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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科學教育的研究近十年來在國內外愈來
愈受到重視，國內相關的研究人才與學術性
期刊也日益增多，因此有必要針對國內科學
教育相關領域的期刊進行排序研究，以幫助
研究者在有限的精力與時間下，選擇較具影
響力的期刊閱讀與投稿。本文除了提供目前
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的基本資料、編輯委
員會組織、和審稿概況外，並利用主觀和客
觀兩種方法來評估相關期刊在科學教育研究
領域的影響力及其排序。在主觀方法上，我
們以期刊排序文獻中最常用到的「學者主觀
評價」、「學者投稿偏好」、以及「學者閱讀偏
好」等三項指標；而在客觀方法上，則採用
「引用文獻分析」中的「總引用次數」之指
標。除了利用上述各項指標進行期刊的評估
外，我們亦將這四項指標納入一綜合性指標
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科學教育學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 :科學教
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
以及科學教育月刊等四期刊在科學教育研究
領域上之影響最大。研究結果除了幫助科學
教育研究社群瞭解相關期刊的影響力外，亦
可提供給有關學術或研究單位在學者學術期
刊表現上一個較為客觀的標準。但值得注意
的是，本研究旨在評估哪些與科學教育相關
的期刊對科學教育領域而言最具有影響力及
素質較佳，並不意味著這些期刊在其他一般
教育領域的絕對素質及優劣程度，故在排名
結果的解釋和運用上應特別小心
關鍵詞：科學教育、期刊評估、期刊排序

Abstract

For the past decade,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has not only gained much attention 

from educa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but also 
encouraged growing numbers of researchers 
and academic journals to devote into this field.  
In light of assisting researchers to shape their 
own journal reading and publication scheme, it 
seems appropriate to assess and rank the 
relative quality of science/math 
education-related journals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itorial operation and 
manuscript review process of science education
related journals as well as a journal rankings 
result using both a subjective (survey) and an 
objective (citation) approach.  Three 
subjective indicators including expert judgment, 
paper submission preferences, and reading 
preferences revealed by researchers, and an 
objective indicator on the total citations of a 
journal were employed to evaluate and rank 
science education journals.  A composite 
indicator was then established by incorporating 
the above four indicators to appraise the overall 
impacts of different science education journal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D: Science 
Education,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thematics & Science Educ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Monthly are consistently 
ranked highly irrespective of which indicators 
used.  The rankings provide the research 
community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ich science education publication outlet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our field and also make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journal quality 
available to academic departments or institutes 
for assessment of faculty performance.  It is 
noted, however, t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was to assess the relative impacts and quality of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education; for 
that reason,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should not be generalized to other educational 
research fields.
Keywords: Citation analysis, Journal rankings, 

Journal evaluation, Science education

緣由與目的

如果有研究生或是年輕的科學教育學者跑來
向你請教一個問題：「你認為國內哪一本科
學教育的學術期刊最好？」，你會如何回答
他/她？你是會猶豫一下，然後說「這取決於
你如何定義『最好』」，還是乾脆回答「我
也不知道」然後心裡想著這可真是個無聊的
問題，還是你會試著絞盡腦汁，然後反應出
「我個人覺得某某期刊的素質最好，因
為… … .」，接著詳細向他說明一番。如果想
要猜測讀者的可能反應，答案也許會有千百
種。但如果這樣的問題拿來反問本文作者
呢？在這篇論文當中，我們嘗試著利用一個
初探的研究及其結果，來回答這個看似簡單
卻相當複雜的問題。

