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Access 電子期刊一覽表


OA 名稱：ABC Chemistry



組織機構：Alexander Ragoisha,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Minsk, Belarus.



收錄主題：Chemistry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 journal



功能特色：Journal lists，可供全文下載。



OA 名稱：Academic Journals



組織機構：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AJB)



收錄主題：社會科學、生物學、物理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生命科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文章



功能特色：Academic Journals 為網路出版者，其
出版品為 open access 資源，透過網路推廣學術期
刊的交流，使研究人員不受限制地能獲取高質量的
學術研究論文。



OA 名稱：Acta Physica Polonica A



組織機構：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收錄主題：物理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論文



功能特色：其收錄有原子分子物理、凝態物理、光
學等物理學方面文章和論文，其文章由日期按照時
間排列並免費提供 PDF 下載。



OA 名稱：Acta Physica Polonica B



組織機構：Jagellonian University



收錄主題：物理、數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



功能特色：收錄物理領域的文章、如數學物理、粒
子物理和場論、核子物理、相對論和天文物理、統
計物理等五個領域，其全文文章自

VolumeB5(1974 年)後提供列表免費使用。


OA 名稱：Advances in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組織機構：Stefan cel Mare University of
Suceava



收錄主題：電子電機工程、通訊工程、物理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



功能特色：此期刊收錄最新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如
計算機科學、人工智慧、知識工程、電腦網路、電
子、通訊、資訊傳輸、軟體工程、電子物理、奈米
科學等，其資源為免費公開。



OA 名稱：Aeronautical Research Council
Technical Reports (ARC)



組織機構：Cranfield University 1999 - 2007。



收錄主題：航空航太與國防領域文章。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技術報告、文件。



功能特色：包含數個資源入口網站，可單獨從各自
網站查詢文章，也可在首頁對三個主要的資料庫
(Aerospace and defence resources,
DEVISE, ESDU Series)進行交叉搜尋。



OA 名稱：AgEcon Search



組織機構：the Unitversity of Minnesota by the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the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is also a main
sponsor 。



收錄主題：包括農業、能源、環境等跟經濟學相關
期刊文章。



適用學院：農資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論文、議會文章、書籍。



功能特色：從 40 國家 215 個團體收錄超過 36000
篇農業經濟相關論文，其可依主題、作者、文章摘
要、關鍵字、年份等方式瀏覽其全文內容。



OA 名稱：AgZines



組織機構：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Network



收錄主題：提供免費之農業、食品、環境科學相關
全文期刊，依照字母別提供連結到數十種期刊。



適用學院：農資學院



OA 名稱：Alexander Street Press (In the
First Person)



組織機構：Alexander Street Press。



收錄主題：免費提供信件、日記、回憶錄、自傳、
口述歷史等敘事性紀錄文件，有超過 4,000 筆資
料，約 20,500 月份的日記、63000 封信，以及
17,000 則口述歷史故事。



適用學院：文學院、管理學院



功能特色：搜尋條件多元，可從出版時間、故事主
角或講者、地點、相關人物等進行搜尋。 收錄了四
百多年來全球超過 30,000 位人物傳記的免費全文
資料庫，提供整個世界有關人類社群記憶的超大型
綜合檔案庫，可做為戰史學家、社會學家、宗(系)
譜學者、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進行研究的開端與素
材。



OA 名稱：Amedeo



組織機構：由 Boehringer Ingelheim, Novartis,
Pfizer, Roche, Schering AG 支持。



收錄主題：主題涵蓋病理學、免疫學、血液學、內
分泌學、精神病學等醫學領域。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文章。



呈現方式：期刊名稱、文章名稱、摘要。



功能特色：Amedeo 提供服務給醫師、護士、藥
劑師，以及其他健康醫療專業人士，和病人及他們
的朋友。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可以及時輕易地獲得相
關的資料。Amedeo 每週以電子郵件提供新的科
學出版物相關書目清單；使用個人化網頁，下載可
用的摘要；回顧過去 12 至 24 個月間發表的相關
醫學文獻。這些新的資源都是免費的。



OA 名稱：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組織機構：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收錄主題：地球科學、歷史、考古學、社會科學。



適用學院：文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



功能特色：大多數文章為古生物學、地質學、演化
學和人類學等，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主要分成四個
科學系列美國博物館 Novitates、美國自然歷史博
物館人類學論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期刊、美國
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報告。



OA 名稱：AmeriQuests



組織機構：Founded by Robert Barsky



收錄主題：(Peer-reviewed) 對「美國」的探求（如
dislocation, relocation, migration,
displacement, refugees, homelessness,
crossing borders, storytelling, narrative
analysis, multiculturalism, ethnic literatures,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等議
題）



適用學院：文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書評、詩集等



功能特色：網頁介面有英文及葡萄牙文兩種語言；
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免費註冊並
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Analytical Sciences Digital
Library



組織機構：National Science Digital Library



收錄主題：化學、化工科技、物理、天文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學習物件、多媒體、參考書目、
peer-reviewed 文章



功能特色：內容分成五大類，分別為技術、應用、
學習資源、教學資源和其它如多媒體。



OA 名稱：Ancient Asia



組織機構：SOSAA（the Society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收錄主題：期刊。



資源主題：考古學。



適用學院：文學院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Ann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Oradea : Economic Science



組織機構：University of Oradea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與經濟學相關的研討會論
文，每卷期數不一，可分一到四期，每期有獨立主
題，包含經濟學與商業行政、管理與行銷、金融、
會計與銀行、統計與資訊經濟學以及外語對商業環
境的影響等議題。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研討會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主要使用的語言
為英語與羅馬尼亞語，此外亦有法語、德語及義大
利語。可依照不同的主題與發行日期瀏覽全刊，除
提供單篇文章 pdf 檔，亦提供全刊 pdf 檔供讀者
下載。



OA 名稱：Ann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sani : Economics



組織機構：University of Petrosani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資源主題：本期刊收錄的論文主題涵蓋各項與經濟
學相關的議題，如一般經濟學理論、管理、行銷、
貿易、金融、會計、保險、銀行、股票、經濟分析、
國際經濟關係，亦包含經濟數學、經濟資訊學、財
政法與商務法、經濟現象的社會研究以及經濟史
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功能特色：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不同的出
刊日期線上瀏覽各刊目錄與全刊論文摘要，並有全

刊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


OA 名稱：Annuals of Genealogical
Research



收錄主題：家譜學、家族史。



資源類型：學術文章。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提供文章大綱並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Arabian Journal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組織機構：The King Fahd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nd Minerals



收錄主題：數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電子電
機工程、電腦科學和工程、系統工程。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



