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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綜合專業版 

使用手冊 

壹、概說 

社會日益發展已邁入電腦化社會，利用電腦協助處理各項事務已是現

代化中不可或缺的一環。如何於市場上選定現成或自行開發的軟體，運用

於各項事務之處理，實刻不容緩。 

法源資訊所發行的【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綜合專業版】二十餘年來

秉持誠信原則、永續經營之理念，資料庫不斷地擴編、補充，系統功能續

研發、更新，期能為您解決找尋資料之困擾。 

謹感謝 您使用本系統，於使用時如需服務，敬請來電告知，法源資

訊將以專業熱誠的態度迅即服務。同時也期盼 您的指正，提供本系統修

改之參考。茲將本系統之各項說明事項臚陳於后，懇請於使用本系統前詳

閱之。 

貳、系統環境 

一、電腦配備需求 

（一）處理器：1GHz 或更快速的處理器。 

（二）記憶體（RAM）：至少需 4 GB 以上。 

（三）硬碟空間：約需 4 GB 硬碟空間，建議留 5 GB 以上硬碟空間，以利爾

後資料之增補。 

二、軟體環境：作業系統 Windows XP 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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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系統安裝與移除 

一、系統安裝 

「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綜合專業版」光碟片放入光碟機後，原則上系

統將自動進入安裝畫面，如未自動進入安裝畫面，敬請進行手動安裝（敬

請卓參手動執行安裝程式說明）。 

（一）自動執行安裝程式 

1.將「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綜合專業版」光碟片放入光碟機。 

2.出現自動安裝程式的畫面。 

（1）第一次安裝 

A.適用第一次安裝「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綜合專業版」之使用

者。 

B.點選「第一次安裝」即可接續進入安裝程序。 

C.本系統需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環境，若 Windows 尚

未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則安裝程式會自動進

入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安裝畫面，若已經裝有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者，則會略過本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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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電腦未安裝「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且電腦作業系

統為 Windows XP，其安裝流程如下： 

a.點選確定，進入「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安裝

畫面。 

b.勾選「我已閱讀並且接受授權合約中的條款（A）」後點選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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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安裝結束即可繼續進行

「法學資料檢索系統單機版」安裝步驟。 

（B）電腦未安裝「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且電腦作業系

統為 Windows 10，其安裝流程如下： 

a.點選確定，進入「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安裝

畫面。 

b.點選「下載並安裝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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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安裝結束即可繼續進

行「法學資料檢索系統單機版」安裝步驟。 

D.簽署授權合約 

該使用授權書係一份使用者與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就軟體

使用授權事宜所合法成立之授權書。係使用者打開密封的「軟

體產品」包裝、安裝、拷貝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軟體產品」

時，即表示同意接受本「授權書」條款之拘束。 

E.選擇目的地位置 

（A）預設安裝位置 

如不變動資料庫安裝位置，可直接點選「下ㄧ步」進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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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訂安裝位置： 

如欲變動資料庫位置，可點選該功能鍵，並點選「變更」自

行設定該資料庫安裝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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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安裝完成後，桌面上會出現法源法學資料檢索系統之圖示，雙

點後即可進入系統。 

（2）補充資料 

A.適用於已安裝過「法學資料檢索系統」之使用者。 

B.點選「單機版補充資料」即可進入安裝程序。 

C.安裝步驟與第一次安裝相同，敬請卓參第一次安裝程序。 

（二）手動執行安裝程式 

1.將「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綜合專業版」光碟片放入光碟機。 

2.選擇「我的電腦」並點選光碟機，即可啟動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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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亦可進入電腦檔案總管，並點選光碟機內的「Autoset.exe」，即

可啟動安裝程式。 

 

二、系統移除 

（一）選擇「控制台」移除功能進行移除 

1.點選開始 \ 控制台 \ 新增或移除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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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法源法學資料檢索系統」後，點選移除即可完成系統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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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光碟片移除功能進行移除 

點選「補充資料」功能，進入光碟片中「更新補充」與「移除程式」

的確認畫面，點選「移除法學資料庫」，即可完成資料庫移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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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料庫範圍 

依各類法學資料性質與態樣，將法學資料分為法規、司法判解、行政函釋、

法學論著等四類，茲分述如后： 

一、法規 

收錄各級政府機關所公（發）布之憲法、法律（法、律、條例、通則）、

命令（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準則）、行政規則、地方

自治法規、兩岸及港澳協議、國際法暨條約協定以及特殊法人規章等資

料，並依法規性質與政府機關職掌區分為 23 類 220 目。茲分列其類別

如后： 

1 憲法及中央地方體制法規 13 農業法規 

2 民事類及其關係法規 14 勞動法規 

3 刑事類及其關係法規 15 環保法規 

4 內政法規 16 新聞法規 

5 外交法規 17 大陸事務法規 

6 國防法規 18 考選法規 

7 財政法規 19 銓敘法規 

8 教育科學文化法規 20 主計法規 

9 法務法規 21 審計法規 

10 經濟法規 22 國際法暨條約協定 

11 交通法規 23 其他國家法規 

12 衛生福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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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判解 

