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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就大陸與臺灣兩地圖書資訊學界所認可之核心期刊，臺灣地區 7 種、大陸地區 17 種，做一基本

資料介紹，並就其相異之處，提供綜合比較，以了解兩岸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現況及其差異。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re journals in Taiwan and China. The explored factors include a variety of aspects, ranging from date 

and frequency of publication, staff of editors and publishers, topics of columns and special features, adoption of 

electronic full-textual form, indexing and abstracting services to received awards. Seven core journals published 

in Taiwan and seventeen ones in China are respectively included as the objects of research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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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術期刊為學術活動重要的產物，隨著出版方

式日益便利、刊物的發行數也愈來愈多，因此，了

解那些刊物，在質與量上是值得讀者閱讀和運用，

是相當重要的。期刊質量的評鑑方式甚多，透過核

心期刊的建置，可建立圖書資訊界核心期刊的權威

及學術性，並可作為圖書館採購期刊館藏的依據。

本研究核心期刊的界定，大陸部份是直接移用北京

大學圖書館與北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所

出版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至於臺灣部份

的核心期刊則界定為於圖書資訊學期刊排名前

40%的期刊。因此，臺灣地區是以淡江大學資訊與

圖書館學系所執行的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

研究計畫---《圖書資訊學期刊排序之研究》為依

據，該研究根據專家問卷調查、期刊引用分析、形

式審查結果之三項指標，列出 17 種臺灣地區較優

質之圖書資訊學期刊，但依照報告中三項評斷指

標，總分 80 分以上的僅有 7 種，此 7 種即本研究

認定之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黃世雄、賴鼎銘、

陳雪華等，民 90)大陸地區，則由北京大學圖書館

和北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於 1992 年、

1996 年、2000 年、2004 年出版之《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總覽》為基礎(戴龍基、蔡蓉華，2004)，該總

覽共收錄了 74 個學科核心期刊表，並分為七編，

圖書館學情報學是屬於第三編(文化、教育、歷史

編)。該總覽主要依據期刊在全國報刊索引資料庫

(複印報刊資料索引資料庫、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

文資料庫、中國科技期刊資料庫等作補充)的被索

量、複印報刊資料全文資料庫、新華文摘、中國社

會科學文摘的被摘量、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資料

庫的被引量和它引量為統計結果。此外，並依照權

重比例被索量佔 0.200、被摘量佔 0.250、被引量佔

0.200、它引量 0.200、被摘率 0.050、影響因子

0.050、獲獎或被重要檢索工具收錄 0.050 等項為篩

選指標，最後選取 17 種為核心期刊。本研究試圖

藉由分析兩地核心期刊的內容與特性，觀察出圖書

資訊學期刊的發展情況，並進一步加以比較以及了

解其差異性，以互取長處補短處，使圖書資訊學期

刊之專業性和學術性更加堅強。以下分別就臺灣圖

書資訊學核心期刊、大陸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加以

介紹，並針對二者互相比較之結果提出建議，以供

彼此參考。 

貳、臺灣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介紹 

依據《圖書資訊學期刊排序之研究》的國科會

研究成果報告，在其所評比的 17 種期刊中，選擇

評鑑結果總分為 80 分以上的 7 種期刊，做為本研

究認定之臺灣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該項報告由研

究小組針對 40 幾種期刊做初步的篩選，收錄範圍

與限制如下所述：(黃世雄、賴鼎銘、陳雪華等，

民 90，頁 7)  

1.已停刊者不收錄。 

2.不定期出刊者不收錄。 

3.通訊不收錄。 

4.一般學生刊物不收錄。 

5.凡已經被其他學科收錄的期刊不收錄，但加

收相關學科，其中僅列出一、二種具代表刊

物。 

6.非臺灣出版者之中文刊物不收錄。 

篩選過後的 17 種期刊依筆劃排序如下：《大學

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佛教圖書館館

訊》、《書目季刊》、《書苑》、《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館刊》、《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國家圖

書館館刊》、《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教學科技與

媒體》、《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圖書資訊學刊》、

《圖書與資訊學刊》、《圖書館學刊》、《圖書館學與

資訊科學》、《臺北市立圖書館館訊》、《檔案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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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此 17 種期刊中，筆者由該研究報告依據專家

問卷調查、期刊引用分析、形式審查結果三項指標

總分排序，選擇總分達 80 以上者，做為本研究臺

灣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之認定，7 種期刊依排名順

序如下：(黃世雄、賴鼎銘、陳雪華等，民 90，頁

58) 《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教育資料與圖書館

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中國圖書館學會會

報》、《圖書與資訊學刊》、《圖書資訊學刊》、《大學

圖書館》。以下針對此 7 種期刊敘述之。 

一、《資訊傳播與圖書館學》 

《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創刊於 1994 年，由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暨圖書館出版，以季刊形式

發行，僅設置研究論文一欄，編有中英文目次及摘

要，文章以中英文為主。由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之教授協同編輯，並以系主任擔任現任主編，亦成

立顧問委員會，由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教授及學者

擔任委員。為促進圖書資訊學及大眾傳播學之研究

發展而創立(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民 94)，該期

刊收錄於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圖書館學與資訊

科學文獻摘要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LISA)、圖書館學文獻資料庫(Library 

Literature，LIB)、社會科學文獻摘要(Sociological 

Abstracts，SA)、社會規劃政策與發展文獻摘要

(Social Planning/Policy & Development Abstracts，

SOPODA) 及 語 意 學 與 語 言 行 為 文 獻 摘 要

(Linguistics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LIBA)等

資料庫。(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民 93)此外，該期

刊曾獲 84 年度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良期刊

(補助)、86 年度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良期刊

(甲等、獎助款)、87 和 88 年度國科會獎助國內學

術研究優良期刊(優等、獎助款)。(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民 94) <註：該期刊最

近一期出版年代，時間為民 93 年 6 月，刊期為第

10 卷 4 期，以後即未見有新刊期出現。> 

二、《教育資料與圖書館學》 

《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創刊於 1970 年，由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出版，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和覺生

圖書館合作策劃編輯，編審委員會由各校圖書資訊

相關系所之教授及大陸地區學者擔任委員，以季刊

形式發行，原刊名為《教育資料科學月刊》(民國

59 年 3 月至 69 年 6 月)，自第 18 卷第 1 期(民國

69 年 9 月)易名為《教育資料科學》(季刊)，第 20

卷第 1 期(民國 71 年 9 月)起改為現刊名。(黃世雄、

賴鼎銘、陳雪華等，民 90，頁 62)設有編者言、實

徵研究、綜論/專述、學術短文、書評、事件評論

欄位，編有中英文目次及摘要，文章以中英文為

主。由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擔任現任

主編。以邁向 InfoLibrary 寓意之學域整合與資訊

數位化理念、反映當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圖書

館典藏內容與應用服務為主；且以探討國內外相關

學術領域之理論與實務發展，包括圖書館學、資訊

科學與科技、書業與出版研究等，並旁及符合圖書

館應用發展之教學科技與資訊傳播論述為編輯政

策，探討國內外最新教育資料科學，包括圖書館

學、資訊科學、視聽教育暨教育工藝等之理論與實

務。該期刊建置專屬的期刊網站，介紹詳盡，提供

電子全文 PDF，供使用者瀏覽，但期刊卷期內容

最早僅提供至第 28 卷第 1 期(民國 80 年)。該期刊

為 LISA 、 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LLIS) 、 PAIS 、 H.W.Wilson Database 、

