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研究生期刊論文發表投稿參考期刊 

（＊本參考期刊若有爭議時，以系所務會議通過並公佈之最新資料為準。） 
 

刊名 
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816-6571 

出版單位 大葉大學 

地址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電話 邱小姐，04-8511888＃1472。 

E-MAIL journal@mail.dyu.edu.tw 

網址 http://www.dyu.edu.tw/~journal/hssjournal/hssjournal.h  tm 

備註 
半年刊。管理、人文、社會、設計領域及相關基礎學科之研究 

論文。 

 

刊名 人本教育札記 

ISSN 1024-8285 

出版社 人本教育基金會出版部 

地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 3段 277號 7樓 A室 

電話 (02)2367-0151 

網址 http://hef.yam.org.tw/index01.htm 

 

學報名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ISSN 1025-966x 

出版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地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電話 (02)7734-1411 

E-MAIL hdfs@ntnu.edu.tw 

網址 http://www.hdfs.ntnu.edu.tw/ 

備註 
原刊名：家政教育學報，發行至第 7 期(民 94年 7月)止；自民 95年 5月 

起改為現刊名，期數繼續。 

 

學報名 中山人文學報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mailto:journal@mail.dyu.edu.tw
mailto:journal@mail.dyu.edu.tw
http://www.dyu.edu.tw/~journal/hssjournal/hssjournal.h%20%20tm
mailto:hdfs@ntnu.edu.tw
http://www.hdfs.ntnu.edu.tw/


ISSN 1024-3131 

出版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地址 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號 

E-MAIL cla@mail.nsysu.edu.tw; sysjoh@mail.nsysu.edu.tw  

網址 http://www.la.nsysu.edu.tw/2007NEWWEB/publication2.htm 

電話 (07)5252000-3006 

傳真 (07)5253009 

備註 
半年刊。包含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音樂及其他人文藝術研究之學術 

論著及書評。 

 

刊名 中正教育研究 Chung Cheng Educational Studies 

ISSN 1683-9552 

出版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地址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號 

電話 05-2720411#26004 

網址 http://www.ccunix.ccu.edu.tw/~coledu 

E-MAIL coledu@ccu.edu.tw 

備註 半年刊。刊載中英文教育學術論文及有關研究成果 

 

學報名 中原學報（人文及社會科學系列）Chung Yuan Journal 

ISSN  

 出版單位 中原大學 

地址 桃園縣中壢市普仁里 22號 

電話 (03)456-3171#2503 

網址 http://www.cycu.edu.tw/ 

備註 

本刊自中華民國 61年起發行年刊，並自 84年開始改為季刊，分四 

期發行。一、三期為自然科學及工程系列，二、四期為人文及社會 

科學系列。 

 

刊名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ISSN 1023-7283 

出版單位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地址 103台北市民權西路 136號 16樓之 1 

http://www.cycu.edu.tw/


電話 （02）2552-3340 

網址 http://www.mhat.org.tw/ 

E-MAIL formosajournal@yahoo.com.tw  

備註 季刊。TSSCI 心理治療;精神科。 

 

刊名 中華心理學刊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SSN 1013-9656 

出版單位 台灣心理學會 

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 02-2367-2370 

網址 http://www.psy.ntu.edu.tw/cpa/publications.asp 

E-MAIL cjpsy2007@gmail.com 

備註 季刊 

 

刊名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 Chinese Group Psychotherapy 

出版單位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 

地址 106台北市麗水街 28號 5樓 

電話 02-23923528#28 

網址 http://www.cagp.org.tw/ 

E-MAIL fish424@ms35.hinet.net 

備註 不定期 

 

學報名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ISSN 1728-5186 

出版單位 中國輔導學會 

地址 
970 花蓮市華西路 123號，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諮商心理學系轉「中華輔 

導與諮商學報主編」收 

電話 (03)822-7106 轉分機 2508 

Fax (03)824-2675 

網址 http://www.guidance.org.tw/old_data/CJGC/periodical.htm 

E-MAIL journal.cga＠gmail.com 

備註  半年刊。TSSCI。本學報係一學術性刊物,以發表諮商、輔導與心理學相

http://www.psy.ntu.edu.tw/cpa/02-23672370
http://cga.myweb.hinet.net/


關學科之實徵性研究報告與綜論性(review)學術論文為限 

 原刊名：中華輔導學報 

 

