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nManager是一套管
理工具能滿足您所有需
求並有豐富的功能可大
幅簡化既有工作。

以集中方式 
將應用程式與資訊 
部署至所有裝置上

部署方便、易於使用。

功能完整。

THINMANAGER部署方便

ThinManager可讓您輕鬆管理末端使用者人機介面設定，並將所有中央應

用程式與內容部署至這些人機介面上。

THINMANAGER使用簡單

ThinManager的設定精靈可讓方便管理員為末端使用者裝置如個人電腦、

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及行動裝置等設定進階功能。ThinManager亦 
可輕易的依登入的使用者及其在工作環境中的角色客製要佈署至人機介面

的內容。

THINMANAGER擁有完整功能

ThinManager是唯一可同時管理現代化電腦網路之伺服器端及人機介面端

的平台，提供完整的伺服器容錯與備援選項，讓您的資源可保持在「永不

離線」狀態，能縮短停機時間並降低整體擁有成本。



X

ThinManager®

運作方式
安全性更高

前所未有的控制功能
硬體成本更低

熟悉的應用程式與工具
行動解決方案

透過單一強大的軟體平台集中管理所有精簡

型用戶端（Thin Client）、個人電腦與行動裝

置，為您的電腦網路提供前所未有的彈性。

部署多個工作階段至
多台螢幕上及（或）
自訂單一精簡型用戶
端（Thin Client）的 
的虛擬畫面。

存取USB與 
IP攝影機的 
饋送資料。

管理與部署虛擬桌面
並將個人電腦當作精 

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使用。

依人機介面或使用者
被指派的工作部署應
用程式。

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 
將內容交付給正確的人。

行動存取使用者角色專屬的應用程式。

遠端桌面伺服器 虛擬資源



ThinManager®

多工作階
段核心

從不同來源部署多個應用程式為
每位使用者創造獨有的工作體驗

ThinManager的MultiSession技術可讓系統管理員從遠端桌面伺

服器端（人機介面伺服器端）、 IP與USB攝影機、其他人機介

面、VMWare、Hyper-V甚至Citrix伺服器等不同來源將應用程式與資

源部署至幾乎所有末端使用者裝置。ThinManager可為每位經授權

之使用者提供專用的工作階段以便存取中央的應用程式。

ThinManager可輕易管理這些工作階段讓末端使用者可透過單一的

人機介面存取多個應用程式。使用者不再需要擔心多個應用程式在

單一電腦上搶佔資源的問題，也不需同時使用多部電腦彌補消耗大

量資源程式面臨的資源不足問題。ThinManager可透過單一的精簡

型用戶端（Thin Client）人機介面提供您所需的一切功能。

MultiSession是可讓ThinManager安全地從多個來源 
部署使用者應用程式及內容之核心技術。

遠端桌面伺服器

虛擬資源

部署多個工作階段、使用多個
螢幕並自訂畫面配置。

依人機介面或使用 
者被指派的工作部 
署應用程式。

管理與部署虛擬桌面
並將個人電腦當作精 

簡型用戶端 
（Thin Client） 

使用。

行動存取使用者角色專屬的應用
程式。精簡型用戶端

（Thin Client）

USB與IP攝影機。

以來源 建立 顯示用戶端 再部署至 各螢幕



生產力功能 安全功能視覺化功能 行動功能

Relevance可依位置資訊將正確的資料 
在對的地點交給對的人。

Relevance將一套強大的行動管理工具加入至獲獎肯定的ThinManager精簡

型用戶端（Thin Client）管理平台，提升對所有裝置的管理能力。讓應用

程式與資訊可依據位置來遞送。如此可讓員工能選擇在進入指定位置或掃

描位置ID時自動在行動裝置上看到這些資訊。然後在離開該地區時，除非

有經授權使用者存取，否則將該資訊移除或隱藏起來。

Shadow功能可讓使用者依距離或登入資訊將畫面資訊與其他裝置分享。

例如，系統管理員無需走到廠房的另一頭、跑到技術人員背後或換位子即

可在其行動裝置上看到該人員正在操作的電腦畫面。這樣的操作可提供純

檢視或互動的功能。

ThinManager Relevance安全性極高，因所有資料均儲存在安全的中央伺

