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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發表

1
“The measure of greatness in a sci-

entific idea is the extent to which it 
stimulates thought and opens up 
new lines of research.”

– Paul A.M. Dirac



如何提⾼高論⽂文發表機率:三⼤大⾯面向分析

⾝身為研究員，你花了了無數時間與精⼒力力拓拓展⼈人類的知識，然⽽而無

論你多麼辛苦這⼀一切都不重要，因為

⼯工作成果是以論⽂文是否被發表於⾼高影響係數期刊⽽而決定的

幾個研究結果顯⽰示科學研究論⽂文為級數成長，⽽而其中⼀一項研究

表⽰示論⽂文成長率⼤大約為每年年8-9%[1]。但每年年持續增加的論⽂文

發表數量量並不等量量於新知識的發現。根據Nature期刊對

Anthony van Raan的訪問[2]可得知，科學家將研究結果分解

成多篇論⽂文發表。因此，實際上所獲得的新發現可能遠少於論

⽂文發表數量量。這意味著想要在⾼高影響係數期刊上發表論⽂文是相

當競爭的。

好消息是湯森路路透已經正在進⾏行行出售知識產權及科學企業的

終協議[3]。 新東家可能會將期刊影響係數全盤改善，但在那

之前，你還是得⾯面對寫論⽂文的壓⼒力力。

那麼，可以做什什麼來來提⾼高論⽂文發表機率

呢?
對剛入⾨門的研究員與學者，建議先從了了解期刊編輯的好惡惡開始

吧。Elsevier Connect進⾏行行了了兩兩項問卷調查以了了解期刊編輯的

喜好，調查結果可總結為這兩兩篇發表技巧「Eight reasons I 

accepted your article[4] 」和「Eight reasons I rejected 

your arti-

cle[5]」，這兩兩篇可視為是⼀一體兩兩⾯面。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

Elsevier Connect調查結果拆解為三⼤大要點:技術⾯面(technical 

aspects), ⽅方法論(methodology)和問題框架(issue 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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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了了解三⼤大要點，就能寫出更更穩固的內容並提⾼高發表機率

技術⾯面(Technical aspects): 遵從作者須

知
✦ 出版商有⾃自⼰己的⼀一套標準，每⼀一位投稿者都必須確實遵

守。當沒有遵守”作者須知”時，論⽂文⼀一定被拒絕，建議利利

⽤用清單來來避免這⼀一類的錯誤並在提交前仔細檢查是否符合

要求。

➡ TIP: 請確定論⽂文格式正確、符合要求並確保所有提交

所需的內容

✦ 期刊都有其領域範圍跟宗旨，花些時間好好了了解各個期刊

的宗旨並確定論⽂文符合投稿期刊的範圍。想要百分百確保

論⽂文不會脫離期刊範圍的好⽅方法是直接為特定期刊撰寫論

⽂文。

➡ TIP: 起草稿的第⼀一步應是決定投稿期刊。透過鎖定投

稿期刊，論⽂文⽅方向及重點將會集中，同時⼤大幅降低提

交”不適合”該期刊論⽂文的機率

✦ 編輯和同⾏行行期待論⽂文是以清楚明瞭的英⽂文寫成，如果英⽂文

不是你的⺟母語，請反覆檢查論⽂文並請其他⼈人再三檢查，或

雇⽤用⼀一名經驗豐富的獨立編輯來來檢查論⽂文。

➡ TIP: 除了了英⽂文潤稿外，編輯還可提供關於論⽂文架構和

前後連貫性的客觀建議

如果因為英⽂文品質不夠好⽽而導致研究論⽂文在第⼀一眼就被拒絕，

這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方法⾯面(Methodology):務必詳細、徹底且

完善
✦ 有時候被拒的原因是論⽂文不夠完善，那應該要檢討看看是

否論⽂文已經討論了了完整的研究或者只是提出⼀一些觀察。是

否論⽂文缺漏任何該領域重要的相關研究或引⽤用了了過時的⽂文

獻。

➡ TIP: 確定論⽂文能反映出作者充分了了解該領域最新進展

且知曉該研究問題的複雜性

✦ 另⼀一個常⾒見見的被拒原因是因為使⽤用有瑕疵的研究⽅方法。如

果你不使⽤用普遍的流程，那得必須將⾃自⼰己的⽅方法論解釋完

整讓其他⼈人能夠重現。

✦ 後，研究數據是否⽀支持所呈現的結論? 我們將在下⼀一重

點:問題框架(Issue Framing)中更更進⼀一步討論，請記得數

據必須有邏輯的⽀支持結論。比起上⽅方討論的技術⾯面，⽅方法

論在適當的審核及安排下是能夠由⾃自⼰己完全掌控。

問題框架(Issue framing): 問對問題
✦ 在修改論⽂文內容的時候， 難著墨墨的部分是”框架”。不像

技術⾯面(technical aspects)和⽅方法論(methodol-

ogy)，框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那什什麼是框架? 框架就

是你如何呈現研究，也就是論⽂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 根據Elsevier Connect的論⽂文發表原因調查顯⽰示，編輯偏

好能「提供對於重要議題的⾒見見解」且「對於決策者有幫助

的」的⽂文章。這是什什麼意思?

✦ 我們不是在說挑戰範式(Paradigm)或介紹新理理論的開創性

研究，雖然⼤大家都期盼有⼀一天能達成這樣的⽬目標，但事實

並不如此。如果你想要發表許多論⽂文，那麼理理論發展不會

是⾸首要任務。

✦ 相反的，實際應⽤用似乎才是編輯想看到的。你的研究能夠

影響⼤大眾嗎?你的研究能夠影響⼤大眾在⾯面對組織或社會時

所做的決定嗎?

➡ TIP: 當撰寫標題和摘要時，想想讀者可能會提出哪些

關於研究的問題。研究能如何幫助其他⼈人?這就是該

在論⽂文中回答的問題，並且應該透過結果和討論有邏

輯且組織良好的提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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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框架(framing)的重點是草稿是否完整有邏輯。你有

根據數據提出對的問題嗎?⽽而在解釋完數據後，結論部分

是否能順暢理理解無礙地接續下去?如果答案為否，則需要

重新思考框架以完成⼀一篇符合發表品質的論⽂文。

接下來來幾周，我們將會搭配上⽅方三⼤大要點解釋如何從頭到尾寫

出完整論⽂文草稿。我們相信利利⽤用這些技巧，論⽂文發表的機率將

會⼤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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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期刊投稿呢?

選錯期刊是很常⾒見見的被拒原因之⼀一，想知道為什什麼嗎? 因為同

⾏行行評審期刊⾼高達28,000個[6]。當選擇變多時，選錯的機率也

就增加了了。

根據⼀一個由出版研究聯聯合會(Publishing Research 

Consortium)近期做的同⾏行行評審調查[7]，⼤大約82%的研究員都

⽀支持同⾏行行評審。接受調查的作者們及審稿者們甚⾄至⼀一致認為如

果沒有同⾏行行評審制度，「學術交流將可能失控」。

然⽽而，同⾏行行評審制度相當嚴格且受到許多⼈人質疑效⽤用、公平性

及效率，因此，近年年我們可以發現開放獲取(open-access)期

刊[8]的蓬勃發展、採⽤用開放或複合評審⽅方式⼤大幅增加與傳統

⾼高影響係數期刊拒絕率上升。在期刊斟酌是否拒絕或接受該論

⽂文時，期刊編輯們擁有較多的裁量量權，即使論⽂文在技術層⾯面相

當穩固，但只要不符合期刊「範圍」就極有可能會被拒絕，因

此，論⽂文不符合期刊範圍是 主要的拒絕原因。

如果你想要讓研究受到注⽬目, 那就必須仔細選擇⽬目標閱眾及如

何適當地框架研究範圍。

如果你想要讓研究受到注⽬目, 那就必須仔細選擇⽬目標閱眾及如

何適當地框架研究範圍。

利利⽤用之前⽂文章所提過的三⼤大點為基礎，這篇⽂文章將進⼀一步介紹

選擇期刊時，應該考慮的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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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面(Technical aspects): 研究期刊
✦ 期刊在許多地⽅方列列出其⽬目標及範圍，主要在官網(通常是a-

bout us) 與投稿須知(例例:作者須知)⾴頁⾯面可以查看，這裡也

⼀一併包含論⽂文的特定要求。

➡ TIP: 請仔細閱讀期刊介紹以及作者須知，可以得知哪

種論⽂文是該期刊接受及拒絕的，有時也會特定指出哪

⼀一類的研究不予以接受。

✦ 指導研究時，請求知若若渴。即使你對於該期刊的特定要求

瞭若若指掌，密集地閱讀該期刊的⽂文章能夠幫助你掌握編輯

的喜好。

➡ TIP: 透過調查過去幾年年的⽂文章，不難發現該期刊編輯

如何定義標準⽤用語，例例如”novel” “interest-

ing”與”sufficient conceptual advancement.”

