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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6 日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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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期刊名稱（中
期刊名稱（英文）
文）

重要性說明

單位

1.本系擬將原認可之中國語教育期刊，予以刪除。替換成 Early China，此學刊由英國劍橋大
1

2

3

Early China

中文教師學會
學報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學所出版。
華語系
2.創刊於 1975 年 Early China 為國際漢學研究的重點期刊，收錄西方對於中國文明與文化的
原創性研究，涵括文、史、哲、宗教學，和文字學等領域。
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JCLTA) publishes articles and reviews.
Articles cover the areas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has proved to be an increasingly valuable medium f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for

scholarly discussions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CLTA is a
Teachers Association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 Manuscripts are sent to reviewers anonymously.
(http://clta-us.org/jclta.htm)

華語系

Chinese Teaching In 《世界漢語教學》創刊於 1987 年，為中國大陸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專業的中央級學術刊
世界漢語教學 The World (英文)或 物，亦為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刊，由中國教育部主管、北京語言大學主辦，中國大陸著名語
華語系
(CSSCI 期刊) ShiJie HanYu
言學家朱德熙教授、林燾教授、陳亞川教授、呂必松教授歷任雜誌主編，現任主編為趙金銘
JiaoXue (漢語拼音) 教授。該刊目前被列為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承辦的“語言學/漢語”類核心期刊；

同時也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和
CNKI 中國期刊網收錄刊物、美國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LLBA)收錄期
刊

。

稿

件

以

匿

名

評

審

方

式

進

行

審

查

。

(http://big5.hwjyw.com/zyzx/qkhc/200705/t20070530_1407.shtml)

Journal of
4

5

科技與中文教 Technology and
學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漢語教學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TCLT) is a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
(both online and in hard copy) in companion to the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ries on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CLT, www.tclt.us) since 2000.
JTCLT will publish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does not count as formal
publication) articles and reviews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clud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rticles and reviews of
software applications, multimedia textbooks, and other (online)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ll be reviewed by at least two reviewers, either from the editorial board
or invited from outside for specific topics. Manuscripts are sent to reviewers anonymously.
(http://www.tclt.us/journal/authors.php)
JTCLT has been registered with the U.S. ISSN Center administer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Its ISSN number is 1949-260X.

華語系

《漢語教學學刊》創刊於 2004 年，主編為北大對外漢語教育學院院長李曉琪，顧問群包括
陸儉明、呂必松、趙金銘等，皆為中國大陸對外漢語教學領域最為著名之學者專家。審稿採
匿名評審。該刊作為應用語言學刊物，設有以下欄目：（1）漢語教學研究，包括教學規劃、
課堂教學、測試與評估，現代教學技術，教材建設，學科體系構建等方面的研究；（2）漢
華語系
語學習與認知研究，包括漢語學習者研究、漢語習得過程研究以及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中
有關漢語學習的研究；（3）面向漢語教學的漢語本體研究；（4）跟漢語教學相關的中國文
化、文化對比與跨文化交際研究；（5）書評、譯介與學術動態。
(http://hanyu.pku.edu.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292)

6

Journal of Chinese
中國文學與文
Literature and
化」期刊
Cul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中國文學與文化」期刊)由美國 Duke University 大
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包含中國北京大學、台灣大學，以及美國哈佛大學諸校學者的中文研究 華語系
論文。刊載論文皆以英文撰寫，且收錄於國際論文索引系統 MUSE。此期刊具嚴謹之編輯委 (抽換)
員會審查制度，符合本學院之規定。

《華文學刊》是由新加坡華文教師總會出版的教育學報，每年出版兩期，歡迎國內外從事華
文教學與研究的專家學人發表教學與研究心得。現任主編為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
7

華文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中心院長陳之權。《華文學刊》內容以探討華文教學的理論和實踐為主，旁及語言和文史哲
華語系
Language Education 等方面的專題。所有來稿，均請國內外各學術領域的專家學人匿名評審，務求達到一定水準。
教總希望借此刊物鼓勵更多會員在校內開展教育行動研究，嘗試教學新理念，進而推展華文
教學研究風氣。(http://www.sctu.org.sg/CL%20Journal.htm)
《中國社會語言學》是中國社會語言學會（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出

