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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黑市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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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能參與了學術黑市？

2010 年至 2017 年間，台灣學界刊登在
22 家疑似掠奪性出版集團期刊的論文數。 2016年投稿至由OMICS主辦之研討會的論文數。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6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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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ü 低品質期刊和研討會的緣起
n 傳統出版及開放近用出版的差異
n 掠奪性出版的緣起、迷思
n 為何掠奪性出版不値得鼓勵

ü 四種常見的低品質學術出版
n 假的影響力指標（bogus IF）
n 掠奪性出版（期刊、研討會）
n 遭劫持的期刊（hijacked journals）
n 論文販售的產業（ghost author）

ü 九種辦法去避免誤入低品質出版商 / 期刊 / 會議的圈套

ü 萬一發現投稿到掠奪性刊物，您可以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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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學術出版

n 研究者大多透過公、私部門獲取研究經費，所做出來的研究成果，
除另有約定外，大多會投稿到期刊或會議，作為最終的發表。

n 許多學術出版商會請研究人員授權給他們進行學術出版。
n 大學或研究機構再付費訂閱這些期刊，供旗下的研究人員取用。

作者

學研機構

出版商
獎補助

資料來源：周倩、潘璿安（2018）。學術倫理資料研析—什麼是掠奪性期刊（Predatory�Journals）？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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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學術出版

這種傳統的出版流程有二個主要問題：
1. 學術界質疑 「為何人類知識的結晶要被出版商壟斷？」
學術出版商沒有資助研究所需的資源，這形同是向出版商把自家學
者的研究成果再買回來，且使用權限只限定該機構的使用者。
這種情況讓不屬於任何研究機構的人（包括資助研究的公部門）及
一般社會⺠眾，無法取得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也大幅限制了知
識的流傳，與被參考和應用的機會。

2. 近年出版商所提出的資料庫訂閱價格越來越高，讓有些大學與研究
機構覺得無法負擔，只能取消訂閱。

資料來源：周倩、潘璿安（2018）。學術倫理資料研析—什麼是掠奪性期刊（Predatory�Journals）？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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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近用的學術出版（OA�Publishing）

n 有鑑於傳統出版模式的問題，「開放近用」（open access，OA）運
動因此興起，並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成果散布方式。

n OA 運動的主要訴求，是讓全世界的人，只要有電腦可以上網，就
可以自由、免費地取得學術研究的成果。

資料來源：周倩、潘璿安（2018）。學術倫理資料研析—什麼是掠奪性期刊（Predatory�Journals）？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3-10。

作者
學研機構
社會大眾

出版商
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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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出版的緣起

n 近年來，掠奪性（predatory）或有問題、有疑慮（questionable）的
期刊和研討會越來越多。

n 這些期刊及會議打著開放近用出版（OA publishing）的理念與經營
模式，四處邀請研究人員投稿論文，以便收取論文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APCs）或會議註冊費。

n 這些期刊及會議通常宣稱有很好的編輯委員及同儕審查制度，但其
實「賺錢」才是他們最主要的考量。

資料來源：
周倩、潘璿安（2018）。學術倫理資料研析—什麼是掠奪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3-10。
Shen, C., & Björk, B.-C. (2015). ‘Predatory’ open acc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rticle volumes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 BMC Medicine, 13(1), 

230. doi:10.1186/s12916-015-0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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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出版的緣起

n 截至 2015 年，至少有 8,000本掠奪性期刊正在營運中。
n 英國 《衛報》報導，截至 2018 年 8月，超過 175,000篇科學文章，
刊登在五間世界最大之疑似掠奪性出版商。

資料來源：
The Guardian. (2018). Predatory publishers: The journals that churn out fake sci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aug/10/predatory-publishers-the-journals-who-churn-out-fake-science

Shen, C., & Björk, B.-C. (2015). ‘Predatory’ open acc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rticle volumes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 BMC Medicine, 13(1), 
230. doi:10.1186/s12916-015-0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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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掠奪性出版的迷思

掠奪性刊物或會議

• 以開放的形式出版（OA Publishing）
• 沒有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發表的 JCR Impact Factor