服器上，並不會儲存在本地端設備上。若有裝置遺失或遭竊，不會損失任

何資訊或管理文件。

將應用程式部署至行動
裝置 *上就像部署至個
人電腦與精簡型用戶端
（Thin Client）一樣簡
單。

* 需從Apple App Store下載iTMC行動用戶端或從ThinManager下載頁面

取得aTMC行動用戶端。

工業級 
位置關聯行動解決方案

ThinManager®

RELEVANCE®

的行動力



生產力功能 安全功能視覺化功能 行動功能

管理員控制

ESXi伺服器App伺服器 Admin伺服器

App伺服器 ESXi伺服器 Admin伺服器

認證

讓使用者能以標準登入資訊、RFID感應卡、USB隨身碟或生物辨識安全

裝置登入至不同人機介面中。以多種認證方法大幅提升安全性。

安全部署

Relevance使用者服務可自動將使用者內容部署到其所授權的所有人機

介面。讓程式在整個廠區內「跟著」使用者。即便內容以分配至人機介

面，Relevance使用者服務仍可依使用者角色、即時的遞送額外內容。

人機介面存取與內容亦可一群組方式進行配置。

排程

可設定特定使用者每週、每日或每小時的行程，或在您指定的時間將人

機介面停用。

擴充

將ActiveX控制項加入至您的應用程式中並讓您可設定人機介面及使用者

專屬功能如工作階段切換、事件記錄及人機介面狀態與管理等。

安全

防止系統受到未經授權之存取並防止資料遭竊與停機

所有工作階段均需有一個Windows的使用者帳號。 
Relevance使用者服務可自動與您的Active Directory
同步讓系統管理員可維護使用者網路安全性同時讓工

程與工廠管理員能管理送交至工廠控制系統的內容。

ThinManager®

RELEVANCE®

使用者服務
Relevance使用者服務為使用認證功能， 
原名為TermSecure。

透過使用者／角色管理 
安全地 

遞送內容

使用者控制

當管理者到達並登入

後，應用程式與伺服

器便會使其出現在人

機介面上。

末端使用者僅可存取

管理者所授權的應用

程式與伺服器。

Relevance使用者服務可讓管理員運用多重

授權技術控制對人機介面及應用程式的存

取。

ACTIV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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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QR碼、Bluetooth、WiFi與GPS等確

認位置並安全地將應用程式部署至行動裝

置上。

Relevance使用四種不同的位置解析技術，可讓您將工作區完全變成一個

以位置為依據的行動設施。一旦設定位置後，便可依所在位置將應用程式

與內容部署到個人電腦、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與行動裝置上。如

此可讓管理員透過僅將應佣程式與內容部署到可存取該內容的特定區域，

來管理受限的工作站與行動裝置。

位置設定與組態可使用ThinManager Relevance設定精靈輕鬆管理。管理

員可全權控制位置及使用者的設定方式，讓每個操作系統的人僅能收到其

被授權存取的內容。

透過建立地理圍欄的方式可輕易的加入其他安全功能。地理圍欄可透過結

合兩種解析技術如WIFI與QR碼等來設定。例如，透過在特定的WIFI存取點

中加入QR碼，管理員可在條碼於該WIFI存取點內備掃描時部署內容，並在

該人員離開該WIFI存取點時移除及（或）拒絕其對該內容的存取。同時也

可結合其他解析技術來建立地理圍欄。

ThinManager®

RELEVANCE®

位置解析

位置解析技術 
是Relevance與其他行動 
解決方案最大的差異。

* 需從Apple App Store下載iTMC行動用戶端或從ThinManager下載頁面

取得aTMC行動用戶端。

使用位置解析技術管理您的 
現代化行動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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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Manager®以建立一組行動工具可讓使用

