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3 期

 
中華民國一○八年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十一月創刊 
 

發行人／彭勝龍 
編輯／林孟蓉 

連絡電話／(03)890-6838 

傳真號碼／(03)890-0148 
地址／97401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 1-20 號 

https://www.lic.ndhu.edu.tw 

月眉書訊 雙月刊 
 

～來自月眉山麓下的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傳送的訊息～ 

 

本期要目 
◆榮耀歸於應得之人  Michaela Panter, PhD    1 版 

◆資源介紹：一鍵合法獲取全文文獻    2 版 

◆好書介紹：用一天說歷史    2 版 

◆好書介紹：小朋友的哲學大哉問    2 版 

        

隨著合作研究的日益廣泛，文章引用對職

位和獎勵的重要性不斷突顯，加上缺乏統一定

義，作者身份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這一問題

與倫理密切相關，因為明確指出誰對出版作品

負責是科學誠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目前，許多期刊都遵循國際醫學期刊編輯

委員會 ICMJE 發布的指導方針，每位論文作者

均應符合四項基本標準： 

1. 深度參與研究的構思和設計、數據蒐

集或數據分析與解釋； 

2. 參與起草或修訂文稿； 

3. 確定最終版本文稿出版；和 

4. 負責論文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另外，根據 ICMJE 定義，作者”sh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which co-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specific other parts of the work…[and] have 
confidence in the integrity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ir co-authors.” （ “應當能夠識別哪位合著

者負責哪些具體的工作…[並]能夠確認合著

者所著部分的真實性。基於這項描述和上述

四項標準，“作者”一詞不僅涉及個人對研究

項目曾經的貢獻，還涉及對該項目的持續共

同責任。因此，根據工作的有效性，各位作

者可能共享美譽或共擔惡名。 
    ICMJE 還指出，一位作者必須對文章做

出“實質性的智力貢獻”。因此，創造性貢獻

比單純的機械性工作更有資格獲得作者身份 
。而僅負責獲取數據的技術員、僅負責籌資

或管理的高級研究員以及僅提供某種新試劑

或樣品的協作者，或者其它與研究有關但未

參與創造性工作的人員，都不符合作者身份 
，這些個人及其貢獻應當在鳴謝部分列出。 
    儘管這個定義十分清晰，關於作者身份

歸屬（包括倫理方面）的問題還是層出不窮 
。此類問題之所以出現，部分原因在於許多

期刊仍堅持自己的原則或是 ICMJE 標準不同

的修改版本（參見 EMBO 報告近期一篇文章

中 的 表 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 

/full/10.1038/embor.2011.161），部分原因則

在於 ICMJE 原則並不充分，這一點在 2012 
年 國 際 貢 獻 者 和 學 術 貢 獻 研 討 會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attribution_workshop)

中也有討論。以下列舉一些您可能在科學出

版領域遇到的有關作者身份的問題： 

一、貢獻含糊不清 

    在研究計畫中，每一個特定作者的具體

角色並不總是那麼清晰，尤其是文章由一個

大型團隊完成的情況下。為解決這個問題，

許多期刊（比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NAS 和《公共科學圖書館期刊》PLOS）要

