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 黃靜華組員 

  學術期刊為一種定期出版的刊物，依其出刊頻率可分為週刊、半月刊、月刊、

雙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數種。由於刊載的內容為著者最新的研究，是極

具時效性的第一手資料。學術研討團體與校園內的學生常以當前學術期刊刊載的

最新論文或一篇經典文章做為研討會討論主題，藉以深入瞭解該研究目前的發展

趨勢及影響，由此可以得知期刊在學術研究領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每篇

收錄於期刊內的論文皆具有長期的參考價值，研究者可透過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的高低，暸解期刊在所屬學科領域裡的重要性，以作為蒐集資料的參考依據。 

  儘管學術期刊數量迅速膨脹，但期刊價格不跌反漲，大學和學術研究單位受

限於經費，紛紛轉訂電子期刊，因而有了電子期刊先驅 BioMed Central 的誕生，

徹底廢除了紙張式的傳統期刊發行模式，所有投稿、審查、出版、列印及閱讀，

全部都在網路上完成，過程排除了出版商，使電子期刊的訂價較紙本期刊便宜了

許多，目前國內許多大學院校讀者已可不再為了一個研究議題或論文撰寫親臨圖

書館查找資料，多數的文獻可以透過電腦或行動載具遠端查詢，並以 PDF 檔格式

取得全文。隨著資訊擷取方式的改變，圖書館空間使用的設計趨向多元化，不再

以藏書為主體目的，典藏空間的發展性也因此受到相當的限制。這是一個不可抵

擋的趨勢，本校紙本期刊的訂購數量正逐年遞減中，裝訂本數亦隨之少了許多，

如此一來更顯得現有館藏合訂本期刊的珍貴與歷史價值。本館有幸完整珍藏了數

種重要的刊物，多年來它們伴隨著學子們成長，提供師生重要的一手研究資訊，

現逐一簡介本館珍藏 19 世紀以來出版至今仍持續訂購的 10 種重要的學術性期

刊。 

一、商學類：七種 

1. The Accounting Review（會計評論） 

ISSN：0001-4826 

影響係數：2.234 (2013) 

出刊頻率：雙月刊 

主題：商業、財政、會計 

館藏：城中 v.23-30(1948-1955),35-36(1960-1961),37:n.2-4, 

38-88(1963-2013)- 

電子全文：http://0rz.tw/KV1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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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926-1935 由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Instructors in Accounting 出

版，1936 年改由美國會計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簡稱 AAA）發

表其審閱之期刊，AAA 是美國最大的會計學術組織，對促進全球會計研究、實踐

和教育有卓越的貢獻。會計評論是發表有關會計研究成果報告並說明相關研究方

法的首要雜誌，根據 1987 年 6 月在會計教育新聞 (The Accounting Education News) 

發表出版委員會制定的政策，收錄範圍包括會計資訊系統、審計和鑑證服務、財

務會計、管理會計、稅務和其他所有與會計相關領域的文章。這份出版物的主要

讀者群包括美國兩院院士、會計學者與研究生，和其他對會計研究有興趣的人，

為金融時報商學院研究使用排名前 45 名期刊之一的頂級期刊，審核非常嚴格，若

發表的文章被收錄在此期刊中將是個人一生的榮耀。 

2.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國經濟評論） 

ISSN：0002-8282 

影響係數：3.305 (2013) 

出刊頻率：一年七次刊 

主題：商業和經濟學-經濟形勢和條件、經濟體制和經濟理論、

經濟史研究 

館藏：城中 v.1-104:n.1-4(1911-2014)- 

電子全文：http://0rz.tw/G5OIh 

 

簡介： 

  美國經濟評論是一般的經濟學期刊。成立於 1911 年，由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出版，簡稱 AER，是協會出版品中首屈一指的期刊，亦是全美經濟學

界歷史最悠久、最受尊敬的專業學術期刊，是學院、大學和專業圖書館必備期刊。

收錄範圍極為廣泛，凡與經濟問題相關領域的文章與每年五月 AEA 年度會議中主

席團成員和各委員會發表的論文報告皆在其收錄範圍之內，2011年變更審稿政策，

可以連線查看最新出版的文章，其目的在縮短著者新文章發表和出版的時間，進

而提高參考價值。 

3. The Economic Journal（經濟雜誌） 

ISSN：0013-0133 

影響係數：2.587 (2013) 

出刊頻率：一年八次刊 

主題：商業和經濟 

館藏：城中 n.1-565(1891-2012),自 2013 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電子全文：http://0rz.tw/ztc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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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經濟學期刊於 1891 年出版，最初發行目的在促進經濟知識的發展，是現代經

