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中區場次】 

主辦單位: 科技部人社中心 

          東海大學文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地   點：東海大學語文館 

 

 

 

民國 106年 9月 9日(星期六) 



 

106 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中區講座活動】議程 

日    期：106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地    點：東海大學語文館 

主辦單位：科技部人社中心、東海大學文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主講人 

12:30~13:00 報到 

13:00~13:10 開幕式 Room 007 

「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召集人      陳純音 

                            共同召集人  江丕賢、張妙霞 

貴賓致詞 Room 007 

東海大學校長                 王茂駿 

13:10~13:40 場次 1  Room 007 

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之經驗 

分享 

戴浩一 何萬順 

13:40~14:20 場次 2  Room 007 

學者投稿經驗分享 

陳淑卿 祁立峰 

游逸飛 

嚴瑋泓  

14:20~14:40                           茶敘       (以下各場次依姓氏筆畫排列) 

14:40~16:00 

場次 3 

期刊主編 

論壇 

文學一 

Room 004 

文學二 

Room 009 

語言 

Room 007 

歷史 

Room 010 

哲學 

Room 011 

藝術 

Room 012 

主持人: 

廖美玉 

與談人: 

李貞慧 

許俊雅 

蔡振念 

主持人: 

馮品佳 

與談人: 

林質心 

陳明姿

黃涵榆 

主持人: 

黃美金

與談人: 

丁  仁 

陳秋蘭 

劉承慧 

主持人: 

林富士 

與談人: 

甘懷真 

葉高樹 

劉士永 

主持人: 

史偉民

與談人: 

鄭光明 

趙飛鵬 

蔡政宏 

主持人: 

謝明良 

與談人: 

林鶴宜 

曾少千 

蘇郁惠 

16:10~16:40 場次 4 綜合座談 Room 007 

主持人: 廖美玉 

與談人: 馮品佳、黃美金、林富士、史偉民、謝明良 

16:40~16:45   閉幕式 Room 007 

「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召集人      陳純音 

                         共同召集人  江丕賢、張妙霞 

16:45~ 賦歸 

 

http://philo.thu.edu.tw/people/bio.php?PI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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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之經驗分享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台灣語言學期刊 

何萬順 
語言學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 

召集人的要求 

1. 加入國際期刊資料庫的準備事項 

2. 成功加入國際期刊資料庫的要件 

3. 申請加入國際期刊資料庫的建議 

   答案：「建議」根據「要件」做「準備」 

  要件： 

4. 申請收錄國際期刊資料庫的歷程 

  若主動提出申請，時程無法預測 

  資料庫也經常主動邀請期刊加入 

 
2 

辦一個「好」期刊 

國際期刊資料庫 

 TSSCI, THCI-Core (2016-核心期刊) 

 Scopus 

 WOB (Web of Science) 

 ESCI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AHCI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3 

Scopus 

 Elsevier 

 Since 1995 

 Largest indexer of global research content 

 Scopus and WOS complement each other 

 Scopus vs. AHCI/SSCI/SCI, e.g., 師大, 政大 

4 

Scopus selection criteria categories 

 Minimum Criteria 

 Journal Policy 

 Content 

 Journal Standing 

 Publishing Regularity 

 Online Availability 

 

5 

Scopus 

 Minimum Criteria 

 Peer‐reviewed content 

 ISSN 

 Regular publication 

 English language abstracts and article titles 

 References in Roman script 

 Statement of publication ethics and malpractice 

 At least a two-year histo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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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Journal Policy 

 Convincing editorial policy 

 Type of peer review 

 Diversity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editors 

 Diversity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7 

Scopus 

 Content 

 Academic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Clarity of abstracts 

 Quality of and conformity to the stated aims and scope 

 Readability of articles 

8 

Scopus 

 Journal Standing 

 Citedness of journal articles in Scopus 

 Editor standing (editors & editorial board) 

9 

Scopus 

 Publishing Regularity 

 No delays or interruptions in the publication schedule 

 (Publication Frequency) 

10 

Scopus 

 Online Availability 

 Full journal content available online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home page available 

 Quality of journal home page 

11 

Scopus 

Annual Re-evaluation Benchmarks: 

 Self-citation rate 

 Total citation rate 

 CiteScore 

 Number of articles 

 Number of full-text clicks on Scopus.com 

 Abstract usage on Scopus.com 

 Outlier behaviors (e.g., sudden exponential article output growth, 

unexplainable and sudden changes to affiliation country, high journal self-

citation rate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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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information 

 Scopus Journal FAQs 

13 

ESCI Evaluation Criteria  

 Peer review 

 Ethical publishing practices 

 Electronic format (XML, PDF) 

 English language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or request by Web of Science users 
 

ESCI v. AHCI/SSCI : MiBL v. MBL 

Further information: 

The Web of Science Journal Selection Process 

14 

 

A note on style sheet: 

  Quality and conformity 

Number of articles per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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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學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THCI Core (2008-2015) 

 THCI 核心期刊第一級 (2016-) 

 SCOPUS (2009-) 

 ESCI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2015-) 

 AHCI & SSCI (under review since 2014)  

16 

台灣語言學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7 

 

 Languages: English, now also Chinese 

 Scope: General Linguistics 

 First issue: March 2003 

 Frequency: One volume two issues per year 

 Funders: 政大語言學研究所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語言學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8 

Special features 

 Stable editors: One-Soon Her, Kawai Chui 

 Editorial board: international (18+7=25)  

  no board meetings 

  no advisory board 

 Open Access: Diamond OA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Online first: Articles in Press 

 Monographs & Book Series 

 Publisher: Crane Publishing 文鶴出版社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6/95118/SC_FAQ-content-selection-process-22092014.pdf
http://wokinfo.com/essays/journal-selection-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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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學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 

Challenges 

How to attract good submissions 

How to secure good reviewers 
 

 

 

20 

 

台灣語言學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Thank you! 

21 

http://tjl.nccu.edu.tw/main/volumes/en
http://tjl.nccu.edu.tw/main/volumes/en
http://tjl.nccu.edu.tw/main/volum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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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投稿的成功經驗 

 

•對期刊分級的初步認識 

•對自身論文的評估與 

•針對審查意見的修正與回應 

 

 

•中興中文系  祁立峰 

 

• 2. 投稿的失敗經驗 
 

•自我否定→→ 他者否定→→重建信心→→
自我檢視 

 

 

 

• 3. 給年輕學者未來投稿相關領域期刊的
建議 

 

•對自己論文有足夠的認識 

•對不同期刊的領域與趨勢掌握 

•論文語言的微觀與宏觀調控 

• 4. 修改稿件須注意的事項 

 

•與審查委員的學術討論 

•堅持與妥協 

•多元的詮釋與較好的詮釋 

 

 

• 5. 回覆審查意見的策略 

 

•（黑人問號）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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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投稿經驗分享 

游逸飛 

 

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林欣宜2016-09-10 
「投稿經驗分享」讀後 

 

• 審查制度扼殺多樣性 

 

• 允許投稿人提出迴避或建議審查名單 

 

• 允許投稿人針對審查結果提出辯護 

 

我的投稿身分 
 

• 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新史學》1篇 
 

•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史原》6篇、《早期中國史研究》2
篇 
 

•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法制史研究》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
報》、《新史學》、《臺大歷史學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漢學研究》共6篇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 0篇 
 

• 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興大歷史學報》1篇 
 

畢業後、工作前的投稿情況 
• 用稿： 

• 修改後刊登： 《法制史研究》、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香港）、《新史學》、《臺大歷史學報》 

• 修改後再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漢
學研究》 

 

• 退稿： 

• 《美術史研究集刊》（臺大）、 《臺大文史哲學報》、
《漢學研究》 

 

跨領域投稿不易 
• 以秦漢簡牘材料為基礎的制度史論文，投稿上述諸刊，大抵皆
順利通過。 

• 以古文字材料為基礎的論文，投稿《臺大文史哲學報》，結果
退稿，後於中國大陸古文字專業刊物上刊登。 

• 以漢代畫像石為基礎的論文，投稿《美術史研究集刊》、《漢
學研究》，結果退稿，後於中國大陸藝術史專業刊物上刊登。 

 

• 錯誤但美麗的遐想：跨領域的論文投稿到跨領域的期刊。 

 

• 專業嚴謹V.S.壁壘分明： 

• 目前臺灣期刊的生態易使青年學者固守熟悉的領域，以求順利
通過刊登。什麼時候才是跨領域、挑戰新領域的時機？教授？
那時會否已喪失銳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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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中區場次 

 

 

 

 

 

 

分享人： 

嚴瑋泓 

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2017年9月9日 

 

學者投稿經驗分享

 

投稿的失敗經驗 

失望、沮喪、咒罵……… 

審查人都沒有好好看我的論文？！ 

審查人誤會我的意思？！ 

 

接到投稿失敗的通知後 

快速移轉負面情緒 

仔細閱讀審查意見 

同意 作為修改時的參考 

不同意思考為何審查人會給出這樣的意見？ 

是不是自己表達或論證有問題？ 

是不是自己文獻沒有適切的掌握？ 

是：太好了！可以將論文改得更好 

否：暫時擱置 

 

 

接到投稿失敗的通知後 

審查人的意見讓原作者覺得無法修改 
合理 ：盡力修改 

不合理：暫時擱置 

 

 

 

投稿的成功經驗 

從被退稿的經驗中再接再厲 

根據審查意見修改後再投 

培養投稿人的健康心態 

第一次投就接受刊登！ 

除了謝天之外，還是要看審查意見 

還是要根據審查意見修改 

被退稿多次終於接受刊登！ 

終於脫離「非『核』家園」了！ 

流完感動的眼淚後，還是要依照審查意見修改 

 

 

修改稿件須注意的事項 

針對審查人的問題與建議進行適切的修改 

同意 ：依照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不同意：答辯或回應 

回覆審查意見的策略 

針對審查意見中的問題具體且清楚地回應 

若確有被誤解甚至是不合理的審查意見之處，可依據客觀
學術觀點進一步答辯或回應 

回覆各種審查意見的原則：具體、文字或論證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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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年輕學者未來投稿 
相關領域期刊的建議 

被退稿不是世界末日 

投稿之後 

被退稿：是一種學習與歷練 

接受刊登：也是一種學習與歷練 

 

 

給年輕學者未來投稿 
相關領域期刊的建議 

研究不同期刊的特色，評估自己論文的議題
被接受的成功率 
把握該期刊的宗旨 

從期刊編輯委員的成員分析 

從歷年刊登的論文分析 

盡可能嘗試創新的議題，提高論文被接受的
成功率 

 

 

 

結語 

 

通往「非『核』家園」的道路： 

不要害怕失敗，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 
 

 
 

 

謝謝大家的耐心聆聽， 

敬請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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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2016年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結果，獲得
「文學一學門」核心期刊（THCI）第一級。 

 

•2012年獲邀加入凌網、華藝數位、遠流智
慧藏，2016年獲邀加入聯合百科，2017年
獲邀加入月旦知識庫。 
 

《清華中文學報》特色 

•開放的學術平台，引領學術議題。 

 

 基本理念：「為學界培養人才，為年輕學者與資深學者搭起橋  

 樑，以主題期刊帶動研究範式」 

  

•全系共同支持。 

•校對嚴謹。責任校對－＞總校－＞總編、主編勘校。 

 

《清華中文學報》編委會之流程 

一、業務報告： 

由助理報告本期投稿狀況：包括投稿篇數、退稿篇數、進入編委會
討論篇數，稿件來源。 

二、議案討論： 

由總編輯主持（1）宣讀確認初審未通過、外審未通過稿件（2）由
複審委員報告進入編委會討論之論文意見（3）宣讀確認本期處理
中稿件。 

三、臨時動議 

 

《清華中文學報》論文審查流程 

(1)採「隨到隨審」、「匿名審查」制，審稿期約三
個月。 

 

(2)請參考流程圖。 

 

(3)特殊情況。 

 

 

《清華中文學報》投稿注意及避免事項（一） 

•注意論文字數規定。 

•來稿內文已將足資透露作者身份的任何資訊先行刪
除。 

•來稿未曾發表／收錄於其他期刊、專書、論文集。
（包括曾以其他語言發表） 

•來稿未曾投稿他處；或曾投稿他處，但已確定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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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中文學報》投稿注意及避免事項（二） 

•會議論文宣讀，已決定編入會議論文集須先
告知；出版後轉引（非個人結集出版），亦
須經編委會同意。 

 
•確定刊登後須簽署授權書。 
 
•超過審查期限一個月以上，應寫信詢問。  
 
 
 
 

    優質稿件須具備的要素 

初審審查「退稿」參考要點： 

 

• 論述過於簡單 

•  類似論述甚多，無超越前人研究之處 

•  參考資料多屬二手文獻，論述欠缺原創性 

• 內容偏向文獻整理，不具問題意識 

•  行文枝蔓，文意跳脫，主題失焦 

• 其他（請簡要敘述）：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應切實回覆審查意見並修改。 

 

•應切實校稿並查覈引用資料。（sample） 
 

 

  

     審查者注意的事項 

 

•判斷論點或行文上的重大瑕疵。 

 

•判斷論文的學術價值。 

 

•審稿是參與學術社群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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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中文學報 

審查流程圖 
收到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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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修改 

刊登 

複審與編委會討論 

主編 作者修改後 

交付三審或原審 

仲裁審 

主編 

退稿 

進入審查 

外審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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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文學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報告人：許俊雅 

                       2017年9月9日（六） 

 

   

 