• 沒有收錄在 SCI、SSCI等著名資料庫
• 小眾、比較不有名的期刊
• 小型、非專業學術社群主辦的會議
• 要收刊登費（註冊費）的刊物（會議）
• 論文處理費非常高昂的期刊

掠奪性出版的判斷準則尙未建立，仍缺乏全球性、跨學術和產業界的共識。
因此，以上單一特徵都不宜直接作為判斷掠奪性出版的依據。

12

為何掠奪性出版不値得鼓勵

n 不實的陳述：根本沒有提供如其宣稱的服務。
n 缺乏出版標準：沒有按照學術出版界通用的編輯出版標準來運作，可能也
沒有同儕審查制度（雖然他們會宣稱有）。

n 學術欺騙：有些學者是故意投稿到掠奪性期刊，並將這些著作放在自己的
學術履歷中，誤導其他學者對其研究績效的判斷。

n 浪費研究和經費：研究本身可能是不錯的，但若刊登在掠奪性期刊上，不
僅這筆研究績效可能不被承認，也浪費了研究資源與經費。

n 缺乏內容保存：沒有收錄在穩定維運的學術資料庫中，因此一旦出版商關
閉，論文很有可能從此消失。

n 有失⺠心：傷害⺠眾對研究人員與科學研究成果的信心。

資料來源：
Ferris, L. E., & Winker, M. A. (2017). Ethical issues in publishing in predatory journals. Biochemia Medica, 27(2), 279-284.



四種常見的低品質學術出版（陷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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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低品質學術出版（陷阱）

陷阱 1：假的影響力指標（bogus IF）
陷阱 2：掠奪性出版（期刊、研討會）
陷阱 3：遭劫持的期刊（hijacked journals）
陷阱 4：論文販售的產業（ghost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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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1：假的影響力指標（bogus�IF）

資料來源：https://predatoryjournals.com/metrics/

• 有些不當的出版機構，會發行
不具公信力的影響力指標。

• 他們多會在指標中加入類似
“impact factor,” “journal index”
等字眼，企圖誤導研究人員。

• 實際上這些指標都是經由不嚴
謹、不眞實，或不科學的方法
計算而來的。

• 左方網站羅了一些不太可信的
影響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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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1：假的影響力指標（bogus�IF）

資料來源：https://beallslist.net/misleading-metrics/

• Beall’s List 也有整理了一些具
誤導性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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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2：掠奪性出版（期刊）

林宮玄∕任職於中研院物理所，兼任 《科學月刊》 副總編輯
「… 首先，筆者收到聲稱是德國出版社的編輯邀請信，協助審查一篇介紹性
科學文章，因為文章作者是筆者所認識的美國資深教授，不疑有他便答應
協助審稿。在取得筆者信任後，該編輯進一步邀請筆者也寫一篇介紹性科
學文章。筆者本著科學普及的熱誠，寫完文稿不但順從編輯要求，提供相
關領域的學者淸單給編輯挑選審稿者，並簽署乍看只是文章授權的合約之
後，該「出版社」才表示，合約內有一個網址，其網頁內容表示提供文章，
簽署者就同意支付折合臺幣約 8 萬元的費用給該「出版社」，之後又寄給筆
者蓋有「波蘭公司章」的「律師函」，要脅筆者若不支付，就要在臺灣面對⺠
事求償與罰金。」

資料來源：林宮玄（2018）。詐騙未遂之冒牌出版商。科學月刊，2月號（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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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2：掠奪性出版（期刊）

資料來源：https://beallslist.net

註：Beall 表示公布這個名單對他的學術生涯影響甚大，包括必須面對一些來自出版商的威脅與訴訟。因
此他決定退休、離開學術界。該網站現在由匿名人士經營和更新，但當事人不想公開身分，只願意揭露

自己是一名在歐洲某大學任職的博士後研究員。

• 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圖書館研究
員 Jeffrey Beall發現掠奪性期刊的問
題日趨嚴重。

• 他希望開放近用的理念不要因此被
誤用，也為了確保研究人員的成果
能被適當地發表與傳播，因此花了
十年的時間，在個人網站中彙整出
疑似是掠奪性出版商與期刊的名單。



19

陷阱2：掠奪性出版（研討會）

資料來源：https://www.nytimes.com/2016/12/29/upshot/fake-academe-looking-much-like-the-real-thing.html

