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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探討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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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從去年三級警戒期間，時常收看政論節目說起……

Work illustration by Storyset



簡報大綱

預印本的由來
─緣起與發展、特性與優勢

生物醫學領域中的預印本
─預印本在生物醫學領域的發展、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IEGs、新的階段？

預印本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
─缺乏原則性規範、一稿多投的疑義

我們能做的努力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研究人員∕論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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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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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璿安（2022）。預印本之特性、出版倫理與其在 COVID-19 肺炎疫情下的知識傳播影響力。教育
資料與圖書館學，59（1），35-71。https://doi.org/10.6120/JoEMLS.202203_59(1).0040.OR.BM。



預印本（preprints）的由來
緣起與發展
特性與優勢

5

緣起與發展（1660−1990）
§ 在 1660 年代的英國，科學家與醫師組成許多稱之為 「隱形學
院」（invisible college）的團體。他們定期見面並討論研究構
想與實驗結果，目的是蒐集來自其他知識分子的研究高見。

§ 其中一個隱形學院，後來發展成為現在英國著名的 「皇家學
會」（The Royal Society）。

6資料來源：Andrés, 2009; Crane, 1972; The Royal Society, n.d.; van Raan, 2000; Welsh & Wright, 2010 

Theophilus Schweighardt於 1618繪製
玫瑰十字隱形學院的識別



緣起與發展（1660−1990）
§ 類似隱形學院的互動團體至今依然存在，並發展出紙本預印本的傳播模式。
§ 社群團體間藉由組織無形的研究網絡，傳閱出版前的紙本研究手稿，以分享研究資訊與最
新進度，同時促進.共同著作的機會.與.著作的被引用率。

7資料來源：Andrés, 2009; Crane, 1972; The Royal Society, n.d.; van Raan, 2000; Welsh & Wright, 2010 

預印本正式成為一種研究成果在
完稿後與正式出版前的過渡期著作

• 多數的預印本是尙未通過同儕審查的作品
• 相同成果的預印本，可能有多個版本同時流傳
• 預印本與後來的期刊論文，可能同時流傳

特
性

緣起與發展（1990−2010）
§ 利用.伺服器（servers）儲存預印本始於 1990年代，但當時參與其中的研究領域並不多。
§ 最早是以.經濟學.及.物理學.為主。

§ 1996：Physical Review D串接 Los Alamos Electronic Preprint Archive（現為 arXiv）
§ 1993：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現為分散式書目資料庫 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

8資料來源：林雯瑤，2003；Chiarelli et al., 2019

不僅視預印本論文為一種「學術著作」（scholarly�publication）
更是研究人員與機構展現「研究績效」（research�performance）的途徑



緣起與發展（2010−��）
§ 2010年左右，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才比較積極發表預印本，伺服器供應商的數量也在此時
快速增加。

§ 截至 2019年，全球已有超過 60個預印本伺服器在網路上提供預印本服務。

9資料來源：Chiarelli et al., 2019

與同儕審查期刊相比下的優勢
§ 提升知識傳播的效率與廣度

§ 作者能搶得研究主題與成果的.優先權（precedence/priority ）
§ 作者能掌握研究的出版時程（縮短知識發布與散布的時間、增加擴散廣度）
§ 增加研究成果的關注度、閱讀次數，以及被引用次數
§ 該筆績效可以放入個人履歷，尤其能提升年輕學者的 「能見度」

§ 推動傳統學術出版商擴大其服務項目與影響力
§ 從被動接受投稿（主題）轉為主動於伺服器上邀稿
§ 在高度競爭的產業中，擴大其品牌的服務項目及學術影響力
§ 伺服器供應商尋求與傳統學術出版商的合作，找到永續經營的途徑

10



與同儕審查期刊相比下的優勢（續）
§ 促進各界對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回應

§ 創造出新的.研究評價機制
§ 作者能在投稿同儕審查期刊前，先獲得多元角度的意見，以精進論文品質
§ 讓學術界及早察覺科學研究中的不當行為
§ 降低作者將稿件投稿到掠奪性期刊的機會
§ 作者能更快速地回應社會大眾對研究成果的疑慮

11

NIH�利用預印本服務，在 24�小時內快速回應⺠眾的疑慮

12資料來源：Bourne et al., 2017; Wyde et al., 2016



生物醫學領域中的預印本
預印本在生物醫學領域的發展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Information�Exchange�Groups
邁向新的階段？