者在移動時同樣可連接並存取其資源。

讓您的行動裝置化身為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
ThinManager提供iOS與Android裝置使用之用戶端App，可使其作

為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裝置使用。ThinManager的iTMC與
aTMC應用程式可將既有內容部署至行動裝置上。無需編寫任何程

式即可在移動中使用您的人機介面與其他應用程式。

享受真正的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裝置。

iTMC與aTMC支援許多受歡迎的ThinManager功能，包括：

• 使用者專用Relevance
• 全新Relevance位置型行動平台

• ActiveX控制項

• 條碼掃描

• MultiSession
• 用戶端對用戶端映射功能

• 即時容錯

• 完整Display Client覆寫（解析度、登入、色彩深度等）

• 停用人機介面伺服器

• 完整的功能鍵、特殊鍵（例如control、alt、F1、F2等）

• 將背景設定自訂為公司標誌等

WinTMC ThinManager的Windows®用戶端應用程式可用於搭配執行 
完整Windows10或以上版本功能平板電腦，為Surface Pro平板電腦 
或使用Windows10之裝置提供移動體驗。

ThinManager®

行動裝置
APPS

行動化 
意味著提升生產力。

無需編寫程式 
即可在行動裝置上執行 

既有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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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Manager提供許多方式可為許多知名

的人機介面量身訂作使用經驗。

管理用映射功能

ThinManager管理員可直接從ThinManager介面映射所有

人機介面。只要在選擇要映射的人機介面再按一下顯示

分頁即可。甚至可以將連接至要映射之人機介面的個別

顯示器映射下來。

人機介面對終端機映射

很多時候使用者需要檢視其他人機介面上顯示的內容。 
ThinManager的人機介面對人機介面Shadow（映射）功

能可讓使用者直接顯示在其他人機介面上執行之工作階

段的內容。本功能可減少許多故障排除的時間。

VNC檢視

V N C顯示器用戶端可讓使用者依其權限，直接從

PanelView與PanelView Plus及其他所有內建VNC伺服器

之裝置進行內容存取。結合Relevance後，亦可在行動裝

置上使用這些功能。

透過ThinManager®

映射與VNC
使用ThinManager® 

檢視其他裝置的資訊 
可說是易如反掌

映射功能可讓管理員或
使用者檢視及（或）操
作人機介面。

VNC來源可進行映射並
部署到包括行動裝置的
任何人機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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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Manager提供多項功能可採用自訂

格式部署內容。

MULTIMONITOR
MultiMonitor功能可在單一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上
顯示最多五台顯示器。MultiMonitor可用於在將工作階段擴

張到所有顯示器及（或）在各顯示器上執行單一或多個工作

階段。但不支援觸控螢幕。

MultiMonitor在MS Server 2012以上版本解析度最高可支援

8192 x 8192及64K色彩。MS Server 2008及較舊版本則解析

度限制為4096 x 2048。

ThinManager®

MULTI 
MONITOR

自訂各個螢幕 
依您想要的配置顯示內容

將單一應用程式展開
在2部顯示器上

用3部顯示器顯示不
同的工作階段

透過將個別應用程式顯示在所
屬的螢幕或將大型應用程式透
過單一人機介面展開在多個顯
示幕上，進而提高顯示效果並
擴大視野。

* 需特定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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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Virtual Screens可使用較少顯示器達到更好的 
視覺效果。

VIRTUAL SCREENS 
Virtual Screens可讓多個來源之內容以幾乎各種方式排列在螢幕 
上。管理員可自訂畫面重疊方式以便使用各人機介面上的使用

者內容設計「複合應用程式」

Virtual Screens設置方式類似攝影機重疊。透過大多數之 
ThinManager功能，可使用設定工具精靈輕鬆建立Virtual 
Screens。只要輸入畫面座標及重疊大小，再將應用程式與內容

分配到您選擇的空間中即可。

工作階段調整

工作階段調整可自動調整應用程式使其符合特定的配置或顯示

器解析度。再也不需要為了適應不同解析度重新編寫應用程

式。工作階段調整對Virtual Screens而言非常實用，因其可自

動將內容調整為建立的重疊畫面大小。

4K解析度 
因V i r t u a l  S c re e n s可增加許多內容至此用者體驗中，故 
ThinManager支援4K解析度以提升額外內容與應用程式的清晰

