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全文檢索

登入首頁後能在 LexisNexis JP 網站內對於所收錄的全部

內容任意地檢索，也能針對指定的特定內容進行查詢。

針對各個內容中的某特定項目做檢索時，請依照下列步驟

進行檢索。

選擇要指定檢索的資料來源。

在“關鍵字檢索”欄內，輸入關鍵字。

輸入多個關鍵字時，需使用布林邏輯。

“and”可用空白鍵代替。

必須設定資料的範圍期間。

按下檢索按鈕。

布林邏輯

輸入多個關鍵字時，在關鍵字之間，需使用布林邏輯。

按照詞組與布林邏輯之間的組合運用，可進行有效率的

檢索。

布林邏輯          定義           使用方法

同一文件內容中，

同時包含 A 與 B 進行檢索

同一文件內容中，

包含 A 或 B 進行檢索

Not 之後的關鍵字，

作為剔除條件進行檢索

與 and 定義相同

專利 and 工作上的發明

and 相對報酬

新股票發行 & 禁止

電腦 or 計算機

企業合併 or 企業併購

交通事故 and
保險 not 過失致死

特殊資格 工作上的發明 
相對報酬

空白鍵

布林邏輯的優先順位是，not >and >or 的順序

欲瀏覽所有收錄的內容時，該如何確認？

收錄的資訊，可以在登入後首頁下方的通知欄進行確

認。按下“收錄內容概要＂的連結。

檢索結果的排序方式？

初始設定是按照日期排序。從檢索結果的畫面，可以

切換日期或是相關性的排序方式。

如果想要修改檢索條件應該使用何種功能？

利用瀏覽器的＂上一頁＂鍵的話，原先的關鍵字是會

消失的，請一定要利用＂檢索條件修正＂的連結。

瀏覽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一覽表)
同一頁內顯示20個檢索結果。第21個之後的項目，可按

下箭形圖示及頁碼的連結。

關鍵字導航：利用檢索結果畫面左側的關鍵字導航，   

    可以簡單地將檢索結果加以篩選。

二次檢索：將檢索結果再次縮小範圍檢索時，可在＂

縮小範圍＂欄內，輸入關鍵字檢索。 或者可以選擇

關鍵字導航的連結來過濾。

檢索條件的修正：要修改檢索條件時，在檢索結果

畫面的左上方，按下”檢索條件修正”。 要指定新的

檢索條件時，則按下”新條件檢索”。

內容導航：利用檢索結果上方的內容導航 ，可以

簡單查看在案例、解說、法令等等其他方面的檢索結

果。

排序變更：要按照日期、或是相關性排序，可以任

意地變更檢索結果的排序方式。

下載：按下磁碟片圖示 ，可以下載文件資料。在

選擇的文件上打勾可以下載想要的文件。 可以同時

一次下載20個文件。



瀏覽檢索結果 (全文表示)
在檢索結果一覽表中，點一下該檢索結果的內容部分連

結，則全文就會顯示出來。

想同時確認案例和解說。

從案例的全文表示畫面，按下解說右邊圖示連結 

，則可以另開一個新視窗來確認內容。從解說的全

文表示畫面，按下案例右邊圖示的連結 ，同樣地可

以進一步查看案例的內容。

檢索條件的修正：要修改檢索條件時，按下＂檢索

條件修正＂ 。

檢索結果一覽表：要回檢索結果一覽表時，按下＂

檢索結果一覽表＂ 。

列印：按下印表機圖示 ，則可以列印文件。

下載：按下磁碟片圖示 ，可以下載文件資料。

關鍵字：按下＂關鍵字＂的左右圖示 ，就會按照

順序的跳到檢索條件中所指定的關鍵字。

文件：按下＂文件＂的左右圖示 ，則可以移至上

一篇或下一篇文件。

連結到相關文件：從案例的全文表示畫面，可以簡

單地跳到解說、引用案例、被引用案例、參考條文等

等的相關文件。 按下連結的右邊的圖示，則可以開

新視窗來確認內容。

輸入關鍵字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為了減少檢索時的混亂資訊，平假名和片假名要區分