13

預印本在生物醫學領域的發展
§ 並非所有領域都接受預印本這種過渡期作品，生物醫學領域是其中相對排斥的學域。
§ 更重視研究資料與結果詮釋時的正確性與無偏誤，因其研究成果攸關人類的健康與福祉。
§ 這個理由讓生物醫學界對於還未通過同儕審查的預印本有所疑慮，甚至讓學術期刊.拒絕審
查與刊登.已經公開流傳過的研究成果。

14資料來源：Borgman, 2007；Harnad, 2000；林雯瑤，2003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Information�Exchange�Groups
§ 於 1961 年起陸續成立七個不同主題的資訊交流
小組（Information Exchange Groups, lEGs），
作為研究人員交換研究資訊與想法的管道。

§ 成員數在短短六年間從最初的 32 位成⻑到 3,600
位，印行超過 2,500篇研究備忘錄。
§ 其中八成是研究稿件，這當中又約有三分之二
是.尙未經過同儕審查.的預印本。

§ 其餘則是通過同儕審查、已經獲得期刊接受，
但尙未正式出版的著作。

15資料來源：Cobb, 2017

Growth of IEG1 1961–1965, as reported by Albritton
(Cobb, 2017)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Information�Exchange�Groups�
§ 透過 lEGs所傳遞的資訊量相當可觀。
§ 無論是屬於出版商或學會組織的學術期刊，都意識到 IEGs 正逐漸取代其在.學術傳播上的唯一
性；甚至一些出版商也開始擔心.營利表現會受影響，進而掀起抵制的聲浪。

16資料來源：Borgman, 2007；Harnad, 2000；林雯瑤，2003

期刊 Nature 和 Science 感受到更強烈的危機感，因為他們同時面對來自
IEGs與 Physics Information Exchange的壓力。

美國免疫學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mmunologists）在 1966 年
的年會中，投票決議旗下期刊 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 .不再接受.預印
本論文投稿。



Dr. Eugene A. Confrey

“ lEGs本身是一個具實驗性質的計畫，
它證實預印本確實能促進科學資訊的傳播效率。”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Information�Exchange�Groups

負責人於 1966年底投書 Science，宣布NIH在 1967年三月終止 lEGs 的運作與服務。

17資料來源：Confrey, 1966

“ 運作 IEGs�與印行預印本的成本已超越NIH�負荷，
因此當前述任務已完成，計畫就有終止的必要性。”

在 IEGs�之後……
§ 生物醫學領域曾經嘗試再次運行預印本服務，但每每都以終止服務作結。

§ ClinMed Netprints（1999–2005）
§ Nature Precedings（2007–2012）

§ 直到 2013 年，PeerJ Preprints 和 bioRxiv兩個伺服器的啟用，才眞正把發表數位預印本論文
的風氣帶入生物醫學領域。

18資料來源：Cobb, 2017

• 將過去一貫連結在一起的 「知識首次傳播」與 「經同儕審查認證」脫鉤
• 保證不侵害傳統學術出版商的營運版圖或收益
• 會針對上傳的預印本進行初審（寫作品質、倫理審查與否、疑似不當行為等）

理
念

（不做科學內容上的審查）



站穩腳步，邁向新的階段？

19

2019年底COVID-19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對於獲取科學研究成果的迫切性俱增，
似乎讓這些再次面臨到生命週期關鍵時刻的新興生物醫學預印本伺服器，

獲得在學術界站穩腳步的契機？

Work illustration by Storyset

預印本衍生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
出版倫理之原則性規範未臻完善
一稿多投與重複出版之疑慮

20



預印本衍生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1/2）

落實出版倫理的原則性規範仍付諸闕如
§ 國際專業組織對於發表預印本的倫理，討論度低，且支持方與反對方各有擁護者。
§ 在強化學術出版的課責（accountability）與透明度（transparency）方面，論文作者與
伺服器供應商也都還需要很大的努力。

