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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服務的社群建立深刻的連結
為了出版貼近現實世界的研究，我們積極
尋求學者/從業人士與各大協會和社團共同
創作與合作的機會。
研究本身不但代表社會各界及各學科領域
的洞見，更為研究人員、從業人士和政策
制定者建立起全球的思想網絡連結。
•	 	去年，Emerald	期刊發表了來自	152	個
國家、超過	53,000	位作者的研究成果

•	 	所有期刊均經雙盲同儕審查，由	
15,000	多位編輯委員會成員支援

廣納意見且具建設性的研究評估作業
身為 DORA 簽署人，我們相信可以運用一
系列指標來量化研究的評估作業。
•  2020	年，以下來源引用了我們的期刊
內容：超過1,940則新聞報導、410	篇
網誌、560	份政策文件、25,300	則社
群媒體貼文

•  300	種期刊獲得	Scopus CiteScore™	
評分*

•	 	共92	種期刊收錄於	JCR，另有	201	種
期刊收錄於	ESCI*

在我們擁有最深影響力的領域裡持續
成長茁壯

我們的出版目標在於找出品質優異、可茲
應用的研究領域，以產生最大的影響力。
在這些領域裡，我們會繼續擴大期刊叢
輯。
Emerald Insight 每年開放取用（Open 

Access）內容的整體比例持續增加。同時
如果您是期刊訂閱者，我們承諾您選輯中
的所有期刊也會繼續發表最新、最切乎相
關議題的研究。
•  2022	年，預計將出版超過	14,700	則訂
閱文章，比起	2021	年有	2%	的成長	

•	 	共309	種持續出版期刊

我們調試的計畫包括
四項跨學科目標：

Signatory of

•  2021 CiteScore™ (由 Scopus® 提供技術支援)

•  2021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及 Emerging Markets Citation Index (Clarivate Analytics，2021 年)

透過任務導向的社會科學研究
激勵社會的正向改變

為了超越傳統主題學科的限制，Emerald 致力於出版品
質優異、任務導向的研究，藉此激勵社會的正向改變與
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

Emerald 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出版人協議
的草創簽署人，該協議的目的是激勵出版人採取行動，
加速推動 2030 年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探索與瀏覽影響力卓著的豐富社會科學研究內容， 
請到 emerald.com/insight

平均每週增加 300 篇新內容 每年來自全世界超過 1 億 9 百萬名
訪客，帶來超過 3 千萬次下載

彈性的開放選項
我們熱衷於提供一流的服務，以便支援客戶追求開放以及處在開
放世界過渡期中的需求。除了提供存取 Emerald 的研究，我們也
透過涵蓋文章處理費用 (APC) 的預付出版憑證，支援您的作者公
開出版文章。

更公平的社會 更健康的生活

人人皆宜的
優質教育負責任的管理

去年有超過 330 萬
篇開放取用（OA）

文章被下載



訂閱
訂閱期間，您會獲得已出版內容的永久存取權，加上精選典藏的

內容存取權，一次滿足您的需求。

下載 eJournal 訂閱選輯的著作清
單：tk.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

ejournals-listings

購買 (買斷)

一次付清即可享有 Backfiles 內容的永久存取權。

下載 eJournal Backfiles 選輯的著作清單： 
tk.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

backfiles-listings

訂閱模式

EJOURNAL 主題選輯
只要選擇與您的機構息息相關的主題領域即可，有效管理預算並量身訂做學術資源。 超過 300 種期刊，分類為 13 門專業主題選輯：

會計、金融與經濟學 商業、管理及策略 教育 工程 健康與社會照護

數位圖書資訊學 行銷 營運、物流與品管人資、學習與組織研究 資訊與知識管理

物業與建成環境管理 公共政策與環境管理 觀光餐旅與休閒管理

工程、運算與科技 EJOURNAL 叢輯
針對可改變未來的技術創新所做的影響力研究，與各大院校工程與電算學系產出的研究同步。

工程、運算與科技 eJournal 叢輯 
64 種期刊、4,000 多篇文章預計於 2022 年出版

工程、運算與科技 eJournal Backfiles 叢輯 
56 種期刊、40,400 多篇文章，年份從 1929 年起

管理學 EJOURNAL 叢輯
支援轉型的企業及管理研究，提供多樣產業觀點，關注主題從傳統管理學科到新興社會挑戰，如環境、不平等及衝突等。

管理學 eJournal 叢輯 
212 種期刊、9,800 多篇文章預計於 2022 年出版

管理學 eJournal Backfiles 叢輯 
176 種期刊、69,500 多篇文章，年份從 1899 年起

eJournal Premier 
2022 年預計出版309 種期刊、超過 14,700 篇文章

EJOURNAL PREMIER 選輯
最大份量、最高價值的多門學科選輯 - eJournal Premier 與 eJournal Backfiles Premier 無縫結合，更方便取得更多 Emerald 的 

eJournal 內容。

eJournal Backfiles Premier

265 種期刊、128,900 多篇文章，最久可回溯至 1898 年

所有文章篇數僅供參考，並有異動可能。2022 年預計出版文章數量僅為估計值。



50 多年來，積極支持新思維一直是 Emerald 的核心。我們的核
心精神是滴水涓流地幫助改變現況，讓在學術界或在產業界工作
的人們可以一起積極改變現實世界。

我們的出版物與出版服務幫助研究人員，以有意義與及時的方式
闡述其故事，提供創新的工具與服務以建立有影響力的研究。

聯絡我們關於Emerald Publishing

新內容／選輯：
黃婷鈺 Thelmal Huang thuang@emerald.com

後勤支援：
support@emerald.com

前往網站：
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

歡迎加入我們，發揮	真正的影響力。

圖書管理員工具包
存取與驗證資訊、使用者指南、圖書館推廣素材、使用報告指南與探索資源。

tk.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librarian-toolkit

探索與瀏覽
影響力卓著的豐富
社會科學研究內容
emerald.com/insight

選擇途徑
•  按照期刊、書籍、案例研究和 Expert Briefings 瀏覽
•  將特定字詞輸入快速及進階搜尋功能
•  限制搜尋結果，只顯示開放存取或您有權檢視的

內容

輕鬆導覽
•  可預期的瀏覽方式與簡潔的介面
•  可排序搜尋結果並套用類型、日期、主題和國家

等內容篩選條件
•  內容預覽及結構化摘要有助於您決定是否要閱讀

或繼續搜尋

探索新途徑
•  相關內容建議可提供新觀點的啟發
•  選取「關鍵字」有助於研究多重學科的主題
•  所有內容皆可並排顯示一目瞭然

打造專屬瀏覽歷程
•  在任何裝置上皆可提供遠端多使用者存取
•  以 HTML、PDF、EPUB 格式檢視，並直接從平台

下載引文
•  透過使用者個人檔案，您可以設定內容提醒，並

將搜尋儲存到稍後詳閱

方便探索與存取
•  支援各式認證登入，包括 IP、EZproxy、Shibboleth/ 

OpenAthens 、Referring URL，及 Google CASA

等。如有需要，亦可提供OAN (Organization Access 

Number)，方便讀者院外連線使用
•  SeamlessAccess 強化了我們服務內容，方便讀者

無縫整合查詢

•  包括 ALMA、EBSCO EDS、Primo、Summon、 
WorldCAT 在內，在所有主流探索系統皆提供索引
功能

• 提供KBART 和 MARC 記錄開放下載
•  Emerald Insight 致力遵守 W3C AA 和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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