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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興大學師生作為通訊作者，發表IEEE OA論文可享受APC 8折優惠。

本文檔旨在幫助中興大學：

1）作者瞭解IEEE OA投稿過程中，如何正確綁定機構資訊以使用優惠，及後續繳費流
程；

2）圖書館員瞭解追蹤學校師生IEEE OA發表情況。



主要內容

作者流程

提交稿件 (ScholarOne)

稿件錄用後 (Electronic Copyright Form)

使用折扣並支付 OA 費用 (RightsLink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s)

機構管理員流程

在 IEEE Xplore 中檢索機構發文情況並設置訂閱提醒（非必需）



提交稿件

通訊作者將完成提交稿件的過程。

向 IEEE 完全 OA 期刊投稿的作者，將在步驟 1 中被要求接受 IEEE OA 條款和費用

向 IEEE 混合期刊投稿的作者，在論文被錄用之前，不會被要求選擇是否進行 OA 出
版



提交稿件 – 步驟 1 – 完全OA期刊

注意: 不同期刊間費用存在差異。

更多文章處理費 (APC) 相關資訊，請見：
https://open.ieee.org/index.php/for-authors/article-
processing-charges/.

https://open.ieee.org/index.php/for-authors/article-processing-charges/


注意: 該階段不會被要求
選擇是否進行 OA 發表

提交稿件 – 步驟 1 – 混合期刊



提交稿件 – 步驟 4

通訊作者為所有作者
添加所屬機構資訊。

此處輸入的機構資訊
將用於將作者與機構
OA 帳戶進行匹配。

Ringgold ID 集成在提交
稿件的系統中。如果作者
輸入的所屬機構無法綁定
到特定 Ringgold ID，則
會顯示一條錯誤提示。



提交稿件 – 綁定 Ringgold ID
添加作者的所屬機構資訊時，
系統將向作者提供與作者輸入
的內容最匹配的機構清單。

請作者注意選擇學校級別帳號：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而不是學院或其
他附屬機構級別帳號。

如果作者未將所屬機構與
Ringgold 綁定，則會顯示一
條警告消息。如作者未成功與
學校Ringgold ID綁定，則將
無法使用 APC 8折折扣



稿件錄用

如果稿件被錄用，作者將被要求上傳最終文檔並選擇版權許可。

錄用後，混合期刊作者可以選擇是否 OA 發表。



稿件錄用後 – 上傳最終文檔



稿件錄用後 – 混合期刊

注意：向混合期刊上投稿
的作者，只有稿件被錄用
後才會被問及 OA 發表相
關問題。



稿件錄用後 – 選擇版權許可

錄用後，系統將提示作者使用電子版權表格（eCF）選擇其版權許可。

在混合期刊上發表論文的作者可以選擇：

傳統許可（將版權轉讓給出版商，文章以讀者付費模式發佈）

CC BY 4.0 許可（作者保留版權，文章以開放獲取方式發佈）

CC BY NC-ND 許可（比 CC BY 更嚴格的許可，文章不得用於商業目的，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更改文章）

在金色 OA 期刊上發表論文的作者可以選擇 CC BY 或 CC BY NC-ND 許可。

作者應確認所屬機構對許可設置的限制。



eCF – 步驟 1

在步驟 1 中，作
者確認文章詳細
資訊正確無誤。



eCF – 步驟 2

在步驟 2 中，作者
需確認論文的原創
性。



eCF – 步驟 3

OA 文章的作者
須同意支付文章
處理費（APC）。



eCF – 步驟 4

OA 文章的作者
將被要求選擇
CC BY 許可類
型並簽署相應
授權合約。



eCF – 步驟 5

作者提交電子簽名
後，他們將能夠下
載授權合約的副本。



RightsLink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s (RLSC)

所有文章處理費用 (APC) 都通過 RLSC 處理。

文章錄用後，作者將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提示他們通過 RLSC 支付所有費用。

我校師生作為通訊作者可以8折支付APC費用。



文章錄用後，作者將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通知，並提示他們通過RLSC支付費用。

錄用通知與付費提示



作者將看到訂單相關的各種費用。

費用估算頁面



費用估算頁面

我校APC 8折優惠將自動生效

作者也可以通過Apply Discounts
輸入其他適用折扣Mandatory提示該項費用為完成訂單所必需

的費用。根據期刊及文章情況不同，可能涉
及超長版面費等費用。8折優惠不適用此類費
用。



RLSC 並非由 IEEE 直接管理，
作者需要自行創建帳戶或登
錄到已有的 RLSC 帳戶。

登錄 RLSC



選擇付款方式，並支付費用。

支付費用

可以直接選擇信用卡付款，或通
過郵件索要電子票據後付款。

如果需要 PO 
或其他追蹤號，
作者可在此處
輸入。

輸入VAT ID（增值稅號，如
果適用）， 向您的機構提交
票據時可能需要這樣做。



接下來，作者將查看他們的訂單並接受條款。如果所有詳細資訊都正確
無誤，即可點擊 “Place Order” 。

訂單核對



提交訂單後，
作者將看到
一個確認頁
面。

訂單確認



機構管理員
設置訂閱提醒



機構管理員

在作者使用IEEE OA APC折扣過程中，無需機構管理員執行批准或進行其他操作。

如果機構管理員希望瞭解機構的論文發佈情況，可以在IEEE Xplore 中檢索並設置
訂閱提醒來實現。



檢索已發佈的論文

管理員可以按作者所在機構在 IEEE Xplore 中檢索論文，還可以進一步設置訂閱提醒
以便瞭解最新情況。



按作者所在機構檢索論文

在 IEEE Xplore 主頁，點擊 “Advanced Search”



按作者所在機構檢索論文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Author Affiliation”，然後輸入相關的檢索詞。

最好在檢索中也包含替代拼寫或縮寫。



按作者所在機構檢索論文



檢索結果可以按 OA 狀態、出版商、文獻類型、年份等進行篩選。

按機構檢索論文



按機構檢索論文

可以通過按一下右上角的“Export”從檢索結果頁面匯出結果。

匯出限制為 2,000 個結果。



結果將以指定格式匯出。

按機構檢索論文



IEEE Xplore 訂閱提醒

若需設置檢索訂閱提醒，管理員首先需要在 IEEE Xplore 註冊並登錄免費個人帳號。



IEEE Xplore 訂閱提醒

然後，進行搜索。

在檢索結果頁面，
點擊右上角的
“Set Search 
Alerts”。

輸入檢索名稱並保
存。



IEEE Xplore 訂閱提醒

要訪問保存的檢
索訂閱，請點擊
“My Settings”
下的“Alerts” 。



IEEE Xplore 訂閱提醒

在“Saved Searches”選項卡下顯示已保存檢索清單，可以設置開通/關閉訂閱提醒。



更多相關資源

IEEE Open 網站

https://open.ieee.org/

RightsLink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s: 作者資源

https://www.copyright.com/rlauthorrc/

IEEE 作者中心

https://ieeeauthorcenter.ieee.org/

作者論文發佈指南

https://www.ieee.org/publications/rights/author-posting-policy.html

https://open.ieee.org/
https://www.copyright.com/rlauthorrc/
https://ieeeauthorcenter.ieee.org/
https://www.ieee.org/publications/rights/author-posting-polic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