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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手册为要帮助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及神召会持证牧者更有

效的使用 ACTS学院的图书馆。熟悉本手册的内容将帮助大家
更有效的使用图书馆的各项资源及设施。 
 

ACTS 学院图书馆的中、英文神学书籍、期刊及杂志的馆藏数
量在不断增长。目前，英文藏书约有 14,967，中文藏书约为
6,102。图书馆的计算机化系统帮助用户更方便的进行研究及
借阅图书馆资源。 

 
 

 
 

目 标 
 

ACTS学院图书馆的目标： 
 
4 支持 加强并促进 ACTS学院的神学教育计划。 
 

4 提供 具有五旬宗信仰特色的信息。 
 

4 维护 资料检索功能，可检索已收集的最新信息资料以作
学术研究和阅读。 

 

4 维护 可用于收集和研究的各样设施。 
 

4 帮助 图书馆会员有使用图书馆设施的能力。 
 

4 鼓励 会员珍惜图书馆的书籍及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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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资 源 
 
ACTS 图书馆的资源分类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目前，ACTS
图书馆由中、英文两部分组成。以下所列是图书馆资源的摘要，以及其简

要说明。 
 
 
普通藏书 
普通藏书为 ACTS图书馆的主要馆藏，书籍主题包括圣经研究、哲学、神
学、辅导、历史、宣教、教育、和世界宗教，等。 
 
参考书 
参考书包括各类印刷资料，例如：百科全书、辞典、索引、注释书、地图

集和论文。 这些资料仅允许在图书馆查阅，不允许出借。  
 
期刊杂志 
期刊杂志的馆藏包含过去到现在所出版的资料。一些早期出版的资料会以

合订本的形式收藏。这些资料不允许出借。 
 
影音光碟 
ACTS图书馆收藏了中、英文影音光碟，如：CD，VCD和 DVD等。学院
会不断增加馆藏，以更好地支持 ACTS学院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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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阅 规 则 
                     

会 员 
 
图书馆会员费和权限 
 
¨ ACTS图书馆对所有教职员工、学生、ACTS校友和神召会的牧者开放。 若其他人
要使用图书馆，请先与图书管理员联系。 

 
¨ 图书馆借阅会籍不可转让。若违反规则，会员会籍将被暂停或以退出会籍处理。 
 

会员类型 会员费 权限 
 
录取学生， 
非录取学生 

 
包含在 ACTS学院
的杂费中 

 
借用权限根据 
该学生报名的课程而定： 
 
学士及以下课程：4本 
 
硕士课程：6本  
 
研究生课程：10本 
 
注意：所有学生/会员只能借 3本同一
个主题或书脊号的书  

 
仅可借 1片/套的影音光碟** 
 

 
旁听学生 

 
同上 

 
同上 
 

 
学院讲师 

 
-- 

 
讲师借与他/她所教科目无关的书
籍，一次可借 10本书；同时，只能
借 3本同一个主题或书脊号的书；并
按常规借书规定借阅书籍。 
 
讲师可以借 1本与他/她所教的科目
相关的书籍，借阅期限为整个学期，

但需要得到图书管理员的允许。 如
果其他会员需要借这本书，图书管理

员有权催还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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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类型 会员费 权限 

 
神召会被按立或有教牧

执照的教牧人员 
 
ACTS学院校友 
 

 
免费

  
最多可借 2本书。 
 

 
图书馆挚友 
w APTS神学生 
w ICI 神学生 
 

 
每年 S$60

 

 
申请人必须通过行政图书管理员的批

准。  
 
可借 8份资料（包括书籍，影音光
碟），只能借 3份同一个主题或书脊
号的资料。 

 
 
普通会员 
w 其他神学院的学生 
w 非神召会的教牧人员 
 

 
每年 S$60，以及可
返还的押金

S$200。 

 
可借 6份资料（包括书籍，影音光
碟），只能借 3份同一个主题或书脊
号的资料。 
 

 
访客 
 

 
免费

  
须经图书馆管理员批准。 仅限于在
图书馆阅读书籍。若需影印及使用电

脑必须得到管理员的批准（特殊情

况） 
 

**当 1份影音光碟有多张 CD / VCD / DVD光碟时，允许借出整套影音光碟。  
  

 
 

