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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資料庫  

Corpus des Dictionnaire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內容簡介 

 
 

此資料庫由法國知名出版社 Classiques Garnier Numérique 製作發行，並由法

國著名辭典編撰家貝爾南‧克馬達(Bernard Quemada)協助，收錄 17到 20世紀，

由法國法蘭西學術院(l’Académie Française)出版之 13部字典全文內容。 

 

法蘭西學術院(l’Académie Française)為法國權威學術研究機構，其出版的字

典不僅提供字辭查詢，更反映 17 世紀法國之語言政策 (politiques 

linguistiques)，對瞭解法語史之演變頗有助益。 

 

以歷史的觀點而言，本資料庫收錄的每部字典皆體現其時代意義： 

第一版(1694)法蘭西學術院字典《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dedié au Roy》奠定了法語(langue française)的基礎；而第三版(1740)的法蘭西學

術院字典則修改了法語的拼字，進一步注入一些較現代的用法；在法國大革命的

氛圍下，1798 年之第五版在字辭的定義上展現了時代的新思維(nouvelle idé

ologie)。 

 
第六版(1835)的法蘭西學術院字典正式進入現代法語的里程，可謂 19 世紀

重要作家寫作參考之聖經，此本版大幅修訂先前版本之提綱，包括詞彙的部分，

象徵法語揮別君主政體語言(langue monarchique)，而正式走入共和語言(langue 
républicaine)。 

 

出版於1932-1935年間的第八版是唯一一部編撰完成之法蘭西學術院字典，

本部字典以 20世紀之觀點重新思考字辭之定義，為現代法語之重要參考依據。 

 

本資料庫收錄之 13 部字典中，除了法語辭典外，亦包含兩部針對藝術、科

技及科學領域之字典，即 1694年的《Dictionnair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以及

1842年之《Complément du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由此可見，本

資料庫雖為一字典資料庫，然其內容涉及歷史、辭典學、語言史以及文學等，對

研究 17及 18世紀法國語言、文學或文化之法語社群應有所助益。 

 



Corpus des dictionnaire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17e-20e s.]



 本資料庫收錄17到20世紀，由法國法蘭西學術院
(l’Académie Française)出版之13部字典全文內容，反映
17世紀以來法國之語言政策(politiques linguistiques)，對
瞭解法語史之演變頗有助益。

 此13部字典中，除了11部法語字典外，其中更包含2部針對
藝術(arts)、科技(techniques)及科學(sciences)領域之字典，
即1694年的《Dictionnair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及
1842年之《Complément du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de A à Aversion), avant-première [1], Francfort, 1687

•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de A à Confiture), avant-première [2], Francfort, 1687

•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de A à Neuf), avant-première [3], Paris, 1687

•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dedié au Roy, Paris, 1694

•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Paris, 1718

•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Paris, 1740

•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Paris, 1762

•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Paris, 1798

•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1835

•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1879

•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1932-1935

 Compléments pour les Sciences, les Arts et les Techniques
• Corneille (Thomas), Le Dictionnair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 1694
• Barré (Louis), Complément du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1842



點選《COLLECTIONS》
即可觀看本計畫購買之
同出版社資料庫清單

點選主視窗右上方的
《AIDE》即可觀看本資
料庫的使用操作說明



點選此處可進入資
料庫檢索表格

•資料庫介紹
•瀏覽:依照字母排序瀏覽
•目錄:依照字典名稱及字母順序瀏覽
•檢索表格



於此空格輸入關鍵字,即針對資料庫全文做檢索

詞目
詞類
使用領域

索引

勾選檢索範圍

選擇欲檢
索的字典



於右欄檢索模式下點選下方的《STＲUCTURE DES 
OEUVRES》、《OPTIONS DE RECHERCHE》或
《CORPUS》,即可放大或縮小相對應的功能選單

填寫完檢索表格後,
點選《LANCER LA 
RECHERCHE》即
開始檢索

輸入關鍵字



檢索字詞將
以紅色呈現

檢索結果內文

檢索結果清單:於左
欄點選欲觀看的資
料,右欄即出現相對
應的內容



點擊《Voir aussi》頁
面即出現一彈跳視窗

點選字典的名稱,即可觀
看同一關鍵字在不同字典
中的字義解釋



點
選
此
部
分
選
項
以
觀
看

更
多
檢
索
結
果
清
單

進入該冊數的第一頁,
進入該冊數的最終頁

進入瀏覽過的上一頁,
進入瀏覽過的下一頁上一頁,下一頁



縮放左欄索
引清單字體

將正在瀏覽的頁
面儲存至電腦中列印正在瀏

覽的頁面



個人帳號(Profil)：點選此功
能,頁面即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於空格中輸入自訂的帳號及密碼,
勾選《Création d’un nouveau 
profil》,並點擊《Valider》,即完
成個人帳號的設定。



