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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 What's l\"EW in the Library~ 

a 特別報導 ﹒專訪中興大學新任圖書館館長宮大智教授

服務動態 ﹒今天行動7鳴。本信行動網頁無所不在

次 ﹒新型自助借書機 ! V-Series 

'--' ﹒ 校史網站「興湖紀事」上線嗨!

﹒ 評緝的好幫手一一直官員車主星星統計系統

. 本館館古草查詢系統已加入「與大校園資訊入口」

. 本官宮無線網絡認誼系統異動

• r快速文獻復印互惠服務」 擴大至中區的校隱~

﹒興閱坊「發表練習室」介紹一Show自我的舞台

活動看板 ﹒ 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及藝文活動

﹒閱還閱樂一生科閔選主題富農

﹒校史資料徹黨 : 拼湊中興記憶，需要您的參與

• Facebook主鐘書展接力發

﹒ 101學年度大一新生圖書館接事變活動遼草草

閔E賣館藏 ﹒ 興閱坊好書j撞車喜

電子資源 ﹒蓋j彎綜合大學共購共享-Wùey電子書

﹒與大各~所201 2年核心期刊影響指數Top 3 

﹒ 刊載本校論文影響指數最高的期刊Top 10 (2011年)

﹒ 刊載興大研究成果之國際頂尖期刊
(Landscape and Lrban P1胡ning) ( ACS K甜。》

學員譽榜 ﹒ 行政晶質評絃榮獲績優單位

人事動態 ﹒人事動態

與大各象所2012年核心別刊影響指數Top 3 

本校園書館每年依據各學院來所提出之需求，花哥哥新臺幣數千萬元訂賠西文

核心期刊，提供本校師生研究教學之用，今年(2012年)亦以新臺幣5，800多萬元訂

賭1 ，000多種西文核心期刊及期刊全文資料庫，值得師生及研究人員暸解並多加

利用。

在101學年度新學期的開始，園書館根據期刊引用報

告(Journalαtation Report ' J CR)資料庫最新公布的2011年

期刊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 IF)報告，很划。益訂路附

l 000冬灣問守紛I、創刊芝中，針對各系所挑選出150種

影響指數IF值較高的期刊，提供各*JiJT師生、尤其是研

究所新生參考，詳見下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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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影響指數IF值最高的期刊，是生命科學院生物醫學研究所訂贈的核心

期刊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 2011年的IF值為52_761 '在JCR資料庫科學版

(Science Edition)的免疫學類別139種期刊之中排名第1 ;其次為理學院物理奈的

(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IF值43_933' 在物理學類別84種期刊之中排名第1 • 

其他科學領城相關學院，所訂贈IF值最高的核心期刊分別為:農資學院生物科技

學所 (Nature Genetics ) IF值35532 、工學院材料象 (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 

IF值18_216 、獸醫學院 (Trends in Immunology) IF值1Q_403 。

在JCR資料庫社會科學n)j((Social Sciences Edi肋n) 中，

E值最高的本校核心期刊，晨起農資學院應用經濟象

(Qu削叮1y JOUrtl祉 。f Economi臼) IF值5 .920 ，在經濟學類

別320種期刊之中排名第2 ;其次是』管理學院行銷象

( Joumal of 2'v1arketing) IF值5.472 ，在商業類別113種期

刊之中排名第3 。而法政學院IF值最高者，為國際政治所

(-"uneric祖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F值3 .050 ，在政治學

類別148種期刊之中排名第1 ;文學院IF值最高者，為台

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Gender & S。口時) IF值

2.414 ，在女性研究類別38種期刊之中排名第1 ，在社會

主發類別137種期刊之中排名第7 。

小辭典一期刊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 1的

用來評量某期刊在某學科領娥的受重視程度， IF值越大表示越多人開諧與引用。

計算芳志為-自肝11站客爾益餅干11都倘有7音本企益精刮目附究動除以這組到遍

存而益干11都附有7音畫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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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各系所2012年訂購之為影響指數西文核心期刊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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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10026-7902 

知J』忠幽幽 | 

h淵明叫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I00B-011 7 

ComD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v 
And Historv 

阿圓圓圓圓扭曲 | 

;去政學院 |Urban Affairs Review |…4 

;去政學院 Social Science Comouter Review 110894-43-93 

Administration 

解伊
管理學院 Journal of Ma…~0149-2063 

管理學院 卡rgan ization Science I ω 

管理學院 Strategic Ma nagement Journal 110143-2095 

間!鵬咽 | 

管理學院 十echnovation

管理學院 |…h Pol icy I…3 

管理學院 ] ourna| of Product Innovatlon 0737-6782 
Management 

l扣E蚓品喘臼站En叫耐lC咽蝴ci

管理學院會計象 Journal of Accounti nG& 
Economics 

管理學院會計系 Accounti nc1 ， Orctan izations And 1 10361-36位
Society 

管理學院對象 Accounti ng Review 

伊品白血曲幽國~

管理學院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Physiology 

管理學院 |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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