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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is Advance 

Lexis  Advance 法學資料庫，係一兼具學術與實

務之全球性法學資料庫，專門爲世界各地的司法

從業人員、法律專家學者以及法律學院學生提供

最權威、最專業的法律資料&文件。 

 

 

開放單位同
仁試用中~ 



◎特色：  

Lexis Advance®  已進化成一個快速簡便的法律檢索工具，使用者除了可

以在最快的時間內查詢到核心資料外，同時還可以看到由該核心資料所延

伸出來各式各樣的參考資源。 

 

 操作介面簡化的檢索框 

 檢索時無須選擇資料來源，全方位呈現多元資料（同時提供選擇鍵，使用者可依
來源，種類，權限或主題限制檢索結果。） 

 使用者可根據資料屬性或使用目的建立文件夾來組織檢索結果。 

 Shepard‘s®  判決引文援引查詢服務。 

 Legal Issue Trail™  特定法律問題或法律觀點的援引查詢服務。 

 Lexis Nexis®和Web內容檢索。 

 增加多種附加功能，如訴訟資料歸檔，判決和結算分析，詞彙練習參考等等。 

 



收錄資料 

Lexis.com所收錄之各區域、各類型資料來源如判決合輯、法規合輯、法案合輯以及專書期刊合
輯等等，約有45,000多種，Lexis Advance收錄超過60,000種以上，其中就美國本土的部分，其收
錄範圍及資料量也較Lexis.com更加詳細與完善。 

操作介面 

 檢索介面跳脫原有『先選再查』的框架，操作上更為簡易。 

 使用者在Keyin關鍵字同時，系統會自動秀出與關鍵字相關聯之建議字詞，提供使用者參考，
提升檢索效率。 

 檢索策略除保留原有 Lexis.com以文字列表檢索結果外，更新增圖表呈現方式與連結程式，
使用者可直接在該圖表中點選查找與該主選項有相關聯性之檢索結果。 

資料建立 
使用者可將不同類型的檢索結果存入專屬的Folder資料夾，建立多元化體系性的法律資訊，除方
便使用者瀏覽引用外，亦可大幅節省操作上的時間成本。 

搜索結果 

 Lexis Advance會把所有檢索資料依其資料來源屬性(如管轄法院、期刊)分門別類列表，使用
者可清楚看到資料的分佈範圍與數量，提升檢索效率，擴大研究方向。 

 Timeline filter：檢索後可輕鬆運用 Timeline filter再次縮放檢索範圍。 

 Research Map：可利用圖形描述，迅速查找過去檢索紀錄。 

  Unlimited pre-search filters：可以透過pre-search filters縮小特定檢索範圍及領域。 

 Legal Issue Trail：可快速查找主案件中的各種連結關係，幫助使用者有效了解與分析該議題
的演變與發展。 

 強化檢索援用先例Shepards的操作介面與圖表功能，原先Lexis.com中的Shepards為單獨操作
的檢索功能鍵，使用者必須另外點選查詢結果中的Shepardize才能秀出援用的檢索結果；在
Lexis Advance中則將Shepardize所查詢到的各項結果同步秀在主檢索結果旁，同時用圖表呈
現該判決理由的援用歷史狀態及各管轄法院的案件數量利。 



Product Tutorials 

The tutorials below introduce various product areas and 
teach you how to use key features of Lexis Advance®. 

 Tutorial: Getting Started with Lexis Advance® 

 Tutorial: Searching 

 Tutorial: Working with Search Results 

 Tutorial: Using Lexis Advance® Alerts 

 Tutorial: Using the Lexis Advance® Legal Issue Trail™ 

 Tutorial: Delivering Results in Lexis Advance® 

 Tutorial: Using Folders in Lexis Advance® 

 Tutorial: Viewing Your Search History in the History List View 

 Tutorial: Using the Lexis Advance® Research Map 

 Tutorial: Overview of the Shepard's® Citations Service 

 Tutorial: Shepard's® Citing Decisions 

 Tutorial: Shepard's® Appellate History 

 Tutorial: Using LexisNexis® Headnotes in Shepard's® Reports 

 Tutorial: Shepard's Table of Authorities 



針對英美法學課程之學習與研究，有效運有資料庫檢索功能及

加值服務，迅速獲取多元化專業法學資料。 

 

學 習 目 的 



 

 

一、單位網域： 
直接連結學校圖書館，登錄個人帳密使用。 

 

二、單位網域外： 
上網連結學校圖書館，登錄個人帳密使用。 

登入方式說明 



一、操作介面 





 