科學教育領域近二十年來在國內外蓬
勃發展，剛卸任不久的全美科學教學研究學
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NARST)主席 David 
Treagust 在其 2000 年的 NARST Newsletter 
(Treagust, 2000)中便曾提到，NARST 的會員
人數從 1980 年代的 400 人左右，到 1999 年
為止，全世界共有超過 1700 名會員，不到二
十年的期間會員數目便增加超過四倍以上，
而其間國際會員的數目亦從寥寥數人到大約
現在佔全部會員數的 25%~30%。事實上這幾
年來從世界各國去參加 NARST 年會的人數
都有將近千人。而科學教育研究領域的三本
重要國際性期刊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Scienc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在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公司出
版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資料庫所收錄的一百餘
本教育期刊中，近幾年來也一直具有相當不
錯的排名及影響力。
雖然科學教育的研究蓬勃發展、人才輩出，
上述國際的科學教育相關期刊也有其公認的
影響力，但迄今尚未見到針對國內的科學教

育相關期刊進行評估的研究。再者，國內科
學教育學者常常都有機會向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簡
稱科教處），申請「專題研究計畫」、「研
究獎勵」、「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出
國進修」、「延攬及培育及獎助科技人才」
等補助或獎勵，以現在科教處的各項評分標
準而言，由於國外 ISI 公司所做的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及SSCI資料庫在全
世界已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因此申請者的論
文若刊登在收錄於 SCI/SSCI 資料庫的期
刊，在評量的分數上都會比較佔優勢（例如
這類期刊論文在總分欄中都可自動另加五
分）。但反觀國內的科學教育相關期刊，因
為尚未有正式的期刊或評估研究結果出現，
以致在衡量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的影響力
或素質上，難免會產生學者對期刊素質看法
不一，甚或是引發一些爭議的狀況發生，故
實有必要針對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進行深
入瞭解並評估其相對影響力。最後，國科會
科教處現任處長也曾呼籲：「為了在追求科
學教育研究國際化的同時，亦能兼顧國內特
殊科學教育問題的研究，擬儘速評估國內科
學教育相關學術期刊的水準(國內 SSCI)，並
鼓勵學者們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水準較佳
的期刊。」（鄭湧涇，2000）。本研究亦嘗
試呼應此一深切期許。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探討並找出目前評估國內科學教育學術期刊
水準的可行方法；
建立近三年來國內科學教育學術期刊中的相
關文獻及其引用文獻之索引資料庫；
針對國內現有科學教育相關學術期刊作評估
及排序。
本研究除了利用「專家評價」、「投稿偏好」、
以及「閱讀偏好」等三項主觀指標；以及「總
引用次數」之客觀指標進行排序之外，更進
而將上述各項指標納入一綜合性指標後進行
總序次的分析。希望這樣的初步嘗試與排名
結果可讓我們的科教研究社群瞭解，哪些期
刊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是較有影響力的期
刊，亦可提供給相關學術或研究單位在篩選
新進人員或是決定現有人員升等時，其學術
研究表現上一個較為客觀的標準。



研究結果
各期刊基本資料與特性
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的發行單位仍以政府
部門和大學的學術機構為主。值得注意的
是，我們發現有「科學教育」在期刊全名中
的刊物，除了比較實務取向的科學教育月刊
在 1976 年便已出版發行外，其餘如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學教育、屏師科
學教育、科學教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
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
科學教育學刊、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
報：科學教育類等期刊都是在 1990 年以後才
開始出版或改版，由此可知科學教育研究在
研究領域中應該仍屬於相當新興的領域，這
與國外近二十年來科學教育研究才開始興盛
的趨勢似乎頗為一致。
就期刊的發行週期而論，所有的大學或師院
學報均為年刊或半年刊，每三個月發行一次
的有化學、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科學
教育學刊、國教新知、菁莪季刊、資優教育
季刊、環境教育季刊，而國民教育和國教輔
導為雙月刊，僅有科學教育為月刊，這似乎
意味著以實務為導向的期刊在稿源上似乎較
研究取向的期刊更為充沛，故一般純以研究
為導向的期刊在發行週期上便需來得長些
（科學教育學刊除外）。以稿酬而言，一個比
較明顯的趨勢是發行單位為大學或學院教育
中心（含科學/特殊/環境等教育中心）的期
刊，都會給予作者稿酬，這似乎象徵著這些
教育中心在期刊發行上似乎有較充裕的經費
來源；而期刊會給予作者稿酬的學校學術發
行單位為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和國立台北師範
學院兩。至於在期刊編輯委員會的組織方
面，這 33 本科學教育相關的期刊中，只有國
教學報沒有編輯委員會的設立，而其他有編
輯委員會組織的期刊中，含有跨校編輯委員
的只有化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
刊：科學教育、物理教育、科學教育月刊、
科學教育學刊、國立中正大學學報、教育資
料集刊、測驗統計年刊、資優教育季刊和環
境教育季刊等十本期刊。一般認為，設有編
輯委員會且編輯委員來自不同學術單位的期
刊，會較來自同一單位之編輯委員的期刊，

