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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4 日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8 日本校第 251 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本校第 277 次教評會議備查通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5 日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4 日本校第 312 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 
原期刊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 
週期 提報系所 

1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台北市立大學 半年刊 教育系所 

2 中正教育研究 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半年刊 教育系所 

3 清華教育學報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半年刊 教育系所 

4 教育科學期刊 中興大學 半年刊 教育系所 

5 教育資料集刊 國立教育資料館 季刊 教育系所 

6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 北京大學 季刊 教育系所 

7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季刊 教育系所 

8 教育學報 北京師大 雙月刊 教育系所 

9 教育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季刊 教育系所 

10 教育學誌 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年刊 教育系所 

11 教育與社會研究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暨

社會學研究所 
年刊 教育系所 

12 南大學報-教育研究學報 國立臺南大學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3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東華大學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4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5 教育政策與管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
管理學系 

年刊 教育系所 

16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季刊 教育系所 

17 Global Education Review Mercy College 季刊 教育系所 

18 市北教育學刊 台北市立大學 年三期 教育系所 

19 輔導與諮商學報  彰化師大出版 半年刊 心輔系 

20 創造學刊 中華創造學會 半年刊 心輔系 



原期刊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 
週期 提報系所 

21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Asian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Association(H.K.) 
亞洲專業輔導協會 

半年刊 心輔系 

22 台灣諮商心理學報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半年刊 心輔系 

23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John Wiley & Sons Inc. 雙月刊 心輔系 

24 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 嘉義大學輔諮所出版 半年刊 心輔系 

25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詢學報 高師大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
究所 半年刊 心輔系 

26 The Journal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美國諮商學會（ACA） 季刊 
心輔系 

27 高雄師大學報 高雄師範大學出版 半年刊 心輔系 

28 Journal of Systemic Therapies The Guilford Press 季刊 心輔系 

29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季刊 心輔系 

30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季刊 心輔系 

31 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 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 半年刊 社教系 

3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Taylor & Francis 雙月刊 社教系 

33 通識教育與多元文化學報 世新大學通識中心 年刊 社教系 

34 國際持續教育及終身學習期刊 香港大學持續教育及終身學習
研究中心 

半年刊 社教系 

35 紡織綜合研究期刊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季刊 社教系 

36 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 大仁科技大學休閒健康管理研
究所 

半年刊 社教系 

37 行銷評論 台灣行銷研究學會 季刊 社教系 

38 博物館學季刊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季刊 社教系 

39 中國非營利評論 大陸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NGO 研究所 

半年刊 社教系 

40 博物館與文化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半年刊 社教系 

41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本校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半年刊 衛教系 

42 臺灣性學學刊 臺灣性教育學會 半年刊 衛教系 

43 健康生活與成功老化學刊 臺北市健康生活與成功老化學
會 

半年刊 衛教系 

http://www.scimagojr.com/journalsearch.php?q=John%20Wiley%20&%20Sons%20Inc.&tip=pub
https://www.tandfonline.com/toc/ccpq20/current
https://www.tandfonline.com/toc/ccpq20/current


原期刊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 
週期 提報系所 

44 學校衛生 中華民國學校衛生學會 半年刊 衛教系 

45 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 臺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 年刊 衛教系 

46 護理研究 台灣護理學會 雙月刊 衛教系 

47 醫學教育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季刊 衛教系 

48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America association for health 
education 

年刊 衛教系 

49 環境教育季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
心 

季刊 衛教系 

50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Taylor & Francis 季刊 衛教系 

51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屏科大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季刊 衛教系 

52 臺灣家庭醫學雜誌 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季刊 衛教系 

53 臺灣老人保健學刊 臺灣老人保健學會 半年刊 衛教系 

54 護理暨健康照顧研究 臺灣護理學會 季刊 衛教系 

55 應用心理研究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季刊 衛教系 

56 Modern China Studies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季刊 衛教系 

57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JI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季刊 衛教系 

58 中華家政學刊 中華家政學會 半年刊 人發系 

59 幼兒教育 中國幼稚教育學會 季刊 人發系 

60 兒童與教育研究 台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年刊 人發系 

61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半年刊 人發系 

62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Springer 雙月刊 人發系 

63 台灣復健醫學雜誌 台灣復健醫學會 季刊 人發系 

64 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 臺北市立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
中心 

季刊 人發系 

6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OMEP (Organisation Mondiale 
pour l´Éducation Préscolaire) 