OMICS International 是近年最常被討論的疑似掠奪性出版商，該
公司已被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控告，罪名是「假借學術出版名義，詐騙學者及研究者，騙取數
百至數千美元不等的出版費用」。

Kevin Carey是在 《紐約時報》 專門撰述高等教育議題的作家。他剛接到一通電話，
問他是否有意願出席下個月即將在費城舉行的「第15屆世界心臟及血管研討會」。
他在接到電話的前二十分鐘，才在 OMICS International的網站上留了電話。

Carey 知道自己根本寫不出醫學論文，但仍在電話中詢問：「不是醫師也可以參
加嗎？」對方回說：「你可以用學生方案，註冊費是八折，約 599美元。」

他又問：「會議日期在即，我的論文來得及通過同儕審查嗎？」對方保證，他的
論文會在投稿後的 24小時內通過，接著詢問他希望使用的信用卡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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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2：掠奪性出版（研討會）

資料來源：http://www.bartneck.de/2016/10/20/ios-just-got-a-paper-on-nuclear-physics-accepted-at-a-scientific-conference/

• 2016 年十月，紐⻄蘭教授 Christoph Bartneck 以假名 Iris Pear，上傳了一篇論文給
OMICS International主辦的「國際原子及核子物理學研討會」。

• 該論文是用 iPhone 的「自動完成文字輸入功能」（autocomplete）寫成，通篇根本不
成文。論文在遞交的三小時後通過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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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2：掠奪性出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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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3：遭劫持的期刊（hijacked�journals）

資料來源：https://beallslist.net/hijacked-journals/

• 有些不明人士（公司）會建立
假的網站，偽裝成某個眞實存
在的學術期刊網站。

• 假網站會誤導研究人員，讓他
們以為個人著作是發表在眞的
學術期刊中，但必須付出高額
費用才能出版。

• 有些研究人員從投稿到出版，
都不知道自己被騙了。

• Beall’s List 也整理了這些假網站
的淸單。左 | 假的期刊

期刊標題會故意取得和眞的
期刊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右 | 眞正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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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3：遭劫持的期刊（hijacked�journals）

發行日期不固定，有文

章（即有人投稿）才會

有出版。

低品質的出版商通常同

時會發行多本期刊。為

了精簡成本，這些期刊

的網站設計（介面、功

能等）可能極度雷同，

但也不致於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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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4：論文販售的產業（ghost�author）

有些學術期刊（通常是掠奪性期刊），會接受作者花錢買論文。

印度醫學作家及研究者 Pravin Bolshete，決定做一個實驗。
首先，他以假名寫了一封欲購買論文作者的 e-mail…

大意：「我很忙，沒空寫論文，但需要升等。我的同事跟我說，你們可以幫忙。希望你

們可以納我為某篇醫學論文的共同作者，或看誰可以幫忙寫一篇文章讓我發表。」

資料來源：McCook., A. (September 13, 2017). Authorship for sale: Some journals willing to add authors to papers they didn’t write. 

Retrieved from http://retractionwatch.com/2017/09/13/authorship-sale-journals-willing-add-authors-papers-didnt-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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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4：論文販售的產業（ghost�author）

接著，他參考 Beall’s List ，寄出上百封信給名單上的出版商或期刊。
−他一共寄出 327封信，包括 263 出版社及 64 本期刊；
−他很快就獲得一些回覆，包括他當週就可以在某研討會中發表研究海報；
−他甚至被直接邀請擔任期刊編輯（即便對方沒看過他的履歷）。

大意：「謝謝你的來信。以下是兩位作者準備出版的論文（論文標題）。他們還有其他論文

待出版。這兩位作者沒有錢出版論文，所以他們在找其他作者可以共同掛名，並幫他們付出

版費用。還有一位能提供 14 篇給你掛名，下週就會寫好準備出版。」

大意：「我們會替你向其他作者提出請求，你只需要付費即可（兩篇 300 美金）。」

資料來源：McCook., A. (September 13, 2017). Authorship for sale: Some journals willing to add authors to papers they didn’t write. 