✦ 同樣地，想看看哪些期刊出版的研究是與你的相似。如果

你的研究是屬於相當專業的領域。那選擇專⾨門出版該領域

的期刊將⼤大⼤大增加被接受的機率，⽬目標閱眾的觸及率也將

⼤大化。

➡ TIP: 如果你的論⽂文是刊登於適當的專業期刊，那麼相

當⾼高比例例的訂閱讀者將閱讀你的研究論⽂文或發現該研

究與⾃自⼰己研究的關聯聯性。

✦ 這帶出了了另⼀一個議題: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雖然以

影響係數決定期刊品質的作法仍存有許多爭議，但⽬目前這

依舊是⼤大家偏好的評量量期刊的⽅方法。建議投稿⾼高影響係數

期刊前，衡量量所需的時間和精⼒力力後，判斷是否值得。

⽅方法⾯面(Methodology):檢驗投稿流程
✦ 選擇投稿期刊的因素之⼀一就是投稿流程。該期刊的同⾏行行評

審流程是什什麼?是開放同⾏行行評審(open peer review)? 還是

傳統的?發表評分標準是如何分配比重? 是否審稿者將

technical review獨立出來來審核? 你是否樂意讓論⽂文以這

樣的⽅方式被審核?

✦ 投稿時程有多長?有些期刊已經加速了了流程，⽽而有些則需

花費⼀一個⽉月以上。是否時程符合你的需求? 你認為期刊的

平均審稿時間是否⾜足夠審核你的論⽂文?

➡ TIP: 考慮每⼀一個期刊投稿流程的效率並決定哪個期刊

是最適合你的發表⽬目標

✦ 該期刊的發表⽅方法(publication method)是什什麼?換句句話

說，你希望論⽂文是開放獲取(open ac-

cess)或只提供給訂閱讀者呢?

✦ 如果你很難決定投稿期刊清單，可以利利⽤用線上期刊搜索⼯工

具來來縮⼩小範圍，例例如Elsevier Journal 

Finder[9], Journal/Author Name Estimator 

(JANE)[10] 和 Springer Journal Suggester[11] 可以幫助

你利利⽤用關鍵字、⽂文章標題和摘要搜索資料庫以找到適合的

期刊。

問題框架(Issue framing):從對的⾓角度切

入
當你發現研究的某個層⾯面明顯地不符合某期刊的範圍及⽬目標

時，先不要急著把它從清單裡刪掉，問問⾃自⼰己:

我能利利⽤用該研究來來⽀支持幫助期刊⽬目標的議題嗎?

換句句話說，我能如何重新包裝我的研究讓期刊讀者感覺更更有趣

且有⽤用呢?這就是所謂的[框架]對的問題。期刊相當重視其讀者

對於刊物的反應。是否讀者認為你的研究與⾃自⾝身關聯聯性⾼高? 是

否讀者有從刊物中學習到任何對他們⼯工作有幫助的內容? 這些

問題的答案應該要在你的論⽂文中出現。雖然你的研究可能只針

對特定領域，但永遠都要想著⼀一個⼤大藍藍圖，並利利⽤用論⽂文展現你

為何願意為這個研究花⼤大把的時間。

➡ TIP: 當解釋研究時，該研究結果是否能夠⽀支持具有國

際影響⼒力力的結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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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定論⽂文內容是否符合期刊宗旨及範圍?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提到在選擇期刊應該考慮的不同⽅方⾯面，

⽽而這篇我們將深入討論其中⼀一個⾯面向: 期刊的宗旨及範圍(a 

journal's aim and scope)。

什什麼是範圍(Scope)?

「範圍」簡單來來說就是期刊的⽬目標或⽬目的，也可以說是宗旨或

任務，就是期刊希望利利⽤用傳遞資訊給讀者⽽而希望達成的。 

期刊的⽬目標通常包含許多⾯面向，當你在決定哪個期刊是 適合

你的時候，別忘記考量量這些因素。舉Nature的範圍[12]為例例:

Nature is a week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publishing the 

finest peer-reviewed research in all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its originality, importance, 

interdisciplinary interest, timeliness, accessibility, ele-

gance and surprising conclusions. Nature also provides 

rapid, authoritative, insightful and arresting news and in-

terpretation of topical and coming trends affecting sci-

ence, scientists, and the wider public.

這裡可以解析為以下幾點:

✦ 發⾏行行頻率 (weekly),

✦ 發⾏行行規模  (international),

✦ 審稿機制 (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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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標準 ("originality, importance, interdisciplinary in-

terest, timeliness, accessibility, elegance and surpris-

ing conclusions"), and

✦ 發⾏行行⽂文件類別 (news, research articles ("research in all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itorials and 

commentaries ("interpretation of topical and coming 

trends")).

期刊也闡明其宗旨:

First, to serve scientists through prompt publica-

tion of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any branch of sci-

ence, and to provide a forum for the reporting and 

discussion of news and issues concerning science. 

Second, to ensure that the results of science are 

rapidly disseminated to the public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a fashion that convey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knowledge, culture and daily life.

根據以上內容，我們可以得知該期刊的讀者不限於科學家、研

究員，也包含了了⼀一般社會⼤大眾。更更重要的是，其所要傳遞的內

容是為了了增廣我們對⽇日常⽣生活及⽂文化的⾒見見聞。

哪裡可以找到期刊範圍?
通常在期刊官網的「about us」可以找到期刊的宗旨及範圍，

有些期刊會將所有內容放在⼀一起，但如上⽅方Nature的例例⼦子則為

分開。 其餘詳細資訊則可以在作者須知或作者指南中查找。

後，花些時間熟讀幾篇近期該期刊發表的內容能幫助你更更清

楚期刊編輯對於審核標準，如:「novelty」、「originality」與

「importance」等的認定。

如何確認我的研究主題符合期刊範圍?
讀過期刊範圍後，該問問⾃自⼰己幾個問題:

1. 當研究論⽂文發表時，是否與當時的環境息息相關? 舉例例來來

說，假設研究符合Nature的範圍，⽽而我們已經知道該期刊

發表週期為每周，審核時間也會相對比較快。因此如果論

⽂文被該期刊接受並發表，你的研究在發表時較不可能過

時。但假設審稿週期為七個⽉月，⽽而研究論⽂文⼜又屬於有時效

性的，同時⼜又得知其他與你類似的研究發表在即，那可能

需要好好考慮。

2. 你的研究是否與該期刊的⽬目標閱眾有關連性?  例例如你的研

究聚焦於某個⼤大陸板塊上的⼩小⺠民族，那投稿⾄至國際期刊適

合嗎?

3. 你的研究意義是否可涵蓋多學科領域?  如果你的⽬目標期刊

偏好可以應⽤用於不同領域的研究，那麼⼀一個專精某領域的

研究論⽂文有可能讓該期刊的讀者產⽣生興趣嗎?

