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神 圖 書 館

基 督 宗 教 資 源

--

Union Catalogue (Easy Search) : 可作一站式檢索中神圖書館各類館藏、電子資源及其他不同機構的免費電子資源。
網址: http://primoapac02.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CGST

訂 名 稱
平 台
購 ATLA Religion
EBSCO
的 Database & ATLAS
全
文
期
刊
資
料
庫

Religion &
Philosophy
Collection
(R&P)

EBSCO

PsycARTICLES

EBSCO

特 點
 內容包括逾 1,746 種期刊，576 種有持續作索引，328 種全文期刊，最早回溯至 1881 年。
 ATLA Religion Index Database 為美國神學圖書館協會所出之神學索引資料庫，其內容包括:
 Religion Index One: Periodicals (RIO®) 1949收錄世界有名之宗教期刊論文索引，每年收錄超過 12,000 篇，如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之文章，均收錄其中。
 Religion Index Two: Multi-Author Works (RIT®) 1960收錄二個(含二個)以上作者之論文集、會議記錄或紀念文集之索引，每年增加 450 種以上。
 Index to Book Reviews in Religion (IBRR®) 1975收錄宗教書評，每年收錄 450 種國際期刊之書評，每年增加 14,500 篇，如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之書評，均收錄其中。
 Research in Ministry: An Index to D. Min. Project Reports and Theses (RIM®)
收錄美加神學院校協會(ATS)之教牧博士班論文，每篇有作者摘要。
 Methodist Reviews Index (1818-1985)
收錄 1818-1985 和衛理公會相關之五種期刊 (Methodist Reviews,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 United Brethren Review,
Religion in life + Quarterly Review) 中之 29,500 篇文章和書評。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資料庫主題覆蓋全球各種宗教包括基督教、猶太教、回教、佛教、天主教等及各類哲學思想相關學科。
 收錄全文期刊 248 種，最早回溯至 1975 年，其中包括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73-present),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
(1975-present), Bioethic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Jewish Social
Studies (1975-present),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等期刊。
 部分索摘及全文內容最早回溯至 1975 年。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由美國心理學會(APA)發行的心理學期刊全文，是心理分析領域同行評審學術文章和科學文章的權威來源。此資料庫收錄了
超過 191,000 篇文獻資料，分別來自美國心理學會(APA)、Educ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EPF)、Canadi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和 Hogrefe Publishing Group 出版的 110 種期刊，包括應用心理學、健康、社會、人際關係、理論、研究等的
文獻資料、書評、讀者來信和每種期刊的勘誤表。收錄全文可以回溯至 1894 年，大部分期刊可以回溯至第 1 卷第 1 期，
每週更新。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或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pdh (校內外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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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多個不同學科的索引及全文資料庫 (Art Full Text,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Full Text, Biological & Agricultural Index,
Education Full Text, General Science Full Text, Humanities Full Text, 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 & Books, 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 Full Text, Readers' Guide Full Text, Social Sciences Full Text, Wilson Business Full Text)，合共 3,055 種的全文期
刊，作為聖經神學研究以外的補充資源，雖然當中也包括有少部份宗教期刊，但主要以其他種類期刊為主。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Gale 的搜尋平台上使用，包括 248 種宗教及社會科學的全文期刊與索引，全文期刊有 180 種。
 並有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11 套各類宗教研究的百科全書 (請參看訂講電子書資料庫平台)。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hkcgst (校內外使用)
1867 年中國新教徒傳教士群體在福州創辦 The Missionary Recorder《傳教士記錄》，翌年演變為 The Chinese Recorder《教務雜
誌》
，發行長達七十二年之久。The Chinese Recorder 含 77 份文章，被認為是現今研究中國宣教運動及其影響的最珍貴資源之
一。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hkcgst (校內外使用)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EBSCO

Religion & Social
Science Collection

Gale
Ceng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rchives Unbound

Gale
Cengage

China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Missionary,
Sinology and
Literary
Periodicals
SA e Collection –
Religion
Collection

