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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一、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一） 計畫中文摘要

本研究擬針對(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政治學門期刊排序進行新一輪的

探討，以期建立國內政治學界在此問題上之新共識，其重點在於：整理一套具有

時間縱軸的資料庫，從而建立一套包括政治學次領域（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公

共行政，比較政治、區域研究）的期刊排序，並提供一套政治學門個別國際期刊

特別屬性的質化背景資料。

關鍵詞：政治學、國際期刊排比

（二） 計畫英文摘要

This research utilizes th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ranking order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a reference in order to fashion an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Taiwanese

scholarly community. The research aims to the following goals: 1). To set up a

longitudinal time series data set, 2). to incorporate all the subsets of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rank order, including political theor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area studies, and 3). to provide a qualitative

reference data set on all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incorporated.

Keywords: 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rankings



二、研究計畫內容：

建立政治學門國際期刊排比意義的新共識

（一）、問題意識：

國內各學科近年來在評量學術成就最常使用的標的之一乃為國際學術期

刊，常用的指標有二：一為「社會科學文獻引用資料庫」（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的「影響因數」(Impact Factor），此乃在一個特定年度內某期刊刊

載文章平均被引用的次數之謂；另一為「期刊引用文獻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以下簡稱 JCR），此乃在一特定年度針對全球六十多個國家，上千多種

學術期刊所做的高低排序之謂，其中社會科學類計有一千七百多種，涵蓋四十多

個主題。換言之，前者係針對個別文章被引用的情況，後者乃係針對個別期刊被

引用之情況，本研究乃係針對 JCR 而為之。一般而言，學術界有關使用 JCR 指

標所產生的困惑在於：同一學門內的專業領域分化，形成了學門內期刊排序上的

認識不一和共識不足的問題，以及對一些較新的期刊或是高度自行引用的期刊，

此一指標可能容易造成偏差。

另外，如果期刊評量指標僅依賴「影響因素」所做出的排序，其意義是否可

以肯定？其他因素如「引用總數」（Total Cites）、「立即索引」（Immediacy Index）、
「被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等是否有必要一併列入計算？又是如何計算？

這些因素或許都有加以釐清之必要，之後本文會加以說明。首先，有關次學門分

類的問題，以 JCR 之政治學門為例，此一資料庫收錄了八十七種期刊，JCR 亦

就政治學門的次學門：包括五十三種國際關係期刊、三十五種區域研究期刊、二

十七種公共行政期刊，並依所謂「影響因素」高低依序進行排序。

表（一）：調整前政治學門及其次領域期刊數量表

政治學 國際關係 區域研究 公共行政 總數

數量 87 53 35 27 202

為了進一步梳理 JCR 所收錄政治學各種次學門的期刊脈絡，本研究將表（一）

所列之四類期刊分門別類之。先將政治學的八十七種期刊進一步區分為政治理論

和比較政治兩個次領域，再將此一類別與其他次學門重複之期刊刪除後，歸類為

七十種期刊。國際關係刪除與區域研究重複的兩種，得出五十一種期刊。區域研

究和公共行政次學門則分別為三十五種和二十七種期刊。（表二）



表（二）：調整中政治學門及其次領域期刊數量表

數量 與政治

科學類

重複

與國際

關係類

重複

與區域

研究類

重複

與公共

行政類

重複

扣掉重複後的總

數

政治科學

（政治理

論、比較政

治）

87
(70)

13 3 2 70（國際關係與

區域研究重複一

本）

國際關係 53
(51)