功能特色：提供四種期刊、主題分別為工程、科學、
數學、論文議題等，使用者可免費使用文章並可註
冊上傳文章，上傳文章限制語文為英文，其餘一概
退回不受理。



OA 名稱：Archiving Early America



組織機構：Don Vitale



收錄主題：美國歷史（十八世紀美國早期的生活與
歷史）。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歷史文件、地圖、書籍、相關文章、論
壇、遊戲、音樂、電影、畫像等數位線上資料。



功能特色：資料類型多元、內容豐富，大多皆可下
載（非營利用途），並提供站內關鍵字搜尋。



OA 名稱：ARIEL



組織機構：University of Calgary



收錄主題：英國文學（English Literature）。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 (Peer-reviewed)期刊、評論等。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期刊內文須
事先註冊才能線上瀏覽；大部份文章皆可免費全文
下載。


OA 名稱：ArXiv



組織機構：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收錄主題：主題涵蓋電腦資訊科學、數學、物理、
非線性科學、統計學、計量生物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



呈現方式：journal list。



功能特色：提供單一特定期刊搜尋現刊及過刊，全
文免費，目前收集超過 48 萬篇論文預印本。



OA 名稱：ASAGE



組織機構：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



收錄主題：藝術美學。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和書評。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Asia Journals of Global Studies



組織機構：AAGS（The Asia Association of
Global Studies）



收錄主題：具亞洲區域觀點的全球研究。



適用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評論等。



功能特色：本期刊一年出版兩次，鼓勵人文及社會
學科跨領域的研究；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
或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
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組織機構：Asian Development Bank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的議題
為經濟相關研究，特別著重在研究「發展』，如「經
濟發展政策」、「經濟發展運作」等。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主要使用的語言為英語，每半年
發行一次，本期刊提供線上目錄瀏覽，可依照不同
的出刊日期瀏覽全刊目錄，也提供全刊 pdf 檔，
亦有單篇文章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



OA 名稱：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組織機構：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為科學領域
的各項理論或實證研究，包含自然科學研究，如生
物學、化學、物理學、數學、醫藥等；此外，亦包
含與社會科學或商學管理，如商業與經濟學、財政
學、統計學、語言學等。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管理學
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評論等。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含四至六
期，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不同出刊日期線
上瀏覽目錄、摘要與全文，亦有全文 pdf 檔供讀
者下載使用。



OA 名稱：AstonJournals



組織機構：AstonJournals



收錄主題：藝術、社會科學、商業、經濟學、化學、
基因工程、生物科技、生命科學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農資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文章



功能特色：AstonJournals 提供
open-access,peer-reviewed 等研究文章，出
版期刊分成六大主題，出版文章都為 pdf 格式且
為公開免費給研究人員和科學家使用。



OA 名稱：Astrophysics and Space
Sciences Transactions



組織機構：Copernicus Publications



收錄主題：物理、天文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論文



功能特色：提供 Peer-Review 文章，文章大多跟
天文物理有關，如宇宙射線、太陽系和行星物理等
等，可免費下載全文文章。



OA 名稱：Astrophysics Data System
(ADS)



組織機構：High Energy Astrophysics Division
at the 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



收錄主題：主題包含天文學、行星科學、物理學及
提供 arXiv e-prints。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論文、書目資料。



功能特色：由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開發，包含八百多萬筆的天文學、物理學線上數據
資料庫和論文期刊。大多數的文章摘要可以免費線
上查看，舊的完整的文章可以查看 GIF 和 PDF 格
式，還可連結到外部的網際網路資源。



OA 名稱：Australasian Digital Thesis
(ADT)



組織機構：Council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Librarians (CAUL)



收錄主題：澳洲各校研究生各領域論文。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論文全文。



功能特色：ADT program 原先由七所大學共同組
織，至今已結合 40 所學校，提供各校論文檔案下
載，目前已超過 8 萬筆資料，計劃宗旨除了開啟研
究交流的入口之外，也期望將澳大利亞研究成果推
向國際社會。



OA 名稱：Australasian Journal of
Victorian Studies



組織機構：The Australasian Victorian Studies
Association



收錄主題：維多利亞時期研究（Victorian
Studies）。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本期刊文章所涵蓋的主題領域廣泛，包
括考古學、建築、藝術、經濟學、歷史、造景園藝、
文學、藥學、哲學、印刷文化、心理學、科學、社
會學、唯靈論、都市規劃、戲劇等等；2007 年
11 月後的期刊內容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
或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
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Bangladesh Journals Online



組織機構：由 INASP（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支持。



收錄主題：期刊資料庫。



適用學院：各學院。



功能特色：本資料庫收集在孟加拉出版的線上期
刊，並包含多種學科領域；可依議題、標題、作者
等瀏覽或搜尋；可選擇欲註冊的期刊並免費定期郵
件通知最新的目錄；大部份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
載。



OA 名稱：Bartleby.com



組織機構：Bartleby.com



收錄主題：古典英美文學、詩文、散文、小說、相
關參考書籍。 the classics of literature,
nonfiction, verse, fiction and reference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免費電子書。



功能特色：首頁推薦富有特色的作者和作品，也可
分類搜尋或瀏覽進行線上閱讀。若對線上的書籍有
興趣，也可自行購買，部份電子書有提供免費全文
下載。



OA 名稱：Behavior and Social Issues



組織機構：University of Illinois



收錄主題：人類社會行為。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Bentham Open



組織機構：Bentham Science Publishers。



收錄主題：主題涵蓋科學、工程科技、醫療，提供
近 200 筆 peer-reviewed 期刊。



適用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



呈現方式：journal list。



功能特色：依照字母順序或領域別查詢期刊，並提
供近期文章訂閱。



OA 名稱：Bioline international



組織機構：由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Canada (management office)、the
Reference Center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Brazil (host computer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Bioline/UK
(liaison) 合作計劃。



收錄主題：主題涵蓋熱帶醫學、傳染病、流行病學、
新出現的傳染病、生物多樣性、環境，養護和國際
發展。



適用學院：獸醫學院、生命科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



呈現方式：期刊名稱、文章名稱、全文。



OA 名稱：BioMed Central



組織機構： BioMed Central。



收錄主題： 收錄英國倫敦生物醫學中心(BioMed
Central)的 105 種免費全文期刊，主題涵蓋生命
科學領域主題，包括生物化學、微生物學、遺傳學、
免疫學、毒物學以及最新之生物工程學、化學接受
器研究、基因療法和免疫毒理學等。並提供 130
餘種經過 peer-reviewed 之電子期刊。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農資學院、獸醫學院。



資源類型： Metadata + journal linking。



呈現方式： journal list。



功能特色： MC 是一個獨立出版商，提供網上即
時免費查閱經過同行評議的生物醫學研究資料。
BMC 眾多的線上刊物組成了 BMC 刊物集團，內

容囊括生物學和醫學，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線上或線
上/印刷刊物，其中包括 Journal of Biology,
Genome Biology 以及 Arthritis Research。
除非特別說明須訂閱才能使用，多數電子期刊皆可
免費下載全文電子檔。


