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資處教育訓練

日期：108 年 9 月5日

時間：20分鐘

報告人：段翰文



報告議題

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

精簡主機教育訓練

論文比對系統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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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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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電腦主機  精簡後之主機

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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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電腦 第一代雲端主機 第二代雲端精簡主機

外購 外購 自行開發

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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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3/7)



更換前 更換後

G405 雲端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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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4/7)



執行狀況 (保留即測即評電腦教室作為應變用 70U)

單位 數量 總計 完成日期

已完成

查詢站、軟體雲 144

456

107/12/31

圖資處-電腦教室 262 108/07/31

語言中心-電腦教室 50 108/08/07

執行中

健管系 79

337

108/08/23

資工系 48 108/08/23

資管系 70 108/08/30

數位講桌 140 逐棟更換

即測即評 70 793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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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5/7)



傳統電腦 精簡型主機

電腦教室建置費
(800台)

2400萬元
(3萬x800台)

1600萬元
(超融合主機+精簡型主機 )

維護時間： 每次 60Min 5-10Min

一間電腦教室
軟體更新時間

3Hour(60U) 30Min(60U)

開機登入速度 3Min 30s

成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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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6/7)



雲端電腦教室與傳統電腦教室用電量比較(一間)

項目 平均每小時用電量 說明

一間雲端教室+超容核主
機(一套)用電量(KW/H)

2.088KW/H+0.315KW/H

=2.403KW/H

一間傳統電腦教室用電量
(KW/H)

4.248KW/H

一間雲端電腦教室
較傳統教室省電比例

約省44%用電 約1萬元

成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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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電腦教室建置(7/7)



精簡主機教育訓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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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1/9)
◆主機外觀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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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2/9)
◆音源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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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3/9)
◆開機-開關位置螢幕後方

14



精簡主機教育訓練(4/9)
◆開機完成-系統會自動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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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5/9)
◆關機-直接關閉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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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6/9)
◆無法自動登入時-排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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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7/9)
◆無法自動登入時-重開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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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8/9)
◆使用雲端硬碟存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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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及報修

 操作手冊及Q&A :

路徑: 圖資處網頁->常見問題->精簡主機
操作手冊及Q&A。

 網址: http://cc.hk.edu.tw/faq/faq.php

 報修及諮詢專線：圖資處服務台-2284

 2365(劉聰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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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主機教育訓練(9/9)



論文比對系統教育訓練3

 英文論文比對系統：iThenticate

 中文論文比對系統：華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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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enticate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1-1.帳號註冊方式

1-2.英文論文比對操作

1-3.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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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enticate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 系統開發目的:

為幫助作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遺漏了文獻探討出處標註
避免抄襲疑慮，帶來嚴重後果。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的輔助，提
高寫作水準和學術研究能力。

• 系統應用範圍:

學會與出版社期刊投稿、國內外會議投稿、計畫重複性
審查人員升等之研究認證審查、核發論文發表獎勵金的評量等。

• 可支援比對的語言:

可比對英語、中文（繁／簡體）、日語、德語、西班牙
語、法語、義大利 語、韓語、 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俄語等
30 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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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enticate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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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帳號註冊方式（1/4）:
由圖書館員開通帳號，個人相關資訊請email至館員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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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帳號註冊方式（2/4）: email認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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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帳號註冊方式（3/4） : 登入

步驟1: 登入網址: www.ithenticate.com，於右上角點選Login

步驟2: 依序輸入email和密碼，然後按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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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thenticate.com/


1-1 帳號註冊方式（4/4） : 第一次登入修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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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文論文比對操作（1/5） : 第一次使用新增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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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文論文比對操作（2/5）

輸入正確論文基本資料→
比對報告產出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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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文論文比對操作（3/5）: 解析比對結果

←列印報告 ←篩選設定 31



1-2英文論文比對操作（4/5）: 過濾篩選排除設定

不要比對”引用”
不要比對”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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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文論文比對操作（5/5）: 比對報告呈現

比對報告:顯示”篩選設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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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參考資源

• 弘光 I got Plus雲端社群播客系統 (教育訓練影片)
路徑: 學校首頁→圖資服務→資訊服務平台→ Igt Plus雲端社群播客系統

→圖資中心圖書服務→電子資源教育專區→ iThenticate

• 系統操作手冊(pdf檔)

路徑:弘光科技大學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資料庫 →  i →

iThenticate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系統操作手冊

• 智泉國際事業官方網站(線上留言/電話客戶服務諮詢)

路徑: iGroup+智泉國際事業→學術倫理→iThenticate →問題諮詢

客戶服務聯絡電話:(02)25713369#202 黃爽容小姐

email:tracy.hung@igrouptaiwan.com(請將有疑問畫面截圖)

• 弘光圖書館員(電話or email)
分機:2286   email:usting@sunrise.hk.edu.tw (請將有疑問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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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

2-1.帳號註冊方式

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

2-3.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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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

• 系統目的: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可協助您比對您的
文檔與他人著作的相似程度。

• 比對內容:

涵蓋逾2,000種華文學術期刊與會議論文，以
及約50所大專院校學位論文，包含臺灣大學學位
論文、馬偕護理雜誌、臺灣地理資訊學刊……等獨
家授權給華藝線上圖書館的期刊、會議論文及學位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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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帳號註冊方式（1/2）: 學校網域內自行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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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帳號註冊方式（2/2）: 自行註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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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1/7）: 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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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2/7）: 上傳檔案的限制

 上傳限制:

僅限未加密之文字型 PDF 文檔 ，一次最多上傳 5 筆文檔，

總計大小需小於 5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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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3/7）: 比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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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4/7）: 解析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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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5/7）: 引文疏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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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6/7）: 下載比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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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文論文比對操作（7/7）: 比對報告呈現

比對報告:顯示”篩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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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參考資源

• 弘光 I got Plus雲端社群播客系統 (教育訓練影片)

路徑: 學校首頁→圖資服務→資訊服務平台→ Igt Plus雲端社群播客系統

→圖資中心圖書服務→電子資源教育專區→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

• 系統操作手冊(pdf檔)

路徑:弘光科技大學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資料庫 → ㄏ →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系統操作手冊

•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官方網站 (電話/email客戶服務諮詢)

電話: 0800000747 客服信箱:plc@airiti.com (請將有疑問畫面截圖)

• 弘光圖書館員(電話or email)

分機:2286   email:usting@sunrise.hk.edu.tw (請將有疑問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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