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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

刊物名稱

高雄師大學報

2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學報

3

4

5

6

期刊簡介

高雄師範大學出版

本學報自 2005 年 12 月第 19 期起分為「人文
與藝術類、「教育與社會科學類、「自然科
半年刊 學與科技類」等三類。本刊均有雙向匿名審
查制度，為國內綜合類學報，名列師大教育
學院評比等級二級。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該學報自民國 94 年分衍為「臺北市立師範學
院學報：教育類」、「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學
報：人文藝術類、社會科學類、科學教育類」
半年刊
2 種，並於各類中提供學齡前、初等或中等
教育之學術研究之相關論文，已發行至 42
卷。本刊名列師大教育學院評比等級二級。

季刊

本刊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之刊物，著重在
教育領域內之研究與發展方面相關議題，主
題包含課程與教學、教育政策與行政類、測
驗與評量類以及師資培育類，並推廣國內外
教育學術研究與交流。本刊名列師大教育學
院評比等級二級。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國家教育研究院

諮商輔導學報

該學報提供諮商輔導社群發表學術研究成果
園地，溝通專業理念，推展諮商輔導實務工
高雄師大輔導與諮
半年刊
商研究所
作。主要報導諮商輔導相關之實徵研究論
文，或與諮商輔導理論相關之探討或評述。
該期刊探討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之理論
與實務，呈現國內外學者專家之創新研究發
半年刊
現，以及當前師範教育政策之重要內容與析
論，促進學術交流，提升師資專業的水準。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
彰化師範大學
展期刊

輔導與諮商學報

7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8

出版
週期

出版單位

中正教育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

該學報以發表輔導、諮商、心理學、教育與
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實徵性研究報告與綜論
半年刊 性學術論文為限。發行主要目的在呈現學術
之研究成果，以提昇學術研究風氣並促進學
術發展與交流。

屏東教育大學

半年刊

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該刊物為教育學術性刊物，內容涵蓋國內外
半年刊 教育、心理、輔導、體育與犯防等相關領域
具創新性之學術性論文。旨在探討當前國內

該學報刊載有關 「教育類」
、
「人文社會類」
、
「理工類」等各類學術性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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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育理論和實務問題，傳播研究成果，促
進學術交流與提升研究水準。徵稿範圍涵蓋
國內外教育、心理、輔導、體育等相關領域
具創新性之學術性論文。本刊名列師大教育
學院評比等級二級。

9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

10

該學報原刊名：臺中師院學報。原為年刊，
2005 年 12 月起改為現刊名發行，為純學術
半年刊
性刊物，供大專院校教師及專家學者發表研
究成果及學術論著為主。

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研究集 臺南大學教育經營
刊
與管理研究所

11 教育理論與實踐學刊

12 中等教育

年刊

該集刊刊載以教育組織經營與管理及與教育
相關之論著為主。

該學刊原名國民教育研究集刊，為純學術性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
半年刊 刊物，收錄與教育有關之原創性及評論性學
學系
術論著。

臺灣師大師資培育
與就業輔導處

季刊

該刊物內容以傳播中等教育相關制度、政
策、法令、課程、教學、師資、學生訓輔研
究與實務資訊，致力提昇中等學校教育之學
術研究與實務水準為宗旨。

中華民國通識教育
本刊為通識領域歷史悠久的學會專業期刊。
每年出版兩期，分別於 6 月及 12 月出刊。內
版之通識教育季
半年刊 容包含通識教育相關學術論文，並探索各類
刊，2008 年由中原
通識教育方向與議題，以提供各校學術研究
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交流、心得與共同討論之園地。
承辦並改刊名）
學會（原清華大學出
13 通識教育學刊

南臺灣大學校院通
14 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識教育策略聯盟（目
前由中山大學承辦）

15

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
類)

臺灣師範大學

年刊

本刊為平衡國內南北通識教育，於 2006 年創
刊。每年兩期，分別於 7 月及 1 月出刊。其
旨在提供通識教育理念與實務之原創性學術
文獻，並通識教育之溝通平台。內容涵蓋通
識教育理念、原理、比較研究、組織規劃、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以及相關教育評鑑與品
保之內容探討。

