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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必须写作
——如何向国际期刊投稿？∗

陆 洛

（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台湾台北 10617）

摘 要：科学家必须写作！在今日国际学术圈内，“出版图存”已是常态。本文仅以个人向国际期刊
投稿的心得经验与大家分享，试图解析以英文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的成功关键，期能引发学术圈内更多的交
流与经验传承，为华人学者争取更广泛的国际认同，更宽阔的学术空间及更深邃的文化影响。
关键词：国际期刊投稿；英文写作；华人学者
沟通是从事一项良好研究的基本能力。Barrass（1978）曾指出“所谓的科学文献，实则是科学家之间
沟通的永久纪录，亦是一部科学史，它记载了真理，它记载了观察和观点，它记载了被忽略的，被需索的，
经得起后续观察与实验的假设。科学是不懈的努力，一项研究的终点可能是另一项研究的起点。所以，科
学家必须写作！如此，他们的发现才能为人所知。” 著书立说同样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然则，
在现今的国际学术环境中，处于边陲地带的华人学者必须要以英文撰写发表论文，才能将其发现或建构的
知识传播出去，并可望在学术核心地带引发注意，讨论及回响。只是，以非母语写作并阐扬学理，谈何容
易！将投稿国际期刊视为畏途的人不在少数，即便勉强为之，也有言不及义之憾，更常有与英语世界读者
沟通不易之感。鉴于此，本文抛砖引玉，将个人向国际期刊投稿的点滴心得与大家分享，期能引发华人学
术圈内更多的交流与经验传承，并以团体之力，更有效、更快速地走入国际学术圈的核心，为华人本土心
理学争取更广泛的国际认同，更宽阔的学术空间及更深邃的文化影响。
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不管是中国古训，还是现代的沟通理论，皆强调对己对人的深刻了解，是培养良好互动或克敌制胜之
关键所在。以下即分知己与知彼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知己所长
就学术沟通而言，个人的学术养成背景、研究兴趣、方法取向、乃至语言驾驭能力，都会对沟通效果
产生影响。
1、学术养成背景
个人的学术养成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便是博士论文阶段的训练，而此时也正是很多人首次以独立研
究者的身分进入学术圈，寻找并认同一个学术团体，进而被其教化和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例如，留学英国
的博士生，不仅较习惯英国式英语，也较熟悉英国学术圈的人和事，包括在某个领域中一方泰斗的学者，
独占鳌头的研究团体，颇具声望的期刊杂志等等。这些背景知识和潜移默化的养成训练，使他（她）在投
稿英国期刊时较易产生投缘与契合之感，也可能因其行文字里行间所流露的“英国味”而得到期刊的好感。
[1](25)

本研究由国科会资助（计划编号：NSC94-2413-H-008-003），特此感谢。
【作者简介】陆洛，教授，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系；研究方向：心理学、组织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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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种“好感”可能并非理性和自觉的产物，却是存在并有影响力的。当然，如果这位留学英国的学者
要投稿美国的期刊，此等“优势”便不复存在了。
2、研究兴趣
研究兴趣不仅是一种学术承诺，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角色扮演。虽然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理论思潮的
变迁，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整合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个人的学术养成及研究兴趣依然是个人学术活动得以展开
的“文化脉络”。同样地，对学术社群而言，共同的研究兴趣和关怀也仍是社群认同的标杆，无形的学科（门）
疆界依然存在，而期刊的定位及维持此定位的运作（如审稿历程）则是此疆界的彰显。鉴于此，清楚地认定
自己的研究兴趣，当可避免因“误闯”其它秉持不同研究旨趣的学术社群地域，而招致不必要的挫败。例如：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实际上只接受以临床（精神）病人为对象的研究论文，虽此“规
定”从未诉诸文字，但确是该期刊编辑委员会共有的默会之知。若某位学者的研究主题有关压力和健康，但
其研究兴趣却是一般民众（正常人）的心理适应历程，则他（她）应清楚地认定其所选择的研究兴趣非属狭
义的临床心理学的范畴，故并不适宜投稿至前述的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方法取向
虽然学术研究的方法取向日益多元化，但不同研究典范之间的融合仍是有待追求的理想。秉持不同研
究取向的学术社群泾渭分明，也各有自己的论坛和发表空间（期刊），投稿前先确定自己的研究典范和方
法旨趣才不会入错门、找错人。例如，一旦确认了自己的方法取向是以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的质性研究法，
要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发表的空间其实也不难，如：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便相当欢迎此类的研究论文。
4、语言能力
语言和其它能力一样，存在着极大的个人差异，先诚实而理性地评估自己的英语能力，才能采取适当
且有效的手段来扬长避短。若习惯使用的是英国式英语，惯用冗长的句子，复杂的语法结构，深奥艰涩的
字汇，被动式的语态，迂回型的沟通，则最好考虑投稿英国期刊，而非美国期刊。若自认英语表达能力不
尽理想，则不妨在成文后先请双语或英语流利的友人帮忙修饰，再行投稿。若此“顾问”本身具有专业的
知识背景和丰富的论文撰写经验则更佳。
（二）知彼所好
论文发表并非研究者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因此，找对沟通的对象，找到双方共
同的语言，相似的兴趣，互通的背景，便是成功沟通的良好开端。是故，了解期刊的创设背景，学术特色，
声望地位，及其运作政策，便能投其所好，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发声的管道了。
1、创设背景
