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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ww.karger.com 

連結到生物醫學的專業知識內容 
 

• 在提供用戶優質數位化醫學資訊內容上有
超過十年的經驗 

 

• 收錄1998年至今所有電子期刊和圖書內容 
 

• 超過一個世紀的生物醫學之回溯期刊文獻 

1.1. 區域站點（中、日、德文） 

日本站點 (www.karger.jp) 和中國站點 

(www.karger.cn) 為當地讀者與用戶提

供尤感興趣的網頁内容，並且定期更新。

透過區域站點，用戶可以連結到Karger國

際網站主頁 (www.karger.cn)的所有内

容。 

 

 

www.karger.de 為德語用戶提供的登錄

網頁。 

www.karger.com 

www.karger.cn 

www.karge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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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arger.com 由Karger出版社設計 

和管理；不僅是一個提供資訊和服務的網 

頁，更是一個完整的期刊和圖書資料庫。 

 

www.karger.de 

圖書館名稱 

http://www.karger.jp/
http://www.karger.cn/
http://www.karger.cn/
http://www.karger.de/
http://www.karger.com/


1.2 便捷的工具與豐富的資訊 

快速連結至:  
 
• Karger 所有電子圖書和期刊，包括相關資
訊和服務 () 

 
• Karger 開放取用的個案報告（Case 

Reports Journals） 
 
• Karger Gazette，一份每年出版的免費報
刊及其他相關網站連結。 ()  

 
• 焦點（Spotlight）：包括特别推薦的最 
新出版物、重要醫學會議和書展資訊。()  

 
• 新知服務、價格表、圖書資訊、新書通報、
以及聚焦 (In Focus，針對時下關注的醫學
熱門課題，提供Karger醫學文獻方便快捷
的瀏覽) 。 ()  

 
• 登錄（Login）：讓個人或機構的用戶、管
理員登錄使用() 

1.3. 導航 

• 從任何網頁的左端，連結到Karger所有

主要產品或服務。 () 

 

• 從網頁頂端或右端的導航工具可連結到

該產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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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名稱 



2.1. 用戶網頁 

• 為每個用戶提供客制化的網頁。 
 
• 通過IP地址認證、代理伺服器或用戶名和
密碼（應用戶要求）使用。 
 

• 單次登錄即可同時使用期刊、圖書和回溯
文獻。 

 
• 無限人次同時登入使用。 
 
• 永久使用所訂閱的內容。 
 

• 服務台 (Help Desk)：友善、便捷和高效。
請電郵至 online@karger.ch 

 

• 可以瀏覽所有訂閱的期刊、叢書、非叢

書、專輯和訂閱的年份。 

 
• 直接連接到所訂閱的資料內容。 

 

• 從Karger的首頁以及任何一個頁面皆可

連結瀏覽您訂閱的內容 (your 

sub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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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標誌 

圖書館標誌 

2. 機構用戶： 
    用戶網頁和線上訪問控管 

圖書館名稱 

連結到 
全文 

 

圖書館名稱 

mailto:online@karg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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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與服務 

從資訊與服務網頁可以連結到： 

 

• 您訂閱的內容、圖書訂購資訊以及價格 

• 意見回饋表格和錯誤回報 

• Karger Alerts 服務 (通報最新出版的文

章、期刊卷期和圖書)  

• RSS Feeds 服務 

 

如需協助，請電郵至 info@karger.ch 

 

洽詢以下或其他有關事項的版權和授權： 

• 重印(Reprint)和電子出版(ePrints) 

• 翻譯 

• 版權 

請電郵至permission@karger.ch 或瀏覽

www.karger.com/rights。 

 

http://content.karger.com/services/subscriptions.asp 

mailto:info@karger.ch
mailto:permission@karger.ch
http://www.karger.com/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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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rossRef/DOI: 

       連結內容 

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數位物

件識別號）是CrossRef於2000年與科學醫

學出版界共同協作開發的項目。  

 

DOI是一個電子資源的永久和單一的識別號

碼。它讓詮釋資料（Metadata）能方便的

在網絡環境中（例如網際網路）連結起來。 

 

作為Cross/Ref的成員，Karger向此機構註

冊和管理每篇期刊文章和圖書章節的DOI。 

 

要瞭解更多關於CrossRef和DOI的資訊，請

見：www.crossref.org 

 

 

 

www.karger.com/doi=000306639      (見 OpenURL, 3.3.) 

