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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EQUATOR 網站上列出所有不同研究報告所需依循之報告指南，如 CONSORT 及

PRISMA，報告指南是為了改善醫學研究之信度並促進研究之透明度與正確性。相同的，臨床

試驗註冊意是為了改善並增強研究效度與研究的透明度，並提升科學證據的價值。大部分的

生物醫學雜誌要求作者的稿件需要依循所建議的報告指南書寫，並且依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

進行臨床試驗註冊。然而，護理類雜誌對於報告指南及試驗註冊的要求情形則尚未明確。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在收錄在 JCR(Journal of Reports)資料庫中之科學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之護理類期刊，在作者須知中是否需附上臨床試驗註冊和依報告指南書寫的

規定，並比較近三年的變化。

論文類型 : 系統性回顧／統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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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者分別在 2012 年 3 月與 2015 年 3 月查詢 JCR 資料庫中 SCI 護理類期刊，並比較對

於報告指南及臨床試驗註冊的規定情形。

結果：

在 2012 年 3 月所收集之 SCI 護理類期刊共有 89 篇，其中有 25 份期刊 (28.1%) 在作者須

知中建議作者需要依照所建議之報告指南書寫文章。在臨床試驗註冊的部分，只有 7 份 (7.9%)

提出需要在投稿文章中附上臨床試驗註冊之編號。而在 2015 年 3 月所收集之護理類 SCI 期刊

共有107份，其中有43份 (40.2%)在作者需知中要求依報告指南書寫，而臨床試驗註冊的部分，

則有 13 份 (12.1%) 建議作者提供。

結論 / 實務應用：

大部分的護理期刊仍未要求作者依照國際共通的報告指南書寫，亦未要求提供臨床試驗註

冊的登記編號。而因應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試驗註冊的政策，及提升研究透明性及信效度，護理

類雜誌將需要要求依報告指南書寫與並要求臨床試驗註冊，以提升期刊品質及研究透明性。

關鍵字：報告指南、臨床試驗註冊、科學引文索引

Abstract

Background：

Reporting guidelines listed at the website of the EQUATOR network, such as CONSORT and 

PRISMA, are known to improve reliability of med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by promoting transparent 

and accurate reporting of research studies. Similarly, trial registration improved research transparency 

and will ultimately strengthen the validity and value of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base. Most biomedical 

journals require authors to ensure that the manuscript includes all the information recommended in 

the relevant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support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policies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owever, the attention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trial registration in nursing journals 

is unclear.

Objectives：

The study is aimed to evaluate the editorial policy of nursing journals i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trial registration in recent three years. 

Methods：

The “Instructions for Authors” of nursing journals included in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was reviewed for evidence of an editorial policy on the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trial registration in 

March 2012 and March 2015.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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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89 nursing journals examined in 2012, 25 (28.1%) require authors to comply the 

recommendation in the relevant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only 7 (7.9%) require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In 2015, 107 nursing journals were evaluated, 43 (40.2%) need authors to follow the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13 (12.1%) will not consider the trials for publication unless they were 

registered prospectively before recruitment of any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most nursing journals still do not require the authors to comply the 

recommendation of relevant reporting guidelines, nor claim the need of trial registration prior to the 

start of patient enrollment in a clinical study.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e reliability of nursing research 

literatures, there is a need for nursing journals to post a requirement on the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trial registration.

