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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檢索頁面
Bases matières

於資料庫首頁的左方或上方點選《Bases matières》即
可進入綜合檢索畫面，透過此功能，可整合查詢資料庫
收錄的所有資源，使用者也可依需求透過綜合檢索頁面
篩選欲查詢的資源類別。



綜合關鍵字檢索表格
Bases matières

如欲事先篩選檢索的資源
類別，則可於下欄勾選欲
檢索的資源類別

1

2

3

綜合檢索頁面分為上下兩
欄。檢索時先於上欄填妥
檢索字辭並選定運算子。

點 選 網 頁 右 方 的
《Lancer la recherche》，
資料庫即開始檢索工作。

若欲刪除原本的檢索字辭，
點選網頁的 即可開
始新的檢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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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I
ET

• 《ET》：此運算子用於連結兩個檢索字辭

範例：《contrat ET assurance》

根據此字串，系統會查詢同時包含《contrat》
和《assurance》的資源，而排除只包含其中一
個檢索字辭的資源。

ET僅 包 含
contrat ，
不納入

僅 包 含
assurance，
不納入

同時包含contrat和assurance，納入檢索結果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II
OU

• 《OU》：運用此運算子，搜尋到的資源將
至少包含一個檢索字辭，將搜尋範圍擴大。

範例：《contrat OU assurance》。

根據此字串，資料庫會搜尋所有包含《contrat》
和《assurance》 的資源：

-僅包含《contrat》的資源

-僅包含《assurance》的資源

-同時包含《contrat》和《assurance》的資源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III
SAUF

• 《SAUF》：此運算子方便使用者在搜尋的
時候刪除不需要的部分。

範例：《YORK SAUF NEW》。

如此系統會查詢包含《YORK》但不包括
《NEW》的資源，這樣一來，包含《NEW 
YORK》這個字串的資源將被排除於搜尋結
果清單之外。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IV
à proximité

• à proximité：此運算子表示兩檢索字辭在文章中
的最大距離為9個字。

範例：《contrat assurance》

在檢索表格中填入《contrat assurance》→選擇《à 

proximité》運算子→點選《Lancer la Recherche》，

資料庫即開始搜尋包含contrat和assurance兩字的

資源，且兩字距離最多不超過9個字。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V
《“ ”》

• 《“ ”》(guillemets)：此運算子對檢索字辭有
限定的作用。

範例：《”now and forever”》。

根據此字串，系統會搜尋資料中完整且確切

包含《 now and forever 》這個字串的資源，

而排除那些僅包含此字串部分組成要素，或

是雖然包含此字串的所有要素、排列組合卻

不同於此字串的資源。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VI
《*》

• 《*》(astérisque)：此運算子方便使用者將搜
尋範圍擴大到檢索字辭之派生詞，用於搜尋一
個字的起首字母(le début d’un mot)。

範例：《 qualif* 》。

根據此檢索字辭，系統會尋找所有包含
《qualif》 的 字 ， 包 括 《qualifiable》,
《qualificatif》,《qualificative》,
《 qualification》…等;以及其他陰陽性及單複
數變化的相關字辭。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VII
caractère joker

• 《?》(point d’intérrogation)：當使用者不確
定欲查詢的字辭如何拼時，此符號可用於
代替任一字母。

範例：《cons?ruc?ion》。

根據此檢索字辭，系統將於資料庫中搜尋
所有包含符合此條件字辭的資源。



綜合分類查詢選單
accès direct à un fonds documentaire

依需求點選右欄中的各種
查詢方式，即可進行檢索
工作。

1 2

左欄的內容以樹枝狀排列，
點選各選項前方的 ，即可
瀏覽該選項項下的子類別。

若沒有特定的關鍵字需要查詢，可點選《Accès direct à
un fonds documentaire》模式，直接瀏覽各類資源



觀看檢索結果 I
résultats I

點選欲查閱的
分類，相關資
源即會在網頁
右欄呈現。

檢索工作結束後，點選 可進入檢索結果頁
面，分為左右兩欄，可依需求於左欄點選標籤以決定
資源排列順序：
•《PRODUITS》以資源類型區分
•《THÈMES》以內容主題類別分類檢索結果清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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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檢索結果 II
résultats II

檢索結果清單顯示於網頁
右欄，點選資源標題後，
即可查閱該資源內文

檢索結果清單
之頁數。透過
此功能可查閱
更多檢索結果

點選此選項可
回到檢索頁面



主題檢索

除了整合檢索外，本資料庫亦可分為七個主

題小單元，並各別提供主題資源檢索頁面：

資源名稱

時事資源(Dalloz Actualité)

法典(Codes)

