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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訪問學人 Andre Meyer：德國與臺灣的交流
採訪／吳培瑜、李宛芝　撰文／吳培瑜

　科技部人社中心在105年夏

天迎來了身材高人一等的訪問

學人，來自德國Bielefeld大學

社會系的Andre Meyer。

Meyer目前是Bielefeld大學社

會系的講師與博士生，主修領

域為社會經濟學，本次來訪是

為了蒐集研究的相關資料。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德國許

多中小企業也紛紛至亞洲──

特別是中國──設廠擴張事業

版圖。這些德國中小企業向東擴張的過程中，在許多不同的層面上會影響到管理階層

──尤其是家族傳承的中小企業主──與員工之間的關係，乃至於員工與員工之間的

關係都會因外派與否而產生變化。Meyer的研究想要瞭解全球化或者東進的擴張，會

以什麼樣的形式影響到德國總部內的社會關係。他採用訪談的方式收集研究資料，訪

談對象聚焦在德國總部的員工及其在中國分部的員工。臺灣也有許多臺商西進至中國

或南進至東南亞設廠的中小企業，Meyer本次來臺主要是為了與研究臺灣中小企業至

中國或亞洲其他區域設廠發展情形的相關學者建立聯繫，藉此對自身研究的主題有更

廣泛及全面的瞭解，同時也互相交流資訊。Meyer表示臺德或者歐亞之間的文化差

異，或許會在同樣的中小企業擴張中對臺灣及德國的企業帶來不同程度及層面的影

響，所以與臺灣學者交流的同時，他也希望能夠探索文化差異對此現象的影響，以對

未來長期的企業全球擴張趨勢提供資訊。

　訪問臺灣四個月，他對於臺灣十分看重教授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並以此做為升等

或評鑑標準這件事感到驚奇。他舉自己的領域社會學為例，在德國，不少社會學家並

不太歡迎量化的評鑑方式，他們認為社會學的許多研究偏重質性研究，需要長時間且

深入的耕耘，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內寫作大量的文章進行投稿。不只是社會學，許多學

門可能也有同樣的情況，並不是所有的學門領域都適合套用同一套量化評鑑標準。德

國大學的教授與臺灣相同，除了教學之外，也需要同時兼任大學的行政職位、委員會

委員及參與各式各樣的會議，因此相對壓縮到在學期中進行研究的時間，而只能在學

期結束的寒暑假期間集中進行研究，故只用發表的論文數量來評鑑一位教授的研究成

果，有所疏漏。

　提到研究計畫的資金來源，德國學界同時接受來自政府及民間基金會的資金進行研

究。德國主要資助研究計畫的政府部門為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同時也有如：

Volkswagan Stiftung (Volkswagen Foundation)或Hans Böckler Stiftung (Hans 

Böckler Foundation)等民間機構，資助與機構理念相合的研究計畫。以Meyer自身

為例，他的研究計畫就是由Hans Böckler Foundation資助，該組織主要的資金來源

是由德國各大工會提供，所資助的研究計畫也都與研究工作場域相關（相關資料可參

閱：http://www.boeckler.de/index.htm）。

　目前仍在攻讀博士學位的Meyer表示，德國開始推動新的高等教育教職系統，也許

可以帶給諸多德國博士畢業生更多職涯發展可能性。若以30歲左右取得學位的博士為

例，在舊制中需先取得特許任教資格（Habilitation），在此段時間中撰寫論文，然

後提交學術委員會答辯，才能確定是否成為終身職教授，因此這段時間的職業生涯充

滿不確定性。約有一半以上的博士在這段時間後，仍無法獲得大學教授職位，而須重

新進入職場求職，對於40歲左右的博士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近年推動的其中一種新

制度，是在博士與終身職教授之間設立「Junior Professor」。Junior Professor屬

於大學的教職，若任職期間研究表現優良，可受評為終身職教授。Meyer認為在取得

博士學位後拿到Junior Professor的資格，會有明確的努力方向與目標，如果達成就

可以順利成為終身職的教授；而對於沒有獲得Junior Professor資格的博士，至少在

30歲前期，重新訓練進入職場會比40歲左右時要來得容易也更有彈性。

　訪談中，Meyer談到許多臺灣與德國學界不同的地方，分享許多對教職系統的想

法，同時，他也肯定這次訪問臺灣學界對自己研究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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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伸老師談「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

核心期刊收錄」制度的轉變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於105年起實施新制，為期刊評

比收錄制度帶來新的氣象。本次邀請到本中心負責期刊評比收錄業務的執行委員，國

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的郭炳伸老師，來分享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轉變的契

機，以及此制度面對的問題及未來展望。

　郭炳伸老師談到期刊評比收錄改制前，期刊評鑑有「THCI Core/TSSCI」與「人

社期刊評比」兩套性質相似的制度。兩套制度中，「THCI Core/TSSCI」以專家審

查為主，「人社期刊評比」則是採用多元指標。因兩套制度實行模式重疊性高，學界

多有整合的聲音，為了解學界對兩套制度發展的看法，國立政治大學黃東益老師進行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變革」審議式論壇計畫，論壇參與者為經由

分群抽樣後，選擇出的不同學科領域學者做為代表。在論壇活動中，與會者對期刊評

比制度改革各持有不同意見，於論壇中充分討論並於會後填寫問卷及回饋意見，中心

參考該計畫之學者意見，最後規劃以多元指標為基礎，進行期刊評比與收錄。

　在審議式論壇中，學者對期刊評比收錄制度有許多不同的意見，郭炳伸老師認為這

些不同想法的討論，不僅能讓審議式論壇擁有多樣的聲音，也使此制度在制定過程中

能更加完善，具有回應學界的意義。從設立制度的角度而言，郭炳伸老師認為期刊評

比收錄制度就猶如尋求外部的醫生診斷，既有專家進行問卷調查與分析，亦有各學門

專家執行專業審查，並透過多場會議之討論及議決，最後產生評比收錄結果。此外，

在評比結果公布後，將審查意見回饋給期刊單位，使期刊單位能更了解期刊本身的品

質與定位，以及了解外界對該期刊的看法。

　談到在制度轉變後的成果與目標，郭炳伸老師說期刊評比收錄制度的團隊，已經經

營許久，合作默契十足，因此新制度很快就步上軌道，順利運行。而且新制度開始

後，申請受評的期刊數量是增加的，可以見得新制的轉變確實為學界所樂見，學界也

漸漸能接受此制度所帶來的益處。

　就長遠來看，期刊評比收錄制度不僅使學術生態有健康的循環，也提供期刊單位公

平且良好的意見，藉以改善編輯政策、編輯方向，對學界及期刊而言，是雙贏的局

面。同時，在不斷更新評比的資訊時，不僅能做為年輕學者在未來投稿時的參考，也

能即時更新學界對既有期刊的認知。

　評比與分級確然是有壓力的，但郭炳伸老師認為這樣的壓力是正向的動力，是敦促

國內期刊單位往好的方向改變的驅力。任何制度都很難沒有疏漏，需要時時檢討與改

進，不過在精神上，對於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若能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對整個學界是有

重大意義的。

　最後談到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轉變後，郭炳伸老師對此制度的期許，郭炳伸老師鄭重

的表示，之所以建立這套制度，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學者研究的心血，在健康的學術

平臺中，能得到公平的審理。學術平臺越健康，學者的努力就不會遭受不公平或偏頗

的對待。而一個好的學術平臺，就需要有很多好的制度來完善。新制的期刊評比收錄

制度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制度。郭炳伸老師將自己視為是健全平臺的工作者，努力完善

平臺，期能獲得學界的認可。藉由平臺的建置，郭炳伸老師也希望在大中華的學術界

中，增強臺灣期刊評比收錄制度的品牌效果。郭炳伸老師亦提到臺灣華文出版的學術

影響力是數一數二的，因此應該要繼續精進期刊的編輯、投稿與評比制度，藉以吸引

到更多優秀的學者。因此，建立良好而公平的學術平臺是非常關鍵的一步，不僅要有

理想，也要很務實的完成平臺的建置，期刊評比收錄新制正是一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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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以及此制度面對的問題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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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社科、管理期刊主編有約
撰文／王映文

