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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此資料庫為法國出版社Classique Garnier Numérique與法國教
育部國家遠程教育中心(CNED)共同製作，收錄中世紀到20世
紀之法國敘事文學作品全文(小說、短篇小說以及其它敘事文
體等)，橫跨年代久遠，內容按照作者、作品、文類、出版年
份等分類，數量超過1 000部。

本資料庫的特點在於收錄的內容囊括法國大學、高中與國中
之法語課程資料，且收錄版本皆為最新或具公信力的版本，
而中世紀的作品更同時提供古法文和現代法文兩個版本，以
利使用者對照，對於學術研究與教學均有所助益。



內容簡介

本資料庫收錄的作品或作家於法國文學領域中皆佔有重要地
位，數量繁多，以下列舉其中幾項：

 中世紀：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列那狐傳奇(Roman 

de Renart)、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等

 17世紀：拉封登(Jean de la Fontaine)、蓋蘭德

(Antoine Galland)、貝洛(Charles Perrault)…等

 18世紀：馬里沃(Marivaux)、盧梭(Rousseau)、

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

 19-20世紀：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左拉(Émile Zol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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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檢索(RECHERCHE SIMPLE)及進
階檢索(RECHERCHE AVANCÉE)

•作者: 依作者名稱瀏覽
•作品名: 依作品名稱瀏覽
•文體: 依文體類型瀏覽
•作品年代: 依作品年代瀏覽
•簡單檢索
•進階檢索



右欄-檢索表格-簡單檢索

於此空格輸入關鍵字,即針對資料庫全文做檢索

索引

文類
作者
作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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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欄-檢索表格-進階檢索

於此空格輸入關鍵字

文類
作者
作品名
寫作年份

索引

選擇檢索範圍:依照
作品的架構區分

選擇檢索範圍:依
照注釋的種類區分



檢索結果

檢索字詞將
以紅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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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名

作品名
出版地

出版日期與初版日期



檢索結果

點
選
此
部
分
選
項
以
觀
看

更
多
檢
索
結
果
清
單

進入該作品的首頁,
進入該作品的最終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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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文章的書寫方式(Graphie)
選擇注釋呈現的位置(Notes)
縮放字體(Affic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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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iothèque des let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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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模式



附加功能-內文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列表

檢索結果以紅
色字體呈現



附加功能-個人筆記

注釋/筆記：點選此圖示網
頁下方即會出現一空白方框

於空白處輸入個人注釋/筆記

於空白處輸入註記後,點選
《Enregistrer les modifications》以
儲存個人注釋/筆記



附加功能-觀看個人筆記

1. 將左欄切換至個人注釋/筆記模
式(Notes personnelles)

3. 點選個人注釋/筆記(Notes personnelles)圖示

2. 選擇欲觀看個人注
釋/筆記資料

個人注釋/筆記內容



附加功能-書籤

於空白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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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下
次使用本資料庫時觀看



附加功能-觀看書籤

將左欄切換至書籤
模式(signets)

選擇欲觀看的
書籤資料

網頁右欄即出現
對應的資料內容



附加功能-語料庫

於右欄進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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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檢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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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欲觀看的
資料名稱即可於右欄中觀
看對應的資料內容

1.進階檢索模式



附加功能-更改語料庫名稱

1. 選定語料庫後,點擊《Renommer》,
網頁即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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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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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herche dans le corpus》

1. 輸入關鍵字

3. 點擊《LANCER LA RECHERCHE》
即開始檢索工作



附加功能-檢索紀錄查詢

進階檢索模式

點擊此圖示頁面即出
現一彈跳視窗,呈現先
前的檢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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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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