        臺灣師大國文學系《國文學報》 

               《國文學報》特色 

• 本刊自1972年6月創刊， 2002年6月，由年
刊改為半年刊（每年6月及12月出刊）。目
前出版至61期（2017.06）。第61、62期主
編：金培懿教授。 

• 秉承傳統，經學、史學、子學、哲學、文
學並重，另一方面也兼顧本系國文教學的
特殊功能與語文在現代學術中的重要地位。 

• 自61期貣，本學報除「一般論文」外， 
特別開闢專題論文。62期徵稿專題：廣視
域日本漢學研究。 

           《國文學報》特色 

• 獲選為2008 年至2015 年「臺灣人文學引文索
引核心期刊（THCI Core）」收錄名單。獲
2016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
刊收錄評比為THCI第一級期刊。 

• 本刊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101、
102 年度期刊編輯費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研
究中心補助103--106年度期刊編輯費用。     

• 本刊獲選為國科會專研究計畫100年度人文社
會科學期刊評比：A級刊物。 

• 國家圖書館「臺灣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 

 

   《國文學報》編委會的運作流程 

• 校 內：學術分組選出五位。校外：八位。主編由
編輯委員會委員推舉。 

•邀請中文學界傑出研究前輩擔任諮詢顧問：王安
祈、林慶彰、陳國球、楊儒賓四位教授。 

• 1.每年5月及11月徵稿；每年7月31日及1月31日
截稿 

• 2.編輯助理登錄建檔來稿，並建請主編召開第一
次編審會議。編審委員推薦審查委員名單（每篇2

位審查委員）備註:推薦審查委員方式：內稿：兩
位外審；外稿：仍以兩位外審為原則，若基於實
際及專業考量可一內審、一外審。視專業情形亦
有送請國外學者專家審查。 

 

 

《國文學報》編委會的運作流程 

•召開第二次編審會議，依審查意見及結果決定
錄取篇數。最後由主編排序論文（通常依朝代
先後）。 

•發函通知錄取作者，依審查意見(附上回應說
明)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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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學報》論文的審查標準 

•採取雙向匿名審查制度，審查結果分為優先推薦
(不需修改、修改後直接刊登)、推薦(不需修改、
修改後直接刊登、修改後再送審查，經同意後方
能刊登)、及不推薦等三種。 

•投稿論文業經審查委員審查後，本刊會將審查結
果及審查意見，事先寄給各編審委員審閱，俟召
開第二次編審會議時，就審查結果及審查意見進
行詳細討論，若有兩極化之情形發生時，將另送
請第三位外審委員進行第三審。 

•投稿人必須能表達自己的論點，條理分明、思慮
清晰，且須與目前相關領域的研究有所對話。 

 

《國文學報》通過率（退稿率） 

年度 期數 
退稿件數 

(A) 
內審退稿件數

(B) 
決定刊登件數

(C) 

逕行退件或撤稿
件數 

退稿率 

  

2012 

51 17 3 9 0 
 69% 

52 14 1 8 0 65% 

小計 31 4 17 0 67% 

2013 

53 17 0 6 0 74% 

54 13 0 8 0 62% 

小計 30 0 14 0 68% 

2014 

55 11 4 10 1 60% 

56 10 2 7 0 63% 

小計 21 6 17 1 61% 

2015 

57 10 3 9 0 59% 

58 9 4 7 0 65% 

小計 19 7 16 0 62% 

2016 

59 8 2 5 0 67% 

60 9 1 4 0 71% 

小計 17 3 9 0 69% 

2017 61 8 0 6 0 57% 

             投稿 須注意事項 

•徵稿對象為國內外大專院校專兼任教師（講師以
上）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以上)。 

•來稿須未經發表或出版者（學位論文、網路文章
及已結集之研討會會後論文集視同已發表）。每
篇字數以三萬字為限，專題論文可至三萬五千字。
投稿論文避免一稿兩投。 

•來稿需填妥個人基本資料表，以便外審時，迴避
該作者之任教學校同仁及指導教授。 

•凸顯本文的顯著貢獻是什麼？「讀者」應注意本
研究的哪些方面？ 

          優質稿件須具備的要素 

•原創性：論文為研究結果之展現，原
創性則為研究結果之重要價值之一，
指出該研究領域可能發展的方向與研
究意義。突破性的新知識或新發現，
而不是既有知識的重新歸納整理。 

• 結構嚴謹與條理分明。論文結構為研
究成果之動態展演，邏輯謹嚴之結構
能有效傳達研究內容。 

 

 

        優質稿件須具備的要素 

•補充前人研究的不足。 

•開展不同的研究領域。 

•充分與學界成果對話。 

•學術倫理。 

•「全心投入」與「鍥而不捨」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 正面思考：接納審查人意見，修改論文。 

• 審查人指正處，一定要有所回應、補正。 

• 如果是「修改後再審」，已往接受刊登邁進一
步，作品出版有希望。如何修改文章及答覆審
查者的修改建議，必需盡全力， 否則易招致
退稿。 

•即便有些意見您認為 「不合理」，但建議您
認真而婉轉地處理。只要能客氣地針對問題本
身提出合理、中肯的說明，未必一定要全盤依
照審查者的建議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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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編審會確認刊登之論文，本刊將寄送2位或
3位(第三審)專業審查委員撰寫之審查意見
表，提供投稿者作為修改參考，並請作者
填寫「論文審查意見回應說明」後回傳。 

•基於學術倫理與文責自負之前提，請投稿
者修改時留意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 

•論文總字數請作者控制在三萬字以內，關
鍵字以十個為上限，另請作者提供任職學
校或單位、職稱之簡介；英文摘要以300字
以內為原則，並附上作者姓名英譯。 

 

                審查者注意的事項 
• 本刊之外審委員，概由編審委員會推薦，並採雙
匿名審查制度。審查者之姓名本刊絕對保密，有
關評審內容亦請審查者切勿對外透露。 

• 本刊為科技部收錄為THCI 一級期刊，為維護刊物
水平，請審查委員務必審慎審查。 

• 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並以300字以上為原則。 

• 留意是立論不足，抑或是學術意見、門派有別？ 

• 審查結果請從優先推薦(不需修改、修改後直接刊
登)、推薦(不需修改、修改後直接刊登、修改後
再送審查，經同意後方能刊登)、不推薦 擇一勾選。 

• 若審查委員發現審查稿件有違學術倫理之情形，
請逕行舉證，俾便送交編審委員會審議，經查證
屬實，本刊將不再接受該投稿者之稿件。 

 

 

   其 他：投 稿 期 刊 論 文 留 意 事 項  

•期刊的調性與方向。 

•針對每一期刊，留意字數限制、格式
要求。 

•註腳、參考文獻、英文摘要需精校。 

•舉證完整，論證有力。避免武斷。 

•問題意識與實際操作。 

•論文的具體貢獻度。 

 

     其 他：投 稿 期 刊 論 文 留 意 事 項  

•自全書抽出某章節投稿，需留意結構完整。 

•多年前論文的投稿，需補充新研究成果，
豐富參考書目。 

•延續性研究成果，需留意重複、自我沿襲。 

•提及他人相關看法，宜有分析討論。 

•行文流暢、語意清楚。 

•文本解讀與理論應用的正確性。 

 

•                      

•          報  告  結  束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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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與哲特色 

• 1. 創刊於2002年。 

• 2.自2009年期刊評鑑以來，文與哲都是中文
學門的核心期刊或核心一級期刊。 

• 3. 105年國家圖書館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文
學學門第二名。 

• 4. 不定期刊登院士級學者稿件。 

• 5. 收稿論文字數可到3萬5千字。 

 

二、編委會流程 

• 1. 收稿後請委員推薦審查人，再由執行編
輯排序請助理依序邀請審稿。 

• 2. 每學期期末召開編委會，決定刊登論文
篇數，實體會議與通訊會議並行。 

三、審查標準 

• 1.論文需達四點以上，即兩位審查人推薦始
能刊登。 

• 2. 若一位極力推薦，一位不推薦，則送第
三審。 

四、優質稿件要素 

• 1. 解決學術上的重大問題 

• 2.有新研究方法足供學界參考 

• 3.有新材料的發現。 

• 4. 破舊說立新說。 

• 5. 議題切合時代思潮，以現代觀點省、闡
釋思古代文學思想 

五.作業流程SOP 

• 收稿 

• 1、先確定投稿者職級，須為（含）助理教
授以上、助理研究員或博後研究員。 

• 2、確認來稿是否附上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一般不超過6個）。 

• 3、符合以上條件，則可發信給投稿者確認
收稿。 

六、請委員推薦審查人 

• 1、當來稿達一定數量後（一般是三篇以
上），即可製作「請益名單」。 

• 2、請益對象為當期之校內外編輯委員。 

• 3、若校內外委員的稿件在當次名單中，則
寄給該委員的名單不能出現他自己的稿件
資訊（換言之，就是不能讓他推薦審自己
稿件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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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邀請審稿 

• 1、當執編決定好稿件之送審人選後，即可
按順序由助理發信邀請審查。 

• 2、發信之前，要先確認下列事項： 

• （1）審查者之職級必須高於投稿者之職級。 

• （2）審查者不得與投稿者任職於同一單位。 

• （3）審查者不得與投稿者有師承關係（不
能是碩、博士論文之指導教授） 

八、審查標準 

• 1、《文與哲》之等第計算如下： 
• 極力推薦：3點 
• 推  薦：2點 
• 勉予推薦：1點 
• 不推薦：0點 
• 2、，若雙外審結果合計在4點（含）以上，即為審查通
過，獲刊登資格，然刊登證明須等待「編輯會議」確認
後才能告知投稿者。 

• 3、若雙外審結果合計在3點（含）以下，即為審查不通
過，準備退稿。注意：若有雙外審合計3點的篇章（一
個極力推薦、另一個不推薦），逕送第三審。 

九、論文刊登 

• 1、每期召開編輯會議的時間約在5月底至6
月初及11月底至12月初，由會議決定刊登
篇數、 

• 2決定刊登後作者會收到 

• （1）「文與哲論文刊登證明」紙本。 

• （2）「文與哲著作授權書」紙本。 

十、退稿 

• 1、當稿件符合退稿原則時，先知會「執
編」，執編確認無誤後，即由助理進行退
稿流程。 

• 2、退稿一律使用「電子郵件」，不寄送紙
本，郵件中須夾帶稿件之兩（或三）份審
查意見。 

• 3、上述事項完成後，即由助理發信退稿。 

十一、執行編輯逕退 

• 論文有下列情形，執行編輯可以逕退: 

• 1. 主題不合本刊，文與哲收稿以中國文學、
哲學、宗教、藝術、小學、及現當代文學
為主。 

• 2. 字數不符會規定，太少或太多，超出本
刊稿約規定者。 

十二、投稿人申訴 

• 1.一般而言，本刊邀請審查人都極慎重，但
作有審查人會來信申訴，希望重審。原則
上依大法官會議對學術論文審查的解釋，
必需尊重審查人。 

• 2. 主編或執行編輯仍可依申訴人之來信，
若認為審查人確實曲解論文，可提編委會
討論是否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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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期刊的未來 

• 1. 走向線上作業流程，線上審查，減少人
力支出。 

• 2. 本刊已全文上網，減少紙本發行數量及
成本，但因同仁間看法不同，仍待整合。 

• 3.走向國際漢學學界，目前本刊寄送國外數
十所大學及研究機構，但國外投稿者仍有
限。  

結束語 

•感謝聆聽 

 

•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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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 

The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國立政治大學 

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科技部人社中心 

2017.9.9 

林質心 

英國語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沿革與特色:1995-2007 

–早期似論文集型式，含語言學、英語教學之論文，一
卷篇數可達10-20篇 

–早期便有志收集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但內稿較多 

–整理臺灣學者研究資料，如第一期第一卷即收集1992

年臺灣出版之英美文學相關論文書目 

–第一期共六卷，漸具期刊型式，之後僅收文學與文化
研究類論文 

歷史沿革與特色:2007- 
• 2007-2012：主編劉建基老師、姜翠芬老師、司徒芝萍老師、陳音頤老
師與邱彥彬老師 

– 規律出刊，一年一期兩卷 

– 鼓勵國內學者建立研究社群，提供發表平臺 

– 2009年於系務會議明文確立期刊運作審查規範 

– 成為MLA與THCI CORE選錄期刊 

• 2012-2016：主編邱彥彬老師與趙順良老師 

– 電子化之努力 

• 建立網站，將1995年以來的文章全數上線，皆可自由下載，網
路與紙本同步出刊 (http://wreview.org/index.php) 

• 設置線上投稿系統 

• 申請經費設置ScholarOne Manuscripts線上投稿跟審稿系統 

– 另闢書評審查制度 

– 與國際接軌之努力 

• 在各大學會、研討會徵稿，擴展稿源 

• 大舉邀請國外學者擔任編輯委員，協助審查稿件，幾乎所
有來稿皆至少有一位審查人為國際學者 

• 申請加入國外重要的Indexing services 

–去年6月被全世界最大的索引摘要資料庫SCOPUS 

(Elservier)接受 

–今年年4月進入EBSCOhost Online Research Databases 

(Humanities Source) 

–今年7月則進入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預備兩年後申請AHCI 

出刊類別 
• 一般出刊不限主題 

• 專號：亦含散稿 

– 出版方式 

• 由研討會或讀書會中集結稿件，邀請客座編輯協助，但論文仍需經匿
名審查通過方得刊登 

• 邀請國外知學者共同參與，公開徵稿 

– 過去專刊主題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Vol. 1 No. 2) 

• Literature and Violence (Vol. 3 Nos. 1-2) 

• Women, Consump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Vol. 4 No. 1) 