　期刊論文發表是促進學術發展的重要場域，對於學者而言，期刊論文發表即時地提

供學界的研究成果，也是學者近期研究的具體表現，日積月累後成為學者學術生涯表

現的重要參酌依據。學術表現對於青年學者的重要性更顯迫切，如何協助青年學者進

入學術生涯的階段，更是人社中心近年關注的議題之一。

　人社中心邀請不同領域的學門召集人規畫「與期刊主編有約」，分別促成人文、社

科、管理三個領域的交流，透過各領域學者與國內期刊主編的對話，增進學者對國內

各期刊創辦宗旨、涵蓋領域與屬性、審查流程等瞭解，不但可媒合學者投稿至領域相

符的期刊，同時也提升各期刊的能見度。經由期刊與期刊、期刊主編與學者、學者與

學者之間的對話，能強化不同學術生涯階段、各種學術角色之間的交流，共同創造學

術研究的蓬勃發展。

　近距離接觸各專業期刊主編，可以發現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責任，在於面對

國際與華文論文期刊的競爭，專業領域日益多元，除配合來稿尋找適切的審查人外，

期刊的經營也依學門或跨領域、經費、編制等挑戰，在審查流程、編輯分工與決策、

國際化程度、出版形式都會發展出不同的策略。

　對投稿者而言，不同領域的學者都建議青年學者依照專業、研究方向選定期刊，注

意包含格式、引用、個人風格與議題形塑等細節，最重要也最基礎的還是對研究的熱

情，並發揮在擅長的領域。即便遭受多次退稿，應正向面對、自我檢視，甚至要把握

機會回應審查者、適時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期刊論文是扎實的成品，如何能在有

限的篇幅傳達對經典文獻的掌握、逐步深化研究議題更為關鍵。對於青年學者而言，

最初發表的期刊論文也代表了個人品牌，因此期刊論文的審查期固然漫長、甚至最後

遭退稿，也要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將退稿的審查意見當作一種學術對話，把握機會

更精練文字、調整論文結構、強化引用與論證，並且反覆檢視閱讀，這反而會是成長

最多的過程。

　就審查人角度看，期刊論文的審查首重文獻的掌握與正確解讀、嚴謹的論述等基本

功，而文章能發光的重點則在這些基礎上的創見。因此資深審查人也自我期許以包容

多元、提供期刊論文更具體的修改方向，成為推動學術發展積極正向的動力。

　105年無論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期刊或是青年學者，都是重要發展的一年。105

年起由人社中心推動「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期待能

引領國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朝正向發展與提升能見度。從期刊發展的角度來看，期刊

的投稿量、編輯品質、專業審查與刊登、國際化程度等，都影響了期刊的品質與經

營，更是國內外學術期刊競爭的關鍵。對於學者而言，無論是審查人的角色或是期刊

投稿者，不斷地自我檢視、經驗累積都是獲取成功的不二法門，其共同目標都是推動

學術發展更上層樓，因此如何能夠保持熱情投入學術研究的長期經營，將是學術生涯

發展的關鍵。此外，除了專注於個人投稿、研究著作的努力外，亦可多加利用科技部

人文司與人社中心協助個人專業成長的相關資源。

人文場期刊主編有約參與者聚精會神聆聽講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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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經營也依學門或跨領域、經費、編制等挑戰，在審查流程、編輯分工與決策、

國際化程度、出版形式都會發展出不同的策略。

　對投稿者而言，不同領域的學者都建議青年學者依照專業、研究方向選定期刊，注

意包含格式、引用、個人風格與議題形塑等細節，最重要也最基礎的還是對研究的熱

情，並發揮在擅長的領域。即便遭受多次退稿，應正向面對、自我檢視，甚至要把握

機會回應審查者、適時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期刊論文是扎實的成品，如何能在有

限的篇幅傳達對經典文獻的掌握、逐步深化研究議題更為關鍵。對於青年學者而言，

最初發表的期刊論文也代表了個人品牌，因此期刊論文的審查期固然漫長、甚至最後

遭退稿，也要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將退稿的審查意見當作一種學術對話，把握機會

更精練文字、調整論文結構、強化引用與論證，並且反覆檢視閱讀，這反而會是成長

最多的過程。

　就審查人角度看，期刊論文的審查首重文獻的掌握與正確解讀、嚴謹的論述等基本

功，而文章能發光的重點則在這些基礎上的創見。因此資深審查人也自我期許以包容

多元、提供期刊論文更具體的修改方向，成為推動學術發展積極正向的動力。

　105年無論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期刊或是青年學者，都是重要發展的一年。105

年起由人社中心推動「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期待能

引領國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朝正向發展與提升能見度。從期刊發展的角度來看，期刊

的投稿量、編輯品質、專業審查與刊登、國際化程度等，都影響了期刊的品質與經

營，更是國內外學術期刊競爭的關鍵。對於學者而言，無論是審查人的角色或是期刊

投稿者，不斷地自我檢視、經驗累積都是獲取成功的不二法門，其共同目標都是推動

學術發展更上層樓，因此如何能夠保持熱情投入學術研究的長期經營，將是學術生涯

發展的關鍵。此外，除了專注於個人投稿、研究著作的努力外，亦可多加利用科技部

人文司與人社中心協助個人專業成長的相關資源。

管理場期刊主編有約現場提問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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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論文發表是促進學術發展的重要場域，對於學者而言，期刊論文發表即時地提

供學界的研究成果，也是學者近期研究的具體表現，日積月累後成為學者學術生涯表

現的重要參酌依據。學術表現對於青年學者的重要性更顯迫切，如何協助青年學者進

入學術生涯的階段，更是人社中心近年關注的議題之一。

　人社中心邀請不同領域的學門召集人規畫「與期刊主編有約」，分別促成人文、社

科、管理三個領域的交流，透過各領域學者與國內期刊主編的對話，增進學者對國內

各期刊創辦宗旨、涵蓋領域與屬性、審查流程等瞭解，不但可媒合學者投稿至領域相

符的期刊，同時也提升各期刊的能見度。經由期刊與期刊、期刊主編與學者、學者與

學者之間的對話，能強化不同學術生涯階段、各種學術角色之間的交流，共同創造學

術研究的蓬勃發展。

　近距離接觸各專業期刊主編，可以發現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責任，在於面對

國際與華文論文期刊的競爭，專業領域日益多元，除配合來稿尋找適切的審查人外，

期刊的經營也依學門或跨領域、經費、編制等挑戰，在審查流程、編輯分工與決策、

國際化程度、出版形式都會發展出不同的策略。

　對投稿者而言，不同領域的學者都建議青年學者依照專業、研究方向選定期刊，注

意包含格式、引用、個人風格與議題形塑等細節，最重要也最基礎的還是對研究的熱

情，並發揮在擅長的領域。即便遭受多次退稿，應正向面對、自我檢視，甚至要把握

機會回應審查者、適時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期刊論文是扎實的成品，如何能在有

限的篇幅傳達對經典文獻的掌握、逐步深化研究議題更為關鍵。對於青年學者而言，

最初發表的期刊論文也代表了個人品牌，因此期刊論文的審查期固然漫長、甚至最後

遭退稿，也要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將退稿的審查意見當作一種學術對話，把握機會

更精練文字、調整論文結構、強化引用與論證，並且反覆檢視閱讀，這反而會是成長

最多的過程。

　就審查人角度看，期刊論文的審查首重文獻的掌握與正確解讀、嚴謹的論述等基本

功，而文章能發光的重點則在這些基礎上的創見。因此資深審查人也自我期許以包容

多元、提供期刊論文更具體的修改方向，成為推動學術發展積極正向的動力。

　105年無論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期刊或是青年學者，都是重要發展的一年。105

年起由人社中心推動「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期待能

引領國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朝正向發展與提升能見度。從期刊發展的角度來看，期刊

的投稿量、編輯品質、專業審查與刊登、國際化程度等，都影響了期刊的品質與經

營，更是國內外學術期刊競爭的關鍵。對於學者而言，無論是審查人的角色或是期刊

投稿者，不斷地自我檢視、經驗累積都是獲取成功的不二法門，其共同目標都是推動

學術發展更上層樓，因此如何能夠保持熱情投入學術研究的長期經營，將是學術生涯

發展的關鍵。此外，除了專注於個人投稿、研究著作的努力外，亦可多加利用科技部

人文司與人社中心協助個人專業成長的相關資源。

社科場期刊主編有約會後，參與者與講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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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撰文／期刊評比收錄制度小組

