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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系統簡介 

 帳號申請和啟用 

 操作方式 

 常見Q & A 



文字 

相似性 



國際出版社審稿必用 



例: BMJ-Gut http://gut.bmj.com/site/about/guidelines.xhtml  

國際出版社審稿必用 

http://gut.bmj.com/site/about/guidelines.xhtml


• 中央社新聞: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07829  

國內違反學術倫理狀況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07829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07829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07829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07829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68624?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68624?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68624?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68624?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與資料庫比對 
 

 

 

 

文稿上傳雲端 
 

快速產出 
原創性報告 

操作簡單 輕鬆上手 



(Update by Jan 2020) 

比對來源 

網頁: 700億+  

 

出版品:7000萬+ 

 

平台夥伴: 1億+ 
•  ProQuest博碩士論文 

• 從2008年收錄超過30萬篇以上博碩士論文 



AAAS, ACS, ACM, BMJ Publishing Group, Elsevier, IEEE, 

Springer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bMed/MEDLINE, Sage, Wiley Blackwell, Sage, 

Am. Institute of Physics, Am. Physical Society, ….etc 期刊夥伴 

http://www.ebscohost.com/
http://www.wiley.com/wiley-blackwell


語系支援 

上傳文章內容可支援30 種語言: 
English, Chinese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Japanese, Thai, Korean, 
Catalan, Croatian, Czech, Danish, Dutch, Finnish, French, German, 
Hungarian, Italian, Norwegian (Bokmal, Nynorsk), Polish, Portuguese, 
Romanian, Serbian, Slovak, Slovenian, Spanish, Swedish, Arabic, Greek, 
Hebrew, Farsi, Russian, and Turkish 

 

 iThenticate操作平台介面可切換12種語言 



https://help.turnitin.com/Privacy_and_Security/Privacy_and_Security.htm 

• iThenticate的隱私權規章符合美國、歐盟與瑞士標準；已通過歐盟－美國
和瑞士－美國隱私保護框架認證。 

• iThenticate已獲頒 TRUSTe 的「隱私權標章」，其內容及系統處理模式皆
經 TRUSTe 審查，符合 TRUSTe 的規範，其中包括資料存取途徑、可信賴
性，以及個人資訊收集與應用。 

• 使用者保有上傳至iThenticate文章的智慧財產權。 

• 上傳至iThenticate的文件會以影像方式，安全保存於使用者帳號中，決不
會以任何方式共享、公開、重製、販售或散布。 

隱私權和安全 

https://help.turnitin.com/Privacy_and_Security/Privacy_and_Security.htm


帳號開通 

重設密碼 

平台設定 

帳號啟用 
 



帳號申請規定 



帳號申請規定 



帳號申請規定 



帳號申請規定 



啟用通知信範例(請至申請時填寫的信箱收信) 

帳
號
開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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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2: 依序輸入通知信中的Email 和貼上通知信內的一次性密碼， 
            按下Login 

帳
號
開
通 
 

http://www.ithenticate.com/


步驟3: 登入後，系統會請您勾選確認用戶同意書。 

帳
號
開
通 
 



步驟4: 系統會請您重新設定您的專屬密碼。 

請輸入９個字元以上, 

至少包含1英文字母與1數字 

帳
號
開
通 
 

請貼上通知信內一次性密碼 



❶ 
❷輸入Email 

狀況:  未收到啟用通知信 或 忘記密碼如何處理  

重
設
密
碼 



語言設定 

❷ 

❸ 

❶ [Setting]和[General]頁簽更改語系顯示 



平台設定 

請點選[帳戶資訊]更改帳號密碼資訊 ❶ 

❷ 



操作介紹 

上傳文章比對 

瀏覽篩選報告 

使用者介面 



文章比對 
在右邊提交欄位選擇上傳文章模式：單一檔案、ZIP壓縮檔、剪貼 

管理、新增文件夾 

上傳文章比對：三種模式 



檔案限制 
(每比對25,000字以內文檔扣除1點) 