• Life, Community, and Ethics (Vol. 4. No. 2) 

• 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in Western Literature (Vol. 5 No. 1) 

• Chaos and Fear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Vol. 5 No. 2) 

• Taiwan Cinema before “Taiwan New Wave Cinema” (Vol. 6. No. 1) 

• Catastrophe and Cultural Imaginaries (Vol. 6 No. 2) 

• Affective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sia (Vol. 9 No. 2)：李海燕教授(Stanford 

University)專稿 

• Longing and Belonging (Vol. 10 No. 2)：與European Network for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學會合作出版 

– 籌備中專刊：跨大西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專號，由政大英文系許立欣老師
與Dr. Andrew Taylor (Edinburgh University)共同編輯 

期刊運作 
• 目前中英文來稿比例：約5比l 

• 目前來稿錄用比率：約五成 

• 論文審查作業：需時約三個月，錄取與否均將專函通知 

• 目前編制：除主編、副主編、編輯委員外，設有書評編輯與國際諮詢委員，成員分布
於歐、美、加、澳與東亞各地，涵蓋各時期的專家 

– 主編: Dr. Li-hsin Hsu 

– 副主編: Dr. John Michael Corrigan 

– 編輯委員 

• 校內 

– Dr. Shun-liang Cha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 Dr. Chih-hsin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 校外 

– Prof. Pin-chia Fe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Academia Sinica, Taiwan) 

– Dr. Páraic Finnerty (University of Portmouth, UK) 

– Prof. Earl Jackson, Jr.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 Prof. Hsiu-chih Tsa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 *Dr. Susan Oliver (University of Essex, UK) 

– *Prof. David Por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USA) 

– *Dr. Eli Park Sorens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Dr. Emily Su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Barnard College, USA) 

– *Prof . Karen L. Thornber (Harvard University, USA) 

– *Dr. Laurence William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http://wreview.org/index.php
http://wreview.org/index.php/editorial-te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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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評編委: Prof. Delphine Grass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 國際諮詢委員 
• Prof. Ros Ballaster (Mansfiel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 Prof. Rachel Bowlby, FBA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UK) 

• Prof. Han-liang Chang, FLS (Fudan University, China/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 Prof. Ying-hsiung Cho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 Prof. Kevin Corrigan (Emory University, USA) 

• Prof. Pamela K. Gilbert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 Prof. Timothy Mathew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UK) 

• Prof. Cristanne Miller (SUNY Buffalo, USA) 

• Prof. Morton D. Pa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 Prof. Claude Rawson, FAAS (Yale University, USA) 

• Prof. Eric Robertson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 Prof. Peter Sabor, FRSC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 Prof. Monika Schmitz-Emans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Germany) 

• Prof. Elinor Shaffer, FBA (School of Advanced Study, University of London/Clare 

Hal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 Prof. Yasunari Takada (University of Tokyo/Nagoya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Japan) 

• Dr. Andrew Taylor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 Prof. Jonathan White (University of Essex, UK) 

• Prof. Robert Whit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審查流程 
• 一般論文審查流程 

– 主編審閱來稿 

– 參考編輯委員會建議送匿名外審 

– 編委會依外審委員建議匿名投票 

– 潤稿與校對 

– 編輯委員會開會做最後出刊確認 

• 書評審查流程 

– 向主要大學出版社申請review copies，目前收到的有Cambridge 

UP, Harvard UP及Palgrave等出版社的書 

– 書評編輯找熟識的學者或依書的屬性在各國際學會網站徵人，
給約3個月至半年的時間，最後由書評主編審稿 

– 目前每期約一篇書評，分別由英國和瑞士學者撰寫 

• Susanne Schmid, British Literary Salons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Palgrave, 2013) 

• Jonathan Culler, Theory of the Lyric (Harvard UP, 2015) 

• Robert Doran, The Theory of the Sublime from Longinus to 

Kant (Cambridge UP, 2015) 

來稿注意事項 
• 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 

• 稿內涉及版權部分，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社同意 

• 本刊接受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之稿件，中英稿比例約為1:5 

• 稿件中請勿夾帶足以辨識作者身份之資料，以利審查作業 

• 來稿需提供中英文論文題目、中英文摘要（400字以內）、 
中英文關鍵詞（6個以內） 

• 來稿請以MS Word程式處理。英文論文長度以6000至
10000字為限，英文書評以3000字為限。中文論文長度以
12,000到20,000字為限，中文書評長度以5,000字為限。長
度限制均包括註解與參考書目。 

• 論文格式請採用MLA 

• 來稿一經採用，作者需簽署著作權授權書，以建置於本刊
網站、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期刊資源網」及相關學術網
站。來稿一經採用，贈送當期《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
兩本及刊登版本電子檔，不另支稿酬。 

 

審查人注意事項 
• 一般性原則 

– 遵守匿名審查規範 

– 審查時間協調：一般國內四週，國外六週 

• 審查意見：至少300字 
– 給編輯委員會 

• 可提出接受與不接受的理由 

• 可明述對某些論述的疑慮 

– 給作者 
• 應著重在作者研究主題是否重要，研究方法方是否適切，而非
僅質疑作者為何沒有從某一點切入 

• 避免含混主觀的評價，儘量多給例證 
– The author makes a very convincing argument, but I am not convinced. 

– The author does not show enough background knowledge. 

– The author just repeats many of the points already made by other scholars. 

• 從論文優點出發，給予作者清楚的修改方向 

• 文字修改可給一般性建議，也可直接在檔案上作業 

論文審查標準 
• 審查項目 

– Clarity of language 

– Organization: cohesiveness and coherence 

– Methodology: persuasive arguments and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 References: citation and analysis of quoted materials 

– Critical and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 審查人選項：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publication, revise 
for publication, revise for further review, deny publication 

• 常見審查意見匯整 
– 主題過大，無法於一篇論文內處理完畢，流於一般性介紹或
出現多個焦點 

– 專有名詞定義不清，歷史文獻僅引述二手資料，或論述架構
不清楚 

– 文獻探討不夠完整，重複其他學者論點時未清楚說明本文的
學術貢獻 

– 文本分析未能聚焦所討論的議題或忽略了部分文本證據 

論文修改流程 
• 內容部分 

– 修改後再審：需加修改說明，以利再審委員比對 

– 修改後刊登：若對評審意見有疑慮可與主編商討修改方向幅
度 

• 文字部份 

– 文內格式需一致，與期刊格式需一致 

– 潤稿流程：可與責任編輯密切連絡 
• 潤稿後交由作者確認 

• 排版並確認MLA格式後交由作者確認一校稿 

• 由責任編輯二校 

• 交由作者確認二校稿 

• 出刊時間：六月與十二月 

• 投稿至刊登：順利時約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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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主編論壇】  【文學二學門】  

《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2017『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台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陳明姿   

《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一.本刊特色 

二.本刊編委會相關事宜 

三.本刊論文的審查標準 

四.投稿本刊頇注意及避免的事項 

五.優質稿件頇具備的要素 

六.修改論文頇注意的事項 

七.審查者注意的事項 

 

本刊特色 

 以日本文學為主 

 撰寫語文：日文 

 一年兩期：六月、十二月出刊 

 除國內之大學、研究機構外，亦對國外大學、研究
機構徵稿 

 收錄於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資料庫中 

本刊編委會相關事宜－①編委會組成 

 編委會由本系教授、副教授及半數以上校外相關領
域之專家學者組成 

 編輯委員任期一年，由本系教師及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推薦組成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主編 

 另有執行編輯，由一～二名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級
以上教師擔任 

本刊編委會相關事宜－②編委會運作流程 

 編輯委員如為投稿
者應迴避 

 編委會先就格式及
領域進行初審，通
過後，再推薦五位
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審查 

 執行編輯依編委會
推薦順位，先送列
於前兩位的專家學
者審查 
 
 

 審查時採： 
a) 雙向匿名審查 
b) 同校不互審 
c) 低階教師不得審高階教

師之稿件 

 審查結果分三種： 
a) 刊登 
b) 修改後刊登 
c) 不刊登 

 

審查結果判定表 

  審查人意見一 
 
 

審查人意見二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不刊登 

刊登 可刊登 修改後刊登 送第三人審查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送第三人審查 

不刊登 送第三人審查 送第三人審查 不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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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論文的審查標準 

 研究問題之適切性 

 該論文是否具獨創性 

 論述時是否具邏輯性 

 探討透徹與否 

 分析時之客觀性 

 是否能掌握重要文獻資料並正確評論 

 詞句表現（外語能力） 

投稿本刊頇注意及避免的事項 

 論文所屬領域是否與本期刊領域相契合 

本刊刊登日本文學、日本語言學（含日語教育）、日本文化 

（社會科學除外）等領域之學術論文 

 不接受學位論文之一章節 

 不接受實踐報告 

 不接受一稿兩投 

 頇符合本刊投稿規定格式 

 不接受章節含糊或未分章節者 

 

優質稿件頇具備的要素 

 主題具一貫性、內容完整 

 論旨明確 

 有學理根據 

 研究方法適切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文字流暢、敘述中肯 

 資料引用皆有標明出處 

 析論深入、評論詳實 

 具學術價值 

論文修改頇注意的事項 

 確實反映審查委員之意見 

 如與審查委員意見相左時，可以書面報告 

 文獻、文本引用之再確認 

 確認全文前後一致性 

 再確認全文之完整性 

審查者注意的事項 

 秉持客觀理性之審查態
度 

 依照審查表中以下審查
項目逐一評審，具體說
明 

a) 論文主旨 

b) 文字與結構 

c) 資料引用 

d) 分析及評論 

 檢查比對資料引用是否
正確 

 

 該論文是否具學術價值 

 研究方法是否恰當 

 是否具理論基礎 

 是否符合論文寫作格式 

 析論是否深入 

 內容是否完整 

 是否涉及抄襲 

 

感謝聆聽  敬請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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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主編經驗分享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黃涵榆 

 

 

期刊基本資料 

–每年三、九月出刊 

–現任主編：Mary Godwin, Aaron Devenson 

–編輯委員會：校內5人，校外18人(國內6，國外12) 

–資料庫收錄：A&HCI, Scopus, THCI Core 

近年專號主題 

– The City and the Anthroposcene (March 2017) 

– Life Writing as Empathy (September 2016) 

– Memories on the Move: Asian Connection (March 2016) 

– Uprisings and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September 2015) 

– Forms of Life, Forms of Death (March 2015) 

– Except Asia: Agamben’s Work in Transcultural Context 

(September 2014) 

– Orienting Orwell (March 2014) 

– Phantom Asian America (September 2013) 

 

編輯與出刊流程 

–徵稿啟示 

–收稿 

–編委會初審 

–徵求編輯委員提供審查建議名單由主編邀請 

–論文審查(約2~3個月) 

–編輯委員會決定：accept, conditional accept, resubmit, reject 

 

編輯與出刊流程 

 

 

年度 未處理
完成稿
件數 

退稿件
數 
(A)  
 

內審
退稿
件數
(B) 

決定刊登
件數(C) 

逕行退
件件數 

退稿率 
(A+B)/(
A+B+C)
  
 

刊登率 
(C)/(A+B
+C)  
 

2013 0 27 12 9 2 81.25% 18.75% 

2014 0 32 17 17 9 74.24% 25.76% 

2015 1 38 6 16 4 73.33 26.67% 

編輯與出刊流程 

–稿件修改(約3星期) 

– Copy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約2個月) 

– 排版與紙本校對(約1個月) 

–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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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務檢討 

–稿件審查流程效率 
–刊登論文主題與形式的多元性 
–學術公共論壇與交流 

 
 
 

給作者的話 

–準備充分 

–評估時程 

–精準的語言與格式 

–回應審查意見的專業能力和EQ 

 

「頂尖」期刊與學術評鑑制度 

–期刊評比指數 

– I級期刊的迷思或霸權？ 

–學術表現的形式 

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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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同心圓：語言學研究》 

 
主編 丁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系 

THU, Taichung 

Sept. 9, 2017 

《同心圓：語言學研究》期刊源流 

•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出版。 

• 前身《同心圓》創刊於民國53年，於民國
65年易名為《英語研究集刊》，再於民國
90年結合前兩刊名，重新改版定名為《同
心圓：英語研究集刊》。 

• 民國93年6月更進而依語言學及文學兩大專
業領域之不同，分為《同心圓：語言學研
究》及《同心圓：文學與文化研究》。 

《同心圓：語言學研究》期刊特色 

• 每年5月及11月出刊 

• 收錄於 ESCI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Scopus, THCI, CMMC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 
LLBA, and MLA citation indexes 

• Diamond Open access: 
http://www.concentric-
linguistics.url.tw/issues.php 

• 編輯成員：主編、編輯委員、諮詢委員 

 

Scopus收錄獎狀 

期刊主編 
Editors-in-Chief 

• 每年(一卷兩期)設置兩位
主編，由臺師大英語系語
言組教師每年輪流擔任 

• 43卷主編(2017年)：        
陳純音、吳曉虹 

• 44卷主編(2018年)：       
丁仁、詹曉蕙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列）  
Editorial Board 

丁 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井 茁    美國奧勒岡大學 

包智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 

張 寧    國立中正大學 

張顯達    香港教育學院 

陳淑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陶紅印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 

 