OA 名稱：Biz/ed



組織機構：Biz/ed。



收錄主題：主題涵蓋商業研究、經濟、會計、休閒、
運動旅遊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功能特色：對象為教師及年輕學生，提供學習單、
詞彙表、試算表、數據庫、線上聊天等學習資源。



OA 名稱：BMC Open Access journals



組織機構：BioMed Central。



收錄主題：提供有 187 種期刊，領域包括基本的
生命科學、麻醉學、生物資訊學、基因組學、免疫
學、老年病學、神經科學、醫藥保健等領域。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



資源類型： peer reviewed journals。



呈現方式： journal list more。



OA 名稱：BOAI



組織機構：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收錄主題：自然科學、醫學、健康科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農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
院。



OA 名稱：Boston University Digital
Research Archive



組織機購：Boston University。



收錄主題：收錄人類學、考古學、美術史、天文學、
生物學、化學、電腦工程學、地球科學、經濟學、
歷史、數學、哲學、物理學、學術報告、醫學、法
律學等等。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學術報告、文章。



功能特色：把不同領域的學科分成不同的社群，而
在?個社群中在區分學科，加快了文章的查尋，使得
使用者可藉由不同社群快速搜尋所需文章和學術報
告。



OA 名稱：Brief Chronicles



收錄主題：莎士比亞原著、文學創意等相關議題。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Bulletin of the Korean Chemical
Society



組織機構：The Korean Chemical Society



收錄主題：化學、物理、材料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文章



功能特色：收錄化學相關領域，如分析化學、電化
學、工業化學、生命科學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
學、材料化學等，The Bulletin of Korean
Chemical Society 出版自 1980 年來韓國化學學
會所出版文章 。



OA 名稱：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On-Line



組織機構：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收錄主題：本期刊主要收錄的學術論文為一年一度
的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研討會論文。
主要涵蓋的議題為商務與經濟相關的研究，依照每
年研討會主題不同，而有不同的主題。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次，主要使用語言為
英語，可依照不同出刊日期線上瀏覽全刊目錄，亦
有單篇文章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



OA 名稱：Horizons



組織機構：Prague Development Center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議題涵蓋與
所有和商業、經濟相關的的研究主題。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不
同刊期線上瀏覽全刊目錄與摘要，亦有單篇文章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



OA 名稱：BYZANTINA SYMMEIKTA



組織機構：由 the Institute for Byzantine
Research（IBR）of the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NHRF）所出版。



收錄主題：拜占庭研究（Byzantine studies）。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網頁提供英文及希臘文兩種語言介面；
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免費註冊並
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
載。



OA 名稱：Caltech Collection of Open
Digital Archives



組織機構：Caltech Library System。



收錄主題：主題涵蓋生物、化學、數學、物理天文、
工程科技、地理與地球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管理學
院。



資源類型：電子論文、技術報告、書籍、會議論文，
口述歷史紀錄。



OA 名稱：CaltechAUTHORS



組織機構：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Laboratory



收錄主題：地震科學技術報告。



適用學院、理學院



功能特色：可依照年份、主題、作者等類別瀏覽資
料庫。



OA 名稱：Caltech Library System



組織機構：Caltech Library System。



收錄主題：收錄理工相關的書目資料、電子資源(包
括電子期刊、與 OAI 的資源…)、電子博碩士論文
等等，主題涵蓋航空學、應用數學、應用力學、應
用物理學、天體物理學、生物學、化學工程、化學、
民用工程、電腦科學、控制&動態系統、地震工程、
電機工程、工程科學、環境科學&工程、地質學和
行星科學、人性&社會科學、材料科學、數學、機
械工程、物理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預刊本、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圖片。



呈現方式：書目、全文。



OA 名稱：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組織機構：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收錄主題：Communication studies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和書評。



功能特色：本期刊的目的是出版與
Communication studies 領域相關的加拿大學
術研究，近年來的以及最新議題須線上註冊，並提
供論文大綱、視聽影音資料、線上問卷瀏覽。



OA 名稱：Canadian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組織機構：CJLT



收錄主題：數位教育與學習。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CJLT 為加拿大期刊，網頁提供英文及
法文兩種語言介面；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
或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
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anadia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組織機構：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收錄主題：宗教。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和書評等。



功能特色：CJPC 為加拿大期刊，網頁提供英文及法
文兩種語言介面；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
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
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組織機構：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收錄主題：政治學。



適用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CPSR 是由加拿大學者所編著，其內容
除了包括在加拿大的政治學研究，也涵蓋
BCPSA、APPSA、PPPSA 等協會相關議題，目
的是希望促進政治學研究在加拿大社群和國際上
的進步；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免
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
全文下載。



OA 名稱：Canadian Social Science



組織機構：CAOOC（Canadian Academy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 ）



收錄主題：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



適用學院：文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



功能特色：網頁提供英文、法文兩種語言介面；可
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文章或摘要；免
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
全文下載。



OA 名稱：CBCRA



組織機構：University of Toronto



收錄主題：Breast cancer research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 literature



功能特色：網頁介面有英法對照，可根據日期、作

者、標題、主題瀏覽或關鍵字搜尋，並提供全文閱
讀。


OA 名稱：CCSE Journal Online



組織機構：CCSE（Canadian Center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收錄主題：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健康科學、
經濟與管理學。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清單。



功能特色：由 CCSE 自行出版的 OA 期刊，數量
多達 21 種，提供網站連結。



OA 名稱：CCSE Journal Online



組織機構：Sponsored by the Canadian
Committee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Education, the graduate student caucus
within Canada's national network of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收錄主題：教育。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



功能特色：本期刊內容是由加拿大的研究生所著；
網頁提供英文及法文兩種語言介面；可依議題、標
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
最新的目錄，且可留言與作者有進一步的溝通互
動；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ERN Document Server



組織機構：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



收錄主題：物理學、天文學、電機及電子工程。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論文、文章、會議資料、書籍、多
媒體。



功能特色：收錄超過 90 多萬筆書目資料，包括
36 多萬筆全文文件，大多為粒子物理和其相關的
領域研究資料，其收錄資料分成文章與預印本、書

刊及程序、會談資料、期刊及進度報告、多媒體及
外展等五大類。


OA 名稱：CESifo Forum



組織機構：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的議題
為歐洲地區的經濟研究，包含從歐洲學者的角度完
成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為季刊，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
可依照不同的出刊日期瀏覽全刊目錄，亦提供單篇
論文 pdf 檔。



OA 名稱：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組織機構：The Phys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收錄主題：物理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