刊名 天下雜誌 

ISSN 1015-2784 

出版社 天下雜誌社 

地址 臺北市 104 松江路 87號 4樓 

電話 (02)2662-0332 

網址 http://www.cw.com.tw/ 

備註 
此刊以工商界及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報導、討論及分析與經濟生 

活相關的觀念、問題與對策。 

 

刊名 止善 Zhishan 

ISSN 1992-0776 

出版單位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地址 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 168號 

網址 cla@mail.nsysu.edu.tw 

備註 

半年刊。以秉持人文精神、關懷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變化為職志的 

學術文化刊物，專門發表推動通識教育實踐及理念為主之論文，以 

及通識教育課程實踐成效與其他相關評介。 

 

學報名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Journal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Education 

ISSN 1817-6402 

出版單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地址 台中市民生路 140號 

電話 04-22183143 

網址 http://www.libsun.ntcu.edu.tw/publish.html 

備註 
半年刊。為純學術性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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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報名 
台北科技大學學報＝Journal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SSN 1029-3981 

http://www.cw.com.tw/
http://www.libsun.ntcu.edu.tw/publish.html


出版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地址 臺北市忠孝東路 3段 1號 

電話 (02)2771-2171#1145 

E-MAIL Cf1140@ntut.edu.tw 

 

學報名 台東大學教育學報 NTTU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ISSN 1027-1120 

出版單位 國立台東大學 

地址 950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684號 

電話 (089)318855 轉 3005 

網址 
http://jtc.nttu.edu.tw/contents/about/about_view.asp?id=AboutCont  

ents 

E-MAIL journal@nttu.edu.tw 

備註 

半年刊。以教育研究分享為目的學術期刊，內容包含有關教育心理、教育 

社會、教育史哲、教育行政、各學科領域之教學，及其他與教育、教學相 

關之原創性學術論著。 

 

刊名 台灣性學學刊 Formosan Journal of Sexology 

ISSN 1608-5787 

出版單位 台灣性教育協會 

地址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三段 212號 3樓 

網址 http://www.sexedu.org.tw/ 

E-MAIL mercymem@yahoo.com.tw 

電話 (02)2915-3185 

  

刊名 台灣教育雙月刊 Taiwan Education Review 

ISSN 0492-1445 

出版單位 台灣省教育會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51號 2樓 

電話 （02）2351-9671 

E-MAIL jesi@www.tpea.org.tw 

網址 http://www.tpea.org.tw 

備註 原刊名：臺灣省教育會會務通訊，自民 42年 1月起，改為本刊名，卷期延 



續。原為月刊，自民 91年 2月起改為雙月刊。 

  

學報名 
台灣運動心理學報 Psyhological Bulletin for Sport and Experience  

Psychology of Taiwan 

ISSN 1814-5108 

出版單位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地址 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E-MAIL ssept@tea.ntptc.edu.tw 

網址 www.ssept.org.tw 

電話 02-7734-3226、0910591352 

  

刊名 台灣精神醫學雜誌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ISSN 1028-3684 

出版單位 台灣精神醫學會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2號 9樓之 3 

電話 02-2567-8266 

傳真 02-2567-8218 

網址 http://www.sop.org.tw/publication/ 

E-MAIL twpsyc@ms61.hinet.net 

備註 
學術季刊。原刊名：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會刊，自 1987年起衍成《中 

華民國精神醫學會通》 

 

刊名 幼教資訊 

ISSN 1812-3260 

出版社 幼教資訊雜誌社 

地址 臺中市西區精誠 16街 39號 3樓之 1 

電話 04-2328-4332 

傳真 04-2328-4341 

網址 http://www.birdsfamily.com.tw/ 

 

刊名 幼獅少年 

ISSN 1025-2991 

http://www.birdsfamily.com.tw/


出版社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 100 重慶南路 1段 66之 1號 3樓 

電話 (02)2311-2836 

網址 http://www.youth.com.tw/youth/monthy/yjhome/369/36901.htm 

 

刊名 
本土心理學研究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ISSN 1029-8282 

出版單位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備註 半年刊 

 

刊名 犯罪學期刊 Journal of Criminology 

ISSN 1605-2382 

 出版單位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樹人路 56號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 

E-mail roccriminology@gmail.com 

電話 （03）328-2321#4570 

傳真 （03）318-7824 

網址 http://www.ccunix.ccu.edu.tw/~clubcrime/index.htm 

 