黃美金    實踐大學 

黃慧娟    中央研究院 

詹曉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賴惠玲    國立政治大學 

謝舒凱    國立臺灣大學 

鍾榮富    南台科技大學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issues.php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issues.php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issues.php
http://www.eng.ntnu.edu.tw/members/bio.php?PID=26
http://www.eng.ntnu.edu.tw/members/bio.php?PID=26
http://www.eng.ntnu.edu.tw/members/bio.php?PID=26
https://eall.uoregon.edu/profile/zjingsch/
https://eall.uoregon.edu/profile/zjingsch/
https://eall.uoregon.edu/profile/zjingsch/
https://courses.nus.edu.sg/course/ellbaozm/
https://courses.nus.edu.sg/course/ellbaozm/
http://www.ccunix.ccu.edu.tw/~lngnz/
http://www.ccunix.ccu.edu.tw/~lngnz/
http://www.ccunix.ccu.edu.tw/~lngnz/
https://www.ied.edu.hk/web/research_experts.php?id=57
http://www.afl.ntust.edu.tw/people/bio.php?PID=82
http://ht37.bol.ucla.edu/
http://ht37.bol.ucla.edu/
http://www.afl.usc.edu.tw/people/bio.php?PID=3
http://www.ling.sinica.edu.tw/v3-3-1.asp-auserid=95.htm
http://www.eng.ntnu.edu.tw/en/members/bio.php?PID=149
http://www3.nccu.edu.tw/~hllai/
http://lope.linguistics.ntu.edu.tw/people/index.html
http://lope.linguistics.ntu.edu.tw/people/index.html
http://english.stust.edu.tw/tc/node/faculty
User
打字機文字
24



諮詢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列）  

Advisory Board 

王 旭    元智大學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 

李豔惠    南加州大學 

黃正德    美國哈佛大學 

黃宣範    美國元智大學 

鄭秋豫    中央研究院 

鄭錦全    中央研究院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 

羅茂康    澳洲國立大學 

 

Peter Cole 

德拉瓦大學 

Marie-Claude Paris 

巴黎第七大學 

 

 

每期收錄篇數及總頁數 

年份 期數 篇數 總頁數 

2017 43.1 5 122 

2016 42.2 5 168 

42.1 4 101 

2015 41.2 4 108 

41.1 4 115 

2014 40.2 4 105 

40.1 4 121 

2013 39.2 4 111 

39.1 4 122 

• 視每篇文章探討之主
題、語言及所使用圖
表之不同，每期總頁
數大致介於100-160頁。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issues.php 

《同心圓：語言學研究》期刊投稿性質 

• 歡迎各類語言、理論或應用性質文章投稿 

• 其他語系(52%)包含韓語、日
語、波斯語、波蘭語、非洲
Uneme方言等。 

• 南島語系(3%)包含魯凱族語等。 

 

漢語及英

語(語言學

分析、語

言學應

用、漢英

語教學等) 

29% 

其他語系 

52% 

 閩南語/

客語/中國

方言10% 

南島語

3% 非語言溝

通或其他

語境6% 

43.1卷 投稿稿件性質 

《同心圓：語言學研究》期刊投稿性質 

• 其他語系(28%)包含蘇丹阿拉
伯語、約旦阿拉伯語、菲律賓
語、印度-雅利安語、日語、
奈及利亞英語等。 

• 非語言溝通或其他語境
(16%)，例如 “Laughter, 

Smiling and Their 

Pragmatic/Interpersonal 

Functions: A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 Account”等。 

• 南島語系(4%)包含魯凱語等。 

4 

漢語及英

語(含語

言學分

析、語言

學應用、

漢英語教

學等) 

44% 
其他語

系 

28% 

閔南語/

客語/中

國方言 

8% 

南島語系 

4% 

非語言溝

通或其他

語境 

16% 

42卷 投稿稿件性質 

《同心圓：語言學研究》期刊投稿性質 

• 其他語系(21%)包含日語、
阿拉伯語、緬甸語等。 

• 南島語系(17%)包含阿美
族語、邵語、賽夏語等。 

漢語及英

語(語言學

分析、語

言學應

用、漢英

語教學等) 

50% 其他語系 

21% 

閔南語/客

語 

8% 

南島語系 

17% 

非語言溝

通或其他

語境 

4% 

41卷 投稿稿件性質 

投稿注意事項 

  

• 可線上投稿：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或email附件至concentric.ling@deps.ntnu.edu.tw投稿。 

• 母語非英語之作者建議於投稿前請英語母語人士協助
編修稿件。 

• 須確認投稿文稿無任何作者個人資訊。 

   (Ensuring a blind peer review) 

• 文稿以12字大小及Times New Roman字型撰寫；文稿
長度限為30頁(單行間距)，包含150字摘要及關鍵字。 

• 投稿之文稿不得於其他出版品出版。 

• 其他注意事項可參考Concentric官方網站：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http://fl.hs.yzu.edu.tw/people/bio.php?PID=7
http://fl.hs.yzu.edu.tw/people/bio.php?PID=7
http://fl.hs.yzu.edu.tw/people/bio.php?PID=7
http://www.ling.sinica.edu.tw/v3-3-1.asp-UID=41.htm
http://www.ling.sinica.edu.tw/v3-3-1.asp-UID=41.htm
http://dornsife.usc.edu/cf/faculty-and-staff/faculty.cfm?pid=1003457&CFID=4385496&CFTOKEN=23364819
http://dornsife.usc.edu/cf/faculty-and-staff/faculty.cfm?pid=1003457&CFID=4385496&CFTOKEN=23364819
http://linguistics.fas.harvard.edu/people/c-t-james-huang
http://fl.hs.yzu.edu.tw/people/bio.php?PID=41
http://fl.hs.yzu.edu.tw/people/bio.php?PID=41
http://www.ling.sinica.edu.tw/v3-3-1.asp-auserid=22.htm
http://www.ling.sinica.edu.tw/v3-3-1.asp-auserid=22.htm
http://www.ling.sinica.edu.tw/emeritus.asp.htm
http://www.ccunix.ccu.edu.tw/~lngsign/Tai.htm
http://asiapacific.anu.edu.au/people/personal/rossm_ling.php
http://udel.edu/~pcole/
http://www.univ-paris-diderot.fr/sc/site.php?bc=annuaire&np=detail_nom&uid=mparis
http://www.univ-paris-diderot.fr/sc/site.php?bc=annuaire&np=detail_nom&uid=mparis
http://www.univ-paris-diderot.fr/sc/site.php?bc=annuaire&np=detail_nom&uid=mparis
http://www.univ-paris-diderot.fr/sc/site.php?bc=annuaire&np=detail_nom&uid=mparis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mailto:concentric.ling@deps.ntnu.edu.tw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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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Submission System 

•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投稿注意事項及相關資料下載 

•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Basic Information of Contributors 
Title Page 

Ensuring a Blind Peer Review  
--如何移除Word檔相關作者資訊 

• 檔案資訊檢查文件  

    「文件摘要資訊與私人資訊」全部移除 

審查流程 
Paper received 

↓ 

Paper pre-screened by both editors-in-chief 

↓ 

Two reviewers assigned to the paper by one of the editors-in-chief 

↓ 

Reviewers’ comments returning to the editor-in-chief in charge of the paper 

↓ 

Reviewers’ comments given back to the author 

↓ 

Revision received from the author 

↓ 

Revision reviewed by the appointed reviewer(s) and the editor-in-chief in charge of 

the paper to see if the reviewers’ comments are responded properly 

↓ no                                      ↓(yes) 

Revision returned to the author for further revision     (copy editing) 

↓ 

Further revision reviewed by the editor-in-chief in charge of the paper again 

↓(yes) 

copy editing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paper/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http://www.concentric-linguistics.url.tw/submission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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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表 作者答辯表 

匿名審查四種結果 

□  Recommended for publication 

□  Revision needed for publication 

□  Revision needed for further review 

□  Rejected 

審查意見結果與刊登決定 

  

Category of Opinion 

  

The First Reviewer 

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publication 

Revised for 

publication 

Revised for 

further review 
Rejected 

T
h

e S
eco

n
d

 R
ev

iew
er 

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publication 

Published 
Revised for 

publication 

A further review 

by the first 

reviewer 

A third review 

Revised for 

publication 

Revised for 

publication 

Revised for 

publication 

A further review 

by the first 

reviewer 

A third review 

Revised for 

further review 

A further review by 

the second reviewer 

A further review by 

the second reviewer 

A further review 

by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reviewer  

Rejected 

Rejected A third review A third review Rejected Rejected 

Paper received 

↓ 

Paper pre-screened by both editors-in-chief 

↓ 

Two reviewers assigned to the paper by one of the editors-in-chief 

↓ 

Reviewers’ comments returning to the editor-in-chief in charge of the paper 

↓ 

Reviewers’ comments given back to the author 

↓ 

Revision received from the author 

↓ 

Revision reviewed by the appointed reviewer(s) and the editor-in-chief in charge of 

the paper to see if the reviewers’ comments are responded properly 

↓ no                                      ↓(yes) 

Revision returned to the author for further revision     (copy editing) 

↓ 

Further revision reviewed by the editor-in-chief in charge of the paper again 

↓(yes) 

copy editing 

審查效率 
about 3-4 months 

Three days 

One week 

Four weeks 

Three days 

Two weeks 

Two weeks 

Two weeks 

Two weeks 

One week 

退稿率 

「逕行退件」：包含因主題與期刊宗旨不符、體
例格式不合、論文長度不合、作者撤稿(未進入實
質審查程序)、一稿二投等因素逕行退件之稿件。 

決定刊登數內審退稿數退稿數

內審退稿數退稿數
退稿率＝





(依THCI 期刊審核之計算模式) 

年度 
未處理完
成稿件數 

退稿件數 
內審退稿
件數 

決定刊登
件數 

逕行退件
件數 

退稿率 

2015-
2017/8/8 

8 44 5 22 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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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 Welcome to publish in Con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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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與人文學期刊主
編有約』分享內容 

 
 
 
 

陳秋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英語教學期刊 

(www.etl.url.tw) 

本刊特色 

《英語教學》(English Teaching & Learning)為學術性刊

物，旨在鼓勵英語教學研究、促進學術及經驗交流、並

提升英語教學水準。投稿內容包含： 

實證性英語教學研究成果 
英語教學理論之探討或評介 
創意教學法或成功教學經驗介紹 
課程研發 
課程評量或教材評量 
師資培育 
其他與英語教學相關議題（如雙語教育、心理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外語習得等）之研究報告 

 

本刊編輯委員會的運作流程 

編輯成員 

主編：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輪流擔任 

編輯委員/顧問：國內外學者十餘人 
 

工作內容 

主編：負責綜理期刊徵稿、推薦審查委員、文稿
審查及編輯校對等事宜 

編輯委員/顧問：參與各項與期刊規劃和執行相關
事宜之討論會、參與出刊前文章排序討論會、協
助推薦審查委員、協助審稿等事宜 

 

 

本刊論文的審查標準 

審查原則 
研究方法與推論嚴謹之程度 
資料取得、引用、處理與詮釋恰當之程度 
論文結構安排與論證層次均衡和系統性 
文字精確、流暢之程度 
原創性、學術性或應用價值 
 

審查流程 
以下審稿程序皆以匿名方式進行： 
1. 預審 
2. 初審 審查意見表 
3. 複審 複審意見表 

本刊論文的審查標準 

審查情形一覽表 
 

 

類別  說明  處理方式  

1 微幅修改後推薦刊登 請原作者稍做修正寄回後刊登 
 

2 修正後再審 審稿意見寄回給作者，再將修正後
文章寄回給原審稿人做複審  

3 不推薦刊登 審稿意見寄回給作者，不予刊登 

4 複審後接受刊登  複審意見寄回給作者，修正寄回後
刊登 

5 複審後仍不宜刊登  複審意見寄回給作者，不予刊登 

6 預審資格不符 退回原作者  

投稿本刊須注意及避免的事項 

了解期刊規範： 
 

(a)了解學術性期刊的本質 

    (i) 對理論之發展或實務之應用具有創新性的貢獻。    

    (ii) 技術性報告或研討會報告之深化。 

(b) 詳閱投稿需知 

   請參考             

         http://www.etl.url.tw/ch/submissions.php  
 

初審文稿審查意見表 2013.docx
初審文稿審查意見表 2013.docx
初審文稿審查意見表 2013.docx
複審文稿意見表-新-中.doc
複審文稿意見表-新-中.doc
複審文稿意見表-新-中.doc
http://www.etl.url.tw/ch/submissions.php
http://www.etl.url.tw/ch/submission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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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稿件須具備的要素 

 

  1. 語言：校對 

  2. 論文內容： 
      (a) 組織架構：標題層次清楚。 

   (b) 文獻： 
    (i) 和研究主題相關且舖陳議題。 
           (ii)多引用近期、經過審查之一手資料。 

      (c) 研究問題： 
      (i) 具體陳述且能使用研究設計、工具來回答。 

      (ii) 研究問題和文獻探討、研究設計、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和結論之間應相互呼映。 

優質稿件須具備的要素 

 (d) 研究方法需詳實說明： 

研究設計的理由 

研究中所涉及概念的確切意義 

實驗操作或教學流程 

研究進行所在的情境 

研究對象的背景 

研究工具內容 

資料分析的方法 

 (e) 研究結果的呈現：依序回答研究問題。 

 (f) 研究結果的闡釋與討論：參照先前研究或相關理論。 

 (g) 研究結果的應用：就研究結果深入討論對英語教學
實務、或理論上的含義。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1. 回應審稿者的建議，並在時限內修訂完成。 

2. 對有疑義處，提出自己的理由，或附上相關資料
給審稿者參考。 

3. 製作修改說明表，併同修訂稿交付編輯人員。 

審查者注意的事項 

 

