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佛教經典的
文獻檢索與運用：
以北傳阿含經為例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目 黃惠珍
【摘要】目前在網路上有許多數位化佛教資源，本文將概介網路上佛教經典文獻的檢索與運用，並
以北傳阿含經為例說明，藉此讓讀者瞭解佛教文獻檢索的技巧。

關鍵詞：阿含經；圖書資料；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研究計畫

壹、前言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研究主題趨向多元化，
文獻數量激增，帶動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如何
有效掌握資訊、管理資訊、過濾資訊、使用資訊，
是目前重要的課題之一。就佛教文獻而言，近年
來受到資訊科技發展的影響，除了量方面成長可
觀外，在類型和主題方面，也有異於傳統方式的
發展，最明顯的是數位化文獻的成長，以及網路
與資料庫的運用。

可或缺的重要文獻。佛教三藏的形成，是自佛陀涅
槃以來，由比丘聚集共同誦出佛陀教法，歷經多次
結集完成。現今已有許多資料數位化，本文介紹佛
教三藏之一的經典（指「經藏」）為題，說明佛教
經典的文獻檢索與運用。其次，在佛教眾多經典
中，又以阿含經為佛陀的原始教法，故本文以北傳
的「阿含經」為例，作為佛教經典資源檢索與運用
之說明範例。

貳、文獻檢索

因此，進行佛學研究的相關資料蒐集時，除
了注意傳統的印刷式文獻外，還要針對數量龐
大、品質參差的佛教數位化文獻進行篩選，以蒐
集符合自己所需的資料，並加以運用。
佛教三藏可謂佛教最早的典籍，是研究佛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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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際網路盛行的時代，要找資料並不難，
只要使用搜尋引擎就可以找到相當多的資料，回
現率很高。然而這些資料是否是真正所想要的，
即涉及查到檢索結果的準確性，而影響資料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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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率及準確性的關鍵則在如何下檢索指令、使用

（三）查詢指令的運用

何種檢索語言。因此在網際網路上查詢資料，首

使用檢索語言檢索佛教經典文獻時，可再運

先必須認識檢索工具和檢索系統，才能從龐大的

用布林邏輯運算「and、or、not」，例如：要找某

資料中，迅速、確實的找到所需的資料。以下概

一主題的佛教經典資料，如：「中阿含」and「五

介文獻檢索的語言與方法：

陰」；或使用檢索詞彙的同義概念詞、廣義詞、

一、檢索語言
使用搜尋引擎或電子資料庫等工具查詢佛教
的電子資源，雖然查詢介面不同，但所使用的檢
索工具是相同的。一般分為分類檢索語言和主題
檢索語言兩種。

狹義詞與相關詞彙，例如：「五蘊」與「五陰」
是同義詞。「五陰」的狹義詞是「色、受、想、
行、識」，來擴大或縮小檢索的範圍，增進檢索
之準確性。
（四）選用各類型檢索工具或專題資料庫

分類檢索語言，是將概念以學科性質進行分

透過各類型之檢索工具，如：書目、索引、

類及系統排列的分類號表示。如：美國國會分類

文摘、字辭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

法、中國圖書分類法、佛教圖書分類法……等。

研究計畫（報告）、……等進行佛教經典文獻的

主題檢索語言，是由主題詞構成，用語詞來

蒐集，或使用佛教資料庫蒐集經典主題之文獻。

表達概念。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中文圖
書標題表、中文主題詞表……等。
查詢資料若能善用分類檢索語言及主題檢索
語言，必能達到有效檢索。

