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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 

期刊資源貢獻獎 

獎項 刊名 出版單位 

期刊資源貢獻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期刊資源貢獻獎 國文天地 國文天地雜誌社 

期刊資源貢獻獎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 

期刊資源貢獻獎 管理資訊計算 管理資訊計算編輯委員會 

期刊資源貢獻獎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期刊資源貢獻獎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編輯委員會 

期刊資源貢獻獎 警學叢刊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雜誌社 

期刊資源貢獻獎 中外文學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中外文學編輯部 

期刊資源貢獻獎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期刊資源貢獻獎 教育心理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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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 

期刊即時傳播獎 

學門 獎項 刊名 出版單位 

文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大中文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高雄師大國文學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文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清華中文學報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文與哲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語言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語言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銘傳日本語教育 
銘傳大學應用語文學院應用日語學

系 

語言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華語文教學研究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語言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編譯論叢 國家教育研究院 

語言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語言暨語言學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歷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歷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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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大歷史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歷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歷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國史館館刊 國史館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即時傳播獎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大佛學研究 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即時傳播獎 法鼓佛學學報 法鼓佛學院學術出版委員會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即時傳播獎 正觀 正觀雜誌社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即時傳播獎 福嚴佛學研究 福嚴佛學院 

人類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考古人類學刊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編

輯委員會 

人類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民俗曲藝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人類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國飲食文化 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 

人類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人類學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人類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全球客家研究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教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教育心理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 

教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科學教育學刊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心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

室 

心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心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華心理學刊 台灣心理學會 

心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輔導與諮商學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心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測驗學刊 中國測驗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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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 

期刊即時傳播獎 

學門 獎項 刊名 出版單位 

法律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研院法學期刊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法律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政大法學評論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法律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原財經法學 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 

政治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公共行政學報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政治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選舉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政治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民主季刊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政治科學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行政暨政策學報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經濟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經濟論文叢刊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經濟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公平交易季刊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經濟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應用經濟論叢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經濟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經濟論文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社會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社會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 

社會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

學系 

社會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社會學刊 臺灣社會學會 

社會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灣社會學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傳播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傳播研究與實踐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傳播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新聞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傳播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華傳播學刊 中華傳播學會 

傳播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傳播文化與政治 媒體改造學社 

傳播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國廣告學刊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即時傳播獎 戶外遊憩研究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即時傳播獎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臺灣生態休閒產業管理學會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即時傳播獎 都市與計劃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即時傳播獎 島嶼觀光研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即時傳播獎 觀光休閒學報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藝術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科技博物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藝術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博物館學季刊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藝術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博物館與文化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藝術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設計學報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藝術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戲劇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 

管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會計評論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管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會計審計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管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華會計學刊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管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大管理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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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 

期刊即時傳播獎 

學門 獎項 刊名 出版單位 

管理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管理與系統 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 

體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體育學報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體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大專體育學刊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體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運動表現期刊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體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中華體育季刊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體育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運動教練科學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 

圖書資訊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國家圖書館館刊 國家圖書館 

圖書資訊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圖書資訊學研究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圖書資訊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圖書資訊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立圖書館 

圖書資訊學 期刊即時傳播獎 圖資與檔案學刊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綜合 期刊即時傳播獎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綜合 期刊即時傳播獎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綜合 期刊即時傳播獎 護理雜誌 臺灣護理學會 

綜合 期刊即時傳播獎 旅遊健康學刊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旅遊健康研究所 

綜合 期刊即時傳播獎 人文社會學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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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 

期刊長期傳播獎 

學門 獎項 刊名 出版單位 

文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外文學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文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國文天地 國文天地雜誌社 

文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大中文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國文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文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國學術年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語言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語言暨語言學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語言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英語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語言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華文世界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語言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翻譯學研究集刊 臺灣翻譯學學會 

語言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華語文教學研究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歷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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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文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歷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風物 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歷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新史學 新史學雜誌社 

歷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長期傳播獎 鵝湖 鵝湖月刊社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長期傳播獎 孔孟月刊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華佛學學報 中華佛學研究所 

哲學宗教研究 期刊長期傳播獎 鵝湖學誌 
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中國哲學

研究中心 

人類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民俗曲藝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人類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考古人類學刊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編輯

委員會 

人類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人類學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人類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人類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 臺灣原住民教授學會 

教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教育研究月刊 高等教育出版公司 

教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教育心理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 

教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教育脈動 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教育研究集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心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心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應用心理研究 台灣應用心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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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 

期刊長期傳播獎 

學門 獎項 刊名 出版單位 

心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華心理學刊 台灣心理學會 

心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測驗學刊 中國測驗學會 

心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法律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政大法學評論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法律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法學叢刊 法學叢刊雜誌社 

法律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軍法專刊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軍法專刊社 

法律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刑事法雜誌 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金會 

政治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問題與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政治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選舉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政治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政治科學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國大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政治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民主季刊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銀行季刊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處 

經濟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經濟論文叢刊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經濟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經濟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經濟論文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社會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社區發展季刊 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社會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社會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警學叢刊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雜誌社 

社會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社會學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社會學刊 臺灣社會學會 

傳播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新聞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傳播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華傳播學刊 中華傳播學會 

傳播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廣播與電視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傳播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傳播研究與實踐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長期傳播獎 戶外遊憩研究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長期傳播獎 都市與計劃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地理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地理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

系 

區域研究及地理 期刊長期傳播獎 觀光休閒學報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藝術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博物館學季刊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藝術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故宮文物月刊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藝術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故宮學術季刊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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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設計學報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藝術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科技博物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管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管理學報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管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山管理評論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術研究中心 

管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管理評論 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 

管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財稅研究 財政部 

管理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運輸計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體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大專體育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體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體育學報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體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中華體育季刊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體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大專體育學刊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體育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灣體育學術研究 國立體育大學 

圖書資訊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圖書資訊學研究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圖書資訊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圖書資訊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國家圖書館館刊 國家圖書館 

圖書資訊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立圖書館 

圖書資訊學 期刊長期傳播獎 圖資與檔案學刊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綜合 期刊長期傳播獎 護理雜誌 臺灣護理學會 

綜合 期刊長期傳播獎 哲學與文化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 

綜合 期刊長期傳播獎 思與言 思與言雜誌社 

綜合 期刊長期傳播獎 漢學研究 漢學研究中心 

綜合 期刊長期傳播獎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