學報名 玄奘社會科學學報 (有審查) 

ISSN 1815-6517 

出版社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地址 300 台灣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 48號 

電話 (03）5302255＃5511 

網址 http://css.hc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001 

E-MAIL pukk@wmail.hcu.edu.tw 

 

刊名 生命教育 

ISSN  

出版單位 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 

http://www.youth.com.tw/youth/monthy/yjhome/369/36901.htm
http://www.ccunix.ccu.edu.tw/~clubcrime/index.htm
mailto:pukk@wmail.hcu.edu.tw


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 1段 236號 7樓 

電話 (02)8231-6118#900或 815 

E-MAIL message@mwr.org.tw 

網址 http://www.mwr.org.tw/index.aspx 

備註 

凡有關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倫理關懷與生死關懷等議題，以及相關學科之 

專題、校園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社會實踐及生命教育活動報導與經驗分 

享等。 

 

刊名 生命教育 時事評論平台 

ISSN  

出版社 教育部生命教育研習網 

電話 傳真：02-8712-0220 

網址 http://life.edu.tw/homepage/discuss/index.php 

E-MAIL life@life.edu.tw 

備註 
投稿人請選定與生命教育相關的時事，並選一則時事之電子新聞，進行評 

論。 

 

學報名 生活科學學報＝Journal of Living Science 

ISSN 1560-1552 

出版社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地址 臺北縣 247 蘆洲市中正路 172號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學報編輯委員會收 

E-MAIL living@mail.nou.edu.tw 

電話 (02)2282-9355轉 7555或 7556  

 

學報名 白沙人文社會學報 Journal of Pais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727-8538 

出版單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共同學科 

地址 彰化市進德路 1號 

電話 (04)723-2105#1911 

備註 
本刊為一學術性期刊，內容包含歷史、法政、哲學、通識教育等領域的學術 

研究。 

 

學報名 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 Journal of Adult and Lifelong Education 

mailto:message@mwr.org.tw
http://www.mwr.org.tw/index.aspx
mailto:life@life.edu.tw


ISSN 1818-8001 

出版社 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 

地址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號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成人及終 

身教育學刊編審委員會》收 

網址 http://cyiaace.ccu.edu.tw/pub/publish.html 

E-MAIL admpll@ccu.edu.tw 

電話 05-272-0411   ext 26102；272-1182 

 

刊名 成人教育學刊 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ISSN 1028-8716 

出版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地址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160號 

電話 （05）2720411#26106；272-1182  

E-MAIL astkwy@ccu.edu.tw 

網址 http://www.ccunix.ccu.edu.tw/~cyiaace/publish/want.php 

 

刊名 身心障礙研究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ISSN 1729-2832 

出版單位 中華啟能基金會附設臺灣智能障礙研究中心 

地址 新北市三峽區大埔路 220號 

網址 http://www.spris.org.tw/3a/index.html 

E-MAIL mapleyeng@mail.ndmctsgh.edu.tw 

電話 02-2671-3001 

傳真 02-26713003 

備註 

季刊。刊載與身心障礙相關之學術性綜論、原著、實務研究等，範圍包含身 

心障礙之醫藥衛生、社會福利、特殊教育、職業訓練與輔導、復健等相關議 

題。 

 

刊名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se 

ISSN 19945779 

出版單位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60號 

mailto:admpll@ccu.edu.tw
mailto:cyiaace@ccu.edu.tw
http://www.ccunix.ccu.edu.tw/~cyiaace/publish/want.php


網址 http://www.ccunix.ccu.edu.tw/~deptcrm/ajdvso/ajdvso.htm 

E-MAIL crmmcl@ccu.edu.tw 

備註 
半年刊。整合國內家庭暴力及性犯罪之臨床處遇人員及政策行政法律 

專才之資源，並提供專業訓練及學術交流。 

 

刊名 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 

ISSN 1815-1671 

出版社 內政部兒童局 

地址 臺中市 408 南屯區黎明路 2段 503號 7樓 

電話 (04)2250-2862 

網址 http://www.cbi.gov.tw/welcome.jsp 

備註 

半年刊。刊載有關兒童福利、兒童社會工作等相關之論著、國內外相關措 

施、會議資訊,結合學術與實務,使理論與經驗融合,提供兒童福利工作者 

知能,提昇服務品質,並喚起社會各界對兒童福利、權益之關注與重視。 

 