科目保留书 
 
Ø 每人每一个科目只限借一本科目保留书。  
 
Ø 科目保留书不得续借。 
 
Ø 同一位会员，若想再借同一本保留书，在其归还此书后的第 3天才可再次借阅。 
 
Ø 只有报读该科目的学生可以借阅保留书，旁听生不能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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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期限 
 
书籍     2周，并可再次续借 2周 
 
科目保留书 1天 - 1周（由任课讲师决定） 
 
影音光碟    1周，并可再次续借 1周 
 
 
 

借阅及续借规则 
 
! 每份图书馆资料只能续借一次 

¶ 会员能通过在线的 KOHA图书馆系统续借图书馆资料（
http://lib.acts.edu.sg/）。会员也可以致电（6841-1770）或电邮（
library_assistant@acts.edu.sg）给图书馆助理续借图书馆资料。  

 若会员在图书馆资料逾期之后续借，逾期的时日仍会有罚款。 
 
! 同一位会员，归还已续借的图书馆资料后，可立即再次借阅相同资料。  
 
! 所有新的书籍（参考书除外）放上书架后即可借阅。 
 
! 所有到期归还的图书馆资料应立即归还至图书馆，也敬请会员爱护所借的图书馆资
料。 

 
 
 
书籍借阅预约 
 
若会员欲借的图书已被其他人借走，会员可以通过图书馆在线系统预留此书，预约成

为下一位借阅者。图书馆系统没有通知会员的设置，因此，会员需要经常留意自己所

预留的书籍状态，若会员所预留的书籍显示可借状态，会员即可至图书馆借阅所预留

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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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逾期罚款 
 
" ACTS学院图书馆有逾期罚款设置，为要保障所有会员借阅图书馆资料的权益。 
 
" 如果在规定的到期日之前未能将所借资料退还给图书馆，借阅会员将被罚款。 
 
" 借阅资料逾期未还的会员，图书馆将暂停其借阅权利，除非他/她立即归还逾期资
料并缴清所有逾期罚款。 

 
 
 

资料逾期罚款 
 
  普通藏书  到期日后每天 S$0.50。 

 
科目保留书  到期日后每天 S$2.00。 
    
影音光碟  到期日后每天 S$1.00。 
 
（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和公众假期） 

 
 
 
 
遗失/损坏图书馆物品 
 
会员必须同价赔偿自己遗失或损坏的图书馆物品，并支付处理该物品的行政费

S$5.00。若遗失或损坏的图书馆物品必须由学院从海外订购，会员需要另外支付物品
的运输费 S$10.00。 
 
或者，会员可以以同等物品交换的方式代替已遗失或损坏的图书馆物品，并支付

S$5.00处理该物品的行政费。 
 
会员一旦完成赔偿手续，即使以后发现遗失物品，学院也不予退款。 



ACTS 图书馆 
                             7 

图 书 馆  
                     

服 务 
 
图书馆开放时间 
 

开学期间（非密集课） 
星期一 ～ 星期四 上午 8:30 ～ 下午 7:30 
星期五  上午 8:30 ～ 下午 5:30 
星期六，星期天，公共假日 关闭 
当有夜间课时，图书馆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 9:30。 

 
密集课期间 

星期一 ～ 星期四 上午 8:30 ～ 下午 7:30 
星期五   上午 8:30 ～ 下午 5:30 
星期六 上午 9:00 ～ 下午 4:30* （具体开放时

间取决于当值的教职员工） 
星期天，公共假日 关闭 

 
学院假期期间 

星期一 ～ 星期五 上午 9:00 ～ 下午 4:00 
星期六，星期天，公共假日 关闭 

 
 
电脑与网络 
 
图书馆中的所有电脑都能访问互联网。 这些设施供应给学生研究论文和其他作业。 图
书馆还提供打印／复印服务。 
 
 打印／复印费:-  

黑白打印／复印，每页 S$0.10；  
彩色打印／复印，每页 S$0.20。   

 
: 在图书馆电脑使用拇指盘前，请确保拇指盘没有病毒。 如果会员拇指盘中的病

毒损坏了任何图书馆的电脑，会员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 不要将文件存在图书馆电脑的硬盘里。文件随时会被删除。 
 
: 未经图书馆管理员许可，不得擅自更改电脑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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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使用学院电脑连接的互联网时遵守以下规则：  
 