參、以北傳阿含經為例的文獻檢索
一、確定檢索主題
進行文獻檢索前最重要的是確定檢索主題。

二、檢索方法

本文以北傳阿含經為例，作為佛教經典文獻檢索

（一）運用圖書分類表檢索

的範例說明。因此，確定「阿含經」為檢索主題。

使用分類檢索語言檢索，可用分類表的類號

二、分析檢索主題

進行檢索。一般分類法，如：賴永祥《中國圖書

檢索阿含經文獻前，必須先分析阿含經的內

分類法》（增訂七版）；專門分類法，如：《佛

涵。針對阿含經的成立背景、思想體系、與其他

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

主題的關係等進行分析。並列出相關的詞彙進行

（二）使用主題檢索語言檢索

檢索，也可以參考圖書分類法之類號。

使用主題檢索語言進行佛教經典文獻檢索

（一）檢索詞彙

時，一般人最常用到的是關鍵詞（Keyword），但

有關阿含經的內涵，可透過佛教字辭典、百

誤檢的機率較高。首先要選用能涵蓋主題概念的

科全書、解題等工具書，進行概略性的瞭解。阿

詞彙作為檢索詞彙。佛教經典文獻的檢索詞彙，

含經有南北傳之分，南傳稱為「尼柯耶」

最好能使用佛教專門術語或常用語詞進行檢索。

（nikAyA），分為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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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共五部；而所謂北傳阿含經是長阿含、中

別譯阿含（小部）；另外，部分佛教圖書館使用

阿含、雜阿含、增一阿含四經的統稱，又稱「四

《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類號為 310 阿含

阿含」、「四阿含經」、「四部阿含」、「四部

部，其下細分 311 長阿含、312 中阿含、313 雜阿

阿含經」、「阿含部」。本文阿含經是指北傳的

含、314 增一阿含。

四部阿含經典，因此在檢索時要十分注意。

使用相關檢索詞彙進行題名、關鍵詞、全文

另外，阿含經的形成是在原始佛教時代，由

等方式的檢索，其優點是可跨學科查到全面性的

佛弟子將所聽聞的教法用詩或簡短散文的形式，

資料，但也有可能會漏失某一部分未與檢索詞彙

以口傳方式保存下來，且逐漸發展為一種特定的

符合的相關資料。因此，可再輔以圖書分類法的

文學形式，而終至成為聖典。（註 1）故阿含經為

分類號進行檢索，以對檢索主題之類號及相關類

原始佛教的經典，其思想應屬原始佛教思想的一

號，進行全面性的檢索。

部分。

三、選擇檢索工具

由上述所知，大略可以擬定檢索詞彙，並訂
出「阿含經」詞彙間的關係：
同義詞：四阿含、四阿含經、四部阿含、四部阿
含經、阿含部（四阿含的含又作「鋡」）
廣義詞：經（藏）、三藏
狹義詞：長阿含經（梵 DIrghAgama）、中阿含經
（梵 MadhyamAgama）、雜（相應）阿
含經（梵 SaMyuktAgama）、增一（壹）
阿含經（梵 EkottarikAgama）
另外，阿含經是由多部小經集成，其下又有
「分、卷、品、篇、誦」等，可再依小經名或「分、
卷、品、篇、誦」等名，作為檢索詞彙，如長阿
含經之大本經、遊行經等。
（二）分類號

選擇適當的檢索工具，是文獻檢索中重要的
一環。因此，檢索工具必須選擇與檢索主題相關、
收錄資料量較豐富、品質較佳、持續更新，以及
提供親和性高的檢索功能等。
以阿含經為例，所要挑選的檢索工具收錄的
學科必須包括佛教類，可選擇綜合性的檢索工
具，其學科涵蓋較全面性，如：全國圖書書目資
訊網（http://nbinet.ncl.edu.tw/）、中文期刊篇目索
引影像系統（http://readopac.ncl.edu.tw/cgi/ncl37_
now/hypage）……等；或以佛教專門的檢索工具
為主，如：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
（ http://www.gaya.org.tw/library/lib_join/index.asp
）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http://ccbs.ntu.edu.tw
/BDLM/index.htm）……等。

一般圖書館最常使用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
法》（增訂七版），因此檢索台灣地區的文獻資

四、進行檢索

料庫時，可參考類號進行檢索。阿含經的分類號

以下以國家圖書館製作的「中文期刊篇目索

是 221.8 小乘經典，其下細分 221.81 長阿含（長

引影像系統」為蒐集檢索工具範例說明，該資料

部）、221.82 中阿含（中部）、221.83 增一阿含

庫收錄台灣及部份港澳地區所出版的中西文期

（增上部）、221.84 雜阿含（相應部）、221.85

刊、學報約 3,000 餘種，提供民國 83 年以來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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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的各類期刊論文篇目，有簡易及詳細二種查詢

