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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此資料庫為一文學主題文本資料庫，除了
收錄法國文學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檢索系統外，
更收錄Bibliopolis出版社發行之法國文學
作品，內容囊括法國文學之重要領域與題
材，分為八大主題(請見下頁)：



內容簡介

• 文學評論(La Critique littéraire de Laharpe à Proust) 
• 法國17 世紀小說(Les Romans du 17e siècle)
• 關於藝術的書寫(Les Écrits sur l’art de Diderot à Proust)
• 浪漫主義(Autour du Romantisme, le roman)
• 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小說家(Les Romanciers réalistes et 

naturalistes)
• 法國大革命與帝國時期文學(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vus par les historiens du 19e siècle)
• 法國詩歌(La Poésie française)
• 大時代戲劇(Théâtre du grand siècle) 



資料庫首頁

點選《COLLECTIONS》
即可觀看本計畫購買之
同出版社資料庫清單

點選主視窗右上方的
《AIDE》即可觀看本資
料庫的使用操作說明



資料庫首頁

點選此處可進入資
料庫檢索表格

資料庫主題單元列表



右欄-檢索表格

於此空格輸入關鍵字,即針對資料庫全文做檢索,
如《nostalgie》

作者
作品名
出版項
出版年份

索引

填寫完檢索表格後,點選
《LANCER LA RECHERCHE》
即開始檢索

選擇欲檢
索的主題



檢索結果

檢索字詞以紅
色字體呈現

檢索結果內文
檢索結果清單:於左
欄點選欲觀看的資
料,右欄即出現相對
應的內容



檢索結果

作者名
作品名出版項章節名稱

頁碼



檢索結果

點
選
此
部
分
選
項
以
觀
看

更
多
檢
索
結
果
清
單

進入該冊數的第一頁,
進入該冊數的最終頁

進入瀏覽過的上一頁,
進入瀏覽過的下一頁上一頁,下一頁



檢索結果

縮放字體

將正在瀏覽的頁
面儲存至電腦中列印正在瀏

覽的頁面



建立個人帳號

個人帳號(Profil)：點選此功能,
頁面即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於空格中輸入自訂的帳號及密碼,
勾選《Création d’un nouveau 
profil》,並點擊《Valider》,即完
成個人帳號的設定。



登錄個人帳號

點選個人帳號功能
(PROFIL),頁面即會出
現一彈跳視窗

於空格中輸入既定的帳號
及密碼,並點擊
《Valider》,即可進入個
人化的資料庫使用環境。



個人帳號說明

• 個人帳號的作用,在提供使用者個人化的服務。
• 本資料庫部分附加功能,僅在使用者建立並使用個人帳
號的情形下才能生效。

• 使用者建立的個人帳號通用於本資料庫出版商所發行
的其他資料庫,包含：
-Corpus de la littérature narrative du moyen âge au 20e

siècle

-Corpus des dictionnaire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19e siècle



附加功能-內文檢索

點選內文檢索功能,網
頁即出現一彈跳視窗

勾選欲查詢的範圍

點擊《Valider》即開始檢索

輸入欲檢索的關鍵字,
如《terre》



附加功能-內文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列表: 點選欲查
詢的資料名稱,即可觀看
對應的資料內容

檢索字詞以紅
色字體呈現



附加功能-個人筆記

筆記：點選此圖示網頁下
方即會出現一空白方框

於空白處輸入個人註記

於空白處輸入註記後,點選《Enregistrer 
les modifications》以儲存個人筆記



附加功能-觀看個人筆記
將左欄切換至個人
筆記模式(Notes 
personnelles)

點選個人筆記(Notes personnelles)圖示

選擇欲觀看個
人筆記資料

個人筆記內容



附加功能-書籤

於空格中輸入欲儲存的書籤名稱,
並點擊《Valider》以儲存書籤。

•書籤：點選此圖示,頁面即
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書籤的功能在於將正在瀏
覽的頁面加入書籤儲存,以
便下次使用本資料庫時觀看



附加功能-觀看書籤
1. 將左欄切換至

書籤模式(signets)

2. 選擇欲觀看
的書籤名稱

3. 網頁右欄即出
現對應的資料內容



附加功能-語料庫

於右欄檢索模式下點選下方的
《CORPUS》選項,網頁即顯現
語料庫(corpus)功能選單

檢索模式



附加功能-建立個人語料庫

點選《Nouveau》網
頁即會出現一彈跳視
窗

於空格中填入欲建
立的語料庫名稱,並
點擊《Valider》即
完成語料庫的建立



附加功能-選擇特定語料庫

1. 點選《Liste》網頁即
會出現一彈跳視窗,呈
現所有已建立的語料
庫清單

2. 點選欲使用的語
料庫名稱,即進入
該語料庫環境中

3. 此處顯示選定
的語料庫名稱



附加功能-將資料儲存於特定語料庫

2. 在文章模式下,點選此圖
示,可將正在觀看的頁面
加入選定的語料庫中

1. 文章模式

3. 當此視窗出現,即表示成功將文章
加入選定的語料庫中,點擊《OK》
結束視窗即可



附加功能-觀看語料庫內容

2. 選定語料庫後,點擊《Afficher le contenu》,
即可觀看該語料庫所收錄的資料清單(左欄)
及資料內容(右欄)

3. 資料清單: 點選與觀看的
資料名稱即可於右欄中觀
看對應的資料內容

1. 檢索模式



附加功能-更改語料庫名稱

2. 選定語料庫後,點擊
《Renommer》,網頁
即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3. 於空格中填寫欲修改
的名稱,並點擊
《Valider》即完成語
料庫名稱修改

1. 檢索模式



附加功能-針對特定語料庫作檢索

2. 選擇特定語料庫後,勾選
《Recherhee dans le corpus》

1. 輸入關鍵字,如《ciel》

3. 點擊《LANCER LA 
RECHERCHE》即開
始檢索工作



附加功能-檢索紀錄查詢

1. 檢索模式

2. 點擊此圖示頁面即出
現一彈跳視窗,呈現先
前的檢索紀錄3. 點選合適的檢索紀錄,

對應的檢索條件即
出現於檢索表格中



使用完畢登出個人帳號

於資料庫任何頁面中,點選網頁右上方
的《Déconnexion》即可結束當次使
用狀態,並離開資料庫頁面。



計畫網址：HTTP://FRENCH2.NCCU.EDU.TW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
法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http://french2.ncc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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