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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刀」升級為5.0版



The Big issue about 

Academic ethics and integrity

BIG ISSUE

「抄襲」已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

而國內科技部也於108年底發布《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命令，要求學校或機
關（構）對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查處，在調
查報告書裡的第三點提到，須檢附調查方法
(含分析軟體工具等)。

因此，選用適合的分析比對軟體工具是一大
要點。

拜科技與網路發展之賜，在全球高等教育界， 以科技部發布違反學術倫理要點有以下類型，

Academic ethics

如造假、變造、抄襲、自我抄襲、重複發表、
代寫，以及用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無論是有意或無意而造成的違反之情事，都
將使作者與相關參與者陷入學術倫理或原創
性爭議。

選用不同語言別的分析比對軟體，也將有不
同結果。建議選用以中文為主的比對系統，
將更能協助同學撰寫論文、以及老師在審查
論文，以作為論文發表前的第一道把關。

全球最專業的中文比對系統

👉 快刀中文原創性比對系統5.0版



論文比對系統 基本概念

◉ 以科技方式比對文章相似度

◉ 將「疑似相似」的字句盡可能比對出來

◉ 中文比對尤重斷字斷詞、相似性演算法

◉ 避免無意抄錄所帶來的後果

◉ 第一道把關的輔助參考工具

◉ 論文「抄襲」之認定最終需由學校該領域專家審核評定



快刀帶來的 價值

◉ 建立原創審查機制

◉ 幫助同學了解論文撰寫的問題

◉ 鼓勵和幫助論文的創新研究

◉ 輔助教授、老師的批閱工作

◉ 為審查決策提供科學支援

◉ 提供教育研究的協助和觀察

◉ 引導教育風氣、有效提升學術可信形象。



“

快刀 5.0 教育無限版



快刀中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教育無限版 特色

真比對系統，非單一庫別之相似度
查詢系統

快刀擁有多項專利且唯一使用NLP自

然語言法語句分析技術，並採用獨家

研發的MINWISE HASH 核心比對專利，

同時支援簡繁比對技術，準確比對相

似片段，準確率可達99%以上。快刀為

國內唯一達到跨庫、跨資源語意的比

對系統。

跨庫、跨資源比對、比對源豐富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萬

方數據庫與CNKI 數據庫之下的中國

大陸學術期刊、學位論文、學術會

議論文等等，以及國內所有OA (open  

access)博碩士論文，涵蓋超過95%中

文論文比對源。



快刀中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教育無限版 特色

科技部審核論文指定工具

包括中華民國科技部、中華民國行政

院、國家教育研究院、高雄市政府…

等各級政府機關指定使用快刀比對核

心技術，為論文、研究報告之原創性

把關。

獲國家品質肯定，智財保護優先

快刀榮獲經濟部指導創新產品獎，以

及國家品質玉山獎，是唯一獲獲獎的

AI 比對系統，且系統建置於台灣主

機，並由台灣團隊開發，比對上傳安

心無虞！

無論技術開發，智財權的保障，都是

以論文上傳者的保護為優先考量所上

傳的論文，僅做為比對工作，無須擔

心原創變抄襲，或是被人下載作為他

用。



快刀中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教育無限版 特色

專屬入口，帳號權限分立

讀者以圖書館帳號密碼（圖書館相

關系統需支援可串接SSO），即可從

學校專屬入口登入使用，且館員、

教師、學生，不同屬性帳號分立，

讓個別所需的功能獨立出來，例如

比對、上繳、統計、分析…等等！

無使用次數限制，專注論文內容

論文篇數、註冊使用的人數、比對

次數皆沒有限制，讓使用者可以專

注在您的論文內容，不須一直擔心

相似度的問題！



快刀中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教育無限版 特色

多樣資訊圖表輕鬆掌握統計資料

