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

10

臺灣家庭醫學團隊國際期刊論文發表之現況
－從2015年Web of Science資料檔分析
1,2

林宜璇

2,3

林明慧

背景與目的：世界各地家庭醫學科研究者的論文產量有逐年增加趨勢，臺
灣亦然。對於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者的研究現況，則少有詳細討論。本研
究將分析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者參與發表論文收錄於國際科學引文索引資
料庫的最新情況。
方法：本研究於2016年1月15日自Web of Science®擷取資料，擷取條件為
2015年內出版的論文(article)且作者任職機構為在臺灣的家庭醫學科。分析
面向包括期刊、研究領域類別、影響係數及作者所屬的醫療機構。結果：
2015年臺灣家庭醫學科共有279篇文章發表於Web of Science®收錄的期刊。
由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擔任第一作者共76篇(27.2%)；擔任通訊作者共
71篇(25.4%)；擔任第一或通訊作者共112篇(40.1%)；通訊及第一作者皆為
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的文章共35篇(12.5%)。所有論文發表在180本期刊，共
計67個領域。約1/3的文章發表在一般暨內科醫學、多學門科學與老年醫學/
老年學領域的類別，僅有1篇發表於基層健康照護領域。
結論：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常見跨部科合作的研究論文發表，極少數
論文發表在基層健康照護領域的國際期刊。臺灣家庭醫學研究能量仍需持
續提升，研究傳承亦是重要任務。
（台灣家醫誌 2017; 27: 10-18） DOI: 10.3966/168232812017032701002
關鍵詞：家庭醫學、論文發表、影響係數、基層醫療、文獻索引資料庫

前

Family Doctors, WONCA)曾於2003年舉

言

辦學術研討會，對如何提升家庭醫學科
學術研究對家庭醫學專業的進步
[1]

[1]

研究提出建議 ，包含建置家庭醫學科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然而第一線的家

研究者溝通的平臺，或籌組研究網絡。

庭醫師要進行研究卻面臨許多困難，

至今，世界家庭醫師組織已在全球組織

[2]

包含難以兼顧臨床工作 、缺乏研究資
[3]

[4]

了許多研究團體以促進家庭醫學科醫

源或資金 、對研究缺乏興趣 等。世

師的研究發展，如：South Asia Primary

界家庭醫師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of

Care Research Network、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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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係數、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所屬的

GP Research Network等 。世界各地包含

醫療機構。除了對作者所屬機構欄位有

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基層

臺灣家庭醫學科的文章作以上分析，本

[6]

醫療研究者的論文產量亦有逐年增加 。

文亦特別針對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所屬

日前針對1993-2014年臺灣家庭醫學科研

機構欄位有臺灣家庭醫學科機構進行統

究分析的結果，也發現臺灣家庭醫學科

計分析。期刊的研究領域類別及影響係

[7]

的研究產量呈現增加趨勢 。然而，對

數係依據期刊引用評鑑資料庫(Journal

於家庭醫學科醫師的研究類別、擔任第

Citation Reports)2014年版本[9]。若一位作

一作者及通訊作者的研究情形卻尚無討

者任職於多家醫療院所的家庭醫學科，

論。

本研究計算論文數時，會同時將其列入
為了解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者的國

分析。若第一或通訊作者任職於多家醫

際論文發表現況，本文分析2015年臺灣

療院所的家庭醫學科，本文於計算第一

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發表文章的期刊及

或通訊作者的機構分布時，只分析第一

研究領域，並調查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

個出現的醫院。如果家庭醫學科學者任

學者擔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情況。

職於老年醫學等其他領域之機構，其論

另提供國內各大家庭醫學專科機構的文

文的機構欄位未標示家庭醫學，則不列

獻發表情形與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排

入統計。

比。藉由了解現今臺灣家庭醫學專科研
究的文獻發表，希望能提供臺灣家庭醫

本文以描述性統計呈現，計算軟體
為Microsoft Excel 2013版。

學科學者未來努力的方向。

結

果

材料與方法
有284篇論文滿足搜尋條件，經逐一
本 研 究 於 2 0 1 6 年 1 月 1 5 日 自 We b

檢視後，刪除5篇國外家庭醫學科研究學

of Science®[包含Science Citation Index

者與國內非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合作的

Expanded (SCI)及Social Science Citation

論文，共計279篇論文列入統計分析，其

[8]