:  请勿将任何程序／软件下载到图书馆的电脑中。 
 
: 不要在图书馆的电脑上玩电脑游戏。 
 
: 未经图书馆管理员许可，不得擅自更改电脑的设置。 
 
 
以下列举了一部分在互联网上的圣经和神学资源（中／英文资源） 
 

@ 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网站 
新、旧约的查经资料 
http://www.ccbiblestudy.org/ 

 
@ The New Testament Gateway（新约网关） 
具备与新约相关的最新英文资源，是一个全面的网络资源 
http://www.ntgateway.com 

 
@ 基督教信仰与生命 
一个从督教观点来讨论现代人生命问题、并介绍基督教信仰信息的网站 
https://christ.org.tw/mainpage-s.htm 

 
@ 基督教线上中文资源中心 
提供优秀和较深刻的基督教文章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dex.htm 

 
@ 好消息 
基督教信仰相关各种视频资源 
https://www.goodtv.tv/ 

 
@ 圣经工具--信望爱信仰与圣经资源中心 
提供各种翻译版圣经及圣经原文翻译信息 
https://bible.fhl.net/gbdoc/index.html 

 
@ 华典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人物包括在华人基督教发展史，或在社会以及各个领

域中有影响、有贡献的中外传教士、教会领袖、传道人以及平信徒。 
http://bdcconline.net/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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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机 
 
1. 在图书馆开放时间内，只有 ACTS图书馆会员才可以使用影印机。  
 
2. 会员可以使用其图书馆会员代码复印文件资料，并在每个月底向图书管理员支付影
印费用。 

 
3. 会员还可以使用其图书馆会员代码从电脑打印文件资料，并且每个月底向图书馆员
支付打印费用。 

 
4. 会员还可以使用其图书馆会员代码使用影印机扫描文件资料。扫描文件资料是免费
的。 

 
5. 会员若在使用复印机复印书籍时，使书籍遭到损坏，会员应对损坏书籍负责。 
 
6. 会员必须谨记，复印文件资料时不可侵犯任何现行著作版权，其复印权限如下： 
 

# 书本复印页数不可多于全书的一章内容或总页数的十分之一，最终以复印页

数的最多总数量为准。 
 
# 同一期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复印不得超过两篇，或不超过总页数的十分之一，

文章必须属于同一主题。 
 
# 请勿影印任何未发表的论文。 
 
# 绝版出版物不受版权法限制。 

 
 
 
研读与讨论区 
 
学院图书馆和＃07-05课室都设有研读区。会员在使用这些区域时请轻声交谈，保持

安静，以免影响他人。 请不要占用超出自己所需的空间，以便让更多会员可以使用研

读区。 
 
＃07-05课室是 ACTS图书馆的扩展部分，可在没有上课的情况下让学生在课室学

习。 若学生想在＃07-05课室阅读书籍，该书籍可以登记临时借出。 请在图书馆柜台

登记借出和归还的书籍信息和时间。请不要将任何临时借出的书籍／资料带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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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规 则 
                      

提 醒 
 

$ 图书馆内不可使用手机。 

$ 图书馆内不可大声喧哗，请保持安静。 

$ 图书馆内不得带入食品和饮料。 

$ 遵守图书馆的着装要求，会员裙裤都应该长过膝盖。 若不遵守此规则，图书馆管
理员可以要求会员离开图书馆。 

$ 会员应尽力遵守图书馆规则，并爱护所借的馆藏。 

$ 所有合订本期刊和其他杂志期刊阅读后请放回原来的书架及位置。 

$ 将所有借阅的书籍退还至图书馆入口处的手推车上。 

$ 将所有浏览或阅读后的书籍放在图书馆入口处的手推车上。请勿将书籍放回书架。 

$ 小心爱护所有书册，尤其是在复印时。请勿大力按压书籍或合订本刊物的书脊，因

此而损坏书籍或合订本刊物。 

$ 请正确使用图书馆目录在线查询系统（OPAC）。 请不要更改任何设置或尝试浏览

图书馆目录在线查询系统的终端软件配置。 

$ 图书馆设施仅供注册会员使用，访客须经图书馆管理员允许。  

$ 参考书和杂志期刊只能在图书馆内阅读浏览。 

$ ACTS图书馆不为会员提供电话服务。 

 
 
ACTS学院 — 新加坡神学院（SBC）借阅协议 
 
ACTS学院与新加坡神学院（SBC）签订了互借协议，允许我们学院的学生从 2006
年开始能到新加坡神学院的图书馆借阅书籍。 
 
ACTS学生或教职员工可以向本学院图书馆管理员那里借取新加坡神学院图书馆借阅

卡。 借阅卡最多可借阅 4本书籍。  
 
有关新加坡神学院图书馆在线目录的更多详情，请参见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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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在 线 目 录 查 询 系 统 KOHA（ O P A C ） 
                      

