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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期刊的常見問題：協助編輯與出版

商改善提交資料作業與順利完成程序 

 
收錄於 Scopus 是全球期刊的重大成就，成功收錄不僅代表期刊受到肯定，同時也是對其他科學社

群的成員證明您的期刊品質。 

 
在與期刊編輯、期刊行政經理和出版商交流及討論後，我們瞭解到提供常見問題集(FAQ)能幫助想

要收錄於 Scopus 的期刊編輯。 

 
因此，為了協助您成功向 Scopus 提交資料，我們整理 Scopus 提交資料程序中各個階段的一些常見

問題。此外，我們與 Scopus 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CSAB)分佈全球各地的學科主席共同舉辦期刊

編輯研討會。欲取得 Scopus 和 CSAB 業務範疇和功能的更多資訊，請點選此處。 

 
常見問題集從對期刊名稱的期望到期刊目標和範圍或政策的詳細資訊皆有涉略。常見問題集也提

供編輯角色的資訊，許多期刊編輯新手紛紛希望獲得相關協助。欲取得「編輯角色」的更多資訊，

請點選此處。 

 
以下常見問題集僅供作為參考指南之用。我們儘可能提供簡明扼要的資訊，但絕對不是徹底完整

的資料，因為各個期刊的角色和職責都不同。常見問題集主要針對期刊編輯撰寫，不過由於出版

商的職責會影響期刊整體發展，因此若適用的話，這些問題也有可能符合出版商的需求。歡迎提

出常見問題集和其重要性及益處的反饋。如果您認為還有其他問題對編輯和出版社群有所幫助，

請將問題傳送至 titlesuggestion@scopus.com，主旨請打上「FAQ」。 

 
我們根據常見問題的用途將 Scopus 期刊篩選標準分成 2 個階段： 

 
1. 準備提交資料與自我評估 

2. Scopus 期刊評估 

a. 提交資料程序 

b. CSAB 的審查決定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content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5/95117/SC_FAQ-Role-of-an-Editor-22092014.pdf
mailto:titlesuggestion@scopus.com?subject=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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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階段：準備提交資料與自我評估 
 
1. Scopus 期刊審查的資格是什麼？ 

 
每本期刊都必須符合所有基本或資格標準。不符合下列任一標準的期刊將無法獲得審查資格。 
 
基本標準： 

 期刊應出版經同儕審查的內容 

 定期出版期刊(已向 ISSN 國際中心註冊 ISSN 碼) 

 對國際讀者來說內容有特定關聯且值得一讀(至少提供羅馬拼音的參考文獻、英文摘要和英

文題名) 

 提出出版倫理和出版弊端聲明 

 
此外，期刊必須至少出版兩年才能申請 Scopus 收錄審查(第2階段)。 

 
2. 具備同儕審查制度之期刊的同儕審查文章是什麼？ 

 
在學術出版界中，同儕審查指的是由特定研究領域的專家評估欲申請刊登於學術期刊的文 

品質。在認定文章適合刊登於經同儕審查期刊之前，必須進行文章評估程序。 

 
 在經過相關期刊提交程序後，文章作者必須將文章交給期刊編輯，編輯會再轉交文章給 業

界專家。由於審查者的專業學術領域與作者相同，因此將審查者視為作者的同儕(所以稱

為「同儕審查」)。 

 公正的審查者受委託仔細評估提交的原稿品質，通常會依照個人的評估標準來協助進行審

查程序。 

 同儕審查者會從某些方面來檢查原稿，包含評鑑研究方法和程序的有效性。同時檢查是否

有任何有違倫理的研究做法或剽竊行為。 

 若適用，審核者可以建議修改和重新提交文章。在其他情況下，審核者可以基於各種理由

建議拒絕刊登。期刊編輯仰賴審查者提供是否接受或拒絕刊登文章的諮詢資訊。 

 
更多資訊：https://www.elsevier.com/en-gb/reviewers/what-is-peer-review 

 
3. 經同儕審查期刊有哪些？ 

 
同儕審查有多種類型： 

 
 主要編輯同儕審查：只有一位(或兩位)主要編輯審查和篩選每一期收到的所有文章。 

 公開同儕審查：審查者和作者互相知道對方的身分。每一期至少會有三位(含)以上審查者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content/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
https://www.elsevier.com/en-gb/reviewers/what-is-peer-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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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所有文章。 單盲同儕審查：審查者知道作者身分，但作者不知道審查者的身分。每