　期刊評鑑等相關制度已於國內實施多年，對於期刊編輯及學術水準的提升有所貢

獻。過去THCI Core（105年起更名為THCI）與TSSCI每年所公布的「收錄名單」

備受學界或輿論的高度關注，亦引起眾多期刊單位的迴響。惟鑑於過去之期刊評比機

制已無法反映當前學界所需，故本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變革審議

式論壇」與會學者之建議，修訂新制實施方案，並於105年起開始實施。

　105年實施之新制有別於過去審查以專家審查為主，改採取多元指標審查方式，以

較多面向評鑑期刊之良窳，並以期刊分級為基礎形成核心期刊，將所有申請之期刊分

為三個等級，除了有提醒期刊應提升或維持其品質的作用，也讓學界可自行運用評比

分級的量尺，或核心期刊的收錄標準來判斷學術期刊之優劣程度。

　新制開放受理申請對象為臺灣、香港、澳門與新加坡出版，具備匿名審查制度，並

以刊載學術性論文為主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有別於過去「THCI Core、

TSSCI」為每年各自執行，新制將人文及社會科學分為十五個學門，各學門兩年評

比一次，並將評比通過之期刊分為三級，受評為第一與第二級者，收錄為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其中歸屬人文學領域者，為人文學核心期刊（簡稱THCI）；歸

屬社會科學領域者，為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簡稱TSSCI）。

　期刊評比收錄採申請制，每年於1月至3月中旬開放受理申請，105年共有143件申

請件（包含3件香港、1件澳門出版刊物）。申請期刊依學術方向，分為專業學門類及

綜合類期刊。105年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文學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

學、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社會學，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106年則開放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

理，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申請期刊符合申請資格，即可進入初審作業，初審作業為依四項指標進行計分： 

　一、形式指標（5%）：由本中心審核申請期刊之資格，並就期刊檢附之資料計算

「基本評量分數」。

　二、引用指標（15%）：採計期刊在國家圖書館TCI資料庫中近5年之各年「5年影

響係數」數據平均。

　三、問卷調查（30%）：由本中心委請專家設計問卷題目，發送對象主要為近10年

曾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學者，並由中心進行名單之增補。

　四、學門專家審查（50%）：由各學門組成之學門專家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品質、評

審制度等項目之審查。

　初審作業後即進行各學門之分級會議，各學門分級結果將移交聯席會議進行議決，

評比收錄之名單經聯席會議議決後擇期公告。

　為使期刊單位了解期刊評比收錄新制之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流程，本中心已於105

年3月假國立臺灣大學舉辦「105年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活

動，活動中除簡介期刊評比收錄新制與介紹新制作業行政流程外，並安排Q&A時間

開放與會者提問，因該活動反應熱烈，引起廣大迴響，故將於106年1月舉辦第二場

新制說明會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學界及期刊單位同仁踴躍參加。

　105年新制實施之後，申請期刊數與核心期刊收錄數量均較以往為多，應可於一定

程度上改善評鑑對於弱勢期刊之影響。106年評比收錄業務申請將於1月開始受理，

歡迎各相關領域期刊主動申請參與評鑑制度，一同為提升期刊品質水準共同努力！

期刊評鑑制度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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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評鑑等相關制度已於國內實施多年，對於期刊編輯及學術水準的提升有所貢

獻。過去THCI Core（105年起更名為THCI）與TSSCI每年所公布的「收錄名單」

備受學界或輿論的高度關注，亦引起眾多期刊單位的迴響。惟鑑於過去之期刊評比機

制已無法反映當前學界所需，故本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變革審議

式論壇」與會學者之建議，修訂新制實施方案，並於105年起開始實施。

　105年實施之新制有別於過去審查以專家審查為主，改採取多元指標審查方式，以

較多面向評鑑期刊之良窳，並以期刊分級為基礎形成核心期刊，將所有申請之期刊分

為三個等級，除了有提醒期刊應提升或維持其品質的作用，也讓學界可自行運用評比

分級的量尺，或核心期刊的收錄標準來判斷學術期刊之優劣程度。

　新制開放受理申請對象為臺灣、香港、澳門與新加坡出版，具備匿名審查制度，並

以刊載學術性論文為主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有別於過去「THCI Core、

TSSCI」為每年各自執行，新制將人文及社會科學分為十五個學門，各學門兩年評

比一次，並將評比通過之期刊分為三級，受評為第一與第二級者，收錄為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其中歸屬人文學領域者，為人文學核心期刊（簡稱THCI）；歸

屬社會科學領域者，為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簡稱TSSCI）。

　期刊評比收錄採申請制，每年於1月至3月中旬開放受理申請，105年共有143件申

請件（包含3件香港、1件澳門出版刊物）。申請期刊依學術方向，分為專業學門類及

綜合類期刊。105年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文學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

學、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社會學，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106年則開放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

理，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申請期刊符合申請資格，即可進入初審作業，初審作業為依四項指標進行計分： 

　一、形式指標（5%）：由本中心審核申請期刊之資格，並就期刊檢附之資料計算

「基本評量分數」。

　二、引用指標（15%）：採計期刊在國家圖書館TCI資料庫中近5年之各年「5年影

響係數」數據平均。

　三、問卷調查（30%）：由本中心委請專家設計問卷題目，發送對象主要為近10年

曾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學者，並由中心進行名單之增補。

　四、學門專家審查（50%）：由各學門組成之學門專家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品質、評

審制度等項目之審查。

　初審作業後即進行各學門之分級會議，各學門分級結果將移交聯席會議進行議決，

評比收錄之名單經聯席會議議決後擇期公告。

　為使期刊單位了解期刊評比收錄新制之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流程，本中心已於105

年3月假國立臺灣大學舉辦「105年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活

動，活動中除簡介期刊評比收錄新制與介紹新制作業行政流程外，並安排Q&A時間

開放與會者提問，因該活動反應熱烈，引起廣大迴響，故將於106年1月舉辦第二場

新制說明會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學界及期刊單位同仁踴躍參加。

　105年新制實施之後，申請期刊數與核心期刊收錄數量均較以往為多，應可於一定

程度上改善評鑑對於弱勢期刊之影響。106年評比收錄業務申請將於1月開始受理，

歡迎各相關領域期刊主動申請參與評鑑制度，一同為提升期刊品質水準共同努力！

期刊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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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評鑑等相關制度已於國內實施多年，對於期刊編輯及學術水準的提升有所貢

獻。過去THCI Core（105年起更名為THCI）與TSSCI每年所公布的「收錄名單」

備受學界或輿論的高度關注，亦引起眾多期刊單位的迴響。惟鑑於過去之期刊評比機

制已無法反映當前學界所需，故本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變革審議

式論壇」與會學者之建議，修訂新制實施方案，並於105年起開始實施。

　105年實施之新制有別於過去審查以專家審查為主，改採取多元指標審查方式，以

較多面向評鑑期刊之良窳，並以期刊分級為基礎形成核心期刊，將所有申請之期刊分

為三個等級，除了有提醒期刊應提升或維持其品質的作用，也讓學界可自行運用評比

分級的量尺，或核心期刊的收錄標準來判斷學術期刊之優劣程度。

　新制開放受理申請對象為臺灣、香港、澳門與新加坡出版，具備匿名審查制度，並

以刊載學術性論文為主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有別於過去「THCI Core、

TSSCI」為每年各自執行，新制將人文及社會科學分為十五個學門，各學門兩年評

比一次，並將評比通過之期刊分為三級，受評為第一與第二級者，收錄為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其中歸屬人文學領域者，為人文學核心期刊（簡稱THCI）；歸

屬社會科學領域者，為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簡稱TSSCI）。

　期刊評比收錄採申請制，每年於1月至3月中旬開放受理申請，105年共有143件申

請件（包含3件香港、1件澳門出版刊物）。申請期刊依學術方向，分為專業學門類及

綜合類期刊。105年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文學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

學、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社會學，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106年則開放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

理，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申請期刊符合申請資格，即可進入初審作業，初審作業為依四項指標進行計分： 

　一、形式指標（5%）：由本中心審核申請期刊之資格，並就期刊檢附之資料計算

「基本評量分數」。

　二、引用指標（15%）：採計期刊在國家圖書館TCI資料庫中近5年之各年「5年影

響係數」數據平均。

　三、問卷調查（30%）：由本中心委請專家設計問卷題目，發送對象主要為近10年

曾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學者，並由中心進行名單之增補。

　四、學門專家審查（50%）：由各學門組成之學門專家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品質、評