求公開每位作者的具體貢獻。為進一步澄清

每位作者的角色並鼓勵誠信，某些期刊要求

每篇文章都有一位公眾擔保人，或者一位負

責整個研究項目概念、數據獲取和分析、出

版等的作者。 
     關於作者身份含糊不清的問題，也可

能由出版論文的研究者重名引起，可採用

ORCID 數字身份識別（orcid.org）大幅地減

少此類問題。 

二、作者署名順序 

    論文作者署名順序的含義，在不同領域

差別很大。在某些領域，排名是根據字母順

序，而在另一些領域，傳統做法是列出全部

對文章有貢獻的人（這與 ICMJE 指導原則相

違背）。在許多學科中，作者署名順序表明

貢獻的大小，第一位作者做出的貢獻最大，

最後一位作者則是最資深的，扮演著重要管

理角色。在這種模式下，誰應為第一作者或

聯合第一作者的問題可能產生爭議。出版倫

理委員會 COPE 建議，研究者應在研究開始

至文稿提交的過程中討論署名順序問題，必

要時可做修訂並書面記錄每次的決議。 

三、榮譽作者 

    榮譽作者身份被授予某個人，儘管他對

研究沒有做出實際貢獻。“贈予作者身份”，
是出於對某人的尊重或感激而給予的。例如

在某些文化中，學科主任或資深研究者的名

字可能被列入文章，而不論他們是否參與了

研究工作。還有一種是有各種目的“客座作

者身份”，包括為提高論文的表面質量而添

加一位著名人物，或者為隱藏論文的業界關

係而添加一位學術作者。   
    其它有關榮譽作者的問題，還有未經本

人允許而在文章中添加某位作者（許多期刊

的指導原則中要求全部作者同意，從而防止

此類情況發生），以及“強制作者身份”的情

況，通常是資深研究者（比如論文導師）強

迫初級研究者（比如研究生）添加贈予作者

或客座作者。不論其形式如何，榮譽作者身

份是科學出版領域一大倫理問題。《英國醫

學雜誌》BMJ 研究發現，2008 年六種醫學期

刊中 18%文章存在這種不誠實的做法。公佈

所有作者的具體貢獻，可能有助於防止這種

做法。另外，雙盲評審機制(double-blind peer 
review)也能降低作者知名度對期刊採納的影

響。 

四、代筆作者 

    代筆作者與榮譽作者相反，即對文稿做

出了重大貢獻但不被認可。最廣為人知的情

形是，一位專業醫學作家或職業研究者代表

某家製藥企業撰寫文章，卻沒有署名。這些

代筆作者被隱藏掉，以模糊論文的業界背景 
，提高文章表面的客觀性，而且企業還能控

制其內容。這種隱藏做法中通常存在客座作

者，利用著名學術研究者的名字增加文章的

可信性，儘管其極少或根本沒有參與寫作。 
    還有一些情形，比如科研人員聘用（卻

沒有鳴謝）代筆作者，來克服某些文章出版

的障礙，例如文筆不好、時間有限或不熟悉

期刊要求等。其它不署名的貢獻，可能涉及

數據收集、分析及研究過程的其它關鍵方面 
。前面提到的BMJ調查發現，2008年六種醫

學期刊中 10%文章存在代筆作者情況。 
    代筆作者與 ICMJE 指導原則有何關係 
？基於前面所討論的標準，僅撰寫或編輯一

篇文章並非具有作者身份的充分條件，還需

要參與研究設計、數據收集/分析、同意定稿 
，並對整個研究工作負有責任等。同樣地，

業界研究者完成一項研究並基於其成果撰寫

一份報告，卻沒有同意最終定稿，技術上並

不具有作者資格。因此，所謂“代筆作者”並
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者，即使在極端情況下 
，一位代筆作者可能符合所有 ICMJE 四項

標準。然而，即使 ICMJE 指導原則並不支持

單純寫作和其它重要活動作為“實質性的智

力貢獻”，卻明確指出“寫作輔助”和其它非創

作層面的技術性幫助（如上所述）應當在論

文的鳴謝部分列出。但是有些人認為，實際

上寫作本身就是重要的智力貢獻，因為表達

複雜的科學發現經常需要理解、解讀數據，

基於這種觀點，ICMJE 關於作者身份條件的

定義應當加以修改，甚至用各種貢獻列表取

而代之。 
從倫理角度看，代筆作者——尤其是在

客座作者的情況下，構成了科研領域的欺詐

行為，這種做法導致不能正確評價一項研究

的有效性和可信性。署名作者的誠信也會被

影響，包括對其出版作品記錄的歪曲。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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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筋經 
榮耀歸於應得之人： 

作者署名的最佳實踐 

Michaela Panter, PhD 

原文刊登於：Americam Journal Experts，
經編輯小組同意轉載，中文版本原為簡體
字版，本館轉譯為繁體。 

原文出處 https://www.aje.com/cn/arc/credit-

where-credit-due-best-practices-authorship/ 

歡迎點閱。

★學生為了寫報告，如果「少量引用」他人的著作，是符合著作權法中合理使用的規定，
只要註明出處，就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Kopernio 是 Web of Science 科睿唯安公司開發的免費程式，

提供合法獲取期刊文獻的途徑。程式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在校園

IP 範圍，師生可透過 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 或 PubMed

檢索介面一鍵取得學校所訂購的期刊論文，和合法公開的免費文

獻資源 PDF 檔。 

一、如何下載和安裝 Kopernio?  

第一步:  立即免費安裝：https://kopernio.com/   

Firefox, Chrome, 360 皆可免費註冊至各瀏覽器上。 

第二步：註冊新帳號 

 

二、如何使用 Kopernio?  