13 2 0 51（與區域研究

重複二本）

區域研究 35 3 2 0 35
公共行政 27 2 0 0 0 27
總數 202

(183)
183

表（三）顯示出調整後政治學門及其次領域期刊數量，分別為：政治理論三

十種、比較政治三十九種、國際關係五十一種、區域研究三十六種、以及公共行

政二十七種，總數為一百八十三種期刊，這也是本研究所依據的所有政治學門期

刊總數。為了更精準的分類，表（三）中比較政治類別的（Chinese Law &
Government）移至區域研究類別後，上述兩類期刊分別計為三十種與三十六種。

表（三）：調整後政治學門及其次領域期刊數量表

政治理論 比較政治 國際關係 區域研究 公共行政 總數

數量 30 39 51 36 27 183

職是之故，本研究將 JCR 原先之政治學類區分為政治理論和比較政治兩類，

加上國際關係、區域研究和公共行政這三個次學門形成調整後的政治學門，以周

延 JCR 政治學門期刊排序之內涵並通過新一輪的討論，以期建立國內政治學界

探討此問題上之共同基礎，本研究藉此將：

（一）彙整一套包括五政治學次領域（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區

域研究、公共行政）的期刊資料庫。

（二）提供一套政治學門個別國際期刊的質化背景資料庫。

（三）整理一套具有時間縱深（1996 年-2005 年）的資料庫。



（二）、研究設計與步驟：

本研究採取量化與質化分析並行的雙軌設計，有關量化分析部分，前曾提及

JCR 按照個別期刊被「總引用次數」、「影響因素」和「立即索引」這三項指標，

對期刊做出排名順序。其中「立即索引」此一標示係計算某一期刊的論文在該年

被引用的方法，因而除非是尖端發展學科或預先發佈之研究訊息，一般而言，當

年出版之論文於當年被引用之機會較不可能，因而更合適於科學屬性的期刊。此

一指標對於政治學門而言，其意義就和個別期刊屬性有直接關聯性。綜凡研究國

際關係現勢和外交政策的期刊，此一指標有明顯的效用。另外，此一指標亦反映

在政治學門的學科代表性期刊上。

有鑑於此，本研究整理出一九九六年至二 00 五年度，政治學門各個次領域

期刊的五種數據資料，分別為：「總引用總數」、「影響因素」、「立即索引」以及

「被引用半衰期」等，其定義分為：

● 總引用次數：總引用次數表明每份期刊被當前 JCR 年度資料庫中所

包括的所有期刊引用的次數。

●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表示在一個特定的年度內一份期刊的發表的一篇

普通文章平均被引用的頻度。您可用這一數字來評估或比較一份期刊

相對於同一領域內其他期刊的相對重要性，或查看文章被引用的頻度

以確定哪一份期刊更值得收藏。

● 立即索引：立即指數量度一份期刊的普通文章在出版年度內被引用的

速度，或者在同一年內期刊中的論文被引用的頻率。這一數字對於評

價新興學科或尖端學科的期刊很有用。

● 被引用半衰期：被引用半衰期確定被引用期刊的年齡基準，顯示一份

期刊從當前年度向前推算引用數占截止當前年度被引用期刊的總引

用數 50%。

一般而言，我們可針對個別期刊，依據上述四種數據來辨別該期刊在各種指

標上的表現。為了客觀起見，本研究所整理出的數據資料，乃係按照英文字母順

序排列，其主要考量基於目前國內政治學界尚未建立此一共識所致。準此，本研

究所提供的政治學門量化數據資料，成為日後國內學界參考基礎之用。

本研究有關質化分析的步驟，則是將上述 JCR 所收錄的一百八十三種政治

學門期刊，依其次領域分類後，逐次將每一期刊之內容屬性和特色進行文字說

明。此一工作通過將近三十位國內政治學界的先進同仁聯合執筆共同合作而為

之。由於政治學期刊數量繁多，彼此屬性互異，本研究承蒙國內政治學界先進同

仁鼎力參與協作，得以順利完成。通過此一集體的合作，本研究得以針對這一百

八十三種期刊進行質化分析，讀者可以同時對照每一種期刊的量化和質化資料，

從而加深對此一期刊的認識與了解。通過質化研究，本研究得以更準確的掌握政

治學門期刊之內容。不過，本研究所整理的一九九六年至二 00 五年 JCR 資料，

在每一個年度所統計出符合 JCR 各項指標的期刊，明顯和本研究表（三）中各

次學門期刊數有些落差（見表四）。造成此一落差的原因不一而足，主要原因當



和該期刊發行狀況有直接關聯，換言之，如果表（三）中所列之期刊沒有出現在

JCR 之年度報告中，該種期刊可能未達符合 JCR 年度性指標之需求而被除名了。

是故，讀者須檢視 JCR 年度報告並以當年度報告所列期刊為準，此一動態性變

化就為本研究所呈現的量化和質化兩組資料做出最佳的詮釋。

表（四）：政治學門及其次領域期刊數表（1996-2005）

政治理論 比較政治 國際關係 區域研究 公共行政

1996 24 21 44 31 15
1997 24 23 46 35 23
1998 22 24 44 27 23
1999 23 26 45 27 24
2000 26 29 48 36 24
2001 26 31 47 32 24
2002 28 31 47 32 24
2003 26 32 47 31 24
2004 27 32 49 32 26
2005 29 36 50 33 25

事實上，這個資料庫所涵蓋的期刊除了純學術刊物外，亦收錄了政治評論類

型的刊物，一如 Commentary、Dissent、the Nation、the New Republic、Policy
Review、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等，Chinese Law & Government 此一期

刊則主要以刊登中文翻譯的政府文獻為主。另外，此一資料庫除了英文期刊外，

亦收錄了德文期刊，一如 Osteurope、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和 Internationale
Politik 等；西文期刊，一如 Politica y Gobierno、Centro Journal；捷克文期刊，一

如 Politicka Ekonomie；法文期刊，一如Revue D’Economie Politique、Pensee；挪

威文期刊，一如 Internasjonal Politikik 等八種歐洲語文期刊。總體觀之，此一資

料庫所收錄之發行地仍以美國、英國以及歐洲國家為主，亞洲地區則象徵的收錄

了日本、韓國、菲律賓和臺灣所出版的英文期刊。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將指標的量化數據和學者專家所做評論之質化分析相結

合，建議學界同仁在閱讀本手冊之時，除了觀察欲了解期刊的量化數據變化之

外，也對質性分析和綜合討論部分有所體認，希望透過如此綜合比較，進而提供

學界同仁一種較全面性的理解和認識。



表（五）：諮詢學者名單

次領域名

稱

姓名 單位

政治理論 蕭高彥 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蔡英文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繼文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偉欽 美國 Wake Forest 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山大學政治所訪問

學人

吳得源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比較政治 吳東野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第一所研究員

李偉欽 美國 Wake Forest 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山大學政治所訪問

學人

吳重禮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河清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陳永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第四所助理研究員

徐斯勤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楊婉瑩 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蔡英文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國際關係 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趙國材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丁樹範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第三所研究員

何思因 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林文程 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

鄭端耀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第一所研究員

區域研究 鄧中堅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冷則剛 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吳東野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第一所研究員

李登科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趙建民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

劉德海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嚴震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第一所研究員

公共行政 余致力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湯京平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詹中原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陳敦源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三）、章節介紹：

在章節的安排上，本手冊第一章介紹問題意識、研究設計與步驟；第二章包

括期刊總覽以及政治學門各次領域逐年的指標數據（1996-2005）；第三章通過對

個別期刊的質化分析，亦即對於其特性、取向以及投稿策略說明，藉此以和第二

章的量化指標相互對照參考；第四章主要討論 SSCI 期刊與政治學內次領域期刊

之互補性問題並提出校稿策略之建議，希望引起國內政治學同仁對此課題的重視

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