使 用 指 南 
 
Koha 查找、续借、预留 ACTS 图书馆馆藏 

ACTS图书馆在线目录查询系统网页：http://lib.acts.edu.sg/  

（您可在任何地方登录网页） 

 

登录  

双击ACTS图书馆电脑桌面上的  图标登陆网页，输入您的“学生号”或会员名和

您的“密码”，单击“Log in（登录）”登录您的账户。 

 

 

  

学生号 
 

密码是

学生号

（您能

在登录

后修

基本搜索 

 

高级搜索 

 

保留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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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查找  
基本搜索  
在网页最上面一栏是基本搜索栏。 

注意：中文书籍请用拼音（pin yin）搜索。 

 

高级搜索  
可以通过基本搜索栏下方的链接访问高级搜索，也可以通过单击基本搜索栏的“ ”

来访问。 最多可输入三个条件： 

§ Keyword（关键词） 

§ Subject（主题） 

§ Title（书名） 

§ Author（作者） 

§ Publisher（出版社） 

§ Publisher location（出版地） 

§ ISBN（出版序列号） 

§ Barcode（条形码） 

搜索也能设置各样限制条件： 

Books（书），Course Reserves（保留书架），Course Reserves for 2 Days（

可借阅 2天的课程保留书），E-Book（电子书）…等等。 

在高级搜索的页面底部显示[More Options（更多选择）]按钮，可提供更多的搜索限

制条件。 

点击[New Search（新搜索）]按钮可清除之前填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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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帐户界面  
会员账户界面包含以下页面： 

§ your summary（您所借馆藏的列表：您所借馆藏可续借一次，请在到期日续借

馆藏）  

§ your fines（您的罚款明细单：记录所有你遗失的馆 藏、

被罚金额等） 

§ your personal details（您的个人信息） 

§ your tags（被您标记过的馆藏列表） 

§ change your password（更改您的密码） 

§ your search history（您的搜索记录） 

§ your reading history（您的阅读记录：记录您之前所 有借

过的馆藏信息） 

§ your purchase suggestions（您的购买建议） 

§ your messaging（您的信息） 

§ your lists（您的列表：您可以创建一个您自己的阅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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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借馆藏 
您可以续借您的馆藏一次： 

您可以直接单击“Renew（续借）”续借馆藏；如果您需要一次续借多个馆藏，也可以

单击 Renew（续借）前的方格进行选择，选择之后单击“Renew selected（续借所选

的）”；如果您要续借所有您所借阅的馆藏，可以单击“Renew all（续借所有的）”。 

注意：请在到期日续借您所借的馆藏。 

 
如果借阅馆藏过期未还将产生逾期费，请找图书馆管理员处理。 若没有缴清逾期费，
您将无法借阅任何馆藏。  

 

续借所有的 

续借所选的 

 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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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馆藏  
如果您想借阅的馆藏已经被其他人借出了，您可以申请预留该馆藏。当该馆藏被归还

到图书馆后您就可以来图书馆借阅了。预留馆藏的数量与您可借阅馆藏的数量一致。  

 
 

 

 
登出  
单击网页右上角的 “Log out（登出）” 登出您的账号。 

 
  

单击“ Place 
hold（预留）” 
预留馆藏 

 

单击“ Place 
hold（预留）” 
预留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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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a 借出，续借，归还 ACTS 图书馆馆藏 
只允许使用 ACTS图书馆的电脑借出和归还资料。 

 

登录  

双击在 ACTS图书馆电脑桌面的 图标进行图书馆馆藏的借出、续借和归还程

序。  

输入您的“学生号”和您的“密码”，单击“Log in（登录）”登录您的账户。 

 

 

借出馆藏   
输入或用条形码扫描器扫描“barcode 条形码”（条形码在书的封底；条形码也是图书

馆藏书书号：就是 C+五个数字，书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都有这个号码）。单击

“Submit（提交）”，完成借出程序。 

 

  

学生号 
 

学生号 

（或您已改的密码）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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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续借或归还   
方式 1: 

请在馆藏到期日单击“Renew item（续借）”续借您已借阅的馆藏（只能续借一次）。 

 