開來。全形數字和半形數字沒有分別。國字的數字和

算術的數字要區分開來。

想要利用之前用過的檢索條件再做檢索。

可以從畫面右上方的”檢索履歷”來確認。保存了最近

10天，最多100個檢索條件。且可以儲存50個常用想

保留的檢索條件。

想要保留儲存檢索條件。

從畫面右上方的”檢索履歷”，顯示所有的檢索條件。

在想要保留的檢索條件左側打勾，按下”保留履歷”。
在檢索履歷的上方，檢索條件即可被保留。

下載．列印

下載：

檢索結果的列表及全文的表示。

按下上方的印表機圖示 。

以 HTML 形式下載。
可同時一次下載 20 個文件。

可勾選想要指定的特定文件。

列印：

全文表示檢索結果。

按下上方的印表機圖示。

檢索



不知道要使用哪一個檢索項目會比較好。

可以利用”關鍵字檢索”欄，任意輸入後，會檢索全部的文件。   
    按下各個檢索表格的右上”help”後，可以了解每個檢索項

目的說明。

找不到該檢索的結果。

請擴大日期範圍為”全部的期間”來檢索。

想要看到案例時報和案例times上發表的案例。

在”刊載文獻”的項目上輸入媒體名稱。         指定多個文獻時，

使用布林邏輯”OR”。”評釋論文”的項目是，在特定的論文中有

被提及的案例檢索時使用。

檢索結果太多，該如何縮小檢索。

一個關鍵字來檢索的話，檢索結果會很龐大。請試試以下的

縮小範圍檢索。
   利用布林邏輯追加關鍵字    從全文檢索切換為判例事項檢索

   設定日期範圍    指定法院

要進行沒有遺漏的檢索。

裁決文件根據年代有新字體、舊字體、平假名、片假名及假

名附註的漢字的不同。要得到沒有遺漏的檢索結果，請把類

似的關鍵字全部列出，並使用布林邏輯”OR”來連接。

  平假名和片假名要區分開來。全形數字和半形數字沒有分別。國字的

數字和算術的數字要區分開來。

判例及解說的檢索
不只是任意的檢索，也可以做到指定某個案例及案例解說

的特定項目來檢索。可指定一個以上的項目進行檢索。輸

入多個關鍵字時，要使用布林邏輯。

導航：點選”法令一覽””文獻一覽”等的連結  後，會

開啟導航視窗。只要從一覽的視窗點選即可將資料輸

入。

最高法院檢索
最高法院檢索是根據設定好的項目來檢索。不能做任意地檢索。

因為最高法院裁決是收錄在 PDF 檔，請事先確認在使用的電腦上

有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要如何確認案例的相關資訊

利用檢索結果一覽畫面上方的內容導航，可以簡單查看在案

例、解說、法令等等其他方面的檢索結果。

在案例的全文表示畫面，會列出相關資訊的連結，包含解

說、引用案例、被引用案例、參考條文等。 可在同一視窗

或是開啟新視窗來查看內容。

判例及解說的檢索(續)



