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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與簡介

« ENCYCLOPÆ DIA UNIVERSALIS »(環球百
科全書)的編撰起始於1968年，共包含30卷。

自1999年起，本法語綜合百科全書開始透過網
路傳遞，網址為：www.universalis-edu.com

http://www.universalis-edu.com/�
http://www.universalis-edu.com/�
http://www.universalis-edu.com/�


收錄內容

內容囊括各種領域之知識，計約33 000篇文章，由超過6 
600位學者人士編撰而成，其中包含多位諾貝爾獎得主。

24 000筆多媒體影音資源

350 000 liens

120 000筆參考書目資訊

地圖集《Atlas》收錄超過400筆地理、政治、及行政型地
圖資訊。



不只是百科全書

每周提供新的文章

每月提供針對時事解碼或相關主題討論之相
關文獻。

每日大事記：透過該大事記可查閱相關主題
文章

近三年文獻檔案庫



關鍵字查詢
Recherche par mot clé

上圖為本資料庫之首頁。關鍵字查詢的功能旨在方便使
用者透過相關字辭在資料庫中進行檢索動作。使用者僅
需在網頁上方《Rechercher》 右方的空格中填入欲查詢
的字辭(不限於一字)，然後於鍵盤上按下《Enter》鍵、
或用滑鼠點選空格右方的《OK》，系統即會開始進行相
關之檢索動作。此處以法文單字 《racine》 為例。



檢索結果頁面
La page de résultats

檢索結果頁面分為左右兩
欄，本資料庫會將搜尋到
的資料分類編列於視窗的
左欄。以單字《racine》為
例 ， 可 分 為 數 類 ：
《RACINE, botanique》
《RACINE, linguistique》,
及《RACINE JEAN》…等。
點選欲查詢之類別，相關
內容將呈現於視窗的右欄。



觀看檢索結果
Consulter les résultats

進入欲查詢的資料類別(如
《RACINE, botanique》)
後，網頁的右欄即出現收
錄內容之標題，依據資源
形式之不同，其標題分別
以三種形式呈現：
•大 寫 字 母 ： 文 章
(articles)
•小 寫 字 母 ： 檔 案 資 料
(dossiers)
•底色藍色之小寫字母：
多媒體形式資源(médias)



預覽資源
L’aperçu avant consultation

使用者可根據需
求，透過勾
選 《texte》
或 《médias》
來篩選資源內容。

將滑鼠游標移置欲預覽的資源標題上方(不需點選)，網頁
即會依照資源形式之不同，而以不同方式呈現資源的部分
內容：
• Article：顯示數行摘錄內容
• Média：顯示一張圖片及說明文字(如圖)
• Dossier：不提供預覽功能
欲觀看某資源之全文內容，僅需點選該資源之標題。



觀看文章
Ouvrir un article

點選欲觀看的文章標題
後，網頁的右欄即會出
現該文章的內容供讀者
查閱。

若欲觀看該類別收錄的其他資
源，僅需對著視窗左欄之
《Contexte》點擊滑鼠左鍵一
下，左欄即會顯示該類別之其
他資源標題，點選欲查閱的資
源標題後，該資源內容即會顯
示在網頁右欄上。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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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多媒體資源
Ouvrir un média

點選欲觀看的多媒體資源後，螢幕將出現另一個視窗。
根據媒體資源形式的不同，使用者可依照視窗上的指
示觀看資源內容。此圖為音效檔案，點選播放之後即
可欣賞該曲目，並瀏覽相關說明。點選視窗右上方的
《Fermer》即可將該視窗關閉



主題式查詢
Recherche par thème

點選網頁右上方的《classification》，即可進入本資料庫
之主題式查詢清單。該查詢清單以樹枝狀排列，共分為22
個 學 科 (discipline) ， 每 個 學 科 項 下 包 含 數 個 領 域
(domaine)，每個領域項下又包含數個子領域 (sous-
domaines)，以此類推。



觀看主題式查詢清單 I
La page de résultat I

主題式查詢清單的頁面分為左右兩欄。以上圖為例，使
用者僅需依照需求點選左欄的學科、領域及領域…等，
相關結果即會在網頁的右欄呈現。然後依照前述觀看資
源的方式即可查閱需要的資源。若欲收閉已展開學科或
領域項目，僅需再次點選其學科或類別名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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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主題式查詢清單 II
La page de résultat II

主題式清單的第二層(前述之《domaine》)中，通常皆
涵蓋一相關網站連結匯整。如在學科”Arts”中的“Mode”
領域中，即包含一個以綠色字體呈現、名為《Mode sur
Internet》的選項。點選該選項，網頁右欄即出現相關
網站清單。收錄的網站資源皆由本資料庫篩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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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庫
Le module Atlas

