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黨團刊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查詢遂成積

不管您使用本館新自動化任何采統，期刊影響指數介接服務無所不在，只要點

還2愉各類型館藏查詢~統中之 r Findit@NCHυ」頁草晨， 或鐸摺3 、 研這芯可

固示，皆可無縫介接Journal Citation Repo巾(JCR)查詢本校期刊館藏之影響指數，

提供您評選期刊資源及教學研究之參考。

。特定翊刊影響指數查;去

1 . 基礎查法: (詳細步驟)

請至-*館首頁→ 點還「電子資源」 → 點選「電子資料庫」 → 輸入JCR查詢~

選擇JCR Science(Social Science)網路版~ 選擇Science (或Social

Sci ence } Editi on 及 Search for a specifi c journal → 紛入刊名或ISSN查詢，即

可查到該期刊的Irnpact Factor (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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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一期刊Irnpact Factor在JCR資料庫顯示位置

2 快速查法: (詳細步驟)

請至-*館首頁→快速查詢列→選擇「書刊查詢」頁籤→輸入刊名或ISSN查詢→

點該期刊書目下的Findit@NCHυ頁籤→ 點擊「查詢期刊影響指數 (Irnpact

Factor) 排名」 → 即可查找到該期刊近5年的Irnpact Factor (固二)。

| 1日 Web 叫 'I;f'iF""2ræ rma-
Joum31 Chatlon Iteρ。'‘s﹒

4王三:.1 1- .-I l:l全副
o lmpact Factol" Trond Graph: E N ER G Y POL,lCV 
。叫-的. '軒........0怕也，- -，_切由_'"叫 ，........， ...，.而.u肌

缸M:J<<lY 叫她 'CY

i . . : 1=三一----_， .... ..___________."~~

融…

."一…..-……岫…

2009 ，Cllt 恤，咖帥Uo.. 

穹帽"祠"‘....~毛皂，“電_'-~....._.(/'1h+ 1皆-、<y-呵，、鴨"‘;h~.~_~~峙。..In..~.....，._<Ç.巴otóln.p擻~"._.",._“ I fKtoor W'."'-"'P VO\' ...... 心~t4> .，0..-鴨，、...郎"肉'. 闕_.-﹒.-‘.__.w....._c_....‘~."、~n枷.-仇.Ið. "", 
R瞥..w禍_.萬 Þ.._...k>m>.t>帽~M、--。槽h﹒-，。蟬鳴...陶.c_ ... 、_ .• “............ 10"亂，吶I~~‘

一，…一一…一~一一白白血『一.... .一一一-_......-...一一一

因二:宣拔出j逝5年的期刊Impact Factor 

。 符定掏刊學科領域排名查;去

1 . 基礎查法: (詳細步驟)

f安特這期干{影響指數之基礎查;去，查到該期刊的 Irnpact Fac!or 後，點擊

Jounal Title → 點擊Journal Ranking固示→ 即可查到該期刊相關學科領娥的期

刊排名(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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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三:該期刊相關學科領峨的期刊m名在JCR資料庫顯示位量

2 快速查法: (詳細步驟)

彼特這期刊影響指數之快速查;去，查到該期刊近 5 年的 Irnpact Factor 後 →

點擊 rRE-URN TO JOURNALJ → 點擊Journal Ranking固示→ 即可查到該

期刊相關學科領娥的期刊排名。

揖查詢小提示:如某期刊同時被收錄於Science Editi on及Social Science Edition 

時，利用快速查法僅可查詢至UScience Editi凹的相關學科領娥的期刊排名。

實目驚查找Social Science Editi on期刊排名，買。請再重新娘基礎查;去選擇Social

Science Editi on查詢。

.t反Journal Citati on Repo巾(JCR)收錄本校館藏期刊查法

請至本館首頁→點選電子資源→電子期刊→ JCR清軍→ 即可一次查得(瀏覽

)被JCR收錄之本校館藏期刊清軍。

﹒期刊影響指數 (Irnpact Factor ，簡稱IF)

羊毛「科學引用文索引J ( Sci ence Citati on Index ，簡稱SCI } , r社會科學引

用文索引J ( Social ScienceCitation Index ，簡稱SSCI} 等資料庫收錄的期刊

的影響指數，通常被用來評量某期刊在某學科領娥的重要程度， IF{直越大表示

越多人閑話與引用。某年的期刊影響指數計算方法為:某期刊過去2年所刊載

的文章為分母，在當年(current year)被引用的總次數為分子。

您覺得這篇文章: Ol1子溫馨 。好實用 。好有趣 。好豐宮 。但于新鮮 匡豆豆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