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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學術期刊
二三事



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選擇合適期刊

「在思考要選哪個期刊來投稿，需有
策略，這樣才不會浪費您的時間。」



選刊前先試問……

• Do I want to publish my article in a general-interest journal, where it can reach a 

wide readership? Or will publishing in a specialist journal be a more effective way for 

my research to reach the right audience?

• Do I want to publish my work i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r is my research region-

specific?

• What’s the journal’s peer-review policy? Am I happy for my work to be reviewed in 

this way?

• What’s the submission process?

• Do I want publish my work in a learned society journal?

• Do I want to publish my work open access?

• Which journal metrics are most relevant? Is it important to publish in a journal with a

good Impact Factor or would I prefer to submit to a journal publishing articles that 

regularly receive high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s.

參考來源: Author Services: Supporting Taylor & Francis authors

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how-to-choose-a-journal/


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選擇合適期刊的考量因素

客觀因素:

• 期刊閱眾讀者/期刊收
錄主題

• 文章類型/文章長度限
制

• 文章刊登出版時間

• 遵守資助者的要求
– Open Access 期刊/出版
費用(APC)/留意掠奪型
期刊

期刊品質因素:

• 期刊聲望排名
– 期刊編輯群/期刊級別/
期刊評比指標

• 期刊出版流程
– 穩定出版頻率/Peer 

Review/ 投稿率等審核
與出版流程

• 期刊被知名索摘資料
庫收錄情況



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選擇合適期刊的考量因素

客觀因素:

• 期刊閱眾讀者/期刊收
錄主題

• 文章類型/文章長度限
制

• 文章刊登出版時間

• 遵守資助者的要求
– Open Access 期刊/出版
費用(APC)/留意掠奪型
期刊

期刊品質因素:

• 期刊聲望排名
– 期刊編輯群/期刊級別/
期刊評比指標

• 期刊出版流程
– 穩定出版頻率/Peer 

Review/ 投稿率等審核
與出版流程

• 期刊被知名索摘資料
庫收錄情況



期刊網站資訊

主編/編輯群

目標/範圍

作者投稿指南

索摘資料庫收錄情
況

期刊評比指標



學術期刊文章類型

• Original Research
原創性研究，包括完整的引言、方法、結果和討論，最常見的學術期
刊文章類型

• Short Reports or Letters
以簡要報告的形式發表來自原創性研究的數據，此類文章相對較短

• Review Articles
提供某一研究主題的綜覽，及其研究現狀與發展看法。多由期刊主編
邀請具領先地位的研究者撰稿，常被廣泛閱讀和高度引用

• Cast Studies
詳述有些有趣現象的具體案例

• Methodologies or Methods
介紹一種新的實驗方法，檢測或步驟

參考來源: Springer 作者與審稿人教程

某些期刊會將某類型文章定調為該期刊的特色

https://www.springer.com/cn/authors-editors/authorandreviewertutorials/writing-a-journal-manuscript/types-of-journal-articles/12011906


期刊評比指標
各指標數據侷限於其所屬資料庫或特定範圍

CiteScore
SJR

SNIP
…

SJR--改善Impact Factor只計算引用次數
但無法反映個別引用“價值”的缺陷

SNIP--突破Impact Factor只計算引用次
數但無法進行跨領域比較的限制

SJR

Scopus

Impact Factor
5-Year Impact Factor

…

Web of Science

JCR

不適用於比較各學科間的期刊，且時
間上總是落後新出版品一年



Impact Factor

2015-2016 年的文章
在 2017 年的被引用總次數

2015-2016 年的文章總數

JCR期刊評比指標



5-Year Impact Factor

5 年被引用總次數

5 年文章總數

JCR期刊評比指標



期刊評比指標
各指標數據侷限於其所屬資料庫或特定範圍

CiteScore
SJR

SNIP
…

SJR--改善Impact Factor只計算引用次數
但無法反映個別引用“價值”的缺陷

SNIP--突破Impact Factor只計算引用次
數但無法進行跨領域比較的限制

SJR

Scopus

Impact Factor
5-Year Impact Factor

…

Web of Science

JCR

不適用於比較各學科間的期刊，且時
間上總是落後新出版品一年



期刊評比指標
各指標數據侷限於其所屬資料庫或特定範圍

CiteScore
SJR

SNIP
…

SJR--改善Impact Factor只計算引用次數
但無法反映個別引用“價值”的缺陷

SNIP--突破Impact Factor只計算引用次
數但無法進行跨領域比較的限制

SJR

Scopus
Impact Factor

5-Year Impact Factor

Immediacy Index

…

Web of Science

JCR

不適用於比較各學科間的期刊，且時
間上總是落後新出版品一年



CiteScore

CiteScore 採用 3 年時間範圍。同儕審查的書目計量學文獻，例如：http://
jis.sagepub.com/content/36/3/371顯示 3 年是大範圍資料庫的最佳時間區
間，當中整合所有領域具代表性的引文比例，同時反映相對近期的資料。

