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

2020.12.01
罗亮

如何利用台湾学术文献资源做科研

台湾电子书数据库







收录内容
重要又核心

一站式完整收录，
最精华的台湾学术文献
皆呈现于此。

台湾学术文献
收录量最大的数据库

超过1,000 家全球客户，
查找台湾学术研究资源
的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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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源，发展出的台湾地区特色人社内容

子库-台湾人社学术文献数据库

精品荟萃，看台湾的发展故事

子库-台湾电子书数据库

接轨世界，重要科学学术研究

子库-台湾科学学术文献数据库

一站式完整收录，最精华的台湾学术文献

总库-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收录800,000 余篇学术文献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19%

81%

包含2,012种期刊

65 所台湾高校学位论文

收录最全面



2,012 种学术期刊中

包含1,857 种台湾期刊，
着重提供台湾学术内容

台湾期刊

其他地区

8%

92%

其余155 种，100% 仅收录核心期刊，

与繁体中文内容相辅相成

全面的台湾内容，
佐以其他地区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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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余篇学位论文中

28% 来自台湾顶尖高校 台大

台湾大学

其他高校
72%

28%

国际指标： 收录内容中，20校进入ESI指标高校

特色学科：兼顾教育、艺术特色学校

顶尖高校、特色人文学科兼具



同根同源，发展出的台湾地区特色人社内容

子库-台湾人社学术文献数据库

子库-台湾电子书数据库

接轨世界，重要科学学术研究

子库-台湾科学学术文献数据库

一站式完整收录，最精华的台湾学术文献

总库-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精品荟萃，看台湾的发展故事





SCIE EI INSPEC MEDLINE

31 23
13

98

收录重要科学核心期刊

台湾大学 顶大 ESI

34,121

84,128

103,164

收录精华学位论文



信息科学：80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42种



信息科学：80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42种



数学与应用数学：48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7种



Christian表示，就算从硅谷的角度来看，
台湾的人才仍是最大的优势所在。

硅谷创投大咖P&P看台湾

不管在教育或科学科技方面都拥有高水平表现，以及电子制
造产业，绝对是台湾放眼全世界举足轻重的重点因素之一。
~2018 ,《数位时代》



同根同源，发展出的台湾地区特色人社内容

子库-台湾人社学术文献数据库

子库-台湾电子书数据库

接轨世界，重要科学学术研究

子库-台湾科学学术文献数据库

一站式完整收录，最精华的台湾学术文献

总库-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精品荟萃，看台湾的发展故事





TSSCI THCI SSCI A&HCI

90

68

4 9

收录重要人社核心期刊

台湾大学 顶大 ESI 特色学科

10,403

27,602

44,496

6,429

收录精华学位论文



68

10,403

44,496

6,429

人文学领域收录Tamkang Review、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欧美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等总共296种核心期刊。

社会科学领域收录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台湾社会学刊、
财务金融学刊、品质学报等总共402种核心期刊。

学门 期刊名称 核心指标

人文学

Tamkang Review THCI、Scopus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A & HCI、CSSCI、MEDLINE、
THCI、Scopus

欧美研究 TSSCI、THCI、ESCI

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 THCI、Scopus、ESCI

地理学报 CSSCI、TSSCI、Scopus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 A & HCI、CSSCI、THCI

社会科学

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 MEDLINE、TSSCI、THCI

台湾社会学刊 MEDLINE、TSSCI

财务金融学刊 TSSCI、EconLit

品质学报 EI、Scopus

教育心理学报 CSSCI、TSSCI、Scopus

经济论文
CSSCI、TSSCI、EconLit、
Scopus



68

10,403

44,496

6,429

参考2020年QS大学分科排名，台湾多所大学在人文与艺术领域、
社会科学与管理领域方面皆有上榜；当中包含台湾大学、成功
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大
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科技大学等。

