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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屬機構與單位之立場。

Q1. Mega Journal 是一種新型態的期刊，收稿、審查、刊登速度
都較傳統期刊快速，吸引較多年輕研究者投稿。但近期部份學研單
位列出不建議投稿的期刊淸單，將 Mega Journal 也一併囊括，造
成研究者投稿選擇的困惑。請問 Mega Journal 的特徵是什麼? 與
Predatory Journal 的區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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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Journal的特徵
採用完全開放取用出版，作者付費 採用完全開放取用出版，讓全文能不設限地開放給社會大眾利用，並由研究
者或其所屬機構支付文章處理費。
由高聲望的學術出版商經營

多由國際大型學術出版商經營，作為重要獲利來源。借重出版商名聲，能吸
引研究者投稿，也能為旗下 mega journals 的經營品質與編印務服務背書。

廣泛收錄多元領域與主題的研究

文章主題廣泛，又分為兩種型態。第一是針對特定領域的廣泛收錄（如：所
有醫學次主題），第二是多元領域的廣泛收錄（同時生醫、心理與工程）。

實施不同於傳統的同儕審查制度

採用較低選擇性的審查標準，僅審查合理性（soundness）與倫理；不評估
新穎性（novelty）、重要性（importance）與應用性（applicability） 。

單一卷期與全年的出版量可能不小 Mega journals 中單一卷期與全年的出版量通常都比一般期刊大。但出版量
不是判斷一本期刊是否為 mega journal 的核心要件（審查制度才是）。

Megajournals主張，重要性與應用性是於出版後由科學社群去共同評價。
如何評價？誰來評價？誰來評價這個評價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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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dJournal

OpenAccess
MegaJournal

審稿與編輯決定時間

較⻑

較短

文章接受率、刊載量

較低、較少

較高、較多

PredatoryJournal

採用開放取用
採用作者付費機制
實施同儕審查

公開出版發行
送審著作的形式要件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 21條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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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圖書館員已經很瞭解預防掠奪性期刊及會議的資源，若研究者
眞的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圖書館員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協助研究者亡羊補牢？
Q3. 研究者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後被要求繳交高額費用以贖回
論文，若不繳交該筆費用，但把稿件再投稿到其他期刊，會有違反
出版學術倫理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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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
一、已經投稿，尙未收到審查通知，尙未簽著作授權文件（無論是否付錢）
§

寫信向掠奪性期刊說明要取消這次的投稿。

§

待一段時間，確定掠奪性期刊無後續行動後（如逕自刊登），嘗試轉投稿到正規期刊。

§

投稿時，請務必在投稿信中詳細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並尊重期刊方的決定。

二、已經通過同儕審查，尙未簽著作授權文件（無論是否付錢）
§

寫信向掠奪性期刊說明要取消這次的投稿。

§

待一段時間，確定掠奪性期刊無後續行動後（如逕自刊登），嘗試轉投稿到正規期刊。

§

投稿時，請務必在投稿信中詳細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並尊重期刊方的決定。

※ 這是我給遇到類似情事之師生的建議，但不保證成功，且只適用於不小心誤投稿者；故意投稿掠奪性期刊者，責任應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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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
三、已經通過同儕審查，尙未簽著作授權文件，但文章已經刊出（無論是否付錢）
§ 有人認為可以報警，但我覺得效果不大（因為對方在境外，很難處理）。
§ 寫信向掠奪性期刊說明要取消這次的投稿，同時提醒他們可能已經侵害著作權。
§ 嘗試轉投稿到正規期刊 ：
• 先寫信給主編，詳細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並表明投稿意願，請主編裁定是否可以。
• 若主編不同意，尊重他的決定，並換一本期刊的主編詢問。
• 若主編同意，依然需要在投稿信中詳細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讓經手的編輯知道）。
• 出版時依期刊指示加註說明（讓讀者知道之前發生的事，澄淸網路上有重複論文的狀況）。