8

9

The Journal of
中國社會語言
Chinese
學
Sociolinguistics

國際漢語教學
研究

版的學術刊物，宗旨是透過各種方式，組織發展關於海內外華人、中國各民族語言的社會
語言學研究，是社會語言學領域的核心刊物之一。
本刊物每年出版一或二期，實行專家匿名審稿制度，刊登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各類文章，包
括研究論文、調查報告、評論、報導、書訊等，即包括語言本體的研究，也包括語言選
擇、語言生活、語言地理、語言教育等社會層面上的研究。
國際漢語教學研究期刊，由中國教育部主管，北京語言大學主辦，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承
辦，是中國知網(CNKI)全文收錄的期刊。
本期刊以推動漢語國際教育研究與事業發展為期刊宗旨，以漢語教學研究為核心，依託海
內外漢語國際教育領域的專家、學者、教師、研究人員的學識與實踐，搭建學術研究成果
的交流平臺，構築漢語國際教育人才與優秀教師的發展園地。
本期刊之主要內容包括：教學研究與實踐﹑漢語教材研究﹑漢語學習與認知研究﹑教師發
展研究﹑測試與評估研究﹑學位論文精華等。
中國大陸北京語言大學出版/中文，一年出版二期。

華語系

華語系

《海外華文教育》是由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主辦的大型專業學術期刊，1994 年試刊，

10 海外華文教育

2000 年正式創刊，國際標準刊號為 ISSN 2221-9056，目前為季刊，一年四期。
此期刊依據華語國際推廣目前形勢及長遠發展的要求，為華語推廣持續發展提供交流平台
和學術服務。主要探討華語做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理論與方法、納入交流最新的國際華語研
究動態，展示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研究的成果，為華語研究與國際華語教學提供新的交
流園地。
目前《海外華文教育》按照國際化、專業化、規範化、多樣化的要求，嚴格執行双向來稿
匿名審稿制度，以期保障期刊的學術品質。

華語系

中國大陸廈門大學出版，一年出版四期。

11 春

CHUN

歐洲唯一一份漢語教學作為外語方向的專業期刊

華語系

《國語國文》是京都大學文學部．文學研究科．國文學會所發行的學術期刊，和同是日本頂
尖大學東京大學所刊行之《國語與國文學》並列為日本具悠久傳統及權威地位的學術期刊。
與日本研究相關的漢學、中日比較文學、日本文學、漢語學、語言學等領域皆可投稿。 華語系
http://130.54.245.7/graduate_school/science_j.html （ 相 關 說 明 在 網 頁 中 的 下 段 ）

12 國語國文

http://www.chuotosho.com/html/kokubun.html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登載中英文論文及書評，地域範圍為中國、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內容包括歷史、地理、美
術、語言、文學、哲學、法律、建築、考古、經濟、政治、社會學、人類學等各方面傳統與 東亞系
當代問題。

1

東方文化

2

問題與研究
（日文版）

本刊物創刊已逾二十年，來稿由編輯委員會送請至少二位專家學者審查，審查並採雙匿名方
式。是國內目前唯一對日本學界傳達台灣政治經濟領域學者作品之學術刊物。本刊物僅收日 東亞系
文原稿。

3

全球政治評論

本評論主要刊載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科學科際整合性研究為主，本評論設有審稿制度，來
東亞系
稿由編審委員會送請一至三位學者專家依雙向匿名審稿程序審核。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ISSN: 1996-7985)是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所編輯出
4

5

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

版的刊物，刊載中英文原創性論文，具備編輯委員會與雙向匿名審查制度。每年定期出版四
東亞系
次季刊，迄今穩定出版，品質優良。且為綜合性期刊與跨學科特質之優秀期刊，目前已獲收
錄於「臺灣學術期刊全文資料庫」與「月旦法學知識庫」等常用電子資料庫。
《東亞觀念史集刊》係由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與韓國翰林大學、日本關西大學共同合作出版的
國際學術刊物，旨在帶動國際間不同學術社群在東亞觀念研究領域上之對話，推動跨學科、
東亞系
跨文化、跨語言、跨區域之學術研究，本刊為半年刊，每年六月、十二月出刊，主要以中文、

東亞觀念史集
刊

英文發表。

6

7

8

9

《中國語文學論集》係由韓國中國語文研究會出版的國際學術刊物。本刊於 1988 年創刊，
每年定期出版四次季刊，迄今穩定出版，主要以韓文、中文、英文發表，品質優良。根據
東亞系
“950630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文學一學門國際暨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 韓國期刊評比報告中《中國語文學論集》為第七
名。具備編輯委員會與雙向匿名審查制度。

《中國語文學
論集》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J.I.A.B.S.)
The Journal of
Foreign Studies
The Journal of
國際關係學報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s the orga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nc. It include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pertaining to all facets of
Buddhist Studies.