功能特色：為中華民國物理協會出版期刊文章，其
分別歸類成十大主題，分別為普通物理、引力和天
文物理、基本物理和場、核子和強子物理、原子原
分和化學物理、光學、流體和電漿物理、統計和非
線性物理、凝態物理、生物物理和量子資訊等.。



OA 名稱：CiteSeer: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Digital Library



收錄主題：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Algorithms, data, metadata,
services, techniques, and software



功能特色：免費提供 Autonomous Citation
Indexing (ACI), Full-text indexing,
Acknowledgement indexing 等，有強大的搜
尋功能（如利用作者姓名等），並提供所有相關資
料的連結（如參考資料、其他資料庫和網站等等）
。



OA 名稱：CogPrints



組織機構：以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電資
院的自由軟體發展而成。



收錄主題：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哲學、語言
學、電腦工程等六大學科領域之相關期刊論文或作
者自己的學術研究。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預刊本、刊後本。



功能特色：可經由檢索、出版年或主題找尋所需的
文件。主題含蓋：心理學、語言學、電腦、 哲學、
植物學、醫學、人類學、物理學、社會學與數學等。



OA 名稱：Collection Of Biostatistics
Research Archive



組織機構：The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收錄主題：生物學、生物化學、數數、統計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生命科學院、農資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會議文章、技術報告



功能特色：文章可免費全文下載，其可依作者和主
題找尋文章，也提供數個不同機構的生物統計資
料，可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消息，有些文
章保留在此網址 http://www.bepress.com/ 。



OA 名稱：Common Wealth Journal of
Local Governance



組織機構：Supported by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the Commonwealth Local
Government Forum (UK) and the UTS
Centre for Local Government



收錄主題：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適用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評論等。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omparative Philosophy



組織機構：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收錄主題：哲學。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組織機構：Springer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之論文提供資訊工程、數
學、統計學等相關的研究論文，包含生物統計學、
計量經濟學、數據分析、繪圖、模擬、演算法與貝
氏演算法等。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含四期，主
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
錄、摘要，或下載單篇文章 pdf 檔，亦可以關鍵
字搜尋相關文章。



OA 名稱：Constructions



組織機構：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收錄主題：語言學。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 期刊。



功能特色：希望把廣泛且深入的研究議題帶給讀
者，並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而不侷限在語言學中某
依特殊的領域、語言或語系。可依議題、標題、作
者等瀏覽或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
目錄；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ontemporary Management
Research



組織機構：ATISR



收錄主題：管理學相關的領域。（accoun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lectronic commerc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rketing, consumer behavior, Internet
marketing, financial and banking, human
resource,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business ethics）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opernicus.org



組織機構：Copernicus publications



收錄主題：Geosciences, Civil Engineering,
Humanities, Radio Science 等。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理學院、工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



功能特色：OA Journal 的部份有提供相關連結，
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oriolis



組織機構：National Maritime Digital Library



收錄主題：海洋研究（maritime studies）。



適用學院：農資學院、生命科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組織機構：UTS（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收錄主題：澳洲和國際社會（Cosmopolitan
societies）的文化、社會研究



適用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評論等。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文

章或摘要；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
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raft + design enquiry



組織機構：The Craft Australia Research Centre



收錄主題：Craft and Design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



功能特色：本期刊試圖呈現現代工藝設計對社會的
貢獻，並且探究工藝設計與社會、文化、環境的交
互關係；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免
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
全文下載。



OA 名稱：Cranfield CERES



組織機構：Library&Information Service at
Cranfield Campus



收錄主題：技術報告、資訊科學、管理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論文



功能特色：收錄 pre-prints 和 peer – reviewed
期刊、全文數位論文和學位論文、書籍章節、工作
文章和技術報告。



OA 名稱：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組織機構：CAOOC（Canadian Academy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 ）



收錄主題：跨文化研究。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



功能特色：網頁提供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
法文、日文、中文等多種語言介面；可依議題、標
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文章或摘要；免費註冊並定
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ryptology ePrint Archive



組織機構：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yptologic Research(IACR)



收錄主題：數學、統計學、電腦和 IT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未出版論文

Website URL



功能特色：其依照年份、日期排列論文。註冊者其
會定期郵件通知最新論文和目錄。



OA 名稱：CSA Discovery Guides



組織機構：CSA(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原為一間公司，位於馬里蘭州
Bethesda，於 2007 年與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合併成為
ProQuest，現為 Cambridge Information
Group 的一部份。



收錄主題：藝術人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科技
工程等領域。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全文電子檔。



功能特色：每篇文章除本文外，並附有引用情形、
相關新聞報導與網站、術語解釋、作者簡介與聯絡
管道等資訊。



OA 名稱：Culture Machine



組織機構：Published by Open Humanities
Press



收錄主題：文化研究。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和評論等。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文
章；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
可免費全文下載；內有 CSeARCH 資料庫，有豐
富的文張及藏書，可透過搜尋引擎來搜尋或瀏覽，
內容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Culture, Society and Praxis



組織機構：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收錄主題：文化和社會。



適用學院 文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 (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網頁提供英文、西班牙文兩種語言介
面；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免費註
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全文

下載。


OA 名稱：Current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組織機構：Maxwell Science Publication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涵蓋的議題主要
有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合作與非合作賽局理
論、一般均衡、社會抉擇理論與社會福利、公共經
濟學、產業組織、財務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貨幣
政策、財政政策、匯率、發展經濟學、能源經濟、
供部門與小型企業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不
同出刊日期線上瀏覽全刊目錄、摘要與全文，此外
也提供單篇全文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



OA 名稱：Dialogue and Discourse



組織機構：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收錄主題：對話及言談分析、及其與其他學科的介
面研究（如哲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社會學、
語言學等）



適用學院：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 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DOAJ



組織機構：hosted by Lund University
Libraries Head Office，funded by Open
Society Institute - Budapest and also
supported by SPARC。



收錄主題：目前 DOAJ 共收錄 3347 種的期刊，
其中 1145 種期刊提供文章檢索，目前一共有
182150 篇文章收錄在 DOAJ 中。收錄主題包括：
農業及食品科學、生物及生命科學、化學、健康科
學、語言及文學、數學及統計學、物理及天文學、
工程學、美學及建築學、經濟學、地球及環境科學、

歷史及考古學、法律及政治學、哲學及宗教學、社
會科學等 15 種學科主題。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Journal metadata、Journal article。



呈現方式：journal list。



功能特色：由 Lund University Libraries 所建置
的網站，此計畫目標是希望廣為蒐集具學術價值且
可供免費使用的電子期刊，期刊蒐羅範圍不限特定
主題或語文。