在審稿過程中更嚴謹與客觀些。因此，就整
體期刊編輯狀況而言，符合無稿酬、設有編
輯委員會以及編輯委員會中有跨校編輯委員
者僅有化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
刊：科學教育、物理教育、科學教育學刊、
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以及測驗統計年刊等六
本期刊。

各期刊審稿狀況
就期刊審稿制度而論，有匿名審稿且每篇稿
件審查人數均有兩位學者的只有台東師院學
報、物理教育、花蓮師院學報、屏東師院學
報、高雄師大學報、國立中正大學學報、國
立政治大學學報、和測驗統計年刊等八本期
刊。就各期刊的三年論文平均接受率
(acceptance rate)而言，僅有台北市立師範學
院學報(52.38%)、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
究彙刊：科學教育(40.21%)、屏師科學教育
(52%)、科學教育月刊(40.12%)、科學教育學
刊(56.48%)、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
教育類(58.62%)、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58.28%)、以及教育與心理研究（政大）
(46.15%)等八種期刊在 60%以下，有些期刊
某年的刊登論文數超過其總收稿件數，可能
是因為該年的期刊刊登了去年收稿的論文，
故我們以三年來計算各期刊的論文平均接受
率，而不逐年計算。
以上這些「較低論文接受率」的期刊中，科
學教育月刊以僅有 40.12%的接受率拔得頭
籌，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
學教育則以 40.21%的接受率緊追在後，至於
教育心理研究（政大）的論文接受率(46.15%)
亦低於 50%名列第三。如文獻回顧中所述，
其實稿件接受率的高低並不一定代表期刊的
素質，因為有些排名頂尖的期刊其稿件接受
率卻是令人驚訝地高，這是由於研究者在投
稿前常會先自我衡量；再者，素質極高的期
刊其「威名遠赫」可能會先嚇退一大堆投稿
者，所以此部份在解釋上仍應特別小心。而
科學教育月刊的較低論文接受率，是否由於
他的投稿群眾多，同時涵蓋了學術研究取向
的科學教育學者以及實務導向的科學教師，
因此在總收稿件數上居高不下，但反觀其他
也是實務取向的期刊，如國民教育、國教新



知、與國教輔導似乎也沒有類似的現象，這
個部分值得再作深入的探討。平心而論，較
實務取向的科學教育月刊竟有如此低之論文
接受率，不但令人感到相當意外，同時對此
期刊有如此健全的稿源(healthy backlog of 
manuscripts)，亦令人印象深刻。