一篇預印本原本有通過同儕審查，並刊登在學術期刊上，後因故撤稿。
請問誰有權責去處理伺服器上的預印本？
是作者、期刊，或伺服器？

21

預印本衍生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1/2）

落實出版倫理的原則性規範仍付諸闕如
§ 國際專業組織對於發表預印本的倫理，討論度低，且支持方與反對方各有擁護者。
§ 在強化學術出版的課責（accountability）與透明度（transparency）方面，論文作者與
伺服器供應商也都還需要很大的努力。
§ 如何維繫預印本與後續期刊論文之間在出版時序上的透明度，尙無公認可行的規範與作法。
§ 坊間的預印本伺服器不一定具有追蹤預印本後續出版情形的功能，讀者無法在某些伺服器上
獲得投稿進度與結果的資訊，因此無從判斷研究品質與稿件版本。

§ 多數預印本伺服器不具備學科專⻑的團隊。
§ 若上傳的預印本品質不佳，缺乏有權決定是否將這篇論文從伺服器中刪除或註記的公正人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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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dbrech.irit.fr/pls/apex/f?p=104:3

預印本衍生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2/2）

一稿多投與重複出版之疑慮

若將已經公開流傳過的預印本，投稿到傳統的同儕審查期刊，
算不算是一稿多投或重複出版？有沒有學術倫理方面的疑義？

24



預印本衍生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2/2）

一稿多投與重複出版之疑慮
§ 1969年，醫學期刊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首創 Ingelfinger Rule。

§ 拒絕接受曾經公開流傳過的研究投稿，也不樂見
研究人員透過媒體分享未經同儕審查的研究。

§ 主要目的是預防研究人員的重複發表行為，因為
該行為會膨脹他們的發表記錄。

§ 次要目的則是抵制任何形式的預印本服務。

25資料來源：Larivière & Gingras, 2010; Marshall, 1998; NEJM, 1969

2000 年後，生物醫學期刊開始鬆綁該政策，
並對預印本投稿到同儕審查期刊轉趨支持。
這也為一稿多投的現象找到解套。
註：還是有些生醫領域期刊，依然不接受預印本投稿。

預印本衍生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2/2）

一稿多投與重複出版之疑慮

作者將同一篇預印本上傳至多個伺服器，甚至註冊多個DOI，
算不算是一稿多投或重複出版？有沒有學術倫理方面的疑義？

26

國際學術版界尙無定論，因此作者要避免這麼做



重複刊登的預印本，已開始影響到書目計量學研究的精確性

27資料來源：Else, 2020

預印本衍生之出版倫理相關議題（2/2）

一稿多投與重複出版之疑慮（最佳做法）
§ 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在其出版規範中認同預印本的投稿。
§ ICMJE強調作者有告知的責任

§ 作者應該愼選資訊透明的預印本伺服器。
§ 需在投稿同儕審查期刊時，向編輯揭露稿件已發表於預印本伺服器上的事實。

§ 英國的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對預印本的投稿，傾向中立態度。
§ 鼓勵作者將預印本註冊 DOI，以增加傳播與引用的效能，並作為版本控制的依據。
§ 作者應該避免重複上傳相同的預印本到不同的伺服器，甚至重複註冊 DOI。
§ 作者投稿前務必先確認，目標中的同儕審查期刊是否接受預印本的投稿。

28資料來源：COPE Council, 2018; ICMJE, 2019



當談到知識傳播時，不能不提到過程中的一位相當重要的角色

29
Work illustration by Storyset

讀者
尤其是一般大眾讀者

科學知識的接收者與利用者
研究人員的服務對象

預印本對知識傳播之影響──
以 COVID-19 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為例
疫情期間預印本數量大幅上升
預印本的品質成為知識傳播上的隱憂
科學家有責任確保社會大眾適切解讀預印本

30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1/3）

疫情間數量大幅上升（每日）

31

Source

圖片來源：N.�Fraser�&�B.�Kramer（2020）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2033672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1/3）

疫情間數量大幅上升（每週）

32

Source

圖片來源：N.�Fraser�&�B.�Kramer（2020）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2033672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1/3）

疫情間數量大幅上升（前九個月）

33

Source

圖片來源：N.�Fraser�&�B.�Kramer（2020）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2033672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1/3）

