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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於1798年，出版2500餘種學術期刊

◦ 第一家發行商業學術期刊的出版社

◦ 全球最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出版社

◦ 40%的人文社科類期刊被SSCI收錄

◦ 80%的科技類期刊被SCI收錄

• 合作夥伴 –與500家學協會和大學合作

• 全球網路 – 20家代表處遍佈全球各大洲：台北、北京、新加坡、
東京、牛津、費城、墨爾本

• 旗下品牌：

Taylor &Francis
公司簡介



期刊單刊訂閱

◦現刊訂閱
◦現刊+回溯訂閱

期刊 Package 訂閱
- SSH Library (現刊/回溯)
- ST Library (現刊/回溯)
- Medical Library (現刊/回溯)
- Subject Collection

◦現刊內容+回溯至1997年

Taylor & Francis
期刊訂購方式



Taylor & Francis
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精選合輯 (SSH)

• 全球最大的人文社科期刊
資料庫

• 1400多種期刊；

• 現刊内容+回溯至1997年

• 14個學科領域

• 47%的期刊被SSCI/AHCI
收錄，是被 SSCI 收錄期
刊數量最多的出版社



14種學科，1400多種人文社科類期刊：

Taylor & Francis
現刊–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合輯(SSH)

學科 數量 學科 數量

人類學與考古學 51 圖書館與資訊科學 43

藝術與人文 269 媒體、文化與傳播研究 95

心理學 109 政治、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 177

商務、管理與經濟 127 心理健康與社會照護 125

犯罪學與法學 47 社會學及其相關學科 49

教育學 222 體育、休閒與旅遊 63

地理、規劃、城市與環境 78 戰略、防禦與安全研究 41



Taylor & Francis
科學技術期刊精選合輯(ST)

◦500多種期刊

◦現刊内容+回溯至1997年

◦5個學科領域
工程學、電腦科學與科技

數學與統計學
物理學
化學
生命、地球、環境與食品科學

◦80%的期刊被 SCI 收錄



5種學科分類，500多種科技類期刊

Taylor & Francis
現刊–科學技術期刊合輯(ST)

學科 數量

化學 69

工程學、電腦科學與科技 200

生命、地球、環境與食品科學 214

數學與統計學 54

物理學 48



Taylor & Francis
醫學期刊精選合輯(ST)

◦200種同儕審閱醫學期刊

◦30個關鍵領域，分為4個主題
健康相關學科與公共衛生 (63)

臨床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 (19)
一般醫學與牙醫學 (120)
藥物科學與毒物學 (27)

◦超過80%的期刊被列入
Thomson Reuters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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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 Francis
Expert Collection 《專家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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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OPINION《專家見解》│ EXPERT REVIEW《專家評論》

全球最大的研究、發展、與臨床醫學評論期刊系列。
包含28份同儕審閱期刊，將信譽卓著的〈專家見解〉與〈專家
評論〉系列集結成一份精選且全面的合輯。

• 評論
• 社論
• 原創研究
• 藥物評估
• 療法評估
• 臨床試驗評估
• 技術評估
• 專利評估
• 關鍵論文評估



Taylor & Francis
其他電子產品

• 電子書 Taylor & Francis eBooks

• 其他線上參考資源



www.tandfonline.com



平台內容 -發現 ∙ 學習 ∙ 分享

• 文章 –超過410萬篇科技人文醫學資料供研究人員隨時查閱

• 期刊 – 2500多種期刊,每份期刊都經過嚴格的同儕審閱

• 其他 –作者、圖書館員、編輯和學協會專區



• 註冊個人帳號

• 檢索

• 文章頁面

• 期刊頁面

平台特點



註冊個人帳號



檢索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

biodiversity +Africa -plant



文章頁面



文章頁面



文章頁面 Full Article

導航列維持在畫面上，
方便讀者隨時使用。



文章頁面 Full Article



文章頁面 – Figures & data



文章頁面 - Reference

Article A

•User has subscription/article is OA
Article B is listed in references 
for Article A

Article B

•User doesn’t have a subscription 
but can access full  text via TFL



文章頁面 - Citations



文章頁面 - Metrics



文章頁面 - Supplement



期刊頁面



期刊頁面 – New Content Alerts

訂閱期刊的最新內容通知,第一時間瞭解最新研究進展

1. 只需點擊期刊頁面New content alerts訂閱按鈕; 

2. 網頁將轉到個人帳戶下的管理訂閱頁面;  

3. 訂閱內容清單中自動添加最新訂閱期刊(字母順序);  

4. 選取期刊清單提供的勾選框,根據需要刪除不需要的

訂閱;  

5. 或調整訂閱通知的發送頻率:不要通知,或按每天/周/月

發送;



首頁圖片故事



首頁圖片故事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