Gale
Cengage

收藏由 1817 年開始，伸延至 1949 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共超過 130 年，關於中國或國內出版的 17 份英文期刊。這也
是中國從清末至國共時期(1911-1949)，經歷一個徹底和痛苦轉型的時代 ── 從一個內向型的帝國皇朝，轉向一個世界觸目的
共和國。 該資料庫還收錄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成立和發展的文章和照片，包括燕京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山東基
督教大學、蘇州大學、聖約翰大學、(上海)浸會大學堂和嶺南學校。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hkcgst (校內外使用) 或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hkcgst?db=CFER (校內外使用)

Sabinet
Online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

經典人文學
刊庫平台

南非出版有關神學和聖經研究的 314 份全文期刊(訂購 31 種，增加 183 種免費使用的 Africa Journal Archive 和 100 種 Open Access
的電子期刊，多外語期刊如德文、法文等，包括: Acta Theologica, Akroterion (Journal for the Classics in South Africa), Conspectus, Die
Kerkblad , Dutch Reformed Theological Journal, HTS : Theological Studies, In die Skrifli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ligious Freedom , Journal
for Christian Scholarship, Journal for Islamic Studies, Journal for Semitics,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History (continues Acta Patristica et
Byzantina), Journal of 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 Koers : Bulletin for Christian Scholarship, Litnet Akademies, Missionalia ,
Neotestamentica, Nidan :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Hinduism, Old Testament Essays, Phronimon, Practical Theology in South Africa ,
Scriptu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ble, Verbum et Ecclesia , Word and Action.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reference.sabinet.co.za/sa_epublications (校內外使用)
19 世紀以來中國的內外演變，幾無一不與世界各國息息相關，故「近代中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國際性，向來深受全球學術
界之關注。1955 年創立至今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則是近代史研究之國際重鎮。該所的研究範圍，主要在探討近現代中
國在和西方國家接觸後，中國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如何受到影響與變遷，以及對西方
衝擊又有如何的反應，尤其著重探討「現代性」
（modernity）的形成。該所除秉持史學研究的傳統與基礎外，更加強對當代社
會、人文與世界的關懷。該所共分成 8 個研究群：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發展比較研究、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
知識傳播研究、城市史研究、蔣介石研究、胡適研究、東亞區域研究、近代早期研究等。發行 40 餘年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集合了所內與海外學者之佳作論著、書評、研究討論，為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國際級領導刊物。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inoweb.udpweb.com.tw (校內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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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Ebrary,
ProQuest

特 點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Classics E books
 新購 15,350 本全文電子書，將會繼續增購。
 必須安裝 ebrary 瀏覽器。
 此平台主要能建立自己的書架(Bookshelf)。
 可自動建立 RefWorks。
 使用 Info-Tools，連接網上查尋字典、百科全書、翻譯器、地圖、傳記資料等。
 可以 Bookmark, highlight, copy, print, cut & paste, search document, add to bookshelf 等功能。
 如停止瀏覽 15 分鐘會自動結東，若無人使用，可重新瀏覽。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site.ebrary.com/lib/ein (校內外使用)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Books
eBook
Collection

Cambridge
Cor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ulture
新購電子參考書共 175 本，將會繼續增購。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www.cambridge.org/core/what-we-publish/collections/cambridge-companions
(校內外使用)

Cambridge
Core
EBSCO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Gale
Cengage

Cambridge: Books 新購電子書共 79 本。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www.cambridge.org/core/what-we-publish/books (校內外使用)
eBook Collection (EBSCOhost) : 訂購全文電子書 2,074 本，Audio Book 含 15 本，及公開閲覽《Publicly-Accessible eBooks Collection》
電子書 3,456 本。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由 2016 年 7 月起，新增 20 本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CSRCS)出版的中文電子書、51 本其他電子書
及以下 11 套各類宗教研究的百科全書(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合共 82 本。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2v, 2004;

Encyclopedia of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2v, 2004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nd ed.,10v, 2006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2nd ed., 15v, 2005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2v, 2003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2nd ed., 15v, 2003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Jubilee Volume 2nd ed., 2000

Worldmark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Practices 3v, 2006

Encyclopedia of Occultism and Parapsychology 5th ed., 2v, 2001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 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hkcgst (校內外使用)
i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

