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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二十四)  

OA期刊是救贖或陷阱? 

 

一、日期 / 時間：106 年 4 月 14 日 (五) / 13:00~16:40 

二、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總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廳 

三、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議程 

時  程 項   目 主講人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場致詞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王健文 館長 

13:30~14:50 
是敵是友？OA 期刊與大學圖

書館的共生關係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林雯瑤副教授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30 
「嫌疑犯的現身」：一窺掠奪

型 OA 期刊之發展概貌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林奇秀系主任 

16:30~16:40 閉幕式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王健文 館長 

 
 

 

 

 

 

 

 
 

http://www.dils.tku.edu.tw/dilswordpress/?attachment_id=508
http://www.dils.tku.edu.tw/dilswordpress/?attachment_id=508
http://www.li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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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成功校區）位置圖及交通資訊 

 

火車： 

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站，正對面即為大學路，大學路直走左手邊可見光復校區，再往前直走過勝利

路，左側即為成功校區。 

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可至台鐵沙崙站轉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約 30 分鐘一班車，約 25

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自台南火車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火車時刻查詢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客運： 

搭乘客運在台南火車站前站下車，可經由火車站附近的地下道到後站出口，出口正對面即為大學路，沿

著大學路直走過勝利路，左側即為成功校區。 

開車 (南下)： 

走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 於永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 走中正南路(西向)往台南市區 → 轉中華東路 → 

達小東路口右轉(西向)直走，先經過自強校區，再向前直走過長榮路，左側即為成功校區。 

開車 (北上)： 

走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 於仁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 走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 → 直走遇長榮路右

轉(北向)可抵自強、成功、敬業、建國校區 → 或東門路過長榮路遇勝利路右轉(北向)直走可抵光復校區、

成功校區。 



前言 

 
圖書館與學術社群面臨期刊價格高漲且學術出版逐漸被大型出版社壟

斷的危機，開始尋求新的學術傳播模式。學術期刊的開放近用(Open 
Access, 簡稱OA)運動於是崛起。 

OA期刊的經營模式有別於傳統學術期刊，因為其營運成本不再由訂戶

的訂閱費用來支援，因此，開放近用社群主張改以作者付費(author fee)的
營運模式來維持學術出版機制的運作，在過去十年間，無論是新興的OA
期刊或既有的學術期刊出版社，也已發展出多種向作者或經費補助單位收

費的OA出版模式。 

學術期刊的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將期刊出版的成本由訂閱者移轉

至作者身上，然而，近年來，作者付費出版制度卻繁衍出以牟利為目標的

掠奪型出版商(Predatory publishers)，該類出版商僅以收取高昂出版費為目

標，對論文審查草率，並以欺瞞與悖離學術出版倫理的方式出版論文，嚴

重破壞學術秩序與信任，並可能對知識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此次研討會將重點探討掠奪型出版商的崛起與成因、營運手段與可疑

行為，並討論掠奪者對學術發展帶來的影響與挑戰。期能提高學術社群警

覺，共同尋找有效的防制策略。並從編輯、讀者與館員的角度重新審視

OA期刊的美麗與哀愁。 
 

參考文獻： 

 林奇秀、賴璟毅（2014）。開放近用的陰暗面：掠奪型出版商及其

問題。圖書與資訊學刊，6(2)，1-21。 
 林雯瑤 (2016) 從編輯、讀者與館員的角度重新審視 OA 期刊的美麗

與哀愁。 2016 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國際研討會 CONCERT 。 

 

http://teacher.tku.edu.tw/StfFdDtl.aspx?tid=690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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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簡介 

(一) 林雯瑤 (淡江大學 資圖系副教授) 

1.現職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專任副教授 

2.學歷 

最高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 

3.學術專長 

資訊計量學 / 專利資訊 / 學術傳播 / 學術電子資源與產業 / 讀者服務 

4.學術論著 

 尤玳琦、林雯瑤 (民 105)，圖書資訊學領域開放近用期刊之學術傳播速度：以論文初

次被引用時間來衡量，圖書資訊學刊，14卷 1期，頁 151-179。 

 高瑄鴻、林雯瑤 (民 104)，臺灣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之文內引用錯誤研究，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52卷 2期，頁 127-156。 