刊名 宗博季刊 

ISSN  

出版單位 世界宗教博物館 

電話 02-82316118 轉 815 

Fax 02-82315969 

地址 234台北縣永和市中山路一段 236號 7樓 世界宗教博物館  

E-MAIL eleonor@mwr.org.tw 

網址 http://www.mwr.org.tw/content/activities/mwr-quarterly.aspx 

備註 季刊。 

 

學報名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Social Work 

ISSN 1026-4493 

出版社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地址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電話 (02)28819471 轉 6333 

網址 http://www.scu.edu.tw/sw/ 

E-MAIL eliza22@scu.edu.tw 

備註 刊載社會工作研究相關之學術論著 

http://www.ccunix.ccu.edu.tw/~deptcrm/ajdvso/ajdvso.htm
mailto:eleonor@mwr.org.tw


 

學報名 東吳社會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Sociology 

ISSN 1019-0449 

出版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電話 （02）2881-9471 

E-MAIL violette@scu.edu.tw 

網址 http://www.scu.edu.tw/society/ 

備註 刊登社會學相關理論領域學說、研究發現及發展趨勢之學術性刊物。 

 

刊名 社區發展季刊 

ISSN 1028-9496 

出版社 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地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 7樓社會司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電話 (02)2356-5173 

E-MAIL moi5450@moi.gov.tw 

網址 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htm 

 

學報名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ISSN 1028-7337 

出版單位 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地址 
545 南投縣埔里鎮建國北路三十一巷二弄五號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編 

審委員會 收 

E-MAIL pinlan89@ms47.hinet.net 

網址 http://www.spsw.nccu.edu.tw/rocspa.htm 

電話 049-2422063 

傳真 049-2422063 

 

學報名 社會科教育研究  The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Research 

ISSN 1729-2557 

出版單位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地址 台中市民生路 140號 

http://www.scu.edu.tw/society/
mailto:pinlan89@ms47.hinet.net


備註 年刊 

 

刊名 空大學訊 

ISSN 1562-3521 

出版社 國立空中大學 

地址 臺北縣蘆洲鄉中正路 172號 

電話 (02)2282-9355 

E-MAIL noumaz@mail.nou.edu.tw 

網址 http://www.nou.edu.tw/~noupd/link/990910/990910.htm 

備註 
半月刊。本刊紙本發行至第 437期(民 99年 8月 5日)止，之後改發行電子  

版，不對外開放 

 

學報名 花蓮教育大學學報 Journal of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SSN 1025-966X 

出版單位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地址 花蓮市華西路 123號 

電話 (03)822-7106 

E-MAIL mayer@mail.nhlue.edu.tw 

網址 http://www.aca4.ndhu.edu.tw/maga3.htm 

備註 
本刊自第 23 期(民 95年 12月)起，由《花蓮教育大學學報. 教育類》與《花 

蓮教育大學學報. 綜合類》合併而成，期數繼續。 

 

刊名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Journal of Research in Delinquency and   

Prevention 

ISSN 2078-0249 

出版單位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地址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號 國立中正大學 

E-mail tsjjr@ccu.edu.tw  

電話 （05）2720411 # 26328 ／（05）2724555 

傳真 （05）2724253 

網址 http://www.ccunix.ccu.edu.tw/~tsjjr/tsjjr_periodical.htm 

備註 
半年刊。刊登國內外青少年犯罪防治相關學術理論、青少年犯罪防治 

相關領域之實徵性研究報告。 

http://mail.nhlue.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page=1&sort=date&folder=INBOX&sessionid=yichen9201*-session-0.315236118230136&composetype=sendto&to=annyu%40kiss99.com&compose_caller=abook
http://www.aca4.ndhu.edu.tw/maga3.htm
mailto:%20tsjjr@ccu.edu.tw
http://www.ccunix.ccu.edu.tw/~tsjjr/tsjjr_periodical.htm


 

學報名 南投文教 

ISSN   

出版社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地址 南投市中興路 660號 

電話 049-2222106＃320 

網址 http://nirc.encntc.edu.tw/ 

E-MAIL nantou@webmail.ntct.edu.tw 

備註 
刊載有關教育專論、教育新知、教學研究心得、人文專介、學校特色、風 

土鄉情及藝文創作等文章 

 

