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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香港蒐集華文期刊出版 
資料報告書 

 

 

【摘  要】 

 

2010 年 9 月國家圖書館（簡稱本館）「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資

料庫」（簡稱引文資料庫）建置計畫審核通過，並於 10 月召開第 1

次諮詢委員會議，會中討論引文資料庫收錄範圍，依會議中建議:

「引文資料庫」應將香港及澳門地區出版之華文學術期刊納入評

比，而且港澳華文期刊比照臺灣期刊收錄原則，凡符合 1.具審查制

度；2.定期出刊；3.年刊每期至少刊載有 3 篇以上之原則的均應儘

量收錄。爰此，本次赴香港之前即蒐集香港中文大學「港澳期刊網」

收錄清單 379 種，首先刪除外文期刊、已停刊及非學術期刊，其次

核對本館館藏及中研院文哲所等館藏資料，餘約 150 種學術期刊須

進一步查核確認。 

 

本報告係由本館閱覽組鄭秀梅主任及羅金梅副主任二人於民國

100 年 12 月 11 日至 14 日，奉派前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進行

查核期刊資料，並參觀香港國立中央圖書館。報告書分為：一、前

言；二、香港學術期刊查核紀要；三、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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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香港蒐集華文期刊出版資料報告書 
 

一、參訪目的 

國家圖書館（簡稱本館）於民國 100 年 5 月申請「人文及社會

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簡稱「引文資料庫」）建置計畫，並於 9 月

審核通過。此計畫係由國科會及教育部共同推動，且由國科會人文

處、本館及科政中心共同執行。本館負責整合「臺灣社會科學引文

索引」(簡稱 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簡稱 THCI)兩大資料

庫，進而擴及國圖館藏資料，並加入港、澳等地區之華文期刊，以

期建構完整之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引文索引資料庫，俾利於學術研

究、學術評鑑及華文期刊評比作業之參考。 

有關「引文資料庫」收錄方式，經於 100 年 10 月 31 日提請諮

詢委員第 1 次會議討論，會議決議資料庫收錄期刊範圍以華文學術

期刊完整收錄為原則，臺灣及港、澳出版期刊，凡符合 1.具審查制

度；2.定期出刊；3.年刊每期至少刊載有 3篇以上的期刊均應儘量

收錄。工作小組即依此 3項原則進行臺灣及港澳地區期刊之篩選。 

經查香港中文大學「港澳期刊網」收錄之期刊約 379 種，工作

小組初步篩選後符合收錄之學術期刊共約 108 種（附件 1）。因本館

館藏港、澳學術期刊僅約 60 種，無法完整查核港澳出版期刊是否符

合上述 3項收錄原則之相關資訊，故擬赴香港蒐集查核相關資料，

為本次行程之主要目的。 

本次行程安排：12 月 11 日搭機前往香港，12 日至 13 日赴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參觀香港中央圖書館，14 日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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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訪行程 