当您单击“Renew item（续借）”之后，系统会显示 “Check in item（归还）” 按钮。

当您需要归还该馆藏时，可单击 “Check in item（归还）” 按钮，归还您所借阅的馆

藏。 

 
  

续借 

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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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 
 
输入或扫描您想续借或归还资料的“barcode 条形码”，单击“Submit （提交）”。 

 
 
单击您的选择：  

 

 
登出   
单击 “Finish（完成）”登出您的账户。 

 
 

条形码 

输入或扫描您已借

馆藏的条形码 

提交 

 

归还这个馆藏 续借这个馆藏 

取消操作，返回前页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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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索书号”或“排架号” 
 
经过编辑的书脊标签包含了一些必要信息，这些信息就被称为“索书号”或“排架

号”。会员可根据这些信息能快速在书架上找到所需馆藏。 
 
每本书的书脊标签信息标示不受任何限制，通常有以下三种不同的信息组成，信息将

帮助会员了解图书馆藏书在书架上的放置顺序： 
 
第一行   BR  大写英文字母 
第二行   145.3  数字 
第三行    .J66  作者名字（首字母加数字代码） 
第四和第五行                      2009 包含书籍出版日期、卷号、副本号等信息 
 
任何在索书号上方加多一行英文“R”或“Ref”的书都是参考书，这些书只能在图书
馆内阅读。 不可借出。 
 
 
第一步：了解第一行的大写英文字母 
第一行字母由一个或两个大写字母组成。  
由于这是第一行，因此它是第一大类，无需在意第二行的数字。 
字母顺序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单个字母始终在相同字母开头的双字母之前。 

例如： 字母 B 排列在字母 BC之前。双字母的第二个字母也是按照英文字母顺

序排序。 
  如：B BC BD BF BH BJ BL BM BP BR BS BT BV 
 
 
第二步：了解第二行的数字 
数字是按数字顺序排列，小数点后除外。 因此，12 排列在 20之前，20在 100之
前，100在 900之前，以及 900在 1600之前，以此类推。 
但是，小数点后的数字排列则有所不同（以十进制数排列）。 .7 就等于 0.70或
0.700，以此类推。因此，.69 小于.70，.695 小于.700，.6950 小于.7000（即：.6950
小于.7）。 藏书放置在书架上的顺序就是按照这些数字的顺序排列。小数字总是排在

大数字前面。 以下是正确的数字排列顺序列举： 

   BS  BS  BS  BS 
 31.695 31.7  31.8  31.81 

 
 
第三步：了解第三行的字母数字 
当前两行字母和数字完全相同时，就需要查看第三行的信息了。这行信息由字母和数

字两个部分组成。这行的字母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数字的排列顺序如同第二行小

数点后数字的排列顺序。 
 
例如：  BT BT BT BT 

 123 123 123 123 
 B51 T56 T7 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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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T56 排列在 T7之前，因为数字是十进制数排列，即：.56（0.56）小于.7
（0.7）。 因此，T56在 T7之前。 还须注意，在第三行，B在 T之前，T在W之
前，因为排序先按字母排列，若是相同字母，再按后面的十进制数字排列。 
 
 
第四步：了解后面几行的信息 
有时索书号的最后一行会出现单词“ Vol.” 或字母“ V.”。 这代表这本书是一套书

中的其中一本，该单词后面的数字代表这本书是整套书中的第几本书。 一套书的索书

号除了这个单词之后的数字不同，这个单词之前的字母和数字信息是完全相同的（也

可能会出现出版日期不同的情况）。 如：Vol.1 = 卷一 或 上册，V.2 = 卷二 或 下册，

V.3 = 卷三，等 。  
 
例如：  AE  AE  AE 

 5  5  5 
 .W55  .W55  .W55 
 Vol. 1  Vol. 2  Vol. 3 

 
如果有超过 2本完全相同的书，索书号最后会标明“C.1”表示这本书是第一本（有时

第一本书不会出现这样的标记）， “C.2”表示这本书是相同书籍的第二本。C是
Copy 副本的意思，“C.3”就表示这本是相同书籍的第三本。书架上的书籍排列以“C”
后面数字从 1开始按顺序排列。 
 
