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系博士班考試入學學術著作評分標準表(1102-4 系務會議通過) 

發表類型 作者序 積分 
標準 

篇數/ 
頁碼 

考生 
評分 

SCI/SSCI/SCIE/TSSCI/THCI/CSSCI(含國科

會期刊等級第 1&2 級)備註 1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5 共*篇/p1-p  

SCI/SSCI/SCIE/TSSCI/THCI/CSSCI(含國科

會期刊等級第 1&2 級)備註 1 
非獨立發表 5/n 共*篇/p -p  

已出版中(外)文專書(不含以學位論文改寫出

版之專書) 
獨立作者、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5 共*本/p -p  

已出版中(外)文專書(不含以學位論文改寫出

版之專書) 
專書作者，非獨立發表 5/n 共*本/p -p  

SCOPUS 收錄教育類期刊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4 共*篇/p -p  

SCOPUS 收錄教育類期刊 非獨立發表 4/n 共*篇/p -p  
國科會期刊等級第 3 級

備註 1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3 共*篇/p -p  

國科會期刊等級第 3 級
備註 1 非獨立發表 3/n 共*篇/p -p  

具外審制度之國外學術期刊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3 共*篇/p -p  

具外審制度之國外學術期刊 非獨立發表 3/n 共*篇/p -p  
本系認可的期刊

備註 2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3 共*篇/p -p  

本系認可的期刊備註 2 非獨立發表 3/n 共*篇/p -p  
已出版中(外)文專書單章 專章獨立作者、通訊作者或與指

導教授聯名 
2 共*篇/p -p  

已出版中(外)文專書單章 專章作者，非獨立發表 2/n 共*篇/p -p  
具外審制度之國內學術期刊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1.5 共*篇/p -p  

具外審制度之國內學術期刊 非獨立發表 1.5/n 共*篇/p -p  
國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限以英文發

表，若以中文發表則比照國內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計分)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1.5 共*篇/p -p  

國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限以英文發

表，若以中文發表則比照國內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計分) 

非獨立發表 1.5/n 共*篇/p -p  

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1 共*篇/p -p  

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非獨立發表 1/n 共*篇/p -p  
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獨立發表、通訊作者或與指導教

授聯名 
0.5 共*篇/p -p  

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非獨立發表 0.5/n 共*篇/p -p  
說明： 
一、上表中各類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係指口頭發表，若為壁報發表則依積分標準之 0.5 倍計算。 
二、學術著作需與教育領域相關，非教育相關學術著作得分依積分標準之 0.5 倍計算，若有疑義則召開相關

會議(如學審會、招生會議…等)決議。 
三、n=作者數，作者順位(只採計通訊、第一、第二及第三作者)。 
四、考生須附上發表著作全文或通過證明，含中(英)文摘要、作者名及發表之期刊或研討會所屬資料庫(如

SCI/SSCI/SCIE/TSSCI/THCI/CSSCI/SCOPUS)之佐證資料，若為專書(章、篇)須附上學術著作全文、專書

封面、ISBN、目錄及版權頁…等，審查評分標準表另依本系規定，若有疑義則另提招生會議討論。 



備註 1.國科會評比教育學門期刊等級(以國科會公告為準) 

備註 2本系認可的期刊如下: 

期刊名 說明 出版單位 領域 類型 網址 

藝術教育研究 2021 國科會 THCI
第一級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

顧問委員會 藝術教育 半年刊 https://www.gnae.world/submission-
instruction/ 

教育研究與發展

期刊  
2022 國科會 TSSCI
第一級 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 季刊 https://journal.naer.edu.tw/contributio

n.asp 

教育實踐與研究 2022 國科會 TSSCI
第一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 半年刊 http://jepr.ntue.edu.tw/contents/conte

nts/contents.asp?id=101 

中等教育季刊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學院 中等教育 季刊 https://tecs.otecs.ntnu.edu.tw/page.as
px?id=210 

師資培育與教師

專業發展期刊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 四個月出

刊 
http://jtepd.ncue.edu.tw/instructions 

教育研究月刊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高等教育出版 教育 月刊 http://www.edubook.com.tw/tw/edito
r.aspx?no=419&type=1 

教育研究學報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臺南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 半年刊 https://cedu.nutn.edu.tw/cedu/mode0
4.asp?m=201111250835001&t=list 

