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書

擁護價值：嚴謹的流程與
合作模式以確保研究誠信

掠奪性期刊 (Predatory Journal) 近來蔚為話題。不論是初試身手或飽經歷練的研究者們都有可能無意間誤觸地雷。不過與聲譽
卓絕的期刊相比，很快便暴露出這類期刊的表象、規定要求以及程序作法欠缺專業素質。知名出版商嚴謹的要求可能曠日費
時，但不外乎係為了確保出刊文獻能夠合乎倫理與品質高標準、維護科學誠信、保護研究內文與資料免於不當使用，以及有
助於未來取得以及挖掘出文獻的便利性。不僅如此，知名出版商彼此相互合作，在無損於精準性與可靠度的條件下，讓這些
嚴以律己的流程變得更加方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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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公開分享進而帶動
研究革新需要深厚的信心基礎

簡介
為了應對此「新的危機」，亦即提升學術期刊發表的能見度、
影響力與公信力，STM 作為全球學術與專業出版品貿易協會
於 2018 年 8 月發表如下聲明：

令人憂心的現象是，過去 10 年來不合乎倫理規範的研
究文獻與日俱增，而且在「掠奪性」期刊與出版商的助
長下更不斷迅速增長

研究成果公開發表與分享，能否進一步推動研究革新、
匯集全球知識力量以及研究人員和研究計畫主持人的職
涯發展，無不有賴深厚的信賴作為根基

不同的學科領域和國與國之間採用因地制宜的發表常
規，不過仍存在倫理標準與行為上不變的通則，目的
即為確使具備公信力的同儕審查期刊當中，僅收錄發
表符合最高標準的文獻

然而對於「掠奪性期刊」來說，並沒有所謂標準紀律；「掠
奪性期刊」一詞係由 Beall2 首次提出，他稱這些期刊是「利
用開放存取這種模式的好處…以及期刊發表品質存疑甚至低
劣」的「期刊贗品」。

Shamseer 等人3 採取流程為導向的方式，將掠奪性期刊界定
為「積極而主動邀稿和收取發表費，卻未善盡同儕嚴密審查
與編輯把關之責」。研究者從 Beall 的掠奪性期刊和出版商
名單4 中選出 93 家可能為掠奪性期刊的對象，對比 99 家推定
合法的開放取用期刊，以及 100 家推定合法的訂閱型期刊。
研究發現指出了掠奪性期刊官網首頁的拼字錯誤；失真或可
能未取得授權的圖片；偽造的影響因子；以及編輯或編輯委
員轄屬單位未經過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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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研究者是否也該關注？
是的，還是需要關注的。如果資深研究者的文獻出現在可疑
期刊上，經常是因為他們將「小篇幅」內容的送審委交給新
進作者，這些初生之犢可能不慎將論文送交至可疑期刊5 。要
是資深作者沒注意作品送交何處，研究成果就可能淪陷在劣
質品的茫茫大海中。有時候即便是資歷豐富的研究者，也可
能因為期刊名或外觀貌似知名期刊而受騙。

影響更鉅者，當知名期刊引用了掠奪性期刊所發表的文獻，
甚至納入學術資料庫當中，劣質科學報告(儘管只是無心之失)
便可能因此取得合法延續的正當性，而讓未來研究發展有遭
受蒙蔽的潛在危險。

嚴謹的發表流程規範，能夠維持研究誠信。研究者最彰顯於
外的部分不外乎發表送審與同儕審查，這兩者都是吃力不討
好而且耗時長久的任務。這些艱難的任務，如今被列入多項
跨出版商行動計畫的核心要務，目標在於讓精準可靠所必須
的繁瑣流程能夠加速進行，而且更為公開透明。同儕審查經
常擺脫不了延宕時日的印象，這是因為作者群往往對於同儕
審查期間的進度一無所知。預印本伺服器 (Preprint server) 能
與同儕審查同步或甚至提前張貼論文，將有助於紓解此一難
題。6

沒有哪一種系統能夠完美無瑕，誠實行事而犯錯在所難免(也有
竭盡所能欺騙的反例)。畢竟科學界始終不斷嘗試學習、建構並
且在可行條件下提升改善現有系統。

一如 STM 所強調：「我們不僅重申追尋普世倫理標準的承諾，
也表明集結整個學術交流生態之力的雄心」。1

本白皮書聚焦於為維繫科學公信力並保障貢獻其中推動發展的
研究者價值，進而樹立推行的發表審查流程及聯合行動計畫。

其他期刊讀者和研究者群無法看見的流程，也可能耗費時日
並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對於出版商的影響尤鉅(參閱第 4 頁「
嚴謹的發表流程」)。而奉公守法的出版商，則默默接受這是
學術期刊維持公信力必要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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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嚴謹的發表審查流程

