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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AKA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幫助學術社群使
⽤用數位技術來保存學術成果，以可持續發展的
⽅方式促進研究和教學。 
 
 
我們提供創新的服務以助於利⽤用這些技術並且
延續持久的影響，冀能實現這個使命。 
 

認識JSTOR：組織簡介 
 



•  Ithaka S+R ⼀一項研究和諮詢服務，重點在
於網路環境中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的轉型，
旨在確⽴立我們的社群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並且
發揮促成變⾰革的作⽤用。 

•  JSTOR 是⼀一個發現、存取和保存學術內容
成果的研究平台。 JSTOR—Journal Storage 

　 
 
•  Portico 是⼀一項提供電⼦子期刊、電⼦子書籍和
其他學術性電⼦子內容的數位內容保存服務。 

認識JSTOR：服務概述 



»  JSTOR回溯期刊： 針對多學科和專⾨門學科的⼀一系列資料庫，可存取超
過 1,000 種學術期刊的完整回溯內容 
 
 

»  JSTOR學術現刊計劃： 最新的各期期刊以資料庫或單獨出版物的形式
提供。  
  

»  Primary Source Collection： 我們得以透過與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和
學術協會的合作，提供多種主要來源資料庫，以補充期刊資料庫。 這
些主要來源資料庫包括專論、宣傳冊、信件、原始標本、政府⽂文書、
圖紙和畫作等等。 

»  JSTOR 電⼦子書： 收錄頂尖學術出版社，共超過4.5萬冊電⼦子書。電⼦子書與期
刊平台整合，同步供應研究者發覺不同內容格式的相關研究資源。 
 

認識JSTOR：出版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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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JSTOR：⺫⽬目標 
 完整收錄學術期刊 

JSTOR從刊物的第⼀一卷第⼀一期製作電⼦子版本，同時完含完整的卷期, ⺫⽬目的
在建⽴立可信賴及全⾯面性的學術期刊資料庫 。 
JSTOR提供與原始期刊相同之期刊⾴頁⾯面，同時提供全⽂文檢索。 

 減少圖書館館藏空間不⾜足的困擾，並做永久保存 
將紙本式期刊轉換成可節省空間的電⼦子期刊。 

減少圖書館⻑⾧長期保存期刊⽂文獻的資本及營運成本。 

 協助研究機構及出版社將出版品轉換成電⼦子檔 
JSTOR Archive collections--- 回溯期刊收錄,平均有3-5年的時間間隔 

JSTOR Current Scholarship Program (CSP) ---現刊收錄，⾃自2011年開始 

JSTOR E-books --- 2012年開始 

提供⽂文獻連結功能協助取得更多全⽂文。 



JSTOR  Rep. / FlySheet   l 2017 

JSTOR(從創刊號開始) 

1.期刊原始⾵風貌呈現 
☼從期刊封⾯面到末⾴頁完整呈現 

☼提供原始紙本期刊的數位再版 

2.不缺期的“全⽂文” 
☼提供從創刊號開始的完整卷期 

☼結合現刊服務，提供創刊號⾄至最新⽂文獻不間斷 

 

現⾏行電⼦子期刊及全⽂文資料庫(往前回溯) 
☼多半提供回溯⾄至3-5年的期刊資料 

☼部分提供最新出版的期刊⽂文獻(Current Scholarship Program) 

認識JSTOR ：查找早期期刊與學術⽂文獻的最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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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JSTOR：其特⾊色及重要性 
JSTOR選擇期刊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四點： 

訂購該期刊的圖書館數量 
該期刊的影響指數 
各學科專家推薦意⾒見 
期刊發⾏行的年代⻑⾧長短。 

 

JSTOR’s Participating 出版社資訊 

Commercial
4%

Independents
7%

University
Presses

7%

Schools/Dep'ts
16%

Museums/etc.
3%

Scholarly Orgs
63%

**JSTOR 會員資訊及出版社資訊 

美國境內會員 2,993 

國際會員 5,009 

會員數合計 7,027 

分佈國家數    170 

參與出版社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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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OR特⾊色： “Moving Wall” (時間間隔 ) 
**JSTOR期刊收錄之保障 

• 收錄後不會被JSTOR 移除 

• ⼀一旦不再新增卷期後Moving Wall將會固定 

• 訂購單位只需負擔⼀一次該回溯套裝的內容建置費 

• JSTOR會確保(曾)收錄於JSTOR平台上的所有期刊
將與JSTOR平台同步技術更新及永久保存

The China Journal 
Moving wall: 3 years 
 
JSTOR Collection(s): 
Arts & Sciences I Collection  
JSTOR Discipline(s): 
Asian Studies  