ERIC、Ulrich’s、Gale、華人社會教育文獻資源中

心資料庫、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中文電子期刊服

務收錄。(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民 94)此外，亦曾

獲 82 年度教育部獎勵期刊乙類(增進人文及社會

科學學術研究之刊物)、83 和 84 年度國科會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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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術研究優良期刊(補助)。(黃世雄、賴鼎銘、

陳雪華等，民 90，頁 62)  

三、《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創刊於 1975 年，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暨「美國華人

圖書館員協會」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CALA)合作編印，以半年刊形式發

行，編輯委員為各校圖書資訊相關系所之教授，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擔任現

任主編。設有專論、研究、意見交流專欄，編有中

英文目次及摘要，文章以中英文為主。其宗旨在研

討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相關之問題；介紹有關之新

知科技；報導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界之重要活動；

聯繫國內外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從業人員及專家

學者，以謀求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之發展，是國內

最早為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LISA) 、 Library 

Literature、PAIS Bulletin (Now :PAIS Information in 

Print) 收錄並索引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專業期

刊。(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民 94)該刊建置專屬網

站(三十年期刊電子全文典藏，民 94)，文章內容全

部數位化，可由 PDF 格式下載及線上閱覽，其網

站提供刊物簡介、文章查詢，並可利用卷期和作者

及主題索引方式檢索，主題索引主要分為：理論發

展、圖書館事業、資訊服務、資訊科技、其它等五

大項。該期刊亦曾獲 92 年度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

研究優良期刊(優等、獎助款)。  

四、《中國圖書館學會會報》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創刊於 1954 年，由

中國圖書館學會主辦，由圖書資訊學相關學者專家

擔任審查，以半年刊形式發行。2005 年中國圖書

館學會更名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刊名亦變更為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編有中英文目次及

摘要。刊載內容包括圖書館學、資訊科學、目錄版

本學及檔案學等。文章內容以綜合性圖書館相關主

題為主，該期刊提供電子全文 PDF，供使用者線

上閱覽，亦為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LISA)、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料庫

所收錄，並曾獲 85 年度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

優良期刊(優等，獎助款)。(黃世雄、賴鼎銘、陳雪

華等，民 90，頁 61)  

五、《圖書與資訊學刊》 

《圖書與資訊學刊》創刊於 1992 年，由國立

政治大學出版，編輯委員為各校圖書資訊相關系所

之教授，總編輯為政大圖書館館長，相關執行編

輯，由政大圖書館館員組成。以季刊形式發行，原

刊名為《政大圖資通訊》，發行至第 9 期(民國 83

年 5 月)起更名為《圖書與資訊學刊》，無特別設置

專欄，編有中英文目次及摘要，該刊收錄圖書館

學、目錄版本學、資訊科學、檔案學及博物館學等

相關論著，內容豐富，涵蓋圖資領域不同主題之探

討，多為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理論與實務之文章。

並同時為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及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LISA)所收錄。(圖書

與資訊學刊，民 94)此外，由國立政治大學與飛資

得公司合作建置政大學報資料庫檢索系統，目前包

括《國立政治大學學報》及《圖書與資訊學刊》兩

種刊物，可進行線上查詢，並可於校園區域網路內

獲取電子全文資料，線上閱覽及下載，其範圍包括

第 20 期至 41 期，共 161 筆資料提供檢索。該刊亦

曾獲 86 年度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良期刊

(甲等)。 

六、《圖書資訊學刊》 

《圖書資訊學刊》創刊於 1967 年，由國立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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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學圖書館學會創刊，繼由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擔任發行人(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民 93)，編

輯委員為各校圖書資訊相關系所之教授，初採年刊

方式發行，原刊名為《圖書館學刊》，發行至第 13

期(民國 87 年 12 月)止；自第 14 期(民國 88 年 12

月)起，改為本刊名，期數繼續；民國 92 年 6 月發

行刊期由年刊改為季刊，期數改為第一卷第一期，

無特別設置專欄，編有中英文目次及摘要，由臺灣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擔任現任主編。該刊編輯

主旨在於結合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之相關理論與

實務，理論發展與實務並重；以實證研究之結果，

作為理論的印證與實現，以促進我國圖書資訊事業

之發展。學刊中所刊登之學術性論著，早期主要以

圖書館學、目錄學、版本學等論述與譯著為主，並

涵括國內外圖書館界相關消息報導與出版之新書

簡介。為因應資訊時代之需求，資訊科學、視聽教

育、檔案學等相關學科也列入徵稿範圍中，此外，

圖書館學最新發展趨勢之介紹，圖書館學、資訊科

學、目錄學、視聽教育及檔案學等問題之發掘與闡

述、國內外圖書館之實地見聞及調查報告、相關學

科發展之評介等學術性論著亦收錄，文章內容全文

數位化，提供電子全文 PDF 檔，可線上閱覽。 

七、《大學圖書館》 

《大學圖書館》創刊於 1997 年，由國立臺灣

大學圖書館出版，由圖書資訊學相關學者專家擔任

審查，初採季刊方式發行，發行至第四卷第一期(民

國 89 年 3 月)起，刊期改為半年刊。創刊始設有社

論、主題、專論欄位，民國 89 年後，不再設有專

欄。該刊編有中文目次和中英文摘要。由國立臺灣

大學圖書館館長擔任發行人，無設置主編。該刊創

立是為了因應大學圖書館發展面臨的挑戰，例如：

圖書經費大幅刪減、書刊費用持續上揚、虛擬圖書

館與電子圖書館帶來的影響等問題。由於國內較缺

乏專門以大學圖書館為主題並且特別為大學圖書

館館員閱讀而出版的刊物，加上大學圖書館中亦有

許多值得探討研究的課題，也惟有大學圖書館的從

業人員才能親身體會這些課題的重要性，因而促成

了該期刊的產生，期許提供一個能夠讓圖書館界同

道針對上述主題發表心得的園地(吳明德，民 86)，

並希望藉由工作經驗的心得分享，彼此交流，為大

學圖書館資訊服務，提供更完善的品質。自第一卷

一期至第三卷四期，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探討 21

世紀的大學圖書館、對於大學圖書館的再生工程、

館藏發展、建築設計、館員的繼續教育、圖書館之

間的資源共享、圖書館的參考服務及評鑑等主題加

以刊載。自刊期改為半年刊之後，不再限定給予主

題。該期刊提供電子全文內容，以網頁形式呈現，

可由線上閱覽及複製。 

表一列出臺灣地區 7 種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

之綜合比較。以下針對期刊之刊期、編輯發行、主

題特色、數位化、期刊獎項、資料庫收錄等項目說

明之。 

由表一得知，整體而言，創刊最早者為《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1954 年)，距今 51 年之久。

此外，《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圖書館學與資訊

科學》、以及《圖書資訊學刊》，大約有 30 多年歷

史，此三種期刊均為圖書資訊學系所編輯發行，除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較晚於師大社教系創立後

20 年才辦刊，其它兩種主要與系所創立同步並

行。至於 90 年代以後創立的期刊，除了《資訊傳

播與圖書館學》之外，另二種均為大學圖書館發

行，其明確實踐圖書館實務管理的研究受到重視。

至於刊期以季刊為主，其次為半年刊，沒有月刊，

發行頻率以半年刊為最長，共有三種期刊，以季刊

為最短共有四種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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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 

備註：表列 7 種期刊，皆為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料庫、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所收錄，此外，《資訊傳播與圖書

館學》自民國 93 年 6 月，出版刊期為第 10 卷第 4 期後，即未見有新刊期出現。 

 

7 種核心期刊中，以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為主

辦發行單位的，依次為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淡

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和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而由圖書館為