為一分散式整合書目資料庫，提供九所佛教

方式。詳細檢索方式中提供期刊論文之篇名、作

圖書館館藏書目資料之單一及整合查詢。

者、類號、關鍵詞、刊名、出版日期、摘要、電

(2)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子全文等檢索欄位。資料庫所採用的分類法為賴

http://ccbs.ntu.edu.tw/DBLM/pg2-chi/pg2_index

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七版）。

_1.htm

首先，以類號進行檢索，阿含經的類號是 221.8
（小乘經典）；再以檢索詞彙進行篇名、關鍵詞
二欄位的檢索，並篩選屬於阿含經範圍的資料。
目前，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已有整理阿含
經之資料放置於網路上提供參考，網址：
http://www.gaya.org.tw/library/readers/guide.htm。

提供查詢佛教書籍、目次資料。
(3)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
http://nbinet.ncl.edu.tw/
由國家圖書館編目中心推動建置，提供圖書
聯合目錄、大陸出版品書目、善本古籍聯合目錄
三個資料庫之查詢。
2. 大陸、香港

肆、網路上各類型資料之檢索資源
以上是有關佛教經典文獻檢索以北傳阿含經
為例的說明。又由於與佛教經典文獻相關的網路
資源非常的多，因此以下就目前國內外網路上提
供的各種檢索工具，依圖書資料、期刊論文、學
位論文、會議論文、研究計畫等資料類型的網路
資源，進行選錄介紹，希望能提供大眾蒐集佛學
研究資源的參考。

一、圖書資料
要查找圖書資料，可以透過書目、出版資訊

(1) CALIS 聯合目錄（中文、英文、日文）
http://opac.calis.edu.cn/
CALIS 聯合書目數據庫是中國大陸「211 工
程」100 所高校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數據庫，主要
是建立多語種書刊聯合目錄數據庫和聯機合作編
目、資源共享系統，為全國高校的教學科研提供
書刊文獻資源網路的公共查詢。
(2) 中國國家圖書館聯機公共目錄查詢系統
http://www.nlc.gov.cn/
查詢系統包括二個資料庫：1. 外文文獻數據
總庫：包括外文聯合國資料庫、外文工具書、西

及網路書店等進行檢索。其中書目（Bibliography）

文文獻庫、斯拉夫語系文獻庫。2. 中文及特藏數

的種類包括：全國性書目、新書出版目錄、聯合

據庫：包括學位論文總庫、中文普通圖書庫、善

目錄、館藏書目、營業書目、專題書目、善本書

本古籍文獻總庫、中文報紙庫、中文期刊庫、海

書目……等。以下列出相關的網路資源：

外中文圖書庫、縮微文獻庫、音像電子出版物、

（一）圖書聯合目錄

中文聯合國資料庫、民族語文文獻、分館地方誌

1. 台灣

家譜庫。

(1) 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

(3) 香港公共圖書館聯機目錄

http://www.gaya.org.tw/library/lib_join/index.asp

http://www.hkpl.gov.hk/c_webpac.htm
提供圖書、多媒體資料、期刊、地圖、電子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1 期 9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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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特藏資料之進階檢索及多館檢索。

資料。

3. 日本

(2) Z39.50 Gateway（美國國會圖書館）
http://lcweb.loc.gov/z3950/gateway.html

(1) NDL-OPAC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檢索

是一個利用美國國會的 Gateway 來查詢的圖

http://opac.ndl.go.jp/
提供日本國會圖書館館藏圖書資料、古書．

書館目錄。Z39.50 原為美國圖書館網路為實踐連

漢籍的檢索，分簡單及進階兩種檢索方式。此外，

結系統計畫（Linking System Project）所訂定的標

可以查詢部分論文集、全集之目次。

準 之 一 。 以 開 放 性 系 統 互 連 （ Open Systems

(2) NACSIS Webcat 總合目錄資料庫

Interconnection，簡稱 OSI）為基礎架構，發展一

http://webcat.nii.ac.jp/

系列連結系統協定。有了 Z39.50 之協定，讀者可

由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建置，為日本的大

自由切換，進入不同的圖書館系統，舉例而言，

學圖書館館藏圖書、雜誌聯合目錄資料庫，提供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圖 書 館 就 是 利 用 Z39.50