2020年JCR期刊清单发布，有5本台湾期刊收录于SSCI，有7本台
湾期刊收录于A&HCI，包含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与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等。
参考Web of Science 的SSCI期刊中各地区2017-2019论文发表篇

数，台湾地区单位的发表量超过1.1万篇，约为大陆地区发表量
的16.5%；台湾较上海、福建、山东、天津、重庆、广东、浙
江、江苏、河南、四川、河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陕
西、江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与内蒙古等地单位的发表量多
，而少于北京单位的发表量。



68

10,403

44,496

6,429

排名 SSCI台湾前五大发表学科主题 排名 SSCI台湾前五大发表单位

1 环境科学 1 台湾大学

2 教育与教育研究 2 成功大学

3 经济学 3 长庚医院

4 管理学 4 长庚大学

5 公共、环境与职场健康 5 台湾师范大学

排名 SSCI大陆前五大发表学科主题 排名 SSCI大陆前五大发表单位

1 环境科学 1 中国科学院

2 环境研究 2 北京大学

3 经济学 3 北京师范大学

4 绿色永续科学与科技 4 北京清华大学

5 公共、环境与职场健康 5 中国科学院大学



68

10,403

44,496

6,429

SSCI期刊中各地区2017-2019论文发表篇数

地区 环境科学 教育与教育研究 经济学 管理学 公共、环境与职场健康

台湾 1254 1100 1028 956 888

北京 4255 497 2342 805 1254

江苏 1647 133 662 324 570

上海 1155 287 1101 688 550

广东 816 166 580 353 446

浙江 660 127 451 322 301

四川 535 38 466 215 238

重庆 445 66 114 71 148

天津 400 36 264 178 134

山东 395 55 218 83 204

福建 340 37 233 79 87

河南 152 47 61 24 62

河北 120 15 11 10 42

山西 85 8 27 22 50

安徽 232 28 123 213 118

湖北 806 132 428 196 396

湖南 376 41 256 140 196

陕西 623 89 233 184 255

江西 206 13 114 37 56

辽宁 163 30 48 58 81

吉林 222 55 45 36 79

黑龙江 235 36 44 48 98

内蒙古 20 3 3 2 7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基于SCI、SSCI所收录的全球文献记录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
ESI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

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

20所台湾高校社科论文进入全球被引用数排名前1%

唯一收录 台湾大学学位论文

不容忽视的学位论文价值：
期刊论文原型、实验室大成果中的重要小拼图



文献结构严谨

收录年代最久远、完整丰富



经济管理：213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08种



经济管理：213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08种



经济管理：213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08种



经济管理：213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08种



统计学：32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2种



语言学：102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61种



语言学：102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61种



中国文学：116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54种



中国文学：116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54种



新闻学：32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7种



社会学：271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10种



社会学：271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10种



社会学：271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10种



社会学：271种期刊，核心指标收录110种



同根同源，发展出的台湾地区特色人社内容

子库-台湾人社学术文献数据库

子库-台湾电子书数据库

接轨世界，重要科学学术研究

子库-台湾科学学术文献数据库

一站式完整收录，最精华的台湾学术文献

总库-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精品荟萃，看台湾的发展故事



超过1,000 家出版社，同质产品学术收录率高

收录逾32,000册（2019年6月约26600册）以上优质华文出版品

学术书：约12000册

泛学术书约7000册

大众阅读约13000册

全库资源于2014全数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文
新出审字[2012]721号、[2014]46号

电子书简介



产品内容概览

精选台湾学术出版社书籍

收录领域涵盖教育部13个一级学

科，130个大类。



产品内容概览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学科分类

收录近30,000 本繁体电子书

书籍分布 总数 书籍分布 总数

台港澳星大学出版社 1120+ 哲学 1034+

中央研究院 505+ 文学 2112+

近代史与台湾研究 1628+ 语言学 2551+

科学研究 1558+ 法学 1037+

师范与教育 6550+ 艺术 1783+

商管财经 1980+ 理学与工学 1105+

文创与文化研究 5601+ 医学 1005+

备注：书籍中的學科数量有可能会重複，例如：近代史与台湾研究跟历史或文学等。



访问地址：http://ebooks.airitilibrary.cn ；也可以通过华艺·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平台入口
登录使用：www.airitilibrary.cn。