主辦發行單位的有政治大學圖書館和臺灣大學圖

書館；由專業學會為主辦單位的僅有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此顯示了臺灣地區的核心期刊，主要由圖

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主辦發行，並且擁有較高品質，

資訊傳播與 

圖書館學 

教育資料與 

圖書館學 

圖書館學與

資訊科學 
刊名 

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會報

圖書與 

資訊學刊 
圖書資訊學刊 大學圖書館

創刊 1994 1970 1975 1954 1992 1967 1997 

發行頻率 季刊 季刊 半年刊 半年刊 季刊 季刊 半年刊 

主編 系主任 系主任 所長 無 館長 系主任 無 

主辦單位 世新大學資傳系 淡江大學資圖系 臺灣師大圖資所
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 
政治大學圖書館 臺大圖資系 臺大圖書館 

專欄 無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特色 文章內容亦注重

大眾傳播學方面 

文章內容包含國

內外最新教育資

料科學 

綜合性刊物，注

重國內外新知 

綜合性刊物，作

者多為圖書館界

學者，專業學會

主辦 

多為圖書館學與

資訊科學理論與

實務之文章 

文章主題亦包含

資訊科學、視聽

教育、檔案學等

相關學科 

專門以大學圖書

館為主題並且特

別為大學圖書館

館員閱讀而出版

的刊物 

提供電子全文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曾被收錄與否 LISA、LIB、SA LISA、LLIS、PAIS 

SOPODA、LIBA H.W.Wilson 

Database  

ERIC、Ulrich’s、

Gale 

華人社會教育文

獻資源中心資料

庫、臺灣人文學

引文索引、 中文

電子期刊服務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LISA

Library Literature

、PAIS  

LISA 

 

 LISA 見備註 見備註 

特殊榮譽 84、86、87、88

年度國科會獎助

國內學術研究優

良期刊 

82 年度教育部獎

勵期刊乙類。 

83、84 年度國科

會獎助國內學術

研究優良期刊 

92 年度國科會獎

助國內學術研究

優良期刊 

85 年度國科會獎

助國內學術研究

優良期刊 

86 年度國科會獎

助國內學術研究

優良期刊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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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於眾多圖書館學相關期刊中脫穎而出。而由大

學圖書館擔任主辦單位的政治大學與臺灣大學圖

書館，都是臺灣地區館藏量與學術性地位相當高的

單位，亦具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的設立。總之，

臺灣地區核心期刊擁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為支

持背景的發行刊物，佔了大多數。至於，現任主編

方面，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所發行的刊物，由該系

系主任或所長擔任，具有相當學術背景，使刊物更

具學術性，而由大學圖書館發行的刊物，則由館長

擔任主編。 

在刊物主題特色方面，自核心期刊刊名中即可

觀察出相關訊息，例如：《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除了圖書館學相關主題文章之外，也注重大眾資訊

傳播方面的主題以及使用者資訊行為的探討。《教

育資料與圖書館學》之主題內容亦包含教育科技方

面的文章。《大學圖書館》專門為大學圖書館館員

閱讀而出版的刊物，早期文章內容以探討大學圖書

館經營管理及其他相關議題，日後亦走向綜合性主

題期刊。至於其他四種期刊則多為注重圖書館與資

訊科學國內外相關新知之綜合性期刊。 

數位化方面，臺灣地區 7 種核心期刊，皆具有

部分電子全文可供使用者線上閱覽，其中《圖書館

學與資訊科學》建置了專屬的電子期刊全文網站，

並提供文章查詢、卷期和作者及主題索引方式檢

索，顯示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數位化情

況甚佳，期刊全文內容獲取方式便利。 

在期刊獎項方面，除了《圖書資訊學刊》與《大

學圖書館》之外，其餘 5 種均曾獲國科會獎助國內

學術研究優良期刊，其中《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尚獲得教育部獎勵期刊乙類之榮譽。在國內外資料

庫收錄方面，7 種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皆為國內中

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料庫、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所收錄。除了《圖書資訊學刊》與《大學圖書

館》之外，其他 5 種期刊均有被國外索引摘要及期

刊 名 錄 資 料 庫 收 錄 ， 其 中 以 被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LISA)收錄最多，《資

訊傳播與圖書館學》、《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圖

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三種期刊為最多國外資料庫收

錄。顯示臺灣地區核心期刊，亦受到國外圖書資訊

學相關資料庫的肯定，具有一定學術地位及影響

力。 

參、大陸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介紹 

北京大學圖書館和北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

研究會合編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4 年

版中(戴龍基、蔡蓉華，2004)，根據被索量、被摘

量、被引量、它引量、被摘率、影響因子、獲國家

獎或被國內外重要檢索工具收錄等 7 種評價指

標，列出了大陸地區關於圖書館學情報學類核心期

刊表，共計有 17 種核心期刊，分別是：《中國圖書

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大學圖書館學報》、《情

報學報》、《圖書館雜誌》、《情報科學》、《圖書館建

設》、《圖書館》、《情報雜誌》、《圖書館論壇》、《現

代圖書情報技術》、《情報資料工作》、《情報理論與

實踐》、《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圖書館理論與實

踐》、《圖書情報知識》、《現代情報》，茲逐一介紹

如下： 

一、《中國圖書館學報》 

《中國圖書館學報》創刊於 1957 年，由中國

圖書館學會與國家圖書館主辦，以雙月刊形式發

行，是圖書館學綜合刊物，亦為中國圖書館學最高

學術期刊。其原刊名為《圖書館學通訊》(1957~1960

年、1979~1990 年)，1961~1964 年曾改名為《圖書

館》，自 1991 年起改為現刊名。該期刊由中國國家

圖書館副館長擔任現任主編，設有理論研究與實踐

研究、事業發展與現代化建設、探索與交流、訊息

與動態等欄目(中國圖書館學會，2005)，把理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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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與實踐研究並列，作為表明了其學術性和理論色

彩，並編有中英文目次和中英文摘要。該刊為國家

級圖書情報學專業期刊，以廣大圖書情報工作者和

圖書館學情報學專業師生為主要讀者對象，且以展

開圖書情報學學術研究和交流為宗旨，是發表學術

研究成果、交流學術思想的專業學術性刊物。從

90 年代中期至今，《中國圖書館學報》所發表文章

被引次數和轉載率在大陸圖書館學期刊中都位居

第一，更被業內專家和學者譽為中國圖書館學第一

刊。收錄於國外資料庫如：圖書館文獻(Library 

Literature)、圖書館與情報科學文摘(LISA)、最新

連續出版物題錄(New Serial Titles)、烏利希國際期

刊 指 南 (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該期刊被定為國家級核心期刊、中國

期刊方陣期刊，並榮獲國家期刊獎之百種重點期刊

獎，為全國優秀圖書館學期刊與圖書館學專業的核

心期刊。(丘峰，1997)  

二、《圖書情報工作》 

《圖書情報工作》創刊於 1956 年，由中國科

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主辦，以月刊形式發行，是圖書

館學與情報學之綜合刊物。原刊名為《中國科學院

圖書館通訊》(1956~1960 年)，1961 年更名為《圖

書館工作參考資料》，1975 年再改名為《圖書館工

作》，自 1980 年起改為現刊名。(丘峰，1997，頁

35)該期刊由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擔

任現任主編，設有專題、研究論文、基金項目、工

作研究、評論與論壇、專業圖書館學會園地、簡訊

等欄目，並編有中英文目次和中英文摘要。該刊以

研究圖書館學、情報學理論、交流工作經驗、報導

學科動向、評論專業文獻為宗旨。(丘峰，1997 年

6 月，頁 34)該刊被烏利希國際期刊指南(Ulrich)、

圖書館與情報科學文摘(LISA)、Uncover 等國際著

名期刊檢索系統收錄(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2005)，且多次榮獲全國圖書館學優秀期刊、全國

