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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出版社簡介 

• 建立於1478年 

• 是牛津大學的一個部門 

• 超過500年的輝煌歷史 

• 世界上最大的大學出版社 

• 業務覆蓋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 

• 全球共6000多名員工 

• 每年出版約7000本新書，330多種期刊 

• 3大出版領域： 

– 學術圖書、期刊、電子資料庫 

– 英語語言教學 

– 教育用書 
John Fell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使命 – Our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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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牛津大學出版社是牛津大學的一個部門。它透過在全球範圍内的出版工作，推
動牛津大學在研究、學術和教育領域進一步實現其臻於卓越的目標 

 



牛津大學出版社期刊業務概覽 

 

• 超過100年的學術期刊出版經驗； 

 

• 目前出版超過330種學術期刊； 

 

• 學科覆蓋：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法律、自然科學和醫學； 

 

• 2/3的刊物是與知名的學協會合作出版的； 

 

• 每一本期刊的出版都經過牛津大學指派的由各學科的學者組成的管理委員
會的審核與批準； 

 

• 期刊出版規模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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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牛津期刊出版規模發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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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tion of European Microbiological Societies (FEMS) 

歐洲微生物學會聯合會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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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FEMS 

Microbiolog

y Letters 

FEMS 

Yeast 

Research 

Pathogens 

and Disease 

影響
因子 

13.231 3.563 2.049 2.462 3.545 

排名 
4/116 

微生物學 
31/116 

微生物學 
71/116 

微生物學 

8/23 真菌學 

57/116 微生
物學 

77/137 免疫學 

32/70 傳染病
50/116 微生物
學 



牛津大學出版社期刊業務概覽 

 

• 80%的牛津期刊是SCI/SSCI/AHCI收錄的核心刊； 

• 超過50%的牛津期刊在其學科領域排名在前25%； 

• 與時俱進的變革和創新，以提高讀者和作者的用户體驗： 

- 不斷的應用新技術更新平台：Oxford Index 服務 

- 所有的期刊都已支持行動裝置瀏覽 

- 提供“Open Access”出版服務： 

牛津是第一家將成熟的期刊轉為OA期刊的出版社 

 

 

7 



What is open access? 
“free availability on the public internet, permitting any users to 

read, download, copy, distribute, print, search, or link to the full 

texts of these articles, crawl them for indexing, pass them as 

data to software, or use them for any other lawful purpose, 

without financial, legal, or technical barriers other than those 

inseparable from gaining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tself.”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2002 



Gold   Green 

Hybrid OA Journals  

混合型開放取用期刊 

Fully OA Journals 

全開放取用期刊 

作者通過將他們的期刊文章自存檔
（self-archiving）存入開放資料庫
實現開放取用 

文章一經出版即可在出版社網站上
免費獲取，同時根據所簽署的授權
條款授權使用者進行使用 

 

混合型開放取用期刊僅為
支付了開放取用出版費的
作者的文章提供金色OA 

全開放取用期刊的所有内
容都可開放取用並且没有
延遲 – 作者、作者所屬機

構或者資助機構通常支付
出版費 

“開放取用”的類型與模式 



作者選擇“OA”的動機？ 

研究資助機構的
政策與要求 

擴大傳播範圍 

支持“OA”
出版形式 

提高被引用的
概率和次數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Open Access”出版策略 

支持可持續性的OA出版 

重於質而非量 

與作者、學協會、讀者，
和產業協會 

密切合作 

勇於嚐試 

把握OA的發展趨勢 

高效率的運作 

友好的作者體驗 

合理的和可持續性 

的定價政策 



創作共用授權條款 Creative Commons li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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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    相同方式共享  非商業用途  禁止演繹 



創作共用授權條款 Creative Commons licences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ce 

                  署名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Licence 

                    署名+非商業目的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No Derivatives Licence 

                         署名+非商業目的+禁止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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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常用的3種授權條款： 



OA文章的出版流程 

作者投稿 編輯審稿 同行評審 

通過審核 
簽署授權
協議 

正式出版  



Oxford Open 

• Oxford Open 是牛津大學出版社“開放取用”出版服務的品牌 

- 35 種全OA的期刊； 

- 290種混合型OA的期刊； 

- 2015年出版OA的文章數  6,362篇； 

 

•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開放取用”出版始於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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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Open 

 

• Oxford Open 牛津“Open Access”項目下所出版的相關學科的全部内容
在PubMed Central® (PMC)進行存儲； 

 

• 牛津的“開放取用”出版包含“Green OA”和“Gold OA”； 

- “開放取用”的出版方式覆蓋絕大多數的牛津期刊 

- 作者自存檔政策實現“Green OA” 

- “Gold OA”的發展引人注目； 

16 



http://jhps.oxfordjournals.org/
http://aobpla.oxfordjournals.org/
http://biohorizons.oxfordjournals.org/
http://dnaresearch.oxfordjournals.org/
http://database.oxfordjournals.org/
http://ijlct.oxfordjournals.org/
http://emph.oxfordjournals.org/
http://jscr.oxfordjournals.org/
http://jla.oxfordjournals.org/
http://nar.oxfordjournals.org/
http://gbe.oxfordjournals.org/
http://gastro.oxfordjournals.org/
http://jlb.oxfordjournals.org/
http://ofid.oxfordjournals.org/
http://www.oxfordjournals.org/our_journals/omcr/
http://ptep.oxfordjournals.org/
http://www.oxfordjournals.org/our_journals/tlms/
http://conphys.oxfordjournals.org/
http://jrr.oxfordjournals.org/
http://ckj.oxfordjournals.org/content/current


OA hybrid 學科使用狀況(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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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P OA Papers 2004-2015 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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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ic Acids Research – Case Study  

• - Nucleic Acids Research 核酸研究 

- 每年出版超過1300篇論文(35%接受率) 

- 影響因子：9.202  

- 排名：22/291 in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 訂閱方式 → 2005年開始成為Fully OA 

• 收費方式: 每篇paper $2,770 

• Institutional membership 提供50% 優惠 



Oxford Open 

 
• 無重複收費 

-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APC) 文章出版費用 VS 期刊訂購費 

- 折扣原則：按照OA文章的頁面數量在期刊中所占比例進行折扣 

 

• 學術專著的開放取用（Open Access Monographs） 

- “開放取用”的需求在學術出版的所有領域持續增長 

- 牛津正在關注和研究學術專著開放取用的資金供應和作者的需求度 

- 参與試驗性項目，如          ，以探求合理的模式 

 

• 未來的發展 

- 堅持可持續性的發展策略 

- 混合型的出版模式：“金色OA”+“綠色OA” 

- 學術界自身的需求是未來發展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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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計價 

Prepayment 

Account 

Variation by 

article type 

Developing 

Country 

Discount 

Institutional 

Member 

Discount (NAR) 
Society Member 

Discount 

Variation by 

licence 

APCs set at 

journal level 

Waivers 

Author Loyalty 

Discount 



OUP’s OA 價格政策 

• Apply discount to subscription prices (since 2005) 

 

• Based on % of OA pages in a journal 

 

• Based on last completed year at time of pricing 

– i.e. 2017 prices are based on 2015 uptake 

– Online price (after any inflationary increase) is reduced by 

the % of OA pages in the journal 

– A slight modifier (80% of uptake) is applied in order to 

moderate any large swings in price, up or down 



 

 
Open Access Prepayment Account 

Benefits for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Discount on all 

APCs 

Secure account 

holder dashboard 

Reduce 

administrative 

burden 

Reporting and 

notifications 

Simple referral 

process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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