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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版】OA 期刊投稿補助 優惠報你知 
隨著開放取用(Open Access, OA)期刊的發展日益成熟，OA 期刊也逐漸成為研究人員投稿管道之一，

並且大多需要在稿件接受後，繳交文章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APC)，做為支持將文章開

放公眾免費閱讀的出版費用。為鼓勵優先投稿於優質 OA 期刊，成大圖書館與兩大出版社—

Cambridge Press 及 BioMed Central (BMC)分別推出投稿優惠補助，本期簡訊介紹三種補助方案，可

先概覽簡易版，再閱讀詳細版以瞭解細節資格與申請方式‧ 

 

⚫ 【簡易版】2020 年 OA 期刊文章發表補助方案 (文字有底線者可額外點閱相關資訊) 

      

對象 補助單位    選刊  投稿 稿件 

接受 

        付款 

 

           1 

 本校聘任教

師、研究人員

及醫學院臨床

教師 

 非科技部計畫

主持人或 

≤ 150 萬計畫 

 第一/通訊作

者 

 

 

 

 

 

❶近三年 JCR Q1

或 Impact Factor  

≥ 4 

❷近三年 Impact 

Factor ≥ 15  

 

 

 

 

自行依照投稿期刊

閱讀投稿指南 

 

 

 

 

  

自行付款， 

再申請補助 

 

 

 

 

 

 成大與附設醫

院人員 

 通訊作者 
 

Cambridge Core 

Research articles, 

Review articles and 

Rapid communication 

輸入成大校名及帶

有 ncku.edu.tw 之 

E-mail 

 RightsLink®確認

金額為免費 

 成大與附設醫

院人員 

 作者群之一 

 

BioMed Central 

 

使用成大 E-mail；

校內 IP 可自動認

證，校外 IP 請選擇

校名。並確認 85 折

金額 

 

 收到出版社信

件確認金額並

準時付款 

成大圖書館 

❶定額 3 萬 

❷全額補助 

Cambridge 

免費 

BMC 

85 折 

https://jcr.clarivate.com/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http://er.lib.ncku.edu.tw/cgi-bin/er/swlink.cgi?o=der&p=/er/jslogin.htm&i=wswjs.htm&e0=1&s=sortbyti&sarea=mb&dfield=tim&dtype=Database&userid=reader&passwd=reader&clotho=0&extralimit=id%3DDB000000052


⚫ 【詳細版】2020 年 OA 期刊文章發表補助方案 (文字有底線者可額外點閱相關資訊) 

補助

單位 

成大圖書館 

(詳細資訊) 

Cambridge Press 

(詳細資訊) 

BioMed Central (BMC) 

(詳細資訊) 

申請

對象 

⚫ 本校聘任教師、研究人員及醫學院

臨床教師。 

⚫ 當年度未擔任科技部補助研究計

畫(MOST)主持人，或僅有一個科技

部補助研究計畫且當年度計畫經

費在 150 萬元(含)以下者。 

本校教職員生及附設醫院職

員，文章通訊作者所屬機構為

成功大學。 

所有作者之一為本校教職員生

及附設醫院職員。 

補助

內容 

⚫ 定額補助：每人每年一篇，金額上

限三萬元。 

⚫ 全額補助：每人每年全額補助一篇

為限。 

發表文章於 Cambridge 期刊可

選擇以 OA 形式刊登，免付文

章處理費(APC)。 

發表文章於 BioMed Central 中

之 OA 期刊，享文章處理費

(APC) 85 折優惠。 

資格

條件 

⚫ 定額補助 

◼ 所發表期刊須收錄於 JCR 資料

庫，且為 Q1 期刊或 Impact Factor 

≥ 4，以 JCR 可取得之最近三年數

值擇優適用。 

⚫ 全額補助 

◼ 所發表期刊須收錄於 JCR 資料庫

Impact Factor ≥ 15，以 JCR 可取

得之最近三年數值擇優適用，僅

限原著論文(Original Article)及綜

合評論(Review Article)，不含給編

輯的信(Letter to Editor)及研討會

論文(Proceedings Paper)。 

⚫ 申請者須為論文之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 申請者之作者機構須為本校名稱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以列第一單位者