收錄司法院、各級法院、檢察署對外所公布的實務見解包括司法解釋、

判例、裁判、決議、法律問題等資料；除司法解釋全部納入外，其餘各

級法院資料細目如下並可依資料的性質區分為民事類、刑事類與行政類。

茲分列類別如后： 

（一）司法解釋 

1.大理院解釋 

2.最高法院解釋 

3.司法院解釋 

4.大法官解釋 

（二）民事類 

1.最高法院民事判例 

原則上提供判例全文，如主管機關僅公開判例要旨，則依主管機關

所公開之資料為準。 

2.最高法院民事裁判 

收錄最高法院裁判選輯或彙編之裁判。 

3.高等法院民事裁判 

除依「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第一、二審法院民事裁判選輯」收錄年

度為 78、79、80、81、82、83、84、85、87、89 、90、91、92、

93、94、95、96、97、98 年者，提供裁判全文外，其餘僅提供裁判

要旨。 

4.智慧財產法院裁判 

收錄「智慧財產法院裁判書彙編」全文資料，其餘提供裁判要旨。 

5.地方法院民事裁判 

除依「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第一、二審法院民事裁判選輯」收錄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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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為 78、79、80、81、82、83、84、85、87、89 、90、91、92、

93、94、95、96、97、98 年者，提供裁判全文外，其餘僅提供裁判

要旨。 

6.民事法律問題座談 

收錄「法律問題座談會彙編」與「民事法律問題研究」與相關公報、

彙編全文資料。 

7.分列類別如后 

（1）最高法院民事判例 

（2）最高法院民事裁判 

（3）高等法院民事裁判 

（4）地方法院民事裁判 

（5）智慧財產法院民事裁判 

（6）最高法院民事決議 

（7）民事法律問題座談 

（三）刑事類 

1.最高法院刑事判例 

原則上提供判例全文，如主管機關僅公開判例要旨，則依主管機關

所公開之資料為準。 

2.最高法院刑事裁判 

收錄最高法院裁判選輯或彙編之裁判。 

3.高等法院刑事裁判 

除依「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第一、二審法院刑事裁判選輯」收錄年

度為 78、79、80、81、82、83、84、85、87、90、91、92、93、

94、95、96、97、98 年者提供裁判全文外，其餘僅提供裁判要旨。 

4.智慧財產法院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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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錄「智慧財產法院裁判書彙編」全文資料，其餘提供裁判要旨。 

5.地方法院刑事裁判 

除依「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第一、二審法院刑事裁判選輯」收錄年

度為 78、79、80、81、82、83、84、85、87、90、91、92、93、

94、95、96、97、98 年者提供裁判全文外，其餘僅提供裁判要旨。 

6.刑事法律問題座談 

收錄「法律問題座談會彙編」與「刑事法律問題研究」與相關公報、

彙編全文資料。 

7.分列類別如后 

（1）最高法院刑事判例 

（2）最高法院刑事裁判 

（3）高等法院刑事裁判 

（4）地方法院刑事決議 

（5）智慧財產法院刑事裁判 

（6）最高法院刑題座談 

（7）刑事法律問刑事裁判 

（四）行政類 

1.最高行政法院判例 

原則上提供判例全文，如主管機關僅公開判例要旨，則依主管機關

所公開之資料為準。 

2.最高行政法院裁判 

收錄「行政院裁判要旨彙編」之裁判與其他相關之彙編公報。 

3.高等行政法院裁判 

收錄各高等行政法院裁判彙編。 

4.智慧財產法院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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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錄「智慧財產法院裁判書彙編」全文資料，其餘提供裁判要旨。 

5.行政法院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 

收錄「各級行政法院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法律座談會資料彙編」與其

他相關之司法周刊、司法院公報與彙編資料。 

6.行政法律問題座談 

收錄「各級行政法院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法律座談會資料彙編」與其

他相關之司法周刊、司法院公報與彙編資料並收錄全文。 

7.分列類別如后 

（1）最高行政法院判例 

（2）最高行政法院裁判 

（3）高等行政法院裁判 

（4）智慧財產法院行政裁判 

（5）行政法院庭長法官聯席會議 

（6）行政法律問題座談 

（7）公懲會裁判 

收錄「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法官、檢察官受議決案例選輯」

與其他相關之司法周刊、司法院公報與彙編資料並收錄提供要

旨。 

（8）公懲法律問題座談 

收錄「公務員懲戒法規疑義解答彙編」與相關公報、彙編全文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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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函釋 