CiteScore指標: 類似JCR 的IF值, 但取3年文獻量

Scopus期刊評比指標

http://jis.sagepub.com/content/36/3/371


SJR

• 全稱 :SCImago Journal Rank

• 西班牙Extremadura大學Scimago Group
團隊的Félix de Moya教授等三人提出

• 概念源自Google的PageRank演算法

• 將期刊間的引用給予不同的權重

– 每個期刊的SJR值來自於引用期刊的SJR值。

– 被SJR值越高的期刊引用，所獲得SJR值越提升

• 期刊自我引用的門檻限定在33%

Scopus期刊評比指標



SNIP

• 全稱：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

• 由荷蘭Leiden大學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WTS)團隊的Henk F. 
Moed教授提出

• 考量不同學科領域的引用情形

Scopus期刊評比指標

參考資源: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impact-factor-sjr-and-snip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impact-factor-sjr-and-snip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impact-factor-sjr-and-snip


• 開放取用的優勢：基於可用性而獲得更高的引
用次數

• 開放取用可能有的問題：
– 出版成本(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轉嫁至作者

– 出版過程中可能為較低的品質控管

– 相較於已經長久建立聲望的訂閱期刊，開放取用期
刊可能獲得較低的聲望

– 須留意掠奪性出版商和期刊也存在開放取用的環境
中。(高價APC、文章未進行同儕審核，幾乎不做可
以提升文章質量的修正工作)

公開取用和出版費用



選刊工具
知多少



建立待選期刊清單的方法

• 請教指導者或同儕的經
驗

• 參考核心文章中所
使用的參考書目

• 參考專業學會團體
的出版期刊

• 運用期刊評比資料
庫

• 運用投稿選刊推薦
工具

列出研究成果常發表在那些期刊



Scopus CiteScore

期刊評比資料庫

SNIP

SJR



期刊評比資料庫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瀏覽某主題類別收錄期刊與其排名



Browse by Category
依主題類別瀏覽 (236類)

依主題類別查詢



https://images.webofknowledge.com/WOKRS56B5/help
/WOS/hp_subject_category_terms_tasca.html

JCR的主題類別:
可查WOS Help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https://images.webofknowledge.com/WOKRS56B5/help/WOS/hp_subject_category_terms_tasca.html


選擇類別

點選該類期刊清單

1

2

2018年JCR SCIE在機械工程主題下
共收錄129本期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主題類別查詢



機械工程領域
收錄129本期刊排名清單

依期刊影響係數IF值排序排名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類別查詢結果清單

下載清單



點選customize indicators 看
到更多指標，登入後

才能儲存設定

例如: 5年IF值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類別查詢結果清單(續)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匯出清單

找到機械
工程類的
期刊排名
清單可匯
出(Excel檔
或csv檔)



可在機械工程類期刊清單中再檢索，
例如限定為OA期刊、Q1期刊等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限縮查詢



機械工程領域中屬於OA且為Q1~Q3的期刊
查詢結果可再進行比較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限縮查詢結果



依所選擇的期刊評比指標呈現趨勢圖表
可進行多年份的比較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期刊比較



個別期刊頁面:
提供當年度/前一年/所以有年份

的數據與圖表



個別期刊頁面(續):
提供IF計算公式與

書目清單、各項指標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Scopus CiteScore 排名

期刊評比資料庫

SNIP 排名

SJR   排名



查詢收錄期刊-瀏覽學科領域

Scopus CiteScore排名



提供CiteScore指標、類別百分比/名次等指標

可連結至WOS Master journal 
List (非付費資料庫WOS平台)

