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博物馆联盟邀请您参加2014年会
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专业人士盛会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2014年5月18日至21日



2014年美国博联年会中美交流项目
日程安排

5月18日（周日）

参会人员报到注册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上午8:00至下午5:00

中美博物馆领袖与贵宾工作午宴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中午12:00至下午1:45

研讨会之一：如何组织中美博物馆间的巡展：策略、观众、
资源与挑战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下午2:00至3:15 
中美顶尖专家将深入探讨中美两国博物馆展览筹备，规划中所涉及
的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性课题，包括展览规划，策展以及展览公关宣
传等。其中将特别针对两国博物馆展览交流中牵涉到的资源、基础
设施、文化背景和观众预期等话题进行探讨。

中美博物馆巡展大纲交流会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下午3:30至5:30 
继2013年美国博联年会上“中美博物馆国际巡回展览大纲交流会”的
成功举办之后，本届大会将继续为参会中美同行提供这一交流展览
构思和大纲的平台。在本次交流会上， 中美参会人员将有机会结识

尊敬的中国文博界同仁：

您好！谨代表美国博物馆联盟（简称“博

联”), 我诚挚地邀请您于2014年5月18日至21日
参加在西雅图市举办的美国博物馆联盟年会暨

博览会。这将是一场国际博物馆界专业人士交

流的盛会。美国博联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专业

人士协会，拥有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两万

一千多名会员。他们供职于全球各种博物馆，所在的岗位几乎

涵盖了文博机构里的所有职位，包括馆长、策展人、教育部主管

等。2014年，将有近五千名文博界专业人士参加在西雅图的华盛

顿州会展中心举办的年会。本次年会将致力于展示博物馆管理，

展览策划，社区服务等众多领域里的最佳做法。与此同时，您还

将有机会在本次博览会上了解到诸如展览设计、展览科技、博物

馆管理、博物馆学出版物等诸多方面最前沿的产品与服务。

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近三千多家博物馆。目前，中国

博物馆正在飞速发展，培育着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参观人群。毋

庸置疑，美国与中国博物馆有必要就彼此的资源和专长展开相互

交流与合作。“美国博物馆联盟年会中美交流项目”创办于2011
年，现为规模最大的中美博物馆专业人员交流年度活动。2014年

美国博联年会将为中美博物馆领袖和专业人士打造深入交流的平

台。中方参会人员将有机会就展览策划、展览交流、教育等一系

列课题展开对话， 以促进中美文博界的合作。

美国博联希望与中国文博界同仁分享彼此的经验，也十分希

望了解中国蓬勃发展的博物馆事业。2014年，美国博联年会特别

为中美博物馆领导和专业人士打造了“中美博物馆交流”的平

台。 大会期间，参会人员将参加一系列专题研讨、专业培训、

实地参观、座谈和联谊活动，全面了解美国博物馆运营的各个环

节，并与美国博物馆领导和专家建立联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参

会人员将有机会就中美之间的巡展交流、展览策划、管理公关以

及专业培训等课题展开一系列对话，以达到增进中美文博界之间

合作的目的。

我们认为，博物馆不仅仅为所在社区的人们提供了参与的

机会，其本身也是所在社区的一部分。只要我们在未来一起努

力，不断创新探索，争取让博物馆为更多的人服务，我深信我

们的社区将变得更为强大。让我们一起在这次美国博联年会上

共同勾画美好的未来。

为了便于您申请赴美签证和其他旅行文件，美国博联乐于

按照您的要求出具符合您情况的邀请函。如果您需要索取邀请

函，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缴纳会费的信息，请直接发邮件

至美国博联电子邮箱  registration@aam-us.org

美国博联年会注册费为$399美元／人。该费用包含中美博

物馆领导与贵宾午宴、三场中美专题交流研讨会与培训、巡展

大纲交流会、大会全体会议暨开幕式以及 大会其他200多场研

讨会 。本届年会还为中国参会人员专门安排的博物馆实地参观

考察以及博览会中国贵宾参观。

年会将在2014年5月18日（周日）中午12时准时开幕。为了保证 

准时参会，请您务必于5月17日（周六）前抵达西雅图市。网络在线

预定酒店，请访问 www.aam-us.org 选择“西雅图喜来登酒店”(Sher-
aton Seattle)。 该酒店为本次年会中国参会人员指定酒店。请您务必