疫情間數量大幅上升（MedRxiv上數量、PubMed上主題-含期刊論文）

34
圖片來源：Else, 2020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1/3）

疫情間數量大幅上升（同儕審查期刊上的平均審查天數、國家別）

35
圖片來源：Else, 2020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1/3）

36

預印本的傳播模式可能會造成社會大眾對科學知識的誤解
甚至引發公共衛生的危機

— Johnson�et�al.,�2018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1/3）

37

預印本猶如一把雙面刃
在疫情期間加速了知識分享的速度與廣度

卻也替一些草率的科學成果（sloppy�science）敞開通向社會大眾的大門

—Watson,�2022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2/3）

預印本的品質成為知識傳播上的隱憂
§ 雖然 COVID-19 相關論文數量相當可觀，看似有助於促進各界對這個新疾病的瞭解，但
這些研究論文（包括期刊論文與預印本）的品質參差不齊。

§ 當有愈來愈多與 COVID-19 相關的期刊論文因為研究方法、科學推論與研究倫理等方面
的問題而被學術期刊撤稿的同時，我們能同理推測：預印本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甚至
可能更加嚴重。

38資料來源：Gopalakrishna, 2021; Tijdink et al., 2020; Retraction Watch, 2021; Watson, 2022

Retracted coronavirus (COVID-19) papers
https://retractionwatch.com/retracted-coronavirus-covid-19-papers/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2/3）

預印本的品質成為知識傳播上的隱憂
§ 在 2020 年 11 月，預印本伺服器 Research

Square 上刊登了一篇還未經同儕審查、關
於應用抗寄生蟲藥劑 ivermectin（伊維菌素）
治療 COVID-19肺炎的臨床研究。

§ ⺠眾紛紛上街購買這款非處方用藥。

39資料來源：Elgazzar et al., 2020 [withdrew]; Reardon, 2021 

People in Bolivia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purchasing the anti-parasite 
drug ivermectin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as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19. 
3

Photo credit: Rodrigo Urzagasti/Reuters/Alamy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2081-w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2/3）

預印本的品質成為知識傳播上的隱憂
§ 這項研究後來被科學家們發現有許多問題。
§ 除了寫作上疑似抄襲之外，作者提供的原
始資料與論文內容也出現不一致的情形，
收案病患的資料也有被重複記錄的跡象，
甚至出現收案病患在研究開始執行前就已
死亡的狀況。

§ 在這篇論文被撤回前，已經有上萬人次閱
讀過，並被引用超過 30次，甚至被納入多
項統合分析研究中。

40資料來源：Elgazzar et al., 2020 [withdrew]; Reardon, 2021 

針對抗寄生蟲老藥 「伊維菌素（Ivermectin）」 能治療新冠肺炎的說法，
指揮中心專家小組 2021 年 6 月 14 日做出 「不建議使用」 的決議。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2/3）

預印本的品質成為知識傳播上的隱憂
§ 有一些預印本伺服器提供公開評論的功能，這些評論在疫情期間也扮演著類似同儕審
查的角色，針對還未經審查的預印本提出問題與評價。

§ 部分作者眞的會因此發現錯誤，並自伺服器中刪除或修正自己的論文，而這個過程可
以視作一種 「預印本的自我修正機制」（self-correcting mechanism of preprints）。

§ 這個機制無法取代學術期刊的同儕審查，且不是每位收到評論的作者都願意做出回應。

41資料來源：Tijdink et al., 2020 

現階段對於預印本之出版透明度與品質管理的課責，
仍高度仰賴作者個人的學術自律與積極作為。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2/3）

預印本的品質成為知識傳播上的隱憂
§ 預印本論文不能與低品質的論文畫上等號。
§ 近期 Xie et al.（2021）就藉由 Microsoft Academic Graph，針對過去三十年（1991─2020）
刊登在一些知名伺服器的預印本進行分析。
§ 多數預印本的品質並不差，而且搶先刊登與公開評論的機制，可能眞的促進了稿件
的品質。

§ 在分析的 280萬篇預印本中，約 41％的稿件最終會出版在同儕審查期刊，其中以物
理學（69％）與數學（51％）占最大宗。

§ 若比較後續刊登期刊的影響力指數（JIF），比起那些沒有發表預印本之期刊論文的
刊登處，曾發表預印本之稿件的刊登處，其平均 JIF較高。

42資料來源：Bourne et al., 2017; Xie et al., 2021[preprint]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3/3）

科學家有責任確保社會大眾適切解讀預印本
§ 無論是英文 “preprints” 或中文 「預印本」，名稱都取得不夠精確，易誤導讀者為 「即將
正式出版 /印刷前的研究稿件」與 「已經通過同儕審查」。

