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是台湾学术文献收录量
最大的数据库，全球客户数超过1,000家，已是全
球图书馆查找台湾学术研究资源的首要选择 

 

• 本库全学科内容( 科学+人社)于在2014年底全数
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批文（新出审字【2012】721号

、【2014】46号） 

• 台湾人社学术文献数据库 

• 台湾科学学术文献数据库 

• 台湾学位论文数据库 



• www.airitilibrary.cn 

–学术期刊：收录1,966种期刊（台湾期刊1,652
种）、45万篇文章 

–学位论文：收录约10万篇学位论文（台湾大学
论文占3成以上） 

–收录文献计有55万篇、收录75个研究主题 

–收录台湾核心期刊占比 

• 收录85%台湾社会科学核心期刊（TSSCI） 

• 收录81%台湾人文学核心期刊（THCI Core） 

• 收录90%台湾科学核心期刊（TSCI） 

http://www.airitilibrary.cn/


核心刊收录情形 
重要期刊索引 期刊数量 收录数量 收录率 

SCI 35 20 57% 

SSCI 3 2 67% 

A&HCI 5 4 80% 

EI 25 21 84% 

MEDLINE 30 8 27% 

TSCI 216 194 90% 

TSSCI 101 86 85% 

THCI Core 58 47 81% 

总计 473 382 81% 

数据统计至2016/2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人社库 

• 人文社科文献数据库 

–人社期刊：1,239种，计有24万篇文章 

–人社学位论文： 计有3万篇论文 

–自2010年开始，台湾每年发表SSCI的论文数量
都在3000篇以上。 

–核心期刊收录比例: 

• 收录81%台湾人文学核心期刊（THCI Core） 

• 收录85%台湾社会科学核心期刊（TSSCI） 

 

 



期刊上线数量：人文学(9学科) 

学科 数量 

人文综合 186 

语言文学 138 

历史 92 

艺术 79 

哲学 33 

图书馆情报学 51 

宗教 14 

人类 29 

地理 44 



期刊上线数量：社会科学(18学科) 

学科 数量 学科 数量 

社科综合 213 法律学 39 

教育学 196 政治学 38 

体育学 106 传播学 25 

管理学 110 行政及地政 18 

社会学 78 空间设计 28 

商学 85 统计 40 

区域研究 58 性别研究 12 

经济学 64 交通运输 22 

心理学 76 军事 16 



台湾ESI社科文献排名  

• 2011年「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
」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的学校，台湾有十
二校进榜，表现最好的是台大、其次是成大，政治大学和中山
大学新上榜。其中成大以工学院起家，社会科学学门首度挤入
世界排名榜，表现跃居全台第二 。长期研究大学排名的台湾大
学图书信息系教授黄慕萱分析2011年ESI社会科学论文，全球数
量排名第一的是哈佛大学、第二北卡罗讷州教堂山大学、第三
名是密歇根大学，被引用次数前三名则是哈佛、密歇根大学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台湾部分，共有十二校社会科学论文进入全球被引用次数排名
前1%，黄慕萱指出，这几年来台湾陆续有学校进入社会科学论
文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代表台湾的社会科学在进步。台湾领
先大陆的领域主要就是社会科学。 

 
 



台灣教育論文 國際引用次數居冠 
 2013年08月27日【台湾醒报记者黄文瑜台北报导】 

台湾教育论文在国际间被引用次数，居全球之冠。台湾师
范大学信息中心研究员曾元显指出，「科学教育」研究部
分，师大居世界之冠，而「数字学习」研究领域，中央大
学居世界第二。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张国恩表示，教育研究
在国际上表现很突出。中央大学校长周景扬及国家科学委
员会科学教育处处长陈国栋则认为，将研究落实于教育现
场才是当务之急。 
台湾在Wos及Scopus全球两大学术数据库的表现，越来越
亮眼。从1990年在Wos数据库中，论文数只有5篇，但在
2010年到2011年一年的时间中，台湾教育领域论文就有433
篇，引用次数每篇平均约2次，是全球之冠。于Scopus数据
库537种期刊中，被引用次数也是全球第一。 
（黄文瑜/台湾醒报） 
 



台湾11所高校跻身全球大学500强 
•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首席学术专家、中南大学蔡

言厚教授指出，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HEs）、英国QS
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Ns）是国际公认的、
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评价机构 