東亞系

韓國中央大學外國研究中心為韓國最重要外國研究機構之一。

東亞系

[國際關係學報]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發行之學術性半年刊，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出版，探
討範圍以國際關係和外交實務等相關議題為主。刊載內容分為特稿、專論、政策分析和國際 東亞系
要聞等四大類。專論來稿均由編輯委員會經本刊審稿程序，送請相關學者專家匿名審查。

10

SOJOURN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fereed journal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Sojourn: Journal of
in Southeast Asia.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rticles are published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東亞系
Social Issues in
and disseminating scholarship in and on the region. Areas of interests include urbanization,
Southeast Asia
migration, ethnicity, religion, popular culture, nation-building, civil society, family and gender.
這是歐洲漢學界重量級學術期刊，由德國華裔學志研究中心（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在奧古斯丁（Sankt Augustin）發行的學術刊物。自 1935 年創刊至今，內容以中國研究為
主，其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滿、蒙、藏等不同語言區的研究如與中國有關亦接受投稿
（該刊英文說明：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is mainly dedicated to

11 華裔學志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Chinese culture, but its Chinese title, Huayi xuezhi (Scholarly Journal on Chin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contributions concerning subjects such as Japanese, Mongol,
Manchu, Tibetan, or Korean studies may also be published, if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 The journal
promot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he contribution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cover all relevant fields of Sinology,
including: Chinese history, language, literature, philosophy, Chinese religions and their history,

Studies
(Print ISSN: 02549948 )
(Online ISSN: 20571690)

mission history, art, etc. They may be published either in English, German, French, and
東亞系
exceptionally in Chinese.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for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an institute
which testifies to the vivid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S.V.D.) in the Chinese
people, their culture, languages, and religions. ）。
總編輯：Prof. Dr Zbigniew Wesołowski。國際編輯諮詢委員會成員如下： Prof. Dr. Nicolas
Standaert, S.J. (Belgium), Prof. Dr. Konstantin Tertitsky (Russia),Prof. Dr. Noel Barnard
(Australia) , Prof. Dr. J. W. Chiao (Germany) , Dr. Vincent Goossaert (France) , Prof. Dr.
Nicholas Koss, O.S.B. (Taiwan) , Prof. Ph.D. Susan Naquin (USA), Prof. Dr. Roderich Ptak
(Germany), Prof. Ren Dayuan (China), Prof. Dr. Helwig ,Schmidt-Glintzer (Germany)
期刊網址：http://www.monumenta-serica.de/monumentaserica/index.php?navid=1294856338108
*華裔學志目前於輔仁大學設有台北辦公室，但期刊則屬德國華裔學志研究所的業務範圍。
德國華裔學志研究所出版，依歐洲多國語言，但以德文、法文、英文為主。年刊。

12 國際安全保障 国際安全保障

13 東方學

Eastern Studies
(TOHOGAKU)

[國際安全保障學會]係以研究安全與國防為主的日本學會，成立於1973年，當時的名稱
為:[防衛學會]，出版的學會債名為[新防衛論集]季刊。該學會於2000年更改為現名，出版
學會雜誌名稱，亦隨之更名為[國際安全保障](ISSN 1346-7573)。該學會雜誌處理投稿論文，
具有由兩名審稿委員之雙向匿名審查機制。
該學會官網(日語)如下:http://is-japan.org/index.html
日本國際安全保障學會，以日文出版，季刊。

東亞系

東方思想、歷史、文學、語言相關領域的日本最有權威的全國性雜誌。
日本東方學會出版／日語。半年(1月、7月)刊。

東亞系

亞細亞研究是於韓國著名且歷史最悠久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主要刊登地區研究、比較社
會研究、理論研究、田野調查、政策研究及歷史研究。
THE JOURNAL OF 具有雙向匿名審查。
ASIATIC STUDIES 韓國高麗大學 亞細亞問題研究所，以韓語出版，季刊(一年4期)

아세아연구
14 亞細亞研究

東亞系

◎該學報由南洋理工大學發行，主编是李元瑾、劉宏、曾少聪教授，學術顧問主席是中研
院院士王赓武教授。
該學報之研究對象以世界各地華人为主體，探讨华人个体与群体的现象、他们在居留地的