12 月 12 日至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圖書館，中大成立於

1963 年為香港第二所大學。該校建校之初是由新亞、崇基及聯合 3

所書院所組成，至 2012 年擴充為 9個書院，迄至 2011 年總藏書量

約達 250 萬冊。其中包括 1965 年成立的大學圖書館，或稱「總館」，

全面收藏科學、工程學社會科學及工商管理方面的資料。1951 年成

立的崇基學院牟路思怡圖書館，主要為教育、音樂、宗教、體育學、

西方文學及語文、日本文學及語文、語文及語言學之藏書。1949 年

成立的新亞書院錢穆圖書館，主要館藏特色為中國文學、藝術及哲

學書刊。1956 年創立的聯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館，為一多媒體圖

書館，其資料涵蓋大學所有學科、前香港美國新聞處圖書館捐贈資

料及威廉福納特藏。1980 年成立的李炳醫學圖書館，專門收藏臨床

時期資料，臨床前期資料、護理學和藥劑學資料則存放於大學圖書

館（總館）。1994 年成立建築學圖書館，是為支援建築學的核心課

程，館藏包括建築工業及環境科學等主題資料。2004 成立利國偉法

律圖書館，其主要館藏為法律方面資料。此外，其他特藏包括香港

研究資料、海外華人特藏、善本書庫、現代中國戲劇及就業資源。 

本次主要任務為查核中文「港澳期刊網」收錄之期刊清單，當

日從下禢之南灣搭乘公車及火車至沙田中大校區，約莫 80 分鐘抵達

中大大學圖書館（總館）。入館時隨即向館員說明本次參訪之目的，

及擬查核期刊資料，館員親切友善的為我們指引方向。 

中大圖書館期刊資料依分類開架陳列，首先利用該校圖書館查

詢系統，查詢期刊資料館藏地，並依據期刊清單查核確認刊物近年

來的出版狀況與複印相關資料，至於刊物是否具有審查制度、定期

出刊、年刊具備 3篇以上文章，則必須至期刊陳列區逐一翻閱每種

刊物之投稿須知（或稱約稿簡則等）及相關出版資料。於中大圖書

館查核及複印資料約 6 小時，查核完成近 50 種期刊資料。雖近黃昏

仍有部分期刊陳列於崇基及新亞圖書館尚待查核，未完成的部分透

過網路查詢港大圖書館目錄確定有此館藏，於是決定第二天至港大

繼續完成。在夕陽餘暉下，回首沙田中大美麗的校園，無緣參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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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館感到有些依依不捨，雖然飢腸轆轆，但心情卻是輕鬆愉快且

收穫滿滿的下山，圓滿結束了第一天的行程。 

12 月 13 日赴香港大學（簡稱港大）圖書館。港大創立於 1911

年，為香港歷史最悠久的大學，圖書館總館建於 1912 年，圖書館建

築也因館藏的需求而在原建築物上陸續擴建，總館館藏發展之主題

資料，包括藝術、人文、建築、社會科學、科學與技術，主要為支

援校內師生的學術研究需求。目前除了總館外，另設置 6 個分館，

包括馮平山圖書館（設在總館）、牙科圖書館、余振強醫學圖書館、

呂志和法律圖書館、教育圖書館、音樂圖書館。馮平山圖書館實為

總館的一部分，館藏特色以收集中、日文資料為主，兼收少量韓文

資料，館藏逾 85 萬冊，中日韓文期刊 11,500 種，中文報紙約 150

種，以及豐富的電子資源。 

馮平山圖書館為港大頗具特色的中文圖書館，於 1929 年興建，

1932 年落成啟用。馮平山先生捐贈理念為促進香港中國學術文化之

研究，為香港現代化圖書館之始。1961 年館藏遷入港大圖書館總館，

舊址經馮氏家族同意改為馮平山博物館。因行程緊湊未能仔細參

觀，僅將未完成資料查核複印，約莫下午 3點暫告一段落，於是趕

往下一個行程--香港公共圖書館。 

從港大薄扶林道搭乘公車趕往香港中央圖書館（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已是華燈初上，繞過繁華熱鬧的銅鑼灣來到了維

多利亞公園，公園對面映入眼簾的是 12 層樓高的現代化建築物。該

館於 2001年 5月啟用，隸屬於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全館佔地約 9,400

平方米，平面面積 33,800 平方米，除了提供各項圖書館的設施外，

並提供更全面的參考及資訊服務。其他主要設施包括自助借書機、

還書箱服務、資訊終端機及多媒體資訊系統。其建築設計屬智慧型，

每層樓採用網絡式地板設計，方便連接電源及聯繫其他電腦，便於

未來擴展增添彈性。  

香港公共圖書館的服務理念，是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

圖書館宣言」中所載的信念，即公共圖書館是開展教育、傳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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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供資訊的有力工具，也是在市民的思想中，樹立和平觀念和豐