• 只比對文字 

• 不適用比對圖檔/方程式/LaTex 

• 單一檔案需小於100MB 

• 文章長度最多 800 頁 

• 檔案內至少包含20個純文字， 
純文字內容不超過2MB  

• Zip 檔內不可超過200MB或
1,000 個檔案 
 

支援規格 

• Word, Text, PostScript, 

PDF(無加密、可反選複製內文), 

HTML, Excel, PowerPoint, 

Word Perfect WPD, 

OpenOffice ODT, RTF, 

Hangul HWP 

規格限制 



輸入作者姓名和文章篇名 

上傳檔案 

選取檔案 



點選%會彈跳出報告視窗 

產生報告進度 

重新編輯文章標題和作者 刪除報告 

相似度百分比%僅代表上傳文稿
文字與收錄資料相比的相似程度，
並非絕對的抄襲指標 



瀏覽原創性報告 

上傳文章相關資訊 
篇題/作者/字數/相似來源數量 

相似度總百分比 

相似來源 

檢視相似來源
之上下段落 

建議仔細確認段落相似原因 
是否符合學術倫理寫作方式 
-有無遺漏出處來源、有無過當引用？ 
-是否可以摘寫、改寫或添加原創文字？ 



完整來源檢視 

網際網路來源：可顯示全文，可左右視窗對照 
出  版  品：單位若有訂購使用權則可外連下載全文 



相符處總覽: 
以顏色編碼顯示文稿相似段落 
(最佳化來源,排除彼此重複處) 

所有資源: 
顯示文稿內與所有來源
各自的相似比例 

檢視相似段落/全部相似來源 



報告的排除篩選 

(1)報告內篩選設定 
(2)特定相似來源的排除 
(3)資料夾的篩選設定 



原創性報告範例 

篩選排除工具 



一般篩選與排除 

2. 不含參考書目: 
排除以Reference、參考文獻、參考書目
為標題的文獻列表，詳細清單請見此連結。 

3.排除比下列數值還小的來源: 
單一來源若少於總字數X字或是低於X%，
相似報告就忽略不計算 

4.不含少於此數目的相符結果: 
套色段落文字少於X字數, 
相似報告就忽略不計算 

5.排除章節: 
排除有出現摘要和方法材料的章節 
(‘abstract’, 'method(s)', 'material(s)’) 

1. 不含引述資料: 
“...”  «...»  »...«   „…“「…」『...』 
引號內的引文可排除不計入相似度% ❶ 

❷ 

❸ 

❹ 

❺ 

https://help.turnitin.com/ithenticate/ithenticate-user/folders/bibliography-exclusion-definitions.htm


排除特定相似來源 

❶ 

❷ 

❸ 



資料夾的篩選設定 

點選[資料夾]後, 在右上方工具列,點選[設定] 
即可針對資料夾內即將上傳的文件作排除設定 

注意: 若上傳檔案後才作排除設定,則報告不會自動套用變更 



詞句排除 

輸入詞句必須至少為 8 個英文單字以上 



網址排除 



此資料夾內文檔要與那些資料庫比對？ 
勾選表示與其比對，不勾選表示不與其
比對，建議全數勾選以獲得較完整結果 

限制比對來源範圍 

*須加購機構典藏庫 



原創性比對PDF報告說明 

原創性比對報告由： 

（１）封面頁、 

（２）報告內文、 

（３）相似度概覽頁組成 



下載/列印報告 

點選視窗左下角有一個列印表機符號,
可提供PDF格式報告 
 



封面頁 

2 檔案基本資訊 

(上傳比對時間、字數、文稿代碼) 

1 文章標題名稱與作者姓名 



報告內文 

3 
相似段落處以不同顏色套色與數字標示； 

與同一來源相似的文字會用同樣顏色數

字來標明 

4 涵蓋您比對文稿第一頁至最後一頁 



相似度概覽頁 

6 
主要來源， 

條列文章內各相似處段落所屬來源出處， 

顏色數字與正文內相似段落套色互相匹配 

 

來源類別共有：網際網路、Crossref會員出版商

的出版品、其他出版物 

 