1. 審查者接到審查案件通知，若自認專長不符，無
法客觀、公正實施審查，宜儘快回絕審查工作。 

2. 審查者實施審查時，應使用本刊提供的審查標準，
輔以審查者的學術專業觀點，儘量做到客觀、
公正。 

3. 審查者應認真審查，確實而具體地表達建言，幫
忙學界把關，排除品質欠佳的論文，同時也幫
忙送審者改進及提升學術品質。 

近年(2013-17)退稿率 

 

 

 

 

 

 
註：審查中及作者修改中之文章皆不計入退稿率計算。 

未處理完
成的稿件
數 

退稿件數 
內審退稿
件數 

決定刊登
件數 

逕行退
件數 

稿件總數 退稿率 內稿率 

2013年 60 28 16 12 1 117 79% 6% 

2014年 40 52 15 19 2 128 78% 11% 

2015年 26 36 32 20 10 124 76% 21% 

2016-
2017年 

28 22 32 15 7 104 78% 8% 

「逕行退件」：包含因主題與期刊宗旨不符、體
例格式不合、論文長度不合、作者撤稿(未進入實
質審查程序)、一稿二投等因素逕行退件之稿件。 

決定刊登數內審退稿數退稿數

內審退稿數退稿數
退稿率＝





資料庫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人文學引文
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Scopus 
 

 EBSCO host– 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Google Scholar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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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報》為國際性學術期刊，刊
登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宗教
等與漢學有關的學術論文。 

《清華學報》為季刊，每年三月、六
月、九月及十二月出版。 

2 

清華大學在中國大陸時期即出版，發行於
1924年。 

1955年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於1956年6月
由清華學報社重新發行新1卷1期。 

1987年起轉由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負責
編輯及發行。 

2002年起再轉至清華大學出版社。 

3 

收錄國際資料庫： EBSCO、 Historical 
Abstracts、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 

2008～2015年收錄 「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
核心期刊（THCI Core）」（2016～2017年
審核中） 

科技部評比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綜合類期刊
（2012～2014年）A級 

科技部評比語言學門綜合類學術期刊
（2003～2007年）第一名 

4 

編輯委員會：主編(1名)、副主編(1名)、海外編
委(4名)、國內編委(6名) 

編輯顧問(11名) 

英文編輯(3名) 

執行編輯(1名) 工讀生(3名) 

5 

收稿：全年收稿，隨到隨審。 

審查：來稿經相關領域編委初審通過，以
雙匿名方式送兩位外審。外審通過再經編
輯委員會議討論同意始能刊登。 

編輯委員會議：每年五月及十一月各召開
一次。 

出刊：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出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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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稿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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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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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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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作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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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過刊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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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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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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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本文對學術界貢獻度為：（請勾選 一項） 

         □優    □良    □可    □差    □劣    

         說明：（請務必說明本文是否具實質貢獻） 

                                                                                              

                                                       

二、審查結果，建議（請勾選 一項） 

         □可照原文刊登，不需修改    □按照審查意見修改後可以刊登 

         □據審查意見修改後再送審    □其他意見（請說明） 

         □不予推薦（原因請於審查意見中說明） 

  

三、審查意見及修改建議：（提供作者參考） 

 

   

  

論文審查人：________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14 

審查期限為一個月。 

第一項「學術貢獻度」及第二項「審查結
果」務必勾選。 

第一項需簡要說明具體學術貢獻。 

審查意見至少撰寫500字，並提供具體修改
建議供作者參考。作者將逐項回應審查意
見。 

審查意見中勿出現足以辨識審查者身分之
文字。 

 
15 

具原創性、整合性、前瞻性。 

在相關知識領域有具體的貢獻。 

16 

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限；已在網路上發表的文
章，亦不予收錄。凡發現一稿兩投者，日後本
刊不再刊載其作品。 

中文稿件，論文不超過三萬字；英文稿件，論
文不超過二萬英文字為原則。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之著作權問題（如圖、表、
照片及長引文等），請作者先行取得著作權持
有者之同意。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利之
情事，如有抄襲、剽竊、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
生時，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 

17 

本刊採雙匿名審查，來稿之正文及註腳切
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份之資訊。 

來稿一律請附︰中英文篇名、中英文摘要
（以三百字為原則）、中英文關鍵詞（不
超過六個），文末請附「引用書目」。 

請另檔註明中英文姓名、服務機構、職稱、
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email address

等聯絡資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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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節標號：請依「一、（一）、1.、（1）」的順序表示；前
言、序論、結論、結語皆佔一章節標號。獨立引文首尾縮排
二字元（使用楷書）；不必加引號。 

 圖表照片：請加注資料來源，並以中文字一、二、三……編
號，引用時請注明編號，勿使用「如前圖」、「見右表」等
表示方法。圖片解析度頇300dpi以上，交稿時並請另附原始
圖檔。 

 引用書目：文末請附「引用書目」。引用書目分「傳統文獻」
與「近人論著」二類，中文書目在前，日韓文書目次之，西
文書目最後；皆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筆劃少者在前；同一
作者不同書目，年代先者在前。 

 引文出處之註釋格式：語言學類文章採社會科學式，引用資
料在正文中直接列出作者、文獻出版年、頁碼，如：（湯廷
池 2002：188-201）。文史哲類文章請使用傳統格式之當頁注
形式。 19 

引用書目及註腳需對應，不應有「引而未
列」或「列而未引」之情形。 

引用書目及註腳格式務必依照本刊提供之
範例修改。 

註腳需詳列所引文獻之卷數、章節、篇名、
頁碼等資訊。 

所引書目請查證作者、書名、篇名、出版
者、出版年等資料。 

引用文獻若非稀見文獻勿使用「轉引」。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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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 
 
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甘懷真  

2017年9月9日  

《臺大歷史學報》基本資料  
 

 中文刊名:臺大歷史學報 
英文刊名:Historical Inquiry 

:半年刊(一年兩期,每年 6、12 月) 
創 刊 年:民國 63 年(原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民國88年起改版。 

 編 輯 者: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  

 出 版 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通訊地址:(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連絡電話:886-2-33664702 
:886-2-23620028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pub_journal.htm  

 本刊專門刊載有關歷史學之論著,以學術性研究論文為主,兼及研究討論、歷史教學、 書評及其
他相關之論述。 

 最近二期:第 56、57 期(104 年 12 月、105年6月出版) 

所獲榮譽 
 105年科技部歷史學門第一級期刊，同時收錄為人文學THCI核心期刊。 

 101年  國科會「100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比」，《臺大歷史學報》經評
比為歷史專業類A級期刊。  

 97年 國科會「歷史學門國內期刊評比」，《臺大歷史學報》經評比為一級
期刊，為國內各大學歷史系所發行之學術期刊中評比成績最佳者，亦為十
種一級期刊中唯一由大學系所發行之學術期刊。  

 99-104年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2014年度臺灣人文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核心期刊（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Core, 簡稱THCI Core）
評選，《臺大歷史學報》皆收錄為「THCI Core期刊」 

 98年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97年度「THCI Core期刊（試行階段）」評選
結果公布，《臺大歷史學報》經審查入選為「THCI Core期刊」。 

  

編輯委員會 
 本刊編輯委員會設編輯委員八名。四名為系內教師，四名為校外學者。 

 主編由臺大歷史系系務會議選舉產生。任期二年。制度上可以連任。 

 編輯委員由主編敦聘，任期與主編同，可連任。 

 編委中一名系內編委為常編，協助主編處理送審等編務。 

 設助理編輯一名。目前由助教擔任。 

 臺大歷史系提供兼任助理（工讀生）二至三名協助編務。 

 主編：甘懷真（中國古代史、東亞史）（105、106學年度） 

 編委：邢義田（世界史、中國古代史，中研院）、許雪姬（台灣史，中研院）、邱澎生（中國近世、近代
史，香港中文大學）、陳正國（世界史，中研院）、呂紹理（台灣史）、王遠義（中國近世近代史、世界
史）、劉巧楣（世界史）。 

 助理編輯：陳南之 

 臺大歷史學報編委會除經費受臺大歷史系管理並使用其空間外，為一獨立運作單位。 

電子期刊 
 

 本刊自民國89年即製作並發行全文電子期刊，本系網站之「臺大歷史學報」專屬網頁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pub_journal.htm）與「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ttp://ejournal.press.ntu.edu.tw/main.php）皆可瀏覽1-56期各期刊登之論文摘要；經作
者授權之全文，亦可免費下載。「臺大歷史學報線上目錄資料庫」提供完善檢索功能，檢
索項目有「期別」、「作者」、「篇名」、「關鍵字」、「全部查詢」五種，歷年期刊論
文資料一索即得，便於國內外學者瀏覽檢索，也有助於為國際著名資料庫收入索引，增加
本刊的國際化、能見度、學術影響力與流通時效。 

 其次，本刊自96年9月起陸續與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華藝中文電子期
刊資料庫（CEPS）、HyRead Journal台灣全文資料庫、經典人社學刊庫「臺灣人社百刊」
及月旦法學知識庫等期刊資料庫簽署授權合約，自39期開始全部授權，1-38期亦已徴得
100位作者、286篇過刊文章之授權，比例達72%。在上述各資料庫中皆可檢索本刊1-56期
所有文章。  

建置中英文版專屬網頁 
 
 本刊網頁原附屬於臺大歷史系網頁之下，僅有中文版。103
年本刊申獲科技部「補助期刊加入全球性引文索引資料庫」
計畫經費補助，建置中英文版專屬網頁，將本刊簡介、各期
目錄、刊登論文之篇名∕摘要∕關鍵詞、作者姓名∕服務單位、
稿約及編輯委員會名單英文化，置於英文網頁中，方便英語
世界讀者查找。臺大歷史系中文網頁之原有連結仍屬有效，
英文網頁中新增連結至本刊英文專屬網頁，雙軌並行。「臺
大歷史學報線上目錄資料庫」亦新增英文介面，除保留原有
完整檢索功能，亦可以中英文檢索詞交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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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作業 
 本刊對於文稿的審閱、編排、校對，內文與封面
的印刷，乃至於發行（寄贈交換），都有明確規
範，嚴格要求，以維繫作者與本刊之學術信譽。
為確保文稿品質，編輯委員依其專業領域，負責
待刊論文之二校；助理編輯統籌來稿送審、定稿
之編排、校對、送印、電子論文上網及發行等業
務。 

  

收稿與審稿流程一 
 1.收稿後由助編先行處理，包括確認作者、字數、瞭解論文格式等。盡快送主編審閱。 

 2. 主編審閱。 

 2.1.論文形式不符本刊規範，向編委會建議退稿。 

 2.2.主編決定送外審，請文稿相關領域的編委提供審查人名單，主編決定送審名單，助編
執行送審業務。 

 3. 外審完畢，編委會議決可刊與否。A可刊，B修改後再議，C不可刊。 

收稿與審稿流程二 
 4.編委會審議制，主編權責，負責編委審查，全體編委討論。 

 5.定期完成審查 

 6. 通過刊登論文須再經與編委的互動 

如何投稿本刊 
 1. 各領域史學論文都收。 

 2. 完整的論文形式。分專題論文，研究討論，書評。 

 3. 嚴守字數規定。 

 4. 重要議題與新的考證 

 5. 雖可與自己過去研究重複，但不可以「自我抄襲」，且要有新義，且是作者關於這個研
究的最好論文。 

 6. 不必要的注應避免 

 7. 若被退稿⋯⋯ 

自我期許與展望 
 一，改制為季刊。 

 二，通過網路，進一步轉化為電子期刊。 

 三，建立好的peer review制度，既能刊登優秀的
論文，也能公平合理的審查來稿。 

 四，與臺灣的各優秀史學期刊負責人商議新的論
文規範，以共同推動臺灣史學的再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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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編輯流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
組織章程 

 一、 本系為編輯出版《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等相關事宜，設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之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本會置主編一人，由系主任提名本系專任教師，經系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產生。主編任期三年，得連任。 

 （二） 另置系內委員三名及系外委員四名，由主編推薦，提請系務會議核備後遴聘。 

 （三） 設英文編輯一名。 

 三、 本會之職權如下： 

 （一） 召開編輯委員會會議 

 （二） 稿件審查辦法之擬定。 

 （三） 邀稿、商議稿件審查人。 

 （四） 決定稿件之採用事宜。 

 （五） 處理編輯、出版等事務。 

 四、 本會採隨到隨審制，透過電郵討論及召開編輯委員會會議審議來稿之審查結果與刊登事宜。 

 五、 本會及工作人員，對於審稿事務均有保密之義務。 

 六、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投稿注意事項 

1稿約 

2撰稿格式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稿約 

一、本刊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出版，內容以專論、研究討論、書評為主。來稿以未曾刊登者為限，請勿一稿兩投。 

二、本學報兼收中文稿、英文稿，請參照本刊撰稿格式撰寫。中文論文(含專論與研究討論)以繁體字為限，字數以一
萬至三萬字為原則；英文論文以十五頁至四十頁打字稿（隔行打字）為原則。中文書評請勿超過五千字，英文書
評請勿超過十頁。 

三、來稿由本學報編輯委員會經初審通後，再送交二至三位校內外專家學者採雙匿名制審查。評審人完成審稿後，由
編委會逐一討論是否採用。 

四、來稿請附英文篇名（英文文稿請附中文篇名）、中文摘要（三百至五百字）、英文摘要，與中、英文關鍵詞。 

五、來稿請繳交以Ms-Word繁體中文版或其他純文字檔處理後之電子檔（如有特殊需要請另提供紙本），並附作者中
文及英文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地址、電話或e-mail等聯絡資料。 

六、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之版權問題（如圖、表及長引文等），請作者先行取得版權持有者之同意。 