優秀科技期刊評比二等獎、中國科學院優秀期刊一

等獎等獎項。特別是在 2001 年，該刊入選中國期

刊方陣，被授予「雙獎」期刊稱號，成為業內惟一

獲此殊榮的期刊。 

三、《大學圖書館學報》 

《大學圖書館學報》創刊於 1981 年，由北京

大學和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指導委員會

主辦，以雙月刊形式發行，原刊名為《大學圖書館

動態》(1981~1982 年)，1983~1988 年改刊名為《大

學圖書館通訊》，自 1989 年起改為現刊名，由全國

高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擔任現

任主編，設有專題、用戶研究與服務、圖書館與圖

書館事業、合作與共享、自動化網絡化數字化、文

獻信息資源建設、文獻信息組織與利用、探索與交

流、圖書館建築、文獻研究、圖苑傳真等欄目(大

學圖書館學報，2005)，並以報導、交流、研究全

國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現實問題為主，兼顧圖書館學

情報學理論發展研究，關注在全球信息化浪潮衝擊

下圖書館的生存和發展，關心如何完成從傳統圖書

館向現代化圖書館的轉變。(丘峰，1997，頁 31)

此外，該刊亦注重理論與實務的關聯，密切關注和

報導管理的新理念和服務新手段，以及信息新技術

在圖書情報事業中的應用。該期刊連續五次榮獲中

國圖書館學優秀期刊稱號，且被中國期刊網、中國

科技期刊資料庫、中文電子期刊服務(臺灣)收錄。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2005)  

四、《情報學報》 

《情報學報》創刊於 1982 年，由中國科學技

術情報學會與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主辦，以雙

月刊形式發行。該刊為情報學綜合之刊物與中國情

報學最高學術期刊，設有主要欄目為理論探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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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與發展、情報方法、情報技術、情報檢索、情報

教育、情報人物、情報戰爭、情報縱橫、情報海外、

信息產業、爭鳴園地、高校圖書情報等(情報學報，

2005)，並編有英文目次和英文摘要。該刊理論研

究和應用研究並重，刊載情報科學領域的學術論

文、研究報告、學術討論和綜合評述(戴龍基、蔡

蓉華，2004)，其內容包括：信息收集、加工、存

儲、檢索、分析研究、傳遞與應用中的理論和方法；

信息經濟、信息產業、信息市場和用戶研究；信息

工作的組織、管理和政策研究等。(中國科學技術

情報學會，2005)此外，文章內容主題，較偏向信

息相關方面，圖書館方面文章較少，曾多次被評定

為全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核心期刊，以及中國人文和

社會科學論文統計與分析研究資料庫核心期刊，並

榮獲陝西省優秀科技期刊獎。 

五、《圖書館雜誌》 

《圖書館雜誌》創刊於 1982 年，由上海市圖

書館學會與上海圖書館主辦，以月刊形式發行，現

任主編由上海圖書館副館長擔任，該刊設有專題研

討、理論探索、工作研究、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

館、經驗交流、新技術應用、新書評點、海外眺望、

文史天地、上圖講座經典、閱讀時空、信息窗等欄

目。(圖書館雜誌，2005)其編輯出版歷程中，是站

在學科發展的前線，注重理論與實踐的聯繫為辦刊

宗旨，形成了前瞻探索與現實研究、理論學術與實

踐操作相互重視的特色，並且比較注重圖書館實際

工作者的需求，為實踐範疇的討論與交流提供了較

多的篇幅。(圖書館雜誌，2005)該期刊為大陸地區

中國期刊方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CSSCI 來源期刊、中國優秀圖書館學期刊所認可，

且於 2005 年 3 月 21 日成立自己的專屬網站。 

 

六、《情報科學》 

《情報科學》創刊於 1980 年，並於 1998 年合

併了 1982 年創辦的以翻譯介紹國外情報科學研究

成果為主的學術刊物《國外情報科學》。由中國科

學技術情報學會與吉林大學主辦，以月刊形式發

行，現任主編由吉林大學管理學院信息管理系教授

擔任，為情報學理論與研究方面之學術刊物。該刊

設有綜述與評論、研究生園地、信息系統與網絡、

信息資源建設、理論縱橫、專論等欄目，且編有英

文目次和英文摘要，其宗旨在透過學術交流促進大

陸情報科學研究發展，開展情報教育，普及情報知

識，故主題內容涉及高校圖書館網路化建設、現代

信息業發展、多媒體技術與情報人員結構等方面。

(戴龍基、蔡蓉華，2004，頁 223)該期刊為中國期

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全文、中國學術期刊

綜合評價數據庫來源期刊、中國科學引文數據庫來

源期刊，以及美國烏利希國際期刊指南收錄。(情

報科學，2005)此外，亦曾獲國家科委科技情報成

果三等獎和黑龍江省期刊一等獎。 

七、《圖書館建設》 

《圖書館建設》創刊於 1978 年，由黑龍江省

圖書館和黑龍江省圖書館學會主辦，以雙月刊形式

發行，原刊名為《黑龍江圖書館》(1978~1991 年)，

自 1992 起改為現刊名，現任主編由黑龍江省圖書

館副館長擔任，為圖書館學專業之期刊。該刊設有

理論探索與建設、信息資源建設、標引與編目、信

息管理與服務、事業建設、述評、各抒己見、書山

引徑、圖情快訊等欄目(圖書館建設，2004)，且編

有中英文目次和中英文摘要。該期刊之宗旨在促進

圖書情報界的學術交流，普及圖書館學情報學專業

知識，傳播圖書館情報工作的先進經驗，以理論建

設、業務建設、圖書館文化三個版塊為核心(戴龍

基、蔡蓉華，2004，頁 266)，且為中國優秀圖書

9 



圖書與資訊學刊  第 58 期 

館學期刊與黑龍江省一級期刊所認可。 

八、《圖書館》 

《圖書館》創刊於 1973 年，由湖南省圖書館

與湖南省圖書館學會和湖南省中心圖書館委員會

主辦，以雙月刊形式發行，原刊名為《圖書館工作

參考資料》(1973 年)，曾於 1974~1979 年改名為《圖

書館工作》，到 1980~1982 年再改名為《湘圖通

訊》，自 1983 年起改用現刊名。(丘峰，1997，頁

33)現任主編由湖南省圖書館館長擔任，為圖書館

學綜合刊物。該刊設有今日觀察、學術論壇、專題

研究、工作研究、書林清話、圖苑信息等欄目，反

映圖書館學研究成果，刊登圖書館學、情報學、目

錄學、分類學理論及業務工作研究的文章，以普及

圖書館學知識(戴龍基、蔡蓉華，2004，頁 266)，

該期刊曾連續四次獲得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稱號及

連續五次獲中國圖書館學優秀期刊所認可。 

九、《情報雜誌》 

《情報雜誌》創刊於 1982 年，由陝西省科技

情報學會與陝西省科技信息研究所主辦，以月刊形

式發行，原為 1982 年科技情報工作參考材料和情

報學會通訊合併之《陝西情報工作》，自 1985 年起

改為現刊名。該刊為一結合情報科學理論研究和情

報實踐研究於一體的情報信息學術刊物，設有情報

方法、情報技術、理論探討、改革與發展、情報海

外、信息產業、情報檢索、情報業務研究、高校圖

書情報、情報教育等欄目，並以貫徹科技情報工作

方針政策、開拓情報學研究領域、提高科技情報工

作水平、促進科技情報事業為發展宗旨。(丘峰，

1997，頁 32)該刊被評定為全國情報學核心期刊與

中國科學引文資料庫來源期刊及中國人文和社會

科學論文統計與分析研究資料庫核心期刊等。此

外，亦榮獲陝西省優秀科技期刊獎，且被科技部西

南訊息中心的中文科技期刊資料庫和中國期刊網

全文收錄。(情報雜誌，2005)  