合作編目之書目資源。目前參加的會員有 1,085

Broadcasting 的功能在一瞬間同時查檢到不同圖

個圖書館。

書館間相同的書目記錄。

(3) NACSIS Webcat Plus

(3) ITS MARC 書目資料庫

http://webcatplus.nii.ac.jp/

http://www.itsmarc.com/

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建置，為日本語圖書

提供免費查詢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國國家

情報檢索機能的加強版，提供圖書目次、內容之

圖書館之館藏書目。

瀏覽。每週新增最新圖書、明治期以前發行的古

（二）圖書目次

圖書。目次部分，收錄 1986 年以後發行的書，以

1.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書目檢索系統（台灣）

及大學圖書館館藏圖書。

http://www.gaya.org.tw/library/book/query.asp

4. 歐美

提供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藏佛書目次之

(1) COPAC

檢索。

http://copac.ac.uk/copac/

2. 中國圖書全文數據庫（大陸）

提供免費整合查詢 Consortium of Research

http://211.151.93.134/tpi50/Navigator.aspx?ID=5

Libraries（CURL）會員線上目錄。本目錄的資料

收錄 2004 年起至今之圖書全文資料。範圍包

是 CURL 27 個會員圖書館的館藏，內容超過 3 千

括文化教育與社科總論、哲學宗教與歷史地理、

1 百萬筆。27 個會員包括英國及愛爾蘭 24 所大學

經濟與管理、語言文字與文學藝術、信息與傳播

圖書館，以及大英圖書館、國立蘇格蘭圖書館、

科學、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總論、數理科學、生

the

活服務等。提供查詢書目資料，使用全文需付費。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

Llyfrgell

Genedlaethol Cymru。另外，Copac V3 專家介面，
每一筆記錄有 OpenURL 連結，提供選擇更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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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書書目
1. 全國新書資訊網（台灣）
http://lib.ncl.edu.tw/isbn
提供台灣地區每月出版新書之查詢、介紹，
並建置書目資料庫、出版社機構網提供查詢。
（四）出版資訊、網路書店
以下列舉之網路書店，以可查詢到最新出版
的書籍主。
1. 台灣
(1)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2) 華文網網路書店
http://www.book4u.com.tw/
(3)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2. 大陸、香港
(1) 上海書城
http://www.bookmall.com.cn/
(2) 三聯書店（香港）
http://jointpublishing.com/
(3) 商務印書館（香港）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3. 日本
(1) 佛教書總目錄
http://www.bukkyosho.gr.jp/
(2) Online Bookstore bk1
http://www.bk1.co.jp/
(3) Books.or.jp
http://www.books.or.jp/
4. 歐美

(2) Barnes & Noble.com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

二、期刊論文
期刊文獻由於其新穎性與時效性，在學術研
究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又因其資料量龐大，蒐
集此類文獻時，若能有效利用各種索引與摘要將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以下列出相關的網路資源：
（一）台灣
1.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http://ccbs.ntu.edu.tw/BDLM/search/search_bibi.j
sp
提供查詢期刊論文目次，以及瀏覽部分期刊
全文。
2. 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網
http://www.ncl.edu.tw/f4.htm
收錄台灣及部分港澳地區所出版的中西文期
刊、學報約 2700 餘種。提供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
引影像系統、國家圖書館期刊目次服務系統、中
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西文期刊館藏系統、
全國報紙資訊系統、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期
刊熱門資訊、期刊資源整合查詢、國家圖書館期
刊影像資料庫、線上期刊文獻傳遞服務等。
3.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s Service），收錄台灣、中國大陸、香港
及其他全球各地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期刊。目前
提供期刊論文全文及摘要檢索、瀏覽與列印服
務。提供期刊瀏覽，期刊刊名、論文查詢。

(1) amazon.com
http://www.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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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香港
1. 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
http://ckrd.cnki.net/
全文文獻 1000 萬篇，題錄 1500 餘萬條，分

1998 年或以前所選取的文章，主要是與中
國、香港、台灣、澳門四地的社會、經濟、政治、
時事或社會科學相關的論文；1998 年開始，涵蓋
的主題包括人文科學及相關課題，地理範圍也不

