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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檢索：紅色檢索欄位（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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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首頁：點擊任何頁面所出現的 LexisAdvance 標誌。

存取其他訂購的資源：點擊下標箭頭存取其他訂購產

品，例如 LexisNexis® Public Records 與 LexisNexis®  

CourtLink® 。

瀏覽資料來源或法律主題：先點擊 Browse，再選擇

Sources 或 Legal Topics。可按其分類層級深入探查或

搜尋特定的資料來源或主題。

更改/編輯 用戶身份資料。

回到最近的檢索或讀取的文件，同時也可經由紅色檢索

欄位下方的 History 資訊箱進行連結。

其他的設定鏈結。包括Help、Price Guide、

My LexisTM、Sign Out、Folders、Alerts、Notifications

與Live Support。或可利用首頁上的資訊箱內之各鏈結。

輸入檢索關鍵字查找資料與更多資訊！

輸入：

- 鍵入自然語言檢索詞後點擊 Search 。無需選擇資料

來源。

- 鍵入法律專業用語及連接詞，例如：

Americans disabilities/20 alcohol!，再點擊 Search 。

- 鍵入引證號，例如：800 f2d 111 ，並點擊 Search 

獲得全文資料以及檢索檢果。

- 鍵入部分或完整的資料名稱，例如：Collier，可查

找到這個資料名稱，並增列到您個人的檢索當中，

或者取得這個資料的文件檔案。

 

- 鍵入熱門的判例名稱，例如：roe v. wade，並點擊

Search，以獲得本判例的全文資料與檢索結果。

  

- 鍵入法規名稱，例如：Georgia Lemon Law，並點擊

Search，以獲得本法規的全文資料與檢索結果。

- 鍵入 Shepard's Request，例如：shep : 800 f2d 111，

並點擊 Search。

您在鍵入的同時，紅色檢索框會提供建議的法律詞彙、

文件或資源。

以內容、司法管轄或執業範圍等檢索過濾詞來精確原本的

檢索詞，也可用檢索字詞與連結符號來協助精確檢索。

點擊 Filters 再利用最近的資料來源、檢索過濾詞或主題，

且亦可過濾檢索結果。

 

更快速連到個人喜愛的資料、資料夾、貼心警示與法律

主題更新通知（畫面中的藍點意指該項有新的資訊）以

及輔助的主題。

登入 LexisAdvance 後，首頁畫面呈現如下：



檢索過濾詞：精確檢索並節省瀏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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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Filters 的下拉式選單以增加檢索過濾詞。檢索過濾詞