§ ⺠眾不一定瞭解預印本在知識傳播上的功能與限制，很可能因此誤用了其中的資訊，
甚至賦予研究成果太多的期待。

43資料來源：Fleerackers et al., 2021, Ravinetto et al., 2021; Watson, 2022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3/3）

科學家有責任確保社會大眾適切解讀預印本
§ 近期 Fleerackers et al.（2021）的研究證實，數位媒體在疫情期間確實會將預印本作為
報導的主體，但往往疏於在報導中強調預印本的性質（即未經同儕審查）與研究結果
的高度不確定性。

§ 科學家們應協助媒體界，發展出能應用於報導預印本的原則、語言與詞彙。
§ 若社會大眾（包括記者、政治人物，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者等）擷取了預印本的內容並
大力散布，可能會助⻑錯誤知識與資訊的傳遞，甚至造成⺠眾的恐慌。

44資料來源：Fleerackers et al., 2021, Ravinetto et al., 2021; Watson, 2022



疫情之下的生物醫學預印本（3/3）

45

比起緩慢散布可信賴的知識，快速傳播錯誤資訊所帶來的傷害說不定更大
Quickly�spreading�false�information�might�do�more�harm�than�slowly�

spreading�reliable�knowledge.

— Horbach,�2020a,�p.14�[preprint]

讓社會大眾瞭解預印本的優勢與限制，以及研讀預印本時所應該抱持
的謹愼與批判態度，是科學家們在疫情期間相當重要的一項任務。

我們能做的努力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
研究人員∕論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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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1/4）
§ 有愈來愈多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鼓勵研究人員（包括研究經費與學術獎項的申請人）
將預印本論文列入個人的出版履歷中，包括美國的 NIH、英國的Medical Research Council與加
拿大的 Canadian Institutes for Health Research等。

§ 在鼓勵的同時，相關的政策與指引也應該先完備，並明確傳達給研究人員。
§ 舉例來說：
§ 機構應該向研究人員（申請人）表明對發表預印本的立場，包括是否視預印本為研究績效
的一種展現？

§ 若是，研究人員該如何計算預印本的研究績效？
§ 若研究人員後續將預印本刊登在同儕審查期刊，這兩篇論文究竟算是一筆或兩筆研究績效？
§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對這些問題應有所表態，讓研究人員在選擇學術發表模式
與累積個人績效時能有所依循。

47資料來源：Bourne et al., 2017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2/4）
§ 當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逐漸認可預印本的同時，也代表他們需要承擔更多評價研
究品質（如嚴謹性）與價値（如創新性）的責任。

§ 傳統的績效審查高度仰賴學術出版商所提供的各式指標資訊（metrics），包括個人文章篇數、
是否通過同儕審查、期刊影響力指數、文章下載與轉載次數，以及被引用次數等。

§ 現階段預印本伺服器能提供的指標資訊相對有限。
§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有必要針對預印本的績效評估方式，制定出更明確且客觀的
指引，並要求審查人員遵循，以維繫學術審查時的公平性與公正性。

48資料來源：Berg et al., 2016; Bourne et al., 2017; Watson, 2022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3/4）
§ 在疫情期間，有大量研究人員投入相關的科學研究，使得相關論文的數量激增（包含預印本
與同儕審查期刊論文），這些論文的被引用率也在發表後的短時間內快速攀升。

§ 這種高產量與高引用率的現象，可能正在影響學術界原本的績效獎勵與評價系統，甚至讓一
些想走捷徑的研究人員有機可趁。

§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在評價與 COVID-19 肺炎疫情相關之研究績效時，或許應該抱
持比過往更保守的態度；尤其若該評價涉及研究人員的新聘、升等與學術獎項等重要決議時，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應該確保自己有把 COVID-19 肺炎疫情對學術出版所造成的影
響，也一併納入考量。

49資料來源：Heidary & Gharebaghi, 2021; Else, 2020

學術機構∕研究經費獎補助機構（4/4）
§ 機構需要留意研究人員的研究行為，確保他們不會受疫情期間需快速發表的影響，而做出有
疑義的研究行為（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或放棄原本對科學誠信（ scientific
integrity）與研究倫理（research ethics）的堅持。