4. 是否研究太過專業導致外⾏行行⼈人理理解困難? ⼀一個擁有來來⾃自各

⾏行行各業⼤大量量訂閱讀者的期刊偏好淺顯易易懂且專業術語少的

論⽂文。

5. 你的研究是否與該期刊其他已經發表的相關研究相似?有

些相似點是好的，但過多則意味者你的研究並沒有增廣⼤大

眾⾒見見聞。

6. 期刊是否接受你的⽂文件類型? 如果你正在進⾏行行的是臨臨床研

究，但你的⽬目標期刊⾄至今沒有發⾏行行過任何⼀一個臨臨床研究論

⽂文，則建議你繼續尋找其他更更適合的期刊。同樣的，如果

你想寫的是社論(editorial)，但⽬目標投稿期刊並不接收此

類⽂文件，那投稿也只是浪費時間。

在已經確定你的論⽂文是相當符合⽬目標投稿期刊範圍後，請務必

在cover letter及摘要中明確表⽰示這⼀一點。舉例例，如果⽬目標投

稿期刊希望研究有政策含意，那麼請務必提及你的研究能夠如

何影響政策。現在你應該了了解為什什麼在開始寫論⽂文之前，先挑

選並熟記⼀一系列列類似的期刊能夠產⽣生幫助了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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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種期刊評審機制(同⾏行行評審、編輯評審)最適合
我?

為完善主題「如何找到 適合的期刊投稿」，這篇要討論期刊

審核論⽂文的⽅方式。當列列出⽬目標期刊清單時，不只得考慮期刊的

宗旨與範圍也得考量量其審查機制。審查機制主要有兩兩種: 編輯

評審(editorial review)與同⾏行行評審(peer review)，後者可以再

細分為幾種類別。這篇我們將介紹審查機制，更更重要的是這些

⽅方法是如何影響你投發表成功的機率。

什什麼是編輯評審(editorial review)?
如同字⾯面上的意思，編輯評審(editorial review)是⼀一個由編輯

們審核論⽂文是否符合期刊需求的機制。基本上，如果你的論⽂文

不是研究類型，例例如:commentary或opinion，那麼只有編輯

會審核。如果論⽂文是研究類型，那麼編輯則擔任初步審查，編

輯們在考量量多⽅方因素後決定是否將論⽂文轉交給同⾏行行做進⼀一步的

審查。我們已經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經討論過有哪些考量量因素，

包含 常⾒見見的拒稿原因。

論⽂文通過初步審核後，編輯們通常會聯聯繫兩兩到三位同⾏行行並進⾏行行

同⾏行行評審。

什什麼是同⾏行行評審(peer review)?
期刊採⽤用幾種同⾏行行評審機制，某些期刊對於⾃自⼰己主導的同⾏行行評

審機制相當嚴格，但像是Nature期刊則提供作者單盲(single-

blind)與雙盲(double-blind)同⾏行行評審機制做選擇。哪⼀一個 適

合你呢?⼀一起來來仔細看看。

9



什什麼是單盲(single-blind)評審? 你該如

何為單盲評審準備論⽂文?
在單盲評審機制中，評審知道你是誰但你不知道評審是誰。在

這樣的情況下投稿論⽂文時，你不需要移除任何有關作者或可以

推敲作者資訊的內容。關於單盲同⾏行行評審的優缺點，請參參考以

下的表格「哪⼀一種評審機制適合我呢?」

什什麼是雙盲(double-blind)評審? 你該如

何為雙盲評審準備論⽂文?
雙盲評審代表所有相關的單位或個⼈人資訊都是被隱匿的。你不

知道評審名字，他們也不知道你是誰。如果你選擇了了雙盲評

審，那你必須仔細地刪除論⽂文中所有可以推敲出作者資訊的內

容。請務必詳細閱讀並遵守每⼀一條期刊所訂定的指⽰示。

雙盲評審論⽂文檢查清單
✦ 刪除作者、單位、任何機關名稱與其他可辨明資訊。檢查

⽂文件屬性中的「作者」、「管理理者」、「公司」、「 後

⼀一次保存者」及其他可能有創建過的資訊以確定沒有包含

任何可辨識作者的資訊。

✦ 含有個⼈人資訊的⽂文件應與論⽂文分開存放。如果提交紙本，

則額外提交⼀一份包含個⼈人資訊的論⽂文。

✦ 將致謝或作者及通訊作者寫在cover let-

ter中，並從論⽂文中刪除。在所有評審過程結束後，你可

以再把這些刪除的資訊⼀一⼀一加回去。

✦ 請確認圖片或圖例例中沒有任何作者或單位資訊。

✦ 重複確認⾴頁⾸首⾴頁尾沒有包含個⼈人資料。

✦ 引⽤用⽂文獻時，使⽤用第三⼈人稱。舉例例來來說，不要使⽤用“We 

have previously…,” 請使⽤用 “Jones and Thompson 

(2015) have…” ，也可以替換成 “…has been shown 

before [Anonymous, 2015].” 同樣的，在⽂文獻列列表中也

可以寫“Jones and Thompson, 2015″ 或 “[Anonymous, 

2015].”。在整個提交過程中，請務必持續使⽤用第三⼈人稱

或匿名者以維持⼀一致性。

✦ 請不要包含尚未被接受的論⽂文。

什什麼是開放式(open re-

view)評審及混合(hybrid review)評審?
在開放式評審中，每個⼈人都知道作者及評審是誰，但評論則有

可能不公開。有些期刊使⽤用的就是開放式同⾏行行評審，例例如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n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看看它們怎麼做:

✦ 混和評審是由編輯們進⾏行行初步審核，判定論⽂文是否符合期

刊範圍並決定是否進⾏行行下⼀一步驟。

✦ ⼀一旦論⽂文通過初步審核後，就會被上傳⾄至討論區公開給所

有同⾏行行進⾏行行評審。

✦ 問題及評論將會公開幾個⽉月的時間，編輯則擔任討論區管

理理者⾓角⾊色以確保所有評論皆不脫離主題並維持⼀一定的⽔水

準。

✦ 公開評審結束後，作者可以根據這些公開評論來來修改論

⽂文。

✦ 修改後的完稿送到編輯挑選的專家進⾏行行單盲同⾏行行評審。在

後這個階段，評審們只是決定是否接受該論⽂文進⾏行行發表

⽽而已，並不會額外進⾏行行實質討論，因為這部分應該於開放

評審時完成。

哪⼀一種評審機制適合我呢?
現在已經⼀一⼀一討論過不同的同⾏行行評審機制，那在挑選 適合的

期刊時，你該如何使⽤用哪⼀一個評審機制呢? 如以下列列表，我們

已經總結各種評審機制的優缺點。主要考慮的是你是否已經準

備好迎接嚴厲的公開評論以及是否公開你是誰、所屬單位與你

的名聲有可能正⾯面或負⾯面影響同⾏行行評審審核論⽂文。如果你是新

⼿手投稿⾄至熱⾨門領域，單盲或雙盲系統可能更更有利利於你，因為將

僅根據論⽂文內容判定是否接收。但如果你的研究領域屬於較為

特殊的，那即使是雙盲同⾏行行評審機制，評審可能可以輕易易地推

敲出你是誰。這種情況下，開放式評審機制可能成為更更有利利於

你，因為公開所有訊息可以防⽌止少數評審的偏⾒見見並維持客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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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行評審機制優缺點比較

11

同⾏行行評審機制Method 優點 缺點

單盲Single-blind ✦ 評審能免於外界壓⼒力力或挑戰⾃自由地批

評⽂文章

✦ 作者⾝身分可能有助於提供論⽂文研究領

域資訊且提供評審更更多訊息以評估⽂文

章

✦ 個⼈人偏⾒見見: 評審可能針對作者個⼈人⽽而

非客觀地審核⽂文章

✦ 其他的歧視因素例例如性別或地區歧視

可能影響論⽂文被接收與否(例例:有些編

輯對於來來⾃自開發中國家的論⽂文存有疑

慮)

雙盲Double-blind ✦ ⼤大幅降低作者因個⼈人所屬國家、性別

或其他因素⽽而遭受到的歧視可能性

✦ 評審或作者皆免於成為負⾯面攻擊或壓

⼒力力的⽬目標

✦ 擁有作者的背景資訊的確有助於了了解

⽂文章  

✦ 該制度尚未完善， 評審依舊會根據

研究主題、寫作風格等等推測作者是

誰

開放式Open ✦ 制度透明化降低⼈人為操作以及主觀偏

⾒見見的可能性

✦ 即使該⽂文章需要被嚴厲指正，評審可

能依舊對於提供強烈的負⾯面批評感到

壓⼒力力

混合Hybrid ✦ 制度透明化降低⼈人為操作以及主觀偏

⾒見見的可能性 

✦ 評審有機會公開提供⼤大量量的評論且與

作者長時間互動

✦ 作者在公開評審當天即⾃自動享有發表

優先權

✦ 作者在提交之前會仔細考慮是否研究

已經完整且⽅方法是否完善⽽而使期刊拒

絕率下降

✦ 作者可能需要⾯面對挑戰以及無法避免

的問題，但正因此，這⼀一點有效地遏

⽌止不完善的論⽂文投稿



論⽂文署名原則為什什麼重要?