Key Word：reporting guidelines,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一、前言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採取了許多措施來促

進健康研究的品質，包括標準的臨床試

驗註冊，並推行國際臨床試驗註冊平台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 Registry Platform, 

ICTRP）， 推 廣 使 用 報 告 指 南 (reporting 

guideline) (Ge et al., 2014; Ghersi & Pang, 

2008; Simera & Altman, 2013; WHO, 2012)。

研究指出，越來越多的臨床試驗接受企業

或廠商贊助而執行，這造成社會上對於臨

床試驗的不信任感增加 (Laine et al., 2007; 

Patsopoulos, Ioannidis Jp Fau - Analatos, & 

Analatos, 2006)，增加研究透明度是解決大

眾社會對於臨床試驗不信任的解藥 (Sim, 

Chan, Gulmezoglu, Evans, & Pang, 2006; 

Sykes, 1998)。臨床試驗註冊是在研究科學

證據中必要的一部分，可以減少研究的偏

差，首先是出版偏差 (publication bias)，所

有的研究在進行前，須提供目前特定主題已

發表文章的現有的資訊，不管研究結果是否

顯著，都應該出版，以解決選擇性報告偏

差 (selection bias)，使已完成或進行中的試

驗可以呈現出來；臨床試驗註冊亦可以避免

研究者在試驗中途更改試驗方法，並試圖更

改研究結果來達成統計的顯著效果 (Jones & 

Platts-Mills, 2012)。臨床試驗註冊廣泛使用

於研究者、贊助商、倫理委員會及參與研究

者 (Laine et al., 2007)。

國 際 醫 學 期 刊 編 輯 委 員 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ICMJE) 在 1979 年首次正式發表生

物醫學期刊投稿的統一要求，目的是為了幫

助發表於醫學期刊之作者、編輯、同儕審者

及出版者在出版過程中遵守倫理規範，並改

善醫學研究品質 (De Angelis et al., 2004)，隨

後經過多次修正，2005 年 ICMJE 提出研究

者在執行臨床試驗收集個案資料前，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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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臨床試驗登記才可進行，此舉是為了確保

臨床試驗的設計品質及資訊透明化。2008 年

ICMJE 更進一步規定，當期刊加入 ICMJE

的政策，則投稿者必須先完成臨床試驗註冊

並遵循此規定，否則期刊將不接受此研究文

章之投稿或刊登。研究指出，許多臨床試驗

研究不夠透明，致使負面結果的研究多不被

發表或被修改 (Turner, Matthews, Linardatos, 

Tell, & Rosenthal, 2008)。這樣的研究結果將

造成臨床應用上的困難，甚至誤導臨床決

策。

另一個削弱發表研究證據及有效使用

證據的因素，為不佳與未統一的報告指南。

當一篇研究完成，檢視文章品質的方法即是

透過文章發表。不完整的研究報告內容，會

影響到報告誤差性，亦會破壞報告的價值及

效用 (EQUATOR Network, 2012)。研究指出，

除了Cochrane Review有統一的執行標準外，

僅有 10% 稱為「系統性回顧」的文章，在

進行研究前有擬定執行的計畫書 (Protocol)，

一個沒有計畫書的系統性回顧文章，很可

能出現會影響結論的潛在偏差因子，包括

出版偏差及選擇性偏差等 (Moher, Tetzlaff, 

Tricco, Sampson, & Altman, 2007; Turner et 

al., 2008)。許多國際期刊之投稿更要求隨機

臨床試驗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 必

須遵守 CONSORT (Consolidated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s) 指引 (2010)，以控制隨機

臨床試驗研究發表之品質 (Schulz, Altman, 

Moher, & Group, 2010)。但研究指出，許多

研究報告經常未能提供清晰且完整的訊息讓

讀者了解 (Schulz et al., 2010)，也促成醫學

期刊編輯、臨床試驗學家、流行病學家、方

法學家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共同制定相關報告

規範。

EQUATOR Network (ht tp:  / /www.

equator-network.org/) 的網站提供超過 200 個

專業的報告指南，目的是為了提升研究品質

及促進研究之透明度，包括CONSORT（隨機

對照試驗的報告指南），STARD （Standards 

for the Reporting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診 斷 性 試 驗 報 告 ），STROBE 