一期至少會有三位(含)以上審查者審查所有文章。 

 雙盲同儕審查：審查者和作者都不知道對方的身分。每一期至少會有兩位審查者審查所有

文章，許多期刊會邀請更多審查者以確保獲得積極回應的反饋。 

 

新型同儕審查包含出版後的同儕審查，在刊登(初版)文章後審查文章。出版後同儕審查透

過網路進行。 

 
 

4. 對期刊來說收錄 Scopus 有什麼意義？ 

 
申請收錄 Scopus 且被接受後的期刊將會： 

 
 獲得國際能見度； 

 增加與全球其他研究者合作的機會； 

 由於能見度的提升身，引用次數可能因此增加； 

 為學科專家領域的廣大學術社群提出貢獻。 

 
5. 瞭解期刊在 Scopus 上的引用資訊有多重要？ 

 
期刊在 Scopus 引用的引用狀況可以瞭解期刊的影響力。Scopus 期刊評估程序將會考慮申請

的期刊與同領域其他期刊比較之下的預期影響力。這也能讓作者清楚瞭解個人研究對同領域的

研究者的重要性。 

 
6. 為什麼必須提供英文文章摘要？ 

 
國際科學社群和 Scopus 使用者的主要語言都是英文。因此 Scopus 提供的所有記錄內容(標

題、摘要、關鍵字)必須以英文撰寫。另外，在 Scopus 需使用英文檢索、介紹和處理內容。 

 
請注意，Scopus 收錄的全文期刊可以任何語言撰寫，只要標題、摘要和關鍵字以英文呈現即

可。目前 Scopus 收錄的期刊以40種不同的語言呈現全文。 

 
7. 所有文章是否都要提供英文和其他語言的版本？ 

 
如上一題所述，所有摘要必須以英文撰寫。不過收錄於 Scopus 的期刊全文可以任何語言撰

寫。目前 Scopus 收錄的期刊以40種不同的語言呈現全文。現在許多期刊提供讀者英文版網

站，以及精選已出版文章的英文版。此外，很多期刊也會提供某些作者作品的英文版，或是

以英文出版一些文章，讓國際研究者能直接接觸相關研究，並促進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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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版倫理與出版弊端聲明是什麼？ 

 
出版倫理與出版弊端聲明清楚表示出版商針對其著作和期刊作品遵守受認可的行為準則和道

德操守標準。 

 
此類聲明內容應根據像是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等組織準則，提供編輯、編輯團隊和期刊審查

者公平處理所有文章/作者、保密、出版詐欺、原創、剽竊、針對可疑行為採取行動的通知、

作者規定、公開和利益衝突的資訊。 

 
可在此參閱COPE的學術出版透明度原則和最佳實務(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Best Practic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9. 編輯委員會該如何確認是否獲得 Scopus 收錄的期刊引用？ 

 
Scopus 的記錄包含文章的完整參考文獻清單。所以即使 Scopus 未收錄期刊，仍然可以在參

考文獻中搜尋期刊名稱來確認是否獲得引用。 

 
使用 REFSRCTITLE( )執行在參考文獻中進階搜尋期刊名稱。*接著選擇「檢視參考文獻」，並使

用 SRCTITLE() 將資料範圍縮小到您想要瞭解的期刊名稱。如此便能取得引用文章和其引用總

次數的清單。在搜尋結果中檢查是否真的引用您正在找的名稱。 

 

  
 
 

*雖然能夠藉此大致瞭解引用程度，不過引用次數可能不精確。此方法視文字比對的準確度而

定，而文意模糊、縮寫使用差異、輸入錯誤和資料不完整會影響文字比對的準確度。仔細選

擇期刊名稱的文字和檢查實際找到的搜尋結果。可能需要多次修改搜尋文字才能取得理想的

搜尋結果。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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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誰該擔任期刊的主要編輯？ 

 
主要編輯不應只是掛名的職稱(對期刊編輯角色無益)，也不該是特別編輯委員會成員，主要編

輯必須參與期刊事務和加入管理層。強烈建議應該由想要積極提升期刊整體品質的人員擔任

主要編輯(某些期刊稱之為主編)。通常可在某些期刊的社論中瞭解編輯的參與情況。Scopus 

CSAB 的審查者會將此資訊列入評估。 

 
11. 會議論文集是否適合申請加入Scopus？ 

 
如果會議論文集連續出版且符合所有 Scopus 的基本期刊篩選標準，便能申請 Scopus 審查。

符合資格的會議論文集和期刊的審查方式相同。 

 
12. 開放取用期刊是否能申請加入 Scopus？ 

 
無論期刊採用的經營模式為何，所有符合 Scopus基本期刊篩選標準的期刊都能申請加入

Scopus。 

因此開放取用期刊也可以申請加入 Scopus，目前我們的資料庫收錄超過2,800本開放取用期刊 

 
13. 編輯有哪些額外資源可用？ 

 
以下為編輯可以參考的資源網站： 

 
 Elsevier編輯首頁：www.elsevier.com/editors。*) 提供期刊出版、政策和新措施的最新相關

發展議題以及同業的實用訣竅。 

 Elsevier編輯更新資訊：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editors-update。*) 發現並與編輯