點選個人帳號功能
(PROFIL),頁面即會出
現一彈跳視窗

於空格中輸入既定的帳號
及密碼,並點擊
《Valider》,即可進入個
人化的資料庫使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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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建立的個人帳號通用於本資料庫出版商所發行
的其他資料庫,包含：
-Bibliothèque des lettres
-Corpus de la littérature narrative du moyen  
âge au 20e siècl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19e siècle



點選內文檢索功能,網
頁即出現一彈跳視窗

勾選欲查詢的範圍

點擊《Valider》即開始檢索

輸入欲檢索的關鍵字,
如《épée》



檢索結果列表

檢索結果以紅
色字體呈現



筆記：點選此圖示網頁下
方即會出現一空白方框

於空白處輸入個人註記

於空白處輸入註記後,點選《Enregistrer
les modifications》以儲存個人筆記



將左欄切換至個人
筆記模式(Notes 
personnelles)

點選個人筆記(Notes personnelles)圖
示

選擇欲觀看個
人筆記資料

個人筆記內容



於空白處輸入欲儲存的書籤名稱,
並點擊《Valider》以儲存書籤。

•書籤：點選此圖示,頁面即
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書籤的功能在於將正在瀏
覽的頁面加入書籤,以便下
次使用本資料庫時觀看



將左欄切換至書籤
模式(signets)

選擇欲觀看的
書籤資料

網頁右欄即出現
對應的資料內容



於右欄檢索模式下點選下方的
《CORPUS》選項,網頁即顯現
語料庫(corpus)功能選單



點選《Nouveau》網頁
即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於空格中填入欲建立
的語料庫名稱,並點擊
《Valider》即完成語
料庫的建立



1. 點選《Liste》網頁即會
出現一彈跳視窗,呈現所有
已建立的語料庫清單

2. 點選欲使用的語
料庫名稱,即進入該
語料庫環境中

3. 此處顯示選定
的語料庫名稱



2. 在文章模式下,點選此圖
示,可將正在觀看的頁面
加入選定的語料庫中

1. 文章模式

3. 當此視窗出現,即表示成
功將文章加入選定的語
料庫中,點擊《OK》結
束視窗即可



2. 選定語料庫後,點擊《Afficher le contenu》,
即可觀看該語料庫所收錄的資料清單(左欄)
及資料內容(右欄)

3. 資料清單: 點選與觀看的
資料名稱即可於右欄中觀
看對應的資料內容

1. 檢索模式



1. 選定語料庫後,點擊
《Renommer》,網頁
即會出現一彈跳視窗

2. 於空格中填寫欲修改
的名稱,並點擊
《Valider》即完成語
料庫名稱修改



2. 選擇特定語料庫後,勾選
《Recherhee dans le corpus》

1. 輸入關鍵字

3. 點擊《LANCER LA 
RECHERCHE》即開始
檢索工作



檢索模式

點擊此圖示頁面即出
現一彈跳視窗,呈現先
前的檢索紀錄點選合適的檢索紀錄,

對應的檢索條件即出
現於檢索表格中



於資料庫任何頁面中,點選網頁右上方
的《Déconnexion》即可結束當次使
用狀態,並離開資料庫頁面。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
法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http://french2.nccu.edu.tw/index.php�

	Dictionnaires de l'Academie francaise_PPT.pdf
	使用操作手冊�國科會法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內容簡介
	內容清單
	資料庫首頁
	資料庫首頁
	右欄-檢索表格
	右欄-檢索表格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
	建立個人帳號
	登錄個人帳號
	個人帳號說明
	附加功能-內文檢索
	附加功能-內文檢索結果
	附加功能-個人筆記
	附加功能-觀看個人筆記
	附加功能-書籤
	附加功能-觀看書籤
	附加功能-語料庫
	附加功能-建立個人語料庫
	附加功能-選擇特定語料庫
	附加功能-將資料儲存於特定語料庫
	附加功能-觀看語料庫內容
	附加功能-更改語料庫名稱
	附加功能-針對特定語料庫作檢索
	附加功能-檢索紀錄查詢
	使用完畢 登出個人帳號
	計畫網址： http://french2.nccu.edu.tw/�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