Index (SSCI)資料庫] 擷取資料，擷取條

中包括275篇為SCI論文與32篇SSCI論文

件為出版日期於2015年、文件類型是文

（有28篇論文同時被SCI與SSCI收錄）。

章(article)且機構地址包含臺灣(Taiwan)

這些論文發表在180本期刊，共計67個領

與家庭醫學(Family Medicine)的著作。本

域。所有臺灣家庭醫學研究者都任職於

研究只分析醫療院所的家庭醫學科，不

醫院，無人任職於標示為家庭醫學的診

考慮醫學院校的家庭醫學科。資料下載

所。第一作者任職於臺灣家庭醫學科者

後，人工逐一檢視，以排除由國外家庭

共76篇(27.2%)，發表於54本期刊33個領

醫學科研究學者與國內非家庭醫學科研

域；通訊作者任職於臺灣家庭醫學科者

究學者合作發表的論文。

共71篇(25.4%)，發表於50本期刊32個領

本研究分析臺灣醫療院所家庭醫學

域；第一或通訊作者任職在臺灣家庭醫

科研究學者文章的投稿期刊、期刊所屬

學科者共112篇(40.1%)。在由家庭醫學科

的研究領域(subject category)、期刊的

研究者擔任通訊作者的論文中，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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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36篇）第一作者並非任職於家庭

現2015年臺灣家庭醫學科發表279篇論

醫學科。

文中前13名研究領域之統計，大約1/3

表1顯示2015年臺灣家庭醫學科

的論文發表在一般內科醫學（medicine,

發表279篇論文中前15名刊登期刊之統

general & internal; 44篇）、多學門科學

計。前三名期刊分別是PLoS One（20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33篇）及老

篇）、Medicine（15篇）及Scientific

年醫學領域（geriatrics & gerontology;

Reports（11篇），合計約占了2015年度

20篇）。值得一提的是，與家庭醫學

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論文的1/6。

科相關的基層健康照護領域（primary

前7名的期刊有6種屬於開放取用(open

health care），僅有1篇論文，係刊登

access)的雜誌

[10]

。有將近一半的文章其

影響係數小於3分（138篇, 49.5%），

於該領域排名第一的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12]。

三成的文章其影響係數介於3至5分（85

表3顯示所有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

篇, 30.5%），而影響係數大於5分的

學者列名為共同作者的文章，並依家庭

文章有56篇(20.1%)，平均影響係數為

醫學科研究學者任職醫院的文章數目及

3.6±3.9。在所有刊登期刊中，最高影

影響係數分析統計，文獻發表數量最

響係數的期刊為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多的機構為臺北榮民總醫院（70篇占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表1

[11]

。表2呈

25.1%），其次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015年臺灣家庭醫學科部發表279篇論文前15名刊登期刊之分佈*

雜誌名稱

論文數

PLOS ONE

20 (7.2)

Medicine

15 (5.4)

Scientiﬁc Reports

11 (3.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6 (2.2)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5 (1.8)

BMJ Open

4 (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4 (1.4)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4 (1.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3 (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ractice

3 (1.1)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 (1.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3 (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3 (1.1)

Sleep

3 (1.1)

Clinical Nutrition

3 (1.1)

*論文數含 SCI 及 SSCI
資料以個數（百分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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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臺灣家庭醫學科部發表279篇論文前13名研究領域之分佈

表2
分類

論文數

Medicine, General & Internal

44 (15.8)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33 (11.8)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20 (7.2)

Clinical Neurology

19 (6.8)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17 (6.1)

Psychiatry

15 (5.4)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13 (4.7)

Neurosciences

13 (4.7)