• 在三大权威机构发布的2014年世界大学排行榜500强中，台湾有
11所高校跻身全球大学500强，台湾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76，
台湾清华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167，台湾交通大学世界最高排
名为第202，台湾成功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232，台湾科技大
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351，台湾中央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365
，台湾中山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351，台湾阳明大学世界最高
排名为第256，台北医学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379，台湾师范
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411，台湾长庚大学世界最高排名为第
431。 

 

• 来源: http://edu.qq.com/a/20150325/069143.htm  

http://edu.qq.com/a/20150325/069143.htm


2015港澳台最佳大学排行榜 

序号 学校名称 所在地区 
2015办学类型、等级和层次 

办学类型 星级排名 办学层次 

1 台湾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6星级 中国顶尖大学 

2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国研究型 6星级 中国顶尖大学 

3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中国研究型 6星级 中国顶尖大学 

4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 中国研究型 6星级 中国顶尖大学 

5 台湾艺术大学 台湾 专业型 6星级 中国顶尖大学 

6 台湾成功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7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8 台湾交通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9 台湾中央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10 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11 澳门大学 澳门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12 台湾长庚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13 台湾辅仁大学 台湾 中国研究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14 台北艺术大学 台湾 专业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15 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 专业型 5星级 中国一流大学 



主要客户 

South Korea 

Singapore 

Hong Kong、Macau 

German 

France  

Australia 

U.K. 

U.S.A. 

Canada 

Malaysia 

China 

Japan 

12 

Taiwan 

台湾：高校156家市占100% 

            医院市占率100%，19个医学中心与250所医疗机构 

            公共图书馆市占100%、中学150家 

港澳新：高校30家市占100% 

大陆：200余家(统计至2015/12/31止) 

欧美即其他地区：约120家 



欧洲、美国、加拿大、纽澳等约120家 
 



特色总结 

• 大陆高校最稀缺的中文资源 

• 台湾学术文献收录量最大、全球客户最多 

• 通过本库可观察台湾学术研究的现状及方
向，有效协助学者文献查新工作 

• 收录台湾逾8成的人社核心刊 

• 独家收录台大学位论文，顶尖高校论文数
占8成以上 

 

 

 

 

 



特色总结 

• 合法授权：每篇全文皆经所有作者授权 

• 合法进口：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
司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出审字【2012
】721号、【2014】46号批文进口 

• 内容审读及安全：本公司依总局规定，投
入资金建置内容审读平台，由教图公司每
天进行内容审查，保证不含禁载内容 

–人社内容按篇／页／字严格审查后上线 

 



特色总结 

• 搜寻功能强大 

–简繁互查:字对字/词对词。输入大陆用语，也
可检索出繁体中文内容。建构两岸转换名词，
如信息与資訊、计算器与電腦、甲肝与Ａ型肝
炎等等。 

–检索结果后分类：可依出版年代、出版地区、
文献类型、内容语言等显示 

 



交互引用文内连结 

引用/参考文献 

2007 

1992 

2001 

1988 

参考书目 

2009 
2012 

2010 

2011 

2013 

被引用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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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期刊_THCI Core 
思与言杂志社 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 台大历史学报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 台大中文学报 

台湾大学哲学系 台湾大学哲学论评 

台湾大学外文系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 国文学报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欧美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 

中华民国计算语言学学会 中文计算语言学期刊 

中华民国设计学会 设计学报 

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 台大日本语文研究 

艺术教育研究顾问委员会 艺术教育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 华语文教学研究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 

中华民国文化研究学会 文化研究 

淡江大学中国文学学系 淡江中文学报 

戏剧研究编辑委员会 戏剧研究 



人文期刊_THCI Core 
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清华大学 清华学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淡江大学外国语文学院 Tamkang Review 

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 台湾文学学报 

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艺术学研究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台湾史研究 

中国明代研究学会 明代研究 

英美文学学会 英美文学评论 

成功大学历史系 成大历史学报 

东吴大学中文系 东吴中文学报 

东吴大学哲学系 东吴哲学学报 

东吴大学历史学系 东吴历史学报 

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政大中文学报 

政治大学英国语文学系 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 

政治大学哲学系 政治大学哲学学报 

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暨英国语
文学系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政法期刊_TSSCI 
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法律学报 

