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选择标准：40 个关键问题
推荐程度及原因
1、 推荐程度 Recommendation level
我们将评估文章与目标期刊的合适度，并定出推荐程度供您参考。
2、 推荐原因 Reasons for recommendation
期刊是否专注于研究某特定领域？是否对您的研究主题特别感兴趣？我们将从这两方面说明
推荐该期刊的原因。

期刊品质
3、 目标期刊为 SCI 或 SSCI 期刊？
Is the target journal a part of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or th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选定合适的投稿期刊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该期刊是否能帮助您毕业或升迁？」在许多情况
下，这表示期刊必须列入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因此问题的答案可以从SCI 与 SSCI 数据库得知。
4、 此期刊还有被列在哪些索引中？Abstracting and Indexing
每个领域都有其认可的期刊清单。一般而言，若收录在越多的索引数据库和列表当中，期刊便
越知名，也越受尊崇。
5、 期刊类型 Journal type
出版机构的声誉为卓越、优良、普通、不佳或未知？出版机构的规模有多大？业界地位是高是
低？ 学者对它的评价如何？某些期刊并不值得考虑，因为它们在业界不受推崇，我们已将这
类期刊从建议名单中剔除。以下为不建议投稿的期刊类型：
藉由拼凑不同论文章节来成文出版的期刊：许多大学出版审查委员不认为这种出版型态等同
于期刊。这种刊物很难在网络上找到检索数据，因此也较少被引用。
无同侪审查的学术期刊：未经同侪审阅的学术期刊通常比较不受尊崇，学术价值也较低。
研究生设立的期刊：期刊质量视编辑成员的能力而定，因此投稿此类期刊具有高风险性。
短篇期刊：此类期刊出版短篇论文的原因在于缺乏长篇完整论文，这种短篇论文一般不
被视为完整论文。

评论性期刊：目前此类期刊的作者通常为备受推崇的知名学者，他们通常是以受邀的身分来
发表文章，因此新手研究员可能难以在这种期刊发表文章。
国内期刊：收录于 TSSCI 的国内期刊非常适合做为投稿目标；未收录于 TSSCI 的期刊则通常
质量不佳，许多大学不建议投稿至这类期刊。
新期刊：新兴的期刊与期刊出版集团每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不过期刊最少必须成立两年才
能成为 SCI 或 SSCI 期刊，因此投稿至这类期刊无疑是一场赌注。
电子期刊：这类期刊的可信度备受许多大学争议，这些大学建议最好还是选择纸本与电子
版同时并行的期刊。
非 SCI 期刊：这类期刊通常不受大学认可，因此无益于毕业或升迁。
以下为我们建议的目标期刊类型，顺序依接受稿件的难易度排列（由容易至困难）：
区域期刊：若文章收录范围为某个较小的特定地理区域，则期刊竞争较少。
较新的期刊：新期刊通常需要出版大量文章，也具备成为 SCI 或 SSCI 期刊的资格及潜力
，但仍建议挑选出版已达两年的期刊较为保险。
跨学科期刊：此类期刊内容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域。假如您正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员合作
，这类期刊是极佳的投稿选择。
专业期刊：此类期刊专门出版特定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文章，其相较于学科期刊来说，目标读
者群更为集中，竞争性也较低。
学科期刊：最大型也最具威望的期刊类型。对于投稿新手来说，登上这类期刊尤其困难。
6、 发行年度 Issue of year
比起容易昙花一现的新期刊，出版历史悠久的期刊更能长久营运。若希望研究著作具高影响力
且能长久流传，建议不要投稿至这类期刊。 此外，多数引文索引（如 SCI 及 SSCI）不会考
虑收录出版不到两年的期刊。
7、 出版机构隶属及国家 Affiliated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and country
出版机构名称及其所在国家。
8、 出版机构类型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type
期刊通常由三种类型的机构出版：特定机构或学会（association）、大学或学术机构、商业机构
。
学会会刊的编辑成员固定每几年轮替一次，这类期刊通常较倾向于接受同侪或熟人的论文。
由于主编多半是从大型机构挑选出来，因此受他们认可的论文有较大的出版机会。会刊经费来自于
学会本身。学会会刊的例子包括：AER、Econometrica、IEEE 及 ACM。
为求保护自身利益，有些大学学报会表明较偏好校内教师或学生的论文，其经费完全来自于
学校本身。大学学报的例子包括：HBR 及 MIT Sloan。

