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JSTOR

是 個收錄超過 種學術期刊 書籍及JSTOR是一個收錄超過1,500種學術期刊、書籍及

原始史料的數位圖書館，旨在透過強大的研究和

教學平台協助學者、研究者及學生探索、使用和

增進豐富多元的學術內容，並為未來世代保存這

些內容；另協助圖書館在可增加館藏儲存空間及

詳見JSTOR	‐ http://www.jstor.org/

降低支出的同時，能將讀者與重要資源作連結。

JSTOR典藏並提供取得回溯及現行期刊的管道，

目前收錄橫跨超過50種學術領域超過1,400種的學

術期刊。

JSTOR的收錄除了學術期刊，還包括會議論文、

原始史料和書籍。

JSTOR向超過800家出版商包括：大學出版社、出

版商、學術及專業學會、大學系所、個別期刊、

博物館和圖書館取得期刊內容授權。博物館和圖書館取得期刊內容授權

JSTOR致力於學術資源的長期保存及高素質的數

位化標準。

您不可不知JSTOR的影響!
•全世界目前有超過150個國家、7,000個單位使用JSTOR‐包括大學、機構、公共圖書館、社區大學、政府

單位、非營利研究機構、博物館、中學等不同類型的單位。

全世界目前有超過990家中學使用JSTOR，而當中約有30%為公立學校。

有14%的單位是透過兩種特別計畫加入JSTOR，提供免費使用JSTOR或降低費用。這兩個計畫分別是

African	Access	Initiative	(AAI)和Developing	Nations	Access	Initiative	(DNAI)。

公共圖書館的參加單位包括了來自於32個國家的130間公共圖書館，當中有許多間提供讀者使用圖書證

館外連線服務。

2010年JSTOR全球的文章下載量超過740,000,000篇，而資料庫使用量(包括檢索和檢視頁面)約

5,900,000,000次



使用JSTOR

簡易檢索

直接於檢索框中輸入檢索詞，例如：earthquake

瀏覽功能‐主題

可依主題進行瀏覽，選擇欲瀏覽的子主題後，

則可再依題名瀏覽

進階檢索

使用進階檢索，您可以：

❶ 選擇檢索欄位：全文、作者、題名、摘要、圖

瀏覽功能‐題名

可依不同資料類型的題名進行A‐Z瀏覽。❶ 選擇檢索欄位 全文 作者 題名 摘要 圖

表說明文字

❷ 結果顯示條件

❸ 縮小檢索範圍：依類型、時間、語言、題名、

ISBN

❹ 縮小檢索範圍(同時勾選多個)：依主題和/或題

名

1

2

3

在書的瀏覽頁面，您可以看到：

❶書目資訊(可從出版社連結瀏覽該出版商其

他出版品清單)

❷引用及輸出工具

❸依目次瀏覽

4

特定文獻查找

若已知道部分文獻資訊，則可使用Citation 

1

2

Locator進行查詢 3

在期刊的瀏覽頁面，您可以看到：

❶出版社資訊

❷期刊資訊(可從出版社連結瀏覽該出版商其

他出版品清單)

❸期刊新知通訊設定❸期刊新知通訊設定(Track)

❹卷期瀏覽

1

2

3

2

4



瀏覽功能‐出版社

可依不同資料類型的出版社進行A‐Z瀏覽。進入

出版社頁面，則可看到出版社簡介、基本資料

及JSTOR所收錄之出版品瀏覽

儲存檢索詞彙

可儲存需要的檢索詞彙，並設定定期該詞彙的

檢索結果更新資訊通知。於MyJSTOR中的Shelf

查看結果

新知通訊‐Track

於檢索結果列表頁面、內容檢視頁面、期刊/書

檢索結果列表

在檢索結果列表頁面，您可以看到：

❶ 再次進行檢索或針對該次結果再進行檢索

❷ 修正檢索條件

❸ 切換不同資料類型的檢索結果

❹ 檢索結果排序

於檢索結果列表頁面 內容檢視頁面 期刊/書

瀏覽頁面均可看到引用工具中有 按鍵，

點選之後在MyJSTOR的Shelf中即可看到被儲存

的新知通訊紀錄以便管理

❹ 檢索結果排序

❺ 引用及輸出工具

❻ 快速檢視內容相關度

❼ 儲存檢索歷史

1 2 7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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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內容檢視頁面

新知通訊‐RSS

於儲存檢索辭彙欄框、內容檢視頁面、期刊瀏

覽頁面均可看到RSS Feed功能鍵，點選之後即

可設定RSS新知通知
內容檢視頁面

在內容檢視頁面，您可以看到：

❶ 出版社與期刊資訊

❷ 最常被引用和取得的文獻

❸ 文獻資訊與內容

❹ 文獻下載及書目匯出工具

❺ 相關文獻延伸查詢 JSTOR Google Scholar

可設定 新知通知

❺ 相關文獻延伸查詢‐JSTOR、Google Scholar

❻ 期刊新知通訊設定(Track)

