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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讀者，如何尋找OA資源

今日課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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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投稿者，如何避免掠奪性期刊



認識Open Access

甚麼是Open Access

OA潮流興起的原因

OA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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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Open Access

常見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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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取用、開放近用、公開取用、開放存取

簡稱：OA



甚麼是Open Access

起源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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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學術出版與學術資源聯盟（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

由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於1997年發起的一項計畫

，和部分改革倡議者組成，致力於學術期刊的開

放取用運動。透過宣傳和教育工作，SPARC證明

能夠向高價商業期刊發展出品質佳的競爭對手。



甚麼是Open Access

起源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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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2002-2003 三大開放取用宣言：

1. BOAI(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2. 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3. 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Green Road Gold Road



甚麼是Open Access

起源

內涵

7

定義

2002-2003 三大開放取用宣言：

1. BOAI(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2. 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3. 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Green Road Gold Road

強調允許使用者在無經濟、法律或技術層面的困擾下，

合法閱讀、下載、複印、傳播、列印、搜尋作品或連結

全文資料，僅需於重製或散佈時正確引述作者的作品。

(1) 讀者權益—合法閱讀

(2) 作者權利—標示姓名權

(3) 排除障礙—費用、法律或技術上

資料來源： https://www.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org/read

https://www.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org/read


甚麼是Open Access

起源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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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OA為增進使用者資訊取得權益的社會運動，其透

過數位化的作品發表形式，在網路平台上公開提

供使用者取用，包含影音、圖像的CC創用倡議，

即是 OA 的一種形式。該概念運用於學術上，是

基於教育與研究的目的，在創用授權的條件或其

他開放取用的授權條件下，將作品以電子形式出

版公開於網路平台，供使用者免費取用。



OA潮流興起的原因

◆ 電子資源比例逐年攀升

◆ 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學術傳播模式改變

◆ 訂購費用逐年上升導致學術界資訊獲取的成本大幅提高

◆ 學術圖書館維持學術資源訂購所需預算大幅增加

◆ 版權規範導致取得不易

◆ 營利性學術出版社取得學者著作版權造成學術傳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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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pngtree

https://zh.pngtree.com/freepng/purse_676252.html


不同的服務模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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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ption
付費訂購才能使用期刊內容

Open Access
由出版社授權or作者付費方式開放全文給公眾取用

Hybrid
同時收錄付費文章及免費文章



OA的模式

◆ 出版社開始提供開放取用（open access）的服務模式

◆ 有些是出版社（如非營利出版社）授權免費使用

◆ 有些是由作者支付刊登費用提供讀者免費使用

✓ 作者將學術出版費用編於計畫經費中，希望可透過政

府或獎助單位支付

✓ 對世界不同區域的作者，有不同的收費標準

✓ 鼓勵科研機構成為學會或出版商的團體會員

11



OA的模式

OA期刊 自我典藏、機構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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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OA v.s Green OA

 Pre-Print

 Post-Print

 Publishers version



學術出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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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Open Access資源

認識查詢OA工具

常用的OA資料庫介紹

Hybrid OA出版社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
14



認識查詢OA工具

15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 提供高品質並經過同儕審查的OA期刊目錄與索引

◆ 制定審查標準收錄OA期刊，已除名的期刊也可於DOAJ的部落

格查得訊息

◆ 目的為增強OA期刊之能見度與易用性，可用以查證期刊刊名與

出版社相關資訊，同時查詢可用的OA文章

◆ 共計有14,493筆期刊資訊，4,823,491 篇文章（數據統計截至

2020/4/24）

https://doaj.org/bestpractice
https://blog.doaj.org/2016/05/09/doaj-to-remove-approximately-3300-journals/


認識查詢OA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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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J Seal標章

◆ 於2015年推出，即對收錄平台的OA期刊進行評核，目的在表彰

遵守高品質出版標準的OA期刊，包括期刊可取得性、開放性、

再利用、作者授權等項目。它彰顯的是期刊的高度開放性，與期

刊所發表的文章品質無關

延伸閱讀

• 農產品有CAS，公開取用期刊有DOAJ Seal！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2890


認識查詢OA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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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J Seal標章
查詢時，在”Journal has DOAJ 

Seal”欄位選擇”Yes”，即可篩

出有標章認證的OA期刊



認識查詢OA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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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B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Books)

◆ 提供高品質並經過同儕審查的OA圖書目錄

◆ 邀請學術出版商提供書目資訊，目的在提升書籍的能見度及傳播

可用性



認識查詢OA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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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綜合類OA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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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獻資料庫，提供 1,550,632 篇英