收錄各主管機關所公開，本於法律授權或職權，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

統一解釋法令、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量基

準；以發布機關的名稱與資料之屬性為分類準則，已建置下列 84 類，茲

分列類別如后： 

01 民政類 02 戶政類 

03 役政類 04 社政類 

05 地政類 06 營建類（建築管理） 

07 營建類（都市計劃） 08 營建類（國民住宅） 

09 營建類（國家公園） 10 營建類（公共工程） 

11 營建類（綜合計劃） 12 營建類（營造業） 

13 營建類（營建機關） 14 警政類 

15 海岸巡防類 16 消防類（火災預防） 

17 消防類（危險物品管理） 18 消防類（災害搶救） 

19 消防類（災害管理） 20 消防類（民力運用） 

21 消防類（緊急救護） 22 消防類（教育訓練） 

23 消防類（火災調查） 24 消防類（指揮中心） 

25 消防類（執法疑義） 26 消防類（其他） 

27 政府採購類 28 外交類   

29 國防類（國防目） 30 賦稅類（稅捐稽徵） 

31 賦稅類（土地房屋及契稅） 32 賦稅類（遺產及贈與稅） 

33 賦稅類（印花稅） 34 賦稅類（貨物稅） 

35 賦稅類（營業稅） 36 賦稅類（所得稅） 

37 賦稅類（證券交易稅） 38 賦稅類（關稅及海關緝私） 

39 賦稅類（使用牌照稅） 40 賦稅類（娛樂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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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賦稅類（獎勵投資） 42 賦稅類（促進產業升級） 

43 金融類（授信） 44 金融類（存款） 

45 金融類（票據） 46 金融類（投資） 

47 金融類（信託） 48 金融類（證券、期貨、保險） 

49 金融類（證券金融） 50 金融類（票券金融） 

51 金融類（基層金融－社務或會務） 52 金融類（基層金融－其他） 

53 金融類（兩岸金融） 54 金融類（外匯） 

55 金融類（動產擔保交易） 56 金融類（信用卡） 

57 金融類（代理） 58 金融類（公庫） 

59 金融類（稅務） 60 金融類（稽核） 

61 金融類（其他） 62 保險類 

63 國有財產類 64 證券暨期貨管理類 

65 教育類 66 司法類 

67 法務類（法務目） 68 法務類（行政執行目） 

69 法務類（聲明異議決定書目） 70 國家賠償類 

71 礦業類 72 工業類 

73 智慧財產權類 74 公司法類 

75 水利類 76 公平交易類  

77 交通類 78 衛生福利類 

79 農業類 80 勞動類 

81 環保類 82 新聞類 

83 人事行政類 84 主計類  

（陸續擴編、補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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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學論著 

法學界於各類期刊報章所發表之法學論著，依其性質分為 13 類，建置

其論著名稱、著譯者、出版日期、資料來源（期刊報章之名稱、卷、期、

頁）等相關資料，茲列其類別如后： 

1 法學、法律、法制 7 行政法規 

2 憲法及關係法規 8 國際法規 

3 民法及關係法規 9 大陸事務 

4 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 10 其他 

5 刑法及關係法規 11 博碩士論文 

6 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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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使用說明 

一、進入系統 

（一）點選電腦桌面捷徑後即可進入系統使用查詢。 

（二）點選電腦左下方開始\所有程式\法源法學資料檢索系統\法源法學查

詢系統，即可進入系統使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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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畫面 

（一）「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系統首頁，提供法規、司法判解、行政函

釋、法學論著、綜合查詢、系統設定等六大功能。 

1.法規 

透過法規體系、法規名稱、全文檢索、常用法規、法規異動等檢索

功能，檢索法規全文與其相關資料。 

2.司法判解 

透過司法解釋、民事類、刑事類與行政類等分類查詢功能，檢索司

法解釋、判例、裁判、決議、法律問題座談全文與其相關資料。 

3.行政函釋 

透過行政函釋分類檢索功能，查詢行政函釋全文與其相關資料。 

4.法學論著 

透過法學論著分類檢索功能，查詢法學論著索引出處資料。 

5.綜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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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法規、司法判解、行政函釋、法學論著等四類資料之查詢功能，

提供一次性整合檢索服務。 

6.系統設定 

提供設定常用語彙、設定常用法規、資料備份、系統更新說明、字

型及列印功能設定等功能，輔助使用者依其使用需求進行設定。 

（二）系統版本 

提供「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版本說明。 

（三）法學資料截止日期 

提供「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資料收錄截止日期說明。 

（四）結束查詢 

點選該功能，即可離開「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 

（五）使用授權及著作權聲明 

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使用授權及著作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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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 