Les représentations cartographiques

Les données statistiques de géographique 
humaine

Cartes et données sont proposées pays par pays



觀看Atlas頁面

點選本資料庫頁面右上角、或是首頁左方之Atlas選
項，即可進入本資料庫之地圖庫。地圖集的頁面可
分為兩欄。使用者可透過左欄的《Continents》、
《Pays》及《Planisphère》三個選項依需求查詢
此地圖庫。



觀看Module bibliothèque頁面

點選本資料庫頁面右上角、或是首頁左方之Bibliothèque
選項，即可進入本資料庫之藏書庫。藏書庫的頁面分為
左右兩欄，使用者可透過左欄之年代(Époques)及主題
(Thèmes)選項，依需求勾選欲查詢資源的查詢要件(可
複選)，勾選完後點選左欄下方之《Lancer la recherche》
系統即會開始進行檢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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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顯示於網頁的右欄，共分為三部分：
作品標題(Titre)、作品作者(Auteur)、作品初
版年代(Année)。點選作品標題即可進入有關該
作品的評論文章；點選作者名稱則可查閱該作
品作者之生平介紹。



進階查詢頁面
La recherche avancée

於本資料庫任一頁面之右上方點選《Recherche
avancée》，即可進入進階搜尋頁面。該頁面分為左右
兩欄，於左欄填寫欲查詢資料的查詢要件，檢索之結果
即會呈現於網頁的右欄。



進階檢索方式
Effectuer une recherche avancée

於左欄空白處填寫欲查詢的
關鍵字(建議至少3個)，並配
合 布 林 邏 輯 運 算 子
(ET,OU,SAUF…等 )、搜尋
範圍、及搜尋主題之設定，
最後點選《Rechercher》後
系統即會開始檢索工作。有
關運算子之說明詳列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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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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RE ET VERT》
根據此字串，系統會查詢同時包含《ARBRE
》和《VERT》的資源，而排除只包含其中一
個檢索字辭的資源。

ET僅 包 含
ARBRE ， 不
納入

僅包含VERT，
不納入

同時包含ARBRE和VERT，納入檢索結果中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II
《OU》

• 《OU》：此運算子方便使用者搜尋兩個檢索
字辭間之聯集，將搜尋範圍擴大。

範例：《ARBRE OU VERT》。

根據此字串，資料庫會搜尋所有包含《
ARBRE》和《VERT》 的資源：

-僅包含《ARBRE》的資源

-僅包含《VERT》的資源

-同時包含《ARBRE》和《V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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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les parenthèses)：此運算子方便使
用者組合欲查詢的檢索字串，若不使用此
運算子，則系統會依照字串的排列順序搜
尋資料。

範例：

字串一：(MOZART OU CHOPIN) ET MUSICIEN
字串二：MOZART OU (CHOPIN ET MUSICIEN)
以上兩字串的檢索順序不同，檢索結果也不同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IV-2
《( )》

•字串一：(MOZART OU CHOPIN) ET MUSICIEN
根據此檢索字串，搜尋到的資源不是同時包含《
Mozart》 和 《musicien》，就是同時包含《
Chopin》和《musicien》，有以下幾種可能：

- 同時包含《Mozart》 和 《musicien》
- 同時包含《Chopin》和《musicien》
- 同時包含《Mozart》、《Chopin》、《musicien》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IV-3
《( )》

•字串二：MOZART OU (CHOPIN ET MUSICIEN)
根據此檢索字串，搜尋到的資源有以下幾
種可能：

- 僅包含《Mozart》
- 同時包含《Chopin》 和《musicien》
- 同時包含《Mozart》、《Chopin》、《musi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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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 ET SAUF”》。

根據此字串，系統會搜尋資料中完整且確切

包含《sain et sauf》 (安然無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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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

• 《P/n》：用於設定兩關鍵字辭間相隔的最
大距離(以字數計)，使用時需以期望間隔
的字數替換英文字母《n》。

範例：《ARBRE P/5 VERT》 。

根據此字串，系統將搜尋同時包含《ARBRE
》和《VERT》兩字，且兩字最遠間隔不超過5
個字的資源。



布林邏輯運算子說明 V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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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僅能對一個字辭產生作用。

範例：《CHEVA*》。

根據此檢索字辭，系統會尋找所有包含《
CHEVA》 的 字 ， 包 括 《CHEVAL》 、 《
CHEVALIN》 、 《CHEVAUX》 、 《
CHEVALIER》、《CHEVALIER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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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

• 《?》(point d’intérrogation)：此符號可用
於代替任一字母。

範例：《S?NO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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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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