刊名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SSN 0258-8412 

出版單位 思與言雜誌社 

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61巷 3弄 21號 1樓 

電話 02-23971998  

備註 季刊。MEDLINE。教育部獎勵期刊 

 

學報名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ISSN 1021-3619 

出版社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嚴格審查) 

地址 香港九龍塘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 

電話 852-27887327 

網址 
http://hkjss.rcc.cityu.edu.hk/Common/Reader/Version/Show.jsp?Pid= 

6&Version=0 

E-MAIL rchkjsc@cityu.edu.hk 

備註 
本學報是設有正規審稿制度的國際性中文期刊，專注探討東亞及中港臺的 

經濟、政治、社會科學等發展概況。 

 

刊名 原住民文化與教育通訊 

出版社 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教育學會 

地址 臺北市臺北郵政 7-533號信箱 

mailto:rchkjsc@cityu.edu.hk


電話 (02)2392-6248 

備註 

雙月刊。以提供一個能充份匯集和發表有關原住民教育與文化之言論與思想 

的園地，每期刊載原聲論壇、主題報導、人物專訪、原鄉蹤跡、文教活 

動、文化巡禮和特別報導等專欄。 

 

學報名 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 Journal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ISSN 1992-4461  

出版社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 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電話 05-2263411~2603 

Fax 05-2266596 

網址 http://journal.family.ncyu.edu.tw/contents/news/news.asp 

E-MAIL fegs@ncyu.edu.tw 

 

刊名 家庭教育雙月刊 

ISSN 1816-9651  

出版社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地址 嘉義市新生路 576巷 63號 

E-mail t0003mark@mail2000.com.tw 

電話 05-2755604 

傳真 05-2755594 

網址 http://www.profamily.tw/family/ 

 

學報名 
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類[革新版]＝Bulletin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ISSN 1684-7652 

出版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址 臺北市和平東路 1段 162號 

電話 (02)2363-6023 

備註 半年刊 

 

刊名 師友 

ISSN 1562-5818 



出版社 臺灣省公立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金籌集管理委員會 

地址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號之 2 

電話 (04)2339-3101轉 5011 

E-MAIL educator@ms10.hinet.net 

網址 http://www.t-welfare.com.tw/edubook/ 

備註                月刊。 

 

學報名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Bulletin of Special Education 

ISSN 1026-4485 

出版單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62號 特殊教育系 

電話 (02)7734-5025 

網址 http://bse.spe.ntnu.edu.tw/contents/news/news.asp 

E-MAIL e14021@ntnu.edu.tw 

備註 評量標 TSSCI。刊載各類殘障教育及資優教育之學術性論文 

 

學報名 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 

ISSN 1563-3586 

出版單位 國立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地址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E-MAIL sped-2@pubmail.nutn.edu.tw 

網址 http://www2.nutn.edu.tw/gac640/web-se/chinese/spe-intro-dis.htm 

電話 06-2133111 轉 642(陳美玲小姐) 

備註 半年刊。內容刊登特殊教育與相關復健領域內之學術性文章。 

 

學報名 特殊教育學報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ISSN 2074-5583 

出版單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地址 500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電話 (04)7232105 轉 2404~2407 

E-MAIL sed@cc.ncue.edu.tw 

備註 半年刊 

http://www.t-welfare.com.tw/edubook/


 

學報名 
高雄師大學報：教育與社會科學類＝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由校內兩位副教授以上審查) 

ISSN 1021-4542 

出版社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電話 (07)717-2930~69 轉 1150、1151 

網址 http://www.nknu.edu.tw/~publish/ 

E-MAIL bd3@nknucc.nknu.edu.tw  

備註 
原刊名：高雄師大學報，自第 16期(民 93年 6月)起衍成 3冊，分別為： 

「教育與社會科學類」、「人文與藝術類」、「自然科學與科技類」 

 

學報名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ISSN 1023-0777 

出版社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地址 臺北縣蘆洲鄉中正路 172號 

電話 （02）282-9355轉 502,503 

備註 
刊載該學系專兼任教師所著之有關社會科學領域之各項理論學說、研究發 

現、及發展趨勢等文稿。 

 

刊名 張老師月刊 

ISSN 1018-4449 

出版社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 3段 325號地下 1樓 

網址 http://www.lppc.com.tw/ 

E-MAIL sales@lppc.com.tw 

電話 (02)2369-7959 

 