在 Web of Science  或 PubMed、Google Scholar 等平台進

行檢索，點選 View PDF 綠色圖示，直接進入此 PDF  全文瀏

覽。PDF  也會同時自動存入您的個人 Locker 雲端(100MB 的

容量空間)。 

◎2019/03/29 09:00~12:00 圖書館 1 樓電腦講習室 
Web of Science/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資料庫與 Endnote 書

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A) 

◎2019/03/29 13:30~16:30 資訊中心 PC2 電腦教室  
Web of Science/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資料庫與 Endnote 書

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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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設有討論室 6 間及視聽聆賞室 2 間，可供 3 人以上進行小組討論及影片欣賞，GPN：006978900012 

歡迎本校師生預約或當場借用，詳洽圖書館 1F 服務檯，服務電話(03)863‐2838★    工本費新台幣 15 元 

館務短波 

種同時出現代筆和客座作者的最壞情況下，模糊業界關係會掩蓋存在偏

見的數據收集和/或解讀，對後續研究及臨床治療造成不利影響。COPE 和

世界醫學編輯協會 WAME 因此發表明確聲明，反對這類不道德的作者署

名。另外，這類做法違反了 ICMJE 和 COPE 關於潛在利益衝突披露的規

定。 
根據 COPE、WAME 和科研人員相關建議，各種期刊已經開始採用

新方法，以提高作者貢獻的透明度。如前所述，投稿時可能需要列出所

有貢獻者（不論其作者身份）及其具體貢獻和關係。還可能需要一份全

面的寫作過程說明，包括誰完成的論文初稿。期刊編輯有可能在出版之

前，詢問鳴謝部分的詳細情況。 
總而言之，科研貢獻名實不符是與現行方針相悖的不端行為，今後

很可能發布更多針對這一行為的政策。在所有案例中，有關文章作者的

更具普適性的標準將成為促進良好實踐的關鍵。當您撰寫自己的文章時，

應遵照這些良好做法，避免陷入作者署名方面的道德陷阱： 
 認真記錄所有貢獻者及其特殊貢獻和他們在研究過程中的從屬

關係──與您的合作者(包括技術人員)開誠佈公地討論署名問題 
 研究相關的倫理指導原則（如上所述）及其意義 
 熟悉目標期刊有關作者身份和貢獻者的原則 
 在論文的作者列表、利益衝突聲明或致謝部分對做出貢獻的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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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格.詹納(Greg 

Jenner)著 ; 

楊惠君譯 

馬可孛羅文化出版

本館索書號 :  

713 2724 2016 

Michaela Panter, PhD 

耶魯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理科學士和碩士學位，以
及免疫生物學博士學位，其博士論文的研究重點在
於人類細胞中的抗原呈遞。曾擔任《耶魯生物學與醫
學雜誌》主編，並作為科學領域研究生的寫作顧問。
從 2008 年起擔負 AJE 的編輯工作，目前擔任 AJE 
高級學術編輯。 

《用一天說歷史》

簡民享  圖資服務組 

《小朋友的哲學大哉問》

「我什麼時候才會長大？」、「一定要念 書

嗎？」、「為什麼我們會活著？」、「為什麼美麗的東

西就是美麗呢？」這些問題正如同書名，都是大哉

問。典型沒有標準答案的「為什麼」，但這些「為什

麼」卻是引領我們演練哲學思考和討論的重要過程，

雖然我們可能對哲學毫無概念，無法給哲學下一個

精準的定義，不過只要我們暫停腳步，願意在抽象

的概念上多停留時間，那麼我們離哲學就應該不遠

了。

野矢茂樹著 ; 

陳偉樺譯 

大塊文化出版 

本館索書號 :  

100 6844 2016 

一鍵合法獲取全文文獻 

本書以模擬小孩的形式向哲學家提出令人傷腦筋的大問題，

每個問題各請兩位日本的哲學教授討論，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哲學

的見解，雖然採取的是對小朋友解釋的口吻，卻完全沒有降低該有

的水準，內容也很容易閱讀，少了專業名詞的艱澀門檻，也給初接

觸哲學思考的我們一個友善的閱讀經驗。(摘自《小朋友的哲學大

哉問》) 

在一百年前，有沒有一個跟我們很像的人，在某個國

家，跟我們經歷過一樣的事？如果我們可以去到一百年

前、或幾百年前，我們又會怎麼過日子呢？這些對於歷史

的奇想，構成了《用一天說歷史》的主軸。我們看似平凡

的每一天，卻是人類累積百萬年的結果，一個平凡日常的

生活細節，都隱隱與百年或千年前的某件事相關，在漫長

的時間中，無數流光相續，構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點一

滴。 

本書從生活出發，透過博學的生花妙筆，從一大早的

起床開始，到夜間上床的撥鬧鐘，帶著我們穿越時空的限

制，看到人類物種文明生活的演進歷程，重新經歷每個文

明行為的選擇過程，鉅細靡遺地告訴我們每個生活細節

的「前世今生」。(摘自《用一天說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