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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臺灣過去資訊不是那麼公開，以前當研究生時，若能在國內的《體育學報》或《中華體
育季刊》發表論文，就可稱得上國內體育界很好的學者。但拿刊登在國際期刊的論文做為升
等論文，卻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因為早期擔任升等審查的資深教授，不見得看得懂外文，且
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國際期刊，反而還會以為提出一篇薄薄6-8頁篇幅的國際期刊論文是不懂尊
敬或不禮貌之事。所以，當時教師升等的氛圍大多以撰寫一本本厚厚的書較討好，投稿國際
期刊的論文反而較不受青睞。
然而，從1990年代教改之後，國內各大學校院與各系所如雨後春筍般地廣設，隨著碩博
士量產，大學校院教職職缺好比僧多粥少，加上近年來少子化的影響，使得各大學校院的新
進人員聘任、教師評鑑、升遷，甚至是獎勵和計畫申請補助的標準，也日益提高。此外，為
了提升國內研究水準與建設世界級的頂尖大學，教育部五年前推出五年五百億計畫，這也影
響了國內學術研究表現，使投稿國際期刊論文漸漸成為一種趨勢。然而，國內目前仍停留以
發表的篇數或刊登期刊在該領域的排名做為相關評量之依據，未能與國際真正接軌。
去年曾看到荷蘭著名的出版公司Elsevier貼出一文，呈現臺灣與世界頂尖的大學論文出版
數與被引用數之比較。整體而言，兩者每年所出版的論文數是不相上下的，但差別在於臺灣
出版的論文被引用數比較少。造成這差異的真正原因還不清楚，但可能與現行獎補助制度有
關，進而產出許多不受到國際學者感興趣的論文，或與世界主流議題較無關的研究；也可能
是國內學者較少與國外頂尖研究機構學者進行相關熱門議題的合作，進而降低在國際上被引
用的機會。
記得十年前到歐美參加研討會時，詢問當地學者服務學校相關獎補助，得知其主要以教
師論文出版後被引用之情形 (扣除自我引用部分) 做為依據，此方式與現行英國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與Quacquarelli Symonds (QS) 進行世界大學的學術評比指標一致，但與臺灣
現行之方式不太相同。所以，從歐美國家現行的學術研究評比制度來看，臺灣將會跟隨修正
與調整。因此，這些問題值得身為學術研究者的我們正視及省思，特別是對於之有志進入大
學校院體育系所的年輕學者，或是目前新進人員而言，更須提早思考與規劃未來的研究生涯，
確保自己的競爭力，避免從未來競爭激烈的高教環境中被淘汰出局。
i

體育學報第49卷第2期共有論文8篇，有綜評論文1篇、力學有2篇、還有心理、生理學、
管理、教育各1篇，都是相當好的文章，希望對讀者的閱讀及引用能有所助益。
預祝各位先進暑假假期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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