文期刊論文，內容涵蓋數學、物理、化

學、人文、工程、生物、材料、醫學和

人文科學等領域

http://www.oalib.com/

Open Access Library (OAlib)

http://www.oalib.com/


常用的綜合類OA資料庫

21

BioMed Central Open Access Journals (BMC)

• 收錄科學、技術與

醫學等學科270餘

種免費全文期刊

• 可用搜尋或直接瀏

覽某一學科的OA

期刊

https://www.biomedcentral.com/journals

搜尋文章

瀏覽期刊

https://www.biomedcentral.com/journals


常用的綜合類OA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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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預印本資料庫

• 提供全球使用者免費搜尋及

下載文章

• 主要收錄物理學領域文章，

也包含數學、計算科學、計

量生物、計量金融、統計等

領域
https://arxiv.org/

arXiv

https://arxiv.org/


Hybrid OA--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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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如歷

史、哲學、藝術、國際關係、宗教

等 https://www2.brill.com/OA19

Brill

Springer
Open

自2010年推動，收錄科學、技術、

醫學、人文社會等所有領域
https://www.springeropen.com/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open-science/open-
access/open-access-journals

Elsevier
OA期刊

用該出版社網站可搜尋有哪些期刊

屬於OA期刊

https://www2.brill.com/OA19
https://www.springeropen.com/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open-science/open-access/open-access-journals


Hybrid OA--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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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工、資訊、工程領域常用

資料庫 https://open.ieee.org/

IEEE
Open

SAGE
Open

人文社會、健康、材料工程、生命

科學等領域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
ome/sgo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open-research/open-
access/index.html

Wiley
OA

用該出版社網站可瀏覽有哪些期刊

屬於OA期刊

https://open.ieee.org/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sgo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open-research/open-access/index.html


論文也有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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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LTD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 and

Dissertations 

集結全球100多所大學/學會及網路

免費博碩士論文之書目資料及部分全

文，可整合查詢該平臺合作機構的博

碩士論文，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也是該

組織的會員。

全球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論文也有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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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單篇論文後，通常有
全文串接



論文也有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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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該校有機構典藏系統時，
NDLTD就是取得線上論文的最佳途徑

從NDLTD能夠查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

MIT、加州大學等多所著名學校的論文。



工商時間—限時提供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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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肺炎疫情，有許多出版社將相關的研究資源免費限時提供

本館部落格文章已整理相關說明，歡迎參考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3872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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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如何新增外掛程式：
1. chrome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2. 搜尋
3. 加到Chrome
4. 新增擴充功能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1

Koper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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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合法獲取全文文獻

◆ 讓使用者快速取得其所屬學校/機構訂閱的期刊全文

（使用者必須在該學校/機構網域內或使用VPN）

◆ 沒有權限使用的文章，也會主動搜尋開放存取（Open Access）

期刊、預印本（Preprint）平台、PubMed與Google Scholar

的合法免費全文內容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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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完成後，在Chrome/Firefox

瀏覽器上方，可看到圖示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1

32

索引摘要資料庫沒有提供全文，善用外

掛程式，即可自動截取可用的資源，提

供使用者下載。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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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2

Open Access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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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期刊文章時可以按下已在瀏覽器啟用的＂Open Access 

Button＂符號按鈕，若是有免費全文即刻呈現，但若查無則會

代使用者向原作者請求給予個人典藏的合法全文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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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文章的頁面，按下瀏覽器上方的

open access button按鈕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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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文

無全文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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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掛程式若查無全文時，可將篇名

或DOI複製後貼至查詢框再次搜尋

Open Access Button網頁：https://openaccessbutton.org/

https://openaccessbutton.org/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3

Unpaywall

38

◆ 協助搜尋Open Access期刊與機構典藏的合法全文

◆ Unpaywall相繼與知名出版者合作，進行資料庫的資料匯入或系

統功能整合，諸如Dimensions、Scopus、Web of Science、

SFX、360 Link、Primo等



善用瀏覽器外掛程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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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鎖與開鎖圖示來表示是否可取得

全文，點按開鎖圖示即可看到全文



OA潮流興起之後

掠奪性出版社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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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投稿OA期刊的優勢

◆ 提升學術影響力，增加潛在讀者

◆ 提升著作被引次數

◆ 促進學術傳播

◆ 免費取得所需資訊

◆ 避免侵權問題

41



何謂掠奪 (Pred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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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營運目的主要