Base-URL：Journal level ; Article level



ROTOCOL： VERSION 2.0



OA 名稱：DSpace at Cambridge



組織機構：Cambridge University



收錄主題：建築、歷史、生物、化學、物理、電子
和電械工程、地球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等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論文



功能特色：提供劍橋大學各個系所的研究論文和文
章，其使用者可依作者、標題、型式、系所等方式
找尋論文，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目錄。



OA 名稱：DSpace at MIT



組織機構：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收錄主題：MIT 各系所領域選定之論文，數量超
過 15,000 本。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預刊本、技術報告、研討會期刊、
working papers、圖片。



功能特色：可依照館藏地、標題、作者、主題、特
定年月來搜尋，時間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紀中葉。



OA 名稱：Indian Institute of
Astrophysics Repository



組織機構：Indian Institute Astrophysics。



收錄主題：物理學、天文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論文、多媒體。



功能特色：收錄主題分成檔案館藏、博士論文、刊
物、剪報和雜誌文章等不 同社群，而資料查詢可
依照日期、作者、主題、學科、統計等不同方式。



OA 名稱：DSQ



組織機構：SDS（The 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



收錄主題：身心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訪談、評論
等。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E-LIS



組織機構：the Italian Consorzio
Interuniversitario Lombardo per
Elaborazione Automatica。



收錄主題：綜合科學、資訊科學、計算科學和技術。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建築學資料、會議資料、書目資
料。



功能特色：可使用 E-LIS 搜尋引擎尋找書目目錄。
也可藉由學科、作者、出版社、期刊、年份和國家
等方式瀏覽文章，而註冊者，可使用其所提供服
務，不用額外付費。



OA 名稱：E-print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組織機構：Hosted by AEPIC (Advanced
e-Publishing Infrastructures) at CILEA (the
Italian Consorzio Interuniversitario
Lombardo per Elaborazione Automatica)



收錄主題：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圖書資訊學）



適用學院：文學院/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資源類型：E-print (presentation, conference
paper, newspaper, magazines, guides,
manual, journal 等)



功能特色：可透過作者/編者姓名、書籍/期刊篇
名、主題、國家、年代來搜尋瀏覽，並提供免費全
文下載。免費註冊後，可有自己的查詢紀錄等相關
資訊。



OA 名稱：Ecological Economics



組織機構：Elsevier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議題為
生態經濟學，包含生態經濟學的一切次領域，如自
然資源評估、農業永續經營與發展、生態整合技
術、從地方到全球的生態經濟模型、熱力學對經濟
與生態的影響、再生資源管理與保存、基因工程改
造對經濟與生態的影響、基因庫管理、整合自然資
源與環境服務為國民所得等。



適用學院：農資學院、生命科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每年發行一卷，每卷三期，主要使用的
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日期順序瀏覽每一期的目
錄與摘要，並有單篇文章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
此外，亦提供相關文獻連結，供讀者找尋同一主題
的文獻資料，另外，也提供每篇文章文獻書目的全
文連結。



OA 名稱：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stitute-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組織機構：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收錄主題：農業學、獸醫學、生物學、生物化學、
生態學、環境學



適用學院：農資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會議文章、書籍、論文



功能特色：ERI 提供和環境學生態學相關的資料
庫，使用上可依照作者、日期、主題、學科、資料
來源、格式、原文等方式找尋文章、書籍、論文。



OA 名稱：Econ Journal Watch



組織機構：Institute of Spontaneous Order
Economics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評論主要涵蓋議題為經濟
學相關議題，針對 1990 年之後，市場上各經濟

學期刊論文的評論。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主要收錄針對市場上經濟學期刊
論文的評論，亦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調查與經
典評論文章等。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三次，主要使用語言為
英語。可依照不同出刊日期，線上瀏覽全刊目錄與
摘要，亦有單篇文章 pdf 與全刊 pdf 檔供讀者選
擇下載。此外，本期刊網站亦提供作者連結，可一
次瀏覽該作者在本期刊當中的全部研究論文。



OA 名稱：Economic Affairs



組織機構：Wiley-Blackwell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議題為
經濟學在各層面的應用研究，每一期皆有一特定主
題。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四至六期，
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
錄、摘要與全文，亦可下載單篇文章 pdf 檔。此
外，網站提供相關文獻連結，供讀者搜尋相同主題
的文章，亦提供每篇文章的書目文獻全文連結供讀
者使用。



OA 名稱：Economic Journals on the Web



組織機構：Economic Journals on the Web



收錄主題：本網頁收錄經濟學相關的線上期刊連
結，多數為 open access 系統，亦可在其他資料庫
當中找到讀者所需的論文全文，如 JSTOR。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網頁收錄線上期刊連結。



功能特色：本網頁提供連結，供讀者連結到各個經
濟學相關期刊的首頁。



OA 名稱：Economica 組織機構：
Wiley-Blackwell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議題為
經濟學，包含經濟學各個次領域的經驗研究與理論
研究。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四期，主要
使用的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
錄、摘要與全文，亦可下載單篇文章 pdf 檔。此
外，網站提供相關文獻連結，供讀者搜尋相同主題
的文章，亦提供每篇文章的書目文獻全文連結供讀
者使用。



OA 名稱：Economics



組織機構：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包含的議題
為經濟學相關的各項原創性研究。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採用新的審查方式，每篇論文皆
經過審查過程，除編輯委員指定的審查委員外，同
時也開放註冊的讀者上網評論該文，審查委員的審
查意見，亦將上傳公開。所有評論也將集結出版為
Discussion Papers。本期刊論文皆可透過 JEL
分類系統搜尋所需要的相關文獻，亦可用其他的標
準搜尋，如日期、下載次數等。每篇文章皆可線上
瀏覽摘要與該文的審查意見，亦有全文 pdf 檔供
讀者下載使用。此外，亦提供引用格式供讀者使用。



OA 名稱：Economics & Politics



組織機構：Wiley-Blackwell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的議題
為經濟學與政治學。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三期，主要

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錄、
摘要與全文，亦可下載單篇文章 pdf 檔。此外，
網站提供相關文獻連結，供讀者搜尋相同主題的文
章，亦提供每篇文章的書目文獻全文連結供讀者使
用。


OA 名稱：Economics of Transition



組織機構：Wiley-Blackwell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議題為
經濟結構變遷、結構發展與成長，包含經濟改革進
程的原創研究與計量經濟分析，及其對總體經濟的
影響力。特別是針對中歐、東歐、獨立國協、中國
與越南的經濟轉型研究，以及其他新興市場的經濟
改革及結構變遷，如非洲與拉丁美洲等地區。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含四期，主
要使用的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
錄、摘要與全文，亦可下載單篇文章 pdf 檔。此
外，網站提供相關文獻連結，供讀者搜尋相同主題
的文章，亦提供每篇文章的書目文獻全文連結供讀
者使用。



