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評鑑新視野—
人文領域期刊評比與學術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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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的特性



人文領域的特性

● 學科屬性

○ 研究對象的不同

○ 研究方法的差異



人文領域的特性

● 出版品的型態

○ 自然科學：主要集中在期刊上發表。

○ 人文社會學科：出版品種類多元，

圖書為重要出版品之一。



人文領域的特性

● 研究成果包含啟迪性、

通識性、非學術性著作



人文領域的特性

● 研究議題具本土性、

區域性



人文領域的特性

● 圖書引用比率高



人文領域的特性

● 發表及引用文獻的語言



人文領域的特性

● 常使用出版時間較早

的文獻



同儕評鑑 & 績效指標



引文索引的興起
Citation Index



圖片製作參考自：碩睿資訊

http://www.sris.com.tw/


引用分析的假設

● 引用與被引用文獻之間存在著有意義的關係

● 每一篇文獻被引用的重要性均等

● 引用次數愈多，代表該文獻的重要性愈高



Web of Science (WOS)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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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 Core Collection 收錄範圍

圖片來源：碩睿資訊

品質認證 品質 + 影響力認證

三大領域期刊專輯WOS 核心合輯

http://www.sris.com.tw/




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 期刊影響係數*

A 期刊 2020 年的 JIF 計算方式：

A 刊 2018-2019 年所出版文章在 2020 年的被引總次數
-------------------------------------------------------------------------

A 刊 2018-2019 年所出版文章總數

JCR

* 或稱影響指數、影響因子



5-year impact factor 五年影響係數

A 期刊 2020 年的 5-year impact factor 計算方式：

A 刊 2015-2019 年所出版文章在 2020 年的被引總次數
-------------------------------------------------------------------------

A 刊 2015-2019 年所出版文章總數

JCR



AHCI 收錄的期刊

沒有影響係數

JIF



WOS vs. Scopus
兩大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比較



收錄內容

● WOS 三大領域期刊專輯

○ 期刊

○ SCI: 1900年迄今

○ SSCI: 1900年迄今

○ AHCI: 1975年迄今

● SCOPUS

○ 期刊、商業雜誌、會議論文、

叢書、學術網路資源、專利

○ 書目回溯至1966年

○ 1996年後的資料才建置參考

文獻以保有引用資訊

全球資料量最
大的索引摘要
型資料庫

回溯年代
久遠



指標—SJR
● SJR: SCImago Journal Rank

● 核心概念源自Google的PageRank演算法，將期刊間的引用

給予不同的權重

● 結合以下兩者來衡量期刊的影響力：

○ 學術期刊被引用次數

○ 這些引用來源的重要性或聲望性

● 計算之時間區間為3年

○ 某期刊2020年的SJR值：計算其前三年(2017~2019年)間

發表的文章，於2020年被引用的次數。

Scopus



指標—SNIP

● SNIP: 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 (標準化影響係數)

● 特色：讓不同領域期刊的被引情形標準化(normalized)，將原

始的期刊Impact Factor透過其所屬領域的Citation Potential換

算，以合理的方式將高引文領域期刊的SNIP值縮小、低引文

領域的值放大，以利跨領域的比較。

● 計算之時間區間也是3年。

Scopus



指標—CiteScore
● 2016 年發佈的新指標

● 計算期刊近 4 年文章平均被引用的次數

● C 期刊 2019 年的 CiteScore 計算方式：

Scopus

C 刊 2016-2019 年所出版文章在 2016- 2019 年的被引總次數
-----------------------------------------------------------------------------------

C 刊 2016-2019 年所出版文章總數



指標 資料來源
出版品
計算期間

被引
計算期間

引用權重
跨領域
比較

查詢指標
的資料庫

Journal Impact 

Factor
WOS 2年 1年 無 否 JCR

5-year Impact 

Factor
WOS 5年 1年 無 否 JCR

SJR Scopus 3年 1年 有 可
Scopus/

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

SNIP Scopus 3年 1年 無 可
Scopus/

CWTS Journal 

Indicators

CiteScore Scopus 4年 4年 無 否 Scopus



實例示範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JCR 新介面

JCR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JCR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JCR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JCR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JCR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新指標，稍後介紹

JCR



實例(2)：Medieval ArchaeologyJCR



實例(2)：Medieval ArchaeologyJCR



實例(2)：Medieval ArchaeologyJCR



實例(2)：Medieval ArchaeologyJCR



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
2021年推出的新指標



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 (JCI)

● 納入領域正規化

(normalize)考量

● 呈現過去三年發表的論文

透過學科正規化的引文影

響力平均值

JCR



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 (JCI) 領域正規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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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於過去三年發表的Articles及Reviews 之

CNCI 值的平均

Category Normalize Citation Impact

學科正規化引文影響力

JCI定義

JCR



Category Normalize Citation Impact (CNCI)
學科正規化引文影響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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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期刊論文的 CNCI 是將其被引用次數除以相同資料類型、出版年、