九大專輯，126 個專題文獻數據庫。收錄 1994 年

再只限於上述四地。

至今大陸公開出版的 6100 種核心期刊與專業特色

（三）日本

期刊的全文。範圍包括：理工 A（數理化天地生）、

1. NDL-OPAC 國立國會圖書館（雜誌記事索引檢索）

理工 B（化學化工能源與材料）、理工 C（工業
技術）、農業、醫藥衛生、文史哲、經濟政治與
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電子技術與信息科學。
2. CALIS 中文現刊目次
http://opac.calis.edu.cn/

http://opac.ndl.go.jp/
提供日本國會圖書館館藏期刊論文檢索。
2. GeNii -- 文獻情報
http://ge.nii.ac.jp/
GeNii ， 由 國 立 情 報 學 研 究 所 （ National

中文現刊目次數據庫收錄 CALIS 成員館收藏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NII）建置，提供綜合檢索：

國內出版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全部學科的中文學

CiNii（論文情報）、Webcat Plus（圖書情報）、

術期刊，迄今收錄期刊 5500 種，期刊目次（或文

KAKEN（科學研究費成果）、NII-DBR（學術研

摘）200 萬條。

究資料庫）。並提供其他資料庫個別檢索，包括：

3. 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文獻檢索與原文提供

文獻情報、圖書情報、研究機關．研究者情報、 學

http://www.nstl.gov.cn/nstl/user/ywjsdg.jsp
收錄中文、西文、俄文．日文三種資料庫，
包括會議論文、學位論文、期刊、中外標準、計
量檢定規程庫、國外科技報告等資料類型。提供

協會情報、學術研究用工具等。
3. INBUDS 印度學佛教學論文數據庫
http://www.inbuds.net/
本資料庫有收錄日本國內發行有關印度學佛

普通檢索、分類導航檢索、期刊檢索、按館藏單

教學之主要期刊雜誌論文，提供檢索。

位檢索、按文獻類型檢索等方式的全文檢索。

4. 東洋學文獻類目檢索[第 6.0α 版]

4. 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
http://hkinchippub.lib.cuhk.edu.hk/

http://mousai.kanji.zinbun.kyoto-u.ac.jp/ruimoku/
index.html.ja.utf-8

《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HKInChiP）為

東洋學文獻類目收錄歷史、宗教、金石．古

在香港出版的中文和雙語期刊提供論文索引，引

文書學、地理、學術思想（附教育）、民族學、

用的期刊超過 150 種；所選取的論文平均自 1990

社會、科學、言語文字學、經濟、文學、書誌學、

年開始，部分學術期刊可上溯至 1950 年代。提供

政治、藝術、雜纂（附革命文物）、法制、考古

網上期刊免費文章電子全文連結；摘要及全文影

學、學會消息等 18 類之雜誌論文，提供「題名」、

像只供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院校師生瀏覽。

「著者」兩個檢索欄位，並可依分類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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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美
1. IngentaConnect
http://www.ingentaconnect.com/
本資料庫取代了 Ingenta.com and IngentaSelect
兩個資料庫。提供檢索千萬篇文章、篇章、報
告……等，以及提供近三萬種出版品瀏覽。（全
文需付費）

三、學位論文
博碩士論文是針對特定主題深入且完整的研
究成果，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資訊資源，博碩士論
文有一定的體例。（註 2）
隨著高等教育日益蓬勃發展，取得碩博士學
位的人數與日俱增，連帶著學位論文的產出數量
快速增加，從事佛學研究者亦不得不瞭解學位論
文的發展概況。以下列出相關的網路資源：

全國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料庫收錄時間以學校
之學年度為主，自 45 學年度起迄今，台灣地區大
學校院博碩士論文。
3. 國科會博士論文摘要暨碩士論文索引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main0.php
收錄國內 75-83 學年度（1987 年 1 月至 1995
年 2 月）各校研究所博士論文摘要及碩士論文目
錄。目前已停止更新。無提供全文。
4. 國科會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暨微片目錄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main0.php
收錄 83 學年度至 91 學年度各大學校院畢業
之博碩士班研究生已授權國科會之學位論文。
（二）大陸、香港
1. CALIS 高校學位論文數據庫
http://opac.calis.edu.cn/
CALIS 高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文摘與全文數據

