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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開掠奪性期刊陷阱，明察 Impact Factor
小明醫師收到一封來自國際性期刊的邀稿，在信中看到了有Impact
Factor，認為是有投稿價值的期刊，欣喜地完成投稿，也很快收到稿件被
接受，但同時被要求付一筆好幾萬元的文章處理費。小明醫師覺得有異，
求證圖書館後，才知道該期刊根本沒有Impact Factor，可能是掠奪性期
刊，急欲撤回稿件，旋即接到出版社的國際電話，不斷催促繳費也告知
可議價，若遲遲不回覆，便逕自將文章刊登。那是他珍貴的研究……

Impact Factor－簡稱IF。由Clarivate Analytics

（ 原 Thomson Reuters ） 發 行 的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在每年7月發布前一年的數據，計算公式
是【該期刊前兩年（例2014-2015）出版論文在
（2016年）當年度被引用的次數】
，除以【該期刊
前兩年出版論文的總數】
，表示每篇文章平均被引
用次數，關鍵在於其計算文章數與被引用數的資
料範圍是來自SCIE & SSCI（Web of Science, 簡稱
WOS）每年嚴格審查收錄的12,000多種期刊。

掠奪性期刊－隨著開放取用（Open

Access，
簡稱OA）期刊的興起，鼓勵作者自行支付投稿文
章處理費，使著作得以在網路上公開免費取用，
促進學術研究曝光率。一些被稱為掠奪性或山寨
出版社/期刊（Predatory Publishers/Journals）也搭
上順風車，積極出版Open Access期刊，但他們純
以獲利為目的，引誘作者投稿並支付昂貴費用，
但文章審查過程與期刊品質堪虞。
歡迎報名課程（地點:電腦教室）

破解線索
❶ 接收到不明的邀稿－尤其新手投稿第一篇文章成
功後，三不五時有國際性期刊的邀稿或會議發表
的邀請。

05/08 (二) 12:10-13:30 期刊論文投稿懶人工具包－
掠奪性期刊、Impact Factor、Open Access 85 折、ORCID
05/25 (五) 12:10-12:40 掠奪性期刊面面觀－線上開
講，可報名醫圖現場視訊或碩睿官網自行註冊登入

❷ 另類Impact Factor－掠奪性期刊經常宣揚具有Impact Factor，其套
用IF的計算公式，但採計的期刊範圍卻是大不相同的。例OMICS出
版的Journal of Neonatal and Pediatric Medicine (ISSN:2572-4983)宣
稱其Journal Impact Factor是0.8823，但連結到其他往網頁後，才能
在不明顯處看到其採用Google Scholar的引用次數做計算基準。
❸ 同名不同身的期刊－例Open Access Journals出版的Neuropsychiatry
(ISSN:1758-2008)宣稱其2016年的IF為4.778。但另有不同出版社的
同名同ISSN期刊早已於2015年停刊。因IF是回溯計算過去兩年的數
值，故在JCR 2016年版仍可查到後者的IF資料。
❹ 期刊網站的不尋常－包括圖像不清楚、文字錯誤、來歷不明的編
輯群；甚至介紹自家期刊名稱前後不一致，時而冠上Journal、時而
沒有，例[Journal of] Neonatal and Pediatric Medicine (NNP)。
❺ 審稿異常快速－迫不及待刊登您的作品，若再三不理會，甚至來
電議價、強行刊登。

查證工具
首先，請備妥擬投稿的正確期刊名稱（須逐字核對）、ISSN（國際標準期刊號，建議優先查詢）、期刊網站

❶ 查詢Impact Factor－尤其刊登在具IF的期刊對您是重要的!
請連線圖書館 >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 輸入JCR > 連線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a