每份期刊均有其身家背景，约略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际性学会的刊物，如人格心理学中颇具声
望的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即是英国知名的特质论人格心理学家 Hans Eysenck 所发起组织
的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ISSID）之会刊，而 Eysenck 正是此刊的创始
主编，且长期主政该期刊的学术活动和日常运作，其地位至今备受推崇，其影响亦深植该刊的“潜意识”
之中。不难想象，若一篇论文以特质论，尤其是 Eysenck 的人格三因素论为理论取向，展开论述，则较易
与该刊“投缘”了。当然，也并非每个国际性的学会都有一位如此强势主导的开创者，大部份的国际性学
会还是民主运作，轮流执政的，如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Stress（ISIS）的会刊 Stress
的编委即采任期制。不过 ISIS 的宗旨在于整合有关压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特别是压力的生物基础及各项
压力相关疾病的管理。是故，投稿 Stress 或另一与 ISIS 渊源颇深的 Stress 和 Health 的论文若完全不关注压
力的生物层面，获得青睐的机会恐怕不高。
第二类的期刊是地区性学会的刊物，如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和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BPS）旗下的众多刊物，涵盖了各个心理学的分支领域。虽然这些期刊都强调其国际性愿景，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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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与英、美学术圈无任何渊源，投稿是相当困难的，这些期刊都有高水平的自我期许，如 BPS 旗下的刊物
退稿率每年维持在 70%～80%之间，而 APA 期刊的退稿率更可高达 90%以上，投稿的难度可见一斑。
第三类的期刊是一些大型的学术出版社编印发行的学术期刊，其数量浩若星河，且不断有新的刊物问
世。整体而言，这类的刊物以跨科际整合的居多，也有不少特别针对某一主题的学术论坛，就质量与专业
水平而言，良莠不齐，但若能大浪淘沙，亦可挑出其中颇具水平和声望的刊物，当作可能的出版园地。例
如：Sage 出版的 Human Rel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及 Wiley 出版的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都是相当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刊物。
2、学术特色
每份期刊因其不同的创设背景，历史沿革和自我期许，便会发展出各自迥异的“期刊文化”，在其国际
观、开放度、偏好等方面，皆会彰显出来，成为我们了解其之标的物。就国际观而言，前述第一类的国际性
学会刊物通常最具编委国际化和论文来源国际化的潜力。如前文所提的 ISIS 和 ISSID 均积极在世界各地征募
会员，也不乏身处国际学术边缘地区的专家学者进入其刊物的编审体系。而这些学会定期举行的全球性国际
性会议亦会吸引各地的学者参与交流，在此期间所发表的论文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最终在其学会的相关刊物上
付梓，也因为频繁的国际交流，这些刊物对来自不同文化脉络的研究及论述也较具开放度和包容性。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期刊也大都已有自己的偏好，此等偏好，有时明言于“投稿须知”或刊物背
景介绍中，有时则只是编委会的默契而已。例如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便明确宣示欢迎理论性、
方法论及综论性的文章；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则特别辟了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专栏，还声明鼓励田野
研究的论文投稿；而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则不仅表明欢迎新人及研究生投稿，还特
别优惠他们可以多一次评审的机会，另外，这份期刊也明文表示偏好质性研究的论文。凡此种种的期刊偏
好，都应纳入投稿的决策历程中，细加考虑。
3、声望地位
学术声望地位是个多面向且相当复杂的概念，很难完全客观地评量。但近年来国际学术圈还是渐渐凝
聚了某些共识，如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和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已渐被接受成为一种相
对客观的期刊学术水平评量标杆，不仅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被评量时多以 SCI 或 SSCI 为参考依据，各期刊
也以挤入或维持在 SCI 和 SSCI 中的排名为重要目标。故，决定投稿时也应注意一下期刊的声望地位。
但是，勉强要将一个主观的现象定量化、客观化，难免会有捉襟见肘的窘境和许多遗珠之憾。因此，
决定投稿的对象时，除了查询期刊在 SCI 或 SSCI 中的排名之外，也可考虑其它更传统的约定俗成指标。
例如：APA 和 BPS 的期刊都有完整的评审制度，严格的质量控制，广泛的读者群，已确立的学术地位及
公信力，有些虽然未进入 SCI 或 SSCI 的排行榜，但投稿时仍应审慎考虑。
4、运作政策
每份期刊除了写给作者的“投稿须知”及刊物背景介绍等公开的信息外，实则都有一套编审的运作政
策，有时是编委会讨论后的共识或默契，有时则是主编秉持的理念和原则。例如前文所述之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不欢迎以“非病人”为对象的研究论文，即属此例。当然，也有些期刊是
开诚布公地明列其“排外条款”的，如 Journal of Personality 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都明言不
收单纯量表编制或信效度检验的文章。而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也明确规定论文必须是针对两
个以上可清楚界定的文化团体所做的研究，而仅探讨同一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比较性研究则无法接受。
综上所述，向国际学术期刊投稿前的准备工作实不容忽视，从自我了解中发现自己的定位、特色和优势，