1

遭遇与处境、在区域与国际间的跨界活动、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网络等课题。学报面向华文
世界的学者与读者，并引介非华文世界有关海外华人的重要著作及活动，以促进华人研究
The International
领域的廣度和深度。
华人研究国际 Journal of Diasporic
◎其學報為一年两期，設有〈学术专论〉、〈研究述论〉、〈活动报告〉、〈书评〉。
学报
Chinese Studies
〈学术专论〉和〈研究述论〉公开征稿，文章发表后付上稿酬。
(IJDCS)
◎这两个栏目的文章会进行匿名审稿。〈学术专论〉文章，须具完整题旨、架构、论述，
字数上限 1 万 5 千（含注释、参考资料）。〈研究述论〉文章，为进行中或刚完成研究项
目的报告，或有关研究新发展、新趋势、新课题的论析，字数上限 8 千（含注释、参考资
料）。
http://www.ntu.edu.sg/HSS/cclc/publications/IJDCS/Pages/default.aspx

應華系

《亞洲文化》(Asia Culture) 是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的學報。學會創辦於 1982 年 2 月 16

2

亚洲文化

Asian Culture

日。該會在新加坡由辜美高、呂振端、李元謹、陳田啟等學人創辦，旨在推廣文化學術，
首重東南亞地區華人的研究。二十幾年來，出版亞洲研究雙語學術年刊《亞洲文化》，叢
書 10 餘種，東南亞史料叢刊，英文學術叢刊，以海外華人研究專題占多數。《亞洲文化》
自 1983 年 2 月創刊，至 2010 年一共出版了 34 期。自創刊以來，《亞洲文化》即吸引東南
應華系
亞及海外的學者投稿，發展至今，已成為東南亞與華人研究的重要期刊，期刊投稿內容可
以下列分類：哲學、宗教、民俗、社會學、政治、國際關係、法律、教育、經濟、語言、
文學、藝術、 歷史、地理、傳記和大眾傳播。投稿的文章內容集中在東南亞與華人研究領
域，專業程度極高。學報目前為一年一期，投稿採匿名審稿方式，編委參酌審查報告之
後，再議決是否刊登。《亞洲文化》在新加坡發行。

《南洋學報》(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JSSS)，創刊於 1940 年，是 1940 年成立於新
加坡的南洋學會（South Seas Society）所發行的學報。學會創辦人包括著名東南亞學者許
雲樵、張禮千、姚楠、作家郁達夫和中國的學者李長傅等。《南洋學報》是東南亞刊齡最
3

4

南洋學報

長的一份國際華文期刊。自 1940 年創刊至今，已經出版了 63 卷，均為知名中外學者和文
Journal of The South
教界人士投稿，不少具有高水準和開創意義的研究成果。學報的文章包含中英文專論，研
Seas Society
究對象以南洋（東南亞）課題為主體，主要可概括為：史地考證、考古資料、文獻譯述、
史料鉤沉、移民現象、跨國網路、華僑華人、教育專論、報業歷史、馬華文學、民間宗
教、政治經貿等領域的微觀剖析和宏觀探討。
學報目前為一年一期，投稿採匿名審稿方式。《南洋學報》在新加坡發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

As mobile devices are gradually converging into Individual Information Centres, mobile learning
becomes a viable learning channel that would fit the living style of today. IJMLOis a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bridging the latest advances in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sation. It
provides a global forum for presenting authoritative references, academically rigorous research
and case studies. The journal publishes well-written and academically validated manuscripts in
both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applied research.

應華系

應華系

近年來，由於資訊及通訊技術的普及，國內外教育單位及政府機構紛紛將資訊科技在教育
的應用列為重要的發展方向。

5

International
數位學習期刊 Journal on Digital
Learning

為聚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學習研究的成果及能量，發行「數位學習科技」期刊，由
教育部指導，國立交通大學發行，並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知名學者參與。期刊的徵稿內容
及對象，包括學術及實務二個面向的內涵，提供中小學教師、大學教授及研究人員一個交
流的管道；期使我國數位學習的發展，由前瞻創新的研究，落實到各級學校的應用實務。
「數位學習科技」期刊的成立，除了嘉惠國內的教育及學術單位之外，將提供教育部與各
級學校在國內資訊與教育及數位學習領域研究成果的討論與交流平台，其論文發表內容將
包含以下主題：

