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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期刊精選合輯+專家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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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收錄主題範疇 

Medical Library 包含 200 份以上同儕審閱之醫學學術期

刊的當前內容，涵蓋一般醫學與牙醫學、健康相關學科

與公共衛生、臨床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藥物科學與毒

物學等 30 個關鍵領域。 

Expert Collection 為全球最大的研究、發展、與臨床醫

學評論期刊系列，包含 29 份同儕審閱期刊。 EXPERT 

OPINION〈專家見解〉為客戶提供藥物研發各個階段的

專業分析和綜述。EXPERT REVIEW〈專家評論〉提供現

代醫學各個方面的深入分析與評論，包括藥物經濟學、

皮膚病學與疫苗研究等。 

特別值得推薦之主題： 

此資料庫有無被其他資料

庫系統收錄？ 

□ 如有，系統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有無類似之資料庫被其他

資料庫系統收錄？ 

□ 如有，系統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資料庫收錄來源 

(如 xx 種期刊等) 
229 份醫學期刊 

收錄年限/更新率 當年度+回溯 20 年。每日更新。 

適用範圍（大學生、研究

生．．．） 

大學生、研究生、科研人員。 



 

Taylor & Francis MEDICAL LIBRARY | EXPERT COLLECTION 

醫學期刊精選合輯 | 專家合輯 

Taylor & Francis Medical Library 醫學期刊精選合輯 

滿足多個學系的需求，並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運用期刊預算 

透過所收錄備受推崇的醫學期刊，讓使用者掌握最新研究發展。包含 200 份以上同儕審閱之醫學

學術期刊的當前內容，以及可追溯 20 年的回溯內容(視期刊所涵蓋時間而定)。 

Taylor & Francis 醫學期刊精選合輯提供下列 30 個關鍵領域的重要內容： 

• 生物科技 

• 心臟學 

• 細胞生物學 

• 牙醫學 

• 皮膚科學與整形外科學 

• 身心障礙與復健 

• 藥物代謝與藥物制放 

• 內分泌學 

• 胃腸病學 

• 一般醫學 

• 血液與腫瘤醫學 

• 免疫風濕病學 

• 傳染性疾病 

• 檢驗醫學 

• 生命科學 

• 醫學教育 

• 神經內科與神經外科學 

• 護理學 

• 婦產科學 

• 眼科學 

 

• 骨科醫學 

• 耳鼻喉科學 (ENT) 

• 兒科醫學 

• 藥學 

• 精神醫學 

• 放射線醫學 

• 呼吸醫學 

• 外科學 

• 毒理學 

• 泌尿科學與腎臟學 

 
 

 

▌影響深遠的研究 

在 Taylor & Francis 醫學期刊精選合輯中，超過 80% 的期刊收錄於 Thomson Reuters 的 Citation 

Indexes/Web of Science® 中。包括： 

•《臨床毒理學》(Clinical Toxicology) – 美國臨床毒理學會、美國毒物管制中心協會與歐洲毒物中

心及臨床毒理學家協會的官方期刊。 

•《當代醫學研究與見解》(Current Medical Research & Opinion) – 採同儕審閱制、以 MEDLINE 方

式檢索的國際期刊，供迅速出版新舊藥物和療法、第二期至第四期臨床試驗與上市後藥品試

驗等主題的原創研究。 

•《白血病與淋巴瘤》(Leukemia & Lymphoma) – 關注臨床試驗、轉譯研究與實驗研究，以及惡性

血液疾病患者臨床診斷治療等領域之醫師與科學家的首要參考資源。 

•《醫學教師》(Medical Teacher) – 這份期刊回應了健康專業訓練教師與管理人員的需求。其內容

提供了新的教學方法說明、課程安排指引及學習成就評量。 

•《研究生醫學期刊》(Postgraduate Medicine) – 為快速出版的同儕審閱期刊， 內容提供了權威性

的醫學資訊，以協助醫師解決臨床問題與改善病患照護。 

•《世界生物精神醫學期刊》(World Journal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 世界生物精神醫學會代表發

行期刊。 

 



 
 

▌國際學協會合作 

受益於各領域頂尖機構所發表的重要研究，包括： 

• 美國臨床毒理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Clinical Toxicology) 

• 美國毒物管制中心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oison Control Centres) 

• 英國生育學會 (British Fertility Society) 

• 歐洲毒物中心及臨床毒理學家協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oisons Centres and Clinical 

Toxicologists) 

• 歐洲普通科/家庭醫學會 (European Society of General Practice/Family Medicine) 

• 醫學繪圖師學會 (Institute of Medical Illustrators) 

• 國際醫學創新科技學會 (Society for Med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 英國神經外科醫師學會 (Society of British Neurological Surgeons) 

• 世界神經學聯盟運動神經元疾病研究群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y Research Group on 

Motor Neuron Diseases) 

• 世界生物精神醫學會 (World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期刊清單下載 ： 

Medical Library ：http://bit.ly/2ksNqcP 

★歡迎申請試用★  

http://bit.ly/2ksNqcP
mailto:lian.huang@tandf.com.sg


 
 

Taylor & Francis Expert Collection 專家合輯 

探索頂尖的醫學評論系列 

 
Expert Opinion 專家見解 | Expert Review 專家評論 

 

Taylor & Francis 的《專家合輯》是全球最大的研究、發展、與臨床醫學評論期刊系列。《專家合

輯》包含29份同儕審閱期刊，將信譽卓著的《專家見解》與《專家評論》系列集結成一份精選

且全面的合輯。 

Expert Opinion《專家見解》為客戶提供藥物研發各個階段的專業分析和綜述。 

Expert Review《專家評論》提供現代醫學各個方面的深入分析與評論，包括藥物經濟學、皮膚病

學與疫苗研究等。 

▌《專家合輯》的特點為何？ 

《專家合輯》出版有關所有治療領域的評論，結合專業作者的個人見解，其在本身領域中皆為國

際認可的專家和業內的關鍵意見領袖。他們對目前的研究發展、未來的方向以及發展的過程提供

深入的見解，指點當下的研究進展、發展趨勢以及發展途徑。就此而言，所有的《專家合輯》評

論是以專家的見解，而非傳統結論結束。 

▌《專家》系列期刊出版包括了: 

評論綜述/編者述評/原創研究/藥物評估/療效評估/臨床試驗評估/技術評估/專利評估/關鍵論文評估 

"在我看來，《專家見解》是與藥物學領域關係最密切

的一套期刊。其提供的資訊可靠、專業度高、學術性

強，作為國際藥理學研究的負責人，我越來越依賴這些

期刊。顯然地，這套期刊的同行評審過程縝密而嚴格，

編輯過程也給予了作者無以倫比的支持。" 

Robert McIntyre 博士，多倫多大學 

Expert Opinion on Drug Safety《藥品安全性專家見解》主編 

▌期刊清單下載 ：  

Expert Opinion《專家見解》: http://bit.ly/2AmsYRC 

Expert Review《專家評論》: http://bit.ly/2jU4Yzb 

★歡迎申請試用★ 

http://bit.ly/2AmsYRC
http://bit.ly/2jU4Yzb
mailto:lian.huang@tandf.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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