濟學的創始期刊之一。在過去的 120 年為廣大的國際讀者群提供了高品質和富有

想像力的經濟研究平臺，贏得世界性的卓越聲譽。在編輯政策方面不但歡迎來自

理論或應用上的實證研究，對創意和批判性的研究也給予獎勵，凡與經濟問題相

關領域的文章皆在其收錄範圍之內。它是從事高等教育、商業、政府機關和金融

部門的專業經濟學家與對經濟學有興趣的人士主要資訊來源，對想要跟上現代經

濟學思想趨勢的人是無價之寶，是最重要的經濟學期刊。 

4.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業評論） 

ISSN：0017-8012 

影響係數：1.831 (2013) 

出刊頻率：一年十次刊 

主題：商業、經濟史、經濟及工商管理 

館藏：城中 v.24(1945),27(1949),35-37(1957-1959),39-69 

(1961-1991),70:n.1,3-6(1992),71-74(1993-1996), 

75:1-5(1997),76-82(1998-2004),83:1-5,7-12 

(2005),84-85(2006- 2007),89:4-12(2011), 

91(2013)- 

電子全文：http://0rz.tw/Bawhg 

簡介： 

  簡稱 HBR，1922 年由哈佛大學商學院出版，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商業專

業雜誌。每期包含了十二個十頁長篇文章，以及一個簡短的個案研究。收錄有關

企業策略、管理、財務、監管政策、技術、國際趨勢和相關學科問題的研究和案

例研究。HBR 提供關於人力資源管理、生產製造、策略規劃、市場全球化、競爭

力及與一般商業利益議題相關的想法。其主要讀者群是業界領袖、學者、高階管

理者及管理顧問等。HBR 除了集結管理學學者的綜合研究外，也經常為其他管理

學界的著名學者發表評論，並專文介紹國際通用的商業詞彙和概念，對全球的管

理實務影響至深，是一個大學圖書館和大型的公立圖書館重要的核心商業期刊，

是專業經理人及工商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參考刊物。 

5.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雜誌） 

ISSN：0022-3808 

影響係數：3.617 (2013) 

出刊頻率：雙月刊 

主題：商業和經濟、政治學 

館藏：城中 v.1-50(1892-1942),68-70(1960-1962) ,72-78(1964- 

1970),79:n.1-2,4-6(1971),80:1-2,4-6(1972),81:3-6 

(1973),82-102(1974-1994),103:1-3,5-6(1995),104-119 

(1996-2011),自 2012 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電子全文：http://0rz.tw/3pz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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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簡稱 JPE，在經濟學中是一個最古老，最負盛名的期刊，政治經濟學雜誌自

1892年以來發表了許多重要的經濟研究與理論，其目的在於出版具有高度選擇性、

可被廣泛引用及能長期影響當前經濟學研究的相關文章，因此涉及範圍廣泛，凡

與貨幣理論、財政政策、勞動經濟學、個體和總體經濟學理論、國際貿易與金融、

產業組織、經濟思想和社會經濟學等相關議題皆提出重要的分析、解釋和實證研

究，每期包含五至六篇文章，偶爾也會有評論和書評。JPE 期望能在該學科領域中

提供最新的專業資訊給讀者，它不但是經濟學家們不可或缺的基本讀物，亦是各

學術機構和大型公共圖書館必備刊物之一。 

6.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經濟學季刊） 

ISSN：0033-5533 

影響係數：5.966 (2013) 

出刊頻率：季刊 

主題：商業和經濟學 - 經濟體制和經濟理論、經濟史研究 

館藏：城中 v.1-67(1886-1953),70-93:n.1-2,4(1956-1979),94- 

123:2,4(1980-2008),124-127(2009- 2012),自 2013

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電子全文： http://0rz.tw/fEwew 

簡介： 

  經濟學季刊，簡稱：QJE，成立於 1886 年，由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出版，它是

英語語言中最古老的經濟學專業雜誌，也是所有的經濟期刊引用次數第二高的期

刊(這由 2013年的影響係數：5.966可以得知)。收錄範圍涵蓋了該領域的各個面向，

如：個體與總體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證，每期收錄 11 個長篇文章，作者大都任職於

哈佛大學，皆是美國傑出的經濟學家。這個享有盛譽的雜誌對世界各地的經濟學

家和學生都非常重要，他們亦是此刊的主要讀者群。 

7.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 

ISSN：0034-6535 

影響係數：2.718 (2013) 

出刊頻率：一年五次刊 

主題：商務與經濟統計 

館藏：城中 v.1-94(1919-2012),自 2013 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電子全文：http://0rz.tw/FLS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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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由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編輯出版，主題涵蓋應用經濟學的各個面向，尤其強調