（一）第一層檢索功能 

提供法規體系、法規名稱、全文檢索、常用法規、法規異動等檢索功

能。 

1.法規體系 

（1）於系統左方選擇該筆法規所屬的資料類目別後，系統右方即呈現

符合該類別之法規資料。 

（2）於系統右方選擇該筆法規後，系統上方提供編章節、條號查詢、

條文檢索、法規沿革、修正條文、歷史法規、相關法規、首尾條

文等檢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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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法規體系中將選擇之法規勾選後，點選滑鼠右鍵，將提供加入

常用法規、列印法規名稱與法規名稱存檔功能。 

A.加入常用法規 

將所選擇之法規加入使用者常用的法規群組類別中。 

B.列印法規名稱：列印所選擇之法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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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法規名稱存檔 

將所選擇之法規名稱存檔至預設之資料夾或自行指定之資料

夾中。 

 

2.法規名稱 

（1）於系統左方選擇該筆法規所屬的資料類目別（不知法規所屬類目

別者，可點選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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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檢索字詞功能中輸入法規名稱並點選開始查詢後，系統將提供

符合檢索字詞之法規明細。 

3.全文檢索 

（1）於系統左方選擇該筆法規所屬的資料類目別（不知法規所屬類目

別者，可點選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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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檢索字詞功能中輸入法規內容關鍵字並點選開始查詢後，系統

將提供符合檢索字詞之法規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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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用法規 

於系統左方選擇該筆法規所屬的資料類別，系統右方即提供該類別

之常用法規明細。 

5.法規異動 

（1）於系統左方選擇該筆法規所屬的資料類目別（不知法規所屬類目

別者，可點選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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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法規異動期間功能中輸入查詢之期間並點選開始查詢後，系統

將提供符合該段期間內之法規異動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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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層檢索功能 

提供編章節、條號查詢、條文檢索、法規沿革、修正條文、歷史法規、

相關法規、首尾條文等檢索功能。 

1.編章節：使用者可選擇單獨查詢編章節內容，而非全部條文顯示。 

2.條號查詢 

（1）提供使用者可選擇單獨查詢單一法條或部分法條內容。 

（2）點選顯示全文功能，提供該筆法規全部條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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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文檢索：提供法規條文內容關鍵字詞檢索功能。 

4.法規沿革：提供使用者查閱該筆法規歷次公布之沿革修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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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正法條：提供該筆法規最新一次修正條文內容與立法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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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歷史法規：提供該筆法規歷次修正的法規條文內容。 

7.相關法規：提供該筆法規相關之法源依據與附屬法規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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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首尾條文 

提供使用者選擇單獨顯示該筆法規第一條條文、最後一條條文或同

時提供第一條與最後一條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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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層檢索功能 

於法規條文層提供條文內容、複製、編印、尋找、法規沿革等顯示效

果與檢索功能。 

1.條文內容：提供檢索後的法規條文內容。 

2.複製：提供將檢索後的畫面資料或所標記的資料複製功能。 

3.編印 

（1）提供將檢索後的畫面資料或所標記的資料轉換至編輯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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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編輯器將轉入的資料進行存檔、編輯、列印、取消字體顏色。 

（3）可將編輯器資料連結至 Word 進行編輯、存檔、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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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尋找：提供使用者於檢索後的資料內容尋找特定關鍵字詞。 

5.法規沿革功能 

敬請參閱「三、（二）、法規第二層檢索功能之法規沿革功能說明（頁

31）」，敬請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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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層檢索功能 

於檢索後的條文內容上點擊二下，即可顯示該現行法條內容，同

時提供前筆、後筆、複製、編印、相關見解再檢索、資訊擴充與

相關實務資料（司法解釋、判例、裁判、決議、法律問題、行政

函釋、論著、全部實務、相關法規、立法理由、歷史法條、資訊

擴充、法規沿革）等功能。 

1.前筆：於檢索後之資料有多筆時，顯示前一筆法規條文內容。 

2.後筆：於檢索後之資料有多筆時，顯示後一筆法規條文內容。 

3.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

說明（頁 36）」。 

4.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編印功能

說明（頁 36）」，敬請卓參。 

5.相關見解再檢索 

提供就單一法條內之全部相關實務見解（司法解釋、判例、裁

判、決議、法律問題、行政函釋、論著）再設定查詢條件進行

再檢索。 

6.資訊擴充 

於查閱法條或法學論著索引時，點選資訊擴充，即可依使用者

需求於該法條或法學論著，自行建置相關資料供爾後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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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關實務資料 