使用说明：通过校园网IP控制，支持校外VPN服务、支持CARIS服务。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可同时检索电子书

产品内容概览

一站式检索

 查找台湾学术资源的首要选择

 支持CARIS服务



重点收录

收录“中央研究院”与台湾智库

收录 台港澳新大学出版社

不容忽视的学术定位



各学科收录数量

学科 数量（本）

文学 2265

历史 1111

哲学 904

法学&军事 1450

管理学 721

经济学&农学 1085

艺术学 1236

教育学 684

理工 1302

医学 1210

泛学术书&大众阅读 20344



各年份收录数量





独家收录台湾学位论文
的数据库

顶尖高校论文数占 90% 以上

2020亚洲大学排名调查：台大、清华、成大均上榜

台湾地区共12所大学进入亚洲前百大，台湾大学排名第20、
台湾清华大学排名第32、成功大学则位居第35。--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国际顶尖指标ESI

收录20校ESI各领域顶尖高校论文

唯一收录 台湾大学学位论文

不容忽视的学位论文价值：
期刊论文原型、实验室大成果中的重要小拼图



更新最实时

致力提供您最新的学位论文著作

学位论文最新已更新至2020年6月份！







80万--最大台湾学术文献收录量

15万--最优质学位论文收录

完整台湾人社核心期刊收录



CSSCI— 收录27本台湾期刊

投稿信息— 平台提供投稿须知

三本刊与华艺投审稿系统特别合作



与华艺投审稿系统特别合作

学科领域 期刊名 出版单位 投稿专页

管理学 组织与管理 台湾组织与管理学会 http://www.ipress.tw/J0102

社会学 台大社会工作学刊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http://www.ipress.tw/J0154

体育学 体育学报 台湾体育学会 http://www.ipress.tw/J0138

专业的期刊审阅系统，让投稿状况更加清晰！

http://www.airitilibrary.cn/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a0000482
http://www.ipress.tw/J0102
http://www.airitilibrary.cn/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6818822
http://www.ipress.tw/J0154
http://www.airitilibrary.cn/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7297
http://www.ipress.tw/J0138


其他CSSCI台湾刊
管理学 经济学 艺术学／政法类 文史哲 其他人社类

会计评论
台湾经济
预测与政策

设计学报
（艺术学）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哲学）

台大中文学报
（中国文学）

中华传播学刊
（新闻学与传播学）

特殊教育研究学刊
（教育学）

管理学报 经济论文丛刊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
（艺术学）

政治大学哲学学报
（哲学）

清华中文学报
（中国文学）

图书资讯学刊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教育心理学报
（心理学）

证券市场发展 经济论文
公共行政学报
（政治学）

哲学与文化
（哲学）

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
（历史学）

教育科学研究期刊
（教育学）

地理学报
（人文经济地理）

政大法学评论
（法学）

台大历史学报
（历史学）

教育实践与研究
（教育学）

http://www.airitilibrary.cn/Search/JournalDissertation?FirstID=3&SecondID=04

&type=IndicatorsesSubject&changeColor=C04&publicationTypeID=

可点选网址前往数据库
浏览CSSCI台湾刊列表！ 在期刊首页基本信息处

即可取得投稿须知！

http://www.airitilibrary.cn/Search/JournalDissertation?FirstID=3&SecondID=04&type=IndicatorsesSubject&changeColor=C04&publicationTypeID=