度。如此可將一部4K顯示器作為四部解析度為1920 x 1280之
顯示器使用，省下安裝與連接四部實體顯示器的成本。

ThinManager®

VIRTUAL 
SCREENS

以自訂配置 
在單一高解析度顯示器上 
建立「複合應用程式」

設計自訂畫面配置以部署來自
多個來源之應用程式與內容。

* 需特定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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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視覺效果使工作團隊更有生產力，且能

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運用IP或USB攝影

機擴大您的視野。

設定簡單

只要為攝影機設定IP位址將其加入到網路中、將其定義為顯示伺

服器再將其配置為一個視窗或視窗群組的一部分即可。

多種檢視選項

使使用者可選擇單一攝影機畫面、以多個畫面顯示多部攝影機

或將其重疊在既有應用程式中。使用者可設定自己的攝影機重

疊配置或從預設的配置中選用。ThinManager亦可選擇是否要展

開IP攝影機畫面。

管理頻寬

若您的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有雙乙太網路連接埠，則可

直接將IP攝影機連接到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的第二個乙

太網路連接埠。如此可大幅減少網路活動，立即可節省更多頻

寬。

優點

IP攝影機支援讓使用者可看清楚各個角落甚至牆壁的另一側。可

擴展對生產流程的視野並可作為安全工具同時監視設施的每個

角落。ThinManager的可自訂IP攝影機支援讓定義與部署各種攝

影機變得更加簡單。

ThinManager®

攝影機 
支援

設定簡單
多種檢視選項

使用IP或USB攝影機 
享受快速且流暢的
30fps HD H.264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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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MC將內建的THINMANAGER用戶端功能加入您的WINDOWS個人

電腦中

您可在您的Windows個人電腦上使用豐富的ThinManager功能，

如SmartSession、MultiSession、AppLink、Instant Failover及其

他功能。現在當您管理、配置與設計整個人機介面伺服器網路時

可有更多選項。

遠端管理您的個人電腦

透過集中設定WinTMC，可直接從ThinManager上管理您網路上的

所有個人電腦。即便使用者並未啟動人機介面伺服器工作階段，

網路管理員仍可使用ThinManager的映射功能遠端檢視與控制個

人電腦的桌面。

在您的個人電腦或人機介面伺服器上執行應用程式

部分使用者可能會需要執行本機應用程式。利用WinTMC，他們便

可輕易本地端執行之應用程式與WinTMC人機介面伺服器工作階段

間進行切換。

WinTMC與平板電腦

ThinManager的Windows®用戶端應用程式可用於搭配執行完整

Windows10或以上版本功能平板電腦，為Surface Pro平板電腦或

使用Windows10之裝置提供移動體驗。

WinTMC提供升級彈性

WinTMC可設定成以類似具ThinManager功能之精簡型用戶端

（Thin Client）的方式運作。非常適合逐步從個人電腦轉移成專用

的ThinManager功能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為您的IT預算

提供彈性，讓您將投資新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硬體的錢花

在刀口上。

ThinManager®

WinTMC
讓您的個人電腦 

像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般 
運作

個人電腦 
 = 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 

= 更低的整體擁有成本

W i n T M C可讓您管理
個人電腦及在Remote 
Desktop伺服器上的主
機應用程式，讓網路端
的更新更簡單同時也可
明顯降低您的整體擁有
成本。

ThinManager®為使用個人電腦作為其

Remote Desktop服務網路一部分之公司 
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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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資源時，SmartSession會決定人機介

面配置方式讓Remote Desktop伺服器能維持

在最佳效率下運作。

SMARTSESSION
現在您的醫療設施中有許多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在執行重要的應

用程式。這些應用程式會需要多個Remote Desktop伺服器以支援您所有的

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您該如何決定各個用戶端該與那個Remote 
Desktop服務伺服器連線？ 何不讓ThinManager幫您決定就好？