優先補助。 

⚫ 發表論文時，建議加註下列文

字：The research 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the 

Headquarters of University 

Advancement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 須同意於獲補助後，協助圖書館將

相關補助訊息及研究產出之簡易

摘要(150 字內)公布於圖書館網頁。 

⚫ 適用期刊範圍：限成大訂購

範圍內的 Gold OA journals, 

both hybrid and wholly OA 

journals (參考附錄清單)。 

⚫ 適用文章類型：Research 

articles, Review articles and 

Rapid communication。 

⚫ 作者若在 2020 年 1-12 月期

間已發表為 non-OA 文章，

可於 2020/12/31 前透過 

RightsLink® 平 台 更 改 為 

OA 文章。 

⚫ 請於校內 IP 範圍內投稿，且

使用成大 E-mail，才會被認定

為機構會員資格，若在 IP 範

圍內投稿會出現 APC 已獲得

15%折扣訊息，如註 2圖片所

示，可至清單確認 APC 原價。

(校外 IP投稿，建議使用VPN

服務切為校內 IP)。 

⚫ 如於校外 IP，請務必於投稿

階段選擇"I believe that I am 

covered by an institutional 

membership arrangement and 

wish to request institutional 

payment or discount (as 

applicable)"，並在 Select 

institution from a list 中選擇

成大，於收到 E-mail 通知審

核通過後回到系統點選同

意，方可享有優惠。 

⚫ 必須在上傳稿件過程中才能

進行 APC 折扣申請 3。 

⚫ 投稿系統中具有三種不同作

者角色：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及投稿作者，當中投稿作者

為付款連繫人。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NCKU_OA_APC.php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Cambridge_OA.php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BMC_OA.php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2256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94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424
http://er.lib.ncku.edu.tw/cgi-bin/er/swlink.cgi?o=der&p=/er/jslogin.htm&i=wswjs.htm&e0=1&s=sortbyti&sarea=mb&dfield=tim&dtype=Database&userid=reader&passwd=reader&clotho=0&extralimit=id%3DDB000000052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CambridgeOAList.ods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open-research/journals-books/journals
http://cc.ncku.edu.tw/p/412-1002-7637.php?Lang=zh-tw
http://cc.ncku.edu.tw/p/412-1002-7637.php?Lang=zh-tw


補助

單位 

成大圖書館 

(詳細資訊) 

Cambridge Press 

(詳細資訊) 

BioMed Central (BMC) 

(詳細資訊) 

申請

方式 

⚫ 研究論文需被期刊確認接受

(Accept)並完成付款後，方可提出

申請。 

⚫ 僅受理當年度付款文章處理費之

論文，不接受跨年度申請。 

⚫ 填妥申請表後，連同以下文件，於

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內，以紙本繳

交至圖書館資訊服務組。所附文件

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章。 

◼ 論文被接受通知函 

◼ 論文全文 

◼ 出版社收取文章處理費( APC)

之發票(invoice) 

◼ 付款證明，詳細資訊請參考網頁

公告。 

⚫ 至 Cambridge Core 搜尋欲

投稿期刊，詳閱投稿須知，

點該期刊 Information 頁面

瞭解更多 OA 資訊。 

⚫ 點擊頁面上的"Submit Your 

Article"按鈕進入期刊投稿

系統，註冊個人帳戶，建議

以 ORCID ID 登入。 

⚫ 請在相應欄位輸入帶有校

名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及 帶 有

ncku.edu.tw 之 E-mail。 

⚫ 稿件被接受後須填寫作者

出版協議以決定OA出版形

式。 

⚫ 透過RightsLink®支付APC，

即使 APC 為部分或全部免

除，亦須完成此過程。 

⚫ 在 RightsLink®中可查看可

用折扣並提交補助申請。 

⚫ 選刊：依主題選擇 BMC 期

刊，進入期刊專頁閱讀投稿

指南。可點此頁面初步瞭解

各期刊 APC 價格，但請以投

稿階段之折扣價格為準。 

⚫ 投稿： 

◼ 點選 Submission Manuscripts

進行投稿，作者資訊欄位務

必填寫機構 E-mail。上傳檔案

後進到「付款資訊」頁面，點

選 View Publication Charges，

選擇付款方式，若文章被退

稿則不會收取 APC。 

◼ 進到 Submission Waiting for 

Author’s Approval 頁面檢視

並同意提交後將寄送 E-mail

通知完成提交。 

截止

日期 

暫定為 2020 年 11 月 20 日止，如有修

正以網頁公告為準。 

須 在 2020/12/31 前 於 

RightsLink®平台完成版權結算

程序，才享免付 APC 優惠。 

線上付款期限為 5-7 天不等，請

盡快以信用卡繳付 APC，否則文

章出版將受延遲。逾期未完成線

上付款則轉為發票匯款方式，另

加收 GBP 50 手續費。 

註 1：圖片來源 https://www.flaticon.com/authors/freepik  

註 2：IP 範圍內認定為成大機構會員提供 APC 15%折扣優惠頁面 

 

 

 

 

 

 

 

 

       BMC APC 15%優惠上半頁                        BMC APC 15%優惠下半頁 

註 3：若一開始投稿時未選擇，請在文章被接受之前，盡快來信個案處理(提供稿件編號)，每本期刊

狀況不同，如在投稿後才修改為機構會員，亦有可能無法認定優惠資格，敬請見諒。 

任何建議與問題請洽參考服務，電話(06)2353535 轉 5122 或 E-mail: medref@libmail.lib.ncku.edu.tw 

電子版醫分館簡訊，歡迎連結【醫分館首頁】→【關於本館】→【醫分館簡訊】瀏覽 

<撰稿人：醫分館館員周志文、方靜如> 

IP 內選擇 1 

並確認金額無誤 

IP 外選擇 2，並選取機構名稱 

 

 

~您的意見是醫分館最大的支持~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NCKU_OA_APC.php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Cambridge_OA.php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BMC_OA.php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NCKU_OA_APC.php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NCKU_OA_APC.php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https://www.biomedcentral.com/journals
https://www.biomedcentral.com/journals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open-research/journals-books/journals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OA/NCKU_OA_APC.php
mailto:medref@libmail.lib.nc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