視覺化圖表呈現學校使用數據，看

圖說故事，增進報告評估。

整合多方學術資源，搭配大數據比

對技術，為學校提供預防論文瞟竊

最佳工具。

多元比對報告，上繳機制方便

採用雙重報表機制，可選擇網站上

繳比對報告，亦可另存檔案列印。



2020年最新v5.0教育無限版特點

◉ 系統精確標示出每篇文章相似特徵

◉ 新增功能：排除引用文獻

◉ 新設計的比對報告書，更高雅易讀的說明與排版

◉ 擴大比對範圍，比對論文庫增加24%

◉ 其他多項精心改善

◉ 提供更加完整、系統、精確的原創比對



快刀系統概觀

比對
核心
來源

語言核心 中文繁/簡體

主要比對 臺灣博碩士論文、TSSCI、中國

知網CNKI數據庫、萬方數據庫… 

等。中英文網路文章數十億篇。

相關
功能

上傳格式 Word/純文字

使用管理 老師、學生，不同權限功能。

使用
模式

專屬入口 串接SSO



快刀V5.0重點功能說明



重點功能圖示一：專屬入口登入

當您在專屬入口登入專用之快刀帳號，您將可以不受時間、地點之限制，進行比對



重點功能圖示二：

館員、教師、學生，帳號分明



重點功能圖示三：

雙模式報告，列印、線上(上繳) 

需求不同，形式不同



重點功能圖示四： V5.0最新功能

新增疑似的句子相似度統計及片段詳情標註

疑似相似的句子
相似度統計

疑似相似的句子
片段詳情標註



重點功能圖示五： V5.0最新功能

新增人工智慧排除

5.0版推出全新智慧引用識別系統，若參考文獻格式正確，系統將自動識
別為綠色表示，亦可由使用者自行選擇或取消句子，以精準識別出引文
內容。（綠色部分將不計入相似度比對）



重點功能圖示六： V5.0最新功能

新增原創比、引用比、排除引用比圖示指標



重點功能圖示七： V5.0最新功能

相似內容標示更清楚，不同顏色相似度不同

顏色說明

紅色 相似度在61-100%以上，建議酌情修改

橙色 相似度在31%-60%間

黑色 原創

綠色 引用文獻

藍色 段落相似度未達30%，但該段落有少量疑句。



學生帳號重點功能說明



重點功能圖示一：

學生帳號：論文管理(上傳比對流程)



重點功能圖示二：

單篇上傳、批次上傳、剪貼上傳



重點功能圖示三： V5.0最新功能

放寬上傳檔案字數限制

放寬單篇上傳字數限制至6萬字，但文件需小於5M，且刪除圖片與表
格，以便系統判斷辨識與比對。



重點功能圖示四：

送出比對



重點功能圖示五：

查看比對進度



快刀報告檢核點



總文字相似度

代表該文獻在本系統比對來源相似度程度，是論文比對結果的主要指標。
相似度越高，代表論文在本系統比對下，與其他文章的雷同程度越高。

 總相似度，即整篇論文中與比對範圍所有文獻相似的部分（包含引用部分）

占整篇論文的比重。

 排除引用相似度，即比對論文中與比對範圍所有文獻相似的部分（不包含引
用部分）占正篇論文的比重。



相似文字

報告中標示不同顏色的地方，代表可能與其他文獻有雷同。
可依照各標示的顏色，檢查比對結果相似度。
快刀報告呈現客觀的比對結果，不預設立場評斷相似字是否涉及抄襲。



相似文字對應來源

點選報告左邊的紅色、橙色或藍色文字，右邊即可查看該句相似來源網址，
以及該句相似度。
若來源網頁變更或屬於深層結構時，可能造成連結失效，可至該網站進行
文獻查詢。



相似來源綜合評估

在綜合評估報告中，可以看到多筆相似來源。
每一筆來源的相似百分比，為綜合計算結果的呈現，
並非該來源文章與檢測論文的原始相似度。



快刀問與答



總文字相似度低於多少是可被接受的？

快刀問與答 1

 有關合格的相似度百分比，目前國內尚無統一標準。

 基於寫作方法不同，各學校/系所可依據實際情況制定。

 冀採先期過濾、即時協助及階段把關，達到零抄襲、零侵害著作等權益。

分級 相似度(%) 程度說明 人工檢查建議

1 0 ~ 30 暫無疑慮 暫不需要

2 31 ~ 50 輕微 可能要抽查紅字

3 51 ~ 60 中度 可能要逐句檢查

4 61 ~ 80 過高
最好要逐句檢查

5 81 ~ 100 嚴重



關於比對進度

快刀問與答 2

 每次比對時間不完全一樣，確切完成時間視論文內容等實際情況而定。

 等候報告的過程中，可以關閉網頁或登出帳號。

 點選比對進度頁面右上方更新進度符號 ，即可查看最新比對狀態。

 若在比對進度與比對報告頁面，都無法看到之前提交的論文，此情況

可能是網路延遲所造成，請嘗試重新登入，即可查看最新比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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