台湾社会学会 台湾社会学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政治科学论丛 

公共行政学会 中国行政评论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欧美研究 

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台湾社会研究 

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选举研究 

东海大学法律学系 东海大学法学研究 

台湾政治学会 台湾政治学刊 

台湾社会政策学会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 

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 远景基金会季刊 

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 公共行政学报 

政治大学地政学系 台湾土地研究 

住宅学会 住宅学报 

台北大学法律学院 台北大学法学论丛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台大社会工作学刊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编辑委员会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行政暨政策学报 



教育期刊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台湾师范大学实习辅导处地方教育辅导组 中等教育 

台湾师范大学公民训育学系 公民训育学报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 国文学报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 中国学术年刊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文教学中心 英语教学期刊 

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 特殊教育研究学刊 

台湾师范大学工业科技教育学系 中学工艺教育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暨美术研究所 美术共和国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暨美术研究所 艺术论坛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师大政治论丛 

台湾师范大学工业科技教育学系 生活科技教育 

台湾师范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 家政教育学报 

台湾师范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 人类发展与家庭学报 

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 台湾学志 



经济期刊 

出版单位 期刊名称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论文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台湾经济预测与政策 

中华经济研究院 经济前瞻 

台湾经济研究院 台湾经济研究月刊 

中华亚太经济与管理学会 亚太经济管理评论 

中华两岸事务交流协会 华人经济研究 

台湾大学经济学系 经济论文丛刊 

政治大学商学院会计系 会计评论 

台北大学经济学系 经济研究 

东吴大学商学院 东吴经济商学学报 



财金期刊_ACI 

出版单位 期刊名称 

台湾金融研训院 台湾金融财务季刊 

台湾金融研训院 两岸金融季刊 

台北大学 亚洲金融季报 

淡江大学会计学系 当代会计 

台湾会计教育基金会 会计审计论丛 

中华会计教育学会 中华会计学刊 

中华管理绩效评监学会 会计与财金研究 



管理期刊 
出版单位 期刊名称 

中华管理绩效评监学会 全球管理与经济 

管理科学学会 管理学报 

公共行政学会 中国行政评论 

财团法人光华管理策进基金会 管理评论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中山管理评论 

交通大学 交大管理学报 

成功大学管理学院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 远景基金会季刊 

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 公共行政学报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行政暨政策学报 

台湾组织与管理学会 组织与管理 



理工期刊_SCI 
出版单位 期刊名称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Botanical Bulletin of Academia Sinica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刊 

The Chinese Physiological 
Society & Airiti Pres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台湾化学工程学会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台湾物理学会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台湾医学会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台湾心脏学会杂志 Acta Cardiologica Sinica 
中央研究院信息科学研究所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中华民国地球科学学会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Zoological Studies 

行政院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 药物食品分析 
台湾海洋大学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台湾皮肤科医学会 中华皮肤科医学杂志 
台湾妇产科医学会 Taiwa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中华民国模糊学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高雄医学大学 The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台湾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台湾气胶研究学会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Botanical Studies 
中华牙医学会 Journal of Dental Sciences 



理工期刊_EI 
出版单位 期刊名称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农业工程学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刊 

台湾化学工程学会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台湾科技大学 技术学刊 

中国土木水利工程学会 中国土木水利工程学刊 

中央研究院信息科学研究所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台湾海洋大学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国造船暨轮机工程师学会 中国造船暨轮机工程学刊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业试验所 台湾林业科学 

淡江大学 淡江理工学刊 

台湾模糊学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台湾学术网络管理委员会 因特网技术学刊 

台湾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台湾气胶研究学会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台湾航空太空学会 
Journal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and Aviation. Series 
A 

台湾航空太空学会 航空太空及民航学刊.系列B 

台湾计算机学会 计算机学刊 

中华铺面工程学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vem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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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使用 
案例：搜索与美术相关的研究文献 

第
一
步 
： 
检
索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使用 
案例：搜索与美术相关的研究文献 

第
二
步 
： 
精
确
查
询
结
果 

继续筛选进入子库
进行文章浏览 

继续筛选相关学科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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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步 
： 
精
确
查
询
结
果 

选择被指标期刊收录的高
质量文章参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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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步 
： 
在
线
预
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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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预览摘要，
进行在线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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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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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载
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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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验证码进行全文下载，
迅雷等下载软件禁用 



下载全文即可打印出，也可存入电子阅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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