OA 名稱：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組織機構：Mary Lou Fulton Institute &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收錄主題：教育政策。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



功能特色：網頁提供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共
三種語言介面；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
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每篇議
題有摘要介紹、作者簡介及與主題相關的其他文章
介紹，期刊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部落格提供評
論文章，可與作者有即時的線上互動，未來會增加
更多多元的內容，如影音資料、人物訪談等。



OA 名稱：Electronic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Library



組織機構：Advanced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 (ATEEC)



收錄主題：農業、食物、地球和行星科學、生態和
環境科學



適用學院：農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會議文章、參考資料



功能特色：此一電子圖書館收集環境科學資源和全
球環境問題(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一些領域
如能源、自然資源管理、安全和健康，另外如農業、
建築和綠色能源技術。



OA 名稱：Emerita



組織機構：Instituto de Lenguas y Culturas
del Mediterr?neo y Oriente Pr?ximo (ILC)



收錄主題：語文研究（Philology）、語言學、古
代歷史。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1993 年由 D. Ram?n Men?ndez
Pidal 所創，一年出版兩期，目前已累積 400 頁
有關希臘、拉丁、伊比利亞等語言的文章；網頁提
供英文、西班牙文兩種語言介面；可依議題、標題、
作者等瀏覽或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
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組織機構：Springer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議題為
環境與經濟學，如環境政策評估與發展、成本效益
分析與成本效果分析、模型與模擬、制度安排、環
境品質指標、環境商品估價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為月刊，每年發行 12 期，每 4 期為一

卷，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順序線上瀏
覽全刊目錄與摘要，亦有單篇全文 pdf 檔供讀者
下載使用。


OA 名稱：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組織機構：IOP Publishing



收錄主題：將環境變化及管理的相關研究、活動、
政策及資訊整合在此期刊當中，領域包括生物多樣
性、氣候變化、人口和環境、能源、環境歷史和文
化、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健康、政策分析、污染、
科學和政治環境風險評估等主題。



適用學院：工學院



資料類型：peer-reviewed 電子期刊



呈現方式：journal list。



OA 名稱：EPrint Series of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kkaido University



組織機構：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
Hokkaldo University



收錄主題：數學、統計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會議文章、書籍、報告



功能特色：此為北海道大學數學系所提供的資料
庫，收錄跟數學主題相關的文章、會議文章和書
籍，使用者可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資料。



OA 名稱：EPrints



組織機構：e-sprinds



收錄主題：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統計學、人文
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會議文章、期刊論文等等



功能特色：提供免費全文文章下載，期分成九大期
刊，每種有不同的主題，可以查閱期刊論文的下載
使用量和其被引用次數。



OA 名稱：eScholarship



組織機構：The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 with
the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收錄主題：藝術與人文、生命科學、法律、建築、
工程、醫學、教育、經濟、物理與數學等。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書籍、研究論文、會議紀錄等。



功能特色：可依照期刊刊名、學科領域、作者、研
討會系列、加州大學系統(UC system)分類瀏覽，
各類資料文件有簡單的介紹，如時間、大綱、引用
等訊息，大部分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Essays in History



組織機構：The Corcor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收錄主題：歷史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The annual journal



功能特色：提供全文期刊、同儕評鑑及相關書評。



OA 名稱：Ethnics & Global Politics



組織機構：Stockholm University



收錄主題：Global politics



適用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書評等。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文
章或摘要；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
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組織機構：ECSA Austria



收錄主題：European Integration Research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期刊。



功能特色：EIoP 是跨領域的期刊，研究歐洲整合與
其他領域的互動關係，如法律、經濟、政治、社會、
歷史等；可依議題、標題、作者、文章關鍵字等瀏
覽或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
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Website URL



OA 名稱：European Journal of Chemistry



組織機構：European Journal of Chemistry



收錄主題：化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



功能特色：此期刊收錄 peer-reviewed 的化學文
章，其可細分成分析化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
生物化學、生物有機化學、理論化學、應用物理化
學、製藥化學、材料化學、表面化學、化學工程等
和化學領域相關文章，此期刊為免費公開使用於網
際網路，文章和摘要可由網上獲得。



OA 名稱：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組織機構：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收錄主題：智慧財產權、電腦犯罪、資料保讙、專
利、商標、著作權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期刊



功能特色：提供科技法律等相關資訊，使用者可免
費使用其公開的文章，可依作者、主題、期刊等方
式找尋資料。



OA 名稱：Finance and Stochastics



組織機構：Springer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涵蓋領域為財務
金融，主要以機率式（stochastic method）與其
他數理方法分析並研究財務金融議題。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四期，主要
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錄、
摘要與全文，亦可下載單篇文章 pdf 檔。



OA 名稱：Fisher College of Business



組織機構：Fisher Department of Finance



收錄主題：本目錄收錄各大金融財經相關期刊網頁。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目錄收錄各大金融財經相關期刊網
頁，包含 open access 系統以及非 open access

系統之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照字母順序瀏覽，尋找所需的金融
財經相關期刊，並有連結 供讀者使用。



OA 名稱：Financial Market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組織機構：Swiss Society for Financial Market
Research (SGF)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包含金融市場
（financial marketing）、投資組合（portfolio
choices）、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
資產定價（asset pricing）、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等相關領域的原創性論文。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四期，主要
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關鍵字搜尋本期刊內容，
亦可依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錄、摘要與全文，或下
載單篇文章 pdf 檔。



OA 名稱：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組織機構：Wiley-Blackwell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與財務金融相關的研究論
文，提供學界與業界、政府部門的溝通平台，每期
有不同專題，每年的第五期為專刊，討論近期在貨
幣銀行學（money and banking）、衍生性證券
（derivative security）、企業融資（corporate
finance）與固定收益證券（fixed-income
securities）等領域的重大研究發展。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五期，主要
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關鍵字搜尋本期刊內容，
亦可依出刊順序瀏覽各期目錄、摘要與全文，或下
載單篇文章 pdf 檔。此外，網站提供相關文獻連
結，供讀者搜尋相同主題的文章，亦提供文章的書
目文獻全文連結，或交互參照供讀者使用。



OA 名稱：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組織機構：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議題為
公部門經濟學，但亦包含其他經濟學的次領域研
究，如經濟成長與發展、市場經濟與歐洲整合的過
渡研究，主要的研究區域為中歐、東歐與南歐，但
並不僅限於此。此外，每期皆有獨立的經濟學名詞
解釋專欄。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與評論等。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次，2010 年後，僅
發行英語期刊。可依照不同出刊日期線上瀏覽目錄
與摘要，並有全文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



OA 名稱：FreeMedicalJournals



組織機構：Amedeo - The Medical Literature
Service。



收錄主題：收錄醫療相關領域最近幾年的重要期刊
文章。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論文、會議資料、網站資源。