※ 這是我給遇到類似情事之師生的建議，但不保證成功，且只適用於不小心誤投稿者；故意投稿掠奪性期刊者，責任應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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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
四、已經通過同儕審查，已經簽著作授權文件（無論是否付錢）
§ 這篇文章已經授權正式刊登，不適合再投稿到其他期刊，否則會有重複出版的問題。

※ 這是我給遇到類似情事之師生的建議，但不保證成功，且只適用於不小心誤投稿者；故意投稿掠奪性期刊者，責任應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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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掠奪性期刊
的參考資源
歡迎參考「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的議題教材包 【01】掠奪性期
刊與出版：
https://ethics.moe.edu.tw/packagep
ost/deta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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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圖書館員應對 Mega Journal 的盛行，可以怎麼協助機構研究
者在投稿與利用資源方式上多一些認知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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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因應之道：圖書館與館員
§ 藉由舉辦圖書館服務與利用課程，帶領師生瞭解當今的學術出版環境，包括國際性的趨勢
議題（如 open access 和 mega journals）與潛藏風險（如 predatory journals ）。
§ 提供期刊初檢服務，協助師生挑選優良開放取用期刊，同時預防投稿到掠奪性刊物。
§ 追蹤機構內的學術出版表現，以掌握機構成員出版在開放取用期刊的情形，也比較能即時
察覺異常出版情事。
§ 彙整各領域師生申請文章處理費補助的管道，以協助師生減輕費用負擔，也藉此鼓勵師生
朝頂尖的開放取用期刊去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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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因應之道：研究人員
§ 在執行與發表研究的過程中恪守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
§ 利用「公開取用期刊指南」（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篩選期刊。
§ 綜合評估出版商的聲譽、各式期刊指標、論文的整體品質，以及編輯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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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因應之道：研究人員
§ 年輕（資淺）的研究人員，投稿前請想一想：
§ 所屬學術領域如何看待投稿到 mega journals 一事？（每個學域不同）
§ 投稿到 mega journals 對您的生涯發展而言，有沒有加分效果？（每個學域不同）
§ 所屬學研機構是否訂定關於 mega journals 的規定或政策？（每個機構不同）
§ 所屬學研機構與獎補助單位將如何審查您的 mega journal 論文？（作法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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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Open science的發展之下，學術著作出版形式多元（OA
Journal、Mega Journal、Subscribed Journal、Preprint…），
研究者的因應之道是什麼，以避免違反學術出版倫理相關議題（一
稿多投、重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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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與出版時，都說淸楚，講明白，並尊重期刊決定
讓編輯知道：投稿時，在投稿信中說明投稿著作的相關發表
§ 這篇論文之前曾用什麼形式發表過？例如：Preprint（連結）、會議論文（年月日）、學位
論文（是第幾作者的學位論文）？
§ 若曾發表過，在網路上是否可取得？提供連結讓編輯參考。
§ 有些期刊拒絕審查用 preprint 形式發表過的論文，因為會影響雙盲審查機制。作者上傳
preprint 前，務必先確定投稿期刊的規定。

讓讀者知道：出版時，在版面中（acknowledgment）說明出版著作的相關發表
§ 這篇論文之前曾用什麼形式發表過？例如：Preprint（連結）、會議論文（年月日）、學位
論文（是第幾作者的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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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與出版時，都說淸楚，講明白，並尊重期刊決定
讓讀者知道：出版時，在版面中（acknowledgment）提供本研究的相關資訊
§ 利益衝突揭露（若有）
§ 經費獎補助單位與計畫編號
§ 若涉及學生學位論文，其他共同作者可說明自己對該研究的貢獻
有些期刊已要求論文出版時，須加註作者貢獻度說明。
若期刊未要求，作者還是可以這麼做，以彰顯每位作者對該學位論文的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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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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 Mega 期刊的選擇（訪談場次）〔簡報〕。Mega
期刊的是與非〔視訊活動〕 。國研院科政中心 CONCERT、國科會圖書服務計畫化學中心總圖書室 Chem
Library 與美國化學學會 ACS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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