欄位將隨個人增加的過濾詞而顯示所挑選的過濾詞數目。

當增加畫面中的任何檢索過濾詞，Narrow by 欄位裡會顯

示所挑選的檢索過濾詞。點擊右側的X，刪除其中一個選

項，而點擊 Clear 就移除所有選項。

儲存綜合檢索過濾詞成為個人喜愛與再利用的檢索過

濾詞，則可點擊星形符號以增加檢索過濾詞到個人喜愛

的過濾詞清單中。

只要選擇一個檢索過濾詞的連結就可瀏覽過濾詞的選項。

Category 的選項中包含所有的內容，例如：選擇只檢索
立法來源與判例，還可選擇先顯示哪種類型。

Practice Area & Topic 的選項包括40種以上的執業範圍。

Recent & Favorites 的選項包括最多50個 最近與喜愛的

資料來源或來源組合、最近與喜愛的檢索過濾詞組合、

以及從 Browse Topics 挑選之最近與喜愛的法律主題。

利用 Advanced Search 選擇檢索指令以及連結到引證號格

式以取得全文資料。

完成選擇檢索過濾詞後就點擊 Search 關閉檢索過濾詞的

欄位。

您可以使用 Filter 過濾檢索結果，以限縮文件的數量；也可以在檢索之前就先選擇司法管轄、內容類別或執業範圍等加以

過濾，以達到省時之目的。另外，也可在個人的檢索中增加喜愛的資料來源、資料合併、最近用過的過濾合併詞或常用法

律主題。最後，您也可以透過法律專業用語暨連結詞得到檢索協助。



瀏覽資料來源：找尋特定的檢索資料來源

點擊 Browse 後點選 Sources，可依司法管轄、內容類

別、執業範圍等項而瀏覽。或者點擊 All Sources 檢索

瀏覽按名稱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資料來源。

輸入一完整或部分的標題名稱，建議資訊也隨之出現，

最後點擊灰色的放大鏡進行檢索。

以內容類別與司法管轄等項目過濾資料來源，則可選擇

檢索過濾詞來更快速找到所需資訊，

例如：News 與 California。

要依字母順序排列瀏覽資料來源，就先利用這個字母列

點選一個字母後再增加內容與司法管轄的檢索過濾詞。

點擊一資料來源鏈結就可以：

- 增加資料來源為檢索項

- 獲得所有資料來源的文件

- 設置一更新通知以獲知資料來源的更新資訊

點擊資訊　　的圖示以顯示資料來源的內容、收錄範圍

與更新時程之詳情說明。

在檢索紅框裡輸入您所知道的資料完整名稱或部分名稱。

• 選擇加入資料來源名稱進行檢索。

• 選擇資料來源的 Table of Contents 連結來瀏覽目錄、檢

索完整的目錄或者選擇目錄的特定部分進行查找與輸出

傳遞。

• 點選資料來源的 Get Documents 鏈結，取得該資料

來源的所有可用文件。之後可設定 Publication Alert 

以獲得資料來源的出版更新通知。

另外也可以檢索或瀏覽資料來源清單。

Lexis Advance 的使用者在檢索前，不需要選擇資料來源。若使用者想要檢索特定的資料來源，則有兩種查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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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主題：依法律主題查找與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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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Browse 後點選 Topics 就可檢索特定主題或瀏覽整個

Lexis Advance 法律主題分類層級了。

輸入要檢索的關鍵字後點擊 Search 就可檢索特定的主題。

點擊執業範圍後選定一個主題，或藉由各個箭頭開啟或

關閉額外的層級以瀏覽法律主題分類層級的資訊。

利用主題進行檢索！只要選擇一個主題，

就可看到以下的資訊：

- 這一個主題的檢索結果，例如：relevant cases、

legislation、news、dockets等。

- 把它增列為檢索的選項（並增加本身的檢索字）

- 建立一個主題警示，而這個主題警示將會貼心地被

增加到專屬首頁的警示資訊箱裡。

- 部分的主題會連結到主題摘要報告，這些報告可提

供先例判決與法規、二次資料、舉證責任的細節等

資訊。

被增列為檢索條件的法律主題，將會被儲存於個人的

最近與喜愛的清單中。要成為喜愛的檢索條件並加進

個人的喜愛資訊箱中，則點擊 Recent & Favorites 清單

中之主題旁的星號即可。

如果您偏好以法律主題開始檢索，請從 Browse 中的 Topics 開始著手。

另外，您也可以透過選取目前正在閱覽的判例之相關註解進入 Lexis Advance法 律主題分類層級。



檢索結果：快速查找到最有相關聯性的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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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多元限縮與運用檢索結果：

點擊檢索字詞旁的鬧鐘圖示以設置一個內容型的檢索

警示。

點選 Actions  新增一個檢索條件到一個資料夾裡，可

擴充檢索或建立直接的個人檢索結果或特定文件資料

連結。

點擊檢索字詞旁的鬧鐘圖示以設置一個內容型的檢索

警示。

儲存到資料夾。勾選文件資料名稱旁的方框後點擊

Add to Folder，選擇建立一個資料夾。當未來的檢索結

果中出現了該文件資料，則會顯示出Saved to Folder　

的圖示。點擊這個圖示，就可快速連結到該資料夾。

在不需開啟文件的狀態下，勾選文件資料名稱旁的方框

並點擊所要的圖示後，就可執行列印、下載或電郵傳

遞。另外也可為檢索結果建立一個友善列印的頁面。

文件資料的排序預設值是按關聯度而整理的，利用

sort by 下拉式欄位，重新按日期或司法管轄等參數進

行排序。

提供追蹤已閱覽文件的功能。眼鏡圖案標示過去30天

內閱覽過的文件。滑鼠停留在圖案時，可看到最後一

次閱覽的日期。

點擊 History 並選取之前所進行的檢索或是文件，即

可返回到先前的檢索項目。

免費的精確化檢索功能，可協助您找到更少量、更聚

焦的結果。過濾要件包括：

查看內文中的檢索關鍵字以協助判定哪些是重點文

件。

內容類別。例如：只要選擇一種內容型態如法

規、二次文獻等等，就可以單獨聚焦。

日期。例如：滑動時間軸或輸入日期。（無顯示）

增加更多的檢索字詞。將這些字輸入 Search 

Within Results 的欄位裡。

內容選項。例如：依律師、法律事務所或法官等來

限縮判例。每個內容類別提供不同的檢索過濾詞選

項，因此，您可以一次只過濾一種內容類別。

要增加檢索過濾詞，只要點擊該檢索過濾詞連結後，它

就會呈現藍色，並出現 Narrow By 之下。如要移除檢索過

濾詞，只要點擊藍框裡的 X 後，就可點選移除多個檢索

過濾詞。

點擊星狀圖示並儲存檢索過濾詞組合到首頁的個人喜愛

資訊箱裡，就可儲存喜愛的檢索過濾詞組合，例如：個

別的執業範圍與司法管轄權。可重複操作。



快速查閱：最具相關聯性資料，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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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napshot View，可以很快的在一個畫面上瀏覽最具相關聯性的檢索文件。

