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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淺談基督宗教網上學術資源

彭淑珍

壹、 前言
基督教自馬禮遜 (Robert Morrison) 於1807年入華宣教以來，已一百九十四年，許多歐美宣教士願意飄洋過海，前仆後繼的到中
國來傳福音，他們為中國人所作的一切默默犧牲奉獻，對近代中國的文學藝術、學術教育、經濟政治、家庭結構、醫療事工、社會救濟
與福利事業都帶來了深遠且正面的影響力。中原大學之建校，亦本基督愛世之忱，以信、以望、以愛，致力於中國之高等教育，旨在追
求真知力行，以傳啟文化、服務人類。本校除加強生命教育和全人教育的落實外，也期待能成為基督教與中華文化會通轉化的橋樑。

基督宗教特色館藏是本校致力蒐羅保存的珍貴學術資源之一，期望能提供學者對基督教在中華文化之脈絡下，與近代中國歷史及當
代臺灣社會的思想文化互動做更深入研究。圖書館蒐集有關基督教神學、教義學、聖經、歷史、教牧諮商輔導、宣教史料等中西文書刊
及視聽資料，也提供桃園地區眾教會及會友們閱覽使用。配合本校推動『終身的全人教育，全人的終身教育』，將中原大學網路資源與
社區共享，圖書館嘗試將基督宗教圖書與非書資料及網上資源加以整合聯結，希望能成為基督宗教全球資訊閘道 (Gateway)，服務更多
潛在讀者，對知識社會盡一份棉薄之力。

貳、 聖經資源
圖書館陸續蒐集許多不同國家語言、不同種類譯文版本之紙本聖經，包括臺灣當地各族群語言聖經，使基督教聖經研究與漢語宗教
文化激起知性的火花。近年來網上聖經也出現愈來愈多語文版本供查詢，茲分別介紹如下：
網 站 名 稱

簡 述
可用字串或多個詞的組合查詢整本聖經或舊約聖經、新約聖經的經文內容。若

中文和合本聖經查詢系統

您要查詢某章節的經文，請直接用「讀經」功能較方便。因「查詢」功能只能
查經文內容，標題、卷名與章節都無法查詢。

譚永鋒的中文聖經工具

本站所用中文聖經為和合本中文聖經。其電子化資料間接由天道福音中心取
得。可選擇四種線上「閱讀」方式：繁體中文聖經閱讀、簡體中文聖經閱讀、
繁體中英聖經對照、簡體中英聖經對照。也可用字詞片語「查詢」經文範圍出

Online Chinese Bible by Frank Tang

處，有NIV、KJV、RSV、NASB等4種版本可選擇。
查詢思高聖經學會的天主教聖經，目前僅能查詢新約聖經部份。其聖經目錄收

思高聖經搜尋引擎

錄天主教中文聖經的全稱及簡稱、基督教中文聖經的全稱及簡稱、英文聖經的
全稱及簡稱等3種對照表。
網絡基督使團(CCIM)提供網上中英文聖經查詢，分中文繁體(Big5)、中文簡

網絡中英聖經

體(GB)及英文(English)三種查詢畫面，有中英對照、英文欽定譯本、簡易英
文譯本、簡體中文和合本、繁體中文和合本等5種版本。
提供11種語言(英、法、德、意、葡、菲、挪威、瑞典、西班牙及拉丁語、阿

The Bible Gateway

拉伯語)及6種譯本(NIV、NASB、KJV、RSV、Darby、YLT)方式查詢聖經，

可顯示經文串珠註解。
國際聖經學會(IBS)網站提供12種語言和合本(NIV)聖經譯本查詢，有中、英、
IBS Online Scriptures

俄、法、葡、捷克、印度、越南、瑞典、西班牙、波斯語及阿拉伯語。
提供8種英文TSK譯本聖經查詢，先選擇卷名、章節、版本或關鍵字索引來查

The Blue Letter Bible

詢，亦可查閱聖經地圖、圖表、聖經歷史表和數位影像檔。
提供荷蘭、法、德、歐陸英語系及北美英語系(美、加)等5種語言譯本聖經查

Online Bible

詢。
聖經研究基金會(BSF)網站提供NET(New English Translation) 版本聖經查

The NET Bible Online

詢。
美國ASV(The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1901)、WEB (The World English

The Holy Bible

Bible)版本聖經查詢。
本站提供的網上聖經涵蓋線上版聖經查詢系統之超連結。可從舊約、新約、卷

World Wide Study Bible

名、章節查檢外，也可以再連結其它多國語文及多種譯本聖經深入研究。

Japanese New Testament by Hajime Suzuki

日文新約聖經

Online Korean Bible

韓國Korean Bible Gateway提供韓文、英文KJV版兩種查詢聖經方式。
越南The Churches of Christ網站提供越南語聖經譯本(CadmanVerssion,