十、《圖書館論壇》 

《圖書館論壇》創刊於 1981 年，由廣東省立

中山圖書館與廣東圖書館學會、廣東省高校圖書館

工作委員會和廣東省中心圖書館委員會等主辦，以

雙月刊形式發行，原刊名為《廣東圖書館學刊》

(1981~1990 年)，自 1991 年起改為現刊名，現任主

編由廣東省立中山圖書館館長擔任，為社會科學學

術理論類期刊。該刊設有學者論壇、爭鳴與探索、

網絡化與電子化與自動化、信息資源建設與信息管

理、信息組織與信息服務、信息開發與信息利用、

圖情教育與素質教育、從業抒懷、圖書館巡禮、一

事一議、文獻之窗、專訊、簡訊等欄目。(圖書館

論壇，2005)其辦刊宗旨為發表圖書館學與情報學

學術研究成果，交流工作經驗和有關信息。該期刊

於1995年與1998年二次被中國圖書館學會評為全

國優秀圖書館學期刊、廣東省第二屆優秀社會科學

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

引文索引來源期刊等 (廣東省立中山圖書館，

2005)。 

十一、《現代圖書情報技術》 

《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創刊於 1980 年，由中

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主辦，以月刊形式發行，原

刊名為《計算機與圖書館》(1980~1984 年)，自 1985

年起改為現刊名，現任主編由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

中心主任擔任。該刊設有數字圖書館、信息檢索技

術、網絡資源與建設、教育與培訓、企業信息管理

技術、工作交流、動態、通知等欄目。創刊時，就

以推展中國圖書情報現代化事業的發展為己任，倡

導理論聯繫實踐，普及與提升相結合，率先吹響了

將計算機技術應用於大陸圖書情報領域的號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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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刊宗旨為：理論與實踐相結合，普及與提升並

重，倡導服務創新，目標為打造國際一流的專業類

學術期刊，致力於推展中國圖書情報技術的研究與

應用，同時也抱有遠大的目標和強烈的使命感，即

改革、創新、發展。(現代圖書情報技術，2005)該

期刊於 1994 年獲中國科學院優秀期刊獎，且多次

為中國圖書館學會認可為全國優秀圖書館學期刊。 

十二、《情報資料工作》 

《情報資料工作》創刊於 1980 年，由中國社

會科學信息學會和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以雙月刊形

式發行，原刊名為《資料工作通訊》(1981~1984

年)，自 1985 年起改為現刊名，且為中國社會科學

信息學會會刊。該刊設有理論探索與爭鳴、文獻分

析研究、社科信息教育、企業信息建設、台港澳之

窗、國際信息業、講座、文摘、信息窗等欄目(情

報資料工作，1998)，並以開拓社科情報理論、繁

榮社科情報學術為宗旨，堅持學術性、實踐性和知

識性相結合。(丘峰，1997，頁 32)該期刊為中國學

術期刊(光碟版)全文、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數據

庫收錄。 

十三、《情報理論與實踐》 

《情報理論與實踐》創刊於 1964 年，由中國

國防科學技術信息學會和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第二

一○研究所主辦，以雙月刊形式發行，原刊名為《兵

工情報工作》(1964~1986 年)，自 1987 年起改為現

刊名。該刊設有專題、理論與探索、實踐研究、信

息系統、綜述與述評等欄目(情報理論與實踐，

2005) ，並以報導情報學理論、方法和技術在圖書

情報工作中的應用為宗旨，強調全面、系統、及時、

準確報導國內外圖書館學情報學與信息技術發展

動態，及研究探討圖書館學情報學理論方法、信息

服務實踐和科技信息工作，在大陸圖書館學情報學

核心期刊中有較高聲譽，於國內外亦有廣泛影響，

並且涉及情報學研究發展、圖書館數字化、信息檢

索技術、網絡信息資源管理、企業競爭情報、信息

管理系統等圖書情報工作的各個層面，具有內容豐

富、針對性強、與實際緊密結合等特點。(情報理

論與實踐，2005)該期刊被列為中國學術期刊綜合

評價數據庫、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數據庫、中文

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複印報刊資料等之來源期刊，

此外亦為中國國防科技訊息學會優秀期刊所認

可，且被俄羅斯《文摘雜誌》情報科學分冊及美國

《Ulrich 國際期刊指南》收錄。 

十四、《圖書館工作與研究》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創刊於 1979 年，由天

津市圖書館和天津市圖書館學會主辦，以雙月刊形

式發行，現任主編由天津市圖書館館長擔任。該刊

設有理論研究、圖書館事業、書目數據建設、文獻

資源建設、讀者工作、數字圖書館、文獻工作與研

究、城區專門圖書館、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工作、

海外掠影、兒童圖書館等欄目(圖書館工作與研

究，2005)；並以交流和研究圖書情報工作及研究

成果，普及圖書情報學知識為辦刊宗旨，其設有兒

童圖書館專欄，主題為討論閱讀問題與青少年應該

培養的能力等。該期刊為全國優秀圖書館學期刊、

中國圖書館學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

刊所收錄。 

十五、《圖書館理論與實踐》 

《圖書館理論與實踐》創刊於 1979 年，由寧

夏回族自治區圖書館學會和寧夏回族自治區圖書

館主辦，以雙月刊形式發行，原刊名為《寧夏圖書

館通訊》(1979~1985 年)，自 1986 年起改為現刊

名，現任主編由寧夏圖書館研究館員擔任。該刊設

有學術探討與工作研究、綜合評述、信息學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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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爭鳴、業務知識講座、三大類型圖書館事業、

海外鏈接、圖書館與信息服務業與西部大開發、民

族文獻與地方文獻：研究與開發、專業史苑、圖書

館數字化技術平台、經驗交流、基層圖書館等欄目

(圖書館理論與實踐，2005)，並以立足寧夏、面向

全國，以繁榮圖書館學研究、開發信息資源，培養

新型圖書館員，促進圖書館事業改革與發展為辦刊

宗旨(丘峰，1997，頁 33)，其闢有全國圖書館學情

報學精選文摘，可通覽業界最新學術動向與學術精

品無遺。該期刊連續五屆蟬聯全國圖書館學優秀期

刊獎與連續四屆蟬連中國核心期刊，以及兩次入選

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且於 2002 年進入寧

夏社會科學十大一級期刊清單。(中國數字化期刊

群，2005)  