Retrieved from http://retractionwatch.com/2017/09/13/authorship-sale-journals-willing-add-authors-papers-didnt-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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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4：論文販售的產業（ghost�author）

根據 Bolshete統計：
−在所有寄出的出版商中，多數出版商是位於印度 (n=119, 29.8%)，其次是位於美國

(n=94, 23.5%)；
−在所有寄出的信中，有 44.5% 的期刊 / 出版商有回覆他的郵件；
−在有回覆他的 117 間出版商中，有 63 間曾在信中提醒他，說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

(unethical)；但即便如此，有些仍願意幫他找代筆作者。

資料來源：McCook., A. (September 13, 2017). Authorship for sale: Some journals willing to add authors to papers they didn’t write. 

Retrieved from http://retractionwatch.com/2017/09/13/authorship-sale-journals-willing-add-authors-papers-didnt-write/



避免誤入低品質出版商或期刊的圈套27

認識不正當出版商的特徵

避免誤入低品質出版商 / 期刊 / 會議的圈套
1. 認識低品質出版當的特徵
2. 記住疑似掠奪性出版商，建議不要投稿至旗下的刊物和會議
3. 由學術資料庫端去搜尋期刊的網站，而非透過搜尋引擎去找
4. 查詢正向表列的正規期刊（如：陽明交大圖書館的優良期刊列表）
5. 查詢負向表列的期刊（如：Beall’s List）
6. 投稿到期刊 / 會議前，請先問自己和同事一些問題
7. Think. Check. Submit. / Think. Check. Attend.

8. 相信自己的直覺！
9. 持續學習，瞭解學術出版產業的趨勢及近況

28

認識不正當出版商的特徵 (1/9)

n 呈現誤導性的出版費用（如處理費用缺乏明確說明或透明度）
n 未向作者呈現關於該期刊的各種詳細資訊
n 採用激進（高誘因，如立刻刊登）的手段去邀稿
n 提供不實的編輯委員會資訊（如每年出版的文章極少，卻有上百位編輯委員）
n 提供誤導性高或可疑的同儕審查程序（如標榜快速審查、一週完成）
n 出版商聲稱有發行許多種類的線上期刊，但多數期刊無法在網路上找到；
即便有，該期刊也顯示很少、甚至沒有文章發表，或文章的品質明顯很差

n 出版商沒有正常的聯絡電話，沒有郵政地址，或其地址是個⺠宅
n 期刊聲稱被收錄在知名的指標當中（如 SCOPUS, Web of Science, PubMed），或聲
稱是著名學會的會員（如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Association，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但在資料庫中都搜尋不到。

資料來源：Statement on Article Publication Resulting from NIH Funded Research (NIH, 2017 [Notice#: NOT-OD-18-011])

Predatory or Deceptive Publishers – Recommendations for Caution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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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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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下疑似掠奪性出版商，建議不要投稿至其旗下的刊物和會議！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2/9)

n 根據「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的討論文件中引述 《英國衛報》的報導，
當今常引起爭議的疑似掠奪性出版商為以下兩間；要投稿到旗下之刊物和會
議前，請務必三思而後行：
1. OMICS International (India)

2. Turkish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WASET)

n 《天下雜誌》 669期中，也有列出一些臺灣學者投稿最多之疑似掠奪性出版商。
大家在投稿前，也不妨參考他們所列出的名單。

資料來源：COPE Council. (November 2018). Predatory publishing. Retrieved from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files/DiscussionTopic_Predatory%20publishing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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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下疑似掠奪性出版商，建議不要投稿至其旗下的刊物和會議！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2/9)

OMICS International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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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2/9)

Turkish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WASET)

記下疑似掠奪性出版商，建議不要投稿至其旗下的刊物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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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2/9)

Turkish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WASET)

記下疑似掠奪性出版商，建議不要投稿至其旗下的刊物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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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2/9)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669期

記下疑似掠奪性出版商，建議不要投稿至其旗下的刊物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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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術資料庫端去搜尋期刊的網站，而不是透過搜尋引擎去找！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3/9)

圖片來源：Clarivate. (2020).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https://jcr.clariv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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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Suppressions

JCR會針對有異常引用跡象的期刊，採取觀察與淘汰機制。
2020�JCR�已公布前一年的警告期刊，共 33本（同時也不會公布他們的 2019 JIF）

圖片來源：Clarivate. (2020). Title suppressions. https://jcr.help.clarivate.com/Content/title-suppress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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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Editorial�Expression�of�Concern

