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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如何撰寫及發表國際期刊文章的看法 

 

葉光輝* 

 

摘要 

 

劉豁夫教授以其豐富的國際學術期刊主編經驗，提供國內年輕學者如何在國際期刊

上撰寫與出版「文化取向」心理學論文的建議。這是劉教授個人學術生涯發展歷程中成

功經驗的分享，個人從閱讀其成功經驗的分享過程中受益許多，本文主要從下列四點，

分享個人對劉教授一文的閱讀心得及延伸想法：（一）如何以投稿國際期刊文章作為規

劃自己學術發展的策略；（二）從教學相長過程中培養自己的學術性格；（三）如何撰寫

及發表論文於國際學術期刊上；（四）如何向外國審查者陳述華人文化的特色與概念的

核心意涵。希望藉由這些討論跟國內有志於從事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年輕學者相互共

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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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豁夫教授（以下統稱為劉教授）為一成功的華裔國際心理學者，具有相當豐富的

國際學術期刊主編經驗，由他來提供及建議國內年輕學者如何在國際期刊上撰寫與出版

「文化取向」心理學論文的建議是最恰當不過了。基於華人社會是個重視關係取向的社

會，因此他認為人際關係中的道德行為是個值得投入，也是較容易產出成效的研究課題。

尤其，年輕學者如果能夠根據儒家道德的教學相長理念，將自己的性格養成與學術社會

角色彼此內化整合一起培養，則其研究成果將更充實豐富，也有利於自身長遠的學術生

涯發展。他還具體建議，身為「文化取向」的心理學者要瞭解國際期刊不同知識場域的

區隔，才能使自己的文章符合當前知識需求而容易被接受刊登。當將自己視為一個文化

取向的心理學者時，也要調適自己既能夠使用本土文化的視野，也能夠使用跨文化的視

野，來回答不同次領域的各式問題，不該將自己局限於這兩者之一，限縮了自己的發展

空間。此外，他還提供了「雞尾酒會」和「三明治」的模式來指導年輕學者如何分別撰

寫國際期刊論文的摘要與全文，相當值得讀者細讀。最後，他認為「儒家心理學」這一

新興研究議題會是華人本土心理學未來相當重要的發展方向與途徑，值得國內本土心理

學研究者關注。基本上，這是劉教授以一個華裔心理學者陳述與分享其自身學術生涯的

發展歷程與成功經驗，並不是針對特定學術議題或理論觀點的主張與論述，對這樣的文

章內容，個人本就不適合進行任何評論，況且個人也從閱讀其成功經驗的分享過程中受

益及學習許多，因此底下提出的內容與其說是評論，倒不如說是個人閱讀該文章後的心

得及延伸想法，藉以跟國內有志於從事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年輕學者相互共勉。 

 

壹、如何以投稿國際期刊文章做為規劃自己學術發展的策略 

 

從學術生涯發展的視角來思考，年輕學者如何嚴肅看待論文審查意見的修改及再投

稿的學習歷程，是劉教授認為長遠學術生涯發展之最佳學習的起始歷程。誠如劉教授指

出的，投稿審查流程是個人不需要負擔任何學費，而只需要願意敞開心胸、耐心學習，

就能終生受用不盡、為長遠學術生涯發展帶來豐碩成果的學習場域與歷程。個人完全認

同劉教授這項建議觀點，甚至認為退稿經驗乃投稿者的平常事，即便是資深學者，也都

嘗過稿件遭受拒絕的滋味；因此，個人建議投稿者只需仔細檢視每項審查意見，設法補

強原稿件中的缺失，再接再厲，將修改後稿件重新投稿到其他適合的國際期刊，無需氣

餒。個人在自身投稿國內、外期刊論文的經驗中，幾乎未曾在第一輪的審查結果中，接

收到「無需修改即可直接刊登」或「修改後直接刊登」的決定。換言之，如果主編給您

論文審查結果的決定是「修改後再審」，不論是「小幅度修改（minor revision）」或是「大

幅度修改（major revision）」，您都應該感到欣喜；這不僅代表自己的文章內容存有某些

價值與貢獻受到審查者或主編的青睞，願意再花時間繼續處理您的稿件，因而您只要虛

心檢視每項評論意見，逐條審慎地配合建議意見修改及清楚說明修正的重點所在，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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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您的文章逐步邁向刊登之路。 