(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 流行病學觀察性研

究 報 告 ）(Egger, Altman, Vandenbroucke, & 

of the, 2007; Vandenbroucke et al., 2014)，

和 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系統回

顧文獻報告）等相對應於各類不同研究形式

之報告指南 (von Elm et al., 2007)。

科學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不僅作為一部文獻檢索工具使用，而

且成為對科學研究進行評價的一種依據，

創刊於 1955 年，是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出 版

的一部世界著名期刊文獻檢索工具，目前屬

於 Thomson Scientific 公司。所謂最有影響

力的研究成果，是指報導這些成果的文獻大

量地被其他文獻引用，即透過先期的文獻被

當前文獻的引用，來說明文獻之間的相關性

及先前文獻對當前文獻的影響力。SCI 收錄

全世界出版的數、理、醫、生命科學等自然

科學的核心期刊，當科研機構被 SCI 收錄的

論文總量，可被反映出整個學術團體的研究

水平。ISI 每年出版期刊引用報告，可利用

期刊引用報告資料庫查詢某期刊的總排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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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排名，也提供期刊引用與被引用情形。

期刊引用報告對包括 SCI 收錄的期刊

之引用和被引用資料進行統計、運算，並定

義出影響因素 (Impact Factor, IF)。影響因素

的計算方式是指該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文獻在

當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數，當期刊的影響因素

愈高，表示刊載的文獻被引用率愈高，亦即

其文獻資料的研究成果影響力大，期刊之學

術水平高。對於護理類雜誌來說，目前大部

分期刊的影響因素皆不高，但單純只看雜誌

的影響因素是危險的，甚至又可能危害護理

類雜誌的生存 (Johnstone, 2007)，也因此，

提升護理期刊的品質是刻不容緩。

閱讀專業護理期刊是延續護理教育並

獲取更新的臨床知識的重要方法，為了解

JCR 中所收錄之 SCI 護理類期刊對於臨床

試驗註冊之規定，及利用報告指南書寫的原

則，本研究的目的將針對護理類期刊的作者

須知是否規定需臨床試驗註冊登錄和依報告

指南的規定書寫，並比較 2010 年度與 2013

年度間的變化。

二、研究方法

( 一 ) 研究設計

此研究為橫斷性研究設計，利用期刊

引用報告資料庫，查詢護理類之所有 SCI 期

刊，並分別在 2012 年 3 月 (2010 年度 ) 及

2015 年 3 月 (2013 年度 ) 收集每份期刊之作

者投稿須知，在 2012 年共 89 份收錄為 SCI

的護理期刊，而在 2015 年共有 107 份收錄

為 SCI 的護理期刊，瞭解其在作者指南中對

於臨床試驗註冊登錄之要求及文章撰寫報告

指南之情形，其分類情形如下：

(1) 在作者投稿須知中明確規定，依照

EQUATOR 所制定之報告指南書寫，包

括 CONSORT、PRISMA 等。

(2) 作者投稿須知中，須依雜誌自行規定的

報告指南書寫。

(3) 是否規定或建議須附上臨床試驗註冊的

登錄資料。以上計算標準，由兩名作者

分別進行，若有認定分歧時，則共同檢

視協商解決，或由第三名作者判別。

 ( 二 ) 統計分析

由兩位作者分別獨立觀看每份期刊之

作者須知，並記錄下每份期刊的對臨床試驗

註冊的登錄資料及使用報告指南的情形，並

作兩個年度之比較。資料分析方法利用次

數、百分比及卡方檢定呈現。

三、研究結果

在 2012 年三月所收集之護理類 SCI

期刊 (2010 年度 ) 共 89 份，影響係數介於

0.034~2.103 間，而 2015 年三月所收集之

SCI 期刊 (2013 年度 ) 共 107 份，影響係數

介於 0.06~2.83 間，顯示影響係數整體上升

( 見表一 )。

在作者須知中呈現需要或建議作臨床

試驗登記的期刊中，2010 年度期刊只有

7 份 (7.9%)，而 2013 年度的期刊有 13 份

(12.1%)，利用卡方檢定並沒有統計上顯著差

異 (p=0.354)，顯示經過三年，護理類期刊大

部分仍未規定須附上臨床試驗登記。

在是否須依照 EQUATOR 所列之作者

指南書寫研究內容部分，2010 年度期刊有

25 份 (28.1%)，而 2013 年度的期刊有 43 份

(40.2%) 有規定不同文章類型須依照不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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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南書寫，然而，大部分只規定隨機試驗