分享會影響編輯的期刊出版、政策和新措施的最新發展。 

 Elsevier期刊編輯的網路廣播圖書館：https://www.elsevier.com/editors/ 

editors-webcasts。*) 

 Elsevier政策與倫理：https://www.elsevier.com/en-gb/authors/journal-authors/ 

policies-and-ethics。 

 Elsevier出版倫理資源套件(PERK)：http://www.elsevier.com/editors/perk。*) 協助期刊編輯

處理出版倫理議題的線上資源。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content/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content/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
http://www.elsevier.com/editors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editors-update
https://www.elsevier.com/editors/editors-webcasts
https://www.elsevier.com/editors/editors-webcasts
https://www.elsevier.com/editors/editors-webcasts
https://www.elsevier.com/en-gb/authors/journal-authors/policies-and-ethics
https://www.elsevier.com/en-gb/authors/journal-authors/policies-and-ethics
https://www.elsevier.com/en-gb/authors/journal-authors/policies-and-ethics
http://www.elsevier.com/editors/p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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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http://publicationethics.org/。COPE 是同儕審查期刊編輯和出版商

討論出版倫理各種議題的論壇。同時建議編輯該如何管理研究和出版不當行為案件，並提

供期刊編輯相關最佳實務準則，以及針對希望實際加入 COPE 的期刊和出版商的新原則。  

*) 雖然是針對 Elsevier 期刊編輯提供的資源，不過這些都是公開資源，可供任何編輯使用。

除了上述的 Elsevier 資源之外，其他許多科學出版商也有提供值得瞭解的相關編輯資源。 

 
14. CiteScore、期刊標準化影響指標(SNIP)和期刊標準化影響指標(SJR)是什麼？ 

 
CiteScore、SNIP和 SJR 皆為期刊引用計量指標，可用來衡量期刊的影響力。這些期刊計量指

標的特色： 

 
 公開免費讓Scopus收錄的所有期刊使用 

 採用經證實的書目計量原則 

 每年更新一次 

 排除人為操控風險 

 可以修正引用行為和資料庫收錄範圍(SNIP和SJR) 

 提供多方面見解來瞭解期刊表現 

 可以直接比較期刊，無須考量學科類別(SNIP和SJR) 

 公開於https://journalmetrics.scopus.com/免費存取，且已併入 Scopus.com 

 
CiteScore： 

 
CiteScore可以輕鬆衡量像是期刊等連續出版品的引用影響力。連續出版期刊是定期出版的期刊

(例如一年一或多期)。 

 
CiteScore 按照過去三年單一期刊的總發表篇數來計算某日曆年度該期刊的平均引用次數。連

續出版期刊刊號的日曆年取決於刊號的封面日期，而非連續出版刊號的網路公開日期。2016

年 CiteScore 值計算方法如下圖所示。 

 
 

2016 年 CiteScore 值 

 2016 年總引用次數 

20XX 年發表的文獻數量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E3%80%82COPE
https://journalmetrics.scopus.com/%E5%85%8D%E8%B2%BB%E5%AD%98%E5%8F%96%EF%BC%8C%E4%B8%94%E5%B7%B2%E4%BD%B5%E5%85%A5
https://journalmetrics.scopus.com/index.php/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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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論文來源標準化影響力(SNIP)： 