 

貳、如何從教學相長過程中培養自己的學術性格 

 

此外，劉教授指出：年輕學者如何專注於帶領指導自己的研究生成為他們的良師益

友，也會是自身長遠學術生涯發展的最佳投資。年輕學者透過指導研究生撰寫論文的教

學相長過程中，不僅可以拓展自身學術研究範疇的廣度，也可從這些指導討論過程中，

逐步累積學術生涯相關方面的各式經驗，最後讓自己轉化成為特定學術議題的專家或權

威。其中，培養自己的仁慈領導（能體恤學生資質的個別差異，適才適性的引導）與德

行領導（能以自身的道德情操，作為身教的榜樣）素質是邁向教學良性循環成功之路的

核心要素。雖然教導研究生如何執行各式研究方法與分析技術要比教導他們如何建構本

土心理學理論容易許多，且理論建構往往需穩紮穩打的持續累積，較難看到立即成效，

但二者仍不可偏廢。前者所以較容易教導，這是因為不論本土的或西方的研究方法，都

採用了彼此相通或相同的溝通語言，所以在教導過程中具體清楚許多，相對也容易許多；

而如何教導後者的掌握所以難度較高，除了理論建構歷程需要時間來沉澱及醞釀，它還

需要透過廣泛的閱讀及整合本土的概念及理論，並與西方主流心理學的概念及理論進行

批判性的對話、辯證，如此所建構的本土心理學理論，才能受到國際學術社群的關注與

青睞。有興趣的讀者，或可參閱個人在華人孝道雙元（see Yeh, 2003; Yeh & Bedford, 2003; 

Bedford & Yeh, 2019; Tsao & Yeh, 2019）與雙元自主性模型（see Yeh & Yang, 2006 ; Yeh 

et al., 2007; Yeh et al., 2009; Wu et al., 2015）之發展建構過程相關的文章內容。 

 

參、如何撰寫及發表論文於國際學術期刊上 

 

劉教授提供兩種模式用來教導年輕學者撰寫論文的摘要及全文。撰寫摘要使用的模

式，他稱之為雞尾酒會式的模式，即像個人參加雞尾酒會時，要能以最簡潔、最能吸引

他人關注的方式來介紹自己的特點及優點，以讓酒會中正與您交談的對象快速決定是否

還要繼續跟您或轉移與其他賓客交談。撰寫論文全文使用的模式，他稱之為三明治式的

模式，即在論文的簡介、研究方法、結果討論等各個部分，都要能夠有適當的比例來組

合及組織自己研究的重點，否則當組合比例不對稱或組織架構不嚴謹時，將會像是一個

不夠美味的三明治，而容易遭到期刊主編與審查者的拒絕與退稿。此外，認清楚自己研

究主題的定位及其可行銷的知識市場區隔，是年輕學者自己學術生涯發展及投稿國際學

術期刊文章能否成功，必須先釐清的基本功夫。撰寫及投稿期刊文章前，要先清楚了解

自己欲投稿期刊的屬性與偏好。通常這在期刊主編的編輯聲明稿中都會有清楚說明，尤

其該期刊是否重視及接受以非西方文化及社會樣本所從事的文化或本土心理學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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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內容，至關重要。若不能理解您投稿期刊主編與讀者群的期待與偏好，只是考慮期刊

的影響係數高低，將容易遭到拒絕與退稿的命運。如果期刊主編的編輯聲明稿不夠具體

清楚，那投稿者只能花較大的時間及精力，依靠自己實際投稿、審查意見內容與退稿的

試誤（try and error）經驗，來學習該期刊的遊戲規則。劉教授依其豐富的學術投稿及編

輯經驗，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將近十種適合本土心理學者審慎參考的國際期刊及其重要知