（一）台灣

庫，提供集中檢索、分布式全文獲取的功能。中文

1. 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檢索系統

學位論文通過網上直接採集電子文本的方式，至

http://www.gaya.org.tw/library/thesis/index.asp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出
版《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

2005 年計劃收集 10 萬篇；可共享全文論文 6 萬篇。
2. 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中文學位論文
http://www.nstl.gov.cn/nstl/user/lxjs2.jsp?id=1

一書，是近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第一本佛教領域的

收錄 1984 年至今大陸地區高等院校、研究生

學位論文研究成果彙編。為能持續更新及充實資

院及研究院所的碩士、博士和博士後的論文

料，遂建置「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檢索系

510,336 篇，包括自然科學各專業領域、社會科學

統」。本系統以收錄佛教及佛教相關研究論文為

和人文科學。每年增加論文 6 萬餘篇。採每季更新。

主，其範圍除包括原來紙本 1963 年至 2000 年 8

3. 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外文學位論文查詢

月臺灣、香港地區各大學及學院研究所博碩士論

http://www.nstl.gov.cn/nstl/user/lxjs2.jsp?id=8

文提要 1,070 種外，並新增大陸地區佛教相關之博

收錄了美國 ProQuest 公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碩士論文資料，以及國內佛學研究所之論文，未

中 2001 年以來的優秀博士論文，涵括自然科學各

來擬續增日本、歐美佛教相關學位論文資料。

專業領域、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每年遞增約 2

2. 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系統

萬篇最新博士論文。每年年底更新。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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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http://ckrd.cnki.net/

ide/dis.html#sougou
蒐集整理日本學位論文網路資源，按提供論

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文檢索、提供論文摘要、全文分類，再按單位性

（CDMD）收錄 1999 年至今。每年收錄大陸 300

質分為總合、國立、私立、學會四類，進行瀏覽。

家博士培養單位的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約 28,000

2. NDL-OPAC 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博士論文目錄

篇。收錄範圍包括：文化教育與社科總論、哲學

http://opac.ndl.go.jp/

宗教與歷史地理、政治軍事與法律、經濟與管理、

提供查詢日本國會圖書館館藏博士論文。

語言文字與文學藝術、信息與傳播科學、科學研

3. 雄松堂 UMI 學位論文檢索（人文．社會）

究與自然科學總論、數理科學、化學與化工、天

http://www.dissertation-yushodo.jp/

文學與地球科學、生物科學、農業科學、醫藥衛

提供 1886 年至 2003 年，約 140 萬件的北美

生、工業技術、交通運輸與航空航天、環境與安

UMI 學位論文的檢索，學科範圍包括人文社會科

全科學、生活服務。網路版採每日更新。

學、自然科學。

第一次查詢結果會列出相關詞，提供檢索其
他相關主題之資料。僅提供簡易資料瀏覽，需申
請付費帳號密碼才能獲得全文。
5. 萬方學位論文數據庫

（四）歐美
1. Theses Link Collection
http://www.mkengel.de/thesis/thesis.htm
蒐集整理各種型態、各國之學位論文網路資

http://www.wanfangdata.com.cn/src/sywj/wf_xwl

源連結及檢索方法。包括綜合的，以及澳洲、奧

w_index.asp?lanmu=Out1s&newtype=1&ser_cla

地利、加拿大、捷克、法國、德國、瑞典、荷蘭、

ss=xwxg

挪威、西班牙、美國等國家的學位論文網路資源。

主要包括《中國學位論文文摘數據庫》，收

2. Australian Digital Theses Program Digital

錄大陸地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各高等院

Theses Collections

校、研究生院及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博士及博

http://www.library.unsw.edu.au/thesis/adt-ADT/i

士後論文。（提供免費用戶註冊及進行題錄查詢，

nfo/thesite1.html

全文需付費）

整理澳洲及其他各國學位論文網路資源。

6. Dessertation

3.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http://www.hkbu.edu.hk/lib/electronic/dbs-s-multi

Dissertations

-diss.html

http://www.ndltd.org/index.en.html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整理香港、中國及海外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地區之學位論文資源。