半年刊 人發系 

66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發系 年刊 人發系 

67 輔仁大學民生學誌 輔大民生學院出版 半年刊 人發系 



原期刊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 
週期 提報系所 

68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中華醫學會 月刊 人發系 

69 台灣營養學會雜誌 台灣營養學會 季刊 人發系 

70 通識教育學刊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半年刊 公領系 

71 中等教育 臺灣師大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 

季刊 公領系 

72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 思與言雜誌社 季刊 公領系 

73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 臺師大公領系 年刊 公領系 

74 臺灣體育學術研究期刊 國立體育大學 半年刊 公領系 

75 教育研究月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月刊 公領系 

76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 嘉義大學教育系 半年刊 公領系 

77 台灣教育研究期刊 台灣教育研究院 雙月刊 公領系 

78 彰化師大教育學報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半年刊 公領系 

79 長庚科技學刊 長庚技術學院教務處 半年刊 公領系 

80 生命教育研究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半年刊 公領系 

81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美國 季刊 公領系 

82 The Review of Politics Zucker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季刊 公領系 

83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Indiana University  季刊 公領系 

84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季刊 公領系 

85 成大法學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半年刊 公領系 

86 月旦法學雜誌 元照出版社 雙月刊 公領系 

87 學生事務與輔導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季刊 公領系 

88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半年刊 公領系 

89 NEW HORIZONS IN 
EDUCATION 

Hong Kong Teachers' 
Association (HKTA) 

年 3期 公領系 

90 休閒與遊憩研究 台灣休閒與遊憩學會 半年刊 公領系 



原期刊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 
週期 提報系所 

91 體驗教育學報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年刊 公領系 

92 環境教育研究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半年刊 公領系 

93 童軍月刊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月刊 公領系 

94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
科學院 

季刊 公領系 

95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半年刊 公領系 

96 American Journal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AIDD 雙月刊 特教系所 

97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Wiley-Blackwell 季刊 特教系所 

98 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 國立臺南大學特教系 半年刊 特教系所 

99 特殊教育季刊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 季刊 特教系所 

100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 B Academic Publishers 年 3期 特教系所 

101 Roeper Review Routledge 季刊 特教系所 

102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屏東教育大學 半年刊 特教系所 

103 資優教育季刊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 季刊 特教系所 

104 資優教育論壇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半年刊 特教系所 

105 公共圖書館研究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半年刊 圖資所 

106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臺師大圖資所 半年刊 圖資所 

107 圖資與檔案學刊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半年刊 圖資所 

108 復健諮商 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半年刊 特教系所 

109 台灣社會工作學刊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臺灣 

半年刊 特教系所 

110 Journal  of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OSPRESS/NEW YORK 季刊 特教系所 

111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Technology IOSPRESS/NEW YORK 季刊 特教系所 

112 比較教育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季刊 教育系所 

113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TD 雙月刊 教育系所 

114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ment TAYLOR & FRANCIS INC 一年五次 教育系所 



原期刊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 
週期 提報系所 

115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北市教大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
所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16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Wiley Company 季刊 教育系所 

117 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集刊 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
所 

年刊 教育系所 

118 

Teacher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aylor & Francis 季刊 教育系所 

119 
Japanese Journal of Evaluation 
studies 

THE JAPAN EVALUATION 
SOCIETY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Brill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21 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22 課程研究 高等教育基金會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23 高等教育 台灣高等教育學會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24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一年三期 教育系所 

125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James Nicholas Publishers,澳洲 半年刊 教育系所 

126 Education and Society James Nicholas Publishers,澳洲 一年三次 教育系所 

127 Academic Exchange quarterly RAPID INTELLECT GROUP 季刊 教育系所 

128 高教發展與評估雜誌 武漢理工大學和中國交通教育
研究會高教研究分會 

雙月刊 教育系所 

129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Taylor & Francis 一年五期 教育系所 

130 
Reading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Taylor & Francis 雙月刊 心輔系 

1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 

Springer New York 季刊 心輔系 

132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臺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半年刊 衛教系 

133 學校衛生護理雜誌 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 年刊 衛教系 

134 犯罪學期刊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半年刊 衛教系 



原期刊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 
週期 提報系所 

13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me 
Economic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ome Economics (IFHE) 

半年刊 人發系 

136 
Journal of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Home 
Economics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Home Economics (ARAHE)  

年刊 人發系 

137 學生事務理論與實務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季刊 公領系 

138 孫學研究 國父紀念館 半年刊 公領系 

139 中研院法學期刊 中研院法律所 半年刊 公領系 

140 輔仁法學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半年刊 公領系 

141 身心障礙研究 財團法人中華啟能基金會附設
台灣智能障礙研究中心 

季刊 特教系所 

142 人文社會學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季刊 特教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