10.1159/000306639 

Article on www.karger.com 

http://dx.doi.org/ 

http://www.crossref.org/
http://www.karger.com/doi=00030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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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OpenURL/SFX 

開放式定位址（OpenURL）能夠讓用戶連

結到圖書館的連結服務器（例如SFX，即

Exlibris著名的連結服務器），經由連結服

務器識別用戶的權限後，自動連結到原文，

以幫助用戶訪問圖書館提供的資源。 

 

所有的Karger出版品均有OpenURL技術
支持。 

 

期刊是OpenURL的資源（ Sources ）。 

圖書是OpenURL 的目標資源（Targets）。   

 

 

 

 

Karger 文章： 全文 

直接連結到圖書館的SFX服務器，
並呈現圖書館的標誌。 

基本URL: http://content.karger.com/ProdukteDB/produkte.asp? 

圖書：                                                                期刊： 

http://content.karger.com/ProdukteDB/produkt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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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檢索 

可檢索一本刊物、文章題名或所有線上內容

（包括期刊和圖書）。 

 

也可在Karger國際網站www.karger.com

進行進階檢索。 

 

Karger使用谷歌搜索（Google Search）

的修改版。 

3.4. 按次付費閱讀期刊和電子書 （僅供個人用戶） 

在機構訂戶之外，個人用戶若要閱讀電子期刊和電子

書單篇文章或整本電子書，可以通過幾個簡單的步驟

以按次付費方式購買。 

任何疑問或協助，請聯絡 info@karger.ch  

http://www.karger.com/
mailto:info@karg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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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刊 

Karger有大約80餘種著名的醫學期刊，涵蓋了整個生物醫

學領域。瀏覽期刊刊名請至www.karger.com/journals. 

在Karger過刊資訊內，可查閱所有Karger出版過的期刊，

並清楚地註明為仍在出版或已經停刊。 

4.1. 期刊主頁 

       (Journal Home) 

特點： 
 

• 連結到所有主要網頁，例如期刊
內容概要和編輯委員會。 

 
 

• 為作者而設的投稿指南（可連結
至網上提交的網站）和文章存檔
資訊(self-archiving)、稿費和
其他。 

 

• 連結到所屬團體（若適用）以及
重要會議公告。 

 
 

• 輕鬆連結到圖書館推薦表格、發
行通報（Karger alerts）、免
費線上樣刊和其他增值服務。 

www.karger.com/CED 

圖書館標誌 圖書館名稱 

www.karger.com/CED_editors 

大部份的期刊都

有國際期刊影響

因子(Impact 

Factor) 

www.karger.com/CED_rates 

http://www.karger.com/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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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期刊卷期 

下拉列表瀏覽 
過刊内容 (1997前) 

大部分的Karger期刊文獻首先在線上優

先出版（Published online first），而

後印刷紙本，以便讀者能更快速取得。凡

送印前的文章皆被PubMed引用和索引。 

  

 

 

 

 

 

 

 

過刊：包括所有Karger已經數位化的卷

期，提供全文檢索的PDF檔案。 

 

欲查詢更多相關資訊，請登錄： 

www.karger.com/archive collection 

 

 

 

每一本期刊的界面具有以下特點:  

• 瀏覽詳細的期刊卷期，按日期和卷次排

序。  

• 瀏覽所有的卷期：包括線上優先版本、

現刊、過刊（從1998年起）、回溯

（從首卷期至1997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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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期刊目次 

所有在期刊目次的文章皆提供PDF或HTML

（若提供）全文以及免費摘要。 

 

個別卷期都有全文索引。 

4.4. 免費摘要 

可連結至: 
 

• PDF和HTML全文版本 
 

• 直接連結到該文章在PubMed/Medline 

的引用文獻（適用於大部分的期刊） 

 
• 著者的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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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期刊内容 

每一篇文章具有： 
 

• 送印前的出版日期：例如 Published Online: 

April 8 2010（線上出版日期） 
 

• PubMed的識別號碼（PubMed ID）標識在

文章旁，可連結到PubMed裡的文章。 
 

• 可下載文獻的引用資訊，提供下載文字檔或下

載至EndNote引用文獻管理軟件。 

 查詢更多EndNote的資訊，請連結

www.endnote.com/karger 

 

www.karger.com/doi=000306639         HTML 

圖書館標誌 圖書館名稱 

www.karger.com/doi=000306639        PDF 

http://www.endnote.com/karger
http://www.karger.com/doi=00030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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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參考書目連結到原始資料 

