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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開放取用
出版指南

3.2 倍的下載量
平均來看，開放取用文章的下載
量是非開放取用文章的3倍。

2.7 倍的Altmetric
平均來看，開放取用文章的

Altmetric關注度是非開放取用文
章的4.5倍。

1.5 倍的引用量
平均來看，開放取用文章的引用量
是非開放取用文章的2倍。

http://wileyauth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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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開放取用？
開放取用出版指的是您的研究能讓全世界的人閱讀、引用、分享與創造衍生。

為使您的文章著作達到最廣泛的散布和使用，必須以創用CC授權條款進行出版。此

條款允許以任何媒介進行使用、散布和再製。

您將保有版權，且作為原創被引用。

以下是Wiley開放取用出版的步驟

步驟 1
瞭解不同類型的開放取用出版，並選擇最適合您和您所屬機構和／或出資單位的類
型。

步驟 2
研究最適合的文章出版平台。

步驟 3
確保您瞭解出版費用和取得資金的機會。

步驟 4
確保您瞭解所有的開放取用授權，以及如何遵循出資單位和機構的規定。

步驟 5
選擇您的授權和版權偏好。

步驟 6
確保符合期刊規定，以提供可用的數據。

http://wileyauthors.com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sset/At-a-Glance-Creative-Commons-License-Guide-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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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選擇最適合您的開放取用出版類型，同時符合您所屬機構和／或出資單位
的規定。
Wiley相信金色開放取用出版能為作者和研究社群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金色開放取用的好處

經同儕審查的文章最終出版版本能在線上免費提供

取用具有立即性和永久性

滿足大部分出資單位和機構對開放取用文章的規定

提供文章出版費的資金正在增加

保留版權，以 創用CC 授權條款進行出版

從近2,000本全金色或混合1 期刊中選擇

必要時，自動將最終文章匯出至典藏庫，例如PubMed Central

綠色開放取用的特色

• 您需要自己存檔手稿版本
• 公開分享的手稿版本取決於期刊政策
• 適用禁止上網期限 ‒ 意思是無法立即提供您的文章著作
• 不適用文章出版費
• 您需要自己將手稿版本存放在典藏庫

無論選擇哪一個選項，您都可以 在此找到更多相關資訊。

1指的是訂閱期刊提供開放取用選項

http://wileyauthors.com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sset/At-a-Glance-Creative-Commons-License-Guide-PDF.pdf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index.html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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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典藏庫？
• 典藏庫是一種公開的典藏資料，目的是存放研究和／或數據以供分享和保存。包含文章的投稿、接

受或最終出版版本，取決於出資單位和期刊政策。

• 最為人所熟知的主題式研究典藏庫是PubMed Central（PMC）和其姊妹網站，例如Europe 
PMC。

* 如果採用金色開放取用出版，必要時，Wiley會自動將最終的出版版本存入PMC。

如果文章是：1) 由NIH資金研究員提供資金，或是 2) 採用開放取用出版並由PMC合作夥伴
或Europe PMC出資單位提供資金，或是 3) 在醫學指標期刊進行開放取用出版，或是 4) 以
和PMC簽署完整的參與協議的方式在期刊上出版；則最終出版版本2 將在PMC／Europe 
PMC上
免費提供，成為全文典藏的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文獻。 

2針對由NIH提供資金，卻沒有採用開放取用出版的文章，將以作者的手稿形式存入PMC中，
而不是最終出版版本。

http://wileyauth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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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參考指南：
為出版相關事宜提供協助

金色開放取用

1. 選擇您想投稿的期刊，並遵循其投稿指南。

2. 確認若採用開放取用出版時，是否有任何出資單位的規定。

3. 投稿時，請確認獲取資金的資格以及您所屬的機構。
4. 如果沒有任何可用的資金，您需要在出版前支付文章出版費。

5. 文章被接受後，您有責任完成開放取用合約。

6. 線上出版後，文章的最終版本將遵循創用CC授權條款，在Wiley Online Library上提供開放取
用。

7. 在期刊上出版後，必要時，文章通常會自動存入典藏庫，例如PMC。 *

綠色開放取用

1. 您的文章是否由全部或部分公共資助的研究來提供資金？
2. 以防萬一，請確認是否有任何出資單位授權標準。
3. 經由期刊投稿系統提交手稿，並回答系統提示的所有資金問題。
4. 作者無須支付文章出版費。
5. 簽署並提交由Wiley Author Services或期刊編輯辦公室發送給您的版權授權合

約。
6. 文章的最終版本將在Wiley Online Library出版。
7. 您有責任於禁止上網期限後，自行存檔您自己的文章。

http://wileyauthors.com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affiliation-policies-paymen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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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在選擇最適合的文章出版平台時，請先瞭解您可以使用的不同期刊
類型。
如果您想以開放取用模式出版文章，我們能滿足您一切需求。