華藝 iRead

Hy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

凌網
HyRead

是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8 年創立的中文電子書資料庫，是台灣最大繁體中文電子書網站，收錄兩岸三地近 3,000 家出版社、
逾 8 萬本的優質繁體中文電子書。 本館已訂閱 150 本關於宗教、哲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電子書。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www.airitibooks.com/Home/Index (校內外使用)
是台灣凌網科技於 2010 年創立的中文電子書資料庫，至今提供超過 60,000 本電子書/雜誌，包括近 500 本基督教和超過 700 本其
他宗教的中文書籍。本館已訂閱 98 本關於宗教、人文、醫藥和心理學的電子書。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einhk.ebook.hyread.com.tw (校內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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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書館」
中文網上圖書
館 (eLibrary)

天道

Amazon Kindle
e-books
Olive Tree
e-books

Kindle 閱讀
器
iPad 平板電 含 Olive Tree 電子書 214 種。
腦

名 稱
The Digital
Loeb Classical
Library
Dead Sea
Scrolls
Electronic
Library
Biblical Texts
Old Testament
Abstracts

平 台

New
Testament
Abstracts

EBSCO

Catholic
Periodical and
Literature
index

EBSCO

BrillOnline
Reference
Works

EBSCO

是天道書樓在 2014 年出版的中文網上屬靈圖書館，超過 633 種電子書，包括電子書籍、雜誌、靈修材料、聖經、講道錄音、詩
歌及兒童刊物等。
請閣下到本館服務台向職員借用綠色或粉紅色 iPad 使用（只限老師、學生和同工），或到本館二樓 1 號及 2 號電腦開啟 Chrome
瀏覽器預設網頁直接使用。
含 Amazon 電子書 105 種。

特 點
為目前唯一讓讀者可以透過原文及英文翻譯存取所有希臘和拉丁文學的重要文獻的叢書系列，含超過 520 本希臘和拉丁文電子
書。有關該資料庫及檢索的詳情，請參考其網頁上 “ABOUT THE LIBRARY” 與 “USING THE LIBRARY” 的連結。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www.loebclassics.com (校內外使用)
是一個基於在 2006 年出版 CD-ROM 的網上版本，提供讀者以完整的希伯來文轉錄和英語翻譯閱覽具高解像圖像的死海古卷經文，
包括 Qumran biblical scrolls、Judaean Desert 文本和聖經手稿。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dead-sea-scrolls-electronic-library-biblical-texts
(校內外使用)
由美國神學圖書館協會(ATLA)與天主教聖經協會(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共同製作，收錄舊約領域期刊文章、論文、散文、圖
書及電腦軟體的索引摘要。內容以舊約聖經為主，主題涵蓋歷史古物、人類學、考古學、語文學、哲學及神學等。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由 ATLA 美國神學圖書館協會及 Weston 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 威士頓耶穌會神學院所共同製作的一個研究新約聖經及歷史背景
不可或缺的資料庫。資料庫涵蓋超過 42,000 筆文章摘要、1200 評論摘要、15,600 書籍摘要及 50 電腦軟體摘要等。此外，每年亦
同時會收錄約 800 種即期書籍之概略性介紹。文章涵蓋之範圍可回溯至 1985 年, 收錄 1,150 種刋物作索引。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由美國神學圖書館協會(ATLA)與天主教圖書館協會(Catholic Library Association)共同製作，以天主教神學為主之索摘資料庫，最早
回溯至 1981 年。資料庫可檢索發表在羅馬天主教會期刊、近代教宗文獻、佈道團文獻、以及由天主教徒著作或天主教團體所出
版的圖書，已收錄超過 436,000 筆文章摘要、評論摘要、及書籍摘要等，收錄 522 種刋物作索引。
網址: http://einproxy.gotdns.org:2048/login?url=http://search.epnet.com (校內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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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電子書/檔案資料庫
Google 圖書搜尋
(Index & Full Text)

Internet Archives & Open Library

DPLA The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徒‧書館」
中文網上圖書館 (eLibrary)