富精神生活的重要工具。其主要任務是配合社會人士對知識、資訊、

自學進修及善用餘暇的需求，以及推廣香港的文學藝術。其服務目

標有下列五點： 

1.作為資訊中心，為公眾人士提供免費設施，俾能輕易獲取有

關各學科及其最新發展的資料； 

2.作為持續教育的工具，讓市民利用圖書館資源自學進修； 

3.作為推廣香港文學活動和文學研究的中心，促進市民對文學

創作和研究的興趣，鼓勵和推廣文學寫作，發展和保存香港

文學，以及促進文化交流； 

4.作為消閒去處，讓市民外借館藏回家享用及善用餘暇；  

5.作為社區文化中心，舉辦均衡及以圖書館資源為本的活動，

為不同年齡的讀者提供資訊、娛樂和消遣及為日常生活增添

姿采 。 

香港公共圖書館依不同規模和性質分為中央圖書館、主要圖書

館、分區圖書館、小型圖書館及流動圖書館，中央圖書館則支援公

共圖書館系統。公共圖書館系統由 67 間固定圖書館及 10 間流動圖

館所組成，館藏共約 1,247 萬項（件冊），包括書籍、視聽資料、報

紙、期刊、光碟等。 

本次參觀的中央圖書館為香港最具規模的公共圖書館，館藏量

達 200 萬項，擁有最先進的資訊科技及數位圖書館的設施，為香港

公共圖館系統的行政總部及香港主要資訊中心。該館除了基本的圖

書館設施及服務外，亦提供 6 個不同專科部門的中央參考圖書館，

一個玩具圖書館 ，一個青少年圖書館，及提供租用的展覽館及演講

聽 。另外的便民設施則是所有書桌都提供電源及連接埠，讀者可以

使用自己的手提電腦，查詢館內系統資料亦可隨意上網。此外，館

內亦設有區域網路工作站，讓讀者盡攬互聯網及各式各樣的多媒體

光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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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圖書館令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進入大廳後，一眼望見透

明化設計的升降電梯，除讓讀者能瀏覽圖書館內部各樓層的景致

外，也是一項較為現代化且安全的設計。各樓層資料內容是依資料

類型或讀者對象而陳列，收藏報刊、地圖及香港文學資料豐富，較

具特色的是該館已獲指定為九個國際組織的寄存圖書館，包括亞洲

開發銀行、歐洲聯盟、國際海事組織、聯合國、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銀行、世界貿易組織及世界糧農組織。 

香港公共圖書館另一項比較特殊的服務，就是成立「公共圖書

館諮詢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委任，其諮詢範疇包括：制定圖

書館設施和服務的發展策略和措施，以履行香港公共圖書館較廣闊

的文化使命；香港中央圖書館的角色、功能和管理；鼓勵社會支持

並與各界合作推廣閱讀風氣、終身學習和文學藝術。諮詢委員會的

任期為兩年，獲委任的成員包括專業人士、學者、社區人士及政府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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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兩天的參訪行程十分緊湊，儘管久聞中大校園美麗及濃厚學術

氣息，港大國際化的教育理念與制度，以及香港中央圖書館現代化

建築設計與貼近民眾的種種服務措施，在在都令人讚嘆不已。兩所

大學圖書館皆為提供學術研究及支援教學服務，陸續成立的各個分

館皆有其特色，且多數為善心人士或學者捐贈，並以捐贈者姓名命

名分館名稱，這種情形在國內比較不那麼普遍。另外，三所圖書館

都非常重視香港本土的研究資源，都成立香港資料專室，其將香港

研究資料或一般性資料巨細靡遺的陳列專區，方便讀者利用相關資

料。 

兩天參觀雖因時間倉促，難以深入觀察研究，僅勉強算是走馬

看花，但也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譬如在香港地區八達通（卡）

的利用真如其名，除了交通上的便利外，三所圖書館的複印、預約

圖書及罰款皆可刷卡付費。還有香港中央圖書館訂定圖書館對讀者

的服務承諾，如申請新圖書證時間 10 分鐘、歸還圖書或物品 5分鐘，

申請場地租用 14 天內回覆等，此服務標準的訂定亦可做為館員工作

考核的依據。該館之所以訂定服務承諾，主要是為所有圖書館使用

者提供高效有禮的服務，以滿足社會在知識、資訊和研究方面的需

求；支援市民終身學習、持續進修和善用餘暇；以及推廣當地文學

藝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共圖書館諮詢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局