功能特色：可訂閱最新通知，掌握最新文章。



OA 名稱：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組織機構：Elsevier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研究方向為賽局
理論在各個科學領域的應用，如賽局理論的理論本
身、在經濟學、政治學、生物學、資訊科學、數學
與心理學的應用等。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至四卷，每卷兩期，
主要使用的語言為英語。可依照出刊日期順序，線
上瀏覽全部期刊目錄與摘要，並有單篇文章 pdf 檔
供讀者下載使用。此外，亦提供相關文獻連結，供
讀者找尋同一主題的文獻資料，另外，也提供每篇
文章文獻書目的全文連結。



OA 名稱：Gamut



組織機構：Music Theory Society of the
Mid-Atlantic



收錄主題：提供音樂理論與同源學科(cognate
disciplines)相關 peer-reviewed 文章，包括批
評、評論、研究和獎學金。



適用學院：文學院



呈現方式：journal list。



OA 名稱：Health InterNetwork



組織機構：Health InterNetwork Access to
Research Initiative (HINARI)，由世界衛生組織
(WHO)與出版商聯合組成。



收錄主題：HINARI(The Health InterNetwork
Access to Research)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網頁，裡
面提供免費或低價的各學科(生物醫學及相關社會
科學、法律)線上使用權限。是一個非營利機構，提
供開發中國家的非營利機構以低價存取期刊內容。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



呈現方式：全文期刊、資料庫、期刊名稱、文章名
稱。



功能特色：可依照出版商名稱、語言來搜尋適當期
刊。



OA 名稱：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Joint
Engineering/Materials Subject Centre
Resource Database



組織機構：Th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所
屬的一所主題中心。



收錄主題：提供工程領域各種教學及學習資源，以
及自行出版的 peer-reviewed 期刊，內容包括數位
學習、企業和企業家精神、學習和教學理論、永續
發展、圖像教學、書評、影評。



適用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列出與主題相關的參考資料，包含期刊
全文電子檔及參考網址。



功能特色：可依照作者姓名、主題、期別瀏覽期刊
資料庫；可針對不同主題做搜尋。



OA 名稱：HighWire Press



組織機構： Stanford University。



收錄主題： 收錄的期刊包含生命科學、醫學、物理
學、社會科學等書目及全文資源。並提供即將進入
本站的期刊及預計加入的時間；線上使用部分期刊
的統計情況；列出需要收費提供全文文獻的網站及
其收費標準；以及所收錄文獻的總數及各個期刊所
提供文獻的情況。



適用學院：生命科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 metadata、jourmal。



呈現方式： Metadata + full-text linking。



功能特色： 由美國 Stanford University 建置於
1995 年，為全球免費提供全文的學術文獻出版商
之一，收錄現今生命科學及醫學重要研究資料，至
2003 年 8 月收錄電子期刊 337 種，其中 170 種
期刊提供免費全文，包含全文 160 餘萬篇，其中近
75 萬多篇可免費取得。個人若經線上註冊，尚可享
有 eTOC Alerts、CiteTrack Alerts、PDA 等服務。
這些資料仍在不斷增加。通過該介面還可以檢索
Medline 收錄的 4500 餘種期刊中的 1200 多萬篇
文章，可看到書目摘要。



OA 名稱：Hikari Ltd



組織機構：Hikari Ltd。



收錄主題：物理數學、理論物理。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期刊論文、書籍。



功能特色：九種不同期刊論文其涵蓋數學、物理
學、工程學等領域，允許讀者免費閱讀、下載和全
文列印期刊論文、書籍。



OA 名稱：Hindawi



組織機構：Hindaw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收錄主題：科學、醫學、科技等相關領域。



適用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 journals



功能特色：期刊可依標題或學科領域來瀏覽；提供
期刊相關簡介，文章可免費全文下載，提供參考文
獻的連結。



OA 名稱：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組織機構：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收錄主題：生物學、化學、物理、電子和電機工程、
數學、經濟學、財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



資源類型：論文、文章



功能特色：收錄香港科技大學博碩士生和研究人員
所發表論文。



OA 名稱：HyperSciences_Publisher



組織機構：HyperSciences_Publisher



收錄主題：教育、商業、管理、生物、化學、經濟、
財金、工程、人文、數學、醫學、物理、統計、社
會科學、環境科學



適用學院：各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書籍、會議報告



功能特色：Hypersciences 收錄九種不同主題的期
刊，收錄文章為 peer-reviewed，內容包涵了大多
數主要的科學領域，為公開免費使用。



OA 名稱：Igitur



組織機構：The University Utrecht (in Holland)
數位科學資料庫。



收錄主題：Science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論文、文章、報告、專題等。



功能特色：有簡單及進階檢索，或可依作者姓名、
學院類別來搜尋。線上資料皆可全文下載，並提供
文章相關訊息，如出版年、關鍵字、摘要等。另外，
根據上個月及本月的點閱次數，計算出十大熱門標
題的排序，且可直接連結至文章本文。



OA 名稱：IN-TECH



組織機構：IN-TECH



收錄主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Manufacturing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適用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和書籍。



功能特色：期刊和書籍皆可依書名或刊名、學科主

Website URL

題來瀏覽，附有內容大綱及詳細簡介，文章和書本
內容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Ingenta



組織機構：London Stock Exchange's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 (AIM - ticker
PTO).



收錄主題：經濟



適用學院：法政學院



資源類型：目錄、摘要、全文



功能特色：成立於西元 1998 年 Ingenta 提供技術
和聯繫服務各界出版單位、諮詢單位。他的軟體建
立一個多變化模型提供學術、經濟、商業的出版商
及單一使用者的參考。有標明是否需付費。



OA 名稱：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



組織機構：eContent Management Pty Ltd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涵蓋的議題主
要為「創新」研究，如科技策略、合作與競爭；
企業永續經營、再造與更新；流程與產品創新與
擴散；研究管理與行銷；跨文化管理與創新；團
隊建立與團隊管理；創造力與創意團隊管理；智
慧財產管理與行銷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原創學術論文、
文獻回顧、書評、政策分析、個案研究等。



功能特色：本期刊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
不同出刊日期瀏覽全刊目錄與單篇文章摘要，亦
可下載全文 pd



OA 名稱：Intangible Capital



組織機構：Universitat Polit?cnica da Catalunya
(UPC)



收錄主題：管理經營(management)、組織行為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Theoretical and peer-reviewed) 期
刊文章。

