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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資料庫隸屬於法國國家研究院(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
he Scientifique)，授權法文資訊分析處理實驗室(Analyse et Trai
tement Informat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管理，收錄16至
21世紀，有關藝術、文學、科技、科學等學科領域近4 000篇文
本，為一龐大之語料庫，資料類型則涵蓋小說、詩詞、戲劇、散
文、書信及科技報告等。

 本資料庫分為兩個版本：
 Frantext intégral：包含16至20世紀之法文文本彙編，共計
由約3,500部作品組成，其中80%為文學作品，20%則為理工
領域之科技類著作。

 Frantext catégorisé：收錄的作品包含於Frantext intégral
中，年代橫跨19-20世紀(1830年之後)，共計1,940筆資料。



資料庫特色與功能
• 全文檢索≠全文查閱：使用者可對本資料庫收錄資料的全文內
容進行檢索,但無法瀏覽/閱讀本資料庫所收錄的資料/作品全文。

• 整合檢索：透過本資料庫提供的檢索功能,可突破法文中之動
詞及陰陽性變化等,使用者僅需利用字彙的原始型態即可檢索
到該字彙的其他多種變化形式。

• 外部資訊：本資料庫提供5部優質線上字典,包含不同時期的法
語定義和用法。

• 掌握語言使用趨勢/時代關注議題：透過本資料庫提供的功能,
使用者能夠掌握法語文學作品中,在不同時期所呈現的語言使
用趨勢以及關注意題。



資料庫首頁

點擊《Bibliographie》即
可觀看資料庫內容目錄

點選《Accès à Frantext 
intégral》進入資料庫首頁

http://www.frantext.fr/�


內容目錄

點選作者清單(Liste d’auteurs)、文體
清單(Liste de genres)或作品年代(Dates)
以觀看資料庫內容。
此以作者清單(Liste d’auteurs)為例，
點選《Leste d’auteurs》進入作者清單。



內容目錄-作者清單
此為作者清單(Liste d’auteurs)，
點選欲觀看的作者名稱,並點擊
《Voir les textes sélectionnés》，
即可觀看本資料庫中收錄的該作
者作品清單。

點擊《Retour au formulaire 
général》，即可回到內容
目錄頁面



資料庫使用步驟

檢索資料庫內容

利用資料庫提供

的書目檢索功能

(作品名稱、作者、

文體等)篩選出欲

研究的資料

將欲研究的資料

置入研究語料庫

(corpus de travail)

針對研究語料庫
(設定的研究範
圍)進行檢索

設定研究語料庫
(設定研究範圍) 檢索研究語料庫



資料庫首頁

將滑鼠移至首頁左方的《資料庫功
能列表》(Menu de Frantext),即可瀏
覽並選擇本資料庫的各項功能

語料庫
文本檢索

數量統計
鄰近字彙

字彙清單
文法

設定語料庫
觀看語料庫

清空語料庫
選取所有文本

匯入研究語料庫
匯出研究語料庫

第一步驟-設定語料庫:點擊
《Définition du corpus de travail》即可
進入語料庫設定功能頁面



設定語料庫功能頁面-搜尋研究資料

從資料庫目錄索引中
找尋欲研究的資料

將資料庫中的所有資
料都納入研究範圍中點擊《Aide》即可

瀏覽相關功能解說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於空格中填入關鍵字,並點擊欲檢索的
範圍(如dans l’auteur, dans le titre…等)即
可針對本資料庫中的資料做檢索

選擇檢索範圍
前,亦可設定
數個附加檢索
條件(詳情請
見下頁)



設定語料庫功能頁面-搜尋研究資料-
附加檢索條件

附加檢索條件(Options)說明：

• 《Sensible à la casse》: 檢索結果會排除大小寫與關鍵字不符的
詞彙。例如：關鍵字為《Paris》，檢索結果有可能是《Pâris》但
不會為《paris》或《parisien》..等字。

• 《Sensible aux diacritiques》: 此選項表示檢索過程將遵守區分
符號(signes diacritiques)，如搜尋《dû》時，檢索結果就不會
出現《du》。