看更多
指標CiteScore排名



期刊個別頁面:
提供各式指標資訊

可查看期刊類別的CiteScore排名



查看CiteScore排名

期刊個別頁面:
提供各式指標資訊

匯出CiteScore
類別排名清單

比較期刊



期刊比較

可輸入
關鍵字
查詢



SJR排名

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

https://www.scimagojr.com/index.php


SJR排名 – 依學科領域瀏覽

檢索區塊



個別期刊
頁面資訊

連結期刊網站



個別期刊
頁面資訊

歷年期刊級別變化
歷年SJR變化

最新年度SJR

Q1

Q2

Q3

游標滑過都會提供數值



SNIP排名

1

2

3

主題領域查詢 關鍵字查詢

https://www.scimagojr.com/index.php


SNIP排名

https://www.scimagojr.com/index.php


SNIP排名

SNIP指標歷年變化

個別期刊資訊

https://www.scimagojr.com/index.php


投稿選刊推薦工具

單一出版社選刊推薦工具

綜合性選刊推薦工具



投稿選刊工具-單一出版社

(Elsevier)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Elsevier)

至少輸入摘要進行檢索1

2

3

4

選擇主題領域
(提供下拉選單; 並可多重選擇主題領域)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Elsevier)

限縮條件:
1.是否為OA?
2.提供2種期刊評比指標
3.審核與出版時程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檢索結果清單
(Elsevier)

提供期刊評比指標、稿件接受率、
出版時程等資訊

排序
條件

提供50筆相近結果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單筆期刊
(Elsevier)

按下 提供各項指標的歷年資訊

填入作者/共著者的服務機構、研究資助經費資訊
可獲得是否出版於OA期刊的資訊

按下 連
結Guide for 
Authors資
訊

按下 提供期刊影響力專頁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期刊影響力專頁
(Elsevier)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各項指標歷年資訊
(Elsevier)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須同時貼入文章篇名與摘要(限3000字)

Wiley 
Journal Finder Beta

1

2



Wiley 
Journal Finder Beta

提供主編群資訊、JCR ranking 、OA資訊等

檢索結果清單

限縮條件: 是否OA



Wiley 
Journal Finder Beta 連結至期刊網站

直接連結至期刊網站，
獲取該刊相關資訊
(IF值/JCR排名更新)



須同時貼入文章篇名與摘要進行檢索

Development of frontoparietal connectivity predicts longitudinal symptom changes in 
young people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tructural neuroimaging studies suggest altered brain maturation in autism spectrum diso
rder (ASD) compared with typically developing controls (TDC). However, the prognostic val
ue of whole-brain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analysis in ASD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Diffusi
on magnetic imaging data were acquired in 27 high-functioning young ASD participants (2 
females) and 29 age-matched TDC (12 females; age 8–18 years) at baseline and again follo
wing 3–7 years. 

1

2

3

4

選擇主題領域
(提供下拉選單; 只能選1種主題領域)



限縮條件: 
Impact Factor、稿件接受率、出版時程、被索摘
收錄情況、是否為OA期刊

填入數字

填入數字

填入數字 (天數)

填入首字字母，有選單可選擇



檢索結果清單



單筆期刊資訊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可輸入關鍵字/片語(系統有提示
詞彙); 或貼入篇名

貼入摘要或上傳檔案
1

2-1

3 4

2-2



檢索結果清單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貼入摘要或上傳檔案

可匯出檢索結果(Excel檔)

檢索結果清單分列推薦期刊與推薦會議資訊



檢索結果清單(2)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以檔案上傳

排序方式



單筆期刊資訊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貼入摘要或上傳檔案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貼入摘要或上傳檔案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單筆會議資訊



投稿選刊工具-綜合

Journal Selector

EndNote Manuscript matcher



Journal Select
or

• Edanz 於1995年在日本成立

• 為作者提供付費的英文論文編修與出版協
助服務

• Author Tools

– Author Path: 提供個人文章撰寫輔助工具、協助
邀請共同作者、協助選刊(註冊帳號後可使用)

– Author Academy: 協助研究者瞭解從撰稿到投稿
的整套線上課程(註冊帳號後可使用)

– Journal Selector

簡介



Journal Select
or

可使用刊名、出版社名稱、主題領域、摘要/關鍵字查詢



Journal Select
or

將整段摘要文字貼入查詢框中

摘要檢索

1

2

3



Journal Selecto
r

可重新排序

查詢結果清單

可限縮條件



Journal Select
or 期刊介紹

Impact Factor/
SCIE收錄與否
(最新數據仍
請參閱JCR等
資料庫)