1

2

4

5

3
6



JSTOR回溯期刊

全科性套裝精選

Arts & Sciences I 117 經濟、歷史、政治科學、社會學、
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

•建立於1997年，為JSTOR推出的第一個專
輯
•收錄許多在代表領域中的核心研究及學會
出版品

套裝類別 數量 主題 簡介

•也包含部份與基礎科學相關主題期刊如生
態學、數學和統計學等

Arts & Sciences II 127 經濟、歷史、考古、古典文學和區
域研究(拉丁美洲、中東、斯拉夫、
非洲和亞洲)

除延伸加強Arts&Sciences I中涵蓋主題的收
錄外，更增加了其他新領域的核心期刊

Arts & Sciences III 150 語言學、文學、音樂、電影、民俗、
表演藝術、宗教、藝術及藝術史和

•收錄橫跨語言學、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的
期刊表演藝術 宗教 藝術及藝術史和

建築及建築史
期刊
•以收錄大量東方及西方宗教主題期刊為一
大特色
•包含所有Music Collection中所有期刊

Arts & Sciences IV 112 法律、心理、公共政策及行政、商
學和教育

•部份期刊具有超過150年的學術出版代表
性
•許多在重要法學研究特載超過一個世紀且
值得注意的學生法律評論

Arts & Sciences V 140 哲學、歷史、古典文學、宗教、藝
術及藝術史、語言和文學

•除以之前其他專輯的主題為基礎，更收錄
重要的文學評論及國家歷史的期刊
•擴大藝術與人文的核心領域收錄範圍

Arts & Sciences VI 143 經濟、教育、語言學、政治和
區域研究

•延伸收錄社會科學領域範圍
•此專輯收錄的期刊較其他專輯更為國際化

Arts & Sciences VII 185 歷史、商業、語文、經濟、政治、 •除著重於30多個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領
數學、宗教、考古 域收錄，同時也有商學、金融及健康科學

主題
•收錄了最多的衛生政策相關主題期刊，及
來自超過15個國家的國際出版品

Arts & Sciences VIII 167 藝術及藝術史、歷史、教育、古典
研究、哲學、語言及文學和音樂

•擴大收錄人文學領域的主題
•收錄來自於弗里克、大都會及布魯克林美
術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精選珍貴的美
國藝術期刊國藝術期刊
•還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期刊如Poetry and 
Bomb

Arts & Science IX 185 考古、人類學、社會及政治科學、
商學、經濟、人口研究和跨主題領
域及多元地區文化研究

•擴大JSTOR在商學和社會科學的收錄
•涵蓋來自超過25個國家出版的期刊
•最早的內容是1853年

Arts & Science X 96 商學、社會、經濟、教育、金融、 •收錄了著重於科學和社會科學理論、數據
科學史、科學歷史、科技及醫學和
公共政策及行政

及分析的社會科學主題期刊，包括新領域
如交通研究和發展研究
•2013年底將會收錄至少125種期刊

Arts & Sciences XI 81 •歷史、語言及文學、藝術及藝術史、
美國研究、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
究和非裔美國研究

•涵蓋來自於15個國家的內容
•收錄重要期刊如The American Scholar、
RSA Journal和Black Scholar
•預計2014年底會收錄至少125種期刊

Arts & Sciences XII 125 教育、法律、政治科學、社會學、
犯罪學、社會工作、心理學和亞洲
研究

•2013年4月所推出最新專輯
•延伸JSTOR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收錄，針對
高使用率且對各層級高等教育單位有廣大
吸引力的主題‐教育、法律和政治科學
•收錄來自於美國律師協會、Brill、Lynn 
Reiner和Springer的期刊



Life Sciences 163 植物學、生態學、植物科學、保育
學、古生物學、動物學、一般科學、
流行病學、護理和健康科學

•結合Biological Sciences和Health&General
Science專輯成為一獨立多元主題大專輯
•特別深入主題如科學、醫學、流行病學和
公共衛生

套裝類別 數量 主題 簡介

Ireland  75 藝術、人文、社會科學、生物科學、
音樂和數學

•此專輯是來自於和關於愛爾蘭的快學科領
域的資源
•涵蓋年代從1780年代至今
•與貝爾法斯特Queen’s University合作, 透過
JISC Digitisation Programme的支持製作而成

主題套裝精選

Biological Sciences 136 生態學 植物學 植物科學 保育 收錄29種Ecology&Botany Collection中的期Biological Sciences 136 生態學、植物學、植物科學、保育
學、古生物學、生物學和動物學