Cardiac & Cardiovascular Systems

13 (4.7)

Oncology

12 (4.3)

Medicine, Research & Experimental

12 (4.3)

Health Care Sciences & Services

12 (4.3)

Pharmacology & Pharmacy

11 (3.9)

資料以個數（百分比）呈現

（46篇占16.5%）與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鮮少有文章發表在基層健康照護領域。

（23篇8.2%），合計約占了所有論文的

此外，不乏有家庭醫學科通訊作者指導

一半。若只分析第一作者任職家庭醫學

非家庭醫學科第一作者的情形。
期刊引用評鑑資料庫自2010年版

科的論文，產量最大的機構為中國醫藥

[13]

大學附設醫院（17篇占22.4%），其次

起，新增基層健康照護的領域

。當時

為臺灣大學附設醫院（8篇占10.5%）。

包含13本與家庭醫學或一般科(general

若只分析通訊作者任職家庭醫學科的論

practice)相關的期刊，至期刊引用評鑑資

文，論文數目最多的機構為中國醫藥大

料庫2014年版，已擴及19本期刊。相較

學附設醫院（14篇占19.7%），其次為臺

於其他專科，Web of Science®設置基層

灣大學附設醫院（12篇占16.9%）。

健康照護領域已是晚了許多。Mendis與
Solangarachchi指出家庭醫學科的研究領

討

論

域比起其他專科在PubMed上能見度極低
[4,14]

。可能是因為家庭醫學科醫師對於研
[4]

過去少有臺灣家庭醫學科學者參

究寫作較無興趣 。由此可見家庭醫學科

與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的分析。本文為描

研究發展所面臨的困難。過去美國曾有

述性研究，分析臺灣家庭醫學科學者於

報告指出在28,505位領有執照的家庭醫

2015年的文章發表狀況。本研究發現多

學科醫師僅有4.9%的醫師有花時間在做

數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發表文章的領域

研究

為一般內科醫學及多學門科學的領域，

庭醫學科論文發表亦曾出現減少的趨勢

[15]

。一篇1990年代的統計，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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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5年臺灣家庭醫學科作者論文數量（依機構排名）
全數
n=279

第一作者
n=76

通訊作者
n=71

臺北榮民總醫院

70 (25.1)

5 (6.6)

9 (12.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46 (16.5)

17 (22.4)

14 (19.7)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23 (8.2)

8 (10.5)

12 (16.9)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9 (6.8)

3 (3.9)

7 (9.9)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7 (6.1)

4 (5.3)

0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15 (5.4)

0

6 (8.5)

耕莘醫院

10 (3.6)

3 (3.9)

0

大林慈濟醫院

9 (3.2)

3 (3.9)

1 (1.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7 (2.5)

3 (3.9)

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7 (2.5)

0

3 (4.2)

三軍總醫院

6 (2.2)

5 (6.6)

5 (7.0)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5 (1.8)

0

0

國軍臺中總醫院

5 (1.8)

3 (3.9)

0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5 (1.8)

0

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5 (1.8)

0

0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5 (1.8)

0

1 (1.4)

臺南市立醫院

4 (1.4)

2 (2.6)

3 (4.2)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4 (1.4)

1 (1.3)

1 (1.4)

彰化基督教醫院

4 (1.4)

0

0

亞東紀念醫院

3 (1.1)

2 (2.6)

1 (1.4)

國軍高雄總醫院

3 (1.1)

0

0

馬偕紀念醫院

3 (1.1)

2 (2.6)

1 (1.4)

奇美醫院

3 (1.1)

1 (1.3)

2 (2.8)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3 (1.1)

3 (3.9)

0

高雄榮民總醫院

3 (1.1)

1 (1.3)

2 (2.8)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3 (1.1)

1 (1.3)

0

機構

註：1.只列出論文數大於等於3篇的機構
2.資料以個數（百分比）呈現

[2]

。缺乏時間或研究資源都是阻礙家庭醫

學科醫師參與研究的原因

[16]