在3月15日前完成预定。如果在3月15日后行程有变，您可以取消该

酒店预定。

最后，我谨代表美国博物馆联盟，期待着在春光明媚的西雅

图欢迎各位中国同仁， 共创中美文博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美国博物馆联盟主席 

福 特 W. 贝尔博士

$399美元注册费含
• 本次年会中所有的 200多场研讨会
• 三场中美专题交流研讨会与培训 
• 中美巡展大纲交流会 
• 博联全体大会暨博览会开幕式 （均配同声翻译）
• 专为中国代表安排的博物馆实地考察（配导览和 
    同声翻 译。名额有限，请及早报名）
• 专为中国代表安排的博览会贵宾导览参观
• 专门为中国贵宾安排的博物馆实地参观考察座谈
• 中美博物馆领袖与贵宾工作午宴
• 国际交流厅入场资格，可与美国及其他国际同行 
   交流洽谈
• 国际参会人员联谊招待会

预知详情，请发邮件至 registration@aam-us.org 咨询。



未来可能的合作伙伴。欢迎参会人员在2014
年4月1日前踊跃投稿至 mhargrave@afaweb.org  
本届大会中国项目组委会将从来稿中选取一
部分，邀请投稿人在交流会上向中美同行介
绍其推出的展览。与此同时，参会人员也可
以带上贵单位展览相关资料到此次交流会以
及大会博览会上的“中美展览交流中心”展
位发放。

国际参会人员联谊招待会 
地点：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时间：晚7:00至8:30

5月19日（周一）

研讨会｜培训 ：如何把中国巡展带到美国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上午8:45至10:00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博物馆成功举
办了众多来自中国博物馆的重要展览。这些
优秀的展览提高了几代美国民众对中国古老
艺术传统的认知。本次研讨会将邀请来自中
美博物馆亲自参与过赴美展览的专家，并
通过对具体展览案例的剖析来帮助参会人
了解中美展览交流所涉及的政策及具体实
施细节。

美国博联年会全体大会暨开幕式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上午10:15至12:00

博览会开幕午餐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中午12:15至1:45

美国博联2014年会
中美博物馆巡展项目和展览大纲交流会 • 2014年5月18日（周日）下午3:30至5:30
华盛顿会展中心 • 大纲提交截止日期2014年4月1日

博览会贵宾导览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下午1:45至3:00 
美国博联博览会是全球最大的文博领域制造
商和服务商的盛会。该博览会涵盖了博物馆
运作及活动所需的各种最先进的软件、音响
设备、人机互动设备、展示系统、照明设备
以及外包服务等。

研讨会｜培训：如何把美国巡展带到中
国——您需要知道的十项事宜 
地点：华盛顿州会展中心 
时间：下午3:15至4:30 
本次培训将运用实际案例，深入分析赴华的美
国展览的整个过程——从展览立意到最后的实
施。研讨会将邀请参与这一展览的中美专家，
包括策展人、藏品登记员、文保专家、展览设
计师、管理人员等。专家将与参会人员分享他
们的经验和心得。

5月20日（周二）

赴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 
时间：上午10:00至12:00 
您将与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人员面对
面交流，了解他们在展览管理领域里的成功
做法。本次参观考察将有专车接送、配有导
览和翻译。位置有限，请您在注册表上标明
是否参加。

巡回展览大纲 (按格式要求用中文填写):

提交人／展览负责人姓名：         工作单位：
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邮政地址：       展览标题：   
预计开展时间：
预计需要展厅大小 (平米):    
展品件数和来源：

1。 展览简介（150字）
请简单介绍本展览的主题，内容和组织结构。

2。 展览的创新性，意义和学术价值（250字）
阐述该展览的创新之处。该展览如何能体现贵馆的办馆宗旨和特色？
简述办展的意义和目的。简述该展主题所涉及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
并说明该展览如何能促进相关学术研究。如有配合出版物（图录，手
册等), 请附提纲。