也會顯示來源與您比對文稿的相似字數 

及在您文章中的相似程度占比 

5 
相似度總百分比， 

代表此篇文章與iThenticate資料庫內容比對

的文字相似度 



相似度概覽頁 

7 
篩選排除備註， 

此處會顯示是否已於線上報告中篩選排除 

「引用資料」、「參考文獻」或「小型來源」， 

若未設定篩選,則顯示「關閉」 
若有篩選,則顯示「開啟」或是「< X字/ X%」 



單一來源比對報告PDF 
在瀏覽「所有資源」      時點選某一個來源，並按
左下角印表機圖示「下載目前PDF報告」，報告僅
呈現點選的特定來源百分比與其套色 





Q:很久沒有出現原創性報告，
請問何原因呢? 



可能影響原因 解決方法 

檔案過大或頁數超過上百頁 系統需較長時間做比對,建議約莫
1-2小時後再查閱。 

格式編排問題 

1.Word檔內嵌互動式圖表 
如:線性圖,長條圖,圓餅圖等或使用
SmartArt圖示 

將互動圖表轉為純圖片放入後再
上傳比對,或是將檔案轉為PDF後
再重上傳比對。 

2.Word檔使用追蹤修訂模式 請點選「接受所有變更」並轉為
PDF檔後再重新比對 



Q.相似度報告的總百分比數
值需要低於多少%才能算是
「適切」？ 



原創性報告相似百分比 

非代表抄襲的絕對指標 

參考來源: https://supportcenter.turnitin.com/s/article/Plagiarism-and-acceptable-similarity-scores 

iThenticate為文字相似度比對系統，報告的相似百分比僅代表文章 

與系統收錄內容(網際網路、期刊出版品、或學生文稿)的相似程度。 

 

https://supportcenter.turnitin.com/s/article/Plagiarism-and-acceptable-similarity-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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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中央研究院Facebook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sinicaedu/posts/2601336883515409 



❶比對結果的相似度百分比低，不代表完全沒有抄襲： 
 
       iThenticate可能在比對當下尚未收錄撰文者引用的參考來源， 
      或是撰文者使用編排技巧故意規避檢測。 
 
  

❷比對結果的相似度百分比高，不代表一定有抄襲： 
 
      可能因如下原因: 
      材料方法（例如:標準操作流程）、參考文獻列表、 
      在符合學術規範下引用他人作品文字、適度合理的自我引用、專有名詞、目錄格式…等。 
 

參考來源: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建議使用者重新改寫文字並透過iThenticate的篩選與排除功能， 

以取得更客觀的原創性報告。 

請參閱操作手冊:http://www.igroup.com.tw/ithenticate/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檢視報告時，除了先透過總百分比初步判斷文章是否
有疑似相似度過高的危險性，仍需注意以下事項： 
 
 
1. 報告中各相似來源的百分比是否適當 
 
2. 依不同章節內容性質，相似度容許情況或有不同 
    例如: 【結論】章節的內容相較於【材料與方法】 
    應更具有原創性 
 
 
3. 引用他人或自己發表過的文章比例是否適切， 
    避免過度引用 

參考來源: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https://resource-cms.springernature.com/springer-cms/rest/v1/content/1212/data/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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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學科領域和文章性質，對於原創性報告
的解讀或有不同的準則。 
 
因此建議師生個案討論文章是否需要進一步
檢視與修正，及適切的相似度百分比指標。 
 
若對學術倫理概念與規範有任何疑問，請參
考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ethics.moe.edu.tw/ 
 
若欲投稿請參考該期刊出版社官方網站，如:  IEEE, Springernature… 

適切的 
相似度%值 

建議 



https://www.ieee.org/content/dam/ieee-org/ieee/web/org/conferences/crosscheck_tips.pdf 

https://www.ieee.org/content/dam/ieee-org/ieee/web/org/conferences/crosscheck_ti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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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原創性檢核比對報告書」注意事項 



「學位論文原創性檢核比對報告書」注意事項 



「學位論文原創性檢核比對報告書」注意事項 



「學位論文原創性檢核比對報告書」注意事項 

http://www.library.tcu.edu.tw/Userdata/File/Manual/iThenticate-Thesis-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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