「Google 圖書搜尋」(Index & Full Text): 能讓您搜尋七百多萬本書籍的全文。
Google 圖書館計劃: Google 與世界知名圖書館建立夥伴關係，將他們的館藏放到 Google 圖書搜尋上。假如搜尋到圖書館計劃中有
版權的圖書，搜尋結果就好比卡片目錄，提供圖書資訊，顯示含有您搜尋文字的內文。倘使您搜尋到的是無版權的圖書，則可以
閱讀與下載整本書籍。
網址: http://books.google.com.hk/
Internet Archive: 非牟利電子圖書館，為學者、研究員以及大眾提供免費電子歷史典藏，包括圖書、影片、音樂與及 4,160 億網
頁檔案。 https://archive.org/
Open Library (Internet Archive): 能讓您搜尋超過一百萬本經典文學書籍的全文。 網址: https://openlibrary.org/
The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brings together the riches of America's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and makes them freely
available to the world. Users can browse and search DPLA’s collections by timeline, map, virtual bookshelf, and faceted search; save and
share customized lists of items; explore digital exhibitions; and interact with DPLA-powered apps in the app library.
網址: http://dp.la/
是天道書樓在 2014 年出版的中文網上屬靈圖書館，超過 218 種免費電子書和 73 種免費電子視聽資料及電子講章。
網址: http://www.toelibrary.com

免費中英文網上期刊/論文資料庫及索引 (期刊/論文索引是研究工具之一，其作用是引導研究者尋索有關主題的文章)。
中英文期刊索引(網上版)

介紹

中文基督教期刊索引
(香港)

 建道神學院圖書館於 1984 年開始編製。
 有 306 種中文期刊及教會刋物編製索引，接近 30,000 篇文章已被索引。
 除了以作者、題目、期刊、主題為檢索點外、網上版更加強檢索功能，列舉如下：鑰詞檢索：在作者、題目、期刊、主題欄
中，或同時檢索鑰詞。
網址: http://journal_index.abs.edu/library_public.php

天主教中文期刊索引
(香港)
(部份含有全文)

香港天主教的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圖書館將中文期刊約佔 50 份編成索引，部份含有全文，按文章內容加以分類，並配合搜尋器，
以便讀者使用。由於多家雜誌社慷慨授予版權，讀者更可在網上閱讀部份文章全文內容。讀者可透過刋名、作者、主題、總目等
關鍵字搜尋。網址: http://www.hsscol.org.hk/lib.periodical.html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資料
(香港)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捐贈其整全檔案資料給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成立全文檔案資料庫，載有資料五萬一百
三十五份，全文影像超過十七萬個，記錄自五十年代起香港及中國的宣教活動。讀者除可根據資料庫原貌瀏覽外，亦可利用
「檢索」功能，查閱相關資料。 網址: http://religionpub.lib.cuhk.edu.hk/
 公眾能在中大校園外查看其資料庫的索引，網址為: http://religionpub.lib.cuhk.edu.hk/index.jsp
 如欲看資料庫的全文，必須親自到中大圖書館內查閱，其網址為: http://religion.lib.cuhk.edu.hk/index.jsp。

基督教古籍數據庫
(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及校牧處製作 (其收錄的 36 本於清末民初出版的中文古籍，主要是聖經註釋，其次為有關基督宗教的著作 )
網址: http://lib-nt.hkbu.edu.hk/libsca/dc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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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

港澳八大院校博碩士論文
(部份含有全文)
基督教中文期刊論文索引
(台灣)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部份含有全文)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台灣)