審制度等項目之審查。

　初審作業後即進行各學門之分級會議，各學門分級結果將移交聯席會議進行議決，

評比收錄之名單經聯席會議議決後擇期公告。

　為使期刊單位了解期刊評比收錄新制之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流程，本中心已於105

年3月假國立臺灣大學舉辦「105年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活

動，活動中除簡介期刊評比收錄新制與介紹新制作業行政流程外，並安排Q&A時間

開放與會者提問，因該活動反應熱烈，引起廣大迴響，故將於106年1月舉辦第二場

新制說明會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學界及期刊單位同仁踴躍參加。

　105年新制實施之後，申請期刊數與核心期刊收錄數量均較以往為多，應可於一定

程度上改善評鑑對於弱勢期刊之影響。106年評比收錄業務申請將於1月開始受理，

歡迎各相關領域期刊主動申請參與評鑑制度，一同為提升期刊品質水準共同努力！

105年新制說明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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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評鑑等相關制度已於國內實施多年，對於期刊編輯及學術水準的提升有所貢

獻。過去THCI Core（105年起更名為THCI）與TSSCI每年所公布的「收錄名單」

備受學界或輿論的高度關注，亦引起眾多期刊單位的迴響。惟鑑於過去之期刊評比機

制已無法反映當前學界所需，故本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收錄制度變革審議

式論壇」與會學者之建議，修訂新制實施方案，並於105年起開始實施。

　105年實施之新制有別於過去審查以專家審查為主，改採取多元指標審查方式，以

較多面向評鑑期刊之良窳，並以期刊分級為基礎形成核心期刊，將所有申請之期刊分

為三個等級，除了有提醒期刊應提升或維持其品質的作用，也讓學界可自行運用評比

分級的量尺，或核心期刊的收錄標準來判斷學術期刊之優劣程度。

　新制開放受理申請對象為臺灣、香港、澳門與新加坡出版，具備匿名審查制度，並

以刊載學術性論文為主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有別於過去「THCI Core、

TSSCI」為每年各自執行，新制將人文及社會科學分為十五個學門，各學門兩年評

比一次，並將評比通過之期刊分為三級，受評為第一與第二級者，收錄為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其中歸屬人文學領域者，為人文學核心期刊（簡稱THCI）；歸

屬社會科學領域者，為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簡稱TSSCI）。

　期刊評比收錄採申請制，每年於1月至3月中旬開放受理申請，105年共有143件申

請件（包含3件香港、1件澳門出版刊物）。申請期刊依學術方向，分為專業學門類及

綜合類期刊。105年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文學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

學、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社會學，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106年則開放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

理，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

　申請期刊符合申請資格，即可進入初審作業，初審作業為依四項指標進行計分： 

　一、形式指標（5%）：由本中心審核申請期刊之資格，並就期刊檢附之資料計算

「基本評量分數」。

　二、引用指標（15%）：採計期刊在國家圖書館TCI資料庫中近5年之各年「5年影

響係數」數據平均。

　三、問卷調查（30%）：由本中心委請專家設計問卷題目，發送對象主要為近10年

曾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學者，並由中心進行名單之增補。

　四、學門專家審查（50%）：由各學門組成之學門專家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品質、評

審制度等項目之審查。

　初審作業後即進行各學門之分級會議，各學門分級結果將移交聯席會議進行議決，

評比收錄之名單經聯席會議議決後擇期公告。

　為使期刊單位了解期刊評比收錄新制之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流程，本中心已於105

年3月假國立臺灣大學舉辦「105年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活

動，活動中除簡介期刊評比收錄新制與介紹新制作業行政流程外，並安排Q&A時間

開放與會者提問，因該活動反應熱烈，引起廣大迴響，故將於106年1月舉辦第二場

新制說明會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學界及期刊單位同仁踴躍參加。

　105年新制實施之後，申請期刊數與核心期刊收錄數量均較以往為多，應可於一定

程度上改善評鑑對於弱勢期刊之影響。106年評比收錄業務申請將於1月開始受理，

歡迎各相關領域期刊主動申請參與評鑑制度，一同為提升期刊品質水準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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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出版專書、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及

補助出版經典譯注
撰文／黃麗蓁

　為了倡導國內專書書稿出版前的審

查、修稿風氣，進而提昇國內人文學及

社會科學專書的學術品質，本中心積極

推動「補助出版專書」及「補助期刊審

查專書書稿」兩項專書業務，以提供學

術界多元的專書書稿審查管道。此外，

為了鼓勵譯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

厚植相關領域研究基礎，本中心自106年

1月起，新增推動「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

譯注」。

補助出版專書

　本業務的補助對象是出版學術性專書

的國內出版單位，期能以補助條件要求

出版單位在書稿出版前，先送請兩位相

關領域學者實質審查，並讓作者在出版前根據審查意見修改書稿，使其著作更臻完

善。本中心希望透過此業務的推動，鼓勵出版社建立嚴謹的專書書稿學術評審機制，

為書稿品質把關，讓專書出版成為一個嚴謹而被學界認可的研究成果發表管道。

　此業務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受理申請，每件申請案送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專書品

質，再由本中心專書複審委員審視外審意見。中心接著召開複審會議，由複審委員參

酌外審意見進行評比審查，然後核定補助名單。

　本中心專書外審委員提供了具體嚴謹的審查意見，然而業務申請件多為已付梓的成

書，未能參酌外審意見做修改，殊為可惜。為了鼓勵出版社以書稿形式申請，使書稿

有再次修改的機會，進而提昇專書品質，本中心於105年12月新增辦法：前一年度申

請未獲補助的書稿，經作者依本中心審查意見進行內容實質修改後，得再次申請，再

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

　此業務協助專書作者將書稿送交優良期刊審查，經費的補助對象是期刊單位，我們

希望藉由優良期刊的學術水準及審查機制的公信力為專書書稿品質把關。本中心網站

公告可受理專書書稿審查的期刊名單，書稿作者完成書稿寫作之後，可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本中心即依其指定投審的期刊，邀請該期刊協助審查書稿。

　此業務於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受理申請，為有效運用學術資源，每本書稿審

查次數以一次為原則。期刊編委會在受理書稿審查時，採匿名審查方式，送請三位相

關領域的學者審查。審查作業的完成以不超過六個月為原則。期刊編委會依據審查人

的評審意見，決定送審書稿是否通過審查。

　通過審查的書稿，由受理審查的期刊編委會發給審查通過證明。凡通過期刊審查的

書稿，後續申請本中心「補助出版專書」時，出版社得免送外審，逕以三份期刊外審

意見交付出版評鑑小組進行評比審查。

　以上兩業務「期刊審查專書書稿」及「出版專書」申請流程示意如下頁圖示：

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譯注

　此業務補助對象是國內出版單位，經典譯注特指自102年起獲「科技部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補助，且依該作業要點第十五條規定，完成譯注初稿的審

查程序者。

　此業務與「補助出版專書」相同，都是在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受理申請，每件申

請案經送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後，先由本中心專書複審委員審視外審意見，本中心接

著召開複審會議，由複審委員參酌外審意見進行評比審查，然後核定補助名單。

　依近期受理的出版單位申請文件及本中心外審意見的陳述看來，多數出版單位的審

查機制已大有改進，更多作者在出版前願意參酌審查意見修改書稿或提出書面回應。

在此分享兩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102年某一本獲出版補助的書稿，其作者主動請

本中心提供三份匿名外審意見，並參酌審查意見繼續努力不懈地修訂書稿，期能更臻

完善。103年也有一本獲出版補助的專書，出版前，出版單位所邀請的兩位審查人均

提供具體修訂意見，作者也據以確實修改，並提出共計六十項，長達十三頁的回應

書；所以該書在相當程度上實為作者與兩位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後的成果。上述二例

乃專書審查精神及專書寫作精神之高度表現！專書著作為作者多年學術研究成果，能

於出版前接受詳細審查並獲得具體修訂意見，甚至進而與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這不

僅能提昇專書品質，對於作者日後的學術研究也必有所助益。未來我們希望繼續透過

專書書稿審查機制，提昇國內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專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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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倡導國內專書書稿出版前的審