科學教育學者對期刊之主觀評價
主動填答且寄回此份問卷的 67 學者中，包括
有 3 位曾獲國科會傑出獎，40 位曾獲甲等獎
勵，以及其他 24 位未曾獲獎但獲國科會計劃
補助的學者。填答學者的研究領域的分布
上，以科學教育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最多，
佔有將近五成的比例，技職教育相關領域次
之大約佔 16%，接下來是資訊教育
(13.43%)、和數學教育(4.48%)、以及環境教
育(1.49%)等領域。
Sprent 等人(2000, p. 175)認為當遇到序次相
同時，中值排序(mid-ranks)的方式為最常用
的程序(standard procedure)，故本研究在排名
方法亦採中值排序的方式。評定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學教育以及科學教
育學刊「水準頗高」的人數比例均超過 50%，
且評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
學教育「水準頗高」的比例甚至接近或超過
70%，科學教育學刊則為接近 60%，而評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水準
頗高」的比例大約為 20%~25%。就不熟悉的
比例而言，學者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
究彙刊:科學教育、科學教育學刊、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以及科學教育
月刊等四本期刊的不熟悉度都在 20%以下，
而對其他期刊不熟悉的學者比例都至少在
30%以上，這似乎可以顯示這四本期刊在科
學教育界的知名度。而對化學、物理教育、
資優教育季刊、測驗統計年刊、國小特殊教
育、菁莪季刊、國教新知、和國教輔導等期
刊不熟悉學者的比例均在 50%以上，且其中
化學和物理教育等兩本期刊均位居前十二
名，此部份提醒我們在資料的解釋上仍應稍
加注意，尤其是當有些期刊之不熟悉度比例
偏高時，隱含著評價這些期刊學者意見之權
重便可能較其他期刊相對地提高，由於此部
份較難以不熟悉度進行分數的調整，而且即

使以熟悉度作分數的調整，在解釋上更增加
其解釋的複雜度與困難度（如熟悉度的權重
相對提高）。不過，我們曾試著將此平均分
數乘以學者熟悉度之百分比後，求得出熟悉
度調整後之平均分數，再將此調整後之平均
分數與原始之平均分數進行相關分析，發現
兩者之 Pearson r 高達 0.861, p < .01 
（Spearman’s rho = 0.786, p < .01，Kendall’s 
tau b = 0.631, p < .01），故此部份對整體排名
結果影響不大，名次變化較大的只有化學和
物理教育兩期刊。據此，我們仍決定以學者
評價的原始平均分數做為排序，不將熟悉度
納入考量。
全部學者與受獎學者之主觀排序前 12 名的
期刊均相同，只是名次有些微的變動，例如
化學在全部學者的評價中為第三名，而在受
獎學者的評價上則降為第六名；而物理教育
亦由全部學者的第 10 名降為受獎學者的第
12 名。若將全部學者與受獎學者對這些期刊
評價的平均分數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兩者之
相關高達 0.991 (Pearson’s r) (p < .01)，而兩者
間的序次亦有顯著地正相關（Spearman’s rho 
= 0.975, p < .01，Kendall’s tau b = 0.894, p 
< .01）。顯示全部學者與受獎學者對這些期
刊其實有蠻一致的主觀評價。另外，我們發
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是，許多學者對菁莪
季刊、國教新知、和國教輔導等三個期刊並
不太熟悉(60%以上)，而即便是對其熟悉的學
者們，所給予的評價也不是很高，可能的解
釋是此三種期刊均屬較實務性而非研究型的
期刊，因此在學者所賦予的評價上會處於較
劣勢的地位。這似乎也與之前的研究結果相
仿，亦即學術導向期刊的主觀評價常會遠勝
於實務導向的期刊(Tahai and Meyer, 1999)。

以科學教育學者之投稿偏好評估期刊
科學教育學者較常投稿之國內期刊仍不外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學教
育、科學教育學刊、科學教育月刊、以及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等四本期
刊。比較有趣的是，雖然偏好投稿科學教育
月刊的全部學者與受獎學者都相當的多，但
在學者名次評定（第八欄平均分數）以及論
文修改幅度上（第十欄大幅修改），似乎較