十六、《圖書情報知識》 

《圖書情報知識》創刊於 1980 年，由武漢大

學主辦，武漢大學信息管理學院承辦，以雙月刊形

式發行，由武漢大學信息管理學院院長擔任現任主

編。該刊設有專題研究、博士論壇、圖書和文獻與

出版、情報和信息與決策、知識和學習與管理、消

息與書訊等欄目(圖書情報知識，2005)，並為圖書

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及出版發行學方面的專業學

術刊物，其辦刊宗旨為繁榮圖書館學、情報學、檔

案學、出版發行學理論研究，推動圖書情報工作和

教育部門、檔案部門等業務工作改革，為專業和部

門工作者與理論工作者提供專業知識和業務技

能。(丘峰，1997，頁 34)其設置的博士論壇欄目，

主要為在學的博士生和已畢業的博士生提供一個

展示、交流學術觀點和理論創見的平台，選題範圍

一般不作具體限定，但對選題的創新性和前瞻性要

求較高，該專欄在大陸國內獨樹一幟，所刊發的論

文幾乎全部被人複印報刊資料全文轉載，堪稱是一

個精闢專欄。(武漢大學信息管理學院，2005)該期

刊為中國圖書館學優秀期刊與湖北省新聞出版局

評定為省優秀期刊，且被烏利希國際期刊指南與中

國學術期刊光碟版及中國期刊網收錄。 

十七、《現代情報》 

《現代情報》創刊於 1980 年，由中國情報學

會與吉林省科技訊息研究所和現代情報雜誌社主

辦，以月刊形式發行，為資訊學理論之刊物。該刊

設有理論探索、信息化與網絡建設、數字圖書館技

術論壇、圖書館管理與資源建設、工作研究、企業

情報工作、情報教學、情報縱橫等欄目(現代情報，

2005)，自創刊以來，面向全國，圍繞經濟建設開

展信息服務，以宣傳普及情報科學知識，增強全社

會情報意識和信息觀；傳播現代科學知識；提升全

民情報素質和科技文化水平為宗旨。該期刊為中國

學術期刊綜合評價數據庫來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

科學引文數據庫來源期刊、全國情報核心期刊所認

可。(吉林省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5)  

表二列出 17 種大陸地區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

之綜合比較。以下針對期刊之刊期、編輯發行、主

題特色、數位化、期刊獎項、資料庫收錄等項目說

明之。 

由表二得知，《圖書情報工作》於 1956 年創

刊，為大陸地區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中最早創立

者。大陸核心期刊之發行頻率以雙月刊為最長，共

有 11 種期刊，以月刊為最短，共有 6 種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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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大陸地區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 

刊名 
中國圖書館 
學    報 

圖書情報工作 
大學圖書館

學    報 
情報學報 圖書館雜誌 情報科學 

創刊 1957 1956 1981 1982 1982 1980 

發行頻率 雙月刊 月刊 雙月刊 雙月刊 月刊 月刊 

主編 國家圖書館副館

長 

研究館員 情報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兼秘書長

 上海圖書館副館

長 

信息管理系教授

主辦單位 中國圖書館學會

國家圖書館 

中國科學院文獻

情報中心 

北京大學 

教育部高等學校

圖書情報工作指

導委員會 

中國科學技術情

報學會 

中國科學技術信

息研究所 

上海市圖書館學

會 

上海圖書館 

中國科學技術情

報學會 

吉林大學 

特色 國家級 核心 期

刊、中國圖書館

學最高學術期刊

交流工作經驗、

報導學科動向、

評論專業文獻 

報導、交流、研

究大學圖書館資

訊工作現實問題

為主 

理論研究和應用

研究並重，刊載

情報科學領域的

學術文章 

較注重圖書館實

際工作 者的 需

求，為實踐範疇

的討論、交流提

供了較多的篇幅 

內容涉及高校圖

書館網 路化 建

設、現代資訊業

發展、多媒體技

術、資訊人員結

構 

曾被收錄

與否 

LISA、Ulrich、

Library 

Literature、 

New Serial Titles

LISA、Ulrich、 

Uncover 

中國科技期刊資

料庫、中文電子

期刊服務(臺灣)

 CSSCI 來源期刊 Ulrich、中國學術

期刊(光碟版)、中

國學術期刊綜合

評價數據庫來源

期刊、中國科學

引文數據庫來源

期刊 

特殊榮譽 國家級 核心 期

刊、中國期刊方

陣期刊、國家期

刊獎之百種重點

期刊獎、.圖書館

學專業的核心期

刊 

全國優秀科技期

刊、中國科學院

優秀期刊、入選

中國期刊陣，被

授予"雙獎"期刊

稱號(2001) 

五次榮獲中國圖

書館學優秀期刊

稱號 

中國人文和社會

科學論文統計與

分析研究資料庫

核心期刊 

中國期刊方陣 

中國人文社會科

學核心期刊 

國家科委科技情

報成果三等獎 

黑龍江省期刊一

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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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大陸地區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續 1) 

刊名 圖書館建設 圖書館 情報雜誌 圖書館論壇 
現代圖書情

報技術 
情報資料 
工作 

創刊 1978 1973 1982 1981 1980 1980 
發行頻率 雙月刊 雙月刊 月刊 雙月刊 月刊 雙月刊 
主編 黑龍江圖書館

副館長 
湖南圖書館館

長 
 廣東省中山圖

書館館長 
中國科學院文

獻情報中心主

任 

 

主辦單位 黑龍江省圖書

館 
黑龍江省圖書

館學會 

湖南圖書館 
湖南省圖書館

學會 
湖南省中心圖

書館委員會 

陝西省科技情

報學會 
陝西省科技信

息研究所 

廣東省立中山

圖書館 
廣東圖書館學

會 
廣東省高校圖

書館工作委員

會 
廣東省中心圖

書館委員會 

中國科學院文

獻情報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

信息學會 
中國人民大學

特色 以理論建設、

業務建設、圖

書館文化三個

版塊為核心 

反映圖書館學

研究成果、及

刊登業務工作

研究的文章 

情報科學理論

研究和情報實

踐研究於一體

的情報信息學

術刊物 

發 表 圖 書 館

學、資訊學學

術研究成果，

交流工作經驗

和有關訊息，

為社會科學學

術理論類期刊

率先將計算機

技術應用於大

陸圖書情報領

域，倡導理論

聯繫實踐，普

及與提升相結

合 

開拓社科情報

理論、繁榮社

科情報學術為

宗旨，堅持學

術性、實踐性

和知識性相結

合 
曾被收錄

與否 
  中國科學引文

資料庫、中國人

文和社會科學

論文統計與分

析研究資料庫、.
科技部西南訊

息中心的中文

科技期刊資料

庫 

中國人文社會

科學核心期刊

要覽、中文社

會科學引文索

引 

 中國學術期刊

綜合評價資料

庫、中國學術

期刊光碟版 

特殊榮譽 黑龍江省一級

期刊 
全國中文核心

期刊 
 

全國情報學核

心期刊 
陝西省優秀科

技期刊獎 

廣東省第二屆

優秀社會科學

期刊 

1994 年獲中國

科學院優秀期

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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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大陸地區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續 2) 

刊  名 情報理論與實踐 
圖書館工作與

研    究 
圖書館理論與

實    踐 
圖書情報知識 現代情報 

創刊 1964 1979 1979 1980 1980 

發行頻率 雙月刊 雙月刊 雙月刊 雙月刊 月刊 

主編  天津市圖書館館

長 

研究館員 信息管理學院院

長 

 