長委任，其諮詢範疇包括：1.制定圖書館設施和服務的發展策略書

館的角色、功能和管理；3.鼓勵社會支持並與各界合作推廣讀書風

氣、終身學習和文學藝術。諮詢委員會的任期為兩年，獲委任的成

員包括專業人士、學者、社區人士及政府代表。或許此委員會是香

港公共圖書館的經營成功的因素之一。 

根據短短兩天所見所聞，對臺灣圖書館界提出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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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大學圖書館及公共圖書館都相當重視香港本土的研

究資源，紛紛成立香港研究專室，集中資料便於利用。臺灣研究近

年來已是本土學術研究顯學，國內各個圖書館是否也能評量館藏發

展及讀者的研究需求，成立臺灣研究資料專室。 

（二）落實圖書館評鑑考核：圖書館法第 17 條規定「各級主管

機關應定期實施圖書館業務評鑑，經評鑑成績優良者，予以對於獎

勵或補助，績效不彰者，應促其改善」，惟目前國內各級圖書館之評

鑑考核尚未規劃出具體制度，有關評鑑作業除由各級主管機關辦理

外，另各圖書館亦應辦理自我評鑑，建議參照香港公共圖書館方式，

各圖書館自行訂定服務及工作承諾，在合理的時間內達成工作量及

完成服務，以具體的提供評量指標，並符合各館（各地）實際發展

情形。 

（三）在香港一卡（八達通）在手，即使在圖書館複印、預約

圖書等複費亦能四通八達，可以免除買卡退卡的重複手續。目前國

人對悠遊卡的使用相當普遍，國內圖書館界亦可朝此方向努力，配

合民眾使用習慣，提供便民服務，惟因有關金流作業，於執行時須

注意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四）擴大圖書館參與對象、建立圖書館長期發展策略：香港

公共圖書館的諮詢委員，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委任，由專業人士、學

者、社區民眾及政府代表組成共同參與圖書館事務，擬定圖書館的

服務政策與措施，締造民眾理想的圖書館。臺灣的公共圖書館近年

來的經營偏鄉差距仍然存在，建議比照香港模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成立諮詢委員會訂定國內公共圖書館長期發展策略；落實於地方則

由各縣市鼓勵當地熱心人士及專業館員的參與，共同建立每個地方

的特色圖書館。 

（五）國內圖書館對香港華文期刊的蒐藏並不齊全，業經本次

查訪，得知香港華文期刊出版單位主要以大學（院校）及學術單位，

其出版資訊並不難掌握，可由國家圖書館或相關學術機構在經費的

許可內儘量蒐藏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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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圖書館館員權威受重視：香港中央圖書館閱覽室明確標示

對於離開座位逾時之讀者「圖書館員有權把座位分配予其他使用

者」；另地圖圖書館內亦有公告說明「讀者可優先使用此地圖閱讀

區座位……，職員會按照桌面上地圖閱讀桌編號的先後之序次要求

非使用地圖資料之讀者讓座」，賦予圖書館員相當權威，以執行及

維護圖書館規定。近年來國內讀者自我意識高張，圖書館員經常為

落實秩序及規範而備受挑戰，期望國內圖書館在順應民情反應時，

圖書館員也能堅持應有之立場，以維護多數讀者之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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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香港出版華文期刊清單 

 
序號 刊名  ISSN/ISBN 出版單位 出版年 國圖館藏 

1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021-3619
香港 : 牛津大學

出版社 
1993- 2010.秋-冬 (n.39)

2 臺灣文學教學集刊     1998 索引收錄 1998.06 
(n.1) 

3 香港戲劇學刊 = Hong 
Kong drama review. 1560-7704

香港 : 香港戲劇

工程 
1998- 索引收錄 2, 3 期 

4 新亞生活 4413-695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新亞書院 
1958- 索引收錄至 

1972.04 (14:16) 

5 中國語文通訊 1726-9245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文化硏

究所吳多泰中國

語文硏究中心 

  索引收錄至 
2002.06 (n. 62) 

6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   
香港中文大學現

象學與人文科學

研究中心 

2004- 索引收錄至 
2005.12 (n.2) 

7 新亞論叢 1682-3494   1999~ 索引收錄至 
2009.06 (n.10) 