型的文章須依照 CONSORT 書寫，其次是

系統性回顧型文章須利用 PRISMA 格式書

寫，利用卡方檢定並沒有統計上顯著差異

(p=0.097)，經過三年，護理類 SCI 期刊增加

18 份，但要求依照報告指南書寫的期刊並

未顯著增加。

另外，IF 大於等於 2 的期刊，2010 年

度有 2 份，排名第一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y 對於臨床試驗註冊及報告指

南皆有要求；2013 年度 IF 大於等於 2 的期

刊有 5 份，但要求需要臨床試驗註冊的期刊

只有一份及依照報告指南書寫的期刊則有三

份。

四、討論

即便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醫學期刊編

輯委員會已經明確規範，在進行相關研究

前需要做臨床試驗註冊，但護理類的 SCI

雜誌仍未明確將此規定列入投稿須知中。

Jones(2012) 調查五份具高科學引用率的急

診醫學雜誌進行調查，在 2008 年到 2011 年

間發表的文章中，共有 123 篇隨機試驗型文

章，只有 57(46%) 篇有登記臨床試驗註冊，

而 57 篇中有 45(79%) 篇是在個案開始收集

後才進行臨床試驗註冊，9(16%) 篇所註冊

的研究結果不明確，另外 26(46%) 篇在註冊

時所提及的研究結果與最後發表的研究結果

不一致 (Jones & Platts-Mills, 2012)；另一份

針對頭痛醫學雜誌的研究則指出，在 225 篇

隨機試驗文章中，只有 26% 有呈現臨床試

驗註冊號碼 (Rayhill, Sharon, Burch, & Loder, 

2015)，但研究也顯示，雖然遵循規定呈現

臨床試驗註冊的文章仍不夠多，但仍有逐

年增加。本研究之護理類雜誌，由 2010 年

度的 7 份 (7.9%) 雜誌到 2013 年度的 13 份

(12.1%) 雜誌，仍有尚需努力的空間。

在報告指南部分，一份針對七份歐洲

公共衛生類期刊收集 2010 到 2013 年間所

發表的文章調查，在 2355 篇文章中，整體

來說只有 1.5% 有遵循報告指南書寫，依照

其文章性質，隨機試驗型文章有 13.6% 依

CONSORT 書寫，觀察型文章有 4% 依照

STROBE 書寫，而系統性回顧型文章則有

11.05% 依照 PRISMA 書寫 (Mannocci et al., 

2015)，隨機試驗研究及系統性文獻回顧研

究類型的文章，相對於觀察型文章來說，有

較多研究者會依循報告指南書寫 (Koch, Riss, 

Umek, & Hanzal, 2016)。研究顯示，若作者

須知中鼓勵作者們依照報告指南書寫，將會

鼓勵作者們採用較一致或標準的報告指南

(Mannocci et al., 2015)。

總結來說，不管是哪一領域的期刊，

目前都在朝向能提升研究品質及透明性而努

力，而臨床試驗註冊及報告指南的統一格式

要求，更是促使研究提升品質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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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期刊

數目

影響

係數

是否需臨床試驗註冊

n (%)

是否依報告指南 *

n (%)

是 未規定 是 否

2010 89 0.034 - 2.103 7(7.9%) 82(92.1%) 25(28.1%) 64(71.9%)

2013 107 0.06 - 2.83 13(12.1%) 94(87.9%) 43(40.2%) 64(59.8%)

* 指依照 EQUATOR 所列之報告指南書寫

表 1 2010 年度與 2013 年度收錄於 JCR 資料庫之 SCI 護理類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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