《国际图联关于远离腐败实现透明、善政与自由的宣言》 
http://www.ifla.org/en/publications/ifla-manifesto-on-transparency-good-governance-and-freedom-from-corruption
 
《国际图联关于从历史记录获取个人识别资料的声明》 
http://www.ifla.org/en/publications/ifla-statement-on-access-to-personally-identifiable-information-in-historical-records
 
国际图联/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为《国际图联互联网宣言》研讨会与图书馆艾滋病信息获取研 
讨会提供的学习资料 
http://www.ifla.org/en/publications/learning-materials-for-workshops-on-the-ifla-internet-manifesto-and-on-access-to-i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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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工作人员（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国际图联总部 
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秘书长 
玛格达•布旺（Magda Bouwens），办公室主任 
埃丝特•多里亚（Esther Doria），行政助理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Stuart Hamilton），高级政策顾问 
索非娅•凯普尼西（Sofia Kapnisi），专业通信官 
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专业项目主任 
安妮•科尔霍宁（Anne Korhonen），行政助理 
西蒙•莱姆斯塔（Simon Lemstra）， 
网络管理员/信息技术协调员 
乔斯•奥威珂克（Josche Ouwerkerk），会议官员 
斯蒂芬•帕克（Stephen Parker），国际图联通讯编辑 
利迪娅•皮茨格（Lidia Putziger），会员管理官员 
苏珊•索普曼（Susan Schaepman），代金券计划负责人 
英格伯格•沃赫尔（Ingeborg Verheul），外联与服务部主任，从荷兰国家图书馆借调 
克里斯汀•苏伊德维克（Christine Zuidwijk），财务官 
 
区域办事处 
非洲：林迪•恩拉波（Lindy Nhlapo 南非） 
亚太地区：陈菊芳（Tan Keat Fong 新加坡）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埃利扎贝特•M•拉莫斯•德•卡瓦略（Elizabet M. Ramos de Carvalho，巴西）
 
核心项目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 (ALP) 
比吉塔•桑德尔（Birgitta Sandell），项目主任 
格尼拉•纳特维格（Gunilla Natvig），行政官员 
 
保存与保护中心（PAC）核心项目 
克里斯蒂安娜•巴里拉（Christiane Baryla），项目主任  
费洛尔•伊扎特（Flore Izart），项目官员 
伊莎贝拉•福尔诺尼（Isabelle Fornoni），秘书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UNIMARC）核心项目 
玛丽亚－伊内斯•科代罗（Maria-Inês Cordeiro）项目主任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ICADS） 
卡罗琳•布雷热（Caroline Brazier），主席，顾问管理委员会 
曼迪•斯图尔特（Mandy Stewart），秘书 
 

24

中文语言中心编译



中文语言中心编译

 

国际图联2008年年度报告

国际图联总部 
访问地址：Prins Willem‐Alexanderhof 5, 2595 BE The Hague, Netherlands 
通讯地址：  P.O. Box 95312, 2509 CH The Hague, Netherlands 
电话：+31 70 3140884，  传真：+31 70 3834827，电子邮件：IFLA@ifla.org 
国际图联在商会注册号：海牙40407191号 

增值税号码（财务识别号码）：NL 0028 70 836 B01                                                                                                     
 

网址：w w w . i f l a . o r g 

© Copyright 2009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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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总部
P.O. Box 9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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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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