於單一法條下方提供相關實務資料串連功能（司法解釋、判例、

裁判、決議、法律問題、行政函釋、論著、全部實務、相關法

規、立法理由、歷史法條、資訊擴充、法規沿革）。 



 

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綜合專業版使用手冊 20170201 第 40 頁 共計 70 頁 

四、司法判解 

（一）第一層檢索功能 

依據檢索的資料屬性，提供司法解釋、民事類、刑事類與行政類等類

別分類檢索功能，並可選擇單一分類或同時選擇全部分類進行檢索。 

1.司法解釋 

提供大理院解釋、最高法院解釋、司法院解釋與大法官解釋等分類

檢索功能。 

2.民事類 

提供最高法院民事判例、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高等法院民事裁判、

地方法院民事裁判、智慧財產法院民事裁判、最高法院民事決議、

民事法律問題座談等分類檢索功能。 

3.刑事類 

提供最高法院刑事判例、最高法院刑事裁判、高等法院刑事裁判、

地方法院刑事裁判、智慧財產法院刑事裁判、最高法院刑事決議、

刑事法律問題座談等分類檢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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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行政類 

提供最高行政法院判例、最高行政法院裁判、高等行政法院裁判、

智慧財產法院行政裁判、行政法院庭長法官聯席會議、行政法律問

題座談、公懲會裁判、公懲法律問題座談等分類檢索功能。 

（二）第二層檢索功能 

提供資料庫檢索後查閱內容、再檢索、還原、全選、取消、列印與存

檔等檢索功能。 

1.查閱內容：提供於勾選查閱的資料類別後檢視資料要旨或全文。 

2.再檢索：提供於檢索後的類別資料再選擇要檢索的類別重新輸入不

同的檢索條件進行再檢索服務。 

3.還原：提供於再檢索後，重新回復未使用再檢索功能前的資料類別

與筆數。 

4.全選：提供資料庫檢索後勾選全部資料類別使用。 

5.取消：提供取消於資料庫檢索後所勾選的資料類別。 

6.列印：提供使用者將所顯示的全部資料內容或選取的部分內容，導

入列印功能的預覽模式，並進行列印的需求設定與列印。 

（1）印表機功能設定 

提供使用者配合印表機所提供的功能進行列印設定。 

（2）顯示大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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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可選擇將所顯示之列印預覽畫面放大比例呈現或依依

正常比例呈現。 

（3）顯示列印內容功能 

提供第一頁、上一頁、下一頁與最後一頁列印內容顯示功能。 

A.第一頁：直接顯示第一頁列印內容。 

B.上一頁：選擇顯示前一頁列印內容。 

C.下一頁：選擇顯示下一頁列印內容。 

D.最後一頁：直接顯示最後一頁列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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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閉預覽列印功能 

提供使用者離開預覽列印畫面功能。 

7.存檔功能 

（1）功能：將檢索後的資料或標記之部分資料儲存至資料夾中。 

（2）存檔路徑 

A.原則：C:\LswJ\Txt。 

B.例外：可自行指定儲存至特定位置與資料夾。 

（3）存檔格式：純文字檔（Text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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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層檢索功能 

提供檢索後資料要旨明細、複製、編印、尋找等檢索功能。 

1.資料要旨明細：提供檢索後之資料要旨明細，並依資料期間由上往

下排序。 

2.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3.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編印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4.尋找：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尋找功能說明

（頁 37），敬請卓參。 

（四）第四層檢索功能 

提供資料前筆、後筆、複製、編印、相關法條等檢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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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筆：敬請參閱「三、（四）、法規第四層檢索功能之前筆功能說明

（頁 38）」。 

2.後筆：敬請參閱「三、（四）、法規第四層檢索功能之後筆功能說明

（頁 38）」。 

3.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4.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編印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5.相關法條：提供該筆資料引用之相關法條法規版本與法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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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行政函釋 

（一）第一層檢索功能 

依據發布機關的名稱與資料之屬性為分類準則，提供 84 類分類檢索

功能，並可選擇單一分類或同時選擇全部分類進行檢索。 

（二）第二層檢索功能 

提供資料庫檢索後查閱內容、再檢索、還原、全選、取消、列印與存

檔等檢索功能。 

1.查閱內容：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查閱

內容功能說明（頁 41）」。 

2.再檢索：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再檢索

功能說明（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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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還原：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還原功能

說明（頁 41）」。 

4.全選：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全選功能

說明（頁 41）」。 

5.取消：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取消功能

說明（頁 41）」。 

6.列印：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列印功能

說明（頁 41）」。 

7.存檔：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

說明（頁 43）」，敬請卓參。 

（三）第三層檢索功能 

提供檢索後資料要旨明細、複製、編印、尋找等檢索功能。 

1.資料要旨明細：敬請參閱「四、（三）、司法判解第三層檢索功能之

資料要旨明細說明（頁 44）」。 

2.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說明

（頁 35）」。 

3.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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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尋找：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尋找功能說明