亦从了解期刊的背景、属性、偏好和政策中发现其需索，然后以己之长投其所好，成功便是一种完美的契合。
二、培养关系，建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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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中流行的“有关系，就没关系”之说，外国人或许不解其奥妙，但关系运作和圈子文化在西
方社会一样存在，学术期刊自然不能置身事外。那么，身在学术边陲的华人学者，如何能从“没关系”到
“有关系”呢？靠的自然是套关系、拉关系和加强关系等一系列的关系运作了。
首先，师出名门是建立关系的快捷方式之一。若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系一方泰斗，则联名发表论文时
的 ISO 认证效应便足以引起期刊主编及评审的注意甚至好感。师从名家不仅能学业精进，更能快速地融入
学术圈乃至权力的核心。当然，如果撰写学位论文期间无此荣幸，也大可在日后找机会向名师名家拜教，
拉出一层关系来。
其次，投其所好是培养好感的不二法门。既已知己知彼，投缘合契便非难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
理却会使人对喜欢自己（的期刊）的人产生喜欢之情，此乃相知相惜之情而已。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将
适宜的文章投给期刊，主编迟早会注意到你的。
第三，长期奋战是加强关系的必要手段。品牌有忠诚度，期刊亦然。若将同一主题的系列性论文投到
同一期刊，不仅可以量取胜地加深主编乃至读者的印象，也藉此机会创造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并以持续的
投稿表达对期刊理念及学术追求的认同与支持。
最后，经由上述持续不懈的努力，若有真才实料，则主编终将发现瑰宝，并将之纳入权力体系。易言
之，主编会邀请资深的投稿作者担任评审委员，而长期就某一主题投稿的作者更容易成为主编心目中该领
域的意见领袖。此时，提供服务便是维系与期刊良好合作关系的不二法门。守时守约、认真公正、客观理
性、专业具体，是学术期刊的守门人应有的自我期许，而协助推广期刊也是一项可贵的服务。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从边缘到核心，从陌生到熟悉，在国际学术论坛发声，实际上也是一场关系游戏。
这对于生活在关系之中的华人应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
三、加强实力，更上层楼
单靠机巧，或许能抓到机会表现，但要永续经营，则不仅要有真才实料，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此处所指的能力主要是专业能力和语言能力。
就学术能力而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观，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引人注意并维持发言权的利器。
来自学术边缘的东方并非全然利空，如果我们能做好本土的研究，能有说服力地娓娓道于西方人，其实正
满足了他们一窥“神秘的东方”的强烈好奇心。本土的数据若能镶嵌在丰厚的脉络中，对于西方人是具有
致命吸引力的。当然，前提是我们的本土研究必须先符合“好的研究”的条件，这便需要专业能力的加强。
要将本土的研究国际化，除了学术专精外，国际观的养成亦十分重要，了解国际学术圈的潮流与脉动，
关注与兴趣，方能找到适切的涉入点，并与之对话，甚而对之发生影响。例如，近来西方学界对于“文化”
的兴趣方兴未艾，任何富含文化意涵的研究都极易引起反响与共鸣。
当然，所有的专业努力都必须以语言为媒介来呈现，而加强英语能力的关键实非以英语写作，而是“以
英语思考”。首先，应了解东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差异，在英文写作时，尝试用西方人的头脑来思考。
其一，华人写作喜广征博引，以示家学渊博，亦以名人之说强化自己的自信心，结果，起承转接，迂回曲
折，层层包裹之后，西方读者早已头昏眼花，却常常仍是不得要领。其实，西方的学术论文强调研究者的
主体性，把问题谈清楚，观点说明白就好，大可不必玩“老师说”的游戏。其二，英语写作直截了当，开
门见山，一段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该段的主旨，最后一句则是该段的结论。这与中文写作的习惯也有不同。
原则便是，简单、直接、清楚、利落。
其次，语言能力的精进，不仅要靠练习，更要经过思考。此处“借脑原则”十分合用，借他山之石，
在平日阅读专业文献时便养成习惯，不只吸收新知，更多一层语言思考，注意别人的行文铺陈，架构设置，
乃至遣词用字，积跬步而至千里，长期努力必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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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写作时牢记“同理心”的原则，以“读者取向”为要旨，凡别人看不懂的不写，即便是文献
引证也尽量避免直接引用古籍，而最好引用英文版的加工数据，以增加文化经典的可近性。
知己知彼，培养关系，加强实力，其实是一个从认知到实践的过程，且是不断往复，不停发展的历程。
每个人在其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体认和感受，本文记载的只是个人的点滴经验，本不足与人道也，但若能
成为前车之鉴，赋予个人甘苦另一种存在的价值，亦是一件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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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field, students’ moral character measure and evaluation is one of
the central issues. Carrying ou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tudents’ moral character measure and evaluation is a
meaningful try in the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field. In this paper, we will compare the students’ mor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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