杜絕剽竊與不當複製圖像
知名出版商運用 Turnitin 等軟體查驗送審稿件有無剽竊，
並在疑似有剽竊時導入專家評估。另外並逐步鑑別出有
疑慮圖像，特別是數據有誤伴隨圖像失真與人為處理痕
跡。 7由愛思唯爾支持贊助位於德國 8柏林洪堡大學的 
HEADT 中心，即屬於排除疑慮圖像的一項行動計畫，正
開發此類圖像資料庫，供全體出版商得以獲取與回報資
料。助長下更不斷迅速增長

掠奪性期刊出版商邀稿時不僅索取發表費用，而知名出版商
從送稿審查直到出版之採取嚴謹的標準流程，以確保：

扎實的同儕審查鞏固內容品質、誠信與可靠
知名出版商致力同儕審查不遺餘力，甚而努力改革現有
體制 (參閱第6頁的合作交流部分 )。《歐洲內科期刊》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最近發表的一篇文
章9 指出，同儕審查正處於「革新的轉捩點」，審查流程
「更為開放並增加合作互動」。

儘管如此，作者群也聲明：「奠定根基的倫理指導原則，係
為不可撼動與屹立不搖的基礎」，特別在於「資格能力、利
益衝突、開放討論決策、完全公開透明與誠信」等層面。

知名期刊也將期刊同儕審查流程的資訊提供給作者群，例如
是單盲或雙盲審查或開放設計、平均審查所需時間、退稿/收
錄率。

開放同儕審查的概念日漸受到矚目；然而，對於這種概念的
解讀卻存在至少 22 種不同定義。10 近期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開放同儕審查的某些主要特質普遍獲得正面評價，像是開放
式互動(更廣大的族群共同參與發表過程)、開放式報告(評論
隨文章公開發表)以及定稿評價。不過也有過半數的調查回覆
反對將評論者身分資料公開給作者知悉。11

目前只有不到 3% 的科學期刊允許公開同儕審查12，但儘管挑
戰嚴峻，此佔比仍可能因下述交流合作與其他可能性增加而
提高。Wiley 日前也發表了一套新訂的開放同儕審查流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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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永續
掠奪性出版商能夠設立速成網站後張貼文章，但網站
的經營能維持多久？要是持續不到五年光景，曾經發
表的文獻也會隨著網站不復存在。知名期刊內刊載的
每一篇文章，都被賦予數位物件識別碼 (DOI) 提供「可
用、可互通與永久的連結」。14 諸如 Portico 等圖書館15 
也收藏這些文章的副本，確保未來仍可取用、調閱與
探索這些資源。

提供徵稿的說明指導
掠奪性出版商鮮少顧及文稿撰擬的專業性或倫理要求( 
例如揭露試驗贊助經費或利益衝突)。知名出版商則涵
蓋詳盡的徵稿說明，以及提供教育資源和舉辦工作坊指
導首次投稿應注意的期刊標準與要求。

加速資訊導覽與評估
知名出版商運用各項工具和技術最大化內容利用率的效
能，有助於發表文章能迅速在研究者群(包括未來的合
作人選)之間流通、搜尋導覽功能便於操作以利引用，
以及出現於高公信力期刊品牌的能見度。

達成資料共享
包括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在內
的資金贊助機構，正促進公開原始資料、檢體與其他
佐證研究材料的取得管道。歐洲開放研究資料試行計
畫宗旨在於促成 Horizon 202016 計畫研究資料的取得
管道，「在防止不當取得機密性資料的條件下，儘可
能將限制最小化」。17

流程嚴謹的價值在於資料共享讓研究設計更可控制以及可
複驗，而無須多餘的反覆嘗試，節省下更多開支投入創新
研究；除此之外，隨著研究者群累積彼此相似的資料群集
後，能夠提高分析的統計檢定力，並且有助於交流合作以
及跨學科研究。

嚴謹性的價值單純取決於收錄研究資料的品質。研究團隊
成果發表於知名期刊，將可裨益其具備參考價值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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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合作交流行動與工具
愛思唯爾與其他知名出版商不僅各自投入心力改良其把關
程序，出版商之間以及與研究群和非營利組織各方也互助
合作，讓作者群所投遞文稿合乎高規格品質並發表於權威
期刊當中。

以下從各項重點層面的角度出發，概述了對於知名出版商
舉足輕重的合作組織與行動計畫：

標準規範
知名出版商為支持暨推動文章發表流程應採最高標準的組
織成員之一。

STM
國際科學、技術和醫學出版商協會 (STM) 係為全球領先的
學術與專業出版品貿易協會，旗下有分布於 21 國的 120 名
會員，截至 2012 年所出版期刊論文占總數將近2/3，合計
有數萬件專題論文與參考工具書。

COPE
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致力於「推動以倫理實踐為常規的出
版文化」。

https://www.stm-assoc.org/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

CrediT
研究管理資訊標準推進聯盟 (CASRAI) 倡議計畫，提供作者
群輔以表述其對論文獨有貢獻的標準分類法。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