199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In 2016 
�� �

1995---- 2012 +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In 2017 

Content found in JSTOR 

� � �

Content found in JSTOR 

One year added to JSTOR 

JSTOR-Moving Wall說明-http://www.jstor.org/page/info/about/archives/
journals/movingWall.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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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OR 全科性主題回溯期刊套裝-ASI～IV 
類別 收錄 主題 

Art	  &	  Sciences	  I	  
Collec0on 
	  

118種學術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i	  
此專輯建⽴立於1997年，為JSTOR第⼀一個推出的專輯，收錄經濟、
歷史、政治科學、社會學以及⼈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重要期刊。
此外，還包含了部份與基礎科學相關的領域如⽣生態學、數學和
統計學等 
à118	  種期刊，21	  個主題領域  
à 6,140,000⾴頁 

Art	  &	  Sciences	  II 
	  Collec0on	  	  

128種學術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ii	  
JSTOR的第⼆二個社會主題的資料庫，除加強Arts	  &	  Sciences	  I	  
Collec0on中所涵蓋的歷史、經濟、亞洲學等主題外，增加了古
典⽂文學、考古學、⾮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中東研究等新主
題的期刊。 
à128種期刊， 27個主題領域 
à 3,900,000⾴頁  

Art	  &	  Sciences	  III 
	  Collec0on	  

154種學術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iii	  
⼈人⽂文社會主題⽅方⾯面的第三個資料庫，收錄主題包括語⾔言學、⽂文學、⾳音樂、
藝術和建築學歷史和研究，還將涉及電影、⺠民間傳說、表演藝術及宗教等
學科、⼥女權主義和婦⼥女研究領域。 
à 154種期刊，20個主題領域 
à  3,300,000⾴頁 

Art	  &	  Sciences	  IV 
	  Collec0on	  	  

114種學術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iv	  	  
此專輯專注於商業經濟、教育、法律專業主題的期刊收錄。另外亦包含
⼼心理學，公共政策和管理。 
à	  112種期刊，20個主題領域 
à	  	  3,900,0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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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收錄 主題 

Art	  &	  Sciences	  V	  
Collec0on	  

141種學術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v	  
⼈人⽂文社會主題⽅方⾯面的第五個資料庫，收錄許多重要的⽂文學的評論及重要的
歷史期刊。同時也包含了⼈人⽂文藝術科學⽅方⾯面的核⼼心期刊，收錄包含：哲學、
歷史、古典⽂文學、宗教、藝術及藝術史、語⾔言和⽂文學等學科領域。 
à120種期刊，22個主題領域 
à 3,000,000百萬⾴頁 

Art	  &	  Sciences	  VI 
Collec0on	  

143種學術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vi	  
⼈人⽂文社會主題⽅方⾯面的第六個資料庫，延伸JSTOR收錄的學科領域，包含經
濟、教育、語⾔言學、政治學與 區域研究。且此精選囊括的期刊更為國際化。
JSTOR在商學理論、廣告與⾵風險管理領域的內容更加多樣化，網羅世界知
名機構如國家經濟研究署（Na0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世界
銀⾏行（WB）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出版之刊物。 
à 143種期刊，超過 30個主題領域 
à 2,040,000⾴頁 

Art	  &	  Sciences	  VII 
Collec0on 

185種學術期
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vii	  
⼈人⽂文社會主題七(原⼈人⽂文社會主題補充集)為對ASI到ASIV⼈人⽂文社會主題的補
充。其主題主要涵蓋歷史，政治學，社會學，藝術和藝術史，語⾔言和⽂文學。
此外，這個專輯亦收錄了最多的衛⽣生政策相關主題期刊，及來⾃自超過15個
國家的國際出版品。 
à185種期刊， 35個主題領域 
à 4,200,000⾴頁 

JSTOR 全科性主題回溯期刊套裝-ASV~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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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收錄� 主題�

Art	  &	  Sciences	  VIII 
Collec0on 

167種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viii	  
此專輯擴⼤大收錄了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下的主題，如藝術及藝術史、古典
研究、哲學、語⾔言及⽂文學、和⾳音樂。收錄超過30本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
精選珍貴的美國藝術期刊,	  同時加⼊入語⾔言與⽂文學、歷史、哲學及古典研究
相關的⾮非美國新期刊以加深國際化的深度,	  並擴⼤大收錄⼀一系列⾳音樂相關期
刊及教育主題新期刊。 
à167種期刊，超過	  10個主題領域 

Art	  &	  Sciences	  IX 
	  Collec0on	  
	  

177種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ix	  
收錄⾃自1853年以來的期刊，預計收錄最少150種期刊，會包含⾄至少250萬⾴頁
的全⽂文期刊，預定於2012年完成全部套裝的收錄。收錄期刊來⾃自25個國家
的知名傑出的期刊，以商管及社會科學主題為收錄核⼼心，其內容獨特並具
有深度，收錄的研究主題領域包含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商管、經濟
學、⼈人⼝口研究。收錄內容兼具跨主題領域及多元地區的⽂文化研究。 
à117種期刊 
à250萬⾴頁 