法院判例(Dalloz Jurisprudence)

期刊(Revues)

百科全書與彙編(répertoires)

訴訟(Action)

書狀範例(Formules)



時事資源
Dalloz Actualité

點選資料庫首頁左方或每頁上方的《Dalloz
actualité》，即可開始查閱資料庫收錄的法律時
事相關資源。



重點時事評論
l’essentiel

點選資源下方的藍色字體則可查閱有關該時事的判
決內容。另外，進入此資源全文內容後，點選上下
文間之 即可查閱本資料庫收錄的相關主題資源。

點選資源紅色標題
或文章旁的《Lire la
suite》即可閱讀針對
該時事判決之評論



觀看其他時事資源
les dépêches et les brèves

除了重點時事外，更提供快訊(les Brèves)和電稿(les
dépêches)，分別在時事資源頁面的左下方和右方，
其查閱方式和重點時事相同。



時事資源相關功能 I
outils supplémentaires

查閱完某時事評論後，點選文章左上方的
可查閱前、後兩篇時事評論；亦可點選網頁左上方之

，以回到即時事資源頁面。



時事資源相關功能 II
outils supplémentaires

時事資源首頁右上方的四個選項分別代表四種功能：
•法國及歐盟官方公報每日要文(Au JO du jour)
•每日時事相關的期刊文章(Revue de presse)
•各項指數與稅率(Indices et taux)
•有關法學相關之研討會或相關事件等之行事曆(Agenda)



時事資源檢索
recherche rapide et approfondie

時事資源頁面上方有一快速檢索欄，僅需填入欲搜詢
的字辭，按下鍵盤之Enter鍵，資料庫即會開始對時事
資源進行檢索工作。若需要更精確的檢索功能，則可
點選網頁上的《Recherche approfondie》。



分類瀏覽近日時事新聞
accès par matière

除了關鍵字檢索外，使用者亦可利用分類主題的方式瀏
覽時事資源。點選網頁上方《Accès par matière：》列中
的選項，選擇欲查詢的主題類別，即可進入時事資料清
單，唯由此方式查詢到的資料回溯期限最長為一個月。



法典資源
codes

點選網頁上方的《Codes》，即
可進入法典資源頁面



法典清單
codes disponibles

進入法典頁面後，網頁將出現一彈跳視窗，呈現本
資料庫收錄的法典名稱。點選欲查詢資源右方的
《Rechercher》即可進入該資源的檢索界面



以關鍵字檢索法典
texte intégral

檢索見面共有兩個檢索表格，分別為簡單檢索《Texte
intégral》和進階檢索《Recherche avancée》，兩者可
分開或同時使用。上表為簡單檢索表格，僅需依循綜
合檢索表格的檢索步驟，資料庫即會開始檢索工作；
進階檢索的步驟亦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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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例資源
Dalloz Jurisprudence

點選資料庫首頁左方或是每頁上方的
《Dalloz jurisprudence》選項，即可進
入法院判例的檢索頁面。



關鍵字簡易檢索
texte intégral

進入法院判例檢索頁面後，網頁會出現兩個檢索表格，
簡易檢索的方式，僅需於上方的《TEXTE INTÉGRAL》
表格中填入欲檢索的字辭，並選擇運算子(參見頁5-11)，
然後點選網頁右方的 ，資料庫即會開始檢索
工作。進階檢索亦同。步驟與綜合檢索表格大致相同

1 2



進階檢索
recherche avancée

進階檢索的表格可配合簡易檢索的表格一
起使用。勾選並填寫進階檢索表格後，點
選網頁右方的 ，資料庫即會開
始檢索工作。點選 則可觀看
檢索結果。



觀看檢索結果清單
résultats

點選網頁下方的《Retour à la
recherche》即可回到檢索表格
頁面，以便重新進行檢索工作。

1

2

3

點選檢索結果表格上方的
《Trier la liste par》選項，即
可以不同方式排列檢索結果

點選紅色標題即
可進入資源全文
內容



點選 可將字體放大
或縮小，點選 可將該
資源存取為TRF格式，
而點點選 可將該資源
轉寄，點選 則可列印
該檔案

進入資料全文頁面後，點選附
底線的紅色字體，網頁即會出
現一彈跳視窗，顯示本資料庫
收錄的相關主題內容

資源內文相關功能
outils

點 選 網 頁 下 方 的
《Retour à la recherche》
或《Liste de résultats》
可分別回到檢索介面或
檢索檢索結果頁面。



期刊資源
Revues

點選資料庫首頁上方的《Revues》即可
進入期刊資源頁面。



期刊清單
revues disponibles

進入期刊資源頁面後，網頁會出現一彈跳視窗，顯示
本資料庫收錄的期刊清單，於欲查詢的期刊右方點選
《Rechercher》，即可進入該期刊檢索頁面



期刊資源檢索 I
Rechercher

《Rechercher》檢索表格有兩種：《Texte intégral》
和《Recherche avancée》。兩種檢索模式可分開或同
時配合使用，檢索方式大致與綜合檢索欄位相同。