數量經濟學。編委和作者都是學術或專業的經濟學家，是一值得信賴的一般經濟

學期刊。每期有 14 篇文章和包含一至八篇論文的註釋。更特別的是此刊除發表一

些在實證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文章外，仍不時致力於出版單一主題或有趣的實證及

專題討論會的論文作品集，由於此刊訂價合理，是大學圖書館非常重要的期刊。 

二、法學期刊：兩種 

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美國比較法雜誌） 

ISSN：0002-919X 

影響係數：0.527 (2013) 

出刊頻率：季刊 

主題：比較法、國際私法、歐洲法、外國法 

館藏：城中 v.1-59(1952-2011),60:n.1-2(2012), 

LexisNexisAcademic:1999-updae 

電子全文：http://0rz.tw/Gg6kc 

 

簡介： 

  簡稱：AJCL，是一個專業的比較法律學術季刊，由美國比較法協會(ASCL)

出版，這是一個致力於研究與撰寫外國法、比較法和國際私法的非盈利性組織，

出版與比較法、外國法及國際私法相關的著作及論文研究，發行目的在於促進比

較法的研究和國外法律制度的認識。美國比較法雜誌，顧名思義是就不同國家間

法律進行討論與研究，發表美國與它國法律做比較的文章，如：司法管轄權法律

的行使，使讀者了解司法管轄權在美國和其它國家間的差異，作者來自專業的法

學學者和法學院學生作家。此刊對【美國法院的準據法之選擇1】做了一個有用的

調查，頗具參考價值，是一廣受尊敬、是大學和公共圖書館及業界人士必備期刊。 

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美國國際法雜誌） 

ISSN：0002-9300 

影響係數：1.358 (2013) 

出刊頻率：季刊  

主題：法律-國際法 

館藏：城中 v.1-104(1907-2010),自 2011 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電子全文：http://0rz.tw/vAjGM 

 

                                                      
1
所謂的準據法，就是當發生法律爭議時，藉著這個準據法規則來決定該適用哪一國(州)的法律做

為解決爭議的依據，例如審判或商務仲裁時所應選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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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簡稱：AJIL，自 1907 年出版以來由傑出的學者在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發展的相

關領域發表文章和評論，凡對國家和國際法庭的決策、其他法庭的仲裁及當代美

國在國際法的實踐上皆做摘要與分析。這是一本高度受尊崇的英文雜誌，編輯重

點在於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的各個面向。除主要文章和許多書評之外，其特色在

於『當前發展』一節涉及重大新聞事件，以及討論最近關於“國際決策”、“當

代美國國際法的實踐”的案例。這是所有從事國際法律、經濟、貿易和外交工作

的專業人士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 

三、其他學科領域期刊：一種 

1.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ISSN：0003-0554 

影響係數：3.844 (2013) 

出刊頻率：季刊  

主題：政治學 

館藏：中正 v.1-105(1906-2011),自 2010 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電子全文：http://0rz.tw/dyz9F 

 

 

簡介： 

  美國政治科學評論是政治學的首要學術期刊，在政治學研究領域佔有領先地

位， 簡稱：APSR，1906 年由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出版。這

是一個同儕評審期刊，涉及政治學的各個領域，包括政治理論、美國政治、公共

政策、公共管理、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等，最近的文章集中在遺傳政治學、選

民決策的偏見、民主轉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和種族衝突，推薦此刊用於學術機

構和公共圖書館。 

  除上述期刊外，館藏中尚有多種歷史悠久又重要的期刊，但限於經費及使用

率偏低等因素，多數都已停訂，因此僅就至今仍持續訂購之 19 世紀出版的期刊中

篩選出上述十種本校最具代表性的期刊作一簡短扼要的介紹。同時由此可知，雖

電子期刊與資料庫的興起對紙本期刊的採購政策產生正面衝擊，但使用率的高低

亦是決定採購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每個月的中旬本館會針對上個月所有訂購的中、

西文期刊作一使用率的統計，最後整理記錄一整年的使用資料，分送各系所作為

次年期刊續訂的參考。是以，館藏成長的方向實與讀者息息相關，請讀者每次使

用期刊後不要忘記填寫使用日期於【期刊使用率調查單】中，以表明其可讀的重

要與存在性。電子期刊的使用次數可透過電腦自動統計得知，但紙本期刊的使用

次數資料來自【期刊使用率調查單】中之閱覽記錄，所以為了能長期擁有好期刊，

誠摯地邀您一起參與-請閱後動動筆吧！ 

6

http://0rz.tw/dyz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