無論是PDF或HTML的文章皆提供參考書目
的外部連結，直接超連結到網路上的資料來
源。 

4.7. 補充資料 

提供補充資料給線上使用者（若適用），
例如影像檔案。 

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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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 

大部分自1997年起出版的Karger圖書均有電子版本，並涵蓋廣泛的生物醫學主題。 
 

5.1. 叢書 

• 按字母排序的提名索引

（Alphabetical Tittle Index）：包

含所有叢書和非叢書。分別列出從

1890年起出版的所有圖書清單。 

 

• 非叢書索引（Non-serial Book 

Index）：列出非叢書、精裝重印本、

期刊特刊或補篇，也包括光碟、錄音

或影像資訊。 

  

• 新書資訊 （Book News）：瀏覽即

將出版或最近出版的圖書之詳細書目

資訊。 

• 叢書索引（Book Series Index）：

列出所有正在持續出版的叢書。 

 

• 所有叢書：列出所有出版過的叢書，

註明為持續出版或已經停刊。 

 

• 叢書主頁（Series Home）： 

提供該叢書的完整出版清單。 

 

• 目的與範圍（Aim and Scope）： 

提供該叢書的更多資訊和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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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圖書主頁 (Book Home) 

• 輕鬆導航到圖書內容、主要書目資料以

及價格資訊。 

 

• 針對讀者所選擇的主題，提供索引和評

論資訊以及進一步的閱讀資料。 

 

Karger電子書允許您直接在一本書內做

進一步的檢索。 

5.3. 圖書目次 

www.karger.com 

www.karger.com/isbn=000000000&Volume=00 

圖書館標誌圖書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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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線上圖書內容 

Karger電子書特點： 

  

• 線上瀏覽免費的摘要 

• 每一章都有免費試閱 

• 訪問完整的PDF全文 

 

以篇章為單位的訪問方式，讓用戶選擇是

否購買整本電子書或只購買數個篇章。這

種類似期刊的訪問方式，讓用戶可選擇訪

問單一篇章。 

 

大部份的Karger電子書都被

PubMed/Medline以及其他平台索引。 

 

部份Karger電子書也提供互動式的閱讀方

式(Karger Active Books)， 讓你翻頁、

放大、建立書籤或標示重點。 

 

補充資料如影像檔案也嵌入在閱讀器內，

不需另外下載。 

 

免費摘要 

免費試閱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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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要的技術合作夥伴 (Key Partners 
    for Maximum Discoverability) 

您可以在各種檢索平台檢索到Karger出版

品的所有內容。 

 

Karger的主要合作夥伴不僅提供Karger文

獻內容的索引，同時也與其他線上平台合作

，如二次文獻資料庫 ，讓讀者可以輕易的

在網路上找到Karger出版的醫學文獻。 

 

Karger主要的合作夥伴包括SCOPUS、

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Knowledg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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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Google 圖書 

針對學術研究人員，Karger的全文內容可

以從這個高質量的檢索工具中搜索得到。 

6.2. Google 學術搜索 

Karger與Google Book Search是長期

合作夥伴。 

 

Karger電子書的內容可以通過Google 

Book Search 的界面檢索、訪問和購買。 

6.1. Google 

Google直接從Karger獲取資料。Karger

還提供Google完整的詮釋資料，以便

Google做深度索引。 

 
 
 
 

您也可以在Yahoo或其他搜尋引擎檢索

Karger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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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Medline/PubMed 

將近所有的 Karger期刊和大部分的叢書都列

在PubMed/Medline. 

 

此外， Karger 的員工經常與PubMed聯絡，

以支援我們的著者和確保引用文獻的即時性和

正確性。 

6.5. PubMed LinkOut 

LinkOut的功能是讓讀者能快速地從

PubMed連結Karger全文。 

6.6 幕後合作夥伴 

Karger與重要的電子資料庫和服務供應商合作，如PubMed、 CrossRef 

和 ExLibris，讓用戶可以便利的從各種平台連結到最優質的醫學內容。  

http://www.responsible-investor.com/images/uploads/articles/logo-thomsonreuter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