Vietnamese Bible/Kinh-tha'nh

1934)查詢。

Indonesian Bible,SABDA-Web

印尼話聖經

Turkish New Testament

土耳其語新約聖經

Russian Bible

俄文聖經

Polish New Testament

波蘭語新約聖經

Icelandic Bible

冰島語聖經

Czech Online Bible

捷克語聖經

Albanian Online Bible

阿爾巴尼亞Calvary Bible Baptist Church網站的線上聖經。

Bosnian Biblija

南斯拉夫語聖經

Croatian Biblija KSV Stari i Novijet Zav

克羅埃西亞語聖經
研究聖經歷史之專門網站，按主題分類搜尋，也可查到聖經地圖、教會史、宗

Bible History Online

教藝術品等資料。

參、 神學資源
網際網路 (Internet) 上的神學資源依其性質分為館藏查詢系統、網上電子書、
電子期刊論文、推薦網站等四種項目簡單介紹如下：
一、 館藏查詢系統
網 站 名 稱

內 容 簡 述
衛理神學研究院圖書館，館藏收集有關基督教神學、歷史、教牧諮商輔導等中西

衛理資料中心館藏查詢系統

文書籍、期刊與光碟資料庫，著重於衛斯理宗神學及實踐神學方面資料之蒐集，
且致力朝電子圖書館之方向發展。
查詢華神圖書館(含各分館)之圖書、期刊、視聽資料館藏。館藏收集有關基督教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

教義、聖經、歷史及實踐神學等書籍。重要基督教中文期刊另提供選編目次(作
者--篇名--分類)索引。

中國神學研究院網上圖書系統

查詢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圖書館1996年以前之館藏資料。提供按書名、作者、
主題、叢書、索書號等5種查詢方式。1996年以後館藏資料，可查詢教會資訊網

(EIN)圖書館聯合目錄。
香港最大的神學圖書目錄，可查詢香港八所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圖書館館藏資料
教會資訊網圖書館聯合目錄

(建道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播道神學院、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香港浸信會
神學院、聖公會明華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道風山基督教叢林艾香德紀念圖書
館)。藏書超過30萬冊，目前也是全球最大中文神學圖書館網絡。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OPAC

線上查詢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宗教藏書。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目錄

線上查詢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宗教藏書。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

線上查詢東海大學圖書館宗教藏書。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

線上查詢靜宜大學圖書館宗教藏書。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

線上查詢輔仁大學圖書館宗教藏書。

真理大學圖書館建邦圖書資訊系統

線上查詢真理大學圖書館宗教藏書。

二、 網上電子書
網 站 名 稱

內 容 簡 述
改教時期神學及基督教經典著作等6類基督教電子書線上閱讀，提供繁簡體中文

中國基督教書刊

兩種全文閱讀方式。
基督教古籍書刊的查詢與線上閱讀，另有光碟書出版。可按照作者、書名或英文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字母分類排序搜尋。
早期教堂歷史百科全書。收錄探討1500年以前教堂史料文獻資料，內含基督教
與回教文獻，可按主題查辭典，文章裏提供主題和圖表，有宗教藝術品、肖像影

The Ecole Initiative

像檔及圖片，查詢年表部份有地區性時間表參見索引，也可按字母順序查檢功
能。
大英圖書館珍藏「葛登堡聖經」兩種版本：1. 皮印本 Grenville copy
(vellum )；2. 紙印本 King's copy (paper )。將聖經的全文影像數位化保
存，並提供網上新舊約各經卷查詢，再點選頁碼瀏覽。舉世聞名的「葛登堡聖
經」於1455年印製完成，是第一本活字人工印刷書，也是歐洲僅存最古老的印

The Gutenberg Bible online digital facsimile

刷書，譯者為第四紀教會學者St. Jerome。每一面分成左右兩大格，每格由上
而下為四十一行。字體採用流行於十五世紀德國西部的哥德體，與手抄本的字體
非常類似。在經文中的一些地方塗上顏色，又在四周的一些空間上繪製精美的圖
畫。這些修飾，都可視為中世紀美術的代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德國Saxon State Library館藏聖經史料檔案，介紹德國境內

Treasures of Saxon State Library: The Bible

及歐洲地區出版的72種語言，共2,800種譯文版本聖經。除文字介紹外，並可瀏
覽每種聖經之整冊封面或書名頁影像檔。
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死海古卷『Scrolls From the Dead Sea: 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 and Modern Scholarship』之學術研究相關文字及影像檔案

Dead Sea Scrolls

資料。
天主教百科全書，收錄數千筆有關天主教的宗教文獻資料，可按字母順序或主題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The Complete List of Popes