（頁 37），敬請卓參。 

（四）第四層檢索功能 

提供資料前筆、後筆、複製、編印、相關法條等檢索功能。 

1.前筆：敬請參閱「三、（四）、法規第四層檢索功能之前筆功能說明

（頁 38）」。 

2.後筆：敬請參閱「三、（四）、法規第四層檢索功能之後筆功能說明

（頁 38）」。 

3.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說明

（頁 35）」。 

4.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5.相關法條：敬請參閱「四、（四）、司法判解第四層檢索功能之相關

法條功能說明（頁 45）」，敬請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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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法學論著 

（一）第一層檢索功能 

依據法學論著性質提供 11 類之分類檢索功能，並可選擇單一分類或

同時選擇全部分類進行檢索。 

（二）第二層檢索功能 

提供資料庫檢索後查閱內容、再檢索、還原、全選、取消、列印與存

檔等檢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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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閱內容：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查閱

內容功能說明（頁 41）」。 

2.再檢索：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再檢索

功能說明（頁 41）」 

3.還原：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還原功能

說明（頁 41）」 

4.全選：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全選功能

說明（頁 41）」。 

5.取消：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取消功能

說明（頁 41）」。 

6.列印：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列印功能

說明（頁 41）」。 

7.存檔：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

說明（頁 43）」，敬請卓參。 

（三）第三層檢索功能 

提供檢索後資料明細（含論著名稱、編著譯者、出版日期與資料來源）、

複製、編印與尋找等檢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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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料要旨明細：敬請參閱「四、（三）、司法判解第三層檢索功能之

資料要旨明細說明（頁 44）」。 

2.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說明

（頁 35）」。 

3.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4.尋找：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尋找功能說明

（頁 37），敬請卓參。 

（四）第四層檢索功能 

提供資料前筆、後筆、複製、編印、資訊擴充等檢索功能。 

1.前筆：敬請參閱「三、（四）、法規第四層檢索功能之前筆功能說明

（頁 38）」。 

2.後筆：敬請參閱「三、（四）、法規第四層檢索功能之後筆功能說明

（頁 38）」。 

3.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說明

（頁 35）」。 

4.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5.相關法條：敬請參閱「四、（四）、司法判解第四層檢索功能之相關

法條功能說明（頁 45）」，敬請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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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合查詢 

（一）第一層檢索功能 

整合法規、司法判解、行政函釋與法學論著等四類資料類別，提供整

合分類檢索功能，可選擇單一類別、分類或同時選擇全部類別、分類

進行檢索。 

（二）第二層檢索功能 

提供資料庫檢索後查閱內容、再檢索、還原、全選、取消、列印與存

檔等檢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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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閱內容：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查閱

內容功能說明（頁 41）」。 

2.再檢索：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再檢索

功能說明（頁 41）」 

3.還原：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還原功能

說明（頁 41）」 

4.全選：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全選功能

說明（頁 41）」。 

5.取消：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取消功能

說明（頁 41）」。 

6.列印：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列印功能

說明（頁 41）」。 

7.存檔：敬請參閱「四、（二）、司法判解第二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

說明（頁 43）」，敬請卓參。 

（三）第三層檢索功能 

提供檢索後資料明細、複製、編印、尋找等檢索功能。 

1.資料明細：敬請參閱「四、（三）、司法判解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資料

要旨明細說明（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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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製：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複製功能說明

（頁 35）」。 

3.編印：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存檔功能說明

（頁 35）」，敬請卓參。 

4.尋找：敬請參閱「三、（三）、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之尋找功能說明

（頁 37），敬請卓參。 

（四）第四層檢索功能 

依據法規、司法判解、行政函釋與法學論著等四類不同的資料類別，

分別提供該類別所屬的檢索功能。 

1.法規 

（1）提供前筆、後筆、複製、編印、相關見解再檢索、資訊擴充等功

能。 

（2）相關檢索功能說明敬請卓參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說明。 

2.司法判解 

（1）提供前筆、後筆、複製、編印、相關法條等功能。 

（2）相關檢索功能說明敬請卓參司法判解第四層檢索功能說明。 

3.行政函釋 

（1）提供前筆、後筆、複製、編印、相關法條等功能。 

（2）相關檢索功能說明敬請卓參司法判解第四層檢索功能說明。 

4.法學論著 

（1）提供前筆、後筆、複製、編印、資訊擴充等功能。 

（2）相關檢索功能說明敬請卓參法規第三層檢索功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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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系統設定 