應華系

•行動學習與普化學習(Mobile Learning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資訊融入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Applied Instructions)
•適性化學習(Adaptive Learning)
•電腦化測驗與評量(Computerized Testing and Assessment)
•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虛擬學習(Virtual Learning)
•其他與數位學習相關之議題

6

7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當代語言學》創刊於 1962 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學術性刊物之一。該刊被
CSSCI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收錄。
本刊主要刊登運用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漢語和其他語言的論文以及有獨立見地的書 應華系
評，尤其對某一語言現象作深入考察並具有理論意義的文章，同時也刊登評價國外語言學
的綜述。

KM&EL aims to publish latest and quality research articles in the multidisciplinary area of
Knowledg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lectronic learning. Hoping to foster a platform for leading research
應華系
management & ein the emerging new landscape of knowledge intensive economy, which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KM&EL)
knowledge and learning.

這是一本具有審核制度的高學術水準的期刊（ISSN 1995-8692），期刊所收錄的論文皆是
從事眼動的相關研究，包括眼動記錄方法、神經生理和認知模型、注意力、閱讀、以及神
經科學、人機工程學、媒體研究和其他相關的領域。投稿的學者大都是現今在眼動研究各
領域相當活躍的學者，是一本頗具參考價值的期刊。
Journal of Eye
應華系
Movement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 is a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periodical devoted to all
aspects of oculomotor functioning including methodology of eye recording, neurophysiological
and cognitive models, attention, reading, and applications in neurology, ergonomy, media research
and other areas.

8

Translocal Chinese: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是由具有上百年歷史的 Brill 出版社出版，是少
有的由西方國家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華人研究刊物。
East Asian
其審查過程嚴謹，符合學校的規定。
Perspectives

9

應華系
(抽換)

《華文教學與研究》原名《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創刊於 2001 年， 2003 年榮獲首屆
華文教學與研
《CAJ-CD 規範》執行優秀期刊獎，2007 年 12 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發佈的
應華系
究
Journal of Aesthetic CSSCI 擴展版來源期刊(語言學類)。來稿皆以匿名方式進行評審。
10
(抽換)
(CSSCI 期刊) Education
(http://www.hwjyw.com/bulletin/200910/t20091027_33042.shtml)
現用刊名：華文教學與研究
TCSOL Studies
曾用刊名：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
中華國際法與

為當前國內最具規模也是歷史最悠久之國際法學會，長期致力於中英文刊物之編輯出版，出

超國界法評論

版目的主要為倡導國際法之交流，推動國內國際法學之研究。

2

台灣法學雜誌

研究台灣社會法治變遷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本土問題為範本，分為「法學論著」
、
「本土論壇」
、
政研所
「法令動態」及「書評」四部份。

3

孫學研究

刊為專業性學術期刊，凡屬孫中山學說及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相關領域之論著，內容包含當
政研所
代、兩岸及國際的中外文學術論文或書評等。

4

東亞研究

2001 年起出版的學術期刊。該期刊內容涵蓋東亞的政治、經濟、人權和環境問題等。

1

政研所

政研所

The Journal of East
國際關係
Asian Affairs

5

政研所

6

展望與探索

刊載有關國家安全、大陸情勢、兩岸關係議題之學術論著。

7

中共研究

刊登以中國大陸、兩岸關係暨與兩岸互動密切之國際動態情事為研究主題之學術性、資訊性
政研所
論著。

8

香港社會科學
學報

國際性的學術期刊，創刊於 1993 年。刊登的論文和書評，分布在四個範圍：(1) 政治、法律、
外交；(2) 經濟及地區發展；(3) 社會學、社會政策、文化研究；(4) 哲學、理論、方法論、歷 政研所
史學。

9

當代中國研究

10

臺灣國際法季
刊

1

Modern China
Studies

政研所

中國大陸研究針對中國當代議題與時事進行探討之國際性期刊。期刊內容主要包含政治、經
政研所
濟、法律、社會、文化、國際關係、環境保護、現代歷史及人文科學等領域。
國際法

政研所

Convergence: The Convergence is a quarterly, peer-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 that publishes leading research
International
addressing the creative, social, political and pedagogical issues raised by the advent of new media
Journal of Research technologies. It provides 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for research exploring the 大傳所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reception, consumption and impact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domestic, public and educational
contexts.

2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is a highly selective academic journal with a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 that positions itself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ritical
Critical/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journal features critical inquiry that cuts across academic 大傳所
Studies
boundaries to focus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mmunication.