查詢。
收錄歷代羅馬教皇共265位的傳記資料和所發表的文章、演講稿資料。
基督教百科全書，內容涵蓋4個有關基督教、天主教參考工具書內容目次資料，

The World Wide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可按字母順序或主題查詢。

三、 電子期刊論文
網 站 名 稱

內 容 簡 述
針對基督教中文期刊為主，經選錄後加以分類編成索引。內容兼及學術及一般性

文章，收錄自1975年至2000年6月底止，已分編期刊66種。計有38,750篇文章
基督教中文期刊論文索引查詢系統

(至2000年6月底止)，每月仍不斷增加中。讀者可透過篇名關鍵字、類號、刊
名、刊名關鍵字、作者及出版年月進行期刊目次查詢系統。

中文基督教期刊索引

提供鑰詞、主題、作者、刊名、複合查詢，可檢索248種華文基督教神學期刊所
收錄之文章索引資料及神學圖書館館藏單位。
可檢索台灣神學論刊第一 ~ 十九期(1979-1997)之文獻。採三種索引方式：年代

台灣神學論刊索引

卷期索引、主題分類索引、作者筆劃索引。

中華福音神學院院訊

1.影像版：為華神院訊過去三十年來之合訂本（自1970年11月創刊起至今）經掃
瞄為電腦影像檔案而成。文摘部份選自院訊中各類專文，可經由分類、作者、及

1. 影像版〈神學資料庫〉

題目查詢，或直接以年度月份及頁數分頁查詢。文章有跨頁者，請繼續以分頁方

2. 文字版〈華神電子院訊〉

式查詢。 2.文字版：中華福音神學院自1997年1月起華神院訊的文字電子版。
台南神學院出版有關神學等中、英文學術論文或學術演講稿之神學專業文獻期

神學與教會

刊，電子版收錄自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
僅提供中神期刊網上版訂閱戶查詢自第28期起之線上期刊，可採用Acobat及

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網上版

DynaDoc格式閱讀電子期刊全文內容，訂費為兩年(共四期)港幣一百元(或美金十
三元)。

輔大宗教學系碩士班歷屆碩士論文(論文摘要)

輔大宗教學系收錄自民80年以來的歷屆碩士班畢業生論文清單及論文摘要。
美國神學研究網絡(TREN)的學位論文資料庫，收錄美國70間神學院校7,800篇以

Theological Research Exchange Network

上的畢業生論文和會議論文集1,388篇以上，可以線上查詢和訂購。
收錄各國以「宗教與神學」為主題的期刊400種之期刊論文摘要，需要線上申請
會員方能使用。其摘要是由世界各地超過100位神學專家撰寫，9種非英語之外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Abstracts

文期刊(法、德、荷蘭、瑞典、挪威、意大利、西班牙、南非及希伯來語) 也有
英文的摘要。另發行紙本和光碟資料庫。

四、 推薦網站
網 站 名 稱

內 容 簡 述
查詢講章例證資料庫之講題信息資料，提供三種查詢方式：單項查詢、條件查

2000年福音運動教牧資源（講章例證）

詢、全文檢索。您可按照「類型」、「講題」、「鑰字」、「經節」、「作者」
分項查詢與排序或者全文檢索所有的資料。
查詢聖經簡介、主日講章信息、聖經佳言、每日一句資料和文章的全文線上閱

聖經知識庫

覽。以神的話為中心的知識庫。網站也提供聖經百問、聖經人物、耶穌的比喻和
教訓、牧長前輩腳蹤等的信息文章資料庫。
由查詢欄輸入要查詢的教會資料或由地圖點選縣市別來查詢，也可以選擇「有網

台灣教會資料庫查詢系統

頁」或「有E-Mail」來查詢各教會的全球資訊網及E-mail。原始資料來源：基督
教資料中心「1997年基督教教會名錄」。
由信望愛資訊中心建置，其教會資料是「公元兩千年福音機構」所提供的資料

教會資料搜尋程式

檔，主要針對國內教會資料，未來還希望能擴充資料到國外教會及相關福音機
構。本程式有三種搜尋條件可供查詢，包括「教會名稱」、「所在都市」及「負
責人」。使用者可以輸入部份字串或多項複合條件來進行搜尋。

教牧與教育小站

武林英雄帖

收錄神學網站分電子圖書資訊、教育資訊、講章資訊、教牧資訊等13類主題之國
內外網站互聯網。
收錄神學網站分聖經研究、講章資訊、基督教刊物、教牧輔導等24類主題之國內
外網站互聯網。
中華基督教文字協會建置，可以輸入關鍵字，查詢作者、出版社、出版品及中英