SNIP 根據學科領域的引用總次數賦予引用權重，進而衡量上下文引用造成的影響。單一引用

出現在低引用學科領域時，會給予較大的影響數值，反之若是出現在高引用的學科領域，其

影響數值較小。SNIP 計算每篇論文的期刊原始影響力和其所屬學科領域之潛在引用次數的比

值。如此可以比較單一期刊和與其競爭的期刊，並提供更多背景資訊，透過學科領域的引用

行為更清楚瞭解論文的影響力。 

 
SCImago 期刊排名(SJR)： 

SJR 依照每次引用的價值皆不同的概念，推算出聲望計量指標。若使用 SJR，期刊的學科領域、

品質和聲望會直接影響引用價值和該期刊所造成的影響。此外會根據單一期刊獲得的所有引

用給予引用的聲望權重。SJR 是不受引用次數多寡影響的指標，依照期刊的「每篇文章平均

聲望」進行排名，在科學評估過程中可用來比較期刊。 

 
如需計量指標的更多資訊和所有期刊計量指標數值的公開簡介，請造訪：

http://www.journalmetrics.scopus.com 
 

15. 引用是什麼？ 

 
從 Scopus 計量指標的角度來看，單一期刊文章作者引用其他期刊文章時稱為引用，引用通

常與特定領域有關。由於通常引用次數高表示其他研究者將獲得引用的文章視為有意義的作

品，因此引用對作者來說至關重要。評估期刊過程中必須確認期刊文章的整體引用情況，因

為已列入資料庫期刊的引用表示某領域的研究者已經認定該期刊具備重要文章和其他資料。 

 
16. h 指數是什麼？ 

 
h 指數量化大量科學研究產出，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的物理學家 Jorge E. Hirsch 所

提出，用來判斷理論物理學家的相對品質。h 指數又稱為 Hirsch 指數或 Hirsch 數值。此指

數用來衡量科學產能和科學家展現的科學影響力。依照一組最常獲得引用的論文和其引用次

數計算。可針對各類科學論文計算h指數。h指數最常用來衡量作者的科學產出，不過也可計

算研究機構、國家或期刊的h指數。 

 
h 指數的 X 代表 Np 篇文章分別至少獲得 X 次引用，而其他 (Np – X )文章引用次數不會超

過 X 次。 

 
17. 地方/區域期刊是什麼？ 

 
地方或區域期刊的目標和範疇僅限於對特定區域或國家的影響。通常此類期刊的作者、讀者

和編輯委員會出身相同，幾乎來自同一個區域或國家。通常會以單一國家的語言出版期刊。

http://www.journalmetrics.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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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代表只有該國家或區域的讀者，或是能讀懂該語言的國際研究者才會閱讀此類期刊。 

 
如果出版相關內容，以區域或國家為主的期刊有時候能獲得完全國際化期刊所沒有的具競爭

力優勢。內容優質的地方導向資料有機會為廣大的科學社群帶來重大學術貢獻。 

 
18. 研究機構期刊是什麼？ 

 
全球許多學術研究機構都有附屬的出版單位發行科學期刊。此類期刊主要作為研究機構或其

附屬作者產出之資料的知識庫。這就是所謂的「研究機構期刊」。Scopus CSAB 認定此類期刊

在地方歷史和政治層面上具有重要的公共用途，並能鼓勵地方研究者出版文章。不過這種傳

播學術作品的地方性作法並不代表符合加入國際資料庫的更廣泛期望和要求。 

 
有些學術研究機構現在已拓展其出版角色，擴大期刊活動的地理範圍，包含參與國際學術社

群。由於這些研究機構認同此經營模式的價值，因此可以憑藉一己之力成為備受認可的出版

單位。 

 
19. 國際期刊是什麼？ 

 
國際期刊的目標和範圍著重於特定學科領域的廣大國際科學社群。此外，國際期刊的作者、

讀者和編輯委員會成員來自不同地區和國家，出身十分多元。有些期刊會成立代表其國際特

性的國際諮詢委員會。 

 
國際期刊出版的內容應符合既定的目標和範圍，並能吸引國際科學社群。註：實際期刊名稱

包含「國際」一詞並不代表該期刊就是國際期刊。 

 
20. 在進入申請期刊收錄的提交資料程序之前，編輯應該做什麼？ 

 
反問自己－「期刊是否符合基本標準？」若不符合標準，請重新思考期刊不合格的因素。在

提交 Scopus 審查申請之前，我們建議檢查以下事項： 

 
 期刊是否出版經同儕審查的內容？ 

 期刊是否向ISSN國際中心註冊ISSN碼？ 

 期刊出版的文章是否提供英文摘要和英文標題？ 

 文章所列的引用參考文獻是否以羅馬拼音表示？ 

 期刊是否提供線上出版倫理與出版弊端聲明？欲取得出版倫理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範

例：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和Elsevier的研究與出版倫理計畫： 

https://www.journals.elsevier.com/neuroscience-and-biobehavioral- 
reviews/policies/ethics-in-research-publication-program  

 確認期刊名稱獨特，說明期刊內容，而且沒有其他期刊採用該名稱。這是編輯委員會和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
https://www.journals.elsevier.com/neuroscience-and-biobehavioral-reviews/policies/ethics-in-research-publication-program
https://www.journals.elsevier.com/neuroscience-and-biobehavioral-reviews/policies/ethics-in-research-publication-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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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必須處理的重要議題。可能需要變更期刊名稱和申請新的ISSN碼。期刊名稱相同可能