Wiley 擁有…

450本以上的金色開放取用期刊

出版於上述期刊上的所有文章，所有人都可
以免費閱讀、引用和分享。

1,400本以上的混合期刊

雖是訂閱期刊，但也提供以開放取用模式出
版文章的選項。

加入全球數以萬計的研究人員行列，以開放取用模式出版您的文章著作。

在2020年，Wiley在全開放取用期刊中
出版了超過24,000篇開放取用文章。

在2020年，Wiley在混合期刊中出版
了超過29,000篇開放取用文章。

期刊涵蓋130個學科領域，正等著您的開放取用文章。

• 從藝術到動物學、從化學到神經學、從人類學到放射學，各種主題應有盡有！

選擇正確的期刊一點也不複雜。

• 您可以使用我們的期刊搜尋和期刊推薦服務，以瞭解最適合您研究文章的期刊。

http://wileyauthors.com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find-a-journ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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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確保您瞭解出版費用和取得資金的機會
• 一般來說，開放取用期刊會收取出版文章的費用，也就是所謂的文章出版費。

• 這些費用在不同期刊、出版商和學科領域之間也有所差異。

• 由誰支付文章出版費？
• 作者 ‒ 您可以使用補助金支付，並且應該確認是否有任何適用的免收或優惠條件。
• 出資單位 ‒ 部分出資單位為開放取用出版提供了專用資金。
• 機構 ‒ 許多機構會和出版商一起使用中央資金支付這類費用。

• 通常於文章被接受後和出版前收取這筆費用。

機構和出資單位與Wiley簽訂支付合約
• 有超過1,600個機構和出資單位與Wiley簽訂開放取用合約，為文章出版費提供全部或部分的資

金。
• 簽訂開放取用出資合約的國家，包含奧地利、芬蘭、德國、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荷蘭、挪

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以及部分位於美國的機構和財團。

確認獲取資金的資格
請在此確認您所屬機構是否有和Wiley簽訂合約。

步驟 4
隨時掌握開放取用授權的最新動態
您應該瞭解可能影響開放取用出版的授權。

• 授權是影響公共資助研究出版方法的政策，通常出自出資單位、機構或政府。
• 這些授權可能提到您需要進行金色或綠色開放取用出版，或是您如何處理分享數據的標準。

http://wileyauthors.com
http://secure.wiley.com/open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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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選擇您的授權和版權偏好

為使您的文章著作達到最廣泛的散布和使用，必須以創用CC授權條款進行出版。此條款允許以任何
媒介進行使用、散布和再製。

您將保有版權，且作為原創被引用。

授權選項（CC-BY、CC-BY-NC、CC-BY- NC-ND）有很多種，但最常見的是創用CC-BY授權（創用
CC姓名標示授權），允許所有人任意使用您的文章。在此授權下，可輕鬆地深入探討研究和理念，
這也是許多出資單位偏好的授權方式。

與我們合作進行開放取用出版時，您需要簽署開放取用合約，授權Wiley出版文章，並確認Wiley為
原始的出版商。

我們將提供您創用CC授權條款的選項。以下為快速參考指南：

http://wileyauthors.com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sset/At-a-Glance-Creative-Commons-License-Guide-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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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Wiley Online Library出版後，讀者可以清楚確認文章的開放取用狀態，請見以下例子：

http://wileyauth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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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確認開放數據和引用選項

透過分享數據，可以讓其他人使用您的文章著作並進行再製，有助於提升研究過程和成果的效率。

基本數據和出版文章一樣重要，許多出資單位和期刊期望，或甚至授權數據分享和典藏。

我們鼓勵在Wiley期刊出版文章的作者分享其研究數據，包含但不限於原始數據、處理過的數據、軟
體、演算法、流程、方法、材料。

Wiley提供若干數據分享政策範圍涵蓋其期刊組合，從「鼓勵」（入門政策到鼓勵數據分享）、「期
望」（要求研究人員發表數據可用性聲明）、「授權」（要求數據可用性聲明與數據分享）到「以同儕
審查進行授權」（要求數據分享和該數據的同儕審查）。

造訪我們的作者合規性工具，以瞭解您選擇的期刊政策。

全開放取用與混合期刊允許在非商用的預印本伺服器上提交手稿。

欲瞭解更多關於Wiley開放取用出版的資訊，請前往 www.wileyauthors.com

欲瞭解更多關於開放取用出版如何讓您的研究從中受惠，請瞭解我們開放取用出版的優勢資訊圖表或 
白皮書 。

http://wileyauthors.com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data-sharing-citation/index.html
https://www.wiley.com/network/researchers/licensing-and-open-access/how-and-why-we-re-making-research-data-more-open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author-compliance-tool.html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index.html
https://www.wiley.com/network/researchers/10-oa-celebrate-openness-with-ten-years-of-fully-open-access-journals/there-are-clear-advantages-when-you-choose-to-publish-open-access-with-wiley 
https://www.wiley.com/network/researchers/10-oa-celebrate-openness-with-ten-years-of-fully-open-access-journals/demonstrating-the-advantage-of-publishing-open-access-with-wil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