Arts	  &	  Sciences	  X 
	  Collec0on	  

126種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x	  
⼈人⽂文社會主題⼗十於2011年推出，特別收錄更廣的主題於商業、社會科學、
社會學、教育、公共政策＆⾏行政、科學歷史、科技及醫學。其中也交叉收
錄了商業主題三中的 
商業，經濟與⾦金融領域，更⾸首度引進運輸研究以及發展研究等新學科。 
à2013年底⾄至少收錄126種期刊 

JSTOR 全科性主題回溯期刊套裝-ASV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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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收錄� 主題�

Art	  &	  Sciences	  XI 
Collec0on	  
 

138種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xi	  
收錄⾃自1783年以來的期刊，預計收錄最少138種期刊，會包含⾄至少220萬⾴頁
的全⽂文期刊。收錄期刊來⾃自15個國家的知名傑出的期刊，以語⽂文⽂文學及歷
史和藝術主題為收錄核⼼心，其內容獨特並具有深度，收錄的研究主題領域
包含歷史、語⾔言及⽂文學、藝術及藝術史、 美國研究、亞洲研究、拉丁美洲
研究 和⾮非裔美國研究。收錄重要期刊如The	  American	  Scholar、RSA	  Journal
和Black	  Scholar。 
à138種期刊，13個主題領域 

Art	  &	  Sciences	  XII 
	  Collec0on	  
	  

129種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xii	  
收錄⾃自1838年以來的期刊，22本收錄超過55年期刊。延伸JSTOR在社會科 
學領域的收錄，針對⾼高使⽤用率且對各層級⾼高等教育 單位有廣⼤大吸引⼒力的主
題-‐教育、法律和政治科學 收錄來⾃自於美國律師協會、Brill、Lynn	  Reiner和 
Springer的期刊。收錄的研究主題領域包含教育、法律、政治科學、社會
學、 犯罪學、社會⼯工作、⼼心理學和亞洲 研究。	  
à129種期刊，10個主題領域 

Arts	  &	  Sciences	  XIII 
	  Collec0on	  

139種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xiii	  
此專輯收錄⾃自1829年始；涵蓋範圍廣包括英國、德 國、⽐比利時、匈⽛牙利義
⼤大利、荷蘭及美國等。 延伸學科橫跨歐洲教會的歷史和美國⻄西部的⽂文獻深 
化Arts	  Sciences系列專輯。專輯將包含⾄至少125種 期刊。收錄的研究主題領
域包含語⾔言、⽂文學、藝術與藝術史、哲學 、宗教、歷史、⾳音樂、古典學。	  
à139種期刊，9個主題領域 

JSTOR 全科性主題回溯期刊套裝-AS XI ~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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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收錄 主題 

Arts	  &	  Sciences	  XIV 
Collec0on	  

142種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xiv	  
收錄⾃自1839年以來的期刊，聚焦於從⽂文明開始到⼈人⺠民統治的⽂文化及傳播 研
究。 全新收錄的期刊最早⾃自1839年開始，內容來⾃自17	  個國家涉及23種領
域學科，如：語⾔言、⽂文學、考古、傳播研究、亞 洲研究、政治。知名期
刊:	  Journal	  of	  African	  Archaeology、Mexicon	  Discourse	  &	  Society、Technical	  
Communica0on、 Bulle0n	  of	  	  the	  Asia	  、lns0tute、Esprit。 
à 142種期刊，橫跨23個主題領域  

Arts	  &	  Sciences	  XV 
	  Collec0on	  

72本期刊 

h4p://about.jstor.org/content/arts-‐sciences-‐xv	  	  
⼈人⽂文科學系列裡的最後⼀一個專輯；專輯15收錄150	  多本期刊 50本是萃取⾃自
JSTOR新進特定主題裡的期刊，未收 錄在⼈人⽂文科學系列其他專輯中。另外
100多本各領域開創性出版品，已被JSTOR選定為核⼼心學科且從未收錄的且
具歷史意義的期刊。專輯15廣泛收錄⼈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文學、電影、藝
術、⾳音樂、宗教、⻄西洋古典學研究、歷史、教育、政經和社會學。	  
à2018年新增⾄至150刊	  
	  

JSTOR 全科性主題回溯期刊套裝-	  XIV, XV 



JSTOR  Rep. / FlySheet   l   2017 

 
 

產品資訊及教育訓練 請洽： 

飛資得知識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Tel -  (02)26575996  

Fax - (02)26577071 

E-mail - products@flysheet.com.tw 
Website - http://
econtent.flyshee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