8 二十一世紀 10175-725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文化硏

究所 

1990- 索引收錄至 
2011.10 (n.127) 

9 社會理論學報 =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99-4882

香港 : 香港理工

大學應用社會科

學學系 : River 
Edge, N.J. : 八方

文化企業公司 

1998- 
索引收錄至 2011.
春 (14:1) 

10 法相學會集刊   
香港 : 香港佛教

法相學會 
1968- 索引收錄至

1996.12 (n.4) 

11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1026-5120

Hong Kong :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ngnan College 

1997- 索引收錄至

2005.12 (7:2) 

12 翻譯學報=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027-7978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翻譯系 
 1997- 索引收錄至 2006 

(9:1) 

13 樹仁學報 = Shue-Yan 
academic journal   

香港 : 香港樹仁

學院出版委員會 
2000- 索引收錄至

2008.04 (n.4) 

14 
基礎教育學報 (原刊

名 : 初等教育 ; 初等教

育學報 ; 學記)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 
1991- 索引收錄至 2009 

(18:2) 

15 東方文化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0022-331X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4- 索引收錄至

2009.11 (42:1/2) 

16 教育學報 = Education 
journal 1025-1936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 
1977- 索引收錄至 2010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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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刊名  ISSN/ISBN 出版單位 出版年 國圖館藏 

17 神學與生活 0253-3812   1978.08 索引收錄至 2010 
(n.33) 

18 人文中國學報 1562-2754

香港 : 香港浸會

大學 : 中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發

行 

1995- 索引收錄至

2010.09 (n.16) 

19 新亞學報 0073375X
香港 : 新亞硏究

所 
1955- 索引收錄至

2011.03 (n.29) 

20 語文建設通訊 1019-9306
香港 : 香港中國

語文學會,  
1982- 索引收錄至

2011.03 (n.97) 

21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1016-4464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文化硏

究所 

 1992- 索引收錄至

2011.07 (n.53) 

22 中國哲學與文化   
香港 : 中國哲學

與文化學刊編輯

委員會 

  館藏至 2010 (n.8)

23 

香港中文大學年報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 
1994- 館藏至 2002 年 

24 聯合校刊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聯合書院,  
[196?- 館藏至 2010 (n.66)

25 
香港浸會大學史學集刊 
= The HKBU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9629880202
香港 : 利文出版

社 
1999 館藏僅第 1 期 

26 歷史與文化 = History 
and culture.   

[香港] : 香港浸會

大學歷史學系 1998-   

27 
大學通識報 =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bulletin. 

1819-7434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通識教育研

究中心 

2006-   

28 
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 
(中神期刊)  

1812-3651 香港 : CGST 1986-   

29 當代華人教育學報   
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硏究所 
1998-   

30 數學教育 = Edumath    
香港 : 香港數學

教育學會,  
1995-   

31 靑年硏究學報 =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029-7847
香港 : 香港靑年

協會,  
1998-   

32 中文學刊= Th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1810-1267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語言及

文學系 

1997-   

33 亞洲研究 = Asian 
studies 1994-9030

香港 : 珠海書院

亞洲硏究中心 
1992-   

34 道教研究學報 2075-2776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道教文化研

究中心 ; 法國遠

東學院協議共同

出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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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刊名  ISSN/ISBN 出版單位 出版年 國圖館藏 

35 翻譯季刊 = Translation 
quarterly. 1027-8559

香港 : 香港翻譯

學會出版 
1995-   

36 山道期刊 1812-366x
香港 : 香港浸信

會神學院 
1998-   

37 
建道學刊 = Jian dao : a 
journal of Bible & 
theology 

1023-8727
香港 : 建道神學

院 
1994-   

38 傳播與社會學刊 =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92-1985
香港 : 中文大學

出版社 
2006-   

39 
Th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 = 香港社

會工作學報 
0219-2462

Hong Kong : 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Ltd. 