會導致作者以為投稿給某期刊，但其實收到文章的是另一本期刊。期刊名稱亦牽涉到倫理問

題。 

 期刊是否至少出版兩年？請注意我們可能會拒絕審查出版資歷太短的期刊。 

 準備好PDF格式的最新三本期刊或9篇文章和目錄，將作為樣本文件上傳。 

 決定期刊的主要編輯。此人全面負責同儕審查程序和期刊管理。如果有多位主要編輯， 最

多可以任命三位。 

 提供主要編輯專業資訊的URL。例如學術經歷/履歷、研究機構或個人首頁，此類資訊最

好能提供科學可信度、目前附屬機關、附屬機關歷史以及獲得的獎項和補助。 

 使用Scopus CSAB準則自我評估欲申請收錄的期刊是否符合Scopus期刊篩選標準。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content/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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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階段：Scopus 期刊評估 

 

提交資料程序 
 
1. CSAB 是什麼？CSAB 有什麼成員？ 

 
Scopus 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CSAB)由國際科學家組成，成員皆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專家。獨立

運作的 CSAB 負責審查申請加入 Scopus 的期刊。 

 
CSAB 有14位學科主席，每位皆代表特定學科領域。此委員會同時與 Scopus 團隊合作，瞭解

Scopus的使用方式、與使用者相關的內容和待改善之處。CSAB 的建議會直接影響 Scopus 在

主要內容和新內容要求優先順序上的整體方向。如此能確保 Scopus 反映國際情勢和維持相關

性，最重要的是能保證提供優質內容。 

 
CSAB 使用主要審查標準審查提交給 Scopus 的期刊，可在此瞭解相關標準。 

 
2. 如何申請Scopus期刊審查程序？ 

 
首先請確認欲提出申請的期刊符合 Scopus 審查資格。第1階段「準備提交資料」的問題會協

助您判斷期刊是否符合 Scopus 資格。 

 
必須透過線上申請表提交 Scopus 期刊收錄申請。填寫申請表時會要求您確認「協議」，以確

定您申請的期刊符合所有既定基本標準。 

 
填好申請表後會要求提供期刊的詳細資訊：必須回答申請表中的所有問題，並上傳樣本文章才

能完成申請。提交填妥的申請表後，您會收到自動確認信，說明已提出期刊申請，將會進入審

查程序。 

 
此確認信僅確認收到期刊申請且考慮安排審查，並不保證 Scopus 將會收錄期刊。 

 
3. 向 Scopus 提交資料後，多久才會收到回覆？ 

 
提出 Scopus 期刊收錄申請後，您會立即收到電子郵件通知，確認已經收到期刊收錄申請，並

考慮安排審查。不過由於必須執行期刊篩選程序和 CSAB 審查才能決定，因此提出申請並不保

證能收錄於 Scopus。審查程序需要 6-12 個月，視收到的申請數量和申請期刊的可用資訊而定。 

 
4. 提出期刊收錄申請後會有什麼作業？ 

 
提交申請後，將會檢查期刊判斷是否確實符合 Scopus 審查資格。若在本階段拒絕審查期刊，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scopus/content-overview#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
http://suggestor.step.scopus.com/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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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通知原始申請者並說明原因。 

 
如果期刊符合 Scopus 審查資格，Scopus 期刊評估團隊將會取得所有必要資訊並將其新增至

檔案。如有必要，出版商需要填寫「出版商資訊表」來提供或修正期刊資訊。 

 
一旦完整收齊所有資訊且期刊申請已準備「充足」，亦即完成所有申請作業時，期刊會交給獨

立運作的 Scopus 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CSAB)相關學科主席，根據 Scopus 期刊篩選標準進

行審查。 

 
5. Scopus CSAB 審查程序的主要考量是什麼？ 

 
Scopus CSAB 的學科專家使用量化和質化方法審查期刊。審查程序採用的篩選標準可分成五大

類別：期刊政策、內容、期刊排名、規律性和線上可用性。 

 
期刊政策 

 具說服力的編輯政策 

 同儕審查類型 

 編輯出身地區的多樣性 

 作者出身地區的多樣性 

 

內容品質 

 對所屬學科領域的學術貢獻 

 摘要的明確性 

 品質和符合既定目標與範疇 

 文章可讀性 

 

期刊排名 

 期刊文章在Scopus獲得引用的情況 

 編輯聲望 

 