七、如經刊載，不付稿酬，致送作者當期學報三本、抽印本三十本。 

八、本刊與華藝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電子期刊合作出版計畫，來稿刊載後如同意收於該電子期刊，請附授權同
意書。 

九、投稿或相關編輯事項之函件，請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辦公室。 

 地址：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7734-1504 

 E-mail：ntnuhistory@gmail.com（主旨請註明「學報投稿稿件」）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撰稿格式 
一、請以橫式（由左至右）寫作。文稿請按題目、作者、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正文、引用書目、英文摘要、英文
關鍵詞之次序撰寫。若有大小標題，請按一、（一）、1、（1）……之順序排列。 
二、中文標點符號請一律使用「全形」，例如：，；、。（）？！「」『』。破折號請用——表示，刪節號請用……表
示。書名號請以《》表示，篇名號請以〈〉表示(以下略)。 
三、正文每段第一行空兩格；獨立引文每行縮三格，不必加引號。 

四、首次述及之帝王或年號請附加西元紀年。(以下略) 
五、圖表照片請註明資料來源，並以阿拉伯數字為編號。說明時請註明編號，勿使用“如前圖”、“見上表”等方式。 
六、註釋請一律用註腳（隨頁註）。(以下略) 

七、引用專書及論文，請依下列格式撰寫： 
(一)中文 

1.專書(以下略) 
2.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注明版本與卷頁。(以下略) 
3.期刊論文(以下略) 

4.報紙：〈標題〉，《報紙名稱》（名〉，《期刊名》，卷：期（出版地，年．月），頁碼。(以下略) 
(二)西文 

1.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分），頁碼。(以下略) 
2.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月，年），頁碼。(以下略) 
3.報紙：〈標題〉，報紙名稱（出版地），日月年，版頁。(以下略) 

八、引用書目，其格式請比照註腳中之引書格式，但出版項不加（），西文之姓氏改置於前。書目請按文獻史料（檔
案、原典、考古報告等）、近人專書（中日韓文在前、西文在後）、近人論文與其他論述（中日韓文在前、西文在後）
之次序分類列出。 

mailto:ntnuhistor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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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修
改
後
採
用 

(

請
作
者
依
審
查
意
見
修
改) 

修
改
後
由
本
人
複
閱 

(

請
作
者
依
審
查
意
見
修
改
後
，

再
寄
原
審
查
人
複
閱) 

修
改
後
由
他
人
再
審 

不
採
用 

彙整審查意見、修改後文稿及作者審
查意見回覆書，以電子郵件寄給編輯
委員審議「採用」或「不採用」 

確認各篇來稿
審議結果 

不採用 
退
稿 

採
用 

確定本期各篇目次，並交印刷公司編輯排版 

校對 

博士班研究生
作電子稿校對 

印刷公
司排版 

一校：由碩、
博士班研究生
負責校對 

    二校： 
作者親自校對 

其
餘
各
校
均
由
碩
、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負
責
校
對 

最後定稿由執
行編輯確認 

出刊前，執行編輯
再作清樣確認 

印刷出版 

積極有效的溝通 
－－稿件進度查詢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Dl

DHI-OcmYniyoCnXeBxIZ0U-

mfi81kaADaDUtT1nE/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DlDHI-OcmYniyoCnXeBxIZ0U-mfi81kaADaDUtT1nE/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DlDHI-OcmYniyoCnXeBxIZ0U-mfi81kaADaDUtT1nE/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DlDHI-OcmYniyoCnXeBxIZ0U-mfi81kaADaDUtT1nE/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DlDHI-OcmYniyoCnXeBxIZ0U-mfi81kaADaDUtT1nE/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DlDHI-OcmYniyoCnXeBxIZ0U-mfi81kaADaDUtT1nE/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DlDHI-OcmYniyoCnXeBxIZ0U-mfi81kaADaDUtT1nE/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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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發展紀要 
時間 紀要 

1993年(民國82年) 6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奉准成立。 

1994年(民國83年) 6月，發行《臺灣史研究》第1卷第1期，半年刊。 

1995年(民國84年) 6月，自第2卷第1期換上張光直院士題字的封面。 

2000年(民國89年) 10月，收入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TSSCI）」資料庫之「人類學門」專業期刊。 

2004年(民國93年) 7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2005年(民國94年) 12月，退出TSSCI資料庫，改收入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臺灣人文
學引文索引（THCI）」資料庫。 

2007年(民國96年) 3月，從第14卷第1期開始，由「半年刊」改版為「季刊」。 

2008年(民國97年) 12月，國科會人文處發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歷史學門國內期刊
評比之研究〉，公布評比本刊為「一級刊物」。 

2011年(民國100年) 12月7日，收入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
心期刊（THCI Core）」。 

2012年(民國101年) 12月27日，獲得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0年度人文社會科學
期刊評比」審定證明書，本刊學術品質優良。 

2016年(民國105年) 3月18日，獲得國家圖書館「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最具影響力人
社期刊獎（歷史學門）第一名」。 

《臺灣史研究》組織架構（2017） 

主任委員 謝國興 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兼
所長 

編輯委員
兼主編 

劉士永 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兼
副所長 

編輯委員 鍾淑敏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兼副所長 

編輯委員 許雪姬 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 

編輯委員 林玉茹 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 編輯委員 詹素娟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編輯委員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 編輯委員 陳翠蓮 臺大歷史系教授 

編輯委員 黃美娥 臺大臺文所教授兼所長 編輯委員 蕭阿勤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編輯委員 薛化元 政大臺史所教授 

助理編輯 張隆志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助理編輯 陳宗仁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編輯助理 李安瑜 中研院臺史所助理 編輯助理 劉鴻德 中研院臺史所助理 

《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作業辦法 ： 

四、本會除主任委員外，另置編輯委員十名，其中所內委員五名，由本所研究人員就所內研究員與副研
究員中投票選任三名，所長聘任二名；另五名所外委員由所內委員推薦，經主任委員徵求被推薦人同意
後聘任。委員任期兩年，得連任。 

五、本會置主編一名，由主任委員兼任或指定所內委員一名擔任，任期兩年；置助理編輯二名，由所長
指定所內研究人員輪流擔任，任期一年；置約聘編輯助理一～二名，協助編輯相關事務。 

《臺灣史研究》審查流程 《臺灣史研究》編校流程 

《臺灣史研究》退稿與採用統計 

年度 審查中 退稿 逕行退(撤)件 採用 

2004 0 15(60%) 0 10(40%) 

2005 0 12(46%) 0 14(54%) 

2006 0 16(70%) 0 7(30%) 

2007 0 11(50%) 0 11(50%) 

2008 0 10(43%) 7 13(57%) 

2009 5 20(49%) 0 21(51%) 

2010 13 27(44%) 3 35(56%) 

2011 14 27(53%) 2 24(47%) 

2012 15 20(47%) 2 23(53%) 

2013 3 16(43%) 6 21(57%) 

2014 14 12(41%) 5 17(59%) 

2015 16 14(36%) 1 25(64%) 

2016 12 10(45%) 1 12(55%) 

《臺灣史研究》稿約 

 《臺灣史研究》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刊。本刊為一學術性刊物，刊行臺灣
史研究之相關著作。凡屬此領域之學術論著（中文不超過四萬字，英文不超過30頁為原
則）、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之相關短論（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三千字為原則）、研究
動態與文化活動報導（三千字為原則）等，均歡迎惠賜稿件。文稿請用橫式寫作。論著請
附中、英文摘要，各五百字以內為限；並附關鍵詞。 

 投稿者請依本刊體例撰稿。 

 投稿請一律寄文稿word電子檔一份；如寄文稿紙本者，請再附word電子檔。 

 《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已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需非專屬授權本所刊行電子版，或從
事其他非營利性質之利用。每一期紙本出版後，電子全文將刊登於本所網頁。 

 作者可獲得當期《臺灣史研究》五份、發表之著作抽印本五十份，及可能衍生的出版品。 

 經《臺灣史研究》發表之論文，由作者自負文責。 

 來稿及通訊請寄：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
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收；或將電子檔寄至：twhr@gate.sinica.edu.tw。 

 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如發表於研討會中，請告知本刊該研討會不出版論文集。 

 本刊全文電子檔網頁：http://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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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2016年刊登論文一覽（一） 

卷：期 作者 論文名稱 頁數起迄 

23：1 

蔡米虹、
張伯宇 

鄭氏武將陳澤晉任統領署先鋒右鎮總兵官之
詮釋 

頁 1-34 

張怡敏  
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及其發展（1899-1912 

年）：兼論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 
頁 35-74 

李毓嵐 
陳懷澄的街長公務職責與文人生活：以〈陳
懷澄日記〉為論述中心（1920-1932） 

頁 75-120 

陳文松 

 

從躲空襲到避政治：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吳
新榮的圍棋戲 

頁 121-153  

玉置充子 
「臺北州檔案」：日治時期鶯歌庄行政文書
之概要與史料價值 

頁 155-188 

23：2 

黃富三 林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復興 頁 1-64 

顏杏如 
歌人尾崎孝子的移動與殖民地經驗：在新女
性思潮中航向夢想的「中間層」 

頁 65-110 

莊勝全 
紅塵中有閒日月：1920 年代黃旺成的社會觀
察、政治參與及思想資源 

頁 111-164 

洪紹洋 1950 年代臺、日經濟關係的重啟與調整 頁 165-210 

《臺灣史研究》2016年刊登論文一覽（二） 

卷：期 作者 論文名稱 頁數起迄 

23：3 

陳宗仁 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 頁 1-42 

連 克、
曾耀鋒 

經營理念與派別之爭：日治時期大成火災海上
保險株式會社經營始末 

頁 43-84 

蘇瑤崇 
論戰後（1945-1947）中美共同軍事佔領臺灣
的事實與問題 

頁 85-124 

許宏彬 
熱帶環境、移居者與敏感身體：1980 年之前
臺灣過敏研究與診療 

頁 125-174 

23：4 

J. Bruce 

Jacobs 

A History of Pre-Invasion Taiwan 頁 1-38 

李文良 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 頁 39-80 

林巾力 
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臺灣文
學史」書寫 

頁 81-122 

葉高華 
分而治之：1931-1945 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
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 

頁 12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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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哲學學報 
 

鄭光明 
政大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政大哲學學報主編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創刊於民國八十三年，
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出版。自第八期（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起變更版面，並更改為半年刊，刊載哲
學方面之學術論述、學術討論、學理應用、書評書
介等各類文稿。 
  
自民國九十五年起，每年均獲得國科會人文學研究
中心補助期刊編輯費用，並列入「臺灣人文學引文
索引核心期刊資料庫」(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Core,簡稱 THCI CORE) 名單中。
九十六年十一月榮獲國科會「哲學學門國內專業學
術期刊」評比第一名。2013年更榮獲國科會「100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哲學學門A等期刊。 

政大哲學學報特色 

政大哲學學報特色： 
歷屆主編 
屆期  任職起迄時間  姓名  主編期別  

第一屆  ～ 84/7/31  何信全  創刊號  

第二屆  84/8/1 ～ 85/7/31  蔡錚雲  第 2 期  

第三屆  85/8/1 ～ 86/7/31  林鎮國  第 3 期  

第四屆  86/8/1 ～ 87/7/31  汪文聖  第 4 期  

第五屆  87/8/1 ～ 88/7/31  張鼎國  第 5 期  

第六屆  88/8/1 ～ 89/7/31  彭文林  第 6 期  

第七屆  89/8/1 ～ 90/7/31  汪文聖  第 7 期  

第八屆  90/8/1 ～ 94/7/31  林從一  第 8 、 9 、 10 、 11 、 12 、 13 期  

第九屆  94/8/1 ～ 96/7/31  詹 康  第 14 、 15 、16 期  

第十屆  96/8/1 ～ 98/1/31 詹 康  第 17、18、19、20期  

第十一屆 98/2/1～ 100/7/31 蔡錚雲 第21、22、23、24、25、26期 

第十一屆 100/8/1～ 102/7/31 林遠澤  第27、28、29、30期 

第十二屆 102/8/1~103/07/31 汪文聖 第31、32期 

現任主編 103/08/01~ 鄭光明 第33、34、35、36、37、38、39、40、41期 

•  推選編輯委員會  
 
由系務會議推選「編輯委員會」委員七人，本系專任教師二位與系外教師五
位，委員任期兩年。 
 
•  決定審稿人  
 
「編輯委員會」召開編輯會議，決定每篇投稿論文之審稿人，每篇投稿論文
之審稿人列二位正取、二位備取。具下列身分者不得擔任審稿人： 
 
1. 與投稿人同在一最小學術單位服務者 ( 如同在政大哲學系、中研院歐美所 ……) 
 
2. 與投稿人具指導論文師生關係者 
 
3. 與投稿人目前共同主持一研究計劃者 
 
4. 過於資淺者 
 
•  聘請審稿人  
 
主編及編輯助理依「編輯委員會」決定之審稿人名單聘請審稿人，每篇論文
送二位審稿人審查。 (審查採雙匿名審查：投稿人及審稿人皆不知對方為誰) 
 
 

 

政大哲學學報編委會 
的運作流程 

審查意見分為「原稿採用」、「修正後採用」、「修正後再議」、「不適用」
四等級(詳見審查意見書)。審查結果判定方式如下表所示： 
 

 

政大哲學學報論文的 
審查標準 

第一份審查意見 

原稿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議 不適用 

第
二
份
審
查
意
見 

原稿採用 審查結果1 審查結果2 審查結果3 審查結果4 

修正後採用 審查結果2 審查結果2 審查結果3 審查結果4 

修正後再議 審查結果3 審查結果3 審查結果5 審查結果5 

不適用 審查結果4 審查結果4 審查結果5 審查結果5 

  