营利性期刊是最不可能有偏好或不中立的现象发生。此类的期刊依赖大量读者订阅来维持
营运，所以论文通常会选择出版能吸引较多读者的「热门议题」。营利性期刊的例子如下：
Blackwell、North-Holland 及 Elsevier。
10、 从投稿至出版的平均时间 Average time between submission and publication
审查一篇论文要花多久的时间？有些期刊在14个工作天内即有结果，有些则需要一年或更久时
间。助理编辑可以提供这项信息，但是如果问不到的话，您可以查看期刊最新文章里面所引用
的最新文献的时间离期刊真正出版时间之间的差距。

期刊信息概要
10、 宗旨及范围 Aims and scope
期刊的宗旨与范围是由编辑委员会拟定，主编们遵守。在期刊网站可以取得相关信息，例子如
下：
IEEE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的宗旨及范围：
Contains articles on current research, applications and methods used in lightwave
technology and fiber optics. Topics covered include optical guided wave technologies, fiber
and cable technologies, active and passive components, integrated optics and
opto-lectronics, as well as networks systems, and sub-systems covering the full range of this
rapidly expanding field.
11、 目标读者群 Audience
目标读者为学术人士、研究人员或实务人士？这些人是否会对您的研究结果有兴趣？这些信息
可在期刊网站或学术数据库内找到。
12、 接受文章类型 Types of articles
期刊是否接受研究论文、评论文章、给主编的信、或研究注记？期刊网站上通常会提供这类讯息
。建议您最好在投稿前了解清楚，以免文章类型不符而被退稿。
13、 出版数量 Number of publications
我们很难在一年只出版一期或两期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它们能接受的文章篇数有限。相较
之下，每个月都出刊的期刊自然会接受更多文章，也有更多当下的最新信息可供阅读。
14、 每年出版论文的数量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each year
一个出版少量文章的期刊可能会积存了许多待出版的文章。即使您的论文被接受了，可能还
是要等上三到四年才会出版。如果想要知道期刊积存文章的情形，可询问期刊助理编辑。
15、 特刊或是期刊主题 Special issues or journal themes
特刊可展现主编或特邀编辑所努力达成的结果。虽然许多编辑会选定一个特刊主题，期待看到正
向的投稿响应，他们往往只会收到几篇与特刊有关的投稿论文。因此，和特刊相关的论文通常
会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快出版。
16、 投稿注意事项 Author guidelines