主辦單位 *中國國防科學技術

信息學會 

*天津市圖書館 

*天津市圖書館學

會 

*寧夏回族自治區

圖書館學會 

*寧夏回族自治區

圖書館 

武漢大學信息管

理學院 

*中國情報學會 

*吉林省科技訊息

研究所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

第二一○研究所 *現代情報雜誌社

特色 全面、系統、及時、

準確報導國內外圖

書館學資訊學與資

訊技術發展動態 

設有兒童圖書館

專欄，主題為討論

閱讀問題、青少年

應該培養的能力 

繁榮圖書館學研

究、開發資訊資

源，培養新型圖書

館員，促進圖書館

事業改革與發展 

設有博士論壇，提

供博士一個展示

交流學術觀點和

理論創見的平台 

以宣傳普及情報

科學知識，增強全

社會情報意識和

資訊觀 

曾被收錄

與否 

Ulrich、中國學術期

刊綜合評價資料

庫、中國人文社會科

學引文資料庫、中文

社會科學引文索

引、俄羅斯《文摘雜

誌》情報科學分冊收

錄 

  Ulrich 

中國學術期刊光

碟版 

中國學術期刊綜

合評價資料庫 

中國人文社會科

學引文資料庫 

特殊榮譽 中國國防科技訊息

學會優秀期刊 

中國圖書館學核

心期刊 

中國核心期刊、全

國人文社會科學

核心期刊、2002

年寧夏社會科學

十大一級期刊 

中國圖書館學優

秀期刊 

中國人文社會科

學核心期刊 

湖北省新聞出版

局評定為省優秀

期刊 

全國情報核心期

刊 

備註：此表所列 17 種大陸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皆有設置專欄，但皆無提供電子全文，其中在主編方

面《情報學報》、《情報雜誌》、《情報資料工作》、《情報理論與實踐》、《現代情報》等 5 種期刊，

主編無特別說明所擔任職位，此外，17 種期刊皆為全國優秀圖書館學期刊，並為中國期刊網所

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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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種核心期刊中，有二種為圖書資訊學相關

系所主辦發行，分別為吉林大學信息管理系與武漢

大學信息管理學院。由各省市自治區單位圖書館為

主辦發行單位的計有：上海市立圖書館、黑龍江省

圖書館、湖南省圖書館、廣東省中山圖書館、天津

市圖書館、寧夏回族自治區圖書館共 6 種。由專業

學會主辦發行者有 6 種，分別是：中國圖書館學

會、中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陝西省科技情報學

會、中國社會科學信息學會、中國國防科學技術信

息學會、中國情報學會，其中除了陝西省科技情報

學會之外，所有專業學會均為國家級，冠以「中國」

名稱。至於 6 個專業學會中以圖書館學會為主辦單

位僅有 1 個，信息學會有 2 個，情報學會有 3 個，

明顯可見，情報與信息方面的專業學會多過傳統圖

書館學會甚多。另外三種期刊由中國科學院文獻情

報中心出版(兩種)，以及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情報

工作指導委員會主辦。如前所述，顯見大陸地區的

核心期刊，主要由各省市自治區單位圖書館和專業

學會為主辦發行單位，兩者共佔了 12 種之多。各

省市自治區圖書館發行之刊物，由該圖書館館長或

是副館長擔任主編，具有相當權威地位，然而專業

學會發行的刊物，並無特別說明主編人選之職位。 

在刊物主題特色方面，《中國圖書館學報》為

大陸地區圖書情報學的國家級學術期刊，具有一定

的學術聲望，其以廣大圖書資訊工作者和圖書資訊

學專業師生為主要的閱讀對象，屬於綜合性的學術

期刊。至於刊名中包含工作兩字的期刊，多為注重

圖書館實際工作探討與經驗分享，例如：《圖書情

報工作》、《圖書館工作與研究》。此外，各省市自

治區所主辦的刊物，也都較注重圖書館工作實務與

地方特色，例如：由寧夏回族自治區圖書館學會所

主辦的《圖書館理論與實踐》。再且，大陸地區以

情報為刊名的刊物，則多注重資訊相關發展的特

色，例如：《現代圖書情報技術》、《情報資料工作》、

《情報理論與實踐》等。由大學學系學院主辦發行

之期刊特色為闢有研究生園地(吉林大學之《情報

科學》)或博士論壇(武漢大學《圖書情報知識》)。

《大學圖書館學報》以研究大學圖書館資訊工作與

現實問題為主；《圖書館雜誌》設有海外眺望欄目，

關心全球圖書館相關議題及案例；文史天地欄目刊

載歷史相關主題文章；《情報資料工作》設有台港

澳之窗，關心兩岸三地圖書館相關產業發展現況；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之兒童圖書館專欄為所有核

心期刊中之唯一設立。總結來說，大陸期刊特色，

主要為綜合性圖書資訊學術研究、圖書館實際工作

經驗交流分享、資訊產業相關發展動態、以及現代

化與網路化的相關資訊。 

相較於臺灣，大陸地區期刊的獎勵項目較多，

中國圖書館學會每年都有評定中國圖書館學優秀

期刊之獎項，另外，還有設置全國中文核心期刊，

各省市自治區亦設有獎勵優秀期刊的獎項。 

大陸圖書情報學期刊，為國外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LISA)資料庫收錄的

僅有《中國圖書館學報》與《圖書情報工作》兩種。

為美國烏利希國際期刊指南(Ulrich)收錄的則有：

《中國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情報科

學》、《情報理論與實踐》、《圖書情報知識》5 種。

顯示《中國圖書館學報》與《圖書情報工作》為核

心期刊中排序較前面的兩名，亦為國外資料庫所重

視，其餘之圖書情報學刊物，則較無被國外資料庫

收錄的情況；至於國內資料庫方面，17 種核心期

刊皆為中國期刊網所收錄，此外，以被中國學術期

刊綜合評價資料庫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資料

庫收錄最多，前者共有 4 種，分別為：《情報科學》、

《情報資料工作》、《情報理論與實踐》、《現代情

報》；後者共有兩種為《情報理論與實踐》與《現

代情報》。數位化方面，大陸地區期刊建置之網站

本身較無提供電子全文供使用者線上閱覽，或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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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目次及簡短摘要供使用者瀏覽，必須透過資料庫