 《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HKInChiP)為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文和雙語期刊提供論文索引，引用的期刊超過一百五十種；
所選取的論文平均自一九九零年開始，但部份學術期刊可上溯至一九五零年代。
 《索引》為網上期刊的免費文章提供電子全文連結，並獲約二十種期刊授權提供全文影像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院校師
生瀏覽，作教學及學術研究之用。
 基於版權限制，摘要欄位資料及全文影像只供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院校師生瀏覽，其他欄位則公開予所有公眾人士。
網址: http://hkinchippub.lib.cuhk.edu.hk/
含八所香港及澳門大學的博碩士論文。
網址: http://www.hkbu.edu.hk/lib/electronic/libdbs/dol.html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把基督教及神學中文期刊 92 種編成索引，最早回溯至 1972 年。
 讀者可透過篇名關鍵字、刊名、刊名關鍵字、作者及出版年月進行每一欄位間的 AND 及 OR 的邏輯運算。
 每一查詢的欄位中可輸入多個詞彙，以「*」分隔作 AND 的組合查詢，如 "computer*control" 。
 請注意：作者需先輸姓，與名以逗點相隔。
網址: http://wwwtoc.ces.org.tw/toc/default.html
臺灣國家圖書館早在民國 59 年起即著手編印「中華民國博士碩士論文目錄」。自民國 83 年以來，國家圖書館正式接受教育部高
教司委託執行「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建檔計畫」。86 年 9 月提供 Web 版線上檢索系統。民國 87 年 9 月開發完成「全國博碩士論
文摘要檢索系統」
。民國 89 年 2 月新增電子全文上傳與電子全文授權書線上印製之功能，進一步地整合既有之「全國博碩士論文
資訊網」線上資料庫共建共享服務。民國 93 年推出「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第二代系統。於民國 98 年 12 月起開發新一代的
學位論文服務平台，並自民國 99 年 6 月 10 日起，進行新舊博碩士論文系統轉換。同時國家圖書館第三代學位論文系統亦正式更
名為「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目前，除了提供應屆畢業生線上建檔服務之外，本系統也為各界人士提供個人學位論文
資訊上網服務與勘誤功能。全國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料庫的資料內容時間是以學校之學年度為主，起迄時間目前為 45～99
(1956-2010)學年度。國家圖書館免費供眾使用之學位論文線上服務，尖峰時段同時上線人數突破 2 萬 5 千人，每天提供檢索人次
亦超過 80 萬次。 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W3aJ1/search?mode=basic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主要收錄自民國 59 年以來，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之臺灣出版的中西文學術期刊、學報以及部分港澳
地區出版的期刊約 4,800 種，逾 220 萬筆資料。館藏民國 59 年以前之學術期刊亦陸續回溯建檔中。此系統所收之期刊論文係以
研究論文為主，其他如文藝作品、通訊消息、會計報告、人事動態、定期統計資料、產品介紹、隨筆漫談等均不錄列。收錄於此
系統的學術期刊及專業期刊之單篇文獻，就其性質可區分為學術性及一般性。

網址: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台神數位典藏
(前台灣神學論刊檢索摘要系統)
(部份含有全文)

《台灣神學論刊》內每篇論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屬三間神學院(台神、南神、玉神、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的學生畢業論文以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師論文三種。提供檢索基本資料，全文檢索：論文基本資料- 篇名、作者、主題、年代...等或摘要中有出現
的任何字(字串)均可以做布林邏輯檢索。 網址: http://ir.taitheo.org.tw:8080/ir/advanced-search

中華福音神學院博碩士論文
(台灣)
(部份含有全文)
輔仁大學博碩士論文檢索

中華福音神學院收藏歷屆教牧博士、神學及道學碩士畢業生之畢業論文，分別就題目、研究生、指導老師及年度，整理列表，按
發表年度依順序排列，每筆均可點選參見書目資料，部份含有全文。
網址: http://wwwlibe.ces.org.tw/library/thesis_01.html
輔仁大學博碩士論文檢索，由民國 50 年至今收各科系論文。 網址: http://scholar.fju.edu.tw/paper/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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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列數
據庫 (前清華同方─中國期刊索引)

華藝線上圖書館 airitiLibrary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CEPS +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CETD

主管部門：國家教育部；主辦單位：清華大學。
收錄 1915 年至今中國國內 9000 多種重要期刊，以學術、技術、政策指導、高等科普及教育類為主，同時收錄部分基礎教育、大
眾科普、大眾文化和文藝作品類刊物，內容覆蓋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農業、哲學、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
網址: http://epub.cnki.net/kns/subPage/Total.aspx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收錄地區包括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等大專院校的電子期刊、電子書、會議論文及博碩士論文)
網址: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gcs000003/

「徒‧書館」
中文網上圖書館 (eLibrary)
(香港)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Index & Full Text)

是天道書樓在 2014 年出版的中文網上屬靈圖書館，超過 43 種免費電子期刊，包括環球聖經公會、OMF 海外基督使團、中國信
徒佈道會、中國宣道神學院、中國浸信會神學院、牧職神學院、信心聖經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港九培靈研經會、明光社、香
港世界宣明會和基督徒文摘社等。 網址: www.toelibrary.com
 There are now 3810 journals in the directory, with 1338 journals searchable at article level & 244,402 articles included.
 This platform includes: The Bible (5 journals) , Religion (56 journals), Philosophy (93 journals), Psychology (99 journals), Ethnology (12
journals), Anthropology (53 journals), Gender Studies (24 journals), Sociology (72 journals), etc.
網址: http://doaj.org/