    

40 
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 
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 

1029-807X
[香港] : 牛津大学

出版社,  1999-   

41 人間佛教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人

間佛教研究中心     

42 
中外醫學哲學 = Chinese 
& 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of medicine 

1386-6354
香港 : 香港浸會

大學應用倫理學

研究中心 

1998~   

43 中國文學學報 2218-8967
香港 : 中文大學

出版社 
2010-   

44 天主教研究學報 2219-7664
香港中文大學天

主教研究中心 2011~   

45 亞洲體康學報 2075-4604

Hong Kong] : Dr. 
Stephen Hui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al 
Recreation and 
Wellnes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09~   

46 思   
香港 : 香港基督

徒學會 1989-   

47 
香港幼兒學報 = Hong 
Kong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1682-878X

Hong Kong : 
Schoo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02-   

48 香港美術教育 = Hong 
Kong Art Education.   

香港 : 香港美術

教育協會 
2002-   

49 

道風 : 漢語神學學刊 = 
Logos & pneuma :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1023-2583
香港 : 道風山基

督教叢林 
1994 (復刊

-    )   

50 戲劇藝術 = Dramatic 
arts.   

香港 : 香港演藝

學院戲劇學院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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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刊名  ISSN/ISBN 出版單位 出版年 國圖館藏 

51 

香港浸會學院學報 (原
刊名 : 香港浸會書院學

報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Journal) 

  
Hong Kong :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1968-1986 收錄至 1986 (n.13)

52 紅樓夢研究專刊   
香港中文大學新

亞書院中文系 1967- 索引收錄至 
1974.12 (n.11) 

53 
文史學報. 香港珠海書

院 
  

香港 : 珠海文史

學會  1964-1981 索引收錄至 
1975.05 (n.11) 

54 
現代中文文學評論 =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1024-2996
香港 : 現代中文

文學硏究中心 1994-1996 索引收錄至 
1996.06 (n.5) 

55 詞庫建設通訊 1024-3526
香港 : 香港中國

語文學會 1993-2000 索引收錄至 
2000.06 (n.22) 

56 新亞研究所通訊 1682-3508
香港 : 新亞硏究

所 1998~2002 索引收錄至 
2002.07 (n.16) 

57 
Chung Chi Journal (崇基

學報) 0009-627X

Hong Kong : 
College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Chung Chi College

 1961-1976 索引收錄至

1974.12 (13:1)  

58 聯合書院學報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聯合書院,  1962-1975 索引收錄至

1975.02 (n.12/13) 

59 中國學人   
香港 : 新亞硏究

所 1970-1977 索引收錄至

1977.09 (n.6) 

60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香

港 =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Hong 
Kong 

1019-715X
香港 : 香港社會

科學服務中心中

國問題硏究所 
1992-2000

索引收錄至 2000.
冬 (n.32) 

61 能仁學報   
香港 : 香港能仁

書院 1983-2004 索引收錄至

2004.12 (n.10) 

62 
香港社會學學報 =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ology. 

1606-8610

香港 : 香港社會

學會 : 香港中文

大學社會學系 :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2003 館藏收錄至第 4 期

63 中國書評 = China book 
review 

1023-5299

香港 : 香港社會

科學服務中心 : 
中國社會科學硏

究所,  

1994-1998
館藏至 1996.2-5
月 (總 9-10)  

64 八方文藝叢刊   
香港 : 八方文藝

叢刊社 1979-1990 館藏至

1980-1981(vol.3-4)

65 現代學術季刊   
香港 : 現代學術

季刊社 1956-1958 館藏僅第 1 期 

66 
中大人文學報 = The 
CUHK journal of 
humanities. 

1027-6734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文學院 
1997-1999   

67 中國硏究 = China 
studies 1024-7939

香港 : 中國硏究

中心 
19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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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刊名  ISSN/ISBN 出版單位 出版年 國圖館藏 

68 經濟與法律 = Economy 
and law. 1011-9108

香港 : 經濟與法

律出版社 
1985-2009   

69 亞洲評論 = Asian 
review 

1024-7009
香港 : 香港社會

科學出版社,  
1998-1999   

70 
Journa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部,  1973-1979   

71 人文學刊 = The 
humanities bulletin. 1605-5802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文學院 
1991-1998, 

2001   

72 
香港文化研究 =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bulletin. 

