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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种期刊，30%+被SSCI收录，包含国际体育运动史学会、亚太旅游协会等官方刊物。包括3
个重要主题领域：
体育： 涵盖体育与娱乐、运动医学研究、残疾与康复研究、体育运动历史和体育社会学、运动
与文化、体育道德与哲学
休闲： 涉及内容繁多，涵盖休闲娱乐管理、休闲研究、博物馆与文化遗管理和保护
旅游： 对重要主题提供国际视角，涵盖旅游理论与实践、旅游开发、酒店业

体育重点期刊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欧洲体育管理季刊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体育科学期刊

—与欧洲运动管理协会合作出版

—与英国体育和运动科学协会合作出版

期刊所刊载的论文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运动机构构成、管理
与运作方式的了解。期刊致力于促进人们对运动管理与运
动团体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以及社会、政治
与经济力量及活动对这些组织的影响方式。
该刊涉及所有类型的运动组织，并研究公共、志愿性与商
业性运动团体（业余与职业）、生产运动相关商品的企
业、以及运动产业内的服务组织。该刊也探讨非运动团体
（如地方政府、主管机关、赞助者等）如何影响运动组织
的结构与运作程序。

2014年影响因子：2.246；JCR排名：19/81（运动科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国际体育史期刊

期刊出版关于运动科学领域各个方面的高质量文章，包括
许多学科基础领域：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物力学、心理
学、社会学，还有人类工程学、身体形态测量学及其他跨
学科观点。除了研究报告，也收录评论型文章及书评。这
本期刊的重点在于人类科学，广义来说就是体育和运动。
除了人类对于运动反应的实验工作外，主题也包括人类对
技术的反应（如体育设备及活动设施的设计），训练、选
择、效能预测或改变的研究，以及压力的表现与减轻。
期刊将运动和体育科学这个发展中领域的研究发现带给国
际读者们。本期刊的读者多样，从学术研究者到休闲、运
动教练和培训的专家。

—与国际体育运动史学会合作出版
这份首屈一指的国际性期刊采取同行评审制度，刊载了许
多促进科学知识发展的原创性研究论文。在出版的第30
个年头，此刊已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历史学术期刊，其
内容涵盖主题所有层面并经全面审阅。除常规发行的期数
外，此刊也出版针对地区的专刊，包括美洲、非洲、亚
洲、澳洲与太平洋地区、以及自2012年开始加入的欧洲
与中东。此外，该刊每年还会另外发行有着国际重要性主
题的特刊。期刊中的评论章节可让读者掌握该领域最新出
版物的信息。

Leisure Sciences
休闲学
2014年影响因子：1.177；JCR排名：18/43（酒店、休
闲、体育和旅游），43/142（社会学）
出版休闲理论、方法、管理与政策方面的文章、简讯与书
评，涉及休闲行为、休闲设施环境设计、规划森林与海滨
娱乐场、旅游发展、城市休闲系统等。
www.tandfonline.com

Leisure Studies
休闲研究
—与休闲研究协会合做出版
出版研究消闲行为的文章和短论，着重研究文艺、体育、
旅游和城乡娱乐活动，包括与之有关的社会学、心理学、
人文地理学、规划与经济等方面。

Research in Sports Medicin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运动医学研究
2014年影响因子：1.704；JCR排名：33/81（运动科学）
出版关于运动医学与体育训练、竞技和体育活动的科学方
法等方面的论文、报告、简报、评论和书评。偏重于损伤
预防、识别与评价、治疗、康复等问题。

联系方式：010-58452823 Claire.Bai@tandfchina.com

旅游重点期刊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亚太旅游研究学报
—与亚太旅游协会合作出版
2014年影响因子：1.023；JCR排名：20/43（酒店、休
闲、体育和旅游）
期刊致力于发表能促进亚太地区相关旅游知识发展的论证
性与理论性论文。欢迎针对亚太地区旅游发展的主要相关
议题进行的全文投稿与文献评论。
亚太旅游协会由17个亚太区国家和地区组成，包括澳大
利亚、加拿大、中国、中国澳门、关岛、中国香港、印
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
中国台湾、泰国和美国。APTA年度大会的历史已有10多
年，已确立了作为该地区最重要的旅游业会议之一的地
位。
该刊著名编辑：田桂成（Professor Kaye Chon），香港
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及院长。田教授
因其学术研究成就以及在酒店管理、服务质量和酒店市
场推广等学术领域所发挥出的卓越领导才能而享誉国际，
他撰写的《Welcome to Hospitality: An Introduction》一
书曾被世界一百多所酒店与旅游院校作为教材。田桂成教
授是国际旅游业教育协会(ISTTE 前任主席，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教育指导委员会现任委员，以及亚太旅游协会
（APTA）执行理事会成员。
在接近30年的教学生涯里，田院长曾两次荣获优秀教师
奖、四次获得优秀学术研究奖；2011年，田院长获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颁授尤利西斯奖（UNWTO Ulysses
Prize）。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旅游业当前问题
期刊旨在促进研究旅游业的完整学科及跨学科范围相关适
用的方法；并将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集合起来以进行跨
学科和后学科的讨论；发展建设旅游业研究的理论基础；
提供旅游业的批判性研究的发展基础；宣传研究旅游业可
能发展的新方法、概念、结构、方法、模式及实行方式；
推动新研究；协助创造研究者的新网络；鼓励关于该主题
重要问题的深入讨论及批评；激励年轻研究者。