使用SmartSession功能時，等於提升了負載平衡的效果。與其手動設定該

將用戶端連線到那個伺服器，不如讓ThinManager依可用的人機介面伺服

器狀況即時決定。SmartSession會將不同CPU用量、記憶體用量以及既有

工作階段資訊列入考量，計算出最適合下一個用戶端工作階段的伺服器。

當您新增用戶端並需要更多伺服器效能支援時，只要將另一個Remote 
Desktop伺服器加到您的SmartSession群組中，其便會與其他伺服器做負

載平衡並待命接收用戶端工作階段。再也不需要做複雜的設定管理。

使用佇列功能將伺服器壓力及當許多用戶端同時嘗試在同一伺服器上啟動

工作階段時會發生的硬碟濫用降到最低。佇列功能會將用戶端排序並維持

系統運作順暢。

即時容錯

ThinManager亦提供即時伺服器容錯之安全功能。若伺服器離線， 
ThinManager會立即無中斷地將所有用戶端切換至備援。

ThinManager®

SMART 
SERVER

讓您的中央伺服器 
更聰明、網路更安全

伺服器負載平衡
自動配置

SmartSession會為各用戶端
工作階段決定最適合的伺服
器。即時容錯會在副伺服器上
執行工作階段以防止因伺服器
故障而造成停機。



生產力功能 安全功能視覺化功能 行動功能

ThinManager提供多種管理員與使用者

通知方式，可告知ThinManager網路中

特定事件的執行時機。

認證電子郵件

認證電子郵件可不使用代理伺服器直接從公司的郵件伺服器

發送電子郵件。

SMS訊息

SMS可將文字訊息發送到使用者的行動裝置，使其即時看到

運作事件。

人機介面訊息

ThinManager亦可直接發送訊息至任一人機介面，作為操作

員的即時通知。

報表

報表功能可提供ThinManager環境下所管理之每個裝置、使

用者及位置的歷史記錄。如有需要，報表亦可採排程方式定

期發送。

透過ThinManager®

獲得通知 豐富的通知功能選項

從ThinManager系統直
接發送電子郵件到您認
可的電子郵件系統。

重要通知亦可直接發送到 
員工的行動裝置上。



獨有的硬體啟用功技術、可擴充的精簡型用

戶端（Thin Client）管理方案。

XLr標準授權（5套、10、25套）

Relevance、MultiMonitor、PXE Boot、WinTMC、MultiSession、 
SmartSession、虛擬機器管理、iOS App、AppLink、自動容錯、即時容錯、 
人機介面映射、遠端管理、備援乙太網路、觸控螢幕支援、共用鍵盤與滑

鼠等應有盡有。

企業授權

伺服器授權包括2部ThinManager伺服器授權，提供同地備援功能。其可在

單一網路中建立不限數量的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與人機介面伺服

器。

FLEX授權

ThinManager FLEX授權讓使用者能購買一個群組之授權並用在多個設施

中。若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FLEX資料頁。

RELEVANCE位置型行動解決方案

輕鬆為您的ThinManager安裝加入位置相關功能。

MUNICI-PACK授權

此授權模式可讓主管單位將授權配置到其下所管轄的多個工廠與設施。

備援

ThinManager提供2種備援伺服器選項：

鏡射式備援會將一組伺服器同步，其中一台作為主伺服器端，而另一台則

扮演「檢視專用」介面。

完整備援採用一組備援伺服器，以可完整存取之ThinManager圖形化使用

者介面將兩者的配置儲存起來。

ThinManager®

授權

數量評估...
請下載我們的ROI計算器。
我們已建立一組工具可幫助您計算轉換成ThinManager精

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技術後所能省下的成本。現在

就下載免費工具吧！

www.thinmanager.com/roi 

完整平台
彈性方案
ROI工具



Thinmanager Flex授權讓使用者能購買一個

群組之授權並用在多個地點中。

以需求導向方式精準並彈性地將ThinManager用戶端連線配置到您全球

的設施中。ThinManager FLEX授權分為100、250或500部ThinManager 
XLr獨立備援人機介面同時連線授權，可配置到多個網路上不限位置與