在牟利、榨取研究者

的金錢，並非真心要

促進學術交流



掠奪過程

評估學術成就時

側重文章刊登數

黑心出版社

嗅到商機

藉OA期刊為作者

付費之由邀稿

期刊名：看似為學術性質、與其他學術期刊名稱近似、易於混淆的期刊名稱

網站：架設官方網站，但內容不實或說明含糊簡略

邀稿方式：廣發信件，涵蓋多種領域，但細節並不明確

信件內容：聲稱文章可以快速刊登、被重要資料庫所收錄、邀請為刊物編輯

43



掠奪過程

學者信以為真，

一時不察而投稿

被收取高額文章
處理費，期刊卻

無學術價值

不願繳交則文章
被綁架！

文章不可一稿多投，轉投他刊恐有被控重複發表的憂慮

付費發表在無學術價值的期刊上，不被學界認可，對個人名聲有損

付費出版後，文章又被利用做為吸引他人上鉤的誘餌

44



實際案例破解-1

期刊篇

45
圖片來源

https://dailyview.tw/popular/detail/1366


當你收到來自出版社的期刊邀稿

46



刊名冠上國家或其他稱號 疑點1

◆ 與知名期刊名稱相似，但加了(先進)國家名

◆ 在刊名前(或後)冠上Global、International、Asian等聲

勢浩大的詞，欲彰顯規模，實則內容不符其格局

◆ 刊名中塞了多種明顯為不同領域的標題

47



刊名前後不一致

◆ 信件內文中可看出端倪，前後提到刊名時，表達不一致

◆ 例：標題出現冠有國家名的刊名，內文用簡稱

疑點2

48



頻頻催促邀稿

◆ 殷切熱情地邀稿，頻繁來信

◆ 強調學者是該領域權威，或透過某計畫網站看到學者的

研究與本刊物十分相符

疑點3

49



強調本刊文章被資料庫收錄 疑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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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收錄於各檢索中，實際到EBSCO、

ProQuest資料庫，都查不到該刊的任一

篇文章



強調本刊文章被資料庫收錄 疑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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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收錄於各檢索中，實際到EBSCO、

ProQuest資料庫，都查不到該刊的任一

篇文章

看到此類連結，應利用工具檢查

而非直接點選所給的連結



是否真的為OA期刊 疑點5

◆ 查證期刊相關資訊

(1) DOAJ

(2) Ulrichsweb：全球性期刊書目資料庫

52

https://doaj.org/
http://ulrichsweb.serialssolutions.com/


強調期刊排名與分數(1)

◆ 宣稱有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期刊排名與影響

係數(Impact Factor)

◆ 宣稱有SCImago 期刊排名與

SJR值(SCImago Journal 

Rank)

疑點6

53

科研部會唯一認可



強調期刊排名與分數(1)

◆ 宣稱有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期刊排名與影響

係數(Impact Factor)

◆ 宣稱有SCImago 期刊排名與

SJR值(SCImago Journal 

Rank)

疑點6

看到與評比分數有關之數據，

應直接進入資料庫查詢

54

科研部會唯一認可



強調期刊排名與分數(2)

◆ 提及與IF相似之專有名詞，如：Academic Impact Factor

、Global Impact Factor、Cosmos Impact Factor (非官方

認證指標)

疑點6

55



瀏覽並點閱已刊出的文章 疑點7

56

◆ 檢視已發刊的內容，主題是否吻合期刊標榜之領域

◆ 刊源與刊期是否穩定

◆ 回歸學術的自我判斷，以下圖為例

瀏覽某期刊剛出刊時的狀況，發現

一年只出1期，僅3篇文章，其中2

篇作者還是同一人，文章主題相近



實際案例破解-2

期刊番外篇

57
圖片來源

https://dailyview.tw/popular/detail/1366


有IF的期刊一定安全嗎？

◆ 期刊網頁列出Impact Factor，且經JCR查證，數據屬實

58

特別
留意



有IF的期刊一定安全嗎？

◆ 但仔細觀察逐年數據，發現疑點如下

✓ 引用次數逐年倍增

✓ 自我引用比例過高

✓ 出版的文章數倍增

59

特別
留意



有IF的期刊一定安全嗎？

◆ 可能有被SCIE/SSCI除名的風險

✓ 自我引用：文章及其所列參考文獻來自於同一本期刊

✓ 堆疊引用：係指期刊之間相互引用

◆ 請參閱JCR警告期刊清單

60

特別
留意

JCR - Title Suppressions

延伸閱讀

• 投稿前一定要認知的JCR警告期刊風險！

http://help.incites.clarivate.com/incitesLiveJCR/JCRGroup/titleSuppressions.html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2538