連結至出版社
的線上投稿

單筆期刊資訊

出刊頻率
OA與否



Journal Select
or 出版社資訊

APC資訊

其他期刊指標
版權資訊

WOS資料庫收錄與否

曾出版相似文章資訊

單筆期刊資訊(續)



• 荷蘭生物資訊中心NBIC資助The Biosemantics
Group，由 Martijn Schuemie開發維護

• 資料比對

– 可以Title、Abstract 或keyword進行查找

– 比對來源為PubMed中的文章

– 內容相似度高的50篇文章都會計算相似度得分

• 分為Journal/Author/Article Search

– 包含PubMed中的所有Journal

– 包含PubMed中近10年的作者、文章

簡介



Development of frontoparietal connectivity 
predicts longitudinal symptom changes in 
young people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貼入題名或
摘要文字

檢索

比對後查找期刊、作者或文章

1

2

可隨機排列文字內容



限縮條件選項

生醫類
文獻類型



期刊檢索結果清單

• 提供OA資訊、是否被Medline/PMC收錄
• 提供文章引響力指標(Article Influence)
• 提供相似文章連結與前20筆書目匯出(可匯入EndNote)



作者檢索結果清單

• 提供作者Email連結資訊



文章檢索結果清單

• 提供相似文章連結與前20筆書目匯出



• 由Research Square集結科學家、研究人員、語
言學專家、軟件開發人員、學術出版業資深人
士創建的免費工具。

• 以專有演算法進行資料比對

• 提供四種檢索: Paper Match/Journal 
Name/Publisher/Category

• 使用SNIP指標，每年於第三季時更新

• 以生物醫學領域收錄最完整的期刊數據

• 提供出現在White List中的”Verified”標記

• 註冊後提供個人化的檢索紀錄

簡介



Paper Match

貼上篇名或關鍵字 或貼上整段摘要文字(可隨機排列文字)

1
2



檢索結果清單

限縮選項

SNIP指標相似文章 OA與否
相似度
得分

個人化
功能



檢索結果清單 相似文章
連結清單



單筆期刊資訊



單筆期刊資訊(續)

個人化
功能



期刊比較

提供至多3筆期刊比較

1

2



期刊比較(續)



簡介

• 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由不同背景的科學家
和技術人員於2013年創立，旨在為全球研究人
員提供在線平台，以支持其科研工作

• 特色線上工具Lab Finder ，協助快速找到合作
者，透過LabSite Builder工具共享工作成果

• 選刊工具協助研究者發掘相關的科學期刊，促
成高效的期刊發表過程
– Journal Finder/Journal Recommender

– 使用SNIP指標

– 提供個人化功能



Journal Finder

個人化
功能

Journal頁籤下提供2種工具:
Journal Finder/Journal Recommender



Journal Recommender

個人化
功能

貼上文章題名或摘要文字進行檢索

Development of frontoparietal connectivity predicts longitudinal
symptom changes in young people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1

2



檢索結果清單

個人化
功能



單筆期刊資訊

個人化
功能



單筆期刊資訊(續)

可撰寫個人使用該刊
經驗;並在社群中分享



EndNote 
Manuscript Matcher

須註冊帳號登入後使用; 連結至EndNote Online



EndNote Online登入後才能使用

EndNote 
Manuscript matcher

1

2

須同時輸入文章篇名與摘要

可運用Endnote中Group所組成的參考文獻
或word撰文中的參考文獻

查詢管道(1)-
EndNote Online



皆須連至EndNote Online;
登入後才能使用

2

3

運用Word撰文的參考文獻

1

EndNote 
Manuscript matcher

查詢管道(2)-
Word/EndNote 桌機板

運用EndNote桌機板Group文獻



檢索結果清單(簡要資訊)

EndNote 
Manuscript matcher

提供最新的IF值、5年IF值、類似文獻、
是否OA、連結期刊資訊與期刊投稿網頁



連結期刊資訊網頁

EndNote 
Manuscript matcher

連結期刊網頁中的Scope、主編群、
出版模式、出版時程、近期文章、相
關資訊、被索摘資料庫收錄狀況等



檢索結果清單(詳細資訊)