• 《Sous-chaînes》: 檢索結果將囊括所有包含檢索字辭的字，如
：檢索《vert》，結果可能包含《vert》、《avertissement》、
《ouverte》、《vertu》…等。

• 《Bibliographie détaillée》: 結果清單會出現每部作品的書目資
訊，包含文體(genre)、出版項(éditeur)、文本授權狀態(droits)



設定語料庫-範例
Définition du corpus de travail

於空格中填入關鍵字，
如作家名《Stendhal》

點擊《dans l’auteur》
(在作者欄位中搜尋)以
針對作者名稱作檢索

http://www.frantext.fr/Dendien/scripts/regular/7fmr.exe?1;s=317555835;ISIS=isis_bbgftx.txt;TEX_CORPUS�


設定語料庫-範例
Définition du corpus de travail

勾選欲研究的文本

點擊《Ajouter les 
textes sélectionnés au 
corpus de travail》即可
將選定的文本納入研究
語料庫(研究範圍)中



針對語料庫作檢索
Recherche dans les textes

將滑鼠移至《Menu de Frantext》的
《Recherche dans les textes》，並
選擇欲進行的研究方式即可開始對
語料庫作檢索。此以《Recherche 
simple》(簡單檢索)為例。

簡單檢索
字詞共現檢索
字詞清單

檢索紀錄



針對語料庫作檢索-範例
Recherche dans les textes

於空格中輸入檢索字，
如《liberté》，並點擊《Lancer 
la recherche》開始檢索

遵守關鍵字形式
動詞變位

名詞、形容詞陰陽性變位
不定字串

http://www.frantext.fr/Dendien/scripts/regular/formRecherche.exe?11;s=434537595;FORM=S�


檢索結果-範例
Résultat de la recherche

按年代：從古至今
按年代：從今至古
按作者名字字母排序
按作品名字母排序

觀看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數量

http://www.frantext.fr/Dendien/scripts/regular/recher.exe?651;s=434537595;;�


檢索結果-範例
Résultat de la recherche

書目/引文資訊

在文章授權的狀況下，點選
《Zoom》可以觀看更大篇幅

更多檢索結果

更改文章呈現方式

設定檢索結果的引文資訊

重新設定檢索結果的排列方式

http://www.frantext.fr/Dendien/scripts/regular/browserb.exe?128;s=3175252605;r=1;�


外部資訊-即時字典功能
Hypernavigation

於文本中發現欲查詢的字時，
以滑鼠點擊該字兩下，畫面
即出現即時字典選項(如下圖)

即
時
字
典
選
單

可根據文本年代挑選適合的字典，
不需預先知道字詞的原始型態即可
查詢。此處以《monstrera》為例，
點選《Dictionnaire du Moyen 
Français》(中世紀法文字典)



外部資訊-範例
Dictionnaire du Moyen Français(中世紀法文字典)

中世紀法文字典

字詞解釋



分析字詞出現頻率-掌握語言使用趨勢/時代關注議題

Etude de la distribution des fréquences

將滑鼠移至《Menu de Frantext》的
《Calculs de fréquences》，並選擇欲進行
的研究方式即可開始對語料庫作檢索。此
以《Répartition de la fréquence de mots 
donnés dans le corpus de travail》為例



分析字詞出現頻率-範例
Etude de la distribution des fréquences

於空格中輸入關鍵字。
以《liberté》(自由)為例

勾選Fréquences relatives(相對頻率)
或Fréquences absolues(絕對頻率)

勾選檢索結果的
呈現/排列方式

點選《Exé cution de la 
requête》即開始檢索



分析字詞出現頻率-範例
Résultat-Etude de la distribution des fréquences

18世紀法國大革命思潮下，
《liberté》(自由)的概念
最常被用於文學作品中



分析字詞出現頻率-範例
Résultat-Etude de la distribution des fréquences

前5名作者中，有4名生
於18世紀法國大革命
(1789-1799)前後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
法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計畫網址： http://french2.nccu.edu.tw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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