Dissertations（簡稱 NDLTD）是一網路學位論文

（三）日本

共建共享的計畫，提供免費的學位論文文摘，還

1. 日本大學學位論文

有部分可獲取的免費學位論文全文。

http://www.gsid.nagoya-u.ac.jp/service/library/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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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MI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http://wwwlib.umi.com/dissertations/gateway/abo
ut_da

聯合會議。
由此可知，佛教相關會議論文之於佛學研究
與發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獲得佛教相關研

為美國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製

討會資訊的來源，可由經常舉辦佛教相關研討會

作，提供查詢 1861 年起之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摘

之主辦單位得知，或利用網站蒐集資訊。以下列

要，並提供免費瀏覽 1997 年以後的論文前 24 頁；

出相關的佛教會議論文網路資源：

全文需訂購。
5. Theses Canada Portal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thesescanada/ind
ex-e.html
加拿大學位論文計畫，提供查詢加拿大圖書
館和檔案館 1965 年起所有學位論文線上目錄
AMICUS，並提供免費查詢取得 1998 年至 2002
年 8 月 31 日已出版的論文全文。
6. Index to the theses
http://www.theses.com/
收錄 1716 年英國和愛爾蘭之大學學位論文摘
要。共收錄 461,960 筆。提供試用檢索。
7. Australian Digital Theses Program ADT
Homepage
http://adt.caul.edu.au/
ADT project 之目的在建立一個全國性共享的
澳洲大學數位學位論文資料庫。提供檢索博碩士
論文，部分提供 PDF 全文。

四、會議論文
會議／研討會是研究者之間互相交流及發表

（一）台灣
1. 佛教相關會議論文資料查詢系統
http://www.gaya.org.tw/library/meeting/index.asp
會議、研討會召開的主要目的在於披露新近
的研究成果，透過會議研討達到學術交流，促進
學門的研究發展，鑑於會議資料的重要性，香光
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特別製作「佛教相關會議論文
資料查詢系統」，本資料庫收錄近年來佛教相關
會議論文資料，提供全文檢索查詢所有欄位，包
括題名、作者、作者職稱、出版品、會議名稱、
主協辦單位、關鍵詞、摘要等九項，並提供語文
及會議日期二個檢索欄位。
2. 國科會學術會議論文摘要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main0.php
收錄 1991 年起迄今，於國內舉辦之學術會議
所發表之論文。每月更新一次。提供全文申請。
3. 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論文摘要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main0.php
收錄 1991 年起迄今，國科會補助國內專家
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所發表之論文。每季更新

第一手資訊的地方，各學術組織每年都會定期或

一次。

不定期地召開學術會議，促進學術研究交流。因

（二）大陸

此，會議論文是一種有效傳遞和獲取資訊的重要

1. CALIS 會議論文數據庫

管道。學術會議按其組織形式和規模可分為五
種：國際性、區域性、全國性、學會或協會會議、

http://opac.calis.edu.cn/
收錄「211 工程」的 61 所重點學校每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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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會議論文，每年進行更新。提供查詢論文
及摘要。
2.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集全文數據庫
http://ckrd.cnki.net/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集全文數據庫（CPCD）收

1. 世界各國研究計畫
http://grbsearch.stic.gov.tw/attach/relativeSite.htm
蒐集亞洲、美洲、歐洲、北歐及其他各地之
研究計畫網路資源。
2. 世界各國研究計畫查詢

錄大陸 1999 年起迄今之各級政府職能部門、高等

http://www.stic.gov.tw/stic/infowww/intl_plan/in

院校、科研院所、學術機構等單位的論文集，內

dex.html

容包括理科（數理化天地生）、工程學科、農林、
醫藥衛生、電子技術、信息科學。
第一次查詢結果下會列出相關詞，提供檢索
其他相關主題之資料。僅提供簡易資料瀏覽，需
申請帳號密碼才能獲得全文。
3. 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中文會議論文
http://www.nstl.gov.cn/nstl/user/lxjs2.jsp?id=0

蒐集亞洲、美洲、歐洲等地區之研究計畫網
路資源。
（二）台灣
1.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http://www.grb.gov.tw/index.jsp
收錄 1993 年以後全國各部會委託研究計畫
（含國科會）。提供國內研究計畫、研究報告二