§ 機構也要持續對研究人員提供學術倫理教育，提升他們對疫情相關研究之倫理意識，而這包
括涉及預印本與相關出版倫理議題的討論。

50
Work illustration by Storyset



研究人員∕論文作者（1/3）
§ 研究人員∕論文作者在推動預印本論文之出版倫理上，必須扮演更主動的角色。
§ 投稿前務必詳加留意預印本伺服器與學術期刊出版商的出版政策、授權方式（license）與著
作權協議（copyright agreements）。

§ 雖然發表預印本蔚為潮流，但並非每個學術出版商與同儕審查期刊都接受預印本的投稿。

51資料來源：COPE Council, 2018; Speidel, 2018

如果期刊不接受預印本投稿，
而作者又將期刊視為是學術發表的目標（終點），
事前就不適合讓預印本成為學術傳播的路徑（中點）。

研究人員∕論文作者（2/3）
§ 研究人員∕論文作者有責任讓讀者與社會大眾理解預印本在知識傳播上的優勢與限制。
§ 作者應該在預印本的適切欄位，向讀者強調現階段所呈現的只是初步、尙未經過同儕審查的
研究結果。

§ 當研究有所新進展時，積極修訂與上傳更新過後的預印本。
§ 在面對大眾媒體與非科學專業的群眾時，作者需要再次解釋這篇預印本是已經、未經，或正
在進行同儕審查的研究成果。

52資料來源：Brierley, 2021; Gopalakrishna, 2021; Tijdink et al., 2020

如果作者想借助預印本的優勢，加速與加廣知識傳播的速度與版圖，
那責無旁貸地，除了需要增進自己的科學溝通能力外，也有責任教
育社會大眾與媒體，使其具備解讀預印本的識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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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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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dbrech.irit.fr/pls/apex/f?p=104:3

圖片來源：https://jxiv.jst.go.jp/index.php/jxiv



研究人員∕論文作者（3/3）
§ 恪守科學誠信與研究倫理是所有研究人員∕論文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妥協的原則。
§ 預印本已經被學術界普遍視為是一種展現研究成果的正式途徑，研究人員無疑需要在預印本
的研究中遵守倫理相關規範與作者認定原則。

§ 預印本與期刊論文間存在知識傳播型態上的差異，但兩者的本質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為了呈
現與推廣學術研究的成果，並造福社會大眾。

55資料來源：Gopalakrishna, 2021; Ravinetto et al., 2021; Tijdink et al., 2020；王秀華，2019

無論全球是否正面臨疫病的大流行，
無論科學界是否亟需知道事情的眞相，
任何的學術研究都應該秉持求眞求實的精神，
並奉行科學誠信與研究倫理為之。

Key�Takeaways

§ 務必愼選資訊透明的預印本伺服器，並積極更新上傳的預印本版本。

§ 請不要將相同的預印本重複投稿到不同的伺服器，也不要重複註冊
DOI，以免產生一稿多投的疑慮。

§ 投稿期刊前，請留意期刊是否有針對預印本投稿的政策。

§ 在公開分享預印本的研究時，應先向聽眾/�讀者解釋預印本與預印本

伺服器的功能與特性，並說明該研究是否通過同儕審查。

§ 在預印本的研究中，實踐科學誠信與研究倫理。

56

本簡報內容整理自：潘璿安（2022）。預印本之特性、出版倫理與其在 COVID-19 肺炎疫情下的知識傳播影響力。教
育資料與圖書館學，59（1），35-71。https://doi.org/10.6120/JoEMLS.202203_59(1).0040.OR.BM。若欲查詢本簡報內
文引用之資料來源，請依姓氏對照前述論文中之「柒、參考文獻」段落。



交流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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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該著作。使用時必須表彰著作人姓
名，建議引用方式：潘璿安（2022年6月15日）。出版倫理：談預印本在COVID-19 肺炎疫情下的知識傳播影響力〔簡報〕。
中央研究院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視訊〕。

簡報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屬機關與單位之立場。

2022-06-15

This presentation includes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Storyset fromFreepik Company.

潘璿安 Ph.D.
…

助理研究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sophiapan@nycu.edu.tw http://www.sophia-p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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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surveymonkey.com/r/TW_MCA

敬邀 「大學教師」參與學術指導經驗研究調查
（調查至2022-12-31�截止）

歡迎臺灣 「生物醫學科學領域研究生」參與一項網路問卷調查
（調查至2022-12-31�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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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ycu.qualtrics.com/jfe/form/SV_0H4ez9h9fb6FpU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