提供設定常用語彙、設定常用法規、資料備份、系統更新說明、字型及

列印功能設定等檢索功能。 

（一）設定常用語彙 

1.新增、修改、刪除資料類別 

（1）新增資料類別 

點選畫面左側資料類別後，於畫面右側「資料類別」功能輸入欲

新增之名稱，再點選「新增」即可完成新增「資料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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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資料類別 

點選畫面左側欲修改之資料類別後於畫面右側「資料類別」功能

輸入欲修改之名稱，再點選「修改」即可完成資料類別名稱修改。 

（3）刪除資料類別 

選擇畫面左側欲刪除之資料類別後，點選畫面右側「資料類別」

功能下之「刪除」功能鍵，即可完成資料類別刪除。 

2.新增、修改、刪除常用語彙 

（1）新增常用語彙 

點選畫面左側資料類別後，於畫面右側「常用語彙」功能輸入欲

新增之語彙，再點選「新增」即可完成新增「常用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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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常用語彙 

點選畫面左側資料類別內之常用語彙後，於畫面右側「常用語彙」

功能輸入欲修改之語彙，再點選「修改」即可完成「常用語彙」

修改。 

（3）刪除常用語彙 

點選畫面左側資料類別內之常用語彙後，於畫面右側「常用語彙」

功能輸入欲刪除之語彙，再點選「刪除」即可完成「常用語彙」

刪除。 

（二）設定常用法規 

1.新增、修改、刪除群組類別 

（1）新增群組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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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畫面左側群組類別後，於畫面右側「群組類別」功能輸入

欲新增之名稱，再點選「新增」即可完成新增「群組類別」。 

（2）修改群組類別 

於畫面左側點選欲修改之群組類別後於畫面右側「群組類別」

功能輸入欲修改之名稱，再點選「修改」即可完成群組類別名

稱修改。 

（3）刪除資料類別 

請於畫面左側視窗點選欲刪除之群組類別，移動滑鼠點刪除類

別之按鈕，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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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刪除常用法規 

（1）新增常用法規 

點選畫面左側群組類別後，於畫面右側「常用法規」功能輸入

欲新增之法規名稱，再點選「新增」即可完成新增。 

（2）刪除常用法規 

點選畫面左側群組類別內欲刪除之常用法規後，於畫面右側

「常用法規」功能輸入欲刪除之法規名稱，再點選「刪除」即

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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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備份 

為協助使用者留存於常用法規、常用語彙、法規資訊擴充與論著資訊

擴充等功能區中所新增的設定與資料，提供資料備份功能區。該功能

區中分別提供資料備份程序與資料回復程序等二種程序功能。 

1.資料備份程序 

（1）備份位置：提供使用者可自行選擇備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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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份程序：選擇好備份位置後，點選「資料備份」功能鍵，即

開始備份常用語彙、常用法規、法規資訊擴充與論

著資訊擴充等使用者自行設定的資料。 

2.資料回復程序 

（1）回復位置：提供使用者可自行選擇備份的位置。 

（2）備份程序：選擇之前所儲存的備份檔案後，點選「資料備份」

功能鍵，即開始回復之前所備份的常用語彙、常用

法規、法規資訊擴充與論著資訊擴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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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更新說明 

提供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於各版本所做之修正及新增功能。 

（五）字型及列印功能說明 

配合使用者習慣，提供使用者自行設定顯示字型設定、字體顏色及底

色與列印功能設定等功能。 

1.顯示字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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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依照您的電腦螢幕大小與解析度，設定適合查閱的字型大

小。 

（2）字型大小設定值經過變更後，不需重新開機，系統將自動變換

字型顯示大小。即使電腦重新開機或系統重新開啟，字型大小

仍會繼續保留變更後之設定值。 

（3）設定系統顯示字型時不影響列印字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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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體顏色及底色 

（1）提供使用者依其使用習慣或需求，設定字體顏色與底色。 

（2）設定完畢後不需關閉系統或重新開機，即可保留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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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列印功能設定 

為方便不同使用者的資料庫使用需求，提供「預設列印功能設定」

與「自行設定功能設定」二種功能。 

（1）預設列印功能設定 

A.提供已預先設定列印時上、下、左、右之邊界設定。 

B.勾選下方「直接列印」功能鍵，使用者即可直接列印。惟

此時列印時將無法選擇印表機或分頁列印設定。 

（2）自行設定列印功能設定 

A.提供使用者可自行設定列印時上、下、左、右之邊界設定。 

B.於自行設定列印邊界後，變動後之列印邊界設定值不會保

留，將於列印後回復原始列印邊界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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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服務事項及專業特色 