 李家如、林雯瑤 (民 103)，跨領域學科之碩士學位論文參考文獻正確性研究，圖書資

訊學研究，9卷 1期，頁 79-130。 

 林雯瑤 (民 102)，臺灣編目教育重要推手：陳和琴老師，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

21卷 2期總號 161，頁 71-73。 

 邱炯友、林雯瑤 (民 102)，《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季刊》經驗分享，澳門圖書館暨資訊

管理協會學刊，15期，頁 8-16。 

 馮惠菁、林雯瑤 (民 102)，臺灣佛教圖書館的志工參與及管理，臺北市立圖書館館

訊，31卷 1期，頁 52-71。 

 李家如、林雯瑤 (民 102)，碩士論文引用文獻錯誤之研究：以圖資與資工領域為例，

圖書資訊學刊，11卷 1期，頁 167-195。 

 林雯瑤 (民 102)，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主題之多面向分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4

卷 2期，頁 101-108。 

http://www.dils.tku.edu.tw/dilswordpress/?attachment_id=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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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奇秀 (台大圖資系 系主任) 

1.現職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專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  

2.學歷 

臺灣大學圖書館學文學士 

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哲學博士 

 

3.經歷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組員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東亞語文編目館員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研究所圖書館技術服務館員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研究所講師 

 

4.研究領域 

資訊社會學、學術傳播、檔案學研究、閱讀研究 

 

5.學術論著 

 吳秋燕 、林奇秀 （2016）。推理小說的閱讀樂趣與讀者的選擇行為。教育資料與圖書

館學，53(3)，361-388。[PDF via JoEMLS] 

 林奇秀、林慶隆、邵婉卿、張婕妤、陳彥如（2016）。人文學者心目中理想的學術摘

要。圖書資訊學研究，10(2)，44-85。[PDF] 

 林奇秀、林慶隆、邵婉卿、張婕妤（2016）。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臺灣人文社會學術

專書英文長摘實作分析。編譯論叢，9(1)，1-36。[PDF] 

 黎慧雯、林奇秀（2015）。大學圖書館行動應用程式的發展概況與使用者需求研究。圖

書資訊學研究，10(1)，171-211。[PDF via JLISR] 

 張婕妤、林奇秀（2015）。BL (Boys’ Love)閱讀的「治癒感」及其發生情境。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52(4)，359-388。[PDF via JoEMLS] 

 林奇秀、賴璟毅（2014）。開放近用的陰暗面：掠奪型出版商及其問題。圖書與資訊學

刊，6(2)，1-21。[PDF] 

 Lin, C.-S., Huang, M.-H., & Chen, D.-Z. (2013). The influences of counting methods on 

university rankings based on paper count and citation count.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7(3), 

611-621. 

 林奇秀、林慶隆、邵婉卿、陳彥如、張瑋麟（2013）。跨越全球學術傳播的巴別塔：建

構臺灣人文社會學術論著英文長摘機制之芻議。編譯論叢，6(1)，33-65。[PDF] 

 Lin, C.-S., & Chen, Y.-F. (2012). The influences of online cultural capital on social tagging 

behavior.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0(2), 21-37. [PDF] 

http://www.lis.ntu.edu.tw/
http://joemls.dils.tku.edu.tw/detail.php?articleId=53304&lang=zh_tw
http://lac3.glis.ntnu.edu.tw/index.php?id=376
http://ctr.naer.edu.tw/v09.1/ctr090101.pdf
http://lac3.glis.ntnu.edu.tw/index.php?id=368
http://joemls.dils.tku.edu.tw/detail.php?articleId=52401&lang=zh_tw
http://www.lib.nccu.edu.tw/blis/fulltext/85/85_1.pdf
http://ej.naer.edu.tw/CTR/v06.1/ctr060112.pdf
http://jlis.lis.ntu.edu.tw/article/v1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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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C.-S., & Chen, Y.-F. (2012). Examining social tagging behaviou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nline folks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8(6), 538-555. 

 林奇秀、李宛臻（2012）。美國的網路中立政策爭議：從圖書資訊社群角度觀之。圖書

與資訊學刊，4(2)，69-85。[PDF] 

 

http://www.lib.nccu.edu.tw/blis/fulltext/81/81_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