兩 種 查 詢 模 式 ：
《Rechercher》 及
Table analytique》



期刊資源檢索 II
Table analytique

《Table analytique》的查詢模式呈樹枝狀，以
不同類別主題組成。點選 以觀看各層的子類
別，選定欲查詢的主題類別，並點選網頁右下
方的《AFFICHER》即可觀看查詢結果清單。



觀看期刊資源檢索結果清單
résultats

於清單中點選欲查閱的資
源標題，即可查閱該筆資
料的內文。

點 選 《Retours à la
recherche》可以回到
檢索界面。

清單列表頁數



法學彙編資源
répertoire

本資料庫的百科全書和各實證法彙編為合併項目，
於資料庫首頁點選《Répertoire》即可進入百科
全書查詢頁面。



法學彙編清單
répertoires disponibles

進入百科全書頁面後，網頁會出現一彈跳視窗，顯
示本資料庫收錄的百科全書和實證法彙編，決定欲
查詢的資源名稱後，點選其右方的《Rechercher》
即可進入該資源的檢索頁面。



法學彙編檢索模式 I
Rechercher

《Rechercher》查詢模式包含一檢索表格，
其檢索方式大致與綜合檢索表格相同。

檢索頁面有三種查詢
模式



法學彙編檢索模式 II
Liste des rubriques

在此搜尋模式下，網頁會顯現被查詢百科全書或
彙編的標題，呈樹枝狀結構，依照字母排序。選
取欲標題後，點選網頁右下方的 即
可進入該資源內文。



法學彙編檢索模式 III
Table d’orientation

點 選 欲 查 詢 的 條 款
(terme)，其相關資源
即會顯示於網頁右欄

相關註解以>代
表，點選紅色
附底線字體即
可查閱與查詢
字辭之解釋

點選此部分紅字可觀看
其它相關的辭彙資源

1

2

3



訴訟資源
Dalloz action

於資料庫首頁點選《 Dalloz action》即
可進入本資料庫的訴訟資源頁面。



訴訟資源清單
Dalloz Action disponibles

進入訴訟頁面後，網頁會出現一彈跳視窗，顯
示本資料庫收錄的訴訟資料清單，決定欲查詢
的資源後，點選標題右方的《Rechercher》即
可進入該資源的檢索頁面。



訴訟檢索模式 I
Rechercher

訴訟資源《Rechercher》模式的檢索方式大致與綜
合檢索表格相同；點選網頁右方的 資料
庫會開始檢索工作；點選 可觀看檢索結
果清單。

訴訟資源查詢模式有
三種，點選欲此處標
籤即可進入不同的查
詢模式。



訴訟檢索模式 II
Table des matières

選取畫面中紅色附底線的字體，然後點擊
網頁右下角的 即可觀看相關資
源內文。

在此模式下，可觀看
點選資源的目錄



訴訟檢索模式 III
Table d’orientation

點選欲查詢的條款 (terme)，
其相關資源即會顯示於網
頁右欄

點選此部分紅字可
觀看其它相關條款
資源

點選後，右方將出
現註釋條款 (terme
de renvoi)，以>符
號呈現；點選紅色
附底線的數字即可
觀看資源內文。



觀看檢索結果
résultats

在dossier的模式下，網
頁會顯示與檢索字辭相
符的資源章節。

點選Table des matières模式，
則可查閱該文章的大綱。
並可點選及查閱相關章節。



書狀範例
Formules Dalloz
於 本 資 料 庫 首 頁 點 選
《Formules》，即可進入書狀範
例頁面。



書狀範例資源清單
Formules disponibles

進入Formules頁面後，網頁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顯示其資源清單。點選標題右方的《Rechercher》
即可進入欲查詢資源的檢索頁面。



書狀範例檢索模式 I
rechercher

在《Rechercher》模式下，檢索表格
的查詢步驟與綜合檢索的步驟大致
相同。

檢索頁面有兩個查詢
模式，點選此處標籤
可轉換此兩模式。



書狀範例檢索模式 II
liste des formules

選取紅色附底線的字體，
再點選 即可查閱該資源內文。

在《Liste des formules》
搜尋模式下，網頁會顯
現一按字母排序的樹枝
狀關鍵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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