學科領域論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數所獲得。

其中學科領域是根據收錄該論文

的期刊於 Web of Science 中所屬

的學科領域而分類。

CNCI的值>1，說明該
論文的被引表現高於
全球平均水準
CNCI的值<1，說明該
論文的被引表現低於
全球平均水準

JCR



Category Normalize Citation Impact (CNCI)
學科正規化引文影響力指標

範例 2：多學科領域期刊論文

某篇期刊論文被引用 50 次，

該論文分屬三個學科領域，同資料類

型/出版年之平均被引用次數分別為

40、50、80 次，則該論文

CNCI=[(50/40)+(50/50)+(50/80)]/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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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

範例 1：單一學科領域期刊論文

某篇期刊論文被引用 50 次，

該論文所屬同資料類型/出版年/

學科領域之平均被引用次數為

40 次。

則該論文 CNCI=50/40=1.25。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Medieval 

Archaeology

JIF 3.216 N/A

JCI 1.94 1.90



JIF JCI

採計範圍 SCI、SSCI SCI、SSCI、AHCI、ESCI

可引用項目的期間 前 2 年 前 3 年

計算引用次數年度 僅計算當年度
論文發表後直到當年度

的引用總數

領域正規化 N Y

可比較性 不同領域無法直接比較 跨領域間可比較



實例(1)：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Scopus





實例(2)：Medieval ArchaeologyScopu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Medieval 

Archaeology

CiteScore 5.3 1.1

SJR 1.572 0.470

SNIP 1.816 1.263



中文領域的期刊學術指標



新制

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list.aspx?no=27



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THCI)
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

● 文學一（包含中國文學、台灣文

學、客家文學、原住民文學）、

文學二（外國文學）、語言學、

歷史學、哲學（宗教）

● 藝術學

最新版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
2020年（審查資料範圍：2017-2019年）

最新版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
預訂2021年底公告



Taiwan Social Sciences Index (TSSCI)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 教育學、政治學、經濟學、

區域研究及地理學、綜合類

● 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社會學、

心理學、法律學、管理學

最新版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
2019年

最新版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
預訂2021年底公告



新制評比方式

● 自2020年起，各學門評比收錄時程由兩年一次調整為三年一次。

2020年 文學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學。

2021年 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社會學、心理學、法律學、
管理學。（預訂2021年底公告）

2022年 教育學、政治學、經濟學、區域研究及地理、綜合類。
（預訂2022年底公告）



新制評比方式

● 期刊審查分成三種等級：第一

級、第二級、第三級，其中的

第一級和第二級的期刊屬於

「核心期刊」，再分成 THCI、

TSSCI 不同領域的期刊。

● 第三級期刊不屬於 THCI 或

TSSCI 收錄的名單。

● 例如2020年哲學學門期刊審查

計10種期刊，核定為第一、二

級期刊只有4種，列入THCI核

心期刊：

○ 東吳哲學學報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 臺大佛學研究

○ 臺灣宗教研究



TCI
-HSS

THCI

TSSCI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aiwan Citation Index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CI-HSS)











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SSCI

●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

究評價中心所建置的引文

數據庫

● 2021-2022 來源期刊

(582種期刊)

● 2021-2022 來源期刊 (擴展版)

(230種期刊)

● 2017-2018 來源集刊

(160種集刊)



1

2

3





h-index



h-index

● 定義：作者Ｎp篇文章中有h篇

被引次達h次或以上論文，且其

他文章（Np-h）篇被引次皆小

於 h，則其 h-Index指數為 h。

● 2005年 Hirsch 提出，整合評量

質與量

有h篇文章至少被引用h次以上



h-index

● 可於WOS、Scopus 查到 ● 由於各資料庫收錄範圍不同，

查得的 h-index 數字不同，

這是正常現象。



h-index

● 優點：

○結合學術產出與影響力二者表現

○數據容易取得

● 缺點：

○難以區分第一作者與合著者的貢獻

○不同領域的 h-Index 表現不同

○為整數值，相同的 h-Index 無法比較

○忽略兩側極端值



結語



結語

● 相同的評鑑方式並不宜同

時套用在人文社會科學及

自然科學的學術評鑑上。

● 人文及社會學者的研究出版品

種類相當多元，只以期刊文章

進行評鑑，有可能產生誤差，

無法反映出人文社會學者研究

表現的全貌。



結語

● JCR 的期刊影響係數及排

名，並不能代表該期刊在

臺灣學界的真實影響力。

● 人文領域的學術評鑑，在

參酌績效指標時宜採用多

元指標。

未知的作者的此相片已透過 CC BY

授權

https://csnm.kku.ac.th/learning/course/module/73-project-implementation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結語

新指標 JCI 剛推出，為
人文領域期刊評比帶來
新氣象，往後學術評鑑
如何應用，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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