教育理論與實踐

學刊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

學系 教育 半年刊 
https://edu.ntcu.edu.tw/front/journal/j
ournal1/archive.php?ID=bnRjdV9lZ
HUmam91cm5hbDE= 

教育傳播與科技

研究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

技學會 
教育傳播

與科技 半年刊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
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
D=23083026&type=P001 

教育學誌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

學系 教育 半年刊 
https://edu.nutn.edu.tw/gac610/mobil
e/mode02.asp?m=201407100923040
04&t=list 

清華教育學報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清華大學竹師教育

學院 教育 半年刊 https://edujou.site.nthu.edu.tw/ 

通識學刊：理念

與實務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臺灣通識教育策略

聯盟暨品質策進會 通識教育 半年刊 
http://www.nwgest.org.tw/wSite/ct?x
Item=192212&ctNode=13848&mp=
nwgest&idPath=13800_13847_1384
8 

嘉大教育研究學

刊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

學系 教育 半年刊 http://www.ncyu.edu.tw/giee/gradatio
n.aspx?site_content_sn=2601 

臺北市立大學學

報：教育類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 半年刊 https://www.ipress.tw/J0073?pWebI
D=233&pType=&mSeq=3 

臺東大學教育學

報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

學報編輯委員會 教育 半年刊 http://www.edubook.com.tw/tw/edito
r.aspx?no=1079&type=1 

臺灣教育哲學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臺灣教育哲學學會 教育哲學 半年刊 https://tpes.website/?p=1931 

環境教育研究 2022 國科會第三級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

學會  環境教育 半年刊 http://www.ipress.tw/J0088 

教育行政  
原名教育行政研

究，10 卷 1 期改名

為教育行政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行政 半年刊 http://ericdata.com/tw/Journal_list.as

px?no=1396 

中正教育研究  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 半年刊 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
aper/CCES/ 

公民教育與活動

領導學報  
臺灣師範大學公領

系 公民教育 半年刊 
http://cve.ntnu.edu.tw/front/WebReso
urces/resource05/archive.php?ID=bn
RudV9jZWwmcmVzb3VyY2UwNQ
== 

比較教育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

學會 比較教育 半年刊 https://ctces.weebly.com/2523723529
3129534920202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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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學學刊  台灣性教育學會 性教育 年刊 http://ericdata.com/tw/Journal_list.as
px?no=1244 

市北教育學刊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 半年刊 https://edu.utaipei.edu.tw/p/405-
1056-18246,c32.php?Lang=zh-tw 

幼兒教育年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 年刊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
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
D=a0000547 

國立屏東大學學

報:教育類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 年刊 http://journal.nptu.edu.tw/cedu/index.
aspx?lang=cht 

教育行政與評鑑

學刊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

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教育行政 半年刊 https://adeva.utaipei.edu.tw/p/412-
1061-34.php?Lang=zh-tw 

慈濟大學教育研

究學刊  
慈濟大學教育傳播

學院 教育 半年刊 http://www.education.tcu.edu.tw/?pa
ge_id=835 

資優教育季刊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

學會 資優教育 季刊 
http://ge.spc.ntnu.edu.tw/web/c_contr
ibute/index/data/eyJkYXRhX3Rfa2V
5IjotMX0.html 

資優教育論壇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資優教育 半年刊 http://www.cage.org.tw/?.p=Hjpp 

彰化師大教育學

報  
彰化師大教育研究

所 教育 年刊 
http://edugrad2017.ncue.edu.tw/ploy/
ploy_detail.asp?id=1730&ClassID=6
27&KeywordID=1366&SearchString
_Data=&page=1&lastpage=10 

臺中教育大學學

報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 半年刊 http://ord221145.ntcu.edu.tw/ 

輔導季刊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 諮商輔導 季刊 http://gq.guidance.org.tw/index.php?
action=view&com_no=1441350332 

課程研究   高等教育文化 課程教學 半年刊 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
aper/JCS/#c 

學校行政雙月刊   
中華民國學校行政

研究學會 教育行政 雙月刊 http://www.sara.org.tw/index2.html 

諮商心理與復健

諮商學報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

心理與復健諮商研

究所 
諮商輔導 半年刊 https://cprc.nknu.edu.tw/Page.aspx?P

N=50&PClass=Book2 

環境教育學刊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

環境暨生物資源學

系 
環境教育 半年刊 https://envir.utaipei.edu.tw/p/412-

1083-5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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