輸入期刊名稱或 ISSN 查詢。
若未收錄則在搜尋欄即提示
Not Results Found；若一本期
刊同時被 SCIE 與 SSCI 收錄，
搜尋候選清單會有兩筆
b 點選 Go to Ulrich's 可延伸查
詢該期刊在全球期刊出版目
錄的資訊，包含已停刊訊息
c

a

b
c

有或曾有收錄則顯示歷年資
訊，包含 Impact Factor

注意: 大約 2018 年 7 月中旬前，只
能查到 2016 年版，7 月中旬後，能
查到 2017 年版。

d

c
d

可查詢所有開放取用期刊清
單，此項須按 Submit

❷ 查詢SCI(E) & SSCI清單－有些期刊尚未進入JCR，但先被SCI(E)或SSCI收錄，待新年度JCR發布時，這
些期刊絕大多數都會被JCR收錄並提供Impact Factor，但少數異常引用（包括自我引用過高、與他
刊互引頻繁）的期刊，將被排除收錄，直到下一年度再次審查。下圖所示為透過Clarivate Analytics
所有產品的Master Journal List，查詢是否為SCI(E)或SSCI現行收錄（月更新）。
查無收錄

查有收錄

← SCI、SCIE 收錄

← Title Word 只能輸入一個單字
← SCIE、SSCI 收錄
←查無收錄訊息

註1: 查找一年內收錄期刊變更資訊，請透過Journal Coverage Changes。
註2: 查詢期刊文章引用資訊或作者著作清單，請透過Web of Science: SCIE & SSCI（但不表示為現
行收錄期刊）。
❸ 查詢重要醫學資料庫持續索引－作者都希望文章刊登後，可以被閱讀、被引用，即使它沒有IF值，
但至少它被MEDLINE (currently indexed)或Embase (下載最新清單)收錄時，可以提高著作被找到的
機會。查詢目前持續收錄於MEDLINE的期刊，請連線到NLM Catalog，查詢方式如下。
←在空一格後，輸入期刊名稱或 I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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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查詢掠奪性期刊嫌疑名單－Beall's List of Predatory Journals and Publishers是由圖書館員Jeffrey
Beall發起並持續更新的嫌疑名單，並提供相關新訊與其他重要清單。

a

先用 PUBLISHERS
頁面，查詢出版社
名稱或網址

a

b

b

在 a 名單找不到出版社
時，再點 STANDALONE
JOURNALS，查詢獨立發
行的期刊名稱或網址

（a、b 兩個名單無重複）

❺ 查詢有公信的Open Access期刊清單－希望投稿在作者付費刊登的Open Access期刊，以供公眾免
費閱讀，可以利用Biomed Central / Springer Open（成大投稿享文章處理費85折）
、JCR收錄的OA期
刊清單、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等查詢。

貼心提醒
當您透過搜尋引擎或Email連結到欲投稿期刊或上述收錄清單網站，請謹慎確認是否為官方網站。
日前DOAJ已發布有冒用其名之網站的聲明。
具公信的索引資料庫或清單皆經常性審查收錄期刊，投稿前請多重確認是否為「現行收錄」，避
免今日白名單成為明日黑名單。若出刊頻率較低（例如年刊、半年刊）的期刊，亦有可能在您投
稿成功後，已不被收錄在清單中。
國內各種學術獎勵、教師升等、研究計畫申請等，採認資訊大致來自下列資料庫，實際辦法請洽
相關主辦單位最新公告為準。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Impact Factor（期刊影響指數）、Category（所屬領域）、Rank（領域
IF排名/領域期刊種數）。
▪ Web of Science: SCI(E) & SSCI  Timed Cited（文章被引用次數）、作者著作清單、作者H-index
（若為11，表示此作者所發表的11篇文章至少都有被引用11次以上）
。
▪ Scopus  Cited No.（文章被引用次數）、作者著作清單等。
、A&HCI（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
、TCI-HSS（臺灣人文及社會引文索引）。
▪ 其他 EI（工程索引）

< 撰稿人：醫分館館員方靜如 >
任何建議與問題，請洽 (06)235-3535 轉 5122, 5121 或 medref@libmail.lib.ncku.edu.tw

~您的意見是醫分館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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