可按照法令的種類、分類來檢索嗎？

勾選”法令的種類”項目，則能夠按照特定法令的區分(政令、

府令、省令、告示、方針等)來指定檢索。

可使用法令的簡稱來檢索嗎？

在”法令、條文”的項目中，請輸入法令的簡稱。 即使不知

道法令的正式名稱也可以檢索。
   有部分法令不適用簡稱檢索。

以法令名稱檢索會有許多混亂資訊。

即使以特定的法令名稱作檢索，相關的法律會先顯示出來，

而重要的法律則會在下方才顯示。若勾選了”法令名稱與前方

一致”，則尋找的法律就會在前面的地方先顯示出來。

可以指定期間，而期間內有效的法令都檢索出來嗎？

重要的法令在”期間指定”的項目內，會指定特定的期間，因此

可以將期間內有效的法令全文均顯示出來。在”法令、條文”項
目中，輸入法令名稱   、”期間指定”項目中，填入日期。 

法令檢索
並不是以全部條文為對象的任意檢索，而是針對特定項目的檢

索。

另外、藉由點選畫面左邊目錄的圖示 並展開後，就能夠取得

目標文件。<目錄檢索>

法令收錄的範圍是？

收錄了憲法、法律、政令、勒令、府令、省令、告示、方

針、最高法院規則、條約、證券所規則、自主機關規則等法

令。

有收錄什麼樣的雜誌、書籍？

可以從畫面左側看到所收錄的雜誌、書籍一覽表。

以LexisNexis的出版物為中心收錄。

可以看到Business Law Journal的內容嗎？

從畫面左側的資料夾，點擊該媒體名稱的圖示 ，則會以

階層順序性地展開內容。  收錄為PDF檔。

書籍雜誌情報檢索

不只是任意關鍵字檢索，可以指定在書籍雜誌情報的特定項目中

檢索。

可以看到主要期刊的最新一期的目錄嗎？

想要確認著名的法律雜誌的目錄時，在”雜誌、文獻名”欄內，

輸入期刊名稱。 本身雖然沒有提供目錄瀏覽功能，但可利

用標題一覽功能查看期刊目錄資訊。

收錄的資料都可以看到全文嗎？

除了LexisNexis一部分出版的刊物有全文外，其他的書籍雜

誌情報請以資料庫所提供資訊為依據。

雜誌．論文及書籍檢索

收錄了法律相關的雜誌、書籍。除了任意關鍵字檢索之外，還可

以利用畫面左邊的目錄資料夾，點選展開後就能在右邊畫面的

PDF格式顯示目標文件。<目錄檢索>



無法順利下載。

使用 Windows XP SP2 時，因為有限制下載的功能，以致於

有無法下載檔案的情形。這個時候從 Internet Explorer 的功

能表，打開「工具 > 網際網路選項 > 安全性 > 自訂層級」，請

將「檔案下載」和「檔案下載時自動以對話框表示」選取。

接著在限制下載的訊息出現時，點選 ” 許可 ” 即可繼續閱讀。

但是再次檢索時，必須要再更改一次設定。

想要編輯書寫樣式。

用上述方式將文件顯示出來之後，從自己的電腦下載後，接

著就可以進行編輯了。

各種文件書寫樣式檢索

收錄了 700 個種類的法律實務書寫樣式，按照用途的不同，組織

整理成目錄。能夠用關鍵字檢索和指定書寫樣式名稱來檢索。書

寫樣式在畫面左邊的目錄資料夾，點選展開後會在右邊的畫面以

Microsoft Word、一太郎、以及 Microsoft Excel 格式顯示目標

文件。< 目錄檢索 > 

判決．裁決檢索

收錄以下行政單位的判決、裁決情報。

  專利局判決檢索
收錄了平成12年以後的專利局判決．裁決公報資料，專利、實用

新的設計、工藝品設計及商標判決．裁決情報。

  公平交易委員會判決檢索
收錄了公平交易委員會公開的判決、決定、稅金繳納命令、排除

命令及取消訴訟的判決。昭和60年以後的判決，全文和PDF兩方

面都有收錄。

  國稅不服裁判所的裁決檢索
收錄了國稅不服裁判所的公佈裁決事例集、公佈裁決要旨。公佈

裁決事例集、公佈裁決要旨，是由國稅不服裁判所發行在「裁決

事例集(冊子)」所刊載的裁決事例的全文、要旨，法令的改正廢

止、判決結果等。

英文書寫樣式檢索

收錄了英文契約書寫樣式(Warren’s Forms of Agreements)。可

以藉由任意關鍵字進行全文的檢索。指定多個關鍵字時，要使用

布林邏輯。空白鍵和AND作用相同。要輸入半形的英文或數字。

而且在畫面左邊的目錄資料夾裏的索引，包含了許多的相關項

目，各個項目陳列了目標書寫樣式及解說的連結。

想要使用句子型式的關鍵字來檢索。

要使用包含連續多個單字的句子來檢索時，句子的前後用”雙
引號”括起來。

(例：”licens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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