學報名 教育心理學報＝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ntents 

ISSN 1011-5714 

出版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地址 
台北市（郵遞區號 106）和平東路一段一六二號台灣師大心輔系轉「教育心 

理學報編審委員會」收 

http://www.nknu.edu.tw/~publish/
mailto:bd3@nknucc.nknu.edu.tw


電話 （02）7734-3757，（02）2341-3865 

網址 http://140.122.69.160/bulletin/ 

備註 原刊名：心理與教育學報 

 

刊名 教育研究月刊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ISSN 1680-6360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公司 

地址 台北市館前路 26號 6樓 

電話 (02)2388-5899  

網址 http://www.edujournal.com.tw/ 

備註 

其議題包含資訊教育現況與展望、多元評量、教育政策與教育法 、基本能 

力指標與轉化、高級中等教育檢討與展望、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檢討、校 

務評鑑與校務發展、臺灣體制外的教育改革、知識經濟與教育發展、學校本 

位課程與實踐、九年一貫教科書審定與選用等。 

 

學報名 教育研究集刊 

ISSN 1028-8708 

出版社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集刊 

網址 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bre/index 

E-Mail fallwind2009@gmail.com 

電話 02-77343892 

備註 刊載有關教育理論、教育實際問題、教育研究成果之文稿 

 

學報名 教育研究學報 Journal of Education Studies 

ISSN 1990-4428 

出版單位 台南大學 

地址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網址 http://web.nutn.edu.tw/ 

電話 06-2133111#142 

備註 半年刊。刊載教育相關之論著、調查報告、專題研究等學術性著作。 

 

學報名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http://www.edujournal.com.tw/


ISSN 2073-753X 

出版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址 臺北市和平東路 1段 162號 

網址 http://jntnu.ntnu.edu.tw/acad/jres/Default.aspx 

E-MAIL j.ntnu@deps.ntnu.edu.tw 

電話 (02)7734-1319 

備註 原題名 : 師大學報. 教育類 

 

刊名 教育科學期刊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ISSN 1680-8444 

出版單位 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地址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號 

網址 http://home.kimo.com.tw/liang19622001/index103.html 

E-MAIL slhwang@dragon.nchu.edu.tw 

電話 04-22840668 

 

學報名 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 

ISSN 2079-7778 

出版社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地址 40306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電話 04-22183342 

E-MAIL jetp@mail.ntcu.edu.tw 

備註 原國民教育研究集刊 

 

刊名 教育資料與研究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ISSN 1024-3058 

出版社 國立教育資料館 

地址 臺北市南海路 43號 

電話 (02)2371-0109 

備註 
雙月刊。刊登教育論壇、教育研究、教育資料、教育訊息、經驗交流及館 

務通訊等專欄，提供讀者最新教育資訊。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JT&sort_type=1&search_index=JT&search_value=%E5%B8%AB%E5%A4%A7%E5%AD%B8%E5%A0%B1.+%E6%95%99%E8%82%B2%E9%A1%9E$&rens=true


刊名 教育與心理研究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ISSN 1024-9885 

出版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與心理學系 

地址 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E-MAIL joep@nccu.edu.tw 

電話 02-2939-3091#62006 

傳真 02-29387714 

網址 http://www.joep.nccu.edu.tw 

備註 季刊。TSSCI 

 

刊名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 Research 

ISSN 2078-0222 

出版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地址 花蓮市華西路 123號 

網址 http://www.education.ndhu.edu.tw/bin/home.php 

E-MAIL edujournal@mail.ndhu.edu.tw 

電話 03-8233-395 

 

刊名 教育與社會研究 Formos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SSN 1680-5550 

出版單位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地址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號 

E-MAIL ek33@mail.nhu.com.tw、laya@mail.nhu.com.tw 

電話 05-2721001#2311、2315 

備註 年刊 

 

學報名 教育學刊 Educational Review 

ISSN 1563-3527 

出版社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電話 (07)717-2930 轉 2151～2155 

網址 http://www.nknu.edu.tw/~edu/web/index.htm 

mailto:joep@nccu.edu.tw
http://www.joep.nccu.edu.tw/
mailto:ek33@mail.nhu.com.tw
mailto:laya@mail.nhu.com.tw


備註 
六月出刊者以「教育基礎理論、課程與教學」等領域為主；十二月出刊者 

以「教育政策與行政、心理輔導與測驗統計」等領域為主。 

 