其他三種期刊都要略微遜色，這似乎又透露
出實務導向的期刊與學術研究導向的期刊在
學者心目中看法迥異之處。
此部份我們比較想瞭解的是科學教育學者最
常投稿哪些期刊，因為最常投稿的期刊可能
也隱含著學者對這些期刊的重視或關心程度
（雖然學者本身可能會有自己的投稿策略
(publication scheme)，但這是相當難以捉摸
的），所以此部份我們以學者投稿的偏好與
多寡作為指標，這與前部分主觀評價上可能
有某種程度的重疊，但在期刊稿件供給面向
上卻是學者主觀評價所無法評估到的。而其
他期刊由於選擇的學者人數較少（只有 0~6
位學者），在此不多做討論。最後，除了這
些期刊外，學者亦曾主動提供一些未在我們
主要期刊名單之列的其他常投稿之期刊，我
們將這些期刊放在表 6 與表 7 的最下方，供
讀者參考也為後續的研究提供可能的期刊名
單。

以科學教育學者之閱讀偏好評估期刊
非常類似前項投稿偏好之排名結果，科學教
育學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
學教育、科學教育月刊、以及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等四本期刊仍然為科
學教育學者之閱讀最愛，而教育心理學報（師
大）和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則緊追在
後。科學教育月刊在學者名次評定上（第八
欄平均分數）仍較其他三種期刊都要略微遜
色，甚至亦低於教育心理學報（師大）。此
指標以學者閱讀偏好為主。學者閱讀偏好的
取向應可象徵其學術研究資訊的主要來源，
故隱含著另一層「期刊在學術社群上的影響
力」，所以我們亦將其納入主觀的指標中。
同樣的，其他的期刊由於選擇的學者人數亦
少（只有 0~3 位學者），在此不多做討論。
我們似乎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趨勢：學者對
於經常閱讀或是投稿的期刊，似乎很少會將
其評定為很差的等第（例如第四、或第五等
第），這是由於學者較常閱讀及投稿該期刊，
因此對於該期刊的評價也較高，還是因為這
些期刊乃經學者篩選過且被認定是較佳或是
影響力較大的期刊，我們無從得知。不過可
以理解的是，在學術社群中，學者應該是會

傾向於選擇素質較佳或影響力較高的期刊投
稿與閱讀。
為了瞭解全部學者與受獎學者在以上各主觀
評價分析中，各項指標排序間的相關性，我
們將受獎學者與全部學者的各項指標排序，
分別以 Spearman’s rho（rs）和 Kendall’s tau b
（ôb）作序次相關的統計分析。其結果列於
表 10 至表 12 中。表 10 顯示受獎學者與全部
學者無論是在主觀評價、投稿偏好與閱讀偏
好的排序上都有非常高的一致性，rs

在 .931~.975之間(p < .01)，而 ôb在 .846~.894
之間(p < .01)。最後，我們亦將這六種評估排
序結果分別以 Spearman’s rho（rs）和 Kendall’s 
tau b（ôb）作序次相關統計分析，結果分別
列在表 11 與表 12 中。同樣的，學者在這些
指標的排序上仍有非常顯著地正相關(rs

= .635~.975, p < .01；ôb = .490~.894,  p
< .01)。最後仍須強調的是，以上這些主觀的
評量方式其實並無法精確地區分出排名鄰近
的期刊，因此在各項主觀指標的解釋上應特
別小心。

引用文獻分析
創刊於 1976 年的科學教育月刊居於被引用
次數之冠，共被引用了 125 次之多，而較其
晚 17 年才創刊的科學教育學刊竟緊追在
後，亦被引用了百次以上，接下來則為 1998
年才改版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教
育類（36 次）、1989 年創刊的環境教育季刊
（32 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
科學教育（26 次）、化學（25 次）、以及科
學教育（18 次）。值得注意的是，未通過我
們篩選標準的一些期刊如科學發展月刊、科
學月刊、以及彰化師範大學學報(教育學院學
報)的被引用次數也都在 20 次以上。此外，
我們亦將國內科學教育論文最常引用的英文
期刊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結果如表 14 所
示，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國際科學教育界
公認排名最佳的期刊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居然未在此常引用名單之
列，而 Science Educ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以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則皆在前三名的榜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客觀的引用文獻分析上，