當我們寫論⽂文的時候，第⼀一個問題要問「誰是作者?」。這個

問題的答案似乎淺⽽而易易⾒見見，但細想時，會發現其實沒有簡單。

署名作者即代表這位⼈人⼠士主導了了論⽂文當中提及的研究，作者名

字的順序也是⼀一項重要指標。因此，如果我們將作者寫錯了了極

有可能導致意料之外的後果。 

什什麼是作者(authorship)?
在⽂文學界中，作者即代表了了某份⽂文章的創作者。但在學術界

中，作者代表的意思遠多過於那些。 有許多的期刊遵照國際

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

cal Journal Editors, ICM-

JE)[13]的定義。想擁有作者資格，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四⼤大條

件:

✦ 在研究設計、收集與分析數據的實質貢獻;

✦ 草擬或修改任何重要研究知識內容;

✦ 提交論⽂文前的 後審稿及同意⼈人; 以及

✦ 同意“為所有研究內容”負起全責以確保“所有有關研究的

準確性與完整性的問題都已經適切地調查且解決。

如果論⽂文的作者是組織為單位，則需要補上組織名稱清單之

外，還需要列列出所有滿⾜足以上四⼤大條件的所有參參與⼈人員姓名。

誰應該被歸類為貢獻者(contributor)?
當有⼈人未滿⾜足上述四⼤大條件⽽而無法被署名為作者時，國際醫學

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建議使⽤用”致謝(acknowledgment)”。

12



這兩兩者的差異異存在是為了了要區別誰應該為公開發表的這⼀一份論

⽂文負起全部責任，因此，只參參與研究某⼀一部分的⼈人員則不適⽤用

此標準。雖然該部分⼈人員的貢獻也許是不可或缺的(例例:資⾦金金⽀支

援或實驗室技⼯工)，但他們與此研究的緊密程度卻遠不如「作

者」。

當決定如何致謝貢獻者時，越清楚的描述越能減緩某部分⼈人員

無法被歸類為作者的負⾯面情緒，舉例例來來說，國際醫學期刊編輯

委員會(ICMJE)[13]建議以下:

✦ "participating investigator,"

✦ "served as scientific advisor,"

✦ "provided study patients," and

✦ "participated in the writing or technical editing of the 

manuscript."

為什什麼作者署名這麼重要?
如以上所述，作者署名的⽬目的是為了了使公眾問責時有⽬目標對

象。學術界能夠持續運作是基於我們對彼此的信任，如果我們

無法⾃自信地倚賴他⼈人的研究，那麼我們追求知識的腳步必然停

⽌止。如果⼀一個⼈人能謊造誰主持該研究，那我們怎麼能相信他所

提供的數據或發表的論⽂文呢? 因此，署名適當作者這件事情對

於我們努⼒力力促進學術合作及知識分享的信⼼心是⾄至關重要的。

可信賴度並不是作者署名錯誤引起的唯⼀一問題，當提交的論⽂文

需要額外審查時，公眾需要⼀一個能聯聯繫到研究的核⼼心⼈人物。研

究，顧名思義就是鑽研考究，挑戰現有的知識並測試其穩固

性。如果我們無法與正確的核⼼心⼈人員進⾏行行溝通並評估研究的優

缺點，那這個學術研究對我們來來說是無⽤用武之地。再者，同⾏行行

評審的⽬目的即重視這些耕耘該領域的作者，並請他們評估了了解

新研究是否對於現有累積的知識有新進展以及指出未來來可以繼

續研究發展的機會。

更更甚⾄至，作者署名錯誤可能招致團隊的不和諧。試想下列列情

況:⼀一群⼈人共同開了了⼀一個項⽬目，但只有⼀一部分的⼈人被署名為作

者，這些被排除的成員可能會認為⾃自⼰己被輕視進⽽而拒絕未來來的

任何合作。這樣的怨恨可能導致重要學術新發現被故意隱藏或

是被⼈人為惡惡意操控。多年年來來的⼼心⾎血轉眼毀於⼀一旦，只因為參參與

單位無法在署名作者⽅方⾯面達成共識。

後，請記得任何在提交論⽂文後才引發的作者署名爭議⽽而導致

論⽂文或未來來的論⽂文接收率降低，責任不會是在期刊編輯們⾝身

上。從刊物編輯的⾓角度來來看，該研究論⽂文的價值在於其可信賴

性。期刊必須要能確保任何刊載的內容都是被徹底檢驗過且研

究來來⾃自於堅固穩定的驗證。如果編輯們無法⾃自信地介紹其刊

物，他們為何要冒這個風險呢?

➡ TIP: 即使你投稿⼀一份相當嚴謹的研究論⽂文，但作者歸

類上卻有明顯爭議，那你就已經失去編輯的信賴。只

要在提交論⽂文之前，提前與潛在共同作者達成共識，

這就是可以避免的問題。 

###

現在我們已經充分了了解不適當的作者署名風險，接下來來兩兩篇⽂文

章將介紹 佳避險⽅方法與如何在提交之前重複確認並發現作者

分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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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署名作者三⼤大議題

你可能對上⼀一篇⽂文章還有⼀一點印象，我們根據國際醫學期刊編

輯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

tors, ICMJE)[13]所建立的指標解釋了了「署名作者」為什什麼⾄至

關重要。另外，還有⼀一個由出版倫倫理理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提出的較有彈性的作者定義: While 

“there is no universally agreed definition of authorship… 

[at] a minimum, authors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 

particular section of the study.”[14]。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

員會ICMJE的四⼤大條件也好，COPE提出的寬鬆定義也好，我

們到底該如何定義作者呢?

⼤大部分期刊在作者須知裡有寫出關於作者的道德規範，所以

好的作法是提交論⽂文前詳細閱讀這些規範。為了了幫助你更更加了了

解⼀一般普遍作法，這篇我們將帶出⼀一些在署名作者過程中你可

能產⽣生的疑問。

什什麼是“對於研究設計、數據採集及分析

的實質貢獻?”
根據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標準，作者必須在項⽬目的

研究設計、數據採集及分析上有實質貢獻。國際醫學期刊編輯

委員會ICMJE內容是“recommendations are intended to en-

sure that contributors who have made substantive intellec-

tual contributions to a paper are given credit as 

authors…”。從內容可以推斷出在知識或創意層⾯面上的實質參參

與比操作程序上的實質參參與更更為重要。舉例例，⼀一名設計實驗及

決定研究範圍的研究所學⽣生比實驗室技⼯工、資⾦金金援助單位或監

督老師還更更具有資格被署名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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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作者」是⼀一個組織單位呢?某個研究員可能獨立執⾏行行

了了部分研究，但該研究卻可能是長期被某組織掌控。那麼誰應

該擁有作者資格呢?如果只有⼀一部分的組織成員被列列出，剩下

的成員可能會感到些微不快。當然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

ICMJE也對於該如何處理理“幽靈作者”感到頭痛[15]，因為「所

有被署名的⼈人必須滿⾜足作者條件，同樣地，滿⾜足作者條件的⼈人

都必須被署名」。但如果被署名的是⼀一個組織，公眾問責則變

得毫無意義，因為公眾無從得知哪⼀一位⼈人員負責哪⼀一部分的研

究。

為了了解決這⼀一個問題，某些期刊要求組織單位必須公開組織成

員以及他們各⾃自的實質貢獻。然⽽而，考量量到跨學科研究的複雜

性和規模時，這個要求則變得不切實際。⼀一份2010論⽂文[16]作

者署名超過2,080位，這個可能成為許多期刊的編排夢靨。⽽而

且過多的署名作者與過少的作者信息擁有相同的影響，也就是

沒有⼈人知道誰真正負責哪些部分。因此，當署名每位組織成員

或期許每位被署名作者能夠負起研究責任的作法⾏行行不通時，某

些期刊則要求該單位提名⼀一位擔保⼈人。該擔保⼈人負起研究整體

項⽬目的正確性，並擔任公眾及研究組織間的主要橋梁。

誰不應該被署名為作者?
想要更更加清楚了了解誰應該被署名作者的另⼀一個⽅方式就是反⾯面思

考誰不應該被署名。不應該被署名為作者的⼈人通常符合下列列三

⼤大項⽬目之⼀一:

✦ 第⼀一項是榮譽作者(honorary author):這些⼈人通常在研究

項⽬目或是投稿過程中貢獻的非常少，但名字依舊會被寫進

論⽂文，因為他們擔任研究單位的重要職位 (例例:系主任)。

因為這些榮譽作者無法滿⾜足ICMJE的「作者」第⼀一項條

件，他們就不應被署名。然⽽而，署名榮譽作者的作法維持

⾄至今是因為⽂文化因素考量量或⼈人們希望提⾼高公眾對於該研究

正當性的正⾯面看法。

✦ 第⼆二項為客座作者(guest author):客座作者可以被單獨列列

入，因為⼈人們相信如果有客座作者的名字可能增加發表機

率。然⽽而這⼀一類的作者在雙盲同⾏行行評審中是無法發揮作⽤用

的，因為評審及作者信息皆不公開。

✦ 後第三項為受贈作者(gift author): 這些作者被列列入是為

了了增加他們的發表清單。

如果不能被署名為作者，那我們該稱他

為?
除了了作者署名，「致謝」部分可以⽤用來來涵蓋其餘沒有符合

ICMJE四⼤大條件或無法為研究負責的參參與⼈人⼠士。 許多期刊其

實都贊同此做法，例例如某些期刊同意應該將實驗室技⼯工或助理理

寫⼿手列列入致謝部分，⽽而這也有助於某些限制作者清單數量量的期

刊。

任何列列在致謝部分的⼈人名都必須附上為該研究所做出的實質貢

獻說明，例例如“臨臨床研究者”、“擔任科學顧問”、“資料蒐

集”或“提供研究患者”等。另外，列列在致謝中的⼈人必須簽下公

開同意書或其他任何同意被列列入論⽂文的確認書，同時也應該公

開所有潛在的利利益衝突。

###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了解到實質的「作者」意義，在下⼀一篇⽂文章

我們將探討如何發現及避免作者問題，並同時談談該如何應付

現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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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寫作

2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diligent 

research over long periods will 
bring to light things which now lie 
hidden. ”

– Seneca, Natural Questions



17個技巧教你寫出有效的期刊論⽂文圖片註釋與圖
片標題

試試隨⼿手拿⼀一本期刊，翻開任⼀一篇⽂文章，不要看內⽂文只看其中

⼀一張圖片然後問⾃自⼰己:「從這張圖片我可以得出什什麼結論?」根

據這個圖表，能夠⼤大約推斷出該篇⽂文章的結論嗎?

⼤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圖表能增進讀者對⽂文章的理理解，然⽽而我們

常⾯面臨臨的難題卻是如何做出簡潔的圖表來來說明數據及結論。甚

⾄至，我們還得糾結該如何向讀者解說這些圖表。

圖片和表格不只是輔助說明，它們應該可以被獨立出來來說明。

圖片、圖表標題以及圖註應該要能讓讀者看過後就⼤大致了了解該

圖片想傳達的訊息。⽽而且讀者偏好先看圖表再決定是否要看其

他部分。因此，圖片腳註必須寫清楚才能吸引讀者繼續閱讀。

在這篇⽂文章，我們提供⼀一些關鍵技巧來來教你如何寫出有效的圖

註。為了了讓⼤大家更更能夠快速了了解，我們將以下資訊分成五⼤大

類:整體圖註架構、圖表標題、材料與⽅方法、結果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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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註解撰寫技巧

18

類別 技巧

整體圖註架構Overall legend structure ✦ 維持平均長度為100-300字(words)

✦ 盡量量使⽤用完整句句⼦子來來幫助理理解，但片語也是可接受的

✦ 使⽤用與論⽂文中⼀一樣的縮寫、術語以及單位，特別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部

分

✦ 切記⼀一定要重複確認⽬目標期刊是否有針對圖表的特殊規定

圖表標題Title ✦ 確認圖表標題能充分說明圖表內容。如果不⾏行行，請重新檢查分類圖表的⽅方式

✦ 使⽤用描述性語⾔言來來強調⽅方法或分析⽅方法呈現的類別 (e.g., “Structural 

comparison of peptide-activated XY receptors”)

✦ 使⽤用宣告式語⾔言強調結論或是主要新發現(e.g., “Compound ABC 

accelerates insulin production”)

✦ 使⽤用主動語態跟有⼒力力的動詞

材料與⽅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 註解要保持簡潔，只包含說明圖片的必要資訊。註解可能需要包含細節，像

是治療與限制條或模式應⽤用等資訊，該資訊必須⾜足夠讓讀者了了解，⽽而不需要

再回頭翻找額外所需細節

✦ 確認⽬目標期刊是否需要你從圖註中包含或去除相關應⽤用⽅方法及材料細節

✦ 使⽤用過去式來來討論已經完成的實驗

結果Results ✦ ⽤用⼀一句句話說明研究結論

✦ 如果你使⽤用的是宣告式標題，可以考慮是否重申圖註內容中的結果

✦ 如適⽤用，請包含樣本⼤大⼩小、p值與複製數值

✦ 使⽤用過去式

定義Definitions ✦ 在圖表(非圖註)中定義所有符號、縮寫、顏⾊色、線條、量量表、誤差槓等，也務

必標出其他不太好理理解的內容

✦ 避免使⽤用只有組織單位內才知道的名字。必須使⽤用直觀易易理理解的或標準命名

以利利外⼈人理理解



如何寫好論⽂文中的「研究⽅方法」?

學者透過發表論⽂文與各界分享 新進展，並拓拓展⼈人類各⽅方⾯面的

新知識。如果我們早先⽂文章中提到的，期刊編輯在挑選⽂文章

時，他們考量量的因素之⼀一就是研究⽅方法。⼀一份研究論⽂文不只包

含研究結果，還有獲得該結果的⽅方法以及結果如何引導出研究

結論。因此，研究⽅方法必須寫進論⽂文當中，以利利其他⼈人可以重

現並驗證其有效性。

這意味著研究⽅方法內容必須寫的清楚易易懂，亦須解釋實際操作

流程和⽅方法論。簡單來來說，就是要讓讀者知道 

你做了了什什麼、你怎麼做的和你為什什麼做這個。

通常寫論⽂文時會先寫研究⽅方法的草稿，因為在整個實驗初始階

段，就已經寫了了很多關於研究⽅方法的內容。但這部分同時也是

後⼀一刻還持續在修改的，因為需要調整細部內容以因應(1)進

⾏行行研究時所有的細部調整和(2)從共同作者及同儕評審那邊獲

得的意⾒見見。

研究⽅方法要涵蓋那些內容?
研究⽅方法的⽬目的是要解釋你如何回答整個研究的問題，⽽而基本

需要涵蓋的內容有

你如何選擇研究對象和變量量、怎麼操作或觀察這些元素、 如

何收集數據和如何分析所有前述資料。

可以利利⽤用5W1H法則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and 

how)來來做系統性的規劃，請全⾯面概述研究重點任務以利利需要重

現研究的⼈人理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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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交代我的「研究⽅方法」?
每個期刊都有⾃自⼰己對於研究⽅方法區塊的特殊格式規定， 所以

請查看你要投稿期刊的作者須知。但⼀一般來來說，你應該要⼤大約

涵蓋以下:

1. 研究架構: 這部分要解釋你打算如何達成研究結果和如何

回答研究問題，當然也必須包含其他預期的實際操作可⾏行行

性問題。你的⽬目標是強調這個研究架構在解決隨機和系統

誤差上有多成功，如此⼀一來來，讀者對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和

正確性更更有信⼼心。

2. 實驗對象(selection criteria and methods):討論這些內容

的⽬目的是為了了解決讀者對於研究結果可能產⽣生的疑問。

3. 資料蒐集(criteria and methods): 透過列列出資料蒐集的⽅方

法和內容，可以讓讀者輕易易判別你是否充分的解決或控制

可能存在的偏⾒見見或變量量以提⾼高該研究⽅方法的可信賴度。

4. 資料分析:讓讀者了了解你如何分析資料可以解決讀者對於

研究結論的疑問。

➡ TIP: 善⽤用副標題!它們可以幫助讀者輕易易分辨研究中

不同階段的步驟或不同流程跟研究對象。⼀一般來來說，

研究⽅方法內容是按照時間順序或流程類別來來寫，但只

要是有助於你澄清研究⽅方法內容，你都可以依照其他

⾃自⼰己的⽅方法來來編排。

我們利利⽤用上述提到的四⼤大重點來來總結在草擬或修改研究⽅方法內

容時可以參參考的重要因素。這個表格沒有全⾯面性地涵蓋到所有

內容，僅提供⼀一個簡單的⽅方向幫助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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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研究⽅方法時需考量量因素

21

Subsection 考量量因素

研究架構

(often an introductory paragraph)

✦ What do we currently know about the research topic?

✦ What type of study are you conducting (descriptive, 

analytical, comparative, interventional, observational, etc.)?

✦ What variables will you use, and which subjects will be 

exposed to which variables?

✦ How often and when will the data be collected?

✦ How can you control all the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prediction models and outcomes?

✦ Do you have to adjust design because of some feasibility 

issues? If so, what factors?

實驗對象 (selection criteria and 

methods)

✦ Ethical considerations (all animal or human studies must 

discuss factors like ethics committee approval of research 

protocol, informed consent of human subjects, etc.

✦ Study setting (time, place, etc.), where applicable.

✦ For living subjects (humans and animals):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onditions, gender, weight, species, ag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living conditions, etc.

✦ Any preparations of subjects made before starting 

experiments.

✦ Sampling method, including target population, sampling 

frame, instruments used, and any stratification, clustering 

or weighting.

✦ Recruitment method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profiles 

of any subjects that refused (where applicable).

✦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group allocation and 

randomization procedures.

✦ Follow-up procedures for longitudinal studies.



考量量上述內容時，也可以想想在寫研究⽅方法草稿時的準則。

Dos and Don'ts
✦ 使⽤用過去式 (內容都是已經做過的，所以使⽤用過去式)。

✦ 不要混合結果和過程!流程只能在研究⽅方法中出現。

✦ 排除冗長的解釋和背景資訊(只應該出現在討論部分)

✦ 只涵蓋重現研究結果時，所需的必要資訊，將流程內容簡

化。如果這讓你擔⼼心可能漏掉重要資訊時，可以問問⾃自

⼰己:「如果讀者沒有這些被刪除的資訊，他們重現的研究

結果是否⼀一定會跟我的不⼀一樣?」如果是，那這些資訊就

不能刪除。

✦ 提供單位等等精確的測量量內容，並公開任何的測量量誤差。

✦ 不需要重申已經發表過的研究⽅方法內容，你可以使⽤用⽂文獻

來來指出可以在哪裡找到這些研究⽅方法內容，你只需要寫出

哪些是在既有的研究⽅方法外所新增的內容或變量量。

有了了以上的技巧，寫出⼀一份邏輯清楚的研究⽅方法就不難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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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ction Factors to consider or address

資料蒐集 (criteria and methods) ✦ Variables measured (identify only the key predictors and all 

outcomes of those variables).

✦ Methods and instruments used to collect data (include 

information such as an instrument’s manufacturer and 

model, calibration procedur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allow others to reproduce y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 Bias controls (e.g., blinding procedures).

資料分析 ✦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g., means, medians, standard 

deviations, etc.).

✦ Inferential methods (include confidence intervals, 

hypothetical testing methods, and regression models or 

other modeling procedures used).

✦ Methods used to address confounding observational 

studies.

✦ Interim analysis methods.

✦ Adjustments made to sampling methods and weighting 

procedures.

✦ Missing data.

✦ Sample size.

✦ Power determination.

✦ Software used.



如何避免研究結果寫作的常⾒見見錯誤?

在這⼀一系列列教你如何寫出強⽽而有⼒力力的論⽂文當中，這篇⽂文章將介

紹如何寫好研究結果以及如何避免常⾒見見錯誤。有些期刊要求分

開寫研究結果跟討論，有些期刊則並沒有。不免再次提醒⼤大家

務必查看期刊的作者須知。

為什什麼要寫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說明你從研究當中所獲得的重要數據，這是⼤大家都知

道的，但其中有些常犯的錯誤需要額外注意。這篇⽂文章將介紹

研究結果的⼀一般寫作準則，接著進⼀一步說明時常遇到的寫作問

題。

⼀一般研究結果寫作準則
1. 使⽤用過去式。研究結果寫的是過去已經發⽣生事情的觀察結

果，所以使⽤用過去式是合理理的。

2. 通篇的研究數據和數值必須⼀一致。不要讓讀者讀的時候，

⼼心裡冒出疑問：「剛剛不是這樣寫…?」

3. 按照提及的順序編號圖片和表格，這樣能夠讓讀者容易易理理

解內⽂文，不會混淆。

4. 清楚且適切地標註所有圖片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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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見錯誤與避免⽅方法

在下⽅方表格中，我們列列出學者在寫研究結果時，常犯的⼀一些錯誤 (“Don’ts”)以及如何改善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 “Dos”)。

24

Don’ts Dos

不需要寫進所有數據 (再寫就沒位置了了!) 只挑出與論⽂文中的核⼼心問題 相關的資訊。因為要讓讀者明⽩白

你已經仔細考慮了了所有與研究問題相關的數據，所以必需涵蓋

可能⽀支持或不⽀支持論⽂文假設的內容。

不要只⽤用寫的來來解釋。 某些數據可能較適合使⽤用圖表或表格來來解釋。理理論上，如果您
能夠善⽤用清晰的圖形和插圖來來展⽰示⼤大多數數據的核⼼心本質，那
研究結果可能是論⽂文中 短的部分之⼀一。

不要重複已經包含在圖表、表格裡的數據 數據應該是補充圖形所缺乏的部分，反之亦然。 如果您無法在

圖例例中描述例例如控件、統計分析、實際p值和關鍵觀察結果等

信息，請將其包含在“結果”部分裡。

不要毫無組織跳來來跳去的討論數據 按照“研究⽅方法”的順序(通常為時間順序）或從 重要到 不

重要的順序組織內容。無論你如何安排“研究結果”的架構，在

每個段落落中，應⾸首先從 重要的開始寫。

不要寫太長的說明 簡潔所有的說明。可利利⽤用刪除被動語態結構的句句⼦子，並替換成
主動語態和使⽤用強烈動詞。這樣⼀一來來，你會發現句句⼦子會縮短很
多，意思也會清楚很多。

不要⽤用無意義的死數字 如果情況適⽤用時，可以考慮使⽤用百分比和比較值來來描述數據的
差異異和幅度。利利⽤用這種數值表現⽅方法，能夠讓你更更輕易易的強調
關聯聯性，並幫助讀者理理解。



學術論⽂文寫作: 「討論」怎麼寫?

我們已經討論過⼀一些寫論⽂文時相當好⽤用的寫作技巧，還特地獨

立討論了了論⽂文圖片標題和註解、研究⽅方法以及常⾒見見的論⽂文研究

結果寫作。現在是時候回頭來來看看論⽂文的分析⾯面向，這篇⽂文章

教你如何寫出結構穩固並能成功導出該論⽂文重⼤大貢獻的討論

(Discussion section)。

討論(Discussion)的⽬目的?