一、公司資訊 

（一）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二）地址：104 台北市南京東路二段 150 號 6 樓 

（三）電話：（02）2509-3536   傳真：（02）2503-1122 

（五）法源法律網：http://www.lawbank.com.tw 

（六）電子服務信箱：Lawbank@lawbank.com.tw 

二、服務事項   

（一）法源法律網（http://www.lawbank.com.tw） 

法源法律網（http://www.lawbank.com.tw）為線上法學資料庫，以人

性化的使用介面，提供即時、正確、完整的法學資料與全方位法學資

訊檢索服務。自 2010 年 10 月起，彙整法學界論著，將「論著全文」

數位化，並將法源法律網中原「論著索引」之查詢單元名稱，修改為

「法學論著」，新增「論著全文」檢索、下載之服務。 

（二）「法源法典」行動法規 APP 

由「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優質行動法典。從「法源法律網」

（http://www.lawbank.com.tw）資料庫中，依不同版本，挑選重要常

用法學資料，提供使用者於行動裝置（iPhone、iPad、Android、Win8）

上查詢資料。 

（三）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光碟版 

1.以單機光碟資料庫（CD-ROM）型態，提供法學資料檢索查詢。 

2.內容收錄我國法規、司法解釋、判例、裁判、決議、法律問題、行

政函釋、法學論著索引等法學資料，並提供簡易便捷的全文檢索及

關聯性查詢功能。 

（四）專案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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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發、建置、維護各類「法規查詢系統」專案、「法規通報系統」、「裁

判書檢索系統」、「裁判書類製作管理系統」、「訴願決定書系統」、「訴

訟資料管理系統」。 

2.建置、維護各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光碟版。 

3.提供各類法學資料電子檔。 

4.建置、維護法學領域之法人團體網站。 

5.開發、建置、維護行動裝置法規 APP 軟體。 

（五）出版 

1.承攬各類法學期刊之編印、發行、數位化、網站建置…等整體服務。 

2.發行法學期刊、法學書籍。 

（六）成功經驗 

1.開發、建置、維護各類「法規查詢系統」專案 

（1）法源法律網 

（2）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3）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 

（4）全國法規資料庫 

（5）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6）國防部國防法規資料庫 

（7）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8）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金融法規全文檢索查詢系統 

（9）證券暨期貨法令判解查詢系統 

（10）保險法令查詢系統 

（11）勞動部勞動法令查詢系統 

（12）衛生福利部衛生福利法規檢索系統 

（13）內政部消防署消防法令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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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新北市政府電子法規資料庫 

（15）臺灣證券交易所法規分享知識庫 

（16）教育部訴願案件查詢系統 

（17）教育部體育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18）內政部警政署全國警察法規資料庫 

（19）華南商業銀行金融法令查詢系統 

（20）臺北市都市更新處都市更新訴訟案件系統 

（21）臺北市政府地政局不動產市場資訊管理系統 

2.建置、維護各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光碟版 

（1）「法源法學資料查詢系統」光碟版 

（2）「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光碟版 

（3）「檢察官法學資料檢索系統」光碟版 

（4）「最高法院判例全文彙編」光碟版 

（5）「保險法令查詢系統」光碟版 

（6）「勞工法令判解查詢系統」光碟版 

（7）「水利法規彙編暨查詢系統」光碟版 

三、專業特色   

（一）全國第一：資料量 

累積 20 年蒐集、整編專業經驗，已建置達 943 萬筆。永續增補，倍

數成長，資料完備齊全，全國第一。  

（二）全國唯一：線上法訊報導 

編撰時事報導內容，審編其法律依據，建立連結查詢機制。 

（三）全國唯一：法律電子報 

提供最新法令規章、草案、大法官解釋、裁判、主管機關行政函釋，

服務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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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國首創：線上法律圖書館 

資料庫之廣，數量之豐，超越法學圖書館，翻閱書籍做不到的，法源

資訊貼心的為您達成 。 

（五）專業信賴：全國法官、檢察官使用 

資料豐富齊全、正確權威，使用介面貼心，受到全國法官、檢察官、

監察院、行政體系各主管機關……等三千多個愛用者信賴與肯定。 

（六）無以替代：政府法令 ASP 機制 

蒙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證券交易所、櫃臺買賣中心…等證券與期

貨相關單位及法務部、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之委託，建置、維護法令判解查詢系統於 Web 上公開，並將所發布

之函令，以公文副本提供本公司。 

（七）無形資產：法律與資訊兼備的人才 

長期培植同時具備法律與資訊的專業人才，以提供跨領域的精緻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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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浩瀚無垠的法學資料，

您有雲深不知處的煩惱嗎？

法源資訊為您撥雲見日， 

提供最適制宜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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