3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is a quarterly peer-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 covering
Communication, Cul
critical, interpre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mining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大傳所
ture, & Critique
criticism, spanning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4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s an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 that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research and debate on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大傳所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5

6

傳播、文化與
政治
China Media
Research

7

Journal of Radio &
Televis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communication journals
publishing scholarly articl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he
journal covers al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大傳所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regulatory regim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flow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傳播、文化與政治」為媒體改造學社 2015 年起發行之學術期刊，為臺灣關注傳播，並且
大傳所
具有社會、文化或政治意義等任何形式書寫的傳播學術刊物。旨在探討傳播、文化、社會、
(抽換)
政治經濟等各種現象及其關係。
China Media Research seek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hinese media research, as well as to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media research done in China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It is 大傳所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English-language journal in its field.
《廣播與電視》為臺灣傳播學術界最具代表性之廣電類期刊，範圍包括廣播、電視、電影、
攝影、錄影、新電子媒介及網際網路各領域之學術研究。訂有審稿流程，需經至少二名專家 大傳所
學者匿名審查通過。

8

廣播與電視

9

《資訊社會研究》是臺灣唯一跨領域研究網路相關議題的專業期刊，刊登關於資訊社會、傳
Journal of Cyber
播科技與網路文化等相關議題之學術論文及研究記要。期刊涵蓋資訊科技、網路文化、虛擬
大傳所
資訊社會研究 Culture and
社區、電腦輔助溝通、資訊心理、數位經濟、虛擬組織、網路倫理、網路研究法、網路自由、
Information Society
管制與隱私、虛擬權力、數位落差等新興研究主題。

Communication &
傳播與管理研
10
Management
究
Research
新雑誌『5:
Designing
5(Five): Designing
11 Media
Media Ecology
Ecology』趣意
書

《傳播與管理研究》為臺灣唯一之傳播管理類期刊，其範圍涵蓋傳播理論、產業發展、政治
大傳所
經濟學、傳播文化、公關廣告以及整合行銷傳播等相關議題。
5 (Five): Designing Media Ecology is a new magazine in the field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What follows are the guidelines of 5 (Five): Designing Media Ecology.
1、Cultivating a new field: Connecting critical thought with practical design, and producing a
new field of media &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2、Being “Glocal”.
3、Being a magazine: Not an academic journal, but a magazine for everyone. Academic articles
will be printed with the peer review of the editorial board.
4、New practice of media studies.
日本 / 『５』編集室出版 / Bilingual (Japanese and English) / Biannually

大傳所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1

International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學會出版

人資所

2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3

Human Resource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學會出版
Development Review

人資所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人資所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and Development

人資所

6

Journal of European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Industrial Training

人資所

7

Journal of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Workplace Learning

人資所

8

Journal of human
人力資源管理
resource
學報
management

9

臺灣管理學刊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學會出版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國科會國內評比人資類前 5 名
●學會出版

Taiwan academy of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國科會國內評比綜合資類前 10 名，部份內容為英文
management journal

人資所

人資所

人資所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10 組織與管理

●學會出版

人資所

1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1.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JGSW)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社出版。
2. 此期刊致力於從社會工作的觀點來為各種有關老化過程的議題發聲。
3. JGSW 所發表的研究著眼於促進美國與國際老年社會工作的發展。
4. 本期刊目前已在申請進入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的最後階段。
5. JGSW 的編輯群都來自全世界各個頂尖的教育機構, 而且使用雙盲審核的方式來確保
出版文章的品質。

2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

本期刊由韓國首爾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發行。主要刊載理論性及實務性文章，此外亦包括社會
工作政策及實務方法之專案報告等，並由 Wiley's production 負責出版，並有匿名同儕審查制 社工所
度。目前已收錄於 Scopus.

社工所
(抽換)

1. 原 social work research 已被收錄為 SSCI。
2. Emerging Adulthood 這個刊物是由該理論提出者 Jeffrey J. Arnett 創辦的期刊，已經吸引
歐美與亞洲各國菁英學者投入（編輯委員名單可參見連結 HTTPS://UK.SAGEPUB.COM/ENEmerging
Adulthood

3

GB/ASI/EMERGING-ADULTHOOD/JOURNAL202127#EDITORIAL-BOARD），該刊物之學 社工所
術地位已經在國際上被認同。且每兩年固定舉辦研討會，持續發揮影響力，也鼓勵跨國學者 (抽換)
合作，未來影響力無窮。
3. 該刊由國際知名的 SAGE 出版社出版。
4. 研究領域跨家庭，兒少，成年，性別，約會暴力，政治態度與國家，身心障礙等。
1.台灣社會工作學刊創刊於 2004 年 1 月，由「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醫
務社會工作協會」與「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聯合發行。