「編輯關切期刊」：在這 15�本期刊中，每本至少有一篇（或多篇）文章對 JIF有不太
正常的高度貢獻，且該期刊的被引用模式，似有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這些文章的現象。

圖片來源：Clarivate. (2020). JCR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https://jcr.help.clarivate.com/Content/editorial-expression-concer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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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正向表列的正規期刊：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4/9)

圖片來源：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2021). https://doa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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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正向表列的正規期刊：陽明交大圖書館的優良期刊列表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4/9)

圖片來源：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2021）。優良期刊列表。https://www.lib.nycu.edu.tw/journa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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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負向表列的期刊（如：Beall’s List）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5/9)

圖片來源：https://beallslist.net



41

欲投稿到您不熟悉的期刊 / 會議前，
請先問自己或同事是否讀過、參與過，或投稿過這個期刊 / 會議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6/9)

歡迎詳見：周倩、潘璿安（2018）。學術倫理資料研析–什麼是掠奪性期
刊（Predatory Journals）？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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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ubmitting your 
research to a trusted journal? 
Publishing your research results is key to 
advancing your discipline – and your  
career – but with so many journals in  
your field, how can you be sure that  
you’re choosing a reputable,  
trustworthy journal?

Take control of your career at thinkchecksubmit.org

Tips to confirm a journal’s 
credentials and decide if it will help you  

reach the right audience with your research, 
and make an impact on your career.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7/9)

圖片來源：https://thinkchecksubm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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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7/9)

回答皆為「是」（Yes）時，
才能考慮投稿！

圖片來源：https://thinkchecksubmit.org/translations/chinese-traditional/

44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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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的直覺！
─ 如果 “感覺” 有問題，就請花點時間查證！

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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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誤入不正當出版商 /�期刊 /�會議的圈套 (9/9)

持續學習，瞭解學術出版產業的趨勢及近況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的網站有建置掠奪性期刊專區，內含數位教材、文宣、
和宣傳海報等資源，歡迎多加利用：https://ethics.moe.edu.tw/packagepost/deta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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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發現投稿到掠奪性刊物，您可以怎麼辦？

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有提供一
個類似的案例與建議。

有一位學者寫了一篇回顧性文章，並投稿到某期刊，結果收到的不是審查意見，

是帳單！

她還沒有簽署任何著作授權的文件（copyright agreement），也還沒有付論文處
理費，論文就直接在網路上刊出了。

她此時才察覺到這本正是所謂的掠奪性期刊。

資料來源：COPE. (2016). Withdrawal of accepted manuscript from predatory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case/withdrawal-accepted-manuscript-predatory-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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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發現投稿到掠奪性刊物，您可以怎麼辦？

她不想白白浪費一篇論文，該怎麼辦？

n 這位學者先寄了一封存證信函給那本掠奪性期刊，但是被原封不動退回，因
為出版商的地址是假的。

n 她又寫了一封電郵去給所謂的主編，說明若不在某日之前撤下這篇文章，她
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n 接著她把這篇文章重新投到一個正規的期刊，並把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向這
次的主編交代淸楚。

n COPE 認為，既然她還沒有授權掠奪性期刊去刊登她的文章，因此只要正規期
刊在刊登這篇文章時，加註一個 editorial note 說明淸楚即可。但若作者已經
授權出去，那這篇文章可能就眞的不能再投稿了。

資料來源：COPE. (2016). Withdrawal of accepted manuscript from predatory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case/withdrawal-accepted-manuscript-predatory-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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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n 辛苦作研究的學者，所求的不過就是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在期刊
論文中，讓其他同領域的學者參考和互相交流。

n 近年來期刊產業界有些「學術界的詐騙集團」，讓不明就裡的學者上
當，把辛苦得到的研究成果投稿出去，還繳了一大筆論文處理費用，
最後不但沒有辦法展現學術績效，反而可能因為這本劣質的期刊而
使得研究心血遭到質疑，眞是「賠了文章又折金」！

n 提醒各位研究人員，務必愼選發表園地，一起為累積人類知識的進
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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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招募（大學教師之網路問卷調查）

https://zh.surveymonkey.com/r/TW_MCA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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