⼀一⾔言以蔽之，討論部分必須向讀者證明你完成了了緒論中提及的

承諾。  

 在论⽂文的开头，也就是绪论，你告诉我们为什什么你的研究很

重要，然后利利⽤用⼀一连串串的图片和表格介绍在研究中搜集到的数

据，但如果所获得的结论与期待的⼤大相径庭，那会令⼈人相当错

愕。

但因為你會重複修改討論內⽂文，畢竟在只有⼀一兩兩段左右的長度

(根據Nature的3,000字數限制建議[17])裡，你必須解釋在緒論

中所提到的議題跟研究中獲得的新發現，甚⾄至必須指出你認為

該領域未來來可能的研究⽅方向， 終濃縮出來來的結果必定是不會

相差甚遠的，所以不⽤用太擔⼼心。

在討論中該寫什什麼?
如上所述， 

討論部分必須要利利⽤用研究所獲得的數據來來證明你在緒論當中提

出的議題。  

 內容必須涵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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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什麼該研究需要受到重視

✦ 利利⽤用研究結果來來說明你想補充的該領域知識斷層

✦ 不需要重複緒論內容，重點放在為什什麼該研究能夠彌

補你注意到的知識斷層並且為什什麼你認為該斷層需要

先被彌補

✦ 重要的是該新發現能如何擴展⼈人類的認知且激發其

他⼈人進⼀一步研究該議題

2. 清楚的說明研究新發現是什什麼

✦ 回答每⼀一個你在緒論中提出的問題且利利⽤用研究結果⽀支

持結論

✦ 確保你考量量了了每⼀一個與問題相關的所有結果(即使這

些結果並沒有⾼高度統計意義)

✦ 聚焦在意義 為凸顯的研究結果

✦ 如果能從研究結果推論出衝突，就必須要重新檢討研

究的進⾏行行⽅方式

✦ 不要重複在研究結果裡寫的內容。在回答假設的前提

下討論研究新發現，不要⽤用類似“[The first result] 

was this…,” 的說法，改⽤用“[The first result] sug-

gests [conclusion].”

3. 你的結論是否與現有⽂文獻⼀一致?

✦ 說明你的新發現是否與現有⽂文獻與預期⼀一致

✦ 牢記具有說服⼒力力的論證技巧，例例如:強調你論證長處

和反⽅方弱點

✦ 如果你發現了了預期之外的結果，提供可能的原因。如

果你的結論與現有⽂文獻不⼀一致，請解釋原因。

4. 提出研究所遇到的限制以及該限制的相關程度來來解釋研究

結果與驗證新發現

✦ 確保在結論中包含所有弱點並且建議未來來可研究的⽅方

向

✦ 確認你建議的未來來研究⽅方向不是你應該在這研究應該

要包含進去的。因為這可能會讓別⼈人對你 初研究設

計產⽣生疑慮

✦ 保持批判且有⾃自信。要讓讀者相信你有仔細檢驗過研

究結果且以科研領域認可的⽅方式獲得該結果

5. 建議未來來可研究⽅方向

✦ 你的建議需要能夠激發其他研究者繼續進⾏行行接下來來的

研究，持續建構該議題的相關知識

✦ 簡短⼀一點 (不要超過兩兩個)

該如何寫討論部分?
以下我們提供⼀一些寫作和組織技巧與⼀一般建議，在撰寫或修改

以上內容時可能會有幫助。

技術寫作元素
1. 使⽤用主動語態。因為可以避免被動語態帶來來的尷尬句句⼦子和

冗詞

2. 使⽤用現在式。緒論也應該要使⽤用現在式

3. 需要的時候才使⽤用第⼀一⼈人稱，但⼀一般還是要避免使⽤用。

4. 保持客觀與分析的語氣

組織
1. 在研究結果、⽅方法和討論中保持同樣脈絡並維持邏輯流暢

✦ 在閱讀的時候，我們會建立⼀一個閱讀節奏和平⾏行行結構

幫助我們理理解。當以同樣⽅方式組織論⽂文的時，我們可

以迅速了了解該結果是如何被導出且很快地驗證產⽣生該

結果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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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討論部分的內容，因為讀者可以根據內⽂文預測

你接下來來的內容，平⾏行行結構限制了了可能的內容走向，

所以需要的額外敘述相對減少很多。⽽而當你只有幾個

段落落可以發揮的時候，減少冗詞就變得相當重要!

2. 在討論部份的每⼀一個⼦子段落落，訊息組織建議如右: (A) 結

論, (B) 相關結果以及該結果如何有相關性 (C) 相關⽂文

獻。

✦ 以精準的總結解釋整個研究對該領域學科認知產⽣生的

長期影響。在討論部分的開頭，你解釋了了為什什麼該研

究能夠幫助彌補你注意到的知識斷層並且為什什麼你認

為該斷層需要 先被彌補。現在就是時候解釋「你的

研究如何彌補該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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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寫出⼀一份吸引⼈人的「緒論」?

⾄至今的期刊論⽂文寫作系列列已經根據我們推薦的寫作順序，介紹

了了各個部分(圖表、⽅方法、 結果和討論)，這篇將介紹緒論

(Introduction)寫作。畢竟期刊發表⾏行行業也是商業取向，除非編

輯能百分百確定該論⽂文能讓讀者感興趣，否則不會接受你的論

⽂文。

緒論(Introduction)的⽬目的?
讀者在看完摘要跟圖片之後，就是看緒論，因此要寫出⼀一個⽣生

動的緒論歡迎讀者進到你的研究世界。緒論為讀者建立了了理理解

論⽂文的基礎，如果你有按照此系列列介紹的⽅方法寫，讀者應該能

夠無礙地理理解內容。

為什什麼把緒論留留在最後寫?

我們之前推薦了了⼀一個寫論⽂文的順序，也說過討論部分需回答在

緒論提出的問題，那這應該要先寫緒論還是討論呢? 應該是緒

論先寫。因為那是 難寫好的部分。另外， 

建議將緒論分成兩兩階段寫。

先利利⽤用緒論⼤大綱清楚的寫出假設 (研究要解決的議題)，然後再

開始寫完整草稿。⼀一旦你完成了了其他部分之後，再回到緒論並

將以下「緒論中應該包含什什麼?」的資訊整合進去，再調整討

論中的結論內容以配合緒論。

緒論中應該包含什什麼?
論⽂文應該按照時間順序撰寫; 先從A點(緒論)開始隨著時間發展

到B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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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如果你還記得上篇的內容，討論內容應該要回答「why 

this particular study was needed to fill the gap in scien-

tific knowledge we currently have and why that gap 

needed filling in the first place.」，但緒論回答的問題稍有

不同。 

緒論中⾸首先要回答的就是現有知識中的斷層、解釋要如何補起

該斷層與為什什麼該斷層需要優先被研究。

想像你的論⽂文就是下圖的沙漏，緒論包含了了現有知識的沙⼦子

( 上層)，當沙⼦子穿過窄處 (該研究)時，沙⼦子累積堆疊成新知

識的地基( 下層)。因此論⽂文追朔沙⼦子從頂端到底端的歷程，

並回答圖中每⼀一個歷程的問題。緒論作為該歷程的起點，它必

須精準回答 起先的三個問題。

如同上⽅方所⾒見見，緒論應該從⼤大範圍開始漸漸縮⼩小到論⽂文假設，

現在⼀一起來來了了解如何寫緒論。

我們已知?
1. 以⼀一句句強⽽而有⼒力力的句句⼦子展開緒論並介紹該研究學科領域。

建議可以使⽤用標題的關鍵字來來縮⼩小開頭的範圍。

2. 避免敘述過多⽬目標讀者可能已知的事實，並應精準的聚焦

在該學科領域以利利讀者在進⼀一步閱讀論⽂文前就⼤大約清楚接

下來來的內容。

✦ 先寫下你的假設或是⽬目標，

✦ 往後推想讀者需要什什麼背景資訊來來理理解這個研究的重

要性，

✦ 接著停在讀者可能可以理理解但無法進⼀一步解釋的程

度。

3. 利利⽤用相關、 新的主要⽂文獻來來⽀支持你對現有知識的解釋，

並寫進比較重要的幾個跟你意⾒見見相抵觸的⽂文獻同時強調其

缺點。⽬目的是為了了說服讀者你的研究比其他的理理論更更適

當。

4. 列列出所有的論⽂文⽂文獻。抄襲在學術界是嚴格禁⽌止的且能使

你在學術界失去信賴，更更不⽤用說這違反了了著作權法。請盡

量量避免直接複製或寫得非常雷同，請將讀到的⽂文獻消化完

了了之後⽤用⾃自⼰己的話寫出來來。

5. 緒論不是鉅細靡遺的⽂文獻回顧。建議利利⽤用主要的⽂文獻(例例:

期刊發表⽂文章)來來快速引導讀者從廣泛範圍縮⼩小到該研

究。換句句話說，你所寫進的⽂文獻內容必須邏輯地領導讀者

建立那個促使你進⾏行行該研究的問題或動機。⼤大約半⾴頁就夠

了了，但建議重複確認投稿期刊的作者須知。

知識斷層?
1. 敘述相關學科的既有知識時，強調那些所知相當稀少的領

域並進⼀一步告訴讀者為什什麼我們需要開拓拓這⼀一個領域。更更

多內容⾒見見以下「為什什麼需要彌補該斷層和如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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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緒論也應該能邏輯地介紹基於現有知識可以往哪裡發展，

畢竟分享研究結果的⽬目的是為了了激發其他研究者的好奇並

拓拓展⼈人類對某⼀一議題的認知。

為什什麼需要彌補該斷層和如何彌補?
1. 利利⽤用簡單⼀一句句“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study X”清楚說明⽬目標或假設。

2. 發現問題，你提出解決⽅方法，所以在緒論中必須要說服讀

者這個問題需要被解決，才能進⼀一步說明解決⽅方法。

✦ 在寫論⽂文的時候 好已經先設定好⽬目標讀者，也就是

投稿期刊的讀者，然後強調該研究跟他們的研究興趣

有多⼤大關聯聯。

✦ 換句句話說，如果彌補了了該知識斷層，讀者可以獲得什什

麼? 該答案就是你對讀者的承諾。在論⽂文中，你會說

明該研究所得的新發現是什什麼，再介紹下⼀一步其他的

學術研究者可以做什什麼。

3. 不要包含結論或研究數據。

4. 不要包含具體的研究⽅方法。

緒論要怎麼寫?
後⼀一部份是⼀一般具體的緒論寫作技巧:

✦ 使⽤用主動語態

✦ 確保精準

✦ 避免將句句⼦子、動詞、形容詞轉成名詞，這樣⼀一來來句句⼦子會縮

短許多並保持主動語態，整體流暢度像⾃自然的演講

✦ 避免使⽤用超過3~4句句的長句句，短句句⼦子較清楚也較能幫助讀

者梳理理邏輯，建議嘗試搭配不同的語句句結構和長度

✦ 避免使⽤用任何符號來來連接並寫成過長句句⼦子

✦ 避免過度使⽤用第⼀一⼈人稱。在⼀一開始的部分少⽤用，然後在討

論假設跟理理由時適時的使⽤用

✦ 把想法從廣泛到特定的範圍組織起來來

BONUS TIP #1: 利利⽤用有趣的開頭開展緒論，因為無聊的⽂文字

總是讓⼈人想把書闔上

➡ 研究發現的總結描述盡量量不要寫得太無聊。無趣的開頭會

讓讀者沒有耐⼼心繼續閱讀下去，因此錯過好東⻄西，也就是

你的研究結果和討論。那怎樣才能寫出好的誘餌呢? 想想

⼀一些創意非⼩小說類的寫作技巧，例例如從⼀一個發⼈人深省的軼

事、引⽤用或驚⼈人的經驗數據。好故事總能讓⼈人興趣盎然！

BONUS TIP #2: 如同⼀一位作者和編輯所說的，緒論不應該使

⽤用句句⼦子[18]像是 “novel,” “first ever” 和 “paradigm-

changing.”。雖然研究應該不是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ing)，但⾄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新穎，否則也不會產⽣生這份論

⽂文。如果你認為研究並沒有對現有學術圈提出貢獻，那得想想

是否該研究有繼續進⾏行行的必要。 

➡ 你的研究可能不是範式轉移(只有少數研究才是); 然⽽而，

如果你的想法在⼀一開始不夠新穎，那麼你現在會在寫論⽂文

嗎？如果你不覺得你的研究能對既有知識做出有意義的貢

獻，那你應該考慮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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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論⽂文寫作:動詞時態分析

在學術論⽂文中各段落落的時態該如何使⽤用，時常引起⼀一些討論，包括主被動語態的使⽤用也是寫作問題之⼀一。我們將時態分析製作成以

下圖片，幫助理理解。

31



32

Scientific Writing:
動詞時態分析

過去式

服務專業  •  價格合理  •  修改快速

W O R D V I C E專業提供英⽂論⽂修改服務  |  使⽤W O R D V I C E幫助⾃⼰發表成功

摘要1

過去式

過去式

說明你蒐集的結果

2

現在式

現在式

現在式

說明⼀般背景資訊

緒論 3

過去式

過去式

解釋你做了什麼。

TIP: 常⽤被動語態

研究⽅法

4

說明實際結果

研究結果 5

解釋並討論重⼤發現

討論 6

過去式

研究結論

現在完成式
說明先前的研究

現在式

現在式

現在式

解釋圖表

例: Table 1 shows...

解釋圖表

例: Table 1 shows...
簡短地總結新發現

討論結論的意義並建議未來

研究⽅向

引⽤你已經完成的研究

說明已經發⽣的事情

Ex1: We found that...
Ex2: Protocol X was followed. [被動語態]

說明普遍認知的事實，討論現在的意義並建

議未來的應⽤ 
Ex1: Insulin and glucagon regulate blood
glucose levels.
Ex2: Increased hormone production
indicates...

現在完成式
說明過去發⽣但現在還持續或最近剛完成的事

情 
Ex: Many experiments have focu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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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的動詞時態: 過去式?現在式?
論⽂文摘要的動詞時態使⽤用引起不同的意⾒見見討論，⼤大家從以前碩

博念念過來來，受過⼀一套寫作⽅方式教育，有衝突時難免引起討論，

希望藉由這篇⽂文章稍稍整理理該議題。

寫論⽂文摘要時，可以使⽤用到幾個時態。我們先前提到過去式是

在摘要中提到研究結果時使⽤用的 (i.e., observations)，這依然

是對的。但時態是會根據不同的內容⽽而改變。 近的確可以發

現到不少在摘要中使⽤用現在式的情況，但這不是因為英⽂文語法

改變了了，聽聽我們怎麼說吧。

時態的變化是依據句句⼦子主詞⽽而改變，⼀一般來來說:

✦ Any statements of general fact would be written us-

ing the present tense.

✦ Any discussion about prior research would be ex-

plained using the past tense.

✦ If the subject of your sentence is your study or the 

article you are writing (e.g. "Our study demon-

strates…," or “Here, we show…”), then you should 

use the present tense.

✦ If you are stating a conclusion or an interpretation, 

use present tense.

✦ If the subject of your sentence is an actual result or 

observation (e.g. “Mice in Group B developed…"), you 

would use past tense.

如果你被教導⽤用現在式寫摘要，那是因為教授希望你專注在分

享你的研究結果解析⽽而非簡單地將結果⼜又敘述⼀一遍。

想要進⼀一步了了解範例例，可以參參考 Nature的摘要[19].

✦ We see present tense for general facts (“The anaero-

bic formation and oxidation of methane involve…”).

✦ We see present tense when the study/article is the 

subject or is the thing you are referring to (“Here 

[this article] we show that an anaerobic thermophilic 

enrichment culture …”).

✦ However, when we talk about an actual observation, 

past tense is used (“Genes encoding 16S rRNA…were 

repeatedly retrieved from marine subsurface sedi-

ments…”).

就像上⾯面你看到的，很⼤大部分的摘要都是以現在式寫成的，但

這都是因為摘要內容皆著重於作者的解釋並非研究觀察或是研

究⽅方法，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梳理理您對於時態使⽤用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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