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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含護理)單位發表論文之期刊規範及研究獎勵金給付比例表 

說明：下表所列期刊，在符合新制教學醫院評鑑第四章2.2.3條對醫事人員於期刊規範訂定，

符合『同儕審查』及『定期出刊』之學術性期刊，適用於評鑑。 

2021/9/2第4次修訂、2008/06/08制訂 

護理單位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護

理研究) 
台灣護理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2 
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 

(98 年更名，原為「實證護理」)  
台灣護理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3 護理雜誌  台灣護理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4 長期照護雜誌  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5 長庚護理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6 新臺北護理期刊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7 榮總護理 榮總護理雜誌社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8 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  慈濟護理雜誌社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9 馬偕護理  馬偕醫院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10 安寧療護  臺灣安寧照顧協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11 助產雜誌 台灣助產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12 腫瘤護理雜誌  中華民國腫瘤護理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13 台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台灣腎臟護理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14 

 
臨床心理學刊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 全額之三分之二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半年刊，2017 年後無

資料) 

15 領導護理  聯新文教基金會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季刊，正常發行) 

16 源遠護理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系 

友聯誼會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一年三期，正常發行)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iid=1440&newIssueiid=56483&jnlcattype=1&jnlptype=5&jnltype=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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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7 高雄護理雜誌  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額給付 

非學會出雜誌                  

期刊品質：佳 

(一年三期，正常發行) 

18 
健康科技期刊 

(更名，原為醫護科技學刊) 
台北護理學院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半年刊，正常發行) 

19 

馬偕學報 

(更名，原為馬偕護理專科學校學

報)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全額之三分之二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20 台大護理 台灣大學護理系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半年刊，2018 年後正

常發行) 

21 弘光學報 弘光科技大學 全額之三分之二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22 嘉基護理  嘉義基督教醫院護理部 全額之三分之二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23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澄清醫院 全額之三分之二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24 中西醫結合護理雜誌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25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刊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 佳 

2015/6/30 醫研會通過 

26 

彰化護理 

(限研究專欄、系統性文獻回顧與

統合、護理專案、個案報告、(N2)

實證護理 )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全額給付 2015/12/19 醫研會通過 

27 若瑟醫護雜誌 若瑟醫院 全額之三分之二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2016/9/16 院長核定 

28 學校衛生護理雜誌 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 全額之三分之二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普通 

(不定期發行) 

29 精神衛生護理雜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

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半年刊，正常發行) 

30 
台灣護理學會「實證健康照護知識

館」 
台灣護理學會 

比照第 13 類文章

(原著論文)，但依

據文章性質： 

A 類：實證健康照

護綜整類，全額之

學會轉業知識館，具備

嚴謹的專家審查機制。 

期刊品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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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三分之一。 

B 類：實證健康照

護應用類，全額之

三分之二。 

C 類：實證健康照

護指引類，全額給

付。 

 

藥事單位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台灣臨床藥學雜誌 台灣臨床藥學會出版之雜誌 全額給付   

2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Journal 台灣藥學會出版之雜誌 全額給付   

3 藥學雜誌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出

版之雜誌 
全額給付   

4 藥物食品分析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出

版之雜誌 
全額給付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

期刊 

5 藥物安全簡訊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金會 全國

藥物不良反應通報中心出版之雜

誌 

全額之三分之二 

1. 為國內負責藥物安全

之之刊物 

2. 專題報導多為 ADR 研

究論文、藥物安全新知綜

論 

6 醫院藥學 非學會出版之雜誌 全額之三分之二 

1. 非學會期刊之藥學雜

誌 

2.雜誌品質較佳 

 

醫事放射單位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中華放射線技術學雜誌 放射學會出版之雜誌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2 台灣應用輻射與同位素雜誌 放射專業雜誌 全額給付 

由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核

能研究所專家及元培.中

台科技大學教授群所組

成的專業期刊雜誌，編審

群學經歷優於學會雜誌 

3 各類放射線醫學雜誌 放射科學雜誌. 長庚醫誌等 全額給付 

如放射科學雜誌.、長庚

醫誌等具同儕審查且定

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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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4 臺灣醫事放射期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

會 
全額給付 

全國聯合會雜誌具同儕

審查且定期出刊 

 

醫事檢驗單位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生物醫學暨檢驗科學雜誌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學會 全額給付   

2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微免與

感染雜誌） 

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中華民國

免疫學會,中華民國感染症醫學

會 

全額給付 

刊名合併: 由《中華民國

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及

《中華民國感染症醫學

會雜誌》合併而成  

3 中華民國醫檢會報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學會 全額之三分之二 限原著與綜說 

 

營養單位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台灣營養學會誌 台灣營養學會 全額給付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2 台灣膳食營養學雜誌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3 
糖尿病衛教學會會訊 

(更名，原為糖尿病衛教學會誌)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原著 : 全額給付                

綜說.個案報告:全

額三分之二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4 腎臟與透析 中華民國腎臟醫學會 

原著 : 全額給付                

綜說.個案報告:全

額三分之二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5 台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台灣腎臟護理學會 

原著 : 全額給付                

綜說.個案報告:全

額三分之二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6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會訊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 

原著 : 全額給付                

綜說.個案報告:全

額三分之二 

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7 長期照護雜誌 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原著 : 全額給付                

綜說.個案報告:全

額三分之二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復健單位-語言、職能、物理治療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台灣復健醫學會雜誌 台灣復健醫學會 全額給付 
專業學會雜誌。刊載與復

健醫學有關之學術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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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2 中華民國聽力語言學會雜誌 中華民國聽力語言學會 全額給付 專業學會雜誌 

3 職能治療學會雜誌 社團法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 全額給付 

專業學會雜誌。刊載與職

能治療有關之學術論

述，包括原著、個案報

告、綜說、國際會議論文

摘要、會員國內外論文摘

要等。 

4 臺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全額給付 

公會出版之雜誌。刊登凡

與職能治療有關之學術

與臨床論著。 

5 長期照護雜誌 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全額給付 
非學會雜誌                         

期刊品質：佳 

6 物理治療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全額給付 
專業學會雜誌具同儕審

查且定期出刊 

 

臨床心理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國立中正大學家庭暴力與性侵害

研究室 

全額給付 

2015/6/30 醫研會決議 

學會出版之雜誌 

期刊品質: 佳 

 

牙體技術 

序號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獎勵金給付比例 說明 

1 牙技界 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全額給付 

專業學會雜誌。刊載與牙

體技術有關之學術論

述。定期出版。一年 2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