本刊為 TSSCI 學術性期刊。師大學報為國內
深具領導性的教育專業刊物，主要提供國內
外學者及研究人員之原創性研究論文。其中
半年刊
包含實徵性研究成果報告，相關理論或主題
之論述，並有有關特定研究專題之系統性綜
合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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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16

女學學誌：婦女與性別
研究

17 興大人文學報

18 中山人文學報

19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20 課程研究

出版
週期

出版單位

臺灣高等教育學會

臺灣高等教育學會，為提供國內外學者專家
針對高等教育與大學教育之議題，最新研究
半年刊 發現與政策內容，作為與政府決策者間之溝
通橋樑，進而促進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之發
展。本刊為師大教育學院認可之期刊。

臺大婦女研究室

本刊出版日期為每年 6 月和 12 月，刊登有關
婦女與性別研究之中文學術論文及其他討論
半年刊 及評論。依據論文性質分成研究論文、研究
討論/研究紀要、教學論文或紀要、研究/創
作。本刊具有嚴謹的雙向匿名審查制度。

中興大學文學院

本刊歷史悠久，有嚴謹的雙向匿名審查機
制，內容包括文史學門與人文領域，至今已
發表 628 篇論文。自 47 期起除一般稿件外，
半年刊
增闢一可供跨領域多元探討的主題專欄，廣
收各方優良稿件。本刊為師大國際僑教學院
與文學院認可之刊物。

中山大學文學院

本刊每年刊行二期，1 月與 7 月出刊，內容
包括中文學門、外文學門、哲學學門、語言
學門、藝術學門之學術論著。本刊具有嚴謹
半年刊
的雙向匿名審查制度，為師大國際僑教學院
與文學院認可之刊物，並為台灣大學列為一
級期刊。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是一本國際性的學術期
刊，創刊於 1993 年，編輯委員會成員來自香
半年刊 港、中國大陸、台灣、美國、澳洲、日本的
著名學者。學報採取匿名雙向外審制度評審
來稿。本刊為師大社科院認可之刊物。

高等教育基金會

本刊在多元課程理論與方法運用的典範創新
下，開拓本土的課程研究彊域，並廣邀海內
外課程學者透過跨科技與多元論述的方式，
半年刊
透過全球課程議題的充分對話，開放論述空
間，使課程學者能多邊對話，甚至是跨國的
全球對話。本刊為師大教育學院認可之刊物。

Journal of Information
21 Technology Management Maximilian
(JITM)

期刊簡介

季刊

A forum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solutions
found by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ians to the
multifaceted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managing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ttp://jitm.ubalt.edu/
該期刊著重於資訊理論與實務的結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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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多目標問題、管理資訊系統、資訊科技
應用與組織資源整合等論文。期刊收錄研究
論文、短評及文獻回顧等類型論文。網路上
可下載論文全文。

22

The Open

Cybernetics

and Systemics Jour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23 Intelligent

Syste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ntham Open

Serials
Publication Ltd.

年刊

An Open Access online journal which
publishes research articles, reviews, letters, and
guest edited single topic issue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areas of Cybernetics, Systems
Engineering, Systemics and Informatics,
including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s.
http://www.benthamscience.com/open/tocsj/
該期刊著重於跨領域問題、例如：語意學、
系統工程學、計算資訊學與人機交談領域。
期刊收錄研究論文、短評及文獻回顧等類型
論文。網路上可下載論文全文。

A journal considers the theory,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systems including
fuzzy systems, soft computing systems, grey
systems, adaptive systems, and other systems
with novel intelligence ranging from hardware
to software. Survey and expository
submissions are also welcome.
半年刊 http://www.serialspublications.com/journals1.a
sp?jid=352
該期刊著重於智慧型系統設計、例如：模型
設計、模糊系統、軟性計算、灰色系統、適
應性系統和其他新穎電腦系統領域。期刊收
錄研究論文、短評、使用者評估、問卷調查
型態及文獻回顧等類型論文。網路上可下載
論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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