審查結果1：通過刊登。 
審查結果2：通知投稿人依審查意見修正後採用。 
審查結果3：由編委會決議是否讓投稿人逐項答覆後，送回原審查人審查，或
送第三人審查。 
審查結果4：送第三人審查 (審查結果只在「接受刊登」及「予以退稿」兩項擇
一決定)。 
審查結果5：予以退稿。 

 
•  修訂  
完成審查程序後，主編及編輯助
理將「審查意見書」匿名寄予投
稿人，並知會被接受刊登之投稿
人參考審查意見修訂論文 
 
•  排版、送印、出刊 
 

政大哲學學報論文的 
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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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為哲學專業學術期刊，凡哲學之學術論述、學術
討論、學理應用、書評書介等各類文稿，均所歡迎。 
 
一、來稿請用電腦打字，並請提供列印稿，頁碼按序標明，以利作業。本刊
亦接受由電子郵件附加檔投稿之方式。 
二、各類文稿以不超過三萬字為原則。 
三、來稿資訊應包含下列各項： 
（1）標題頁：中英文論文題目、中英文關鍵詞、作者中英文姓名、任職機
關中英文名稱、地址暨職稱，及作者之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 
（2）300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 
（3）正文。 
（4）參考文獻部分，請列出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即可 
論文格式請參閱本刊撰稿凡例。 
四、主題論文與研究論述須以不具名方式，送相關學者專家二至三人匿名審
閱，故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份之資訊。 
五、本刊編者因編務需要，有權潤飾文字及更改格式。若有其他方面須修改，
請作者依編輯委員會之建議處理。 
六、本刊致贈作者抽印本 40 份及本刊兩年份，不另支稿費。 
七、本刊採印刷式及電子式等多元方式發行。作者來稿需同意本刊之發行方
式。 
八、已發表或已投遞他處之稿件，請勿再投寄本刊。 
九、稿件請一律寄送電子檔至：thinker@nccu.edu.tw。 

 
 

投稿政大哲學學報 
須注意及避免的事項 

 
• 問題導向 
  
• 針對爭論中的哲學問題，
提出解決之道 
 
• 避免讀書報告式的論文 
 
 
 
 

優質稿件須具備的要素 

 
• 針對審查者提出的質疑，
一一詳細回應 
• 如果審查者誤解了論文的
論點，也要捫心自問：是否
是由於論文寫作不清楚所致 
• 學術研究基本態度：虛心
受教，承認自己無知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 避免黨同伐異 
• 對於哲學問題的另類、
有趣的解決或提問方式，
有能力看出其重要性 
• 對論文提出具建設性的
意見 

審查者注意的事項 

 
• 如果認為論文因為審查者評
審不公而被退稿 ，應該怎麼做？ 
  
• 應該原封不動，另投另一期
刊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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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飛 鵬 

臺大佛學研究中心主任 

本刊緣起 

本學報前身為《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由

臺大哲學系釋恆清教授於1994年進行籌劃，

1996年創刊。2006年（第14期）起更名為

《臺大佛學研究》，且由一年刊改為半年

刊，於每年6月及12月出版。本學報的宗

旨為：提供佛教研究學者發表成果的園地，

致力於提升臺灣佛教學術研究的成就及國

際能見度。 

本刊特色 

本學報之「佛學」採取廣義，舉凡與佛教有關

之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心理、教育等學

術論文，皆在刊載之列。本學報目前為THCI 

Core哲學（宗教）學門當中，唯一專門以佛教

研究為主的期刊。自創刊以來，受到臺灣學界

的好評，於2008年起，列名國科會人文學研究

中心所評鑑之「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2016年起列名於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評鑑之「臺灣人文學核心
期刊THCI」之中。 

 

編委會之組成與運作 

本學報係由臺大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支持運作，
由全體中心成員教師（執行委員）推舉學報主編，
再由主編遴聘編輯委員，組成編輯委員會。 

學報編委會組成之原則與條件： 

(1) 編輯委員皆為教授等級。 

(2) 編輯委員盡量涵蓋各佛學專業領域。 

(3) 編輯委員須具有相當的學術成果、學術地位。 

(4) 編輯委員學術傾向必須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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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2016-2018）編委會名單 

 
主編 杜保瑞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編輯委員 

杜保瑞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何建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姚玉霜 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侯坤宏 前國史館纂修 

涂艷秋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郭朝順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越建東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哲學研究所 

趙飛鵬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釋見弘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文稿審查流程 
 

本學報採取雙向匿名之外審制度。  

投稿之論文至少將受兩位同儕匿名審
查。  

作者將文稿寄達本學報後，主編就來
稿的議題與性質，諮詢全體編輯委員，
以決定審查委員。  

 

初審結果狀況表 

 

審查狀況暨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之意見 

採用， 

不需修改 

修改後採用 不予採用 

第二位審查

委員之意見 

採用， 

不需修改 

1 2 3 

修改後採用 2 2 3 

不予採用 3 3 4 

狀況1： 

原稿採用。本學報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人，

以供參考。 

狀況4： 

函知投稿人不予採用。本學報將審查意見寄

給投稿人參考，以利修改進步。 

狀況2： 

進一步細分為：A.修改後需經審查人覆閱；B.修
改後不需經審查人覆閱；C.修改後由編委會決定
刊登與否。來稿作者參照審查意見修改文稿，並
經覆閱或本刊編委會確認後，通過刊登。 

狀況3： 

送請第三位審查委員審查。如果第三位之審查結
果為A.「採用」，則送請投稿人修改後，議決刊
登；如果是B.「修改後採用」，則亦送請投稿人
修改後，議決刊登；如果為C.「不予採用」，則
函知投稿人不予採用。 

本刊將審查意見送交投稿人之後，請作者於期
限內，將修整完備的文稿，寄回本刊。在文稿
的最後版本確認後，作者即不得再對文稿之內
容，進行任何更動。 

本刊編委會依據匿名審查委員之審查意見，保
有針對來稿進行查核其修改狀況，以及議決是
否予以刊登之權利。 

為本刊所採用之文稿，其刊登時間，依照審查
進度、以及當期稿件篇數而定。學報編委會將
通知投稿人，有關其文稿的刊登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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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審查原則 

一：論文結構是否正確。 

二：是否明確說明研究問題及理論依據。 

三：是否系統性地闡明材料與方法。 

四：是否解釋研究結果，但不可過度解釋結果。 

五：是否闡明研究限制。 

六：是否說明研究中未預測到的結果。 

七：是否將審查者提供之建議，結合至修改論文。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論文作者須將審查者所提供之建議，結合
至修改的論文中。 

須另文逐點說明修改要項，與回應審查者
意見。 

論文作者若認為不必按照審查者之意見修
改，也必須回應，說明不修改之理由。 

審查者注意事項 

文稿審查時程一般為三十天，為避免影響
後續作業時間，請務必於期限內審畢。 

審查人請就稿件評論、審查意見兩項，予
以評審。建議作者修改之相關意見，盼能
盡量客觀、詳細、具體指陳。 

注意論文的引用資料是否正確，並不可違
反學術倫理。 

 

編輯中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有些論文題目太過專業，過於冷僻，不容易找
到審查人。 

解決方法：不斷擴大尋找、請編輯委員集思廣
益，推薦名單。 

有些審查意見過於情緒化。 

解決方法：(a)非常嚴重的話，審查意見作廢，
再另找適合之審查委員。 (b) 請其中一位編輯
委員針對文章和審查意見進行複審。(c) 交由編
輯會議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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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東吳哲學學報》 

 蔡政宏 

東吳大學哲學系 

1 

1. 期刊特色 

• 領域廣泛 

▪ 知識論、形上學、心靈哲學、語言哲學、
哲學邏輯、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歐陸
哲學、中國哲學、哲學史、宗教哲學 …

等等領域。 

• 審查嚴格 

• 書評、書評論文 

2 

1. 期刊特色 

• 榮譽 

▪ 科技部100-103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專業類
學術期刊評比：A級期刊 

▪ 2008年-2015年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
期刊(THCI Core) 

▪ 2016年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THCI第一級 

▪ 收錄於 The Philosopher’s Index 

3 

2. 編委會的運作流程 

• 半年刊（每年2月、8月出刊） 

• 主編收稿後，交編輯委員會決定送審與否。  

• 如決定送審，則由編輯委員會決定2位審稿
人，並提名3~5人排序作為候補審查人選。  

▪ 審查人之提名，執守專業原則，並避免
可能產生偏見或困擾之人情關係。  

▪ 雙匿名：送審文章匿名，審查人名單不
公開。  

4 

2. 編委會的運作流程 

• 審查意見分為下列四等： 

  1.「原稿採用」 

  2.「修改後採用」 

  3.「修改後再審」 

  4.「不予採用」 

 

• 處理方法如下表： 

5 

2. 編委會的運作流程 

處理方式 

第一位評審意見 

原稿採用 修改後採用 修改後再審 不予採用 

第二位 
評審意見 

 

原稿採用 1 1 3 4 

修改後採用 1 2 3 4 

修改後再審 3 3 3 5 

不予採用 4 4 5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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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委會的運作流程 

• 狀況 1：即原稿採用，並將審稿意見寄予投稿人
參考。  

• 狀況 2：函寄投稿人逐項答覆，編輯委員會通過
後予以刊登。  

• 狀況 3：函寄投稿人逐項答覆，並送回原審查人
再審。再審結果則限定為原稿採用、修改後採用
與不予採用三種，最後再由編委會決定。  

• 狀況 4：送第三人審查；編委會依第三人審查之
結果決定是否採用。 

• 狀況 5：發函通知不予採用，並將審查意見寄予
投稿人參考。  

7 

3. 論文審查標準 

• 具哲學性 

• 有新貢獻 

• 論述嚴謹 

• 尊重個別領域差異 

• 尊重審查人專業意見 

 

8 

4. 投稿須注意及避免的事項 

• 避免一稿兩投（包括以不同語言一稿兩投） 

• 避免明/暗示作者個人資訊 

 

9 

5.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 審查中修改： 

▪ 對審查意見逐條回應 

▪ 避免情緒用語 

• 接受後修改： 

▪ 中、英文摘要 

▪ 引用格式 

▪ 書目格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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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戲劇研究》 

主       編：林鶴宜 

助理編輯：吳孟芳 

期刊特色 

 學術性 

◦ 和國內其他戲劇性質刊物的不同 

 《民俗曲藝》、《戲劇學刊》、《戲曲學報》、
《戲曲研究通訊》、《表演藝術》 

◦ 純粹學術性的戲劇專業 

 

 國際性 

◦ 數位化 

◦ 規格化：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 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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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研究》歷年作者國籍統計 

臺灣作者 大陸作者 美國作者 英國作者 日本作者 韓國作者 

期刊審查流程 

編輯部收稿 確定來稿狀態 編委會初審 

符合資格者，編委

提出審查人選 

1/2以上編委同意後，

編輯部發邀審函 

送件審查，過程採

完全匿名制度 

審查結果回傳，由

編委會討論決議採

用、退稿或其他 

依審查結果，寄發

採用函、退稿函或

其他 通知作者 

《戲劇研究》歷年退稿率 

未處理 
 
完成 

 
稿件數 

該年收到的稿件中已處理完成者 
退稿率計算 

A/(A+B) 退稿件數(A) 通過刊登數(B)  撤稿件數 

2016年 6 11 7 2 61  % 

2015年 5 12 13 2 48  % 

2014年 10 17 9 0 65   % 

2013年 7 18 12 1 60   % 

2012年 7 16 10 1 62   % 

2011年 2 14 11 0 56   % 

2010年 4 10 12 0 45.4  % 

2009年 0 10 14 0 41.7  % 

2008年 0 11 16 0 40.7  % 

編委會運作方式 

 編輯分工提升效率 

◦ 依學術專長分為「華文戲劇/戲曲」、「西洋戲劇/

理論」兩組，協助審查或推薦審查人 

◦ 針對其所專精之領域積極向重要學者邀稿，或延
攬新進學者的創新研究成果 

 

 編輯會議彈性嚴實 

◦ 網路會議隨到隨審，即時有效  

◦ 實體會議一期一會，決議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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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注意事項（摘自本刊稿約） 

 一、本刊謹接受未曾正式出版之戲劇、戲曲、劇場
研究方面之學術論文，不接受書評、戲劇記錄。 

 四、本刊僅接受中、英文論文。中文以不超過三萬
字為原則，英文以不超過A4紙隔行列印五十頁為原
則。 

 六、論文中牽涉版權部份，作者須事先取得原作者
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七、論文勿一稿多投。經錄用之論文，須授權本刊
得以紙本、光碟及網路出版方式發行。 

 八、本刊刊載之論文，除作者本人出版專書外，非
經本刊書面同意，不得翻印、翻譯或轉載。 

 

優質稿件須具備的要素 

原創性 

學術貢獻 

資料運用 

分析論證 

組織結構 

文字 

其他 

審查原則 

審查者須匿名、並不得有針對個
人謾罵或無關論文內容之評論 

 

論文修改原則 

依本刊撰稿格式 

內文參酎審查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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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藝術學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曾少千 

關於我們 
創刊於2006年，由國立中央
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編輯發行
的半年刊，至今已刊20期。 

 

經費和人力 

• 經費來自中央大學人文中心和藝術學研究所。 

• 編輯部成員：主編為所長擔任，以及兩名碩士生兼任助
理。 

• 編輯室位於中央大學近代美術史資料室。 

 

 

