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第一級為 SCI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第二級期刊為九十三年度國科會

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如下： 

九十三年度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 

得獎名單 

一、自然科學類（國科會自然處提供） 

(一)得獎名單：獲獎牌 5種 (傑出 5種)；獲獎助款 5種。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獲獎情形 

1.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中國化學會 
傑出、獎
助款 

2.  
中國物理學刊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 傑出、獎
助款 

3.  Statistica Sinica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傑出、獎
助款 

4.  台灣數學期刊 中華民國數學會 
傑出、獎
助款 

5.  地球科學集刊 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 
傑出、獎
助款 

二、應用科學類（國科會工程處提供） 

(一)得獎名單：獲獎牌 11種 (傑出 2種，優等 9種)；獲獎助款 11種。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獲獎情形 

1.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傑出、獎
助款 

2.  中國化學工程學會會誌 中國化學工程學會 
傑出、獎
助款 

3.  Asian Journal of Control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 
優等、獎
助款 

4.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優等、獎
助款 

5.  Journal of Polymer Research 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 
優等、獎
助款 

6.  力學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 
優等、獎
助款 

7.  工業工程學刊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優等、獎
助款 

8.  中國工程學刊 中國工程師學會 
優等、獎
助款 



9.  中國電機工程學刊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0.  中國機械工程學刊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1.  醫學工程 
台大醫學院暨工學院醫學工程學研
究所 

優等、獎
助款 

三、生物醫農類（國科會生物處提供） 

(一)得獎名單：獲獎牌 18種 (傑出 4種，優等 14種)；獲獎助款 17種。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獲獎情形 

1.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臺灣醫學會雜誌) 

臺灣醫學會 
傑出、獎
助款 

2.  Zoological Studies (動物研究學刊) 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 
傑出、獎
助款 

3.  
Botanical Bulletin of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彙刊)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傑出、獎
助款 

4.  中國生理學雜誌 中國生理學會 
傑出、獎
助款 

5.  The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高雄醫學科學雜誌)  

高雄醫學大學 
優等、獎
助款 

6.  臺灣農業化學與食品科學 
台灣農業化學會、台灣食品科學技
術學會 

優等、獎
助款 

7.  微免與感染雜誌  
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中華民國免
疫學會及中華民國感染症醫學會 

優等、獎
助款 

8.  藥物食品分析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 優等 

9.  
Acta Anaesthesiologica Sinica (麻醉學雜
誌) 

中華民國麻醉醫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0.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中華醫學雜誌) 

中華醫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1.  
Chang Gung Medical Journal (長庚醫學雜
誌)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優等、獎
助款 

12.  臺灣兒科醫學會雜誌 臺灣兒科醫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3.  Taiwania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優等、獎
助款 

14.  臺灣水產學會刊 臺灣省水產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5.  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6.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護理研
究) 

台灣護理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7.  台灣昆蟲 台灣昆蟲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8.  
台灣獸醫學雜誌 中華民國獸醫學會 

優等、獎
助款 



四、人文社會科學類（國科會人文處與科教處提供） 

(一)得獎名單：獲獎牌 19種 (傑出 3種，優等 16種)；獲獎助款 13種。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獲獎情形 

1.  經濟論文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傑出 

2.  中華心理學刊 台灣心理學會  
傑出、獎
助款 

3.  管理學報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傑出、獎
助款 

4.  新史學 新史學雜誌社  
優等、獎
助款 

5.  漢學研究 漢學研究中心 優等 

6.  臺大歷史學報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優等、獎
助款 

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優等 

8.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優等 

9.  中外文學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中外文學月刊
社  

優等、獎
助款 

10.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優等、獎
助款 

11.  台灣社會學 台灣社會學編輯委員會  優等 

12.  中華傳播學刊 中華傳播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3.  新聞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優等、獎
助款 

14.  歐美研究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優等 

15.  都市與計劃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6.  教育研究集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優等、獎
助款 

17.  經濟論文叢刊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優等、獎
助款 

18.  資訊管理學報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優等、獎
助款 

19.  科學教育學刊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優等、獎
助款 

 

 

 

TSSCI 正式名單  94.04.21 查詢 

 