才能取得電子全文。 

肆、臺灣與大陸地區圖書資訊學期刊資

料收錄種數之比較 

如表三所示，臺灣地區以資訊代表 Information

一詞，而大陸地區則以情報代表 Information 一詞，

值得注意的是，大陸地區主辦單位為專業學會者，

有不少是信息學會、信息研究所或信息管理學院

等，足見其名稱已由「情報」改為「信息」，但期

刊名稱卻未見更改。在刊名的名稱部分，臺灣圖書

資訊學核心期刊刊名中包含資訊一詞的共有 4

種，分別是：《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圖書館學

與資訊科學》、《圖書與資訊學刊》、《圖書資訊學

刊》。7 種核心期刊以圖書館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5

種，以圖書一詞為刊名的最少，共有 2 種。大陸地

區以情報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9 種，其次以圖書館一

詞為刊名的共有 8 種，以圖書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3

種為最少；由刊名來看，兩岸地區的圖書資訊核心

期刊，所採用的名稱以「圖書館」和「資訊」或「情

報」兩詞居多，顯示圖書館一詞仍為圖書資訊核心

期刊常使用，而非全部改由資訊或情報(學)代替圖

書館。此外，大陸地區更改刊名的情況非常普遍，

突顯其多變性。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為臺灣地區最早創立

之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該期刊於 1954 年為中國

圖書館學會(現更名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所創

立，其次為臺灣大學圖資系所於 1967 年所創立的

《圖書館學刊》，之後淡江大學教資系於 1970 年創

立《教育資料科學月刊》，臺灣師大社教系於 1975

年創立《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至於，其他核心

期刊多集中在 1990~2000 年創刊，共 3 種，計有：

《圖書與資訊學刊》(1992)、《資訊傳播與圖書館

學》(1994)、《大學圖書館》(1997)。大陸地區最早

創刊的期刊為《圖書情報工作》(1956 年)，由中國

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發行，較臺灣晚兩年。其他期

刊主要集中於 1979、1980、1981、1982 年創刊，

高達 12 種。由此可見，大陸圖資學門期刊的起步

集中在 1970 年代末與 1980 年代初，並且二地都有

專門為大學圖書館所發行的期刊。 

發行頻率方面，臺灣地區以半年刊和季刊為

主，刊期相隔時間較長，對於期刊文獻的新穎度掌

握較差。反觀大陸地區之發行，以雙月刊和月刊為

主，文章出版速度較快。此現象與稿源應有相當程

度的關係，臺灣地區研究人口較少，收稿較不容

易，而大陸地區圖書資訊背景之學界和業界研究較

多，稿源收集上較臺灣容易，因而可能造成發行頻

率較頻繁，供應讀者需求較迅速。 

主編方面，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所發

行的刊物，多由該系系主任或所長擔任，具有相當

學術背景，使刊物更具學術性；至於大學圖書館發

行的刊物，亦由具專業權威之館長擔任主編。大陸

地區，由各省市自治區單位圖書館所發行的刊物，

亦多由該圖書館館長或是副館長擔任主編，具有相

當權威地位。然而專業學會發行的刊物，主編人選

則無特別說明其身分背景。 

主辦單位方面，臺灣地區以圖書資訊學相關學

系所為主，大陸則以各省市自治區單位圖書館和專

業學會為主。此部分顯示，臺灣地區圖書資訊相關

系所所出版的學術期刊，具有良好的品質並獲得多

數圖書資訊學界與業界的肯定；而大陸地區核心期

刊，則僅有二種由圖書資訊系所或學院發行。此

外，大陸各省市自治區單位皆注重出版圖書資訊學

方面期刊，並且辦理成效相當不錯，能獲選大陸地

區評選的 17 種核心期刊。再且，大陸專業學會也

相當活躍，所主辦的刊物，亦獲得核心期刊評選的

肯定。相較之下，臺灣由省級單位圖書館所發行之

期刊表現不及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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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主題特色方面，臺灣地區刊載大眾資訊傳

播、教育科技、圖書館學理論與實務、資訊科學、

視聽教育、檔案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相關之國內

外新知主題，主題範圍廣泛，注重追求新知並與國

外圖書資訊學接軌，大多數期刊包括中英文為主的

文章。反之，大陸地區則偏重於綜合性的圖書資訊

學研究、圖書館實際工作經驗交流分享、資訊產業

相關發展動態、現代化與網路化的相關資訊，但未

見有英文文章。此外，大陸地區期刊欄目較多樣，

內容也較豐富，例如：探索與爭鳴、台港澳之窗。 

國外資料庫收錄方面，臺灣地區除了《圖書資

訊學刊》與《大學圖書館》之外，其他五種期刊均

有被國外索引摘要及期刊名錄資料庫收錄，其中以

被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LISA)

收錄最多，《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教育資料與

圖書館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此三種期刊

尚且為許多國外資料庫收錄包括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 PAIS 、 LLIS 、 H.W.Wilson 

Database、ERIC 等索引摘要資料庫。大陸地區為

LISA 資料庫收錄的僅有《中國圖書館學報》與《圖

書情報工作》兩種，另外，除了《中國圖書館學報》

尚有被 Library Literature 收錄之外，其餘僅有四種

期刊為期刊指南，例如: Ulrich、New Serial Titles、

Uncover 收錄。期刊指南只是期刊簡介，並未列出

期刊刊載文章之書目資料，在資料使用功能上不及

索引與摘要資料庫。因此，以比例來說，臺灣地區

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為國際索引摘要資料庫所收

錄的情況，較大陸普遍，顯示臺灣地區核心期刊較

受到國外圖書資訊學相關資料庫的肯定，其國際能

見度與影響力較高。數位化方面，臺灣地區 7 種核

心期刊，皆具有部分電子全文可供使用者在期刊本

身網站線上閱覽，大陸地區較無提供電子全文於期

刊本身網站上供使用者線上閱覽，多僅提供目次及

簡短摘要供使用者瀏覽，須透過資料庫連線方式取

得。顯示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數位化情

況甚佳，期刊全文內容獲取方式便利，可透過期刊

本身網站及資料庫取得。 

  
表三：臺灣與大陸地區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比較 

項  目 臺    灣    地    區 大    陸    地    區 

刊名 以圖書館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5 種； 

以圖書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2 種； 

以資訊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4 種。 

 

以圖書館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8 種； 

以圖書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3 種； 

以情報一詞為刊名的共有 9 種。 

同時包含圖書館或圖書一詞，與情報一詞為刊名

的共有 3 種。 

創刊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於 1954 年創刊為最早，

由中國圖書館學會(現更名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所發行； 

其次為《圖書資訊學刊》，由臺灣大學圖資系所

於 1967 年所創立； 

《圖書情報工作》於 1956 年創刊為最早，由中

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發行； 

期刊主要集中於 1979、1980、1981、1982 年創

刊，高達 12 種；集中在 1970 年代末與 1980 年

代初。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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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由淡江大學資圖系於

1970 年創立；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由臺灣師大社教系於

1975 年創立； 

其他核心期刊多為集中在 1990~2000 年創刊，共

3 種計有：《圖書與資訊學刊》(1992)、《資訊傳

播與圖書館學》(1994)、《大學圖書館》(1997)。

 

發行頻率 半年刊為最長，共有 3 種； 

季刊為最短，共有 4 種。 

雙月刊為最長，共有 11 種； 

月刊為最短，共有 6 種。 

主編 以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主管為主編，具有一定學

術背景地位；由大學圖書館發行的刊物，則由具

專業權威之館長擔任主編。 

各省市自治區單位圖書館為主辦發行單位刊

物，由該圖書館館長或是副館長擔任主編，具有

相當權威地位；而專業學會主編人選背景職務則

無特別說明。 

主辦單位 以圖書資訊學相關學系所為主辦單位共有 4種為

最多；其次由大學圖書館所主辦的 2 種；專業學

會 1 種。 

以各省市自治區單位圖書館和專業學會為主辦

單位各佔 6 種為最多，兩者高達 12 種；以圖書

資訊學相關學系所為主辦單位共有 2 種；中國科

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發行的共有 2 種；教育部與北

京大學發行的有 1 種。 

主題特色 大眾資訊傳播、教育科技、圖書館學理論與實

務、資訊科學、視聽教育、檔案學、圖書館與資

訊科學相關之國內外新知 

綜合性的圖書資訊學術刊物、圖書館實際工作經

驗交流分享、資訊產業相關發展動態、並且注重

現代化、網路化的相關資訊 

核心期刊評

定 

國科會研究報告(2001)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4) 

電子全文 期刊網站多數皆備電子全文供線上瀏覽 期刊網站本身無提供線上瀏覽全文 

 

 

 

伍、結語 

了解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的圖書資訊學核心

期刊發展情況，可促進對彼此的認識與互相學習。

綜觀來說，大陸地區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受當地政

府單位的重視高於臺灣地區，例如：期刊的獎項，

大陸除了國家所頒發的優良期刊之外，尚包含各省

市自治區單位給予的獎勵，對於圖書資訊學期刊是

一種正面的鼓舞。此外，大陸地區有專門為核心期

刊評定而出版的專書，提供各圖書館做為選擇圖書

資訊學核心館藏的依據、以及做為圖書資訊學相關

系所師生和學者選擇刊物投稿發表與閱讀的建

議。相較之下，臺灣地區，此核心期刊評比制度建

立似乎尚未齊全，僅有民國 90 年國科會的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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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至於，國外資料庫收錄情況方面，臺灣地

區的期刊相較於大陸仍是獲得較多國外資料庫的

重視，期刊的品質應該繼續保持下去，並且盡量減

少脫期的情況發生。 

      

   （收稿日期：2006 年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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