收錄論文特色 
• 刊登藝術史、藝術理論、美學、視覺文化、電影、音樂學

的學術論文 

• 涵蓋海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者以中英文發表，促進校
際和國際學術交流。 

• 研究視野和方法，反映藝術學的重要發展。 

• 著重近現代東亞和西方藝術史領域，視覺媒材包括繪畫、
素描、版畫、雕塑、裝置、器物、建築等。 

• 電影與影像研究方面的論文，在質量上具有優良口碑。 

• 少數專輯規劃主題徵稿。 

 

編輯委員會 

❖ 藝術學門資深學者14位： 

 

賴毓芝、李秀琴、盧慧紋、林文淇、吳方正、周芳美、謝佳
娟、巫佩蓉、曾少千、曾瀚霈、李明明、劉瑞琪、吳金桃。 

 

❖ 編輯委員會的責任： 

 

內審來稿、推薦審稿人、出席編輯委員會議、決議刊登內容、
提供發展方針諮詢。 

作業流程 

• 本刊採雙匿名審稿制度。 

• 來稿首先經過內審，由編輯委員
確認稿件屬性是否符合本刊方向、
是否為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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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 
四、總評（請提供具體詳盡的文字意見）： 

  
  
 
 

五、修改建議（凡「不推薦」或預估修改後水
準仍不能提升到「良」之文稿，不必提供修改
建議。）： 

編輯排版 

• 每篇獲得審查通過的論文，皆經過兩位編輯助理共同三
校，以及作者和主編的仔細檢查。 

• 圖版的授權使用由作者負責取得，數量沒有限制，一律放
置於文章後面，並附圖版目錄。 

• 封面採全彩印刷，內文為黑白印製。 

• 自第15期起，將版面擴大為B5尺寸，封面刊登ㄧ作品圖
片，重新設計字型，增強視覺效果。 

 

出版流通 

❖ 本刊紙本印刷160份，寄送給國內大學藝術相關系所和學
者，以及國外交換贈閱的單位。 

❖ 本刊官網供全文瀏覽下載。 

❖ 收錄於電子資料庫：國家圖書館、華藝、遠流、Hyread、
THCI。 

❖ 出刊時發送電子郵件予相關單位和學者，並在藝術學研究
所的粉絲專頁發佈消息。 投稿者注意事項  

 

• 中文文稿以一萬字至三萬字為原則。請註明論文題目及其譯名，並附上中英文關
鍵字以及三百字摘要。 
 

• 本刊採雙匿名審稿制，來稿內容請勿透露作者身分資訊。請另外 註明作者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電子信箱、通訊地址、電話， 以便聯絡。 

  
• 有關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卷末或《藝術學研究》網站說明。符合撰稿格式及各

部分皆完備之文稿， 始得受理。 
  
• 採隨投隨審制度，請將稿件及圖片電子檔寄至編輯部電子公務信箱：

journalofartstudies@gmail.com 

請多參閱近期文章 

修改稿件 向出版邁進一大步！ 

• 請參考初審意見，靜心檢視文章如何改進。 
 

• 準備答辯說明，用理性態度一一回應初審意見。 
 

• 將修改稿另存新檔，用顏色標示修改處。 
 

• 如果有文章主題無法完善顧及的部分，可考慮捨棄，未來再處理。 
 

審稿者注意事項 

❖ 請仔細閱讀之後，慎重評分。 

❖ 說明文章的見解、論證、文獻資料各方面的優缺點。 

❖ 提供建設性的改進意見，讓藝術學的學術品質提升。 

❖ 確認擇一勾選：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審、退稿 

❖ 留意交回意見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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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瀏覽期刊網站 

http://art.ncu.edu.tw/journal/ 

 

謝謝參加和聆聽！ 

http://art.ncu.edu.tw/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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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研究》 
Research in Arts Education 

特色與運作模式 
 

報告人：蘇郁惠 

國立清華大學音樂系教授 

兼電資院音樂、科技與健康中心主任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三十期主編 

沿革與榮譽 
• 創刊- 2001 / 05由「藝術教育研究
期刊編輯委員會」創辦 

• 發行週期-半年刊(迄今31期) 

• 出版方式：紙本期刊及電子版 

• 收錄：TSSCI、THCI Core、ACI 

• 榮譽： 

– 國科會評鑑「最優良期刊」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A」級
期刊 

– 國家圖書館「台灣最具影響力
學術資源」最具影響力人社期
刊獎：藝術學學門第一名 

宗旨與定位 
• 宗旨：藝術教育係一整合性領域，故本學刊雖以藝術

教育為關注之焦點，但為強調其科際整合之特質，凡

視覺藝術教育、音樂教育、舞蹈教育、戲劇教育、設

計教育、藝術行政教育、藝術科技教育、美學教育、

美術史教育、藝術博物館教育等之研究報告，及各種

與藝術教育相關之人文社會科學論文，且不論採用實

證性、哲學性或敘述性研究方法之學術性稿件，均皆

歡迎。投稿者不分國籍、單位、性別、層級或理念走

向，凡合乎投稿須知者皆予收納審核。 

• 定位：本刊為非營利性質，以服務領域同仁為目標，

本身並非評鑑機構，而是學術發表平台與公益性的學

術品質守門者。 

編輯原則 
• 一、學術性：為促進藝術教育研究，每年發行二期，每期約四篇。 

• 二、中立性：本刊不隸屬任何單位或組織，其宗旨、投稿須知及重大

事件處置均經顧問委員會同意後實施。 

• 三、公正性：稿件一律經專業審查，外審名單及複審結果，由期刊編  

輯委員於編輯委員會議中票決之。 

– 編輯委員：由顧問委員中推舉四名編輯委員擔任，任期二年，每

人於任內各主編一期，四人於編委任期間皆不得投稿。  

– 編輯委員會議：由當期主編召開，須有當屆四位編委（含主編）

至少三人出席，監委至少一人出席；以當期主編為首之編輯委員

會是當期的核心決策機構，監委協助之。編委會需共同堅持程序

正義與研究倫理、每次會議皆須由主編詳實撰寫會議記錄。 

– 主編是流程中各方（包括作者、外審、編委、執編、助編、校對、

輸出廠、編助、顧問）間，唯一之溝通橋樑。 

– 為維護作者與外審審查人之權益，主編親自（獨自）處理文稿之

收件、匿名與郵務等工作，以及與作者、審查人間之聯繫，並恪

守研究倫理，嚴格保護相關人士個人資料。 
 
 
 
 
 
 

 

 

 

編委會的運作流程 
初審→複審→編輯與校對→出刊→交接 

 

 

• 第一次編委會議：檢視所有稿件、議決可送初審之稿件及審查委員 
– 全體編委、監委一起閱讀所有稿件，依其與本刊宗旨符合度、APA格式、基本學術標準及學

術倫理要求，決定是否送外審。 
– 審查人選應兼顧稿件之（1）次領域差異（2）主題與研究方法，並注意審查人選之專業背

景、學術聲望、已知評審水準及迴避原則。 
→初審開始：主編親自（獨自）處理文稿之收件、匿名與郵務等工作，以及與作者、審查人間

之聯繫，並恪守研究倫理，嚴格保護相關人士個資。初審意見回收後，由主編先行檢視內
容及彙整結果。 

• 第二次編委會議：檢視初審意見、議決可送複審之稿件 
– 全體編委、監委一起閱讀原稿、初審意見（匿名）及主編彙整表。同一稿三件初審結果中，

有兩件為通過者（含通過、通過但須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再複審者），即可決議為初審通
過、可送複審之稿件。委員對外部初審結果有異議時，得經全體出席者討論決定推翻。 

– 對於「不通過」者，主編彙整初審意見給作者參考，並說明同一稿件經作者修訂後，本刊
鼓勵未來不限次數重新投稿。 

→複審開始：主編親自將原稿、「修正後通過」之修訂稿（含Word以及PDF檔）、複審意見表
及作者函，寄交審查人（複審者即初審者），進行複審。複審意見回收後，由主編先行檢
視內容及彙整結果。 

• 第三次編委會議：檢視複審意見、議決當期可刊登之稿件 
– 全體編委、監委一起檢視並討論複審意見（匿名）。如無異議，則稿件進入編輯流程；如

有異議，或發現未確實修訂，經編委會決議，可再退稿或由主編再轉知作者修訂或說明。 
– 作者之修訂須於該期期刊進入校對程序前完成，此時由主編全權決定是否刊登。主編若無

法決定，或因其他突發原因需要，可委託第四位外審(審查費由本刊負擔)，並於外審完成
後召開第四次編委會，討論並決定審查結果。 

→編輯與校對開始：第一階段編輯(內容與格式編輯)、第二階段編輯(排版與校對) 
 

稿件的外部審查(及自我檢視)標準 

• 與本刊宗旨的符合度 

• 基本學術標準 

– 研究主題重要性 

– 理論基礎紮實度 

– 研究方法嚴謹度 

– 格式一致 

– 見解創新 

– 所獲結論對藝術教育界有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 APA格式 

• 著作權法及學術倫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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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本刊須注意及避免的事項 
(詳閱投稿須知) • 一般事項: 

1. 投稿：採郵寄方式投稿，代收者：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 稿件：中文或英文、Word打字；本文需含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主文、引用文獻，依序影

印裝訂為四份。 

-  附件 (1) 聲明函(2) 授權書(3) 個人基本資料(4)外審費用郵政禮券三張，每張各新台幣

壹仟元整，做為外審（三人）費用，第一次期刊編委會決議不送外審之稿件，禮券原

數退回作者(5)光碟片或USB隨身碟 

- 一律不予退稿，截稿日期為每年一月十五日、七月一日。 

- 本刊依循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APA）出版之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六版撰寫格式。 

2. 初審及複審：2015年起，採用華藝線上投審稿系統(該系統使用者包含投稿

者、評閱者、期刊主編、編輯助理) 

3. 編輯及校對：主編與作者採email電子郵件方式進行。 

• 特別注意事項: 

1. 投稿需未曾公開發表（於研討會發表但主辦者不擬印行者除外） 

2. 非正在其他發表管道審查或出版過程中 

3. 投稿附件不齊者可先送外審，但未繳附件須於第二次編委會前追繳齊全，否則

停止外審程序，視同退稿。 

論文修改須注意的事項 
• 初審後修改： 

– 作者必須依據初審意見、編委會意見，以及主編指示詳實修訂，

並另附函件逐條說明稿件修訂之情形與理由。 

• 複審後修改： 

– 作者必須依據複審意見、編委會意見，以及主編指示詳實修訂，

並另附函件逐條說明稿件修訂之情形與理由。 

– 修訂完成的稿件(Word以及PDF檔)，依序含中英對照封面頁、中

文與英文摘要及關鍵字、所有圖表與引用文獻（中文稿件須附漢

語拼音對照）之全文、中文提要或英文Summary(約一千字)。以上

資料須連同作者函，一併透過電子郵件寄還主編，以便進行複審。 

• 論文修改需繳交附件： 

–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格式檢核表 

– 作者初(複)審後修訂說明 

– 修正說明與審查意見回覆表 

 

審查者注意的事項 

撰寫審查意見 

•依據嚴謹學術審查標準

（如TSSCI、THCI Core

等）進行稿件初審。 

•審查意見以不少於三百字

為原則。 

 

建議審查結果 

• 初審 
– □通過後接受 

– □通過，但須參納審查意見修 
改，送複審通過後，再行刊
登。 

– □不通過，但建議參納審查意
見進行修改，鼓勵再行投稿。 

– □不通過 

• 複審 
– □通過後接受 

– □修正後通過（須參納審查意
見修改，俟通過後再行刊登） 

– □不通過 

 全文下載、線上投稿 

採用-華藝線上投稿暨評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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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與講者通訊聯絡方式 

 

開幕式 

 

召集人 陳純音 chunyin@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共同召集人 江丕賢 stanokong@thu.edu.tw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共同召集人 張妙霞 mhchang@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場次 1 

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之經驗分享  

主持人 戴浩一 lngtai@ccu.edu.tw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主講人 何萬順 hero@nccu.edu.tw 

onesoon@gmail.com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場次 2 

學者投稿經驗分享  

主持人 陳淑卿 schen@dragon.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 

主講人 祁立峰 lifeng@dragon.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游逸飛 yifei.you@g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嚴瑋泓 whyen@thu.edu.tw 東海大學哲學系 

 

 

 

 

 

 

 

 

 

 

場次 3 

期刊主

編的論

壇 

 

 

 

 

 

 

 

文學一 

主持人 廖美玉 myliao@fcu.edu.tw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與談人 許俊雅 t21018@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李貞慧 jhlee@mx.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蔡振念 jnchai@mail.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學二 

主持人 馮品佳 pcfeng@yahoo.com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與談人 林質心 chl202@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陳明姿 mungtzu@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黃涵榆 chyhuang@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語言 

主持人 黃美金 lhuang@g2.usc.edu.tw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暨英語溝通碩士班 

與談人  丁仁 ting@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陳秋蘭 clchern@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劉承慧 chhliu@mx.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歷史 

主持人 林富士 fslin@gate.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與談人 

 

 

甘懷真 kan@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葉高樹 t23003@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劉士永 liumike@gate.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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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 

主持人 史偉民 wmshi@thu.edu.tw 東海大學哲學系 

 鄭光明 adali@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趙飛鵬 fpchao@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蔡政宏 chtsai@scu.edu.tw 東吳大學哲學系 

藝術 

主持人 謝明良 mlhsieh@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林鶴宜 lhy@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暨研究所 

曾少千 sctseng@cc.nc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蘇郁惠 yuhueisu@mx.nthu.edu.tw 

yhsu@mail.nd.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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