定期性 

 沒有延誤出版時程 

 

線上可用性 

 提供網站版內容 

 提供英文版期刊首頁 

 期刊網站首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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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哪裡可以取得 Scopus 審查程序的更多資訊和申請審查的期刊狀態？ 

 
可在此瞭解 Scopus評估程序和篩選標準的詳細資訊。 

 
如果對 Scopus 期刊篩選有具體問題，或者想要瞭解期刊收錄申請的狀態，可以透過電子郵件

聯絡 Scopus團隊：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7. 期刊名稱有多重要？ 

 
期刊名稱不只對潛在作者來說相當重要，使用 Scopus 和其他資料庫搜尋相關必要研究的研究

者也很重視期刊名稱。期刊名稱可以表明國際地位，且隨著名稱對編輯委員會成員的多樣性和

國際性有更高的期望。期刊名稱同時明確表示與期刊目標、範疇和預期內容的關聯。請另外參

閱編輯常見問題中有關期刊名稱的問題。 

 
例如：如果期刊名稱包含國家名稱，像是法國資訊學期刊，外界會認為該期刊的目標和範疇以

法國的資訊學為主，而且(部分)文章很可能以法文撰寫，或是該期刊著重於國際資訊學，但以

法文出版。從期刊的目標和範疇能清楚瞭解兩者的差異。 

 
若要使用合適名稱推出新期刊，務必檢查有類似名稱的期刊，以確保在主要資料庫中您的期刊

與這些期刊不會產生混淆。有些編輯和編輯委員會可能認為使用類似名稱很好，因為可以接觸

已經在所屬領域發表過文章的作者，或者能獲得潛在聲望。不過這樣有違道德操守，因此應該

避免使用類似的期刊名稱(請在此參閱 COPE 透明度原則)。 

 
8. 對名稱包含國際一詞的期刊有什麼期望？ 

 
有些期刊可能在名稱中不當使用國際一詞，期刊名稱因此無法如實表明期刊本質。使用該詞彙

會希望期刊的內容、編輯委員會和/或諮詢委員會、範疇和理念反映出國際品質和內容。這並

不表示編輯委員會有一或兩位成員來自不同國家就可以或不可以代表期刊的主要語言。必須從

出版的各個層面明確表示期刊具備國際性的原因。 

 
同時需要有國際編輯委員會成員擔任期刊管理層人員和制定相關政策。任命特定職位前，被提

名人必須同意掛名在期刊下。有多種形式可以表明期刊的國際性，例如國際諮詢委員會、國際

委員會，且主要編輯委員會有國際成員。必須明確任命編輯或主編，以及規定任何其他期刊內

容的編輯和其職務。 

 
此外，國際期刊必須出版國際內容，或者至少要證明正努力朝此目標發展。不只需要國際讀者，

還要重視期刊所代表的意義。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scopus/content-overview#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
mailto: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5/95117/SC_FAQ-Role-of-an-Editor-22092014.pdf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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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網站資訊在提交資料程序中有多重要？ 

