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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寫作經驗分享



• SSCI期刊投稿分類經驗分享



與數學教育相關的SSCI期刊

•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IF 3.676, Ranking 13/263)

•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IF 1.500 , Ranking 144/263)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F 1.578 , Ranking 133/263)

•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Learning 
(IF 1.074 , Ranking 195/263)

• ZDM (IF 1.256 , Rank 179/263)

•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IF 1.574 , Ranking 134/263)



教育相關也接受數學教育的SSCI期刊

• Educational Research (IF 1.472 , Ranking 154/263)

• Educational Studies (IF 0.814 , Ranking 219/263)

• Irish Educational Studies (IF 0.554 , Ranking 240/263)

•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F 2.086 , Ranking 83/263)

•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IF 2.126 , Ranking 79/263)

•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F 1.400 , Ranking 162/263)



•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IF 3.323 , Ranking 24/263)

• Computer and Education (IF 5.296 , Ranking 4/263)

•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IF 1.752 , Ranking 114/263)

•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IF 1.604 , Ranking 128/263)

•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IF 1.131 , Ranking 188/263)



• SSCI期刊論文寫作建議



研究論文

•選擇具創新之研究主題

•※具創新性：沒有人作過的研究
或教學相關實務研究



•※具參考價值：

•學術上(理論基礎的延伸或研
究方法的創新等)

•教學方面(教學方法或策略的
創新)



研究動機

1. 引述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背景，
例如:分析先前研究之結果與發現，
然後引入還有哪些研究待進行？

2. 為什麼要進行本研究？

3. 言簡意賅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

• 文獻探討

• 研究方法

• 研究結果

• 討論與結論



討論
• 結果說明：針對實驗數據來說明，包
含研究結果是否符合預期成效，尤其
是不在預期中或令人不滿意的結果，
都需要做個合理的說明。

• 參考先前的研究：將研究結果與文獻
中的發現進行比較，以及使用文獻來
支持本研究的主張、假說或推論。



討論

• 進行推論：針對研究結果進行一般化
推論的可行性。



結論

• 本研究的收穫是什麼？

• 這個研究的效益、優點和應用等等。

• 未來還有哪些方面可以研究(對未來
研究方向的建議)。

• 研究限制。



修稿技巧

•剛開始撰寫稿件，完稿後一定

要請人潤飾稿件(專業修稿人員)

•亦可以邀請資深研究者或者國

•外學者協助修稿！

• (有捨才有得！)



•“一定”要請英語系國家之
專業論文修改者協助潤飾



稿件修改方式

•※投稿者必須對審查人之審
查意見逐條回應，若同意她/
他的看法，則提出修改方式；

•若不同意，亦必須提出自己
的理由。

Responses to the reviewers.doc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成功卻
永遠需要努力

•努力投稿不一定會被接受，
但是被刊登卻永遠需要努力
寫文章！



•「龜兔賽跑」這個故事從小

•聽到大，我們總以為，現實

•生活裏，不會有人像兔子般，

•因為貪睡而輸給烏龜。長大

•後漸漸發現「其實有成就的

•人，不是靠能力而是靠努力」



•論文寫作經驗分享



• 堅持、敬業與熱誠，才是我

•們成功路上的貴人。



堅持
•研究的路途是艱辛的，過程
可能充滿困境、迷惑與不確
定性。因此，研究的過程中
堅持就更顯其重要性，無法
堅持到最後一刻，可能就會
功虧一簣。



•給年輕學者的第一個建議就
是「堅持到底！」

•做研究、投稿要有堅持的精
神，不怕失敗、不怕批評、
勇敢面對、正面對決！挫折
必定是成功的考驗石。



敬業

•從研究的角度而言，既然已
選定從事研究工作，便要忠
於研究這件事，並能夠心無
旁騖，將全副精力集中到研
究這件工作上。



•給年輕學者的第二個建議就
是要有「敬業的精神！」

•做研究要敬業，多閱讀相關
的文獻，才能言之有物、說
之有理。畢竟，敬業才是成
功的基石。



熱誠

•內心充滿熱誠可以讓自己保
持專注與動力，並能夠激勵
自己繼續堅持下去與採取行
動。



•給年輕學者的第三個建議就
是要有「熱誠！」

•做研究要有熱誠，才能堅持
研究的進行，才能夠轉失敗
為成功的契機。當然，熱誠
是成功的墊腳石。



把握當下、量力而為





•我們無法決定生命的長度，

•但是可以決定生命的深度。



最後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天天開心

•事事如意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