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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120余种高品质期刊，是医院或学术图书馆、临床或社会关怀中心用于开发相关领域内容
的专业资源。涵盖5个主题领域：行为医学、健康与社会、健康促进与教育、健康法律与道德、
及社会工作。

护理与社会关怀重点期刊

Journal of Social Work In End-of-Life & Palliative Care
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的社会工作期刊
—与社会工作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网络协会（SWHPN）合作出版

该刊出版原创性研究和概念性文章，主要探讨患有严重危及生命和减短寿命疾病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

所遇到的关键问题。重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跨专业实践和研究、实践和政策创新、实践评价、临终的沟通

和选择、疼痛控制和姑息治疗、悲伤与丧亲辅导、道德问题、创伤性猝死、二次创伤和在专业护理人员中发生的同情疲

劳。讨论的主题可包括一系列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社区实践。

该期刊的“思考”部分专门使用创新性写作，讲述了临终关怀与姑息治疗在临床实践、社区组织、政策执行、研究和教

育方面为病人带来的影响。

Journal of Addictive Diseases
毒瘾病患期刊
—与美国毒瘾医学会合作出版

2017年影响因子：1.762

这是一份涵盖广泛瘾癖研究范围的重要且全面的资源。本

期刊提供确保有效实践必需的重要议题和临床技能的原创

研究。关于瘾癖医学最新的研究、治疗和公共政策议题被

全方位地、从多角度呈现。瘾癖问题领域重要的研究者和

受敬重的领导者都在这里分享有关他们最重要研究和应用

的学识和灵感。期刊因其在该领域学术敬业精神而知名，

反映了最高标准的研究、临床实验、医学教育及病患护

理评估。本期刊提供来自于此领域各方面的资源：基础科

学、临床方面、自救计划和哲学、医学训练议题、治疗结

果及治疗评估，提供给读者广泛学科领域有价值的信息。

Substance Abuse
药物滥用
—与药物滥用的医学教育与研究协会合作出版

2017年影响因子：2.669

该刊经同行评审，为药物滥用医学教育和研究协会、国际

药物成瘾协会以及国际成瘾研究教育联盟联合出版的官方

刊物。该刊为专业保健人员、成瘾戒除辅导专家及其他研

究、教育、临床护理、服务供给与评估的人员提供了广泛

内容。其涵盖主题如下：跨学科成瘾研究、教育与治疗、

临床试验、流行病学、健康服务与翻译成瘾研究、与成瘾

相关的执行科学、成瘾教育的创新与后续成果、成瘾防

治政策与舆论、国际间成瘾主题、成瘾者临床照护；此

外，该刊也刊载AMERSA年会的研讨会论文、书评与读者

来信。

医学与临床重点期刊

亮点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utrition《美国营养学会志》
–创刊于1982年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and Family Law《社会福利与家庭法律期刊》
–创刊于1978年

Nutrition and Cancer《营养与癌症》–创刊于1978年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史密斯学院社会工作研究》
–创刊于1930年

Women & Health《妇女与卫生保健》–创刊于1975年

精选学科
行为医学 • 健康与社会 • 健康促进与教育 • 健康法律与道德 • 社会工作

学协会
American College of Legal Medicine (ACLM) 美国法医学院 •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协会 •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英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 Clifford Beers 
Foundation 克利福德比尔斯基金会 •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社会工作教育评议会 • Institute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健康促进与教育学院 • 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Work Managers 
全国社会工作经理网络

期刊数量

50余种

时间范围

1930-1996

卷数

超过840卷同行评审的
研究文章

相关学科库

• 健康与社会保健期刊库

• T&F社会科学与人文期刊库

重要特点

健康与社会保健
期刊回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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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中国社会工作期刊
—与北京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

工作研究中心合作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学重新引入社

会工作这门学科，提供社会工作课程的

大学数量在过去20年间急剧增加。政府

组织与NGO提供的社会服务也随着社会问题及需求的增

加而成长。

该刊是第一份由香港与大陆联合发行的学术性英文期刊，

其內容聚焦于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该刊致力于为国內外

的学者提供平台，使其可分享研究、教学与实践经验，并

促进中国社会工作者与海外社工之间的批判性对话。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社会福利工作教育

该刊出版有关各级社会关怀与社会工

作教育理论以及实践的批评与反思性

文章。它建立了一个辩论重要问题的

国际平台，为表达社会关怀和社会工

作教育、培训和发展的新思路和结构建议提供了机会。

它为社会工作和社会关怀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并推广了一系列反映实践和教育需求的书面表达标

准。最重要的是所有投稿文章示范和推广反歧视和反压迫

的训练和实践方法。

社会工作重点期刊

亮点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utrition《美国营养学会志》
–创刊于1982年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and Family Law《社会福利与家庭法律期刊》
–创刊于1978年

Nutrition and Cancer《营养与癌症》–创刊于1978年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史密斯学院社会工作研究》
–创刊于1930年

Women & Health《妇女与卫生保健》–创刊于1975年

精选学科
行为医学 • 健康与社会 • 健康促进与教育 • 健康法律与道德 • 社会工作

学协会
American College of Legal Medicine (ACLM) 美国法医学院 •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协会 •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英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 Clifford Beers 
Foundation 克利福德比尔斯基金会 •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社会工作教育评议会 • Institute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健康促进与教育学院 • 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Work Managers 
全国社会工作经理网络

期刊数量

50余种

时间范围

1930-1996

卷数

超过840卷同行评审的
研究文章

相关学科库

• 健康与社会保健期刊库

• T&F社会科学与人文期刊库

重要特点

健康与社会保健
期刊回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