二、檢索方式---開放式 







二、檢索方式---限定式 

1、各級管轄法院 
 
2、資源來源屬性 
 
3、法律主題 
 
4、使用記錄與喜好 
 
5、進階檢索 

點選Filters，選擇限定項目。 



1、各級管轄法院 



2、資源來源屬性 



3、法律主題 



4、使用記錄與喜好 



5、進階檢索---連接詞的運用 



※連接詞檢索範例 





三、瀏覽所有資料來源&法律主題 



瀏覽所有
資料來源 



四、全方位的呈現多元檢索結果 

1、檢索結果排序方式 



2、檢索結果在各類資料來源的分布狀態，以及二次檢索功能鍵。 



五、 Shepardize® this document---判決引文援引查詢 

點選後出現各相關資料的援引狀態。 



點選Map後會出現訴訟歷程的圖表。 



引用本案理由
見解的後案。 



點選Grid後會出現引用本案見解的圖表。 



引用本案見解的
其他資料來源。 



被本案引用理
由見解的前案 



※大量訴訟歷程範例 



六、 Legal Issue Trail™---特定法律問題或法律觀點的援引查詢 



What is the Legal 
Issue Trail™? 
 
 

The Legal Issue Trail™ lists 
cases that cite to the case 
you are viewing as well as 
cases your case has cited - 
for a specific legal issue or 
point of law.  
 
 
To use it, select Activate 
Passages and then select 
the passage dealing with 
the issue you are 
researching.  
 
 
The list of cases is 
displayed with 
the Shepard's Signal™ 
indicator for each case. 
 





七、Folders---可依資料屬性與研究主題建立專屬資料夾 



點選後可將該筆資料直接加入My  Folders 中。 



八、History---可將使用歷程轉換成文字列表或圖表 



九、Settings---可配合使用目的或結果呈現等進行設定 





設定後會讓檢索結果主畫面先秀出Cases這一類別。 





十、下載傳輸工具 



十一、Help 



《英美法學知識補給站》 
 

★ 案卷上的代碼是本案的引證號，分別隸屬於不同機關的判決彙編。  
（ * 代表本案在該彙編的起始頁數） 
 

◆ U.S.  代表《美國判例彙編》 （聯邦最高法院官方出版---權威） 
--547 U.S. 586  表該判決出現於《美國判決彙編》第547卷，始於該卷第586頁。 
 

◆ S. Ct. 代表《最高法院判決彙編》 （非官方版） 
--126 S.Ct. 2159  表該判決出現於《最高法院判決彙編》第126卷，始於該卷第2159頁。 
 

十二、其他 



Doctrine of Stare Decisis 遵循先例原則 

定義： 
英美法最重要的法原則之一，意即遵循之前所做過的決定。當法院第一次作出相關的判決或決
定時，意謂著它建立了一個法律先例，之後其他法院在審議類似案件時，須遵循這個先例所作
出的判決理由。  
 

例外： 
不同層級法院在審理同一案件時，上級法院的判決對下級法院具有其約束力，因此上級法院可
以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另外，在援用的過程中，有些案件會因為事實的發生或適用的法律有
所不同而導致援用上變得不合理，法院可以改變甚至推翻這個先例。 
 
Shepard’s Citation 可提供以下材料之引證歷史和評價，及查找引用案例和相關文章。 
 

聯邦判例法，包括未公佈之判決 

來自全部50州及D.C.和波多黎各的判例 

美國法典以及來自於全部50州的法典 

規章，包含聯邦行政法典 

美國和州的憲法條文 

法院規則，包括聯邦證據規則和聯邦民事程式規則 

特定的法律出版物 

單個美國專利 

加拿大判例法 

 

 
 



每個案例前面都會有特定的符號。 







http://www.lexisnexis.com/en-us/support/lexis-advance/default.page 



一、法律主題或研究領域 

『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毒樹果理論  

『Miranda  Warning』米蘭達警告（ 384 U.S. 436 ） 

『 Strict  Liability 』 無過失責任 

『Gestational  Surrogacy』 代理孕母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就業歧視 

二、已知檢索條件之案例、法規、 期刊 

「毒樹果」案例 --Brown v. Illinois > 66 Ill. 344, *   ;  1872 Ill. LEXIS 536, **  

 美國法典『專利』--TITLE 35. PATENTS PART II CHAPTER 11 § 116. Inventors 
>  35 USCS § 116  

  法學評論所刊載的文章--Civil Mediation in Taiwan: Legal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Legal Modernization  

     >  6 E. Asia L. Rev. 191   

 

 

小        試        身        手 



http://www.asiaworld.net.tw 



碩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電話 ： 02-8226-3132 

服務信箱： services@customer-suppor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