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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認可之具嚴格審查機制之學術性刊物名單 

英語系、歷史系及翻譯所之修訂說明(共異動 11種) 

 
民國 99年 11月 1日 99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臨時會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11月 29 日「確認本院所認可學術期刊」校外專家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12月 29 日第 248 次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定版) 

民國 102 年 12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3月 26 日第 270 次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第一次修訂) 

民國 103 年 6月 12 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6月 25 日第 272 次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第二次修訂) 

民國103年12月17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12 月 24 日第 275 次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第三次修訂) 

民國104年6月12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第 279 次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第四次修訂) 

民國105年6月15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6月29日第285次校教評會議備查通過(第五次修訂)  

 
二、英語系部分之修訂說明 

編號 組別 修訂後學術刊物名單 現行學術刊物名單 

1 英語教學組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Teacher Educator  

2 文學組 
The Literary London 
Journal 

電影欣賞學刊 

3 文學組 
The Journal of Wyndham 
Lewis Studies 

Prose Studies 

4 文學組 The Baker Street Journal 中山人文學報 

5 語言組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修訂說明 ── 原期刊抽換原因 

 組別 原期刊名稱 更換原因 

1 英語教學組 Teacher Educator 

1. 目前本組所認可的 10 本學術刊物清單中有兩本期

刊和師資培育有關，且有一本以閱讀研究為主的期

刊(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但並無與

寫作研究為主的期刊，故建議以寫作研究為主的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替換其中一本師資

培育期刊。 

2. 現今表單上的兩本師資培育期刊 Australi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和 Teacher 

Educator 之索引收錄情形相當，但 Australi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的出刊頻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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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免費的「開啟使用」(open access)期刊，有

助於研究成果之傳布，故建議保留 Australi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替換 Teacher 

Educator。 

2 文學組 電影欣賞學刊 該期刊已停刊。 

3 文學組 Prose Studies 
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沒有同事以此做為研究領

域。 

4 文學組 中山人文學報 該期刊已被收錄於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認可名單。 

5 語言組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雖然 J.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也是優良

期刊，但由於英語系語言組目前僅容許有 4本期刊的

限額，且目前同仁有許多研究跟華語文較為相關，因

此做此更換，較符合同仁研究之需求。 

 

 

修訂說明 ── 新增期刊原因 

 組別 新期刊名稱 替換原因 

1 英語教學組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JoWR) 

http://www.jowr.org/ 

*Published by Earli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ISSN 2030-1006 

1.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為一雙盲同儕

審查之國際期刊；其目標在出版高品質之理論

探討、實證研究論文及評論文。此期刊訴求跨

領域與原創性研究，並涵蓋廣泛的寫作研究主

題，符合本組同仁研究及發表所需。 

2. 此期刊為寫作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者 John R. 

Hayes 教授的認可，每兩年從發表在此期刊的

論文中擇優頒發 John R. Hayes Award；也已

收錄於 Scopus, EBSCO,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等重要引文索引資料庫，顯示此

期刊為值得學者投稿之優質期刊。 

3. 此期刊屬於「開放取用」(open access)期刊，

有利於散播與分享研究發現。 

2 文學組 

The Literary London 

Journal 

http://www.literaryl

ondon.org/london-jou

rnal/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London 

Society 

*ISSN: 1744-0807 

與倫敦相關的文學研究近數十年已蔚為新興學術

領域，本期刊係特別鎖定該領域的重要期刊，且

每年舉辦專題研討會，引領研究風氣，影響力不

容小覷。 

3 文學組 The Journal of Wyndham 該期刊是關於英國重要現代主義藝術家／作家

http://www.jowr.org/�
http://www.jow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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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Studies 

http://www.wyndhamle

wis.org/jwls 

*Published by The 

Wyndham Lewis Society 

*ISSN: 2052-5168 

Wyndham Lewis的首要學術刊物，研究範疇也擴及

歐洲現代主義藝術及文學，周邊並有專屬學會，

會員們的出版能量十分旺盛。 

4 文學組 

The Baker Street 

Journal 

http://www.bakerstre

etjournal.com/ 

*Published by The 

Baker Street 

Irregulars 

*ISSN: 0005-4070 

該期刊創立於 1946年，係福爾摩斯研究的專門期

刊，其所屬學會則是國際間最重要的福爾摩斯研

究組織。 

5 語言組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http://www.glossa-jo

urnal.org/ 

*Published 

by Ubiquity Press 

*ISSN: 2397-1835 

 

Glossa is a new linguistics journal, meant to 

be the continuation of Elsevier’s Lingua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nguistics 

journals with an impact factor of 0.547 in 

2009) by its same editorial board after 

resignation (October 2015).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online as a continuous volume and the 

first articles will be available this coming week 

(2
nd
 week of March 2016). Like all Ubiquity Press 

journals, it is indexed by the following 

services: CrossRef, JISC KB+, SHERPA 

RoMEO,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and Google Scholar.  