我們根據資料庫中所有的引用文獻資料，計
算出各個期刊被三年內的科學教育論文引用
的總次數。但我們並未用期刊的發行年代、
出刊的頻率、版面大小、或是期刊論文數與
頁數等因素來調整此「總引用次數」，實因在
引用資料庫中我們只輸入這些期刊中與科學
教育相關論文所引用的到中文期刊文獻，並
未涵蓋與科學教育無關論文所引用的文獻，
因此難以上述的因子去做調整。雖然未經調
整，不過「總引用次數」仍然透露出在科學
教育研究領域中，哪些科學教育的期刊最常
被引用，因此被引用次數較多的期刊，不但
代表著該期刊在科學教育領域的中影響力較
大，也同時意涵著該期刊中的論文或其研究
工作受較多的科學教育學者所注目與重視。
由於科學教育仍屬於一個年輕且跨學門的領
域，其相關論文很有可能散佈在各個期刊
中，因此我們一開始期望能夠盡量涵蓋三年
內所有曾發表過科學教育相關論文的期刊，
而不限於哪些明顯在科學教育領域中的七、
八本期刊（例如名稱中有科學教育相關字眼
的期刊），可是在研究進行途中發現，我們雖
試著納入較多的期刊在此次的分析當中，可
是難免仍有將「蘋果」和「柳丁」比較之嫌，
這也是本研究在主客觀條件下不得已的取
捨。

綜合指標
除了「學者主觀評價」、「學者投稿偏好」、
「學者閱讀偏好」、「總引用次數」等四項
主客觀指標的排序外，我們當然也希望能把
這四項指標納入一綜合性指標後進行綜合指
標的排序工作。如資料分析中所述，在進行
此分析前，我們應先確認這四項指標在序次
間的相關性，若四項指標間具有顯著的相關
性，代表此四項指標的排序結果相當一致，
故有單一性綜合指標存在的可能性；但若彼
此間相關性低，表示此四指標有其不同的評
估目的及功能，則不適宜結合成一綜合性指
標來評估這些期刊。兩個變數以上的序次相
關則須用到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來檢驗其序次相關性(Gibbons, 
1993, p. 29)。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全部學者
的四項指標間的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為 W = .749 (p < .012)，而受獎
學者的四項指標間的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為 W = .668 (p < .016)，均有相
當顯著地相關，因此可納入一綜合指標來進
行綜合指標的排序。我們將「全部學者主觀
評價」、「全部學者投稿偏好」、「全部學
者閱讀偏好」、以及「總引用次數」等四項
指標的序次加總後求得全部學者之綜合性指
標及其名次，由於這裡已是最後綜合性指標
排名，我們選擇採用序次相同的期刊列為同
一名次，且名次間並無間隔的方式排名）。
在前四名的序次均一致，皆為科學教育學
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學教
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
以及科學教育月刊等四本期刊，而全部學者
與受獎學者間在綜合指標（Pearson r = .979, p
< .01）以及綜合指標序次間均有非常顯著的
正相關(rs = 978, p < .01；ôb = .896, p < .01)。
另外須注意的是，當我們將這四項指標納入
一綜合指標時，事實上隱含了這些指標在綜
合指標中有相同的權重。
最後，為了避免有將蘋果與柳丁相比較之
嫌，我們挑選出與科學教育最密切相關的期
刊，亦即三年內刊登之科學教育相關論文數
佔全部論文 50%以上的期刊。不令人意外
的，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科學教育學
刊、科學教育月刊、屏師科學教育、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科學教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學教
育、物理教育等期刊均在此之列。若以現有
資料針對這些期刊做評估與排序，其結果應
與本研究結果一致。讀者可由上述期刊名單
搭配每一單項指標與綜合指標的排名結果，
推得出他們的相對素質與影響力。