  
香港 : 香港文化

硏究計劃,  
1994-1998   

73 史藪 = Iotopia    
香港 : 學峰文化

事業公司 
1994-1998   

74 崇基校刊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 
1951-1992   

75 新亞書院學術年刊   香港 : 新亞書院 1959-1977   

76 華人神學期刊 = Chinese 
theological journal.   

香港 : 世界華人

福音事工聯絡中

心 

1986-1991   

77 港澳經濟季刊   
香港 : 中國銀行

港澳管理處經濟

硏究部,  

[199?]-2000   

78 崇基歷史學刊   
香港中文大學崇

基學院歷史學會 
1980-1992   

79 Logistics Hong Kong = 
物流管理 1029-4074

Hong Kong :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1998-2006   

80 中大地理學刊 = 
Geographical journal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地理學會 
1976-1988 ; 

1992   

81 金融管理局季報= 
Quarterly bulletin.   

Hong Kong :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1994-2007   

82 
香港宗教教育學報 = 
Hong Kong journal of 
religious education. 

  
香港 : 香港教會

學校宗教教育協

會 

1989-1997   

83 
香港護理雜誌 = The 
Hong Kong nursing 
journal. 

0073-3253
香港 : 香港護士

會 
1965-2010   

84 經粹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經濟系系會 
1974-1990   

85 語文教學   

香港 : 培生教育

出版中國有限公

司 : 朗文香港教

育 

1999-2006   

86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香港 : 該學院 1985-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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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刊名  ISSN/ISBN 出版單位 出版年 國圖館藏 

87 數學教學季刊   
香港 : 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 
1981-1984   

88 學風   
香港 : 基督教大

專學生公社學術

硏究會 

1960-1969   

89 歷史系年刊   
香港 : 香港浸會

學院歷史系系會 
1980-   

90 
優質學校教育學報 = 
The journal of quality 
school education. 

1608-1900

香港 : 香港初等

教育硏究學會 : 
香港教育學院硏

究及國際合作中

心,  

2001-2004   

91 

聯合地理學刊 = The 
United geographical 
journa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聯合書院地

理學會. 
1969-1973   

92 體康學報=PERS review  1028-7418

Hong Kong :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5-2006   

93 鑪峰文藝 = Peak 
Literature   

香港 : 天地圖書

有限公司,  1999-201   

94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 = 
Hong Kong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727-8147
香港 : 香港中國

近代史學會 2003-2006 館藏到第 4 期  

95 香港研究資料叢刊 1028-7884   1998 索引收錄 1998 
(n.1) 

96 
漢學研究集刊. 香港大

學中文系 
1681-8318   2001 索引收錄 2003.08 

(n.3) 

97 珠海學報 0529-5084
香港 : 香港珠海

書院  1963-2001 索引收錄至 
2001.08 (n.17) 

98 中國語文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中
國文化硏究所, 吳
多泰中國語文硏

究中心 

1980- 索引收錄至 
2002.09 (n.14) 

99 嶺南學報 1562-5915
香港 : 嶺南大學

文學與翻譯硏究

中心,  
1999-2006 索引收錄至 

2006.09 (n.3) 

100 史潮   
香港 : 香港中文

大學聯合書院歷

史學會 
1968- 索引收錄至 1990 

(n.12) 

101 九州學刊   
香港 : 香港中華

文化促進中心 1986-1993 索引收錄至

1996.01(7:1=25) 

102 香港圖書館協會學報     1969-2000 索引收錄至 2000 
(n.19) 

103 純文學   香港 : 純文學社 1967- 
索引收錄至

2000.11 (復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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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刊名  ISSN/ISBN 出版單位 出版年 國圖館藏 

104 新亞藝術   
香港中文大学新

亞書院 
1961 館藏僅 1969 

(n.7-8) 

105 

嶺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香港 : 香港嶺南

大學中文系 1998- 館藏僅 1998 (n.5) 

106 語文教育學報=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Hong Kong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95-   

107 
社會工作實踐及評估學

刊 
1680-1881

香港 : 香港浸會

大學社會工作系

社會發展實踐硏

究網絡 

2001~2003   

108 新亞學術集刊 = 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 

  

Hong Kong : New 
Asia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1978 索引收錄至 1998 
(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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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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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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