100% 得到作者授权

100% 通过广电局审批

100% 内容审读及安全



内建同义词–搜得准也要搜得全

高级检索–高自由度的检索条件

检索后分类–轻松筛选要的内容

→可依出版年代、地区、内容语言等显示。

→搜寻「甲肝」，就要连「甲型肝炎」一起查！



结合ACI学术引用文献数据库，
参考文献互相连结

国际接轨，以DOI串接CrossRef

→透过引用与被引用连结，了解学术文献的承先
启后，快速找到并使用相关资源！

→不只华艺文献，更与国际大厂CrossRef合作，
接轨国际服务！

整合国际文章替代计量PlumX，
揭示文章被使用情形

→与替代计量服务PlumX合作，计算文章在使用、
捕获、提述、社交媒体与引用等面向的被取用情形！



字对字、词对词简繁互查

繁转简在线阅读器

→ Ex.查询「信息」，系统自动将台湾用语「资
讯」、「讯息」的查询结果呈现给您！

→透过华艺提供的文档阅读器，可在在线开启下
载的文档，并转换为简体中文阅读！



欧美纽澳 ，高校客户遍布全球

100% 台湾地区市场占有率

内地指标高校的共同选择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运用

登录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资源查找-数据库导航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运用

数据库导航-华艺·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运用：首页介绍



运用：首页介绍2

使用帮助



运用：三种检索选择（详细度：高级>更多>检索框）

1 2
3



运用：三种检索选择之1：检索框

检索框



运用：三种检索选择之2：更多选项

刊号查询：支持以ISSN期刊号检索（ISSN=期刊的ID）
简繁检索：支持简繁中文相互检索（内建词库自动转换）

更多选项



运用：三种检索选择之3：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运用：浏览（四种浏览选项/收录核心介绍）

浏览



简繁互查

内建两岸用语对应词库
包含：字对字、词对词。
输入内地用语，也可检索出
繁体中文内容。
如：信息与资讯、计算机与
电脑、纳米与奈米等。

内地
专属

1

全文简繁
阅读选择

可选择以繁体或简体
在线阅读全文。



为大陆用户开发的专属功能1：用语转换



为大陆用户开发的专属功能2：阅读转换



疑难杂症：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



运用：caris登录

使用非校园IP地
址访问台湾学
术文献数据库，
点击页面右上
角 ”CARSI登录 ”
按钮，进入身
份联盟选择界
面。



运用：caris登录

使用非校园 IP

地址访问台湾
电子书数据库
，点击页面右
上角登录/注册
按钮，进入登
录/注册界面，
选择“CARSI 登
录”按钮，进入
身份联盟选择
界面。



运用：caris登录

于身份联盟选择
界面中，使用
学校名称列表
或搜索功能，
寻找到您的所
属单位。如：
北京大学。



运用：caris登录

在北京大学登录
页面，输入您
的用户名和密
码



运用：caris登录

登录成功后，跳
转回数据库首
页，页面右上
角显示您的所
属单位，即可
访问单位所采
购之资源，并
可下载全文。





Q1：为什么要投稿台湾刊物？



数据对比

1.大陆期刊数量，以知网为例，约8200种。但文章数量约

5000万篇。

2.台湾期刊数量，以华艺为例，超2000种。但文章数量约为70

万篇。

3.数据对比→研究深度？学术严谨性？发文缘由？



2019年7月---CSSCI核心目录变动！新增30种台湾学术期刊！



CSSCI台湾期刊
收录目录







Q2：哪些刊值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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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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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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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核心

期刊



Q. 如何在库内
查找投稿消息？

=>看详目页左下方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Q. 如何在库内查找投稿消息？

=》点击下载投稿信息

投稿信息





3 台湾学界的的投稿与流程

投稿
注意：
不可一稿多投

接获已收到
稿件通知

期刊送出稿件
进行同侪审查
*平均2-3位审查人

通知审查结果

拒绝

按照审查意见修改
*至少来回一次

修改后再返稿

期刊接受稿件
*期刊负责校对、排版成出刊格式

期刊寄给作者做出刊前最终确认

出刊，发表成功！



3 投稿台湾期刊注意事项

---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 吴齐殷

《如何投稿C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