科研究學者參與的論文是發表在其他領

。雖然近20

域，包含多學門科學領域及其他專科領

年國內外家庭醫學科學術論文有逐年增

域，僅有極少數是發表於與家庭醫學科

加

[7,17]

，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多數家庭醫學

密切相關的基層健康照護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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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太大而無暇研究

[26,27]

。Hoedebecke等

少發表文章在家庭醫學科相關領域的雜

人指出藉由增加住院醫師參加學術活動

誌？可能是因為臺灣多數的家庭醫學科

的機會、組成住院醫師研究團隊，由較

[7]

研究是建構於跨科合作的模式上 ，家庭

資深的研究者帶領學生進行研究討論等

醫學科醫師可與其他臨床或非臨床學者

方法，可以增加住院醫師的學術論文產

完成學術合作，包含公衛、社會學領域

量

等

[7,14]

。這也可能是與家庭醫學科執業的

[26]

。研究導師的可及性和更活躍的研

究活動與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的論文產
[25]

屬性有關，不像其他專科多發表文章在

量呈正相關

該專科相關期刊，家庭醫學科醫師屬性

的職級，但由僅約一半的家庭醫學科通

為一般科醫師(general physician)，較可能

訊作者指導家庭醫學科第一作者的現象

[18]

。本文雖然無法分辨作者

。

可看出家庭醫學科研究的傳承仍有進步

與國外的學者相較，美國卻曾有報告將

空間。即使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的養成

近一半(41.4%)的家庭醫學科學者將其研

之重點是到社區從事基層醫療服務，研

會發表文章在不同專科領域的期刊

究著作發表於家庭醫學科期刊

[19]

。英國

究並非首要。然而了解研究方法與培養

及澳洲一般科醫學的文章也多發表在一

社區流行病學的敏感度仍是身為家庭醫

般科醫學或家庭醫學的相關期刊

[20]

。為

學科專科醫師不可或缺的。國內家庭醫

何國內外家庭醫學科學者投稿的期刊選

學科訓練機構或許可藉由組成研究導師

擇有此差異？過去曾有研究指出，臺灣

生制度、增加學術活動等方式，增進家

家庭醫學科學者傾向將文章發表於非家

庭醫學科住院醫師們的研究產量，藉以

庭醫學科領域的英文SCI期刊

[21]

，可能是

提升臺灣家庭醫學科的研究風氣。

為了追求更高的學術表現使然。另外，

本研究有以下限制：本文乃搜尋

雜誌期刊的錄取率與投稿相關費用及流

2015年Web of Science®臺灣家庭醫學

程都可能影響研究者的投稿意願傾向。

科研究學者所發表的文章，並未納入國

如何吸引國內家庭醫學科學者投稿在家

內或中文發表等未包含於SCI及SSCI的

庭醫學科領域的期刊？未來需要更多的

論文，故所得結果未能含括所有臺灣家

研究與討論。

庭醫學科研究學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

本研究亦發現有不少家庭醫學

的搜尋關鍵字文件類型設定為文章，無

科通訊作者指導非家庭醫學科第一作

法細分出原著論文、臨床試驗或病例報

者。除了少數可能是榮譽作者(honorary

告等。本研究搜尋地址設定為臺灣與家

[22,23]

，有不少較有學術

庭醫學，若有家庭醫學科的英文名稱為

經驗的家庭醫學科學者並非指導本科的

家庭與社區醫學(family and community

後進。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

medicine)，或家庭醫學診所的名稱不含

中學術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但是過

家庭醫學，則可能有漏失情形。本研究

去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的學術論文產量

下載資料時間為2016年1月15日，Web of

authorship)的情形

[24]

。在美國，曾有報告有32%

Science®可能有部分著作上傳整理有時

的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family

間上的延遲，故可能未蒐集2015年完整

practice residency program)其論文產量屬

著作。此外，本研究由Web of Science®

仍屬低落

於低生產力等級

[25]

。可能是因為臨床工

擷取資料，將排名第一位的作者視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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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家庭醫學研究者論文發表現況

一作者。因為目前在文獻的索引系統尚
[28]

2017 Vol.27 No.1

care globall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本研究

necessity of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 and

對於平等貢獻(equal contributions)的作

recommendations to build research capacity.