联系方式：010-58452823 Claire.Bai@tandfchina.com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中国旅游研究期刊
该刊是一个出版关于中国和中国公民的最新旅游研究的国
际期刊（所有文章均为英文，带中文摘要）。它提供了一
个广阔的平台让学者和从业者交流最新资讯，促进和加强
可推动旅游业认识的前沿研究活动，并讨论旅游业对中国
社会的意义。该期刊鼓励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并以
达到最高学术水平为目标。它只出版对该学科领域有显著
贡献的文章。
著名编辑：
宋海岩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旅游经济学，其中更以旅游
需求的建模和预测为核心。他拥有中、英双重教育背景，
对于中国旅游业的国外直接投资（FDI）和各种经济问题
都有着丰富的研究和咨询经验。宋教授在旅游预测方法方
面颇有建树，其许多成果都发表于著名的旅游学术期刊。
宋教授曾执教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顿提大学以及英国
的萨里大学，之后他进入香港理工大学任教，自2004年
8月担任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首席教授，英国萨里
（SURREY）大学服务管理学院旅游项目协调人。
李想博士，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酒店、餐饮及旅游管理系
副教授（终身教职），艾尔弗雷德斯隆旅行旅游业中心副
主任、国际旅游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集中在目的地营销、
旅游者行为和心理等方面，尤以国际旅游目的地品牌建
设、旅游者忠诚度研究、亚洲旅游为主。现任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等10家期刊
和图书系列的编委。李想博士获得过许多奖项，包括由国
际旅游研究院颁发的2013年“新兴学者奖”和由国际旅
游学会颁发的首个“最佳新兴旅游学者奖”。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可持续发展旅游业
2014年影响因子：1.959；JCR排名：6/43（酒店、休
闲、体育和旅游）
期刊促进对于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批判性了
解。本期刊出版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组织或环境
一个或多个层面探讨该主题的理论、概念和实证性研究文
章。稿件欢迎来自各领域的观点，尤其是跨学科的作品，
并鼓励整体性和综合性的作品。包含所有地区，以及各旅
游业的各种形式，包括大众及小众市场。
本期刊鼓励批判性评论，以及将旅游业和可持续性之间联
系在一起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新观点与方法。
www.tandfonline.com

Journal of Teaching In Travel
& Tourism
旅游与观光教学期刊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旅行与旅游市场学期刊

—与国际旅游与观光教育者学会合作
出版

期刊对旅游及观光给了最广泛的定
义，出版旅游及观光学相关的评审文
章，涉及市场管理实务、应用研究调
查、重要议题的批判性评论及影响旅
游及观光市场的商业和政府政策。这
是一本应用研究型的期刊，被该领域
的研究者及管理者当作媒介来交流彼
此的想法并了解最新发展。在这本期刊之前，没有任何专
业期刊完全从管理的角度研究旅游和观光市场。根据最近
一项对许多四年制旅游及酒店餐饮业课程负责人进行的调
查表明，本刊是领域内的6种重要评审期刊之一。另也因
它的科学/实务相关性、知名度及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等
综和因素，而被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这本期刊列为
美国最重要的旅游及酒店餐饮业期刊之一，通过应用市场
研究及管理实务扩展了专家们在领域内的认识。同时期刊
也被世界许多旅游及酒店餐饮学校定为“A”级期刊（或
顶级期刊）之一。Australian Business Deans Council也
曾在其2013期刊质量列表中将它列为A级期刊。

该期刊可作为旅游观光教育学的跨学
科国际论坛和参考资源。期刊拥有国
际化的读者群，在高校图书馆以及提
供旅游观光课程的高中和职业学校中
都具有很高的评价。
在《旅游与观光教学期刊》中，您可找到以下内容：可纳
入旅游观光课程的前沿课题；旅游观光教学方法和/ 或技
术的最新发展；国际旅游观光业课程内容；教学和学习评
价问题；旅游观光业学生的职业选择；关于旅游教育方向
变化的观点；旅游观光业的发展趋势。
著名编辑：徐惠群教授是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
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旅游点推广、旅客行为、
酒店优质服务、市场及品牌推广以及服务业营销等，发表
论文150多篇，并担任多家企业、机构顾问，现任美国旅
行及旅游研究协会国际董事会成员，该刊的主编，兼任七
家国际学术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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