4

台灣社會工作
學刊

5

東吳社會工作
學報

2. 本期刊鼓勵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學者或實務工作者累積知識、統整經驗，以提昇社會工
社工所
作專業學術與服務品質為宗旨。
3.期刊收錄範疇具學術論著、研究紀要、實務議題討論、書評四面向，充分結合社會工作
學術與實務。
4.具雙向匿名審查制度。
1.東吳社會工作學報創刊於 1995 年 3 月，穩定出刊至今，收錄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主題相
社工所
關之中、英文學術論著。

2.期刊收錄範疇具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s)、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s)、研究議題討論
(Research Issues or Review Articles)三面向。
3.學報設有外審制度，來稿以雙向匿名方式送相關學者專家審閱。

6

1.台灣社會福利學刊主要刊登有關社會福利相關議題之學術論文，以透過學刊促進國內外
學界研究交流，結合相關領域之研究，達到科際整合之目標。
2.學刊涵蓋社會福利及其相關領域之學科，鼓勵跨學科及具理論性或驗證性之研究論文。
3.具雙向匿名審查制度

台灣社會福利
學刊

社工所

本期刊由 Taylors & Francis 出版，主要包含健康與社會照顧、社會工作、社會政策等。目前
7

8

Journal of Evidence- 已收錄於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CINAHL Database; Family Index Database; Family Studies
社工所
Based Social Work Abstracts; Index Copernicus - Google Scholar; MEDLINE,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s; Social Services Abstracts; SOCIndex; and Studies on Women and Gender Abstracts.

Ageing International (AI) 是一同儕審查的季刊，AI 由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旨在經由提供
社工所
一個知識交流的平台來改善全球老齡人口的生活品質。 除了發表高品質的研究文章外，
Ageing International
(抽換)
AI 更致力於將研究、政策及實務工作三者連結，以減少應用鴻溝並提供嚴謹的科學結果
和有效的服務。

9

10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Work and Research

1.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具有嚴謹的審查制度，且由美國極度有聲譽的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有收錄在 PubMed 等知名資料庫。2.線上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4
年。是社會工作以及兒少或家庭專業領域之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經常參閱的學術性期刊，其
學術影響力不容忽視。

社工所

1.此期刊由全美社工最大的研究組織 SSWR (society for social work and research )創立，由知
名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
2.審查制度嚴謹，且主編群不少是社工界有名的學者（請參考如下連結）
社工所
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journals/jsswr/board
3.JSSWR 投稿接受後，研究者可以選擇是否要採用 open access，符合國際趨勢。舊有推薦
的 ISRN 期刊則一律使用 open access，即研究者要支付大約美金 2000 元，受限於研究經費，
對研究者可能是個額外負擔。

學術領域：社會工作與其他社會科學以及健康相關學科

Etudes Ricoeuriennes/ Ricoeur Studies (ERRS) is an electronic, open access, peer-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work of Paul Ricoeur. ERRS is interdisciplinary in
scope and seeks to continue Ricoeur's own dialogue across the disciplines (law,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anthropology, history, to name only a few). ERRS adheres to a policy of double-blind

1

Ricoeur Studies

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eer-review. The 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 is a scholarly group with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to
perpetuate and enhance Paul Ricoeur's study. Since 2007 it has organized numerous academic
歐文所
conferences on regular annual basis across the world.
（Ricoeur Studies）呂格爾研究是美國呂格爾協會透過嚴謹雙向匿名審查機制所發行的電子
期刊，其網站是：http://ricoeur.pitt.edu/ojs/index.php/ricoeur 此期刊創刊於 2010 年，在美國
歐陸哲學研究的期刊當中具有當的學術地位。近年來因為呂格爾研究在海外受到矚目，美
國呂格爾協會成員，因為整理、出版呂格爾生平在美國教學與演講的英文著作，而因此在
學界受到重視。
創刊於 1991，此期刊之焦點為：多元文化、跨文化、文化間際與傳播（Communication）
的研究。另外，也涉及從文化間際（intercultural）角度探討的文化、語言、教育、文學、
哲學、社會學的研究。●文化領域。

歐文所

IJLTM 為瑞士出版，並以休閒觀光行銷研究為主軸、具嚴格雙向匿名審查制度的國際期刊。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isure
and Tourism
Marketing