未提供平等貢獻作者的資訊
者無法辨識

[29]

。本研究亦未分析合作情

Ann Fam Med 2004; 2: S5-16.

形及作者職位層級（住院醫師或主治

2.Weiss BD: Publications by family medicine

醫師），因職位層級資料無法從Web of

faculty in the biomedical literature: 1989-

Science®得知，故無法進一步分析住院

1999. Fam Med 2002; 34: 10-6.

醫師的研究狀況。本研究也未統計文章

3.Beasley JW: Collaboration to support family

被引用的次數及關鍵字，而文章被引用

medicine research. Fam Med 2011; 43: 51.

的次數也可視為貢獻性的指標，依關鍵

4.van Weel C: The impact of research in

字分類分析則更可見家醫科學者研究的

primary care and family medicine: the

方向與內容。更甚者，若能統計各醫院

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 Subject

編制主治醫師的人數，將更能了解各醫

Category 'Primary Health Care'. Fam Pract

院產值的差異。然而，臺灣家庭醫學會

2011; 28: 239-40.

並未提供此資料，故各家庭醫學科機構

5.Kidd M, Manning G, Howe A, Qidwai

確切主治醫師人數無法得知。雖然如

W, Beasley JW, van Weel C: Primary care

此，本研究仍客觀檢視了2015年臺灣家

research. Lancet 2014; 384: 1671-2.

庭醫學科的研究現況。藉由了解目前的

6.G l a n v i l l e J , K e n d r i c k T, M c N a l l y R ,

情況，提醒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者，未

Campbell J, Hobbs FD: Research output on

來仍有許多努力空間。

primary care in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臺灣家庭醫學科研究學者常見跨部

the Netherland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科合作的研究論文發表，相對地較少有

the United Stat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BMJ

論文係任職家庭醫學科的通訊作者指導

2011; 342: d1028.

同屬家庭醫學科的第一作者。此外，極

7.Lin YH, Tseng YH, Chang HT, et al:

少數論文發表在基層健康照護領域的國

Interdisciplinary, interinstitutional and

際期刊。提升家庭醫學科研究者致力於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基層健康照護領域的研究，及指導家庭

researchers in Taiwan. PeerJ 2015; 3: e1321.

醫學科後進等研究傳承工作，將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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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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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of Articles by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ers in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2015 Web of Science Data
Yi-Hsuan Lin1,2 and Min-Hwai Lin2,3
Background: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rise in the number of papers and articles by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ers worldwide, including those in Taiwan. Studies examin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publication
of papers by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ers in Taiwan remains limited.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latest
current state of papers and articles contributed by Taiwanese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ers and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ﬁc database index.
Methods: A survey of the records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was conducted on January 15, 2016,
documenting articles and papers authored by Taiwanese researchers in the ﬁeld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2015. The journals publishing the papers, the subject categories
and impact factors of the published papers, and the professional/academic afﬁliations of the auth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279 articles were authored in 2015 by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ers in Taiwan,
who appeared as the first authors in 76 articles (27.2%),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s in 71% articles
(25.4%), either the ﬁrst or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s in 112 articles (40.1%), and as both the ﬁrst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s in 35 articles (12.5%). All of th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n 180 journals and
covered 67 subject categories.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h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n journals of
general and internal medicine,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and geriatrics/gerontology. Only one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a journal about primary health care.
Conclus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s very common for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ers in
Taiwan. Only a few articles are published in the ﬁeld of primary health care.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invest to expedite ongoing improvement in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
in Taiwan. Passing the research experiences to next-generation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ers is also of
crucial importance.
(Taiwan J Fam Med 2017; 27: 10-18) DOI: 10.3966/168232812017032701002
Key words: family medicine, journal impact factor, primary health care, publications,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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