 
如今生活和工作都處於「科技」時代，而全球資訊網已成為主要的通訊來源，因此有關期刊呈

現和內容的任何資訊必須反映出期刊內容的品質。 

 
關於 Scopus 審查程序，期刊網站是 CSAB 審查者的首要審查項目，以評估是否符合 Scopus 

收錄標準。 

 
如果審查者無法在期刊網站上找到審查程序各方面的資訊，將很難評估期刊的品質是否符合

Scopus 收錄標準。此外，網站和期刊必須明確顯眼，而且與出版商的其他行銷或宣傳資料有

所區別。舉例來說，大學出版的期刊應放在大學主要網站的中間位置，而非專屬期刊首頁上。 

 
10. 期刊網站應提供哪些資訊？ 

 
期刊網站必須包含： 

 
 編輯/主編、編輯委員會和/或國際諮詢委員會組織架構和成員姓名。 

 說明原稿提交程序和標準的作者準則。 

 如何安排同儕審查程序。 

 出版倫理準則。出版倫理準則應清楚規定若疑似有弊端時編輯或編輯委員會應採取的行

動。 

 (若相關)開放取用項目標準和費用的明確資訊。 

 潛在讀者如何取得期刊出版文章的全文資訊。 

 期刊出版商的職務和組織資訊。 

 
作為潛在作者，您一定認為必須設計能輕鬆尋找和檢視的網站，存取網站的方式也需考慮視覺

因素，才能反映出專業期刊素質。在審查期間，特別是為了修正自首次資料提交以來的任何更

新資訊，CSAB 審查者會需要以類似輕鬆的方式造訪網站。 

 
11. 持續更新期刊網站有多重要？ 

 
期刊網站必須提供最新資訊，因為更新資訊明確展現對期刊的發展和持續經營的承諾。如果期

刊明顯逐漸減少文章，或者兩個刊號出版時間間隔太久，可能會引發期刊是否有收到足夠文章

(審稿量)來持續經營的問題。 

 
應注意的重點包含確認網站中的所有連結運作正常，以及已建立的連結都能妥善發揮作用並提

供最新資訊。編輯需要確保編輯委員會成員、辦公室聯絡人和出版商的所有資訊正確無誤，避

免傳遞錯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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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此參閱 COPE 的學術出版透明度原則和最佳實務(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Best 

Practic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12. 如果期刊資訊歸大學科系或協會所有，出版商該怎麼做？ 

 
如果代表協會或研究機構出版期刊，建議應儘可能架設期刊的專屬網站或首頁。這是為了確

保潛在作者、讀者和 Scopus CSAB審查者可以立即讀取資訊和內容，並將期刊明確視為個別發

行的出版品。 

 
大學或研究機構常常是期刊的出版商。若是如此，各個科系必須確認類似名稱的期刊不會由

同一單位發行；如果大學出版多本期刊，網站上的資訊必須維持特定的一致性。 

 
偶爾會因為大學地理位置鄰近、以類似名稱出版相同主題的期刊，或是競爭同類型文章而產

生誤解。 

 
如果協會規模小，必須清楚表示其作者來源；如果作者只限於協會會員，便會影響期刊接收

的文章數量和是否能長期收錄於像是 Scopus 等國際資料庫的問題。 

 

13. 將期刊網站資訊翻譯成英文的能力有多重要？ 

 
此問題與期刊目標和範疇有關，以及牽涉到期刊是否只鎖定說寫單一語言的作者。不過英文

已成為科學出版界的國際通訊常用語言。針對國際研究社群，可以考慮期刊文章和內容的長

期可及性。 

 
翻譯網站是與國際分享資訊的第一步，能促進跨國合作和溝通。如此便能進一步提高文章和

期刊的引用次數。 

 
一般非英語系國家的許多期刊提供選用「按鈕」，可以自動將網站和重要資訊自動翻譯成英

文。這並不代表會翻譯文章，但是所有申請加入 Scopus 的期刊必須具備英文標題和英文摘

要。 

 
考慮到作者的研究和學術貢獻需要最大的可及性才能提升個人文章和刊登其文章之期刊的引

用次數，現在越來越多期刊除了當地語言之外，有些文章也會提供英文版。除非提供文章的

通用語言版本無法獲得創造國際知名度的肯定，否則都會鼓勵提供文章的英文版，而且對特

定領域研究與國際有關的作者來說特別重要。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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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B的審查決定 
 