實際案例破解-3

圖書篇

61
圖片來源

https://boodo.qq.com/pages/ugc/detail.html?id=4383393


索取出版管理費-是否先闡明 疑點1

◆ 正派經營的 Open Access 出版社，應在官方網站上、邀

稿、投稿之前就告知作者需付費

◆ 例：文章處理費、版面費、出版費用等

62



索取出版管理費-合理性
若金額高於行情，千萬別上當！

疑點2

63

Publisher APC from APC to Fully OA or Hybrid?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5,000 $5,000 Hybrid

BioMed Central $1,290 $2,580 Open Acc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00 $4,500 Hybrid

Elsevier $100 $5,000 Hybrid

Hindawi $550 $2,250 Open Access

MDPI CHF 300 CHF 2,000 Open Access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1,100 $5,200 Hybrid

PLOS $1,600 $3,000 Open Access

SAGE $400 $3,000 Hybrid

Springer $3,000 $3,000 Hybrid

Taylor & Francis $500 $2,950 Open Access

Wiley $1,300 $5,200 Hybrid

資料來源：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Publishing Open Access

http://pubs.acs.org/page/4authors/authorchoice/index.html
https://www.biomedcentral.com/about/publication-costs-and-funding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open-access-policies/open-access-journals/gold-open-access-journals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company-information/policies/pricing
https://www.hindawi.com/apc/
http://www.mdpi.com/about/apc#amount-apc
http://www.nature.com/openresearch/publishing-with-npg/nature-journals/
https://www.plos.org/publication-fees
https://uk.sagepub.com/en-gb/eur/sage-choice-journal-and-pricing-exceptions
http://www.springer.com/gp/open-access/springer-open-choice
http://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journal-list/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article-publication-charges.html
https://www.openaccess.cam.ac.uk/publishing-open-access/how-much-do-publishers-charge-open-access


索取出版管理費-合理性

◆ 參考學術社群平台 ResearchGate 上

研究者分享的邀稿經驗及收費金額

疑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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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金額高於行情，千萬別上當！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出版社資訊是否完整

◆ 明確列出出版社與出版刊物的名稱

◆ 真實確切的地址（非僅列出郵政信箱號碼，地址可利用

Google Map 查看）

◆ 有主編與編輯群姓名及其聯絡方式

◆ 聯絡資訊

✓ 有出版社專屬 email 帳號而非個人私用帳號

✓ 僅用email方式投稿

疑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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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資訊是否完整

◆ 明確列出出版社與出版刊物的名稱

◆ 真實確切的地址（非僅列出郵政信箱號碼，地址可利用

Google Map 查看）

◆ 有主編與編輯群姓名及其聯絡方式

◆ 聯絡資訊

✓ 有出版社專屬 email 帳號而非個人私用帳號

✓ 僅用email方式投稿

疑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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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Google 搜尋，
確認可指引到出版社網站，

勿直接點選信中連結



實際案例破解-4

研討會篇

67
圖片來源

http://www.panpanpast.com/2017/08/30/%E4%BA%BA%E9%96%93%E4%B8%96-%E4%B8%90%E5%B9%AB%E7%A5%96%E5%B8%AB%E5%82%B3%E8%AA%AA%EF%BC%88%E4%B8%8A%EF%BC%89/%E7%9C%9F%E7%9B%B8%E5%8F%AA%E6%9C%89%E4%B8%80%E5%80%8B/


判斷方式
1

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

◆ 具有公信力的研討會，通常由學校、機構、專業學會舉辦

◆ 可從該單位的官方網頁查到會議資訊

◆ 參加同儕認識的機構所舉辦之會議較為妥當

◆ 是否有協辦單位或其他贊助單位？確實了解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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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與簡介 判斷方式
2

◆ 會議名稱：冠上年代「，2019」或「-2019」；或以

「 Ieee 」試圖混淆為「 IEEE 」

◆ 掠奪型研討會為了廣邀稿件，而未明確闡述研究主題與定位

◆ 確認研討會舉辦目的與學科領域是否符合自己的研究範疇

◆ 是否清楚告知註冊費用金額等

◆ 網頁是否列出編輯委員會成員資訊
69



會議論文資料庫查證

◆ 研討會論文集是否有集結出版

◆ 歷年來的論文集是否有被資料庫收錄

◆ 可透過資料庫自行線上查證

✓ ProceedingsFirst (世界各地會議名錄)

✓ 電資工程領域 ACM Digital Library 及 IEEE Xplore

✓ 綜合領域文獻資料庫Scopus、華藝線上圖書館

◆ 模稜兩可的資料庫名稱，試圖混淆讀者視聽

✓ 例如：宣稱收錄於”ISI Thomson for Review and Indexing“？

判斷方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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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輩與同儕打聽 判斷方式
4