查、修稿風氣，進而提昇國內人文學及

社會科學專書的學術品質，本中心積極

推動「補助出版專書」及「補助期刊審

查專書書稿」兩項專書業務，以提供學

術界多元的專書書稿審查管道。此外，

為了鼓勵譯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

厚植相關領域研究基礎，本中心自106年

1月起，新增推動「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

譯注」。

補助出版專書

　本業務的補助對象是出版學術性專書

的國內出版單位，期能以補助條件要求

出版單位在書稿出版前，先送請兩位相

關領域學者實質審查，並讓作者在出版前根據審查意見修改書稿，使其著作更臻完

善。本中心希望透過此業務的推動，鼓勵出版社建立嚴謹的專書書稿學術評審機制，

為書稿品質把關，讓專書出版成為一個嚴謹而被學界認可的研究成果發表管道。

　此業務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受理申請，每件申請案送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專書品

質，再由本中心專書複審委員審視外審意見。中心接著召開複審會議，由複審委員參

酌外審意見進行評比審查，然後核定補助名單。

　本中心專書外審委員提供了具體嚴謹的審查意見，然而業務申請件多為已付梓的成

書，未能參酌外審意見做修改，殊為可惜。為了鼓勵出版社以書稿形式申請，使書稿

有再次修改的機會，進而提昇專書品質，本中心於105年12月新增辦法：前一年度申

請未獲補助的書稿，經作者依本中心審查意見進行內容實質修改後，得再次申請，再

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

　此業務協助專書作者將書稿送交優良期刊審查，經費的補助對象是期刊單位，我們

希望藉由優良期刊的學術水準及審查機制的公信力為專書書稿品質把關。本中心網站

公告可受理專書書稿審查的期刊名單，書稿作者完成書稿寫作之後，可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本中心即依其指定投審的期刊，邀請該期刊協助審查書稿。

　此業務於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受理申請，為有效運用學術資源，每本書稿審

查次數以一次為原則。期刊編委會在受理書稿審查時，採匿名審查方式，送請三位相

關領域的學者審查。審查作業的完成以不超過六個月為原則。期刊編委會依據審查人

的評審意見，決定送審書稿是否通過審查。

　通過審查的書稿，由受理審查的期刊編委會發給審查通過證明。凡通過期刊審查的

書稿，後續申請本中心「補助出版專書」時，出版社得免送外審，逕以三份期刊外審

意見交付出版評鑑小組進行評比審查。

　以上兩業務「期刊審查專書書稿」及「出版專書」申請流程示意如下頁圖示：

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譯注

　此業務補助對象是國內出版單位，經典譯注特指自102年起獲「科技部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補助，且依該作業要點第十五條規定，完成譯注初稿的審

查程序者。

　此業務與「補助出版專書」相同，都是在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受理申請，每件申

請案經送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後，先由本中心專書複審委員審視外審意見，本中心接

著召開複審會議，由複審委員參酌外審意見進行評比審查，然後核定補助名單。

　依近期受理的出版單位申請文件及本中心外審意見的陳述看來，多數出版單位的審

查機制已大有改進，更多作者在出版前願意參酌審查意見修改書稿或提出書面回應。

在此分享兩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102年某一本獲出版補助的書稿，其作者主動請

本中心提供三份匿名外審意見，並參酌審查意見繼續努力不懈地修訂書稿，期能更臻

完善。103年也有一本獲出版補助的專書，出版前，出版單位所邀請的兩位審查人均

提供具體修訂意見，作者也據以確實修改，並提出共計六十項，長達十三頁的回應

書；所以該書在相當程度上實為作者與兩位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後的成果。上述二例

乃專書審查精神及專書寫作精神之高度表現！專書著作為作者多年學術研究成果，能

於出版前接受詳細審查並獲得具體修訂意見，甚至進而與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這不

僅能提昇專書品質，對於作者日後的學術研究也必有所助益。未來我們希望繼續透過

專書書稿審查機制，提昇國內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專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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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倡導國內專書書稿出版前的審

查、修稿風氣，進而提昇國內人文學及

社會科學專書的學術品質，本中心積極

推動「補助出版專書」及「補助期刊審

查專書書稿」兩項專書業務，以提供學

術界多元的專書書稿審查管道。此外，

為了鼓勵譯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

厚植相關領域研究基礎，本中心自106年

1月起，新增推動「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

譯注」。

補助出版專書

　本業務的補助對象是出版學術性專書

的國內出版單位，期能以補助條件要求

出版單位在書稿出版前，先送請兩位相

關領域學者實質審查，並讓作者在出版前根據審查意見修改書稿，使其著作更臻完

善。本中心希望透過此業務的推動，鼓勵出版社建立嚴謹的專書書稿學術評審機制，

為書稿品質把關，讓專書出版成為一個嚴謹而被學界認可的研究成果發表管道。

　此業務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受理申請，每件申請案送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專書品

質，再由本中心專書複審委員審視外審意見。中心接著召開複審會議，由複審委員參

酌外審意見進行評比審查，然後核定補助名單。

　本中心專書外審委員提供了具體嚴謹的審查意見，然而業務申請件多為已付梓的成

書，未能參酌外審意見做修改，殊為可惜。為了鼓勵出版社以書稿形式申請，使書稿

有再次修改的機會，進而提昇專書品質，本中心於105年12月新增辦法：前一年度申

請未獲補助的書稿，經作者依本中心審查意見進行內容實質修改後，得再次申請，再

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

　此業務協助專書作者將書稿送交優良期刊審查，經費的補助對象是期刊單位，我們

希望藉由優良期刊的學術水準及審查機制的公信力為專書書稿品質把關。本中心網站

公告可受理專書書稿審查的期刊名單，書稿作者完成書稿寫作之後，可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本中心即依其指定投審的期刊，邀請該期刊協助審查書稿。

　此業務於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受理申請，為有效運用學術資源，每本書稿審

查次數以一次為原則。期刊編委會在受理書稿審查時，採匿名審查方式，送請三位相

關領域的學者審查。審查作業的完成以不超過六個月為原則。期刊編委會依據審查人

的評審意見，決定送審書稿是否通過審查。

　通過審查的書稿，由受理審查的期刊編委會發給審查通過證明。凡通過期刊審查的

書稿，後續申請本中心「補助出版專書」時，出版社得免送外審，逕以三份期刊外審

意見交付出版評鑑小組進行評比審查。

　以上兩業務「期刊審查專書書稿」及「出版專書」申請流程示意如下頁圖示：

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譯注

　此業務補助對象是國內出版單位，經典譯注特指自102年起獲「科技部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補助，且依該作業要點第十五條規定，完成譯注初稿的審

查程序者。

　此業務與「補助出版專書」相同，都是在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受理申請，每件申

請案經送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後，先由本中心專書複審委員審視外審意見，本中心接

著召開複審會議，由複審委員參酌外審意見進行評比審查，然後核定補助名單。

　依近期受理的出版單位申請文件及本中心外審意見的陳述看來，多數出版單位的審

查機制已大有改進，更多作者在出版前願意參酌審查意見修改書稿或提出書面回應。

在此分享兩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102年某一本獲出版補助的書稿，其作者主動請

本中心提供三份匿名外審意見，並參酌審查意見繼續努力不懈地修訂書稿，期能更臻

完善。103年也有一本獲出版補助的專書，出版前，出版單位所邀請的兩位審查人均

提供具體修訂意見，作者也據以確實修改，並提出共計六十項，長達十三頁的回應

書；所以該書在相當程度上實為作者與兩位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後的成果。上述二例

乃專書審查精神及專書寫作精神之高度表現！專書著作為作者多年學術研究成果，能

於出版前接受詳細審查並獲得具體修訂意見，甚至進而與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這不

僅能提昇專書品質，對於作者日後的學術研究也必有所助益。未來我們希望繼續透過

專書書稿審查機制，提昇國內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專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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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相關領域研究基礎，本中心自106年

1月起，新增推動「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

譯注」。

補助出版專書

　本業務的補助對象是出版學術性專書

的國內出版單位，期能以補助條件要求

出版單位在書稿出版前，先送請兩位相

關領域學者實質審查，並讓作者在出版前根據審查意見修改書稿，使其著作更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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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專書外審委員提供了具體嚴謹的審查意見，然而業務申請件多為已付梓的成

書，未能參酌外審意見做修改，殊為可惜。為了鼓勵出版社以書稿形式申請，使書稿

有再次修改的機會，進而提昇專書品質，本中心於105年12月新增辦法：前一年度申

請未獲補助的書稿，經作者依本中心審查意見進行內容實質修改後，得再次申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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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業務協助專書作者將書稿送交優良期刊審查，經費的補助對象是期刊單位，我們