識市場區隔特點，相當值得年輕本土心理學者學習參考。 

 

肆、如何向外國審查者陳述華人文化的特色與概念的核心意涵 

 

劉教授提到，儒家心理學是華人本土心理學未來的重要熱門議題。然而對於英文不

是母語的華人本土心理學年輕學者，要向不熟悉儒家文化特色與精髓的外國學者或論文

審查者陳述華人儒家文化特色與核心概念意涵，著實有其難度。許多華人社會生活中耳

熟能詳的概念或用詞，對於華人讀者來說，無需多費言詞，舉個典故或簡單陳述，大多

能夠了然於心，知其所指。若要對這些儒家概念或用詞做更進一步的細分或創立新詞（這

是學術創新理論的常態），只要能舉些日常生活的實例說明，多半也就能夠讓華人讀者

明瞭或掌握。然而當讀者是外國學者或審查者時，無論他們是對儒家文化一知半解，或

存有僵固的刻板印象，華人學者若要透過當代心理學的學術語言，精準傳達儒家知識體

系中的概念、觀點，或華人心理與行為隱含的意義，不僅在英文寫作能力上有一定要求，

對於個人知識轉換與概念化能力更是嚴苛的考驗或磨練。就個人多年遭遇的經驗與心得，

最佳的方式是找尋出一個現有西方主流心理學中與您所要論述之本土概念相當對應或

接近的熱門概念（counterpart），作為批判反思或對應比較兩者異同的對話入手，然後再

闡述自己欲說明之本土概念所增益的貢獻或價值，如此才能獲取這些外國審查者的注意，

願意敞開心胸或花時間來了解您所欲表達的儒家文化概念有何優、缺點，進而願意給您

機會跟您溝通對話；否則，因為審查者被賦予的角色任務，本來就是要來針對文章內容

「找碴」的，若欠缺將華人儒家概念或觀點適切地定位到西方心理學知識脈絡中，從而

提出有意義的新問題，很容易就會因詞不達意或外國審查者的誤解，導致您辛苦撰寫的

文章被輕易拒絕，而喪失進一步深入闡明的機會。當然，如果您可以在文章投稿之前，

找個英語母語的同行學者，針對您文章初稿進行預審或給予修改建議意見，雖然多花了

些時間與精力，但絕對是相當值得的作法。一旦闡述的本土概念能夠被國際學界接受，

則經由此本土概念所建構的本土理論，才能夠經得起後續檢視。  

撰寫及出版國際期刊文章是一個不斷自我精進的努力與學習過程，這一學習歷程仍

有許多本文未提及的細節，諸如不同期刊對於格式體例的各自規定、文章字數上限要求、

對期刊編輯群背景專長與主題偏好的掌握、稿件審查時程的快慢……，甚至文章如何破

題、綜合討論如何撰寫，都有待每位年輕學者親自體驗及了解。上面雖然分享了一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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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重點，然而發表國際期刊文章無捷徑，尤其隨著國際學術社群生態的演化，衍生出一

些新的規範，諸如對文章研究資料、統計分析程式的公開與研究程序倫理及誠信的保證

等等要求，唯有透過身體力行，才能累積有效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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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alk about 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Kuang-Hui Yeh* 

 

Abstract 

 

Professor James Liu has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s editor-in-chief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He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young domestic scholars on 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cultural oriented" psychologic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e article shar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Liu's personal academic career development. I have 

benefited a lot from reading about h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will elaborate on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on how to : (1) Take advantage of the process of submitting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s a strategy for planning one’s academic career; (2) Cultivate one’s academic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one’s graduate students; (3) Write 

and publis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and (4) Address indigenous Chinese 

concepts and their core meanings to foreign reviewers. I hope my personal reading experience 

and extended ideas can encourage young domestic schola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indigenous Chinese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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