Website URL



功能特色：網頁介面有英文及西班牙文兩種語言，
可依主題、時間、作者等來分類瀏覽或搜尋，文章
皆可免費全文下載，註冊後享有最新議題目錄的
email 通知。



OA 名稱：InterNano Nanomanufacturing
Repository



組織機構：National Nanomanufacturing
Network。



收錄主題：包括生態、環境、衛生、醫藥、機械工、
材料、商業和經濟學等綜合科學。



適用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會議記錄、電子書。



功能特色：此資料庫涵蓋奈米技術和奈米科技文
章，可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提供最新資訊。



OA 名稱：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igital
Library



組織機構：ICDL Foundation



收錄主題：故事書。



適用學院：文學院



資源類型：E-books



功能特色：免費電子童書，數量多達 4000 多本，
閱讀的操作介面有 10 餘種語言，並可根據主題、
讀者和書籍狀況、故事內容長短、閱讀時間、類型、
得獎作品等來搜尋。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Society and Education



組織機構：ATISR



收錄主題：網路社會與教育（cyber society and
education）及其相關領域。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議題、標題、作者等瀏覽或搜尋；
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的目錄；文章皆可免
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Sciences and Applied
Research



組織機構：Kava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收錄主題：本期刊主要收錄與經濟學相關的原創性
研究，如經濟學理論與政治；個體與總體經濟學；
國際經濟；歐洲經濟；區域經濟；公共經濟；財務
經濟學；商務管理；商業資訊；會計；經濟學數理
方法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含兩期，主
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不同出刊順序瀏覽全刊
目錄，亦提供單篇文章摘要與全文的 pdf 檔供讀
者下載，亦有全刊 pdf 檔供讀者選擇。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組織機構：Canadian Center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收錄主題：本期刊主要收錄與經濟學領域相關的原
創性研究，如一般經濟學、會計與財務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每年發行一卷，2009 年為一卷兩期，
2010 年為一卷四期，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
照不同的關鍵字搜尋所需的文章，如作者、關鍵
字、日期等，或依照出刊順序線上瀏覽全刊目錄與
摘要，亦有單篇文章 pdf 檔供讀者下載使用。此
外，亦提供免費帳號供讀者申請，可定期獲得最新
一期的期刊目錄。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Leadership



組織機構：The 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收錄主題：Education policy and leadership



資源類型：(Peer-reviewed) 期刊。



功能特色：可依期刊議題、標題或作者瀏覽，或透
過多項關鍵字搜尋；免費註冊並定期郵件通知最新
的目錄；文章皆可免費全文下載。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組織機構：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的議題
為賽局理論，如研究方法、理論概念與數理觀點
等。此外，亦收錄賽局理論在各領域的應用研究。



適用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每年發行一卷，每卷四期，主要
使用語言為英語。可依照不同的出刊順序瀏覽每期
的目錄與摘要，亦有單篇全文 pdf 檔供讀者下載
使用。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組織機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學術論文主要涵蓋議題有
「創新」擴散、科技管理的環保議題、中小企業「創
新」、知識財與管理、新產品與流程的發展、專案
管理、研發管理、技術評估、技術合作、技術轉移
與授權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為雙月刊，主要使用的語言為英語。可
依照不同出刊日期瀏覽全刊目錄與單篇文章摘要，
亦可下載全文 pdf 檔。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組織機構：Imperial College Press



收錄主題：本期刊主要收錄與創新管理相關的論
文，如創新整合、創新研究的文化與團隊管理、創
新研究的訓練與教育、公部門的創新與政策、組織

創造力與創意整合、創新方法與工具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學術論文。



功能特色：本期刊為季刊，主要使用的語言為英語。
可依照出刊日期瀏覽全刊目錄、單篇摘要，亦提供
全文 pdf 檔下載。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cent
Trends in Engineering



組織機構：Academy Publishe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ACEEE



收錄主題：計算機科學、土木工程、電子工程、動
機工程、電子和通訊



適用學院：工學院



資源類型：文章



功能特色：IJRTE 文章為 Academy Publisher
和 ACEEE 共同所出版，每年出刊二次，時間分別
為五月和十一月，收錄的內容跟二次的期刊會議有
關，其會議分別為 International Joint Journal
Conference in Engineering (收錄的文章出版
於 IJRTE 五月)、International Joint Journal
Conference in Computer,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收錄的文章出版於 IJRTE 十一月)。



OA 名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組織機構：InderScience Publisher



收錄主題：本期刊收錄的論文涵蓋議題有競爭力與
合作；知識財產；全球化；生產力、效率與品質；
採購；科技管理的策略與政策；研發與設計管理；
跨國合作；創新與新科技；資訊科技；政商關係；
生產系統管理；技術轉移與授權；投資機構與機
會；國際技術管理政策與策略等。



適用學院：管理學院



資源類型：本期刊收錄經審查的原創性學術論文、
審查意見、技術報告、個案研究、研討會報告、管
理報告與書評等。



功能特色：本期刊主要使用的語言為英語。可依照

Website URL

出刊日期瀏覽全刊目錄，


OA 名稱：Intute



組織規模：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收錄主題：人文藝術、健康與生活、科學科技與資
訊、社會科學



適用學院：文學院、管理學院



呈現方式：全文期刊



功能特色：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架設的網站提供給
高教育程度部門的學生、教師、研究員免費使用。
Intute service 基本上是一個經過各學科的專家
編輯的大型資料庫。



OA 名稱：IOP Institute of Physics



組織機構：IOP (Institute of Physics ）
Publishing



收錄主題：物理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全文期刊、雜誌、活動公告



功能特色：IOP 是一個科學組織以增加對了解物
理方面的應用現今會員超過 34000 人。IOP 算是
很大的物理學會內容豐富且更新速度極快。



OA 名稱：ISU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rchives



組織機構：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lowa State
University



收錄主題：電機和電子工程



適用主題：工學院



資源類型：論文



功能特色：收錄 lwa 大學電機和電子工程學等相
關論文，大多數接有全文內容，少數無法閱讀。



OA 名稱：IWMI Publications



組織機構：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收錄主題：生態學、環境學



適用學院：農資學院



資源類型：會議文章、書籍、期刊



功能特色：IWMI 為 15 個國際研究中心之一，由
60 個政府和私人組織支持，收錄主題為 CGIAR
所收集，為一非盈利組織，其 IWMI 關注於開發
中國家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管理和發展，分成四大類
水資源供應和獲取，水資源利用、健康與環境、水
和社會等。



OA 名稱：J-EAST



組織機構：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收錄主題：天文學、生物學、地球科學、醫療、數
學、物理學、化學



適用學院：理學院



資源類型：電子期刊、文章



功能特色：可藉由不同主題學科找尋相關電子期
刊，其不同主題會標示所含有的文章數量，也可依
照其所提供的期刊由英文字母為字首區分找尋相
關文件，而 J-EAST 也提供 13 個相關的研究機
構，讓使用者進一步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