 

 

 

 

 

 

 

 

 

 

 

 

 

http://www.glossa-journal.org/�
http://www.glossa-journal.org/�
http://www.ubiquitypress.com/�
http://www.crossref.org/�
http://www.kbplus.ac.uk/kbplus/�
http://www.sherpa.ac.uk/�
http://www.sherpa.ac.uk/�
http://www.doaj.org/�
http://scholar.google.com/�


4 

三、歷史系部分之修訂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歷史系： 
(一)專史類：(7 6 種) 
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 
法制史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明代研究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 
國史館館刊中国－社会と文化 
歷史教育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二)通史類：(4 5 種) 
興大人文學報 
成大歷史學報中正歷史學刊 
淡江史學 
興大歷史學報 
輔仁歷史學報 

三、 歷史系： 
(一)專史類：(7 種) 
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 
法制史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明代研究 
國史館館刊 
歷史教育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二)通史類：(4 種) 
興大人文學報 
成大歷史學報 
興大歷史學報 
輔仁歷史學報 
 

 
 
 
 
 
 
 
如附表說明 

 

 (一) 

原期刊名稱 更換原因 備註 

法制史研究 列入 THCI Core收錄期刊  

新期刊名稱 替換原因  

淡江史學 

淡江大學歷史系為北部地區資深之歷史系（1966

年成立），具有優良之學術傳統，本系之傑出校友

陳三井教授及鄭樑生教授均擔任過該系之系主

任，而現任教於本院台史所之蔡錦堂教授與張素邠

教授亦曾在該系長期服務過。淡江史學為該系之學

報，且具完整之審查制度，故將淡江史學列為本系

之採認期刊。 

 

 

(二) 

原期刊名稱 更換原因 備註 

明代研究 列入 THCI Core收錄期刊  

新期刊名稱 替換原因  

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亞

細亞地域文化研究) 

為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

化研究專攻發行之亞洲研究期刊。為年刊。 

主要領域為亞洲研究中的中國研究與韓國研究為

主，等同於台灣大學各系所之學報，以刊登該專攻

之研究生、畢業生以及教員學術文章為主。發行至

今已到第 11號。 

為日本進行亞洲研究，特別是中國與韓國研究所注

目之新銳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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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期刊名稱 更換原因 備註 

國史館館刊 列入 THCI Core收錄期刊  

新期刊名稱 替換原因  

中国－社会と文化 

為日本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學界重要的期刊，日本學

術會議、財團法人日本學術協力財團、國立研究開

發法人 科學技術振興機關資料庫認定之學會及學

會雜誌。 

中國-社會と文化學會由溝口雄三先生於 1985年

成立、1986年中國-社會と文化期刊創刊。為年刊。 

平均每年會提供給 14國、68個學校或學術研究機

構。台灣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人文社會中

心、文哲所等圖書館皆有館藏。 

 

 

(四) 

原期刊名稱 更換原因 備註 

成大歷史學報 列入 THCI Core收錄期刊  

新期刊名稱 替換原因  

中正歷史學刊 

該刊為學術性刊物，接受歷史學相

關學術論文、書評、史料介紹之稿

件。投稿文章為隨到隨審，採匿名

審查制。該刊物被科技部列入最新

公布的 100-103年度人文及社會

科學專業類學術期刊評比分級之

歷史類 C級期刊(A、B級為 THCI 

Core期刊)，且該刊物為 C級歷史

類唯一入選之期刊，顯見其學術品

質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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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翻譯所部分之修訂說明 

編號 修訂後學術刊物名單 現行學術刊物名單 

1 
編譯論叢 編譯論叢 

2 
翻譯學研究集刊  翻譯學研究集刊  

3 
輔仁外語學報  輔仁外語學報  

4 
廣譯 

5 

長榮大學學報  

語言與國際研究  語言與國際研究  

6 
FORUM 

7 

翻譯學報  

翻譯季刊  翻譯季刊  

8 
Spectrum  Spectrum  

 

(一)原期刊抽換原因 

序 原期刊名稱 更換原因 

1 長榮大學學報 該期刊已停刊。(自 103年 1月 1日起停刊) 

2 翻譯學報 該期刊已停刊。(自 101年起停刊) 

 

(二)新增期刊原因 

序 新期刊名稱 替換原因 

1 廣譯 由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翻譯中心與南京大學外國語學
院翻譯研究所合作承辦，是國內第一本跨院校的翻譯研究
學術期刊，出版高品質之理論探討、實證研究論文及評論
文章。符合本所同仁研究及發表所需。 

2 FOR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https://benjamins.co
m/#catalog/journals/
forum/main 
ISSN 1598-7647 

創刊於 2003年，為法國巴黎索邦大學和韓國會議口譯員
協會合作，以英法文發行的學術期刊，收錄的翻譯議題非
常廣泛，包括理論與實證研究以及口筆譯專業等，已蔚為
翻譯研究領域的重要期刊。符合本所同仁研究及發表所
需。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journals/forum/main�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journals/forum/main�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journals/forum/main�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JoW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