例如：   BT       BT  BT 
   123 或  123 123 

 W3       W3 W3 
          C.1 C.2 
 
索书号有时会标明该书的出版日期。 如果有两本索书号相同的书（通常会出现重印

本，修订本，或是再版，第三版等等），因此，出版日期就变得很重要，书籍排列顺

序按年代顺序排列（1945年就排在 1970年之前）。 
 
例如：  BT  BT 

 123  123 
 W3  W3 
 1945  1970 

 
有时，一本书的索书号会出现两个作者的编号。 在索书号编号前三行完全相同的情况

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增加第四行的第二位作者编号用于区分书籍。 
 
例如： BT  BT  BT  BT  BT 
  123  123  123  123  123 
  .DI3  .K56  .T7  .T7  .T7 
  . T11  .T7    .A4  .W1 
注意，只有当索书号前三行相同时，第四行才变重要。 另外，中间的示例排列在最后

两个示例之前是因为它没有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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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了解主题信息 
当会员在主题目录下无法查找到自己想要查找的主题书目，会员可以查找类似或其他

相关的主题。例如：若无法查找到“舌音”（TONGUES）主题的书目，可以尝试查

找“言语不清”（GLOSSOLALIA）。若无法查找到“宗教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主题的书目，可以尝试“心理学，宗教”（PSYCHOLOGY，
RELIGIOUS）的主题。 
 
在使用主题查找方式查找书目时，必须知道一本书是按整本书的主题分类的，分类不

会太过细致。例如：主题信息可能不会出现“预言恩赐”（GIFT OF 
PROPHECY），但可能会出现“恩赐”（GIFTS），“属灵”（SPIRITUAL）这些
主题。 有时，根据书的索引或是书的目录可以找到整书的主要主题信息。会员也可以

向图书馆管理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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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编目（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Outline） 
 

A  普通资源，百科全书，索引，年鉴，年历等 

   （General works, Encyclopaedias, Indexes, Yearbooks, Almanacs, etc.） 

B  哲学 - 普通（Philosophy - General） 

BC  逻辑学（Logic） 

BD  哲学 - 不同学派（Philosophy - Different Schools） 

BP  心理学（Psychology） 

BJ  伦理学（Ethics） 

BL  宗教（Religions） 

BM  犹太教（Judaism） 

BP  伊斯兰教（Islam） 

BQ  佛教（Buddhism） 

BR  基督教（Christianity） 

BS  圣经研究（Biblical Studies） 

BT  神学教义（Doctrinal Theology） 

BV  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 

BX  教派和流派（Denominations and Sects） 

C  科学史（Science of History） 

D  历史 - 普通（History - General） 

DE  希腊罗马史（Greco-Roman History） 

DS  亚洲历史（Asian History） 

DV  大洋洲历史（Oceania History） 

E~F  美国历史（American History） 

G  人类学（Anthropology） 

GT  礼仪和习俗（Manners and Customs） 

H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HM  社会学（Sociology） 

HQ  社会团体（Social Groups） 

HX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Socialism, Communism, Anarchism） 

J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K  法律（Law）  

L  教育（Education） 

LB  教育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LC  特殊教育（Special Aspects of Education） 

M  音乐（Music）  

NM  音乐文学（Literature of Music） 

W  音乐教学和研究（Music Instruction and Study） 

N  美术学（Fine Arts） 

P  语言与文学（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  古典文学（Classical Literature） 

PE  英文（English） 

PJ  东方 - 中东语文（Oriental -Mid-East） 

PL  东亚语文（East Asia Languages） 

PN  文学（Literature） 

PZ  小说（Fiction） 

Q  科学（Science） 

R  医学（Medicine） 

S  农业（Agriculture） 

T  科技（Technology） 

U  军事科学（Military Science） 

V  海军科学（Naval Science） 

Z  目录学，图书馆学（Bibliography, Libr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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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图书馆 B类编目（Library of Congress B Schedule Classification） 
 
BR   基督教（CHRISTIANITY） 
100   哲学（Philosophy） 
110-114  宗教经验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40-1500  教会历史（Church History） 
1640-1643  布道学（Evangelism） 
 
BS   圣经研究（BIBLICAL STUDIES） 
1-355   圣经文本和版本（Texts and Versions of the Bible） 
420-429  索引（Concordances） 
440-443  字典，百科全书（Dictionaries, Encyclopaedias） 
482-498  圣经注释（Commentaries on the whole Bible） 
500-534  批判与释意（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630-680  圣经和特定议题（Bible and Specific Subjects） 
701-1830  旧约（Old Testament） 
1901-2970  新约（New Testament） 
 