EndNote 
Manuscript matcher

再提供JCR領域排名、期刊級別(Q1~Q4)、
關鍵字排行、出版者資訊

比對到這本期刊
是使用稿件中那些關
鍵字



• 運用數學和客觀的演算法來篩選期刊，號稱是
有史以來第一個可幫助研究人員選擇最合適期
刊來發表論文的軟體

• 利用11個問題詢問後運算，找出5種最有特色
的期刊，可匯出檢索結果報告(pdf檔)

• 須註冊登入後使用

• 收錄了大量著名資料庫與出版社約29,000種期
刊

簡介





1

2

接續回覆11個問題後進行比對查找

輸入研究主題關鍵字 (會提供關鍵字選單)

Q1:你的研究領域為何?



1

2

也可以從Find Subject Area中選擇合適的主題領域 (最多5種研究中常用期刊)

Q1:你的研究領域為何?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2:常引用的期刊有哪些?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3:文章投稿的目的為何?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4:文章類型是哪一種?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5:是否急著出版?

Q6:是否要讓所有閱眾者可以線上取得?
Q7:是否需要出版在SCI期刊?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8:目標閱眾者是一般大眾或是專業人士?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9: 目標期刊的主要內容是屬於原始研究或是review等?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10: 目標期刊的品質等級屬於哪一項?



查找前詢問11個問題

Q11: 你的研究的關鍵字為何?



檢索結果清單

提供5種最佳配對期刊，可輸出檢索報告(PDF檔)
IF值/AI值取自於WOS，資料年份目前是2014年
h-index值取自於Scopus

個人化
功能



檢索結果清單(續)



檢索結果清單(續)



檢索歷史



匯出報告(PDF檔)



匯出報告
(PDF檔)



1

2

3

4

MedSci梅斯選刊工具



檢索結果



期刊資訊

特有的
MedSci期刊指數



期刊資訊(續)



期刊資訊(續)

連結
期刊介紹

連結
投稿經驗



投稿選刊工具總結

• 出版社投稿選刊工具特色
–可提供稿件接受率/審核時程

–連結期刊網頁資訊(scope)

–正確提供OA與APC

• 綜合性投稿選刊工具
–可同時查找多種出版社旗下期刊

–提供個人化功能(加註review、favorite 、匯出)

• [提醒]: 最新期刊指標數值可再查核原資料
庫 JCR 或 Scopus



投稿時程查核工具



查特定期刊 查特定學科領域

1 2



由Editor提供

由Author提供投稿經驗評論

特定期刊查找結果

稿件處理時間

審查文件



Duration first review round比較

可再選擇
次主題領域



綜覽所有由Author提供投稿經驗評論



統計資訊



開放取用期刊
查核工具



查找期刊

期刊審稿方式

1

2

3 查找結果



• 2015年底推出，表彰努力遵守高品質出版
標準及最佳實踐的OA期刊

–包括期刊可取得性、開放性、再利用、作者授
權等項目。

• 彰顯的是期刊的高度開放性，與期刊所發
表的文章品質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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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資訊

出版時程
文章處理費資訊(APC)



1

2

3



4





中文期刊
查核工具

中文期刊無相關的「選刊系統」，
可利用期刊引文索引資料庫，
從中觀察期刊出版趨勢、最新發
表議題、關注影響力高的期刊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導期刊分級評比
– 依據「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實施方案

– 分為三級，受評為第一級與第二級者，收錄為臺灣人
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 評比指標
– 形式指標(5%)
– 引用指標(15%)：採用五年內期刊影響係數，但符合申
請資格之新期刊得就已刊行之期間採計。

– 問卷調查(25%-35%)
– 學門專家審查(45%-55%)

• 論文學術品質占60%
• 評審制度及編輯委員會（含主編、執行編輯等）之組成與運作
占40%

簡介



3

2

1

4

以文找文查詢



3

2

1

4

虛擬學科專家查詢



關鍵詞可排除或新增

虛擬學科專家查詢(續)



後分類
分析

虛擬學科專家-查詢結果



關鍵詞
分析

虛擬學科專家-查詢結果(續)



1

2

3
4

引用統計



排序
選項

引用統計(續)-期刊評比



結語

審稿時程/

出版費用
生醫領域綜合性

期刊排名

• JCR

• Scopus

• CiteScore

• SJR

• SNIP

OA期刊確認 人社領域中文期刊

優等期刊
投稿經驗

投稿選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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