收錄29種Ecology&Botany Collection中的期
刊及超過100種相關主題期刊

Business 47 經濟和金融 •專輯中的期刊均來自於Arts&Sciences I、II
和IV
• 將經濟和金融主題核心期刊集合於一專輯，
包括許多來自重要學術學會，及會計、勞
工關係、行銷、管理、作業研究和風險管
理的批判性研究的期刊理的批判性研究的期刊

Business II 66 經濟和金融 •擴大收錄國際企業核心期刊，及包含探討
經濟、法律、政策和心理學之間交集的期
刊
•當中有25種期刊來自於Arts&Sciences IV、
VI和VII

Business III 56 經濟和金融 •涵蓋核心商學主題如經濟、商業管理和金
融融
•有大量非美國且知名公共行政、商學史、
會計、管理及行銷的期刊

Ecology & Botany 29 生物科學、生態學和植物學 •內容涵蓋從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保育
學和實驗生物學到植物生物學、植物分類
學和分類學
•此專輯受美國生態學會協助製作且收錄該
學會所出版重要的研究期刊學會所出版重要的研究期刊
•此專輯當中有6本期刊也收錄於Arts 
&Sciences I

Health & General 
Sciences

28 一般科學、流行病學、護理、生物
科學和健康科學

•此專輯特色在於收錄重要且具歷史性、科
學性的期刊，及健康和醫學領域的頂尖期
刊，如來自於可回溯至17世紀英國皇家學
院的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和 出版的Science和BMJ出版的BM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Jewish Studies 32 猶太研究、歷史、宗教、語言和文
學

•收錄期刊語言包括英文、德文、法文、義
大利文、荷蘭文和希伯來文
•當中最早內容為1889年
•可輔助單位中有猶太人和猶太教研究計畫
的教學與研究需求

Language & Literature 58 語言、文學、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 •延伸到多個不同國家的文學文化，並包含
多種語言的內容如：阿拉伯文、義大利文
和德文
•透過MLA的協助建置
•包括PMLA和一系列文學批評領域的核心
期刊
•當中有13本期刊來自於Arts & Sciences I，
45本來自於Arts & Sciences III本來 於

Mathematics & 
Statistics

56 數學和統計科學 •此專輯中的期刊與Arts &Sciences I、II、IV、
VII、Business和Health & General Collection
重複
•當中收錄內容的歷史性知名作者如：愛因
斯坦、牛頓，和當代數學家如：Lions、
Mandelbrot和Connes



Music 33 音樂理論和研究 •收錄出版於荷蘭、克羅埃西亞、匈牙利、
德國和法國的期刊
•所有期刊同時也收錄在Arts & Sciences III

套裝類別 數量 主題 簡介

其他特別套裝精選

19th Century British 
Pamphlets

26,246 
(本)

歷史、政治科學和英國研究 •由RLUK(英國研究圖書館)製作，收錄了由
各英國研究圖書館所收藏從19世紀起最重
要且具意義的英國宣傳小冊
•宣傳小冊內容著重於19世紀的政治與社會
議題，並搭配外交與殖民部所累積的資料，
以便瞭解當時國際情勢概況以便瞭解當時國際情勢概況
•有7個代表專輯，包括來自倫敦政經學院
的精選、伯爵手冊專輯和外交部專輯

JSTOR Plant Science 1,531,
844(件)

生物科學、植物學、生態學、人類
植物學、植物科學、健康科學、歷
史、藝術及藝術史和人類學

•由Global Plants Initiative(GPI)製作
•世界最大關於植物模式標本以記錄地球上
植物多樣性的資料庫
•可連結超過175,000篇科學研究文獻和其它
可回溯至百年前的重要學術期刊內容可回溯至百年前的重要學術期刊內容
•收錄類型如：模式標本、分類結構、科學
文獻、繪畫、照片、素描和其他影像

Africa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Landscapes

57,000
(件)

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及藝術史、
建築、文學、民俗研究、歷史、文
化研究和地理

•由Aluka透過The Andrew W. Mellon基金會
和Acradia資助所建置
•將非洲遺產和岩畫遺址視覺的、文字的及
空間性的資料結合
•類型包括了照片、3D模型、地理資訊系統
(GIS)資料集、位置平面圖、航空和衛星
•另有攝影、挖掘報告、旅行紀錄片及其他
學術材料

Struggles for Freedom 
in Southern Africa

22,355
(件)

歷史、政治科學、法律、國際關係、
經濟和其他人文及社會科學

•由Aluka所建置
•紀錄6個南非國家的解放運動
•收錄的資源類型如：口述歷史、演講、國
家出版品、完全數位化的書籍、期刊和小
冊子冊子
•資源主題涵蓋殖民統治時期、流亡者的分
散、國際干涉和全球支持連續世代抗爭的
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