BT   神学教义（DOCTRINAL THEOLOGY） 
65-83   教条，教义，系统神学 

（Doctrinal，Dogmatic, Systematic Theology） 
109-1151  三位一体（Trinity） 
119-123  圣灵论（Holy Spirit） 
198-590  基督论（Christology） 
695-748  创造论（Creation） 
750-810  救赎论（Salvation） 
819-890  末世论（Eschatology） 
1095-1480  护教学（Apologetics） 
 
BV   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 
5-525   崇拜（Worship） 
590-1450  教会论（Ecclesiastical Theology） 
1460-1612  宗教教育（Religious Education） 
2000-3705  差传学（Missions） 
3750-3799  宣教、复兴（Evangelism, Revivals） 
4000-4470  教牧神学（Pastoral Theology） 
4485-5099  宗教实践，基督徒生活（Practical Religion, Christian Life） 
 
BX   教派和流派（DENOMINATIONS AND SECTS） 
200-750  东正教（Orthodox Eastern Church） 
801-4795  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 
4800-4999  新教教派（Protestantism） 
5011-5199  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 
6201-6495  浸信会（Baptists） 
8001-8080  信义宗（Lutheran Churches） 
8201 -8495  循道宗（Methodism） 
8762-8780  五旬宗派教会（Pentecostal Churches） 
8901-9225  长老会（Presbyte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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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使用国家图书馆（NLB）的电子资源来搜索研究论文的资料。 
 
如何使用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 
 
注意：国家图书馆可能会随时修改网页；以下步骤仅供参考。  
 
访问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的步骤。 
 
1. 输入网址：www.nlb.gov.sg 
 

 
 
2. 点击网页下方的电子资源（eResources）。  

 

 
 
  

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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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网页右上角的“登录”（Login）按钮。   
 

 
 
4. 若您已经有国家图书馆的账户，您可用 2种方式登录。 

a.若已有国家图书馆的手机应用程序，请使用该程序扫描网页上显示的方形 QR
码登录页面； 

b.若您没有手机应用程序，您可以在网页输入您的国家图书馆会员账户号和密

码，并点击下方的登录按钮登录页面。  
 
注意：若您没有国家图书馆的账户，请点击“申请”（Apply now!），并根据系统提示进

行申请（只有拥有新加坡政府部门网上电子账号 Singpass的用户才能使用在线申请方

式申请账号，若没有 Singpass，请到任何一家国家图书馆柜台办理申请手续。） 
 

 
  
5. 登录到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之后，您就可以选择并查找自己需要的电子资源

（eResources）了。 
建议：您可以选择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或 ProQuest religion

的数据库查找宗教类刊物或文章。 
 

点击这个方形图片， 
会出现另一个方形

QR码，用 NLB的
手机应用程序左上角

的照相机按钮扫描。 

国家图书馆会员账户号账

户号 

密码 

申请账户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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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会员可向新加坡神学院 SINGAPRE BIBLE COLLEGE 的

图书馆借阅书籍 
 
新加坡神学院图书馆在线目录查询系统使用步骤如下： 

 
1. 输入网址：http://www.sbc.edu.sg/，并点击网页右上方的“简体中文”，然后选择“图
书馆”（英文是 “LIBRARY”）。 
         

 
 
2.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Online Catalogue”（在线目录） 进入新加坡神学院图书馆

在线目录。 
 

 
 

3. 您也可以直接输入网址：http://sbcportal.vvibrant.com/进入新加坡神学院图书馆在

线目录。 
 

 
 
4. 在查找栏里输入要查找的书籍信息，然后点击放大镜 查找。您也可以点击“高级

查找”（Advanced Search）更详细的查找您需要的书籍信息。 
       

 查找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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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级查找”（Advanced Search） 
第一和第二栏可以选择查找：书名（Title），作者（Author），出版社（Publisher）
，网址（URL），概要（Synopsis），主题（Subjects），连续出版物名称（Series 
title）； 
第三栏可以查找：国际标准图书／期刊编号（ISBN/ISSN），索书号（Call 
number），馆藏编号（Bib Id）。 
 
排序方式（Sort By:）可以选择：相关（Relevance），作者（Author），书名（Title
），最早日期（Date (From earliest)），最新日期（Date (From latest)）。 
 