數量之ThinServer組（主要／備份）中。

範例：

• HQ公司有一個總部、3座營運中的設
備及1座建造中的設施。

• 其已購買250個授權的ThinManager 
FLEX。

• 總部與營運中設施目前使用225個授
權。

• 當新設施完工後，其便有25個授權可
供使用。

FLEX授權包的更多優點：

• 集中管理ThinManager用戶端連線。

• 可在多個設施中使用。

• 無網路與伺服器數量限制。

• 可增加額外授權。

• ThinManager FLEX授權包含第一年的Platform Maintenance。
• 可進入私人ThinManager授權伺服器入口網站建立與發送使用授權。

ThinManager®

FLEX授權
適合多座設施
無網路限制

可增加額外授權

ThinManager FLEX授權
包含第一年的Platform 
Maintenance。

PLANT
A

PLANT
B

HQ

PLANT
D

PLANT
C

25

75

50

75

25



Platform Maintenance是一套功能完整的計

畫，可確保您的ThinManager系統能和設施

與時俱進，將投資降到最低。

提供免費版本升級

Platform Maintenance提供ThinManager、ThinServer、Relevance、Thin 
Manager韌體、人機介面功能資料庫的升級服務以及觸控螢幕驅動程式 
（只要當新版本釋出時您的Platform Maintenance方案有效即可）。天下

沒有白吃的午餐！Platform Maintenance可讓您免於花費更多的錢購買升

級之苦。

使用即時技術支援

ThinManager技術支援部門由ThinManager開發者營運。您的來電將由友

善、充滿知識的技術支援團隊處理，協助您使用ThinManager並讓您的系

統服務不中斷。

獨家折扣機會

Platform Maintenance用戶可享有豐富的產品獨家折扣，包括訓練活動、

新產品優惠、ThinManager顧客活動等等。

享有升級成ENTERPRISE/FLX的資格

ThinManager是一套可高度擴充之解決方案。對於希望從既有版本升級成

Enterprise或Flex授權的Platform Maintenance顧客，ThinManager可提供

直接折扣的升級選項。可享有的折扣依您最初購買的價格為基準。

可進行擁有權／位置移轉

Platform Maintenance顧客享有免費的ThinManager授權位置移轉權利。

ThinManager®

PLATFORM 
MAINTENANCE

將您的每一分錢花在刀
口上並隨時以最新的工
具維持您的生產力。

免費版本升級
專業電話支援

獨家優惠
升級折扣權利

擁有權／位置移轉

ThinManager Platform Maintenance方案提供顧客一年的技術支援。電話支援服務時間為週一到週五 
9 A.M.到5 P.M. EST，不含國定假日。下班時間與週末，Platform Maintenance方案顧客可透過留言或發
送電子郵件給支援人員。技術支援專員會在下一工作日回電。我們可支援ThinManager、Relevance、 
具ThinManager功能之硬體以及「ACP」精簡型用戶端（Thin Client）系統。我們保留將人機介面伺 
服器應用程式問題轉介至合適應用程式廠商之權利。擁有Platform Maintenance方案之顧客會收到
ThinManager、ThinServer、韌體、人機介面功能資料庫、模組與觸控螢幕驅動程式之免費升級內容。

所有已在伺服器上啟用的產品授權或主授權底下的同步伺服器組必須要該主授權的Platform Maintenance 
標記為「具有Platform Maintenance」才能以電話聯絡我們的即時技術支援團隊。

Platform Maintenance未包含之產品授權會將主授權預設的「具有Platform Maintenance」變成「無
Platform Maintenance」，故建議不要將其加到PM服務未涵蓋的裝置中。Platform Maintenance有包
含之產品授權無法將主設權預設的「具有Platform Maintenance」變成「無Platform Maintenance」，
故建議在其自己的伺服器或伺服器組上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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