希望藉由優良期刊的學術水準及審查機制的公信力為專書書稿品質把關。本中心網站

公告可受理專書書稿審查的期刊名單，書稿作者完成書稿寫作之後，可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本中心即依其指定投審的期刊，邀請該期刊協助審查書稿。

　此業務於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受理申請，為有效運用學術資源，每本書稿審

查次數以一次為原則。期刊編委會在受理書稿審查時，採匿名審查方式，送請三位相

關領域的學者審查。審查作業的完成以不超過六個月為原則。期刊編委會依據審查人

的評審意見，決定送審書稿是否通過審查。

　通過審查的書稿，由受理審查的期刊編委會發給審查通過證明。凡通過期刊審查的

書稿，後續申請本中心「補助出版專書」時，出版社得免送外審，逕以三份期刊外審

意見交付出版評鑑小組進行評比審查。

　以上兩業務「期刊審查專書書稿」及「出版專書」申請流程示意如下頁圖示：

補助出版科技部經典譯注

　此業務補助對象是國內出版單位，經典譯注特指自102年起獲「科技部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補助，且依該作業要點第十五條規定，完成譯注初稿的審

查程序者。

　此業務與「補助出版專書」相同，都是在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受理申請，每件申

請案經送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後，先由本中心專書複審委員審視外審意見，本中心接

著召開複審會議，由複審委員參酌外審意見進行評比審查，然後核定補助名單。

　依近期受理的出版單位申請文件及本中心外審意見的陳述看來，多數出版單位的審

查機制已大有改進，更多作者在出版前願意參酌審查意見修改書稿或提出書面回應。

在此分享兩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102年某一本獲出版補助的書稿，其作者主動請

本中心提供三份匿名外審意見，並參酌審查意見繼續努力不懈地修訂書稿，期能更臻

完善。103年也有一本獲出版補助的專書，出版前，出版單位所邀請的兩位審查人均

提供具體修訂意見，作者也據以確實修改，並提出共計六十項，長達十三頁的回應

書；所以該書在相當程度上實為作者與兩位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後的成果。上述二例

乃專書審查精神及專書寫作精神之高度表現！專書著作為作者多年學術研究成果，能

於出版前接受詳細審查並獲得具體修訂意見，甚至進而與審查人進行學術對話，這不

僅能提昇專書品質，對於作者日後的學術研究也必有所助益。未來我們希望繼續透過

專書書稿審查機制，提昇國內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專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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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學術影響力
作者／張澄清（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現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績效責任的管理主義風潮影響下，學術論文的影響力已逐漸成為評估研究者、研究

機構及學校績效的重要指標。雖然學術績效理應由多元面向之指標來衡量，但不可諱

言的，資訊計量方法（Informetrics）具有定量分析的優勢，可據以進行論文、學

者、研究機構、國家等不同層級的評鑑，雖不是全然客觀的評鑑指標，但仍可有效地

彌補學者同儕評鑑可能流於主觀或易於操作的缺失。因此，筆者今日將由當前資訊計

量學的研究成果，反思如何有效地提升學術影響力。

　以資訊計量指標（如被引用率）做為評估學術論文品質的指標，不僅招致受評鑑對

象的撻伐，相關研究成果也呈現被引用率與同儕評鑑，僅達到中等程度的相關性。獲

得這樣結果的原因不外乎：被引用率僅反映了研究論文的單一面向（如影響力或效

用）；引用並非總是正面評價；被引用次數可能與論文內容及品質以外的因素有關。

負面引用的比率偏低，且若能謹慎用於評鑑，則前兩項爭議似乎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剩下的問題則是有哪些外在因素可能與被引用率有關。而目前常被拿來討論的因素有

學術領域、文獻類型、語文差異、論文合著、研究者光環、文獻引用及能見度等。

　Onodera與Yoshikane（2015）便曾選定在相同期間內出版的英文原創性論文

（original articles），進行橫跨六個領域的分析比較，這些領域包含凝態物理學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無機與核化學（Inorganic and nuclear chemis-

try）、電子及電子工程（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生物化學及分子

生物（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生理學（Physiology）及腸胃病

學 （Gastroenterology）等，各領域挑選出四本僅屬於單一領域的期刊，再由每本

期刊中隨機挑選出50至60篇原創性論文，每個領域有230至240篇論文納入分析。繼

而以論文合著程度（作者、機構及國家數）、引用文獻（文獻數、五年內引用文獻

比）、能見度（圖表、方程式數量及標準化論文頁數）及作者學術表現（第一作者的

論文數、被引次數、學術生涯、被引用率及中位數）等變數，來預測論文被引用率。

以往我們多半認為，多人合著論文能夠獲取更多的關注與影響力，在此研究中僅呈現

兩個領域有偏低的預測力；另外，作者的光環也僅是迷思，先前的學術成就恐怕是過

眼雲煙；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對於論文被引用率有較

強的預測效果，而且多數領域都適用。

　Rousseau與Ding（2016）鎖定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及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等三本綜合類期刊，蒐集2004-2008年出版的論文，每

篇論文有6至10年可以累積被引用次數。Rousseau與Ding認為此舉或許可以排除研

究內容、品質及學科領域的干擾，進一步探討美國學者的國際合作成果，比起僅限於

美國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是否能明顯獲得較高的影響力？若以這三本頂尖的綜合類期

刊而言，能夠通過審查的論文，想必在研究議題的重要性及品質，當非一般研究論文

所能比擬，或許可視為控制論文品質的差異後，探討國際合作對於影響力提升之助

益。然而，根據自然、科學，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之通訊提交類論文（Commu-

nicated submissions）的分析結果顯示，國際合作並不是高影響力的保證。

　在正常的情況下，多作者、多機構，甚至是多國合作研究係為了解決更複雜的議

題、需仰賴更多先進儀器進行分析，抑或是需要同時比對來自不同國家的資料，以致

於研究成果可獲得較多的關注及影響力，則合著論文多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僅是反映

了議題的重要性、複雜度及研究品質。因此，增加作者數或邀請知名學者掛名，並未

納入其他學者的意見，實質提升研究品質，傳聞中或許可以增加論文通過審查的機

率，但恐怕無助於影響力的提升。

　此外，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可預測論文影響力一事，看似無關於研究內

容與品質，但實際上卻是內容與品質的另類呈現。大量引用五年內較為新穎的文獻，

或可顯示該論文的研究主題是當前重要議題，已獲得許多學者的關注，且學術社群較

具規模。探討這類議題自然容易獲得廣大學術社群的重視，被後續相關研究引用的可

能性也較高。至於參考文獻數量的預測力，則可解釋為論文深度與廣度使然，廣泛地

探討當前研究現況而形成的研究問題，並針對研究發現進行深度地詮釋，深入分析與

其他相關研究成果之異同，便得引用較多的參考文獻。

　整體而言，在未觸及研究主題、內容及品質層面之改善，而能夠技巧性地提升您的

研究影響力，筆者的建議是必須讓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能夠方便有效地搜尋到您的

論文。因此具體的作為可能是：(1)給予論文一個明確、清晰，且能緊扣當前重要議

題的論文標題；(2)切勿僅在摘要中扼要說明重要研究發現，應提及相關意涵及具體

研究貢獻；(3)適度地將論文中觸及的主題轉化為對應的關鍵詞。縱使曾有許多學者

指出，投稿前在相關領域重要研討會中發表，也能有效地推廣您的研究。但筆者以

為，在會議中獲得其他學者建設性的意見，進一步回應或修正論文內容，連帶提升論

文的品質，才是參與研討會的重要目的。

　最後，基於部分研究領域的專殊性及重要關懷，乃是引領實務界的發展（許多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有此特性），故傳統上僅侷限於以被引次數來衡量學術影響力，不見得

全然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此，資訊計量學正積極發展替代性計量法（Alter-

metrics），期望能在單一面向的學術影響力指標之外，尋求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指

標，以衡量長期被學術界忽略的社會影響力。下次若您的嘔心瀝血之作，並未獲得學

界的廣大迴響時，別沮喪，您的研究成果也許正在社會的某個角落中默默地發酵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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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責任的管理主義風潮影響下，學術論文的影響力已逐漸成為評估研究者、研究