信息类型（Information Types）： 
所有（ALL），文章（AR Articles），中文书（CB Chinese Books），影音资料（
DM Audio Visual Materials），英文书（EB English Books），音乐（MU Music），
论文（TH Theses），连续出版物和期刊（X1 Serials and Journals） 
 

按自己的需要，填写查找资料的年份（Year），最后按查找按钮 。 
 

 

 
 

 

 

填写自己想要查找资料的 
年份（Year）： 
从（From）： 
到（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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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您要查找的书籍。 
 

 
 

7. 书籍信息包括：馆藏编号（Bib Id），书名，索书号（Call number），作者（
Author），出版信息等。 
需要记下索书号（Call number）以便借阅，并确认书籍状态（Status）为可借阅（
Available）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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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文写作指南 
 
学术专文写作需要各种资料，资料来源可区分为教科书，主要资料和次要资料。这份

简短的指南旨在简略介绍如何使用 ACTS学院图书馆的参考资料撰写专文。 
 
选定研究主题的范围，论文描述都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主题范围可以询问讲师，学

长，同学或图书馆管理员。 
 
阅览教科书中与主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对该主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留意书中可引

用的参考内容。 
 
阅览圣经辞典，百科全书，手册或期刊以拓展所研究的主题内容。留意文中可引用的

参考内容。 
 
搜索在线 KOHA（图书馆在线目录查询系统），查找一些参考资料。全面地查看所有

记录下来的资料，确定想要写的主题标题，再从这个主题标题搜寻其他相关的资源。

可以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编目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 B类编目（ACTS学院图书馆手
册 22-23页）获得其他有关主题标题的资料信息，再从 KOHA 搜寻更多的资料。 
 
到书架上查找有关的书籍并顺势浏览这些书旁其他与主题相关的书籍。 
 
如果主题研究涉及几个不同的研究范围，不可只浏览单一的资料范围，应该扩大范

围，去其他的藏书分类查找合适的，与主题相关的书籍。例如：神学，事工，等。 
 
看过所有找到的资料内容之后，重新评估和确定所研究的主题。 
 
相关内容也可以查看近期的期刊。相关期刊可以询问讲师，学长，同学或图书馆管理

员。 
 
相关内容也可以通过期刊索引查寻以前发行的期刊或是期刊合订本中的内容获得。 
 
或者到其他图书馆查询有关主题的资料。如：剪报，杂志期刊和新闻快讯。在专文写

作的过程中，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图书馆，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的地方。 
 
在查找图书馆的资料之后，可先征询讲师或是图书馆管理员的意见，考虑是否有必要

从互联网查找相关的资料。 
 
查看参考书目或相关资料的注脚（footnote）部分，这些都是其他相关资料的指引。 
 
当查找到足够的资料后就可以开始着手于专文的写作。万事起头难，刚开始写作的过

程可能会很困难。但在写作过程中，一些被忽略的内容可能会在写作过程中揭示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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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留意的重点： 
资料的引用必须准确记录所有与之相关的必要信息。在编写专文的检索或参考书目时

就能节省时间和精力。 
 
文章，需要记录的有： 
- 该文章的作者 
- 该文章的标题 
- 该文章来源或期刊名称 
- 该文章写作或出版的年、月、日 
- 该文章在第几卷或第几册 
- 刊登该文章的刊物编号（如：期刊号等） 
- 该文章所在刊物的页码（在第几页刊登） 
 
书籍，需要记录的有： 
- 该书籍的作者 
- 该书籍的名称 
- 该书籍的出版年代 
- 该书籍的出版商及出版地 
- 该书籍的索书号（Call Number）和书籍收藏位置 
 
确保记录了所查找的资料来源，以备将来参考。  
 
若研究的主题是近期的话题，首先应该参阅：近期的杂志，期刊，新闻快讯，剪报等

资料。当然也包括问卷调查等，其他方式或形式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ACTS学院图书馆手册改编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研究与信息服务部（NUS Central Library RIS Dept）
1997年 12月，2000年 9月（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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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 
主题概念 

列出 
概念关键

词 

查找 
资料 

n 论据 
n 书籍 
n 文章 

获取 
从其他图书

馆获取资料 

记录 
书架位置 
和索书号来 
获取资料 

使用 
书籍或文

章内的参

考书目 

咨询 
n 讲师 
n 图书馆管理员 

信息是否足够？ 

使用 
OPAC搜寻
图书馆是否

有资料 

不够 

开始 

完成 

没有 

有 

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