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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此資料庫分為兩部分：base revues及base jurisprudence，
前者包含13筆期刊(見下頁)，後者則以法理學
(Jurisprudence)為主，提供檢索介面及功能，以便使用者
查閱超過600,000筆判決(décision)全文。

本資料庫的內容較偏向實務與實用導向，對於法律實務
工作及政府機關法案諮詢需求應有所助益；另一方面，
本資料庫主要提供的基礎為法律評論及法律體系之判例
等相關資訊，有助於提昇國內相關社群對法國法制之了
解，可同時滿足教學與研究所需。



收錄期刊清單(base revues)
 Bulletin Joly Bourse depuis le 1er janvier 1993 
 Bulletin Joly Sociétés depuis le 1er janvier 1986
 Cahiers sociaux du Barreau de Paris depuis le 1er janvier 2004
 Gazette du Palais depuis le 1er janvier 2000 
 Petites affiches depuis le 1er janvier 1995 
 Répertoire du notariat Defrénois depuis le 1er janvier 1990 
 Revue des contrats depuis 2003 
 Revue du droit public depuis le 1er janvier 2005 
 Revue générale du droit des assurances depuis le 1er janvier 1995 
 L'ESSENTIEL Droit des contrats depuis 2008 
 L'ESSENTIEL Droit de l'immobilier et urbanisme depuis 2008 
 L'ESSENTIEL Droit des entreprises en difficulté depuis 2009 
 L'ESSENTIEL Droit de la famille et des personnes depuis 2009 



個人帳號

於網頁右上方空格處輸入使
用 者 的 e-mail, 並 點 擊
《OK》,即完成個人帳號設
定(見下頁)



個人帳號

進入個人帳號後,網
頁右上方即會出現相
關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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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Mes dossiers:檔案夾功能(Pg. 20-21)
Mes requêtes enregistrées:儲存檢索紀錄功能(Pg. 18)
Personnalisation:資料庫個人化功能(Pg. 22-26)



首頁-期刊最新文章

點擊期刊圖片或《Tous
les articles mis à jour》
即可觀看該期刊最新卷
期的文章列表(見下頁)

點擊《les archives》
即可觀看該期刊之
過刊卷期目錄

點選此標籤即可觀看資料庫
收錄期刊最新卷期內容



首頁-期刊最新文章

點擊文章名稱,即可
觀看該文全文內容

點擊《Page suivante》即
可觀看更多文章項目



首頁-最新專欄

分類專欄名稱

專欄發表日期

各月份專欄目錄
（見下頁）

點擊文章連結以
進入文章內文

點選此標籤即可觀
看最新專欄列表



首頁-最新專欄

返回專欄首頁

選擇欲點閱
月份連結



首頁-分類簡訊聚合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分類RSS名稱

點擊連結即可觀
看最新資訊內容
(見下頁）

點選此標籤即可觀看法學相
關更新時事資訊(新知通報)



首頁-分類簡訊聚合-最新資訊網站/內容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最新資訊內容



資料庫首頁-期刊目錄

點選期刊以查詢目
錄資訊（見下頁）

點選此標籤即可觀看本資
料庫所收錄的期刊目錄



資料庫首頁-期刊目錄

此處可選擇
更多期刊

在《Les numéros précédents》
區域中,點選欲觀看的卷期,即可
查閱該卷期的目錄



資料庫首頁-檢索功能

點選《Recherche avancée》
(進階檢索)以明確設定檢
索範圍（見下頁）

於空格中輸入檢索字詞,
並點擊《Rechercher》即
可針對資料庫內容作檢索



資料庫首頁-檢索功能

勾選查詢類別：《Revues》
(期刊)、《Jurisprudence》
(法理學)或兩者皆勾選

輸入關鍵字
（見下頁）

選擇期刊項目

選擇法學類別 點擊《Lancer la
recherche》以開
始檢索



資料庫首頁-檢索功能

可輸入兩個
以上關鍵字

使用下拉式選單設
定各關鍵字間的關
聯性



資料庫首頁-檢索功能-檢索結果

點選文章標題即可
查閱內文(見下頁)

點 選 《Mémoriser cette
requête》即儲存檢索紀錄



資料庫首頁-檢索功能-檢索結果內文

文章內文頁面會
將檢索的關鍵字
作填滿處理

文章內文

工具選單
(見下頁)



資源內文-工具選單

列印文章

儲存檔案至檔案夾(見下頁)

引文資訊

點擊《Ctrl+F》以便
在內文中查詢關鍵字

引用連結



資源內文-工具選單-檔案夾

勾選《Nouveau dossier》(新資料夾),並於空格
中輸入自訂的資料夾名稱,點擊《Valider》後即
完成新資料夾設定,同時將正在查閱的文章置入
此檔案夾;點擊《Annuler》即取消。

此欄位呈現先前設置過的檔案夾清單,
點選欲使用的檔案夾,並點選《Valider》
即將正在查閱的文章置入此檔案夾;點
擊《Annuler》即取消。



資料庫個人化功能

將滑鼠移動至網頁區塊
的右上方,即出現個人
化功能選項(見下頁)



資料庫個人化功能

點選《+》號區塊中將出現個人化選單：
《Affichage détaillé》:呈現部分文章內文
《Afficher les auteurs》: 標註文章作者
《Nombre d’articles affichés》: 呈現的文章數量
《Ambiance du bloc》: 區塊色調
選擇完上述設定後,點擊《Valider》即完成此部
分個人設定。



資料庫個人化功能

縮小區塊
重 新 整 理
(Recharger) 區
塊內容

刪除區塊

回復已刪除的區塊
(見下頁)



資料庫個人化功能

點選欲回復的區塊
名稱,該區塊即會
重新顯示於網頁上

選擇完所需之個人設定後,點擊網
頁右上方的《Sauvegarder votre
personnalisation》後,即可儲存個
人化設定,視窗將出現一確認訊息
(見下頁)。



資料庫個人化功能

點擊《Oui》即完成設定
程序,點擊《Non》即取消。



使用完畢 登出個人帳號

於資料庫頁面右上方 ,點擊
《Déconnexion》即可結束當次
使用狀態,並回到資料庫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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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