機構及學校績效的重要指標。雖然學術績效理應由多元面向之指標來衡量，但不可諱

言的，資訊計量方法（Informetrics）具有定量分析的優勢，可據以進行論文、學

者、研究機構、國家等不同層級的評鑑，雖不是全然客觀的評鑑指標，但仍可有效地

彌補學者同儕評鑑可能流於主觀或易於操作的缺失。因此，筆者今日將由當前資訊計

量學的研究成果，反思如何有效地提升學術影響力。

　以資訊計量指標（如被引用率）做為評估學術論文品質的指標，不僅招致受評鑑對

象的撻伐，相關研究成果也呈現被引用率與同儕評鑑，僅達到中等程度的相關性。獲

得這樣結果的原因不外乎：被引用率僅反映了研究論文的單一面向（如影響力或效

用）；引用並非總是正面評價；被引用次數可能與論文內容及品質以外的因素有關。

負面引用的比率偏低，且若能謹慎用於評鑑，則前兩項爭議似乎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剩下的問題則是有哪些外在因素可能與被引用率有關。而目前常被拿來討論的因素有

學術領域、文獻類型、語文差異、論文合著、研究者光環、文獻引用及能見度等。

　Onodera與Yoshikane（2015）便曾選定在相同期間內出版的英文原創性論文

（original articles），進行橫跨六個領域的分析比較，這些領域包含凝態物理學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無機與核化學（Inorganic and nuclear chemis-

try）、電子及電子工程（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生物化學及分子

生物（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生理學（Physiology）及腸胃病

學 （Gastroenterology）等，各領域挑選出四本僅屬於單一領域的期刊，再由每本

期刊中隨機挑選出50至60篇原創性論文，每個領域有230至240篇論文納入分析。繼

而以論文合著程度（作者、機構及國家數）、引用文獻（文獻數、五年內引用文獻

比）、能見度（圖表、方程式數量及標準化論文頁數）及作者學術表現（第一作者的

論文數、被引次數、學術生涯、被引用率及中位數）等變數，來預測論文被引用率。

以往我們多半認為，多人合著論文能夠獲取更多的關注與影響力，在此研究中僅呈現

兩個領域有偏低的預測力；另外，作者的光環也僅是迷思，先前的學術成就恐怕是過

眼雲煙；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對於論文被引用率有較

強的預測效果，而且多數領域都適用。

　Rousseau與Ding（2016）鎖定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及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等三本綜合類期刊，蒐集2004-2008年出版的論文，每

篇論文有6至10年可以累積被引用次數。Rousseau與Ding認為此舉或許可以排除研

究內容、品質及學科領域的干擾，進一步探討美國學者的國際合作成果，比起僅限於

美國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是否能明顯獲得較高的影響力？若以這三本頂尖的綜合類期

刊而言，能夠通過審查的論文，想必在研究議題的重要性及品質，當非一般研究論文

所能比擬，或許可視為控制論文品質的差異後，探討國際合作對於影響力提升之助

益。然而，根據自然、科學，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之通訊提交類論文（Commu-

nicated submissions）的分析結果顯示，國際合作並不是高影響力的保證。

　在正常的情況下，多作者、多機構，甚至是多國合作研究係為了解決更複雜的議

題、需仰賴更多先進儀器進行分析，抑或是需要同時比對來自不同國家的資料，以致

於研究成果可獲得較多的關注及影響力，則合著論文多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僅是反映

了議題的重要性、複雜度及研究品質。因此，增加作者數或邀請知名學者掛名，並未

納入其他學者的意見，實質提升研究品質，傳聞中或許可以增加論文通過審查的機

率，但恐怕無助於影響力的提升。

　此外，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可預測論文影響力一事，看似無關於研究內

容與品質，但實際上卻是內容與品質的另類呈現。大量引用五年內較為新穎的文獻，

或可顯示該論文的研究主題是當前重要議題，已獲得許多學者的關注，且學術社群較

具規模。探討這類議題自然容易獲得廣大學術社群的重視，被後續相關研究引用的可

能性也較高。至於參考文獻數量的預測力，則可解釋為論文深度與廣度使然，廣泛地

探討當前研究現況而形成的研究問題，並針對研究發現進行深度地詮釋，深入分析與

其他相關研究成果之異同，便得引用較多的參考文獻。

　整體而言，在未觸及研究主題、內容及品質層面之改善，而能夠技巧性地提升您的

研究影響力，筆者的建議是必須讓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能夠方便有效地搜尋到您的

論文。因此具體的作為可能是：(1)給予論文一個明確、清晰，且能緊扣當前重要議

題的論文標題；(2)切勿僅在摘要中扼要說明重要研究發現，應提及相關意涵及具體

研究貢獻；(3)適度地將論文中觸及的主題轉化為對應的關鍵詞。縱使曾有許多學者

指出，投稿前在相關領域重要研討會中發表，也能有效地推廣您的研究。但筆者以

為，在會議中獲得其他學者建設性的意見，進一步回應或修正論文內容，連帶提升論

文的品質，才是參與研討會的重要目的。

　最後，基於部分研究領域的專殊性及重要關懷，乃是引領實務界的發展（許多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有此特性），故傳統上僅侷限於以被引次數來衡量學術影響力，不見得

全然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此，資訊計量學正積極發展替代性計量法（Alter-

metrics），期望能在單一面向的學術影響力指標之外，尋求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指

標，以衡量長期被學術界忽略的社會影響力。下次若您的嘔心瀝血之作，並未獲得學

界的廣大迴響時，別沮喪，您的研究成果也許正在社會的某個角落中默默地發酵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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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責任的管理主義風潮影響下，學術論文的影響力已逐漸成為評估研究者、研究

機構及學校績效的重要指標。雖然學術績效理應由多元面向之指標來衡量，但不可諱

言的，資訊計量方法（Informetrics）具有定量分析的優勢，可據以進行論文、學

者、研究機構、國家等不同層級的評鑑，雖不是全然客觀的評鑑指標，但仍可有效地

彌補學者同儕評鑑可能流於主觀或易於操作的缺失。因此，筆者今日將由當前資訊計

量學的研究成果，反思如何有效地提升學術影響力。

　以資訊計量指標（如被引用率）做為評估學術論文品質的指標，不僅招致受評鑑對

象的撻伐，相關研究成果也呈現被引用率與同儕評鑑，僅達到中等程度的相關性。獲

得這樣結果的原因不外乎：被引用率僅反映了研究論文的單一面向（如影響力或效

用）；引用並非總是正面評價；被引用次數可能與論文內容及品質以外的因素有關。

負面引用的比率偏低，且若能謹慎用於評鑑，則前兩項爭議似乎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剩下的問題則是有哪些外在因素可能與被引用率有關。而目前常被拿來討論的因素有

學術領域、文獻類型、語文差異、論文合著、研究者光環、文獻引用及能見度等。

　Onodera與Yoshikane（2015）便曾選定在相同期間內出版的英文原創性論文

（original articles），進行橫跨六個領域的分析比較，這些領域包含凝態物理學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無機與核化學（Inorganic and nuclear chemis-

try）、電子及電子工程（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生物化學及分子

生物（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生理學（Physiology）及腸胃病

學 （Gastroenterology）等，各領域挑選出四本僅屬於單一領域的期刊，再由每本

期刊中隨機挑選出50至60篇原創性論文，每個領域有230至240篇論文納入分析。繼

而以論文合著程度（作者、機構及國家數）、引用文獻（文獻數、五年內引用文獻

比）、能見度（圖表、方程式數量及標準化論文頁數）及作者學術表現（第一作者的

論文數、被引次數、學術生涯、被引用率及中位數）等變數，來預測論文被引用率。

以往我們多半認為，多人合著論文能夠獲取更多的關注與影響力，在此研究中僅呈現

兩個領域有偏低的預測力；另外，作者的光環也僅是迷思，先前的學術成就恐怕是過

眼雲煙；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對於論文被引用率有較

強的預測效果，而且多數領域都適用。

　Rousseau與Ding（2016）鎖定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及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等三本綜合類期刊，蒐集2004-2008年出版的論文，每

篇論文有6至10年可以累積被引用次數。Rousseau與Ding認為此舉或許可以排除研

究內容、品質及學科領域的干擾，進一步探討美國學者的國際合作成果，比起僅限於

美國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是否能明顯獲得較高的影響力？若以這三本頂尖的綜合類期