NISO
美國國家資訊標準組織樹立資訊標準規範，以供出版商、
圖書館與軟體開發商就三方認可的作業標準相互合作。
https://groups.niso.org/home

標準規範
調查結果指出即便有待改善，科學社群團體大多支持同儕
審查是現有能夠確保品質與誠信的最佳制度。下列行動計
畫即考量審查不同層面的待改善空間，正持續推動中。

ORCID
每一位研究者能取得 ORCID 提供的開放型研究者與投稿者
識別碼(永久專用的數位識別碼，DOI)，可供自動連結文稿
與獎助金送審，以及透過 Mendeley 取得的同儕審查評論。

PEERE
同儕審查的新前沿經由跨學科與跨領域合作，致力於從效
率、透明與當責等層面提升同儕審查素質。目的係分析不
同科學領域當中的同儕審查，並評估同儕審查不同模式下
的代表意義。

https://orcid.org/blog/2017/09/15/peer-review-orcid-commu-
nity

http://www.peere.org/

科學智識 (Sense about science)
科學智識 (Sense About Science) 為獨立公益信託，擁護科學
實證與推理以及科學議題公開討論等價值。過去 12 年來，
該組織機構致力於增進傳媒記者、決策者以及公眾對於同
儕審查的認識，並且吸引和鼓勵全球各地的職涯初期研究
人員在公開辯論場合捍衛科學精神。
http://senseaboutscience.org/

愛思唯爾與 Springer Nature 和 Wiley 為了幫助 PEERE 達成
使命，三方簽訂了一份資料共享協議，提供權限予該組織
機構可查閱三方旗下某些期刊的同儕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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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出版商為支持暨
推動文章發表流程應
採最高標準的組織成
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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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送審
多家知名出版商提供作者群轉投服務，以支應一稿多投的
需求；要是被其中一間期刊退稿，可便於將投稿申請轉投
他家期刊(經常由出版商推薦)。範例如下：

論文轉投服務 (Article Transfer Service)
提供愛思唯爾多本期刊間的文稿快速轉投。

Cogent 轉投服務 (Cogent Transfer Service)
提供 Taylor & Francis/Routledge 多本期刊間的文稿快速轉
投。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journal-authors/
submit-your-paper/submit-and-revise/article-transfer-service

https://www.cogentoa.com/editorial-policy/the-cogent-trans-
fer-service

文稿轉投計畫 (Manuscript Transfer Program)
提供 Wiley 多本期刊間的文稿快速轉投。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open-science/open-access/
about-wiley-open-access/manuscript-transfer-program.html

文稿交流倡議計畫 (MECA: Manuscript Exchange Initiative)
建立各平台與出版商之間交流文稿的通用方針。

https://www.manuscriptexchange.org/wp-content/
uploads/2018/06/MECA_JATS-Con_2018_for_distribution.pdf

資料共享
如前文所述，美國與歐洲等地的資金贊助機構越來越要求
公開獲取數據，以支持已發表的研究成果。愛思唯爾與其
他知名出版商支持「所有研究者能夠無償取得原始研究資
料」的 STM 原則。18 共同朝此一方向努力的組織機構如下

CrossRef
促進論文註冊、建立連結、資料共享與探索。

Force11
奉行「健全及可再現的學術研究，係來自穩健、可取用資
料所鞏固之基礎」的概念。

https://www.crossref.org/

研究資料聯盟 (Research Data Alliance)
RDA係由歐盟執委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與美國國家標
準暨技術研究院及澳洲創新產業科學研究部等社群推動的
組織機構。目標在於建立有利全球開放資料共享的社會暨
技術性基礎設施

https://www.rd-alliance.org/Penelope
Equator 網絡架構的這項工具，能幫助作者群確保文稿合乎
期刊要求。

https://www.penelope.ai/

轉投平台 (The Transfer Desk)
提供 Springer 多本期刊間的論文快速轉投。

https://www.springer.com/gp/authors-editors/journal-author/
the-springer-transfer-desk

https://www.force11.org/datacitationprinciples
the-cogent-transfer-service

Pistoia 聯盟 (Pistoia Alliance)
由生命科學公司、供應商、出版商與學術團體共同組成的
全球非營利組織聯盟，旨在藉由合作關係推動研發創新。

https://www.pistoiaalliance.org/

Scholix
Scholix 代表意涵為「學術連結交流(架構)」。經由各方達成
共識，建立全球公開資訊生態系統，收集與交流研究資料
和文獻之間的連結。

http://www.scholi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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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歐洲等地的資金
贊助機構越來越要求公
開獲取數據，以支持已
發表的研究成果



10

展望未來
鮮有掠奪性期刊能夠採行嚴謹流程、遵守科學發表規範，或
加入由多家出版商、研究者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合力推動實質
革新的組織機構。緊鑼密鼓進行中以及不斷有新血加入的合
作行動計畫，除了落實知名期刊對於發表的嚴密要求，更讓
這項任務有利於迅速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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