刊名 教育學誌 Journal of Education 

ISSN 2071-3126 

出版單位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地址    台南市（郵遞區號 700）樹林街二段三十三號 

網址 http://web.nutn.edu.tw/gac610 

E-MAIL edu-1@pubmail.nutn.edu.tw 

電話 （06）2133111-612 

 

刊名 教師天地 Tittc news letter 

ISSN 1019-2824 

出版社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地址 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 2號 

電話 (02)2861-6942  (02)2861-6413 

網址 http://www.tiec.tp.edu.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17 

備註 雙月刊。 

 

刊名 教師專業研究期刊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ISSN 1816-076X 

出版社 國立嘉義大學 教師之友雜誌社 

地址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電話 (05)226-3411 轉 1706 

E-MAIL teachersfriend@mail.ncyu.edu.tw 

備註 

原刊名：教師之友。半年刊。本刊於民國一百年改為電子期刊模式出刊。 

刊載有關各領域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學校組織與管理、師 

資培育及比較教育等學術論著 

 

刊名 習慣領域期刊 Journal of Habitual Domains (JHD) 

ISSN 1998-9121 

出版單位 中華民國習慣領域學會 

地址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國立交通大學資管所習慣領域研究室 



網址 http://hd.org.tw 

E-MAIL manager@hd.org.tw；editor@hd.org.tw 

電話 02-23812386#57010、 03-5712121#57010 

傳真 03-5731976 

備註 半年刊。審查時間約三個月 

 

刊名 
朝陽人文社會學刊 Chaoya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684-6443 

出版單位 朝陽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 

地址 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 168號 

電話 04-23323000#7511~7514 

E-MAIL humanity@mail.cyut.edu.tw 

網址 http://www.cyut.edu.tw/~humanity/ 

備註 
半年刊。刊登該校內、校外人文、教育及社會科學之學術論文、有關 

研究成果及設計創作為主，文獻評論為輔。 

 

學報名 測驗學刊 Psychological Testing   

ISSN 1609-4905  

出版社 中國測驗學會 

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電話 (02)2367-1490轉 128,115 

網址 http://tisec.nccu.edu.tw/CAPT/   

備註 
內容包括 1.測驗理論、2.統計方法與原理、3.測驗研究結果之報告、4.測 

驗應用問題之研討四個範圍 

 

學報名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報 Educational Journal of NHCUE 

ISSN 1819-7310 

出版單位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地址 新竹市南大路 521號 

電話 03-521-3132 轉 2114 

網址 http://aca.web.nhcue.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85 

備註 原題名 : 新竹師院學報；新竹教育大學學報 

http://www.cyut.edu.tw/~humanity/
http://tisec.nccu.edu.tw/CAPT/


 

刊名 當代教育研究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ISSN 1814-4810 

出版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電話 02-7734-3670 

地址 106 台北郵政 22-122信箱 

網址 http://www.cer.ntnu.edu.tw/journal/index.htm 

備註 季刊。TSSCI。 

 

刊名 資訊社會研究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ISSN 1680-8428 

出版單位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及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 

網址 http://society.nhu.edu.tw/jccic.htm 

E-MAIL journal.ccis@gmail.com  主旨註明《資訊社會研究》稿件 

備註 

半年刊。刊登關於資訊社會學、傳播科技與網路文化等相關議題之學術論  

文，冀望透過期刊發行，促進國內外學術界對上述相關領域主題的研究興 

趣，為此新興領域建立共同對話的基礎，以達學術整合的目的。 

 

學報名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 

ISSN 2223-3555 

出版社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地址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網址 http://www.ncyu.edu.tw/gie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887 

E-MAIL joun_edu@mail.ncyu.edu.tw 

電話 05-2263411 轉 2401 

Fax (05) 2266568 

備註 純學術性刊物，刊載與國民教育有關之原創性及評論性學術論著 

 

學報名 暨大學報 Th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Journal 

ISSN 1028-3722 

出版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地址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號 

http://www.cer.ntnu.edu.tw/journal/index.htm


電話 (049)2910-960#2231 

網址 http://www.ncnu.edu.tw/ncnuweb/ 

 

學報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Journal of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SSN 1818-2658 

出版單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地址 台北市愛國西路 1號 

網址 http://press.tmue.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9 

電話 02-2311-3040 轉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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