刊而言，能夠通過審查的論文，想必在研究議題的重要性及品質，當非一般研究論文

所能比擬，或許可視為控制論文品質的差異後，探討國際合作對於影響力提升之助

益。然而，根據自然、科學，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之通訊提交類論文（Commu-

nicated submissions）的分析結果顯示，國際合作並不是高影響力的保證。

　在正常的情況下，多作者、多機構，甚至是多國合作研究係為了解決更複雜的議

題、需仰賴更多先進儀器進行分析，抑或是需要同時比對來自不同國家的資料，以致

於研究成果可獲得較多的關注及影響力，則合著論文多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僅是反映

了議題的重要性、複雜度及研究品質。因此，增加作者數或邀請知名學者掛名，並未

納入其他學者的意見，實質提升研究品質，傳聞中或許可以增加論文通過審查的機

率，但恐怕無助於影響力的提升。

　此外，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可預測論文影響力一事，看似無關於研究內

容與品質，但實際上卻是內容與品質的另類呈現。大量引用五年內較為新穎的文獻，

或可顯示該論文的研究主題是當前重要議題，已獲得許多學者的關注，且學術社群較

具規模。探討這類議題自然容易獲得廣大學術社群的重視，被後續相關研究引用的可

能性也較高。至於參考文獻數量的預測力，則可解釋為論文深度與廣度使然，廣泛地

探討當前研究現況而形成的研究問題，並針對研究發現進行深度地詮釋，深入分析與

其他相關研究成果之異同，便得引用較多的參考文獻。

　整體而言，在未觸及研究主題、內容及品質層面之改善，而能夠技巧性地提升您的

研究影響力，筆者的建議是必須讓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能夠方便有效地搜尋到您的

論文。因此具體的作為可能是：(1)給予論文一個明確、清晰，且能緊扣當前重要議

題的論文標題；(2)切勿僅在摘要中扼要說明重要研究發現，應提及相關意涵及具體

研究貢獻；(3)適度地將論文中觸及的主題轉化為對應的關鍵詞。縱使曾有許多學者

指出，投稿前在相關領域重要研討會中發表，也能有效地推廣您的研究。但筆者以

為，在會議中獲得其他學者建設性的意見，進一步回應或修正論文內容，連帶提升論

文的品質，才是參與研討會的重要目的。

　最後，基於部分研究領域的專殊性及重要關懷，乃是引領實務界的發展（許多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有此特性），故傳統上僅侷限於以被引次數來衡量學術影響力，不見得

全然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此，資訊計量學正積極發展替代性計量法（Alter-

metrics），期望能在單一面向的學術影響力指標之外，尋求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指

標，以衡量長期被學術界忽略的社會影響力。下次若您的嘔心瀝血之作，並未獲得學

界的廣大迴響時，別沮喪，您的研究成果也許正在社會的某個角落中默默地發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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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責任的管理主義風潮影響下，學術論文的影響力已逐漸成為評估研究者、研究

機構及學校績效的重要指標。雖然學術績效理應由多元面向之指標來衡量，但不可諱

言的，資訊計量方法（Informetrics）具有定量分析的優勢，可據以進行論文、學

者、研究機構、國家等不同層級的評鑑，雖不是全然客觀的評鑑指標，但仍可有效地

彌補學者同儕評鑑可能流於主觀或易於操作的缺失。因此，筆者今日將由當前資訊計

量學的研究成果，反思如何有效地提升學術影響力。

　以資訊計量指標（如被引用率）做為評估學術論文品質的指標，不僅招致受評鑑對

象的撻伐，相關研究成果也呈現被引用率與同儕評鑑，僅達到中等程度的相關性。獲

得這樣結果的原因不外乎：被引用率僅反映了研究論文的單一面向（如影響力或效

用）；引用並非總是正面評價；被引用次數可能與論文內容及品質以外的因素有關。

負面引用的比率偏低，且若能謹慎用於評鑑，則前兩項爭議似乎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剩下的問題則是有哪些外在因素可能與被引用率有關。而目前常被拿來討論的因素有

學術領域、文獻類型、語文差異、論文合著、研究者光環、文獻引用及能見度等。

　Onodera與Yoshikane（2015）便曾選定在相同期間內出版的英文原創性論文

（original articles），進行橫跨六個領域的分析比較，這些領域包含凝態物理學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無機與核化學（Inorganic and nuclear chemis-

try）、電子及電子工程（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生物化學及分子

生物（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生理學（Physiology）及腸胃病

學 （Gastroenterology）等，各領域挑選出四本僅屬於單一領域的期刊，再由每本

期刊中隨機挑選出50至60篇原創性論文，每個領域有230至240篇論文納入分析。繼

而以論文合著程度（作者、機構及國家數）、引用文獻（文獻數、五年內引用文獻

比）、能見度（圖表、方程式數量及標準化論文頁數）及作者學術表現（第一作者的

論文數、被引次數、學術生涯、被引用率及中位數）等變數，來預測論文被引用率。

以往我們多半認為，多人合著論文能夠獲取更多的關注與影響力，在此研究中僅呈現

兩個領域有偏低的預測力；另外，作者的光環也僅是迷思，先前的學術成就恐怕是過

眼雲煙；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對於論文被引用率有較

強的預測效果，而且多數領域都適用。

　Rousseau與Ding（2016）鎖定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及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等三本綜合類期刊，蒐集2004-2008年出版的論文，每

篇論文有6至10年可以累積被引用次數。Rousseau與Ding認為此舉或許可以排除研

究內容、品質及學科領域的干擾，進一步探討美國學者的國際合作成果，比起僅限於

美國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是否能明顯獲得較高的影響力？若以這三本頂尖的綜合類期

刊而言，能夠通過審查的論文，想必在研究議題的重要性及品質，當非一般研究論文

所能比擬，或許可視為控制論文品質的差異後，探討國際合作對於影響力提升之助

益。然而，根據自然、科學，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之通訊提交類論文（Commu-

nicated submissions）的分析結果顯示，國際合作並不是高影響力的保證。

　在正常的情況下，多作者、多機構，甚至是多國合作研究係為了解決更複雜的議

題、需仰賴更多先進儀器進行分析，抑或是需要同時比對來自不同國家的資料，以致

於研究成果可獲得較多的關注及影響力，則合著論文多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僅是反映

了議題的重要性、複雜度及研究品質。因此，增加作者數或邀請知名學者掛名，並未

納入其他學者的意見，實質提升研究品質，傳聞中或許可以增加論文通過審查的機

率，但恐怕無助於影響力的提升。

　此外，五年內引用文獻比及參考文獻數可預測論文影響力一事，看似無關於研究內

容與品質，但實際上卻是內容與品質的另類呈現。大量引用五年內較為新穎的文獻，

或可顯示該論文的研究主題是當前重要議題，已獲得許多學者的關注，且學術社群較

具規模。探討這類議題自然容易獲得廣大學術社群的重視，被後續相關研究引用的可

能性也較高。至於參考文獻數量的預測力，則可解釋為論文深度與廣度使然，廣泛地

探討當前研究現況而形成的研究問題，並針對研究發現進行深度地詮釋，深入分析與

其他相關研究成果之異同，便得引用較多的參考文獻。

　整體而言，在未觸及研究主題、內容及品質層面之改善，而能夠技巧性地提升您的

研究影響力，筆者的建議是必須讓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能夠方便有效地搜尋到您的

論文。因此具體的作為可能是：(1)給予論文一個明確、清晰，且能緊扣當前重要議

題的論文標題；(2)切勿僅在摘要中扼要說明重要研究發現，應提及相關意涵及具體

研究貢獻；(3)適度地將論文中觸及的主題轉化為對應的關鍵詞。縱使曾有許多學者

指出，投稿前在相關領域重要研討會中發表，也能有效地推廣您的研究。但筆者以

為，在會議中獲得其他學者建設性的意見，進一步回應或修正論文內容，連帶提升論

文的品質，才是參與研討會的重要目的。

　最後，基於部分研究領域的專殊性及重要關懷，乃是引領實務界的發展（許多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有此特性），故傳統上僅侷限於以被引次數來衡量學術影響力，不見得

全然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此，資訊計量學正積極發展替代性計量法（Alter-

metrics），期望能在單一面向的學術影響力指標之外，尋求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指

標，以衡量長期被學術界忽略的社會影響力。下次若您的嘔心瀝血之作，並未獲得學

界的廣大迴響時，別沮喪，您的研究成果也許正在社會的某個角落中默默地發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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