HighWire (Index & Full Text)

HighWire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which produces the online versions of high-impact, peer-reviewed
journals and other scholarly content. HighWire partners produce 71 of the 200 most-frequently-cited journals publishing in science.
HighWire Press hosts the largest repository of free full-text life science articles in the world, with 1,830,956 articles.
網址: http://highwire.stanford.edu/lists/freeart.dtl
PQDT Open provides the full text of open access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free of charge.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locate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relevant to your discipline, and view the complete text in PDF format because the authors of these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have opted to publish as open access. It is a new service offered by ProQuest's UMI Dissertation Publishing.
網址: http://pqdtopen.proquest.com/pqdtopen/about.html
ProQuest offers dissertations for sale, delivered directly to you. 網址: http://dissexpress.umi.com/dxweb/search.html

PQDT Open (Index & Full Text)

Proquest Dissertation Express
The Theological Research Exchange
Network (TREN)

The Theological Research Exchange Network (TREN) is a library of over 21,474 theological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s representing research
from 139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REN also makes available conference papers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s of several academic societies,
e.g.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 etc.
網址: http://www.t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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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可經互聯網使用的電子資料庫 (請輸入閣下公共圖書證號碼及網上密碼登入)
eBooks on EBSCOhost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方正中文電子書 (成人館藏)

遠景繁體中文電子書

中國知網 CNKI 系列全文數據庫

The Collection comprises over 4,000 titles for online reading or download to computers or mobile devices. Subjects includ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etc.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en/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7574/ebooks-on-ebsco-em-host-em
provides access to the full-text of more than 100,000 e-Books for online reading and download to computers or mobile devices. Subjects
include business & economic, computer & IT, educatio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history & political science, humanities, language,
literature, medical, psychology,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etc.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en/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7576/ebrary-academic-complete
方正(Apabi)是收錄內地出版的中文電子書數據庫。香港公共圖書館現已購藏其中超過八萬本書籍。電子書館藏分兩大部分：「運
動與健體」及「各科電子書」，後者涵蓋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和醫藥衛生等科目。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9178/apabi-chinese-ebooks-adults-collection
收錄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四百多部作品，最早期的於 1976 年出版，當中不少是初版，包括中西文學、歷史、小說、藝術、傳
奇、傳記類等書籍，世界文學名著翻譯本、林行止作品集、林語堂作品系列等亦收錄在內。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isclaimer/7584/vista-e-book-in-traditional-chinese
含下列三個數據庫: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提供中國內地超過八千多種核心期刊自 1994 年至今出版的全文內容。範疇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軍事、法律、教育
與社會學、經濟與管理、基礎科學、工程技術、農業、醫藥衛生、電子與信息科學。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databases/disclaimer/8252/china-journals-full-text-database-cjfd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收錄中國內地超過 400 家學術單位自 1984 年至今發表的博士論文。範疇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軍事、法律、教育與
社會學、經濟與管理。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databases/disclaimer/8237/china-doctoral-dissertations-full-text-database

Global Re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GREENR)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收錄中國內地超過 600 家學術單位自 1984 年至今發表的碩士論文。範疇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軍事、法律、教育與
社會學、經濟與管理。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databases/disclaimer/8273/china-masters-theses-full-text-database
GREENR offers reference content in the area of th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 database combines news, unique
commentary, audio, video, 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and case studies into a web-like experience. It also offers interactive maps,
opportunities for forums, customizable journals and news, and statistics of various areas such as energy systems, health care, food,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tc.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en/e-resources/access/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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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lier Online

comprises 5 databases: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The New Book of Knowledge, The New Book of
Popular Science, and Lands and People. It includes the fields of arts, social sciences, geography,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c.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en/e-resources/access/8468

Opposing Viewpoints in Context

provides a one-stop source for information on social issues: the facts as well as the arguments of each topic's proponents and
detractors. Unique features include Viewpoint articles — frameworks that allow students to explore each topic's many facets —
and exclusive electronic access to Thomson Gale's Information Plus series featuring statistics and government data placed in
context. 網址: https://www.hkpl.gov.hk/en/e-resources/access/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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