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系所 刊名 刊期別 出刊狀況 期刊連結 著作權方式

1 教育學系 教育研究集刊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bulletin.ed.ntnu.edu.tw/ 稿約說明

2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bse.spe.ntnu.edu.tw/contents/prog/prog.asp?menuID=11
授權書

(非專屬)

3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a0000252
授權書

(非專屬)

4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hyread.com.tw/hyreadnew/search_detail_journal.jsp?sysid=00001181&q_key=健康促進

&search_checkbox=1

授權書

(讓與)

5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心理學報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epbulletin.epc.ntnu.edu.tw/contents/manage/main.asp
授權書

(讓與)

6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 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50430001
授權書

(華藝非專屬)

7 國文學系 中國學術年刊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ch.ntnu.edu.tw/SIS/show_periodical.php 未說明

8 國文學系 國文學報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ch.ntnu.edu.tw/BOC/show_periodical.php 未說明

9 臺灣語文學系 台灣學誌 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a0000584 未說明

10 歷史學系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his.ntnu.edu.tw/publish01/show_periodical.php
授權書

(非專屬)

11 歷史學系 歷史教育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his.ntnu.edu.tw/publish02/show_periodical.php 未說明

12 地理學系 地理研究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geo.ntnu.edu.tw/index.php/journal/ 未說明

13 英語學系 英語教學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www.etl.url.tw/ch/index.php
授權書

(讓與)

14 英語學系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www.concentric-literature.url.tw

授權書

(讓與)

15 英語學系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issues.php

授權書

(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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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灣史研究所 師大台灣史學報 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taih.ntnu.edu.tw/index.php/journal/ 授權書

17 生命科學系 BioFormosa生物學報 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30513005 稿約說明

18 音樂學系 音樂研究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musicollege.ntnu.edu.tw/index.php/journal-of-music-research/
授權書

(非專屬)

19 美術學系 藝術論壇 年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17264790 未說明

20 工業教育學系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4.8.12月 繼續刊行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18123112 授權書

21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與工程教育學刊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jtee/issue/archive 未說明

22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教育學報 不定期 繼續刊行
暫不出刊但未公告停刊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30513003
未說明

23 科學教育中心 科學教育月刊 月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sec.ntnu.edu.tw/zh_tw/moe/Monthly/Monthlycontent 稿約說明

24 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 當代教育研究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contemporary.cere.ntnu.edu.tw 授權書

25 特殊教育中心 特殊教育季刊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web.spc.ntnu.edu.tw/GoWeb2/include/index.php?Page=6-2 未說明

26 特殊教育中心 資優教育季刊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web.spc.ntnu.edu.tw/GoWeb2/include/index.php?Page=6-4 未說明

27 師資培育學院 中等教育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s://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quarterly
授權書

(非專屬)

28 圖書館出版中心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jories.ntnu.edu.tw/jres/PaperList.aspx
授權書

(讓與)

29 圖書館出版中心 師大學報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jntnu.ntnu.edu.tw/jll/PaperList.aspx
授權書

(讓與)

30 數學系 臺灣數學教育期刊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tame.tw/area/news.php?class=203 未說明

31 數學系 臺灣數學教師 半年刊 繼續刊行 http://tame.tw/area/news.php?class=204 未說明

32 其他單位 臺高●師大通訊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Taihoku/newsletter.jsp 未說明

33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Education Technology &

Society
季刊 繼續刊行 https://www.j-ets.net/collection/published-issues

授權書

(非專屬)

https://www.taih.ntnu.edu.tw/index.php/journal/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30513005
https://www.musicollege.ntnu.edu.tw/index.php/journal-of-music-research/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1726479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18123112
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jtee/issue/archive
https://www.sec.ntnu.edu.tw/zh_tw/moe/Monthly/Monthlycontent
http://contemporary.cere.ntnu.edu.tw/
http://web.spc.ntnu.edu.tw/GoWeb2/include/index.php?Page=6-2
http://web.spc.ntnu.edu.tw/GoWeb2/include/index.php?Page=6-4
https://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quarterly
http://jories.ntnu.edu.tw/jres/PaperList.aspx
http://jntnu.ntnu.edu.tw/jll/PaperList.aspx
http://tame.tw/area/news.php?class=203
http://tame.tw/area/news.php?class=204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Taihoku/newsletter.jsp
https://www.j-ets.net/collection/published-iss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