IJLTM 創刊於 2009 年，每年發刊 4 卷，並於 2012 年榮獲澳洲研究卓越獎（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ERA）。該期刊主要關注在全球範疇之下，休閒與觀光產業行銷所扮
歐文所
演之角色。IJLTM 收錄觀光與休閒研究之原創性論文，徵稿範圍有以下諸個領域，與本所之
發展方向和課程架構密切相關，包含：文化節慶與活動、觀光休閒政策分析、休閒觀光規劃、
都市休閒觀光供給、文化與觀光消費行為、全球化與觀光等。●觀光領域

Place management and place branding are issues of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Published
by Emerald, this journal is unique in bringing together research from management, tourism, public

4

Journal of Pla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5

Literature &
Established in 1991, the journal was initially published once a year (until 2002) and is now a
Aesthetics. The
semiannual. It publishes fully refereed scholarly articles on the arts from a wide range of
歐文所
journal of the Sydney
viewpoints. The journal has a scope that joins the philosophical to cultural studies. The focus is on
Society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but it also philosophically examines a range of other cultural expressions.
and Aesthetics.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 planning and design to advance understanding of place management,
marketing and development. The JPMD is abstracted and indexed by: Scopus, ProQuest and
ABI/Inform etc.
學術領域：觀光研究

歐文所

Philosophy,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s a multi-lingual (English - French - Spanish - German)
philosophical journal, published annually, and sponsored by the World Union of Catholic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It appears in print [ISSN 1609-2392] and in electronic [ISSN 1609-2406]
format.
http://people.stfx.ca/wsweet/WUCPS-Journal.html

6

The World Union of Catholic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WUCPS) was founded in Amsterdam in
1948, principall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its first President, I.M. Bochenski. It is a founding member
Philosophy, Culture,
歐文所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FISP), and one of its purposes is to
and Traditions
represent the Catholic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of the world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FISP.
https://sites.google.com/site/unionmondiale/
創刊於 2002 年，是世界天主教哲學學會的刊物，此學會是世界天主教哲學界與世界哲學大
會連結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FISP - is the highest nongovernmental world organization for philosophy) 。此期刊所刊登之文章，在哲學學界、尤其
是天主教相相關之哲學學界受到矚目。此期刊透過雙向匿名審查制度審稿，並收錄於美國
The Philosopher's Index.

Established in 1929,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respected journal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wit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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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Transfe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

a strong comparative bent. The BMFEA publishes articles on all aspects of ancient and classical
East Asia and adjacent regions, including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and related fields. Contributions seriously engaging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especially welcome.

歐文所

Transfers 是 2013 年 3 月成立期刊，在移動性典範方面,強調人文藝術與歷史,包括移民,交通,
金融,媒介,物品等等的移動與固著所產生的複雜社會現象,企圖涵括西歐主導外的全球各地
的現象,並以書籍,展覽,博物館,藝術等 review 作為其人文歷史藝術的特色。 每年出刊三期,
目前的編輯委員皆為流動研究的重要研究學者.
學術領域：移動研究。

歐文所

Design Studies is the only journal to approach the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processes from
comparisons across all domains of application, including engineering and product design,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design, computer artefacts and systems design. It therefore provides a
unique forum for the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discussion of fundamental aspects of design
activity, from cognition and methodology to values and philosophy. The journal publishes new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concerned with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in principles, procedures
9

Design Studies

and techniques relevant to the practice and pedagogy of design.
As design increases in complexity and in its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it is vital
for researchers, educators and practising designers to stay abreast of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new
ideas in this rapidly growing field; with its interdisciplinary coverage, Design Studies meets these
needs with maximum effect.
為一 1979 年成立至今的具領先指標的跨領域設計文化研究權威期刊，其網站為

歐文所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design-studies/
10 博物館學季刊 Museology Quarterly

創刊於 1987 年，該期刊為國內博物館學的重要期刊，聚焦博物館、文化與觀光之跨領域議
歐文所
題。

11

《外國語文研 Foreign Language
究》
Studies

《外國語文研究》為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發行之外國語文學術期刊，定期出版外國
語言、文學及文化相關研究領域之原創性學術論文。為囊括除中文以外多樣化語言的重要
學術期刊。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以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俄語、阿拉伯語、日語、
土耳其語、韓語及其他語種出版，定期於每年 6 月、12 月出版。

歐文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