3。 展览观众／教育活动（250字）
请说明本次展览的目标观众人群。哪些展览内容和展示手段能吸引
该观众人群？本展览是否有相关教育活动配合以增加观众的参与。
请描述活动内容，并简述该活动如何能提升展览效果。

4。 请随本表格附上不超过五张的相关图片（如：代表展品，展览
效果图或设计。并配上简要说明，注明展品作者，年代，材质，尺
寸，和藏品出处）。每张图片文件请压缩，保持在1M以内。

5。 请补充说明以上未涉及之相关内容（150字）

        本次中美博物馆国际巡回展大纲交流会是美国博联在2014年会里为中国文博界同仁安排的诸多交流研讨活动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这也是美国博联年会为促成更多中美展览交流而面向广大中美文博同行征集巡展大纲。我们热忱期待着您能积极递交巡展大纲（每个
单位提交数目不限）。如果您提交的大纲被组委会选中，我们将邀请您在交流会上发言介绍该大纲，并与美国同行直接交流。本次中美博
物馆国际巡展大纲交流会将是您结识国际合作伙伴的绝佳平台。我们期待着收到您的大纲!

        请务必于2014年4月1日前按以下面的要求和格式完成巡展大纲，以word或pdf文本的形式发给美国艺术联盟策展人哈格芙女士，电
子邮箱mhargrave@afaweb.org

中美博物馆展览交流
中心
地点：博览会常设特别展位
时间：5月19日：12:15–5:00  •  
5月20日：11:30–5:30 •  
5月21日：10:00–2:00
        如果您希望介绍您的博
物馆和巡展，并与美国博物
馆建立合作关系，请光临博
览会“中美博物馆展览交流
中心”特别展位。您将获取
诸多巡展信息。顶尖专家将
为您提供展览策划、公关、
合同和运输保险等方面的咨
询和培训。



1. 联系信息 
( 注：红色部分的信息将公布在本次年会通讯录中。)

请务必用英文填写此表格

AAM Member Number (美国博联会员编号) 

First Name (名)   Last Name (姓)

Badge Name (Name to be printed on your badge) (您希望在年会参会人员胸卡上将显示)

Position Title (职位)

Museum / Organization (工作单位)

Mailing Address (邮政地址)

City (城市) State/province (省)  

Country (国家) Postal Code (邮编)

E‑mail Address (电子邮箱)

Telephone (手机) (座机) 

FAX (传真) 

2. 注册费
国际参会人员$399美元

4. 有关您的信息
请您提供以下信息，以便我们更好地为您服务。

您是否行动不变，出行需要特别帮助（轮椅等）□ 是  □ 否 

您是否需要预定酒店？ 

□ 是  □ 否 

如有特殊需求，请具体说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与您取得联系，解答
您的问题

这是您第一次参加美国博协年会吗？

□ 是  □ 否

如果您在博物馆系统工作，请选择您的工作岗位：

□ 馆长

□ 副馆长

□ 藏品登记员、藏品管理员

□ 策展人／研究员

□ 展览部

□ 教育部

□ 观众服务部

□ 安保部

□ 拓展部（资金筹募部）

□ 博物馆会员发展部

□ 宣传部／公关部

□ 财务部

□ 行政部

□ 展览，活动测评部

□ 藏品保护，修复部

□ 信息技术／网络管理部

您在贵馆中是(限选一项)：

□ 最终决策者

□ 能对决策做出一定影响

□ 以上都不是

中国代表注册表
预先注册截止时间:2014年4月25日 
如错过此日，请到华盛顿州会展中心现场注册

3. 年会活动报名
请在您想参加的项目前划勾（以下活动都包含在$399美元的注册费中)。
名额有限，请务必在2014年3月15日前提交此表格，以确保您的预留位置。

□ 我有意参加5月18日（周日）上午12:00–1:45中美博物馆贵宾欢迎午宴。
 
□ 我有意参加5月18日（周日）晚7:00–8:30国际参会人员联谊招待会。

□ 我有意参加5月20日（周二）上午10:00–12:00 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 
     馆实地参观考察活动。

或填妥注册表扫瞄后用电子信箱传至：registration@aam-us.org
或将填妥注册表连同应付款项支票邮寄至：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1575 Eye Street NW, Suite 400
Washington, DC 20005 USA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