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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掠奪性期刊 

由丹佛科羅拉多大學圖書館員 Jeffrey Beall 提出，源自英文 predatory journal

一詞，部分學術期刊出版商利用學者急於投稿的需要，以快速審稿作為號召，

未提供健全的同儕審查與編輯服務，藉以收取高額處理費而賺取利潤。 

 

 掠奪性期刊判斷指標 

(一) 相關網站查詢 

 查詢掠奪性期刊及出版者 

 Beall’s List of Predatory Journals and Publishers 

https://beallslist.weebly.com 

 Stop Predatory Journals  https:/predatoryjournals.com/metrics/ 

 查詢 Open Access 期刊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 https://doaj.org/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INASP）https://www.inasp.info/project/journals-

online-project 

 African Journals Online (AJOL) https://www.ajol.info/ 

https://beallslist.weebly.com/
https://predatoryjournals.com/metrics/
https://doaj.org/
https://www.inasp.info/project/journals-online-project
https://www.inasp.info/project/journals-online-project
https://www.ajol.info/


(二)辨識掠奪性期刊指標 

1.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2.彙整掠奪性期刊判斷指標 

項目 內容 

網站  網站維護不善，包含內容文法或拼寫錯誤、死連結、誤

導作者與讀者訊息、模仿其他期刊/出版商頁面…等。 

 網站主頁語言是目標作者語言。 

 網站使用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哥白尼索引(Index 

Copernicus)作為宣傳。 

 網站在搜尋引擎中不易被檢索到。 

 期刊/網站名稱與著名的期刊/網站名稱類似。 

 圖像不清楚或未授權。 



 未提供說明收入來源之商業模式。 

 未提供說明廣告與行銷政策。 

編輯與作者  期刊未確定正式的編輯或評審委員會。 

 未提供有關編輯、編輯人員或評審委員會之學術、全

名、隸屬關係、聯繫方式、地址…等資訊。 

 有證據顯示編輯或評審人員非期刊領域的公認專家。 

 多個期刊的編輯委員會相同。 

 未提供同儕評審資訊。 

出版與管理  未列出官方出版地址或與編輯委員會地址有很大的差

異。 

 未提供文章處理費之資訊。 

 文章處理費用太低或太高。 

 未提供文稿處理過程說明或審查與出版時間太快。 

 官方聯繫信箱為非期刊專屬或非官方專屬信箱，例如

GMAIL。 

 聲稱是開放取用期刊要保留已發表研究之版權或未提供

作者投稿版權說明。 

索引  若為開放取用期刊，未被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收錄。 

 無法在搜尋引擎上簡易查找到相關資訊。 

 未收錄在 Scopus/WOS 等大型資料庫中。 

 聲稱有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但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資料庫未收錄。 

 未提供第三方數位保存出版內容之資訊。 

主題與領域  期刊主題過於廣泛。 

 制式邀稿信件，內文未指定作者特定專長領域。 



3.Think Check Submit 期刊評估指引 

步驟 內容 

思考 

Think 

你選擇的期刊合適嗎？ 

 全世界發表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 

 每週都有新的期刊推出。 

 有問題的出版機構也多了起來， 

 研究人員發表文章時，很難找到一個最新的指南說明他

們合適的期刊。 

檢查 

Check 

使用列表評估期刊 

 你或你的同事知道這本期刊嗎？ 

 以前讀過這本期刊發表的文章嗎？ 

 容易找到期刊的最新文章嗎？ 

 容易找到出版機構的聯絡方式並聯繫上它嗎？ 

 出版機構的名稱是否清楚地顯示在期刊網站上？ 

 可以透過電話、郵件或信件聯繫上出版機構嗎？ 

 期刊網站是否清楚地聲明同儕評閱的類型？ 

 期刊文章是否被知名資料庫索引？ 

 期刊網站是否清楚地聲明向作者收取的費用？ 

 期刊網站是否解釋向作者收取費用的明細，以及收

取時間？ 

 你認識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嗎？ 

 你聽說過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嗎？ 

 期刊編輯委員會是否在他們的個人網站上提及此期

刊？ 

 出版機構是學術出版知名組織的成員嗎？ 

 期刊是學術出版道德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的成員嗎？ 

 若為開放取用期刊，它被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收錄了嗎？ 

 若為開放取用期刊，它是開放取用學術出版機構協

會(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 OASPA)的成員嗎？ 

 如果期刊是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中美洲或

蒙古的，它在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INASP)的

Journals Online 平臺上嗎？如果期刊是非洲的，

它在 African Journals Online (AJOL)平臺上嗎？ 

 出版機構是其他同業公會的成員嗎？ 

投稿 

Submit 

查看以下列表，當對於所有或大多數問題回答為肯定時，再

投稿。 

 期刊在業界有好的口碑，能鞏固你的名譽，確保文

章被引用。 

 選擇合適的期刊發表文章，可豐富你的簡歷，幫助

你在科研之路上更進一步 

 你的文章應被資料庫索引或儲存，容易被讀者發

現。 

 你的文章有專業的審稿人審閱，專業的編輯處理 

 只有符合以上標準時，你才能投稿。 

 善用北醫數位圖書館專案服務 

 查詢欲投稿期刊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請洽圖書館/室瞭解申請方

式。 

 取得欲投稿期刊相關文獻內容，請洽圖書館/室或申請館際合作。 

https://www.inasp.info/project/journals-online-project
https://www.inasp.info/project/journals-online-project
https://www.ajo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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