期刊接受的论文类型？格式规定为何（字体、行距、文中与文末引用格式）？若您无
法配合期刊的前述要求，则不建议投稿至该期刊。此外，您可使用华乐丝的格式编修
服务来达到期刊的格式要求。
17、 字数或页数限制 Limitations on the number of words or pages
主编要求的字数或页数限制为何？若您无法配合期刊的前述要求，则不建议投稿至该
期刊。
18、 摘要字数限制 Limitations on the number of abstract words
期刊的摘要字数限制为何？是否规定使用特殊格式？若作者无法配合期刊规定，稿件则可能会
被退回，或是必须依规定加以修改。
19、 图表格式是否符合期刊规定？ Are the figures and tables in the right format?
图片跟表格应该置于文末或是插入文章中适当位置？投稿应提供哪一种图檔格式？图片与表
格是否有特殊格式规定？期刊网站上可以找到这些规定的说明。
20、 编辑委员会成员 Editorial board
期刊审查有时是充满政治性的。您是否认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您的指导教授认识主编吗？ 您
是否曾在研讨会中遇到主编？许多友善的高影响力研究员曾表示，编辑通常较容易接受朋友的
论文。因此，若您认识编审委员，或是双方曾有工作或学术上的接触，这将会对您的论文出版
大有帮助；投稿时，如果需要提供建议审阅者，可将此人列为候选人之一。
21、 期刊编辑人员是否正在异动？ Is the editorial staff in a state of transition?
期刊并不总如世人普遍想象的那样，具备良好的组织及效率。由于兼职人员经常变动，编辑部
常常人手不足。一旦主编或其他重要成员也发生异动时，这种情形会更严重，许多论文可能因
此遗失或被遗忘，或是编辑着重的地方跟着改变，甚至有时是原本已被接受的论文后来却被拒
绝。建议您最好避免投稿正处于异动状态的期刊。
22、 期刊联络信息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期刊联络信息可至期刊网站上取得。
23、 主编电子邮件以及期刊网址 E-mail address for the editor-in-chief and journal website
您必须取得主编与助理编辑的电子邮件，才能透过信件提出问题。邮件信息可以在期刊网站上
找到。另外，若主编目前于大学服务或任教，您也可透过学校网站寻找其邮件地址。
24、 主编的信 Letter from the editor
期刊主编的信通常会刊登在期刊和期刊网站上，目的是向作者表达主编的态度、期刊的方向，
以及建议与不建议的投稿主题与研究方法。详读完主编的信以后，您将了解论文是否符合期刊
要求，进而减少审查时间（有时可达数个月）与避免稿件因为不符规定遭到退稿。

出版格式
25、 纸本及/或电子格式 Print and/or electronic formats
期刊的出版形式（例如网络期刊或纸本期刊）会影响期刊的声望与被引用的频率。期刊网站上
可以找到相关信息。
只有纸本：目前纸本期刊比仅有网络版本的期刊更有威望。然而，随着每年网络研究的增加
，引用有网络版本的期刊越来越方便容易，尤其是对于无法取得图书馆资源的研究人员来说，更
是如此。
只有网络版本：这类型的期刊大都不被大学出版委员会认可，而且学术界对这种期刊通常
有偏见，认为其较不具学术价值。
网络及纸本兼具：这是最理想的出版形式，结合了纸本的可信度与网络期刊的方便性。
26、 期刊是否会先将论文刊登于期刊网页中，日后才以纸本印刷成品呈现？
Dose the journal publish accepted articles as “Online First?”
许多期刊会将通过审查的论文先刊登于期刊网页上，日后才以纸本形式印刷发行。
27、 目标期刊是否为公开存取期刊？ Is your target journal an open access journal?
公开存取（Open Access）期刊让读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免费取用，不需任何订阅手续。因此，
缺乏资 源 的 小 型 大 学 、 学 术 圈 以 外 组 织 、 开 发 中 国 家 也 有 取 得 期 刊 资 源 的 机 会 。 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提供公开存取的信息，其制定的规范受学术界同
侪一致认同并采用。DOAJ 可供读者阅读、下载、复制、打印、搜寻以及连结到论文全文。 一
旦期刊经由公开存取而开放的话，即可轻易取得并免费阅读和引用。某些期刊则会收取相关 费
用。
28、 期刊是否会酌收出版费或手续费？若酌收费用，收多少钱？
What is the publication cost charged by the journal?
If yes, how much?
若要了解期刊是否收取版面费或其他费用（例如彩色图片印刷），可上期刊网站取得相关信息（
通常列在出版或格式规定的项目中）。有些期刊会收取不予退还的投稿费，缴交这笔费用不代表
论文一定会被接受。公开存取期刊规定每篇文章要缴交固定的公开存取费用，此费用并不会根据
文章长度或是否使用彩色印刷图片而有所变异。