結論
讀到這裡有些讀者可能會想，這篇研究似乎
只不過是將我們早已知道的東西量化而已
(quantify the obvious)，因為國內會有哪一個
科學教育學者不知道，這幾本科學教育的期
刊對科學教育的影響力應該最大（也許除了
台灣師大教育心理學報之外）。對此，我們
不想多所爭辯，因為事實上許多期刊排序的
研究常常也都是去確認大家心目中的想法



(confirm common sense)。不過我們依然認
為，這篇研究除了試著以實證的研究數據讓
人信服外，其中更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例如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的基本資料、編
輯委員會、審稿狀況、論文修改幅度、學者
主觀評價、科學教育學者的投稿與閱讀偏
好、甚至是前人從未統計過的科學教育期刊
文獻的引用頻率、以及近三年科學教育文獻
及其引文索引網路資料庫的建立等等。我們
希望的是這樣的初探研究能有拋磚引玉的效
果，相信隨著科學教育研究的蓬勃發展與興
盛，未來類似的研究必能記取前人的苦難與
教訓，持續朝更完美或更嚴謹的期刊評估研
究的目標努力。
在國內科學教育期刊的排序研究上，本研究
乃首次之嘗試，除了受限於科學教育領域論
文數量上不多，以及本文作者群的研究時間
與精力等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外，疏漏之處應
仍相當多。例如我們並未嘗試很嚴格的將科
學教育論文區分為純研究論文、一般性實用
或報導性之論文、學者評價問卷回收率的偏
低、引用文獻未以版面大小頁數等方式進行
調整、主觀評價部分未依學者任職單位做調
整、期刊篩選的過程也許亦有遺漏之處等
等，這都留待後續研究的努力。
在這個初探的研究中，我們除了提供目前國
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的基本資料、編輯委員
會、以及審稿概況外，並利用主觀和客觀兩
種方法來評估相關期刊在科學教育研究領域
的影響力及其排序。在主觀方法上，我們以
期刊排序文獻中最常用到的「學者主觀評
價」、「學者投稿偏好」、以及「學者閱讀
偏好」等三項指標；而在客觀方法上，則採
用「引用文獻分析」中的「總引用次數」之
指標。除了利用上述各項指標進行期刊的評
估外，我們亦將這四項指標納入一綜合性指
標後進行總排序分析。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
上述四項指標間的序次相關非常高，這代表
學者在主觀立場與客觀立場上似乎有有高度
的一致性。最後，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科
學教育學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
刊:科學教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報：科學
教育類等三本期刊在所有各項指標中均在前
五名之列，而科學教育學刊、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研究彙刊:科學教育、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學報：科學教育類、以及科學教育月刊
等四期刊，在全部學者和受獎學者之綜合指
標中皆位居第一至四名，研究結果顯示這些
期刊素質最佳且對科學教育研究領域影響最
大。研究結果除了幫助科學教育研究社群瞭
解相關期刊的影響力外，亦可提供給有關學
術或研究單位在評估學者學術期刊表現上一
個較為客觀的標準。
所以，下次如果真的有人問你說：「你認為
國內哪一本科學教育的學術期刊最好？」，
你還是可以反問他：「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
『最好』」… … ，但或許你也可以告訴他說：
「根據邱貴發等人在 2001 年所做的國內科
學教育相關期刊排序研究顯示… … 」。最後，
別忘了告訴他本文在摘要末特別強調的：「研
究旨在評估哪些與科學教育相關的期刊對科
學教育領域而言最具有影響力及素質較佳，
並不意味著這些期刊在其他一般教育領域的
絕對素質及優劣程度，故在排名結果的解釋
和運用上應特別小心。」，本研究的「科學
教育相關學術期刊引文索引網路資料庫」網
址為 http://140.122.76.42，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至該網站查閱，看看除了你自己之外還有誰
曾經引用了你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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