◆ 汲取前輩、同事或同道的經驗：是否曾經參加過該研討會，

或是曾閱讀過研討會出版的論文集

◆ 參考學術社群平台 ResearchGate ，學者間的交流也有跡

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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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


查證管道與參考資料

72

相關名錄查證

資料庫查證

黑名單／白名單



◆ 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公開

取用期刊指南）

✓ 審查標準：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Best Practic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 已除名的期刊也可於DOAJ的部落格查得訊息

◆ Ulrichsweb：期刊書目資料庫，涵蓋了超過900個主題領

域，內含超過 30萬份定期刊物

相關目錄查證期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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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aj.org/
https://doaj.org/bestpractice
https://blog.doaj.org/2016/05/09/doaj-to-remove-approximately-3300-journals/
http://ulrichsweb.serialssolutions.com/


◆ Th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COPE，出版道德

委員會）

✓ 設置討論區，提供期刊編輯與出版社一個共同討論的空間

✓ 由全球超過一萬多名關注出版倫理的學術期刊編輯組成

◆ The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

OASPA，開放取用學術出版者協會）

✓ 會員查詢可查證出版社資訊

✓ 由全球的OA出版社組成，會員申請加入需經過審核

相關名錄查證出版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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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
https://oaspa.org/
https://oaspa.org/membership/members/


資料庫查證期刊品質

◆ 查詢英文期刊排名與分數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Impact Factor

✓ SCImago: CiteScore (類似於JCR的IF值，數據來源為Scopus)

◆ 查證期刊是否為 SCI、SSCI 及 A&HCI 期刊

✓ 科睿唯安官網 Master Journal List

◆ 查證期刊是否為 EI 期刊

✓ 官網 Ei Compendex

延伸閱讀

• 如何查詢期刊之Impact Factor

• CiteScore ─ SCOPUS 期刊評鑑指標

• 如何得知某期刊是否被EI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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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magojr.com/
http://mjl.clarivate.com/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compendex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831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762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4627


資料庫查證期刊品質

◆ 查證國內期刊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每年公布THCI、TSSCI 名單

✓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Citation Index, TCI）

可查詢期刊、論文的引用/點閱統計

◆ 查詢中國大陸重要期刊

✓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CNKI系列數據庫]可查CSSCI期刊及核心期刊

延伸閱讀

• 認識TCI-HSS資料庫與台灣期刊評比指標

• 如何判斷中國大陸重要期刊
76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67
http://tci.ncl.edu.tw/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D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8161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97


資料庫查證期刊文章收錄情形

◆ 查英文期刊文章的綜合性資料庫（較具權威性的）

✓ Web of Science

✓ Scopus

✓ EBSCOhost、ProQuest

✓ JSTOR

◆ 查中文期刊文章的綜合性資料庫

✓ 華藝線上圖書館

✓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系列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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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黑名單/白名單

◆ Beall’s List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圖書館學者 Jeffrey 

Beall 所創建之掠奪型期刊及出版社清單

◆ Stop Predatory Journals：查詢掠奪性期刊及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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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llslist.weebly.com

名單數量倍增，可留意出版社

https://predatoryjournals.com/metrics/


參考黑名單/白名單

◆ Beall’s List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圖書館學者 Jeffrey 

Beall 所創建之掠奪型期刊及出版社清單

◆ Stop Predatory Journals：查詢掠奪性期刊及出版者

79

beallslist.weebly.com

名單數量倍增，可留意出版社

各清單的涵蓋範圍有差異，甚至
可能有爭議性，請謹慎參酌

https://predatoryjournals.com/metrics/


相關網站

◆ Think. Check. Submit：由COPE、OASPA、DOAJ 

等發起成立的網站，提醒與呼籲學者，必須審慎辨識

投稿對象

◆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掠奪性期刊與出版相

關課程與文宣

◆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掠奪型期刊相關文章

◆ 師大圖書館Open Access資源介紹──掠奪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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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inkchecksubmit.org/
https://ethics.moe.edu.tw/news/detail/132/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tag/%E6%8E%A0%E5%A5%AA%E5%9E%8B%E6%9C%9F%E5%88%8A
http://www.lib.ntnu.edu.tw/database/oa.predatoryjournal.jsp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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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並善用OA資源

勿見獵心喜、勿好大喜功、勿投機取巧

OA理念值得推廣，但應慎思明辨

OA造成的意外插曲：掠奪性期刊

成就學術表現

品質不佳、審查不嚴謹=掠奪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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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 l @ n t u . e d u . t w

參考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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