1. Scopus CSAB主要會做出什麼決定？ 

 
在 Scopus 期刊評估程序中，CSAB 的審查者會決定期刊是(同意)否(拒絕或延遲收錄)可以

加入Scopus。CSAB 學科主席會做出最終決定，並提出支持決定的審查者意見。若是拒絕收

錄，會提供停止申請的結束日期，該日期過後便能重新申請 Scopus 審查(重新提交資料日

期)。 

 
2. 重新提交資料日期是什麼？ 

 
若是拒絕收錄，會提供有條件的禁止申請日期，該日期過後期刊便能重新申請 Scopus 審

查。禁止申請期間分別有1年、18個月、2年或3年至5年。 

 
3. Scopus CSAB如何決定需間隔多久才能重新提出申請？ 

 
禁止申請期間分別有1年、18個月、2年或3年至5年，視審查者認為處理評估反饋和發揮成

效所需的時間而定。根據Scopus收錄的關鍵評估層面，反饋一般提供整體意見，包含重要

層面的正面評論和具建設性的改善意見。 

 
4. Scopus資料庫會收錄期刊多久？ 

 
Scopus 選擇收錄期刊後，便會從同意加入的當年度內容開始收錄。若Scopus 在期刊的第

三個出版年度同意收錄，將從期刊的第一個出版年度的內容開始收錄。如果具備完整的數

位化過期期刊，出版商可以要求 Scopus 收錄過期期刊。Scopus 同意收錄的期刊會一直保

存於資料庫；不過 Scopus 會評估已收錄期刊的表現，可能會停止收錄表現不佳的期刊。

Scopus 有權適當重新評估和移除期刊，以及取消收錄經證實有出版弊端的期刊，並從資料

庫中移除。 

 
5. 加入 Scopus 資料庫後，編輯和出版商該怎麼維持期刊品質？ 

 
編輯需要確保定期與編輯委員會成員溝通、更新作者和審查者資訊，另外推薦提倡優良實

務作法。出版商應協助加入 Scopus 的編輯和期刊維持溝通網路，以及保持網站和向廣大

學術社群推銷期刊的品質。一旦文章/期刊的引用次數增加，期刊本身、其目標、範疇和未

來方向會變得更重要。 

 
期刊需要持續遵守 Scopus 篩選標準，不過最重要的是必須發展及擴大讀者和作者群。在

確保期刊同時維持品質、持續成長和研究社群能繼續取得期刊內容上，編輯的責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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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監控其他作者和期刊引用自家期刊的方法是監控品質的良好方式，監控結果得以顯示

加入 Scopus 會帶來影響。編輯可以透過 Scopus 本身或使用 Scopus 收錄期刊專用的計

量指標來監控。 

 
6. 收錄於 Scopus之後，如果期刊內容品質降低，Scopus 是否有可能移除期刊？ 

 
Scopus CSAB 致力維護 Scopus資料庫中的所有期刊和出版品的品質。不過加入並不代表會

永遠收錄。若要 Scopus 持續收錄期刊，出版商、編輯和編輯委員會需要努力確保維持當

時加入所評估的品質，以及值得繼續收錄於國際資料庫的價值。 

 
出版商應確保隨時遵守出版倫理，並確認編輯團隊和作者同樣遵守期刊文章相關的出版倫

理，來保護期刊名聲和維持期刊品質。這是讓 Scopus 資料庫持續收錄期刊的必備先決條

件。 

 
7. 是否提供建議和指導給想要推出加入 Scopus 資料庫之新期刊的任何出版商？ 

 
如果出版商或編輯希望加入Scopus，我們建議參考 Scopus資訊網站和 CSAB 撰寫的諮詢文

件。此外還能參考本文件和針對期刊編輯角色的常見問題。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scopus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4/95116/general_introduction_csab.pdf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4/95116/general_introduction_csab.pdf


17 

審查決定與異議 
 

1. Scopus 如何做出審查決定？ 

 
Scopus 根據專屬的品質和實用性篩選標準(與獨立運作的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CSAB)合

作並配合大規模研究社群的需求制訂)，審查想要收錄於其商業產品中的期刊。 

 
由編輯獨立運作的 CSAB 主題內容專家負責根據既定的 Scopus 品質標準審查各個期刊，

決定 Scopus 是否同意收錄。 

 
2. 如果 Scopus 拒絕收錄期刊？ 

 
不會更改審查決定，在通知的禁止申請期間內都不會重新考慮審查，禁止時間到期才能重

新申請審查。 

由於CSAB獨立運作，因此Scopus團隊無法駁回或改變CSAB的決定結果。 

 
3. 我(作為期刊的出版商)是否可以對審查決定提出質疑？ 

 
通常會由出版商和 Scopus 團隊解決有關審查決定的抗議或異議，必要時 Scopus 團隊會

請教 CSAB 的審查者。 

 
如果仍然對決定有所質疑，可以進入上訴程序。上訴僅適用於質疑是否正確執行評估程序

(例如評估時考量正確的標準，或者已妥善傳達不同意收錄期刊的原因)，不適用於審查的

事實。 

 
若要啟動上訴程序，期刊出版商需要詳細說明為何認為此次沒有正確執行評估程序。上訴

者必須瞭解審查程序和事實的差異。 

 
出版商可以透過titlesuggestion@scopus.com向 Scopus 團隊提出上訴，Scopus 團隊應於收

到反駁信的6週內完成上訴程序。 

 
出版商提出上訴代表同意將上訴的判決視為最終結果。 

 
上訴案件會提交給獨立作業的申訴員，由申訴員決定是否允許上訴。 

 
若上訴有效，CSAB 的審查者需要重新考慮審查程序和決定。不過上訴有效不保證會更改

CSAB 的最終決定。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how-scopus-works/content/scopus-content-selection-and-advisory-board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how-scopus-works/content/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journal_selection_criteria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how-scopus-works/content/content-policy-and-selection#journal_selection_criteria
mailto: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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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審查程序的相關問題，請聯絡：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製作者：Karen Holland (CSAB 學科主席)、Derrick Duncombe、Elizabeth Dyas 與 Wim Meester (三位

皆為 Scopus 團隊成員)。 

 
上次更新時間：2018 年 10 月 

mailto: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