華人基督教出版品資料庫

譯名對照的詳細資料，完成快速查詢。或是點選網頁左列選單，進入出版品資料
庫詳細查詢。

神學作品下分神學論文報告、英文神學原典，提供會員及學者之專文報告。神學
基督教神學網

論文報告可以瀏覽簡要書目、內容簡介及全文。神學辭典提供基本的神學詞彙解
釋、查詢，是學習神學的入門工具。

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電腦訊息庫

收錄中國基督宗教歷史文獻研究的全文資料和影像檔。可連結其他以「教會歷
史」為主題的相關網站。
網頁介紹有關基督教在中國的歷史，教區，著名的傳教士以及早期基督徒的事

Yutopian Online

績。
收錄30,000筆以上的聖經講章全文資料，可按聖經章節、主題或關鍵字等6種方

Sermon Central
Musei Vatican

式查詢。
可以線上瀏覽梵諦岡博物館的基督宗教藝術品。

肆、 結語
資訊數位化及網際網路上進行聯網合作是本館努力的目標。期待透過Internet上有關基督宗教的重要網站，接通很多臺灣本地及海外
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合作與聯網。我們也希望促進資訊合作的過程中，各機構單位及神學院圖書館能有進一步的交流與館際合作，提
供世界各地讀者能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神學相關資訊。圖書館嘗試著手整理網上基督宗教數位化的學術資源，除充實館藏的多樣化外，
也樂意將圖書館的資源分享給大家，任何讀者皆可透過家中的遠距電腦連線本館網站，找到在Internet上的基督宗教神學資源。
(作者為本館讀者服務組館員)

資‧料‧庫‧園‧地

Art Full Text、Peterson's Gradline、JCR
z

新訂購Art Full Text 資料庫Web版，提供免費線上閱讀100多種電子期刊全文。

z

Peterson's Gradline之資料庫檢索介面改為Internet Web版。

z

新增Web版的JCR資料庫，收錄年限由1999年開始，原JCR之Science Edition
及Social Sciences Edition收錄1996-1999年資料庫，以後不再更新。

z

RSC(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ASCE(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及AMS(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等三家出版
公司的全文電子期刊，本館2001年訂購其中22種，免費提供讀者線上閱讀全文。

z

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 & Books之資料庫檢索介面改為Internet Web版。

z

本館訂購SDOS資料庫中全部近1,200種電子期刊全文。

(讀者服務組提供)

1995-2000年SCI資料庫各校發表期刊論文篇數排行榜

註1:1995-1998年SCI統計來源取自於SCI光碟版資料庫(收錄約3300種期刊)。
註2:1999-2000年SCIE統計來源取自於Web of Science之SCIE資料庫(收錄約5600種期刊)。
註3:標註"*"表示該校統計尚包括其附屬之醫院。
註4:因各校投稿之英文校名略有差異，以上數字為本館以各種情況所查得之結果，若有遺漏，尚祈見諒!
（讀者服務組

廖美娟）

館‧務‧報‧導

黃格崇影像作品展
圖書館藝術化系列活動（五）－黃格崇（玠霖）影像作品展熱鬧登場。
z

網址：http://www.lib.cycu.edu.tw/art/010322/index.htm

z

展出地點：圖書館二樓

z

展出日期：2001.03 ~ 2001.04.20

z

展出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 ~ 22:00 週六 9:00 ~ 17:00 週日12:00 ~ 20:00
(讀者服務組提供)

讀者組的懇切叮嚀
圖書館開放背背包入館，請各位進館讀者們配合注意下列事項：
z

出館時如有必要，須出示所攜物品，接受檢查。

z

人工寄物處停止服務，如要寄物請利用密碼存物櫃。

z

請遵守規定，勿攜帶食物飲料入館，共同維護館內清潔。

z

貴重物品請自行保管，若有遺失，本館恕不負責。
(讀者服務組提供)

八所私校資料庫代檢服務
本館與文化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等七所私立綜合大學圖書館合作代為
檢索資料庫服務，提供您檢索本館所未訂購的資料庫。每筆檢索費為50元。目前這項服務僅提供書目摘要而不提供全文，如需取
得全文，則必需依正常館際合作複印的管道另行申請。如需這項服務，您只要至本館網頁上所提供之各式申請表單 打字填寫完
" 私立綜合大學圖書館代為檢索資料庫申請表"並存檔後，再以e-mail傳回即可。
(讀者服務組提供)

連線教育論文線上資料庫
國內的教育論文線上資料庫(EdD Online)已上網讓讀者免費查詢。由臺灣師大等12所師院圖書館合作建置，資料庫內容涵
蓋民國46年至今刊載於中文期刊、學報、報紙、論文集等教育性論文之全文資料，並整合館藏資料連結查詢、教育專題選粹服
務、教育文獻傳遞服務、中文教育類詞庫查詢等子系統，以更便捷的方式提供讀者查閱利用。查詢國外教育論文資料，請點選本
館資料庫檢索網頁下之ERIC。
z

EdD Online網址

z

收錄期刊清單
(讀者服務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