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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體育室教師申請升等參考著作給分細則
民國 107 年 1 月 11 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期刊論文、學術專業書、學術發表
評鑑指標
等級點數
1.發表於 SSCI、CSSCI、SCI、EI、AHCI 等索引之國際期刊
30
2.發表於 TSSCI、THCI 索引之第一級期刊
25
3.發表於 TSSCI、THCI 索引之第二級期刊
20
4.其他一般國內及區域性經外審之學術期刊
5~15

備註
見備註二
見備註二
見備註二
第三等級至第六等級

5.經審查之國際發行專書
20
6.經審查之國內發行專書
10
備註：
一、代表著作不列入計分，且需以第一作者發表。
二、評鑑指標第四項分成第三等級至第六等級：
第一級：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第一級，積分點數 25 點。
第二級：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第二級，積分點數 20 點。
第三級：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第三級，積分點數 15 點。
第四級：各學會、大專院校公開徵稿並具審查制度出版之原創性論文學報或期刊；或由體育室室教
評會所認可之學報或期刊，積分點數 10 點。
第五級：國內各學術組織或運動組織公開徵稿並具審查制度出版之一般論述性論文期刊；或由體育
室室教評會所認可之期刊，積分點數 8 點。
第六級：具審查制度之國際國內學術會議論文，國際學術會議論文積分點數 10 點、國內學術會議
論文積分點數 5 點。（申請升等教師應提出佐證資料供室教評會審查給分）
三、參考著作升等積分：
(一)升等教授者，發表著作累積分數需達 48 點。
(二)升等副教授者，發表著作累積分數需達 40 點。
(三)升等助理教授者，發表著作累積分數需達 32 點。
四、送審著作，須以送審申請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方為有效。
五、刊物發表年份所獲等級點數較高者，須出具證明以供查核。未出具證明，則以送審期間通過之等
級點數計點。
六、本細則經室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民國 96 年 01 月 18 日室務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12 月 19 日臨時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02 月 21 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02 月 19 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03 月 22 日臨時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06 月 25 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1 月 29 日臨時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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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體育室教師升等期刊論文發表一覽表 1/4
等級
第一級

評鑑指標

參考刊名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大專體育學刊
體育學報
比暨核心期刊第一級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中華體育季刊
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比暨核心期刊第二級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
運動生理暨體能學報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運動教練科學
運動文化研究
大專體育
身體文化學報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運動表現期刊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第三級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
比暨核心期刊第三級
文化體育學刊
成大體育學刊
淡江體育學刊
運動研究
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
臺大體育學報
臺東大學體育學報
臺灣體育學術研究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報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報
臺灣水域運動學報
幼兒運動遊戲年刊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論叢
政大體育研究
交大體育學刊
興大體育學刊
中原體育學報
高師大體育
高應科大體育
各學會、大專院校公開徵稿並
中正體育學刊
第四級 具審查制度出版之原創性論
彰化師大體育學報
文學報或期刊
國北教大體育
屏東科大體育學刊
屏東教大運動科學學刊
屏東教大體育
運動與健康研究
臺南大學體育學報
福爾摩沙體育學刊
屏東科大體育學刊
雲科大體育
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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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點數
25 點
20 點

15 點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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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評鑑指標

各學會、大專院校公開徵稿並
第四級 具審查制度出版之原創性論
文學報或期刊

國內各學術組織或運動組織
第五級 公開徵稿並具審查制度出版
之一般論述性論文期刊

參考刊名
臺中學院體育
靜宜體育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嶺東體育暨休閒學刊
修平學報
運動傳播學刊
運動健康休閒學報
運動知識學報
長榮運動休閒學刊
休閒運動保健學報
休閒保健期刊
美和休閒運動保健學報
中臺學報
其他經體育室室教評會認可之各學會、大專校院出版
之刊物
大專體育雙月刊
幼兒運動遊戲年刊
運動管理雙月刊
國民體育季刊
中華奧林匹克季刊
排球教練科學
大專高爾夫學刊
中華運動休閒與創新研發管理學刊
休閒事業研究
休閒研究
休閒運動健康評論
休閒運動期刊
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
休閒觀光與運動健康學報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刊
運動與遊憩研究
運動與觀光研究
運動管理
台大體育
台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學刊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學系(所)刊
臺灣體育論壇
其他經體育室室教評會認可之國內各學術組織或運
動組織出版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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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點數

10 點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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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評鑑指標

參考刊名
國際運動生理及體能領域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
文集
國際運動生理及體能領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暨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年會
論文集
亞太國際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暨臺灣運動生物力學
年會論文集
兩岸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兩岸運動觀光產業暨體育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兩岸運動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兩岸運動訓練與運動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兩岸體育與運動休閒產業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兩岸水域休閒遊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與休閒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與休閒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報發表論文集
國際運動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休閒暨運動產業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健康促進暨休閒遊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樂齡運動、健康老化、未來策略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具審查制度之國際學術會議
第六級
運動健康休閒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論文
健康與體能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論文集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際運動知識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際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際撞球運動訓練法研討會. ISBT 會議手冊暨論文
集
國際排球教練暨訓練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奧運會後兩岸體育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運動與休閒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海峽兩岸傳統與新興養生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海峽兩岸體育運動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其他經體育室室教評會認可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之
論文集
適應體育與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適應體育與健康促進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事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綠色與運動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休閒、運動與觀光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休閒運動保健專題討論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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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點數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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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評鑑指標

參考刊名
運動休閒產業暨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休閒、運動、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休閒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觀光.休閒與運動產業政策及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水域運動管理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教育部水域運動教育暨休閒、運動與健康促進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與休閒產業經營發展學術研討會
南臺灣運動休閒產業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專刊
臺灣銀髮族休閒運動與健康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運動產業經營暨運動產品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科學研究論文集
運動科學與休閒治療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科學暨休閒遊憩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華人運動生理及體適能學者學會臺灣運動生理暨體
能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及臺灣生物力學學會聯合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和國科會醫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
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學術會議
第六級
會論文集
論文
舞蹈學術研討會「舞蹈教育的發展.應用與推廣」論
文集
臺灣體育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暨...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健康促進與身體活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與健康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運動哲學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體育史學暨運動休閒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術研討會研習手冊暨論文
集
慈濟大學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武術與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運動知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體院運動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研討會專刊
其他經體育室室教評會認可之國內學術研討會議之
論文集

等級點數

5點

102 年 3 月 5 日臨時室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06 月 25 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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