收錄 1985 年以來大陸國家級學會、協會、研

個資料庫免費查詢，部分提供全文電子檔包含 tiff

究會以及各省、部委等組織召開的全國性學術會

檔及 pdf 檔二種格式，免費提供線上瀏覽、列印

議論文，包括工程技術和自然科學各專業領域。

及下載服務。

採每季或月更新。

2. 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摘要

4. 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外文會議論文
http://www.nstl.gov.cn/nstl/user/lxjs2.jsp?id=5
收錄 1985 年以來世界各主要學協會、出版
機構出版的學術會議論文，包括工程技術和自然
科學各專業領域，部分文獻有少量回溯。採每周
更新。

五、研究計畫．報告
研究計畫係由政府或各機關補助經費，委託
進行研究之計畫。研究計畫報告，是指政府或各
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之進行中或成果的報告。由於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main0.php
研究計畫摘要：收錄 1986 年起迄今，國內大
專院校、研究機構與公民營企業等單位正在進行
中或已完成之研究計畫摘要。每月更新一次。
研究報告摘要：收錄 1970 年起迄今，國內大
專院校、研究機構與公民營企業等單位資助之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摘要。每月更新一次。有「微片
編號」者，可提供申請全文。
3.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查詢系統
http://nscnt07.nsc.gov.tw/prquery/WPR11010.AS
P?QUERY_TYPE=OLD

報告的內容有時比其他資料專門、深入，因此也

提供歷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查詢。此查詢系統

是重要的參考資源。以下列出相關的網路資源：

提供四種查詢方式：主持人查詢、執行機關查詢、

（一）世界性

學門類別查詢、綜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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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

四個資料庫的查詢。部分提供全文 PDF 檔下載。

1. 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社科資源

2. FedWorld

http://www.sinoss.com/zh-cn/resources/index.jsp
由大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教育部人

http://www.fedworld.gov/
美國政府研究計畫網站，收錄 196?-2000 年之

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教育部博士點基金、各省市

研究報告。提供 1997 年以後報告全文下載。

社科規劃基金對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

3. First Gov

目、研究成果進行資助和獎勵。提供查詢高校人文
社科研究人員、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機構、高校正在
進行的研究項目、高校人文社科的研究成果。
（四）日本
1. 科學研究費補助金資料庫
http://seika.nii.ac.jp/

http://www.firstgov.com/
整合所有美國政府資訊及檔案，含政府研究
計畫全文。

伍、結語
網路的發展為我們帶來許多的便利，除了可

國立情報學研究所文部科學省、日本學術振

以利用網路聯合目錄、論文資料庫檢索資料外，

興會共同製作。收錄採擇課題 1996 年∼2004 年，

更有許多的書、論文及錄音、錄影資料也可以直

實績報告 1985 年∼2002 年，成果概要 1985 年∼

接在網路上取得。然而，網路資源雖然便利且多

2002 年。提供簡易及詳細二種檢索方式，並提供

元豐富，但由於資料太多、也帶來些許的困擾，

分類瀏覽。

例如資料太多，要花很多時間篩選；又如使用網

2. 研究開發支援總合ディレクトリ

路資料時著作權的問題，都是要審慎思考的。因

http://read.jst.go.jp/
獨立行政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提
供。收錄國內大學、公家研究機關等機關情報、
研究者情報、研究課題情報、研究資源情報。提
供研究機關、研究者、研究課題、研究資源等研
究活動情報之檢索。
（五）歐美

此，如何在合理、合法的範圍內善用網路資源，
且快速、正確取得符合需求的資料，應是現代人
所要重視的課題。

【附註】
註 1：參考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五版，高雄
市：佛光，1989），「阿含經」詞條。
註 2：謝寶煖編著，《資訊與網路資源利用》，台北市：
華泰文化，2004，頁 267。

1. GrayLIT Network
http://graylit.osti.gov/
美國官方研究報告網站，收錄 1995 起迄今，
提供 DTIC Report Collection、NASA Jet Propulsion
Lab Reports 、 DOE Information Bridge 、 NASA
Langley Technical Reports、EPA Reports - NE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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