作者文章与期刊关联
29、 论文是否和编辑目标一致？
Are the published papers consistent with editorial objectives and goals?
如果主编以及编辑委员会表明了期刊目标和任务，建议您最好详读以确保文章符合规定。
30、 论文是否为此期刊偏好的量化或质化研究？
Does your paper fulfill the journal’s preferences regarding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research?
主编的信或是投稿需知内是否有提到对于量化或是质化研究的偏好？期刊出版过的论文采取
的是哪一种方法？这些相关数据可以在期刊的网站上找到。
31、 此期刊最近是否出版过与您论文主题相似的论文？
How recently were papers on topics similar to your own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如果期刊曾经出版过与您论文主题相同的文章，则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版此类的文章，特别是当
您的论文对目前热门的讨论议题有新的贡献时。引用这些文献可帮助增加出版机会。若您的论
文受到目标期刊的出版，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类文献的作者担任您的审稿人。因此，您必须确
保能以有礼貌的方式引用这些著作，以免冒犯审稿人。

若期刊未出版过类似主题的论文，则应查明是否出版过使用类似理论概念的论文。
若无法找到使用类似理论概念的文章，则需详读期刊来了解其出版过什么样的文章。
32、 此期刊出版过的论文有和我们论文的研究方法一样的吗？
Do paper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target journal contain the same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your paper?
若期刊出版过与您研究方法类似的文章，代表期刊很有可能会再出版这类文章，这类信息可以
藉由在数据库中搜寻关键词来得知。
33、 如果我们的论文提出一个崭新的技术，此期刊是否曾出版类似的文章？
If your paper proposes a novel methodology, has the target journal published similar articles?
同样地，曾出版过使用创新手法的文章，代表期刊很有可能会再出版其他创新研究方法。如果
您在期刊内找不到提出新方法的文章，最好考虑投稿至别的期刊。

期刊投稿人
34、 投稿人的学术背景 What are the academic backgrounds of the submitting authors?
期刊投稿人的学术背景为何？是研究生、教授、研究人员或以上皆有？某些期刊对投稿人教育
及学术背景会有不明文的偏好。有关学术背景的资料可在纸本期刊内或是部份的网络期刊内找
到。 可在图书馆或上网浏览期刊，查看作者隶属的机构。
35、 作者种族多元化与否？ Are authors ethnically diverse?
从期刊以往的刊期作者们可以看出此期刊对作者种族或国籍的偏好。虽然这种偏好通常处于台面
下，但只要查看当期或最近期刊上的作者姓名与隶属单位，便可清楚得知是否有这种偏好。
36、 期刊是否开放台湾/中国投稿者？

Does the journal publish papers from Taiwanese/Chinese authors?
期刊中有多少华人作者？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比例，有些高达 50% 或以上，有些则两年内一
个都没有。这并不代表该期刊带有种族歧视，可能有其它我们不了解的原因。一般而言，我

们多半推荐会出版华语地区论文的期刊，以确保您的论文有更高的出版机会。

37、 投稿人是否来自各个不同优劣等级的大学机构？

Are the author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投稿人是否只来自知名大学？还是各个不同层级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都有？对您而言，最理想的情
况是：期刊在最近曾出版来自自己学校作者的论文。

期刊文献和论文文献的关联
38、 您于论文中引用了几次目标期刊的文献？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cited the target journal in your paper?
若您论文中的许多文献是来自欲投稿的期刊，这代表您正在为该期刊注重的领域新增内容。
39、 类似研究主题的作者是否也投稿至此期刊？
Have authors who specialize in similar research topics submitted to this journal?
我们文献中讨论同样主题的作者，是否曾发表到目标期刊？若有的话，是个好迹象。
40、 其他重要信息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其他信息包括：审查时间或审查速度、从投稿至审查结果所花费的时间、稿件累积情况、稿件接
受率。有些期刊网站上会特别注明这类信息，以做为征稿宣传之用，在审查时间较短的期刊上特
别容易看到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