收錄狀態 期刊名稱 學門類別 出版者 

正式名單 台灣社會學 / Taiwanese Sociology  社會學門 台灣社會學編輯委員會 

正式名單 新聞學研究 /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社會學門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4001458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5931


正式名單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社會學門 中華民國社會政策學會 

正式名單 臺灣社會學刊 /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社會學門 臺灣社會學社 

正式名單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經濟學門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所 

正式名單 經濟論文 /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經濟學門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正式名單 經濟論文叢刊 / Taiwan Economic Review  經濟學門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正式名單 
師大學報：教育類 /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教育學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式名單 教育研究集刊 /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教育學門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正式名單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 Bulletin of Special Education  教育學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特教中心 

正式名單 管理學報 / Journal of Management  管理學門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正式名單 管理評論 / Management Review  管理學門 
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金

會 

正式名單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管理學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正式名單 財務金融學刊 /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管理學門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 

正式名單 資訊管理學報 /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管理學門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正式名單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法律學門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正式名單 政大法學評論 / Chengchi Law Review  法律學門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正式名單 中華心理學刊 /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心理學門 中華心理學會 

正式名單 教育與心理研究 /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心理學門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暨心

理學系 

正式名單 
本土心理學研究 /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心理學門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 

正式名單 問題與研究 / Wenti Yu Yanjiu  政治學門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 

正式名單 東吳政治學報 /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門 東吳大學 

正式名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人類學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正式名單 臺灣史研究 /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人類學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 

正式名單 戶外遊憩研究 /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Study  區域研究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68700015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338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000161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000161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638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6390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6870006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6870006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68600444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340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6712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83300322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8900256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4001527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430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5097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5097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3847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1032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4913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646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646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500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041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0658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0658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222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119


正式名單 運輸計劃 /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Journal  區域研究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正式名單 都市與計劃 / City and Planning  區域研究 中華民國都市與計劃學會 

正式名單 人口學刊 /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綜合 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正式名單 歐美研究 / EurAmerica  綜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觀察名單  94.04.21 查詢 

 

收錄狀態 期刊名稱 學門類別 出版者 

觀察名單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社會學門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觀察名單 經濟研究（臺北大學） / Taipei Economic Inquiry  經濟學門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 

觀察名單 農業經濟半年刊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經濟學門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觀察名單 農業經濟叢刊 / Taiwanese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經濟學門 中國農村經濟學會 

觀察名單 農業與經濟 /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  經濟學門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觀察名單 教育學刊 / Educational Review  教育學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觀察名單 教育政策論壇 / Educational Policy Forum  教育學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

行政研究所 

觀察名單 教育研究資訊 / Educational Research & Information  教育學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

心 

觀察名單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教育學門 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 

觀察名單 課程與教學 /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教育學門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觀察名單 中山管理評論 /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管理學門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觀察名單 亞太管理評論（英文版） /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管理學門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觀察名單 交大管理學報 / Chiao Da Management Review  管理學門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學系 

觀察名單 
工業工程學刊 /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管理學門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觀察名單 會計評論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管理學門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觀察名單 管理與系統 /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  管理學門 
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中華

民國系統分析學 

觀察名單 臺大管理論叢 / NTU Management Review  管理學門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觀察名單 公平交易季刊 / Fair Trade Quarterly  法律學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5985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83300038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0027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3001474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88011864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88011864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634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6241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00000303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6244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79004923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6870014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3012063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4002230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4002230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6880003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4000711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4001969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81000465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2027815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2027815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88008151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68700093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0007746
http://ssrc.sinica.edu.tw:8080/ssrc/search8859/d-6.jsp?mgzno=0093012074


觀察名單 東吳法律學報 / Soochow Law Review  法律學門 東吳大學 

觀察名單 私立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 Tunghai University Law Review  法律學門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研究會 

觀察名單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 Taipei University Law Review  法律學門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觀察名單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心理學門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觀察名單 
中華輔導學報 / Chinese Annual Repor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心理學門 中國輔導學會 

觀察名單 台灣精神醫學 /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心理學門 臺灣精神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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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名單 選舉研究 /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政治學門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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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名單 護理研究（英文版） /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綜合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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