而利用 Snapshot View 傳遞多種文件資料，則能省下更多的時間。例如：列印或電郵給同事或者儲存多種文件到資料

夾中。

依據關聯性，以卷軸方式呈現前三大重要的檢索結

果。在 Snapshot View 頁面中，前四個的檢索內容類

別是自動開放顯示。

點擊文件連結即可連到該文件的全文。

瀏覽並勾選想要的文件方框後，點擊列印、電郵、下

載或者資料夾的圖示。也可選擇省時的輸出傳遞，而

快速傳送的選項可省略對話的方框。另有供下載傳送

的 Apple®   Safari®  的外掛程式。 這些都可快速傳送

或儲存所有內容種類的文件資料。

點擊本 Snapshot 畫面下方的 View More Categories，

擴展快速閱覽的資訊頁。



資料夾：儲存文件、選取全文、檢索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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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選取 Lexis Advance 首頁的 Folder 資訊箱；或點擊頁面上方的 More 下拉式選單，從中選取 Folders 就可連到資料夾。

不僅只有儲存全文資料的功能，還可複製及儲存選定的文件全文、檢索結果清單、檢索歷程中有效的檢索條件與研究地

圖、網路連結、主題摘要報告、PDF檔以及來自像 LexisNexis®   Verdict & Settlement  Analyzer 的 LexisNexis®  等其他資料庫

的文件資料。另外，也包括存在於資料夾中的訂閱文件資料，一直到使用者將他們移除為止。

若是訂購單位有資料夾分享的功能，則使用者可以分享這些資料夾的分項，整個資料夾的內容以及管理資料夾的存取。

附加該資料夾的註解。點擊資料夾並附加註解，最多

4,000字。

點擊 Actions ，除了可以調整資料夾的位置、進行複製
或刪除外，還能下載、重新命名以及更新所有

Shepard’s Signal™ 的 Indicators。

只要輸入檢索關鍵字，例如 front pay，就可以在所有的

資料夾裡找到所需的重要資料。

勾選資料夾清單旁的方框並選擇要輸出傳遞的圖示，例

如列印，之後可點選More下拉式選單來移除或分享資料

夾的文件以及管理分享與其他的選項（如訂戶有選訂

者），這樣可針對資料夾清單/文件資料加以善用。

按修正的日期、最新的文件、當事人等參數重新整理

排序以組織資料夾的各個文件。

點擊 My Folders 後，再按 Create Folder，即可在 My 

Folders 下建立一個新資料夾；或在一個資料夾裡建立

一個新的子資料夾。

檢視個人資料夾。選擇一個資料夾連結後，再點擊▲

就可開啟各層的子資料夾。每一個資料夾會顯示其所

涵蓋的文件數量，也可看到個人後來訂購後已分享或

儲存的文件數量。

只要輸入檢索關鍵字，例如 front pay，就可以在所有的

資料夾裡找到所需的重要資料。

確保該文件在法律適用上是 good law。使用者可透過

Shepard's 立即查看這份文件的法律狀態。如果有需

要，可隨時更新。

更新後取得標示。個人儲存在資料夾的文件有更新

時，會有標記顯示，通知使用者存取。



判例：不只有提供全文資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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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該文件儲存到資料夾、列印、傳遞或分享，也可配

合需求提供適合印表機格式的文件。

透過檢索字詞或判決報告頁碼，即可跳到特定文件的某

些部分，例如法律見解或註解。

點擊 Results List 就可看到您的檢索結果群組。

上下點擊就可看到點擊的文件內容。

針對這個頁面建立一個快速連結，就可以更快速、

更簡易的分享您的文件資料全文。

配合您的工作內容複製完整的判例引證號，其中也包括

並行援引與全文判例鏈結。另有各種法律格式可供參考

利用。

立即查看 Shepard's 法律狀態。可以直接在介面上看到

Shepard's Report 及可能的爭議分析。

針對這份文件選擇引證號編碼。

點擊畫有底線的名字，如在本案中被提到的法官、律師、

專家證人與公司等等，就可獲得他們在 Lexis Advance 中

的其他相關資訊，像是這些人的其他案件。

開啟原始資料的 PDF 檔以及其他可取得之判例文件資料。

針對這個法律主題所涵蓋的範圍，可以找到精確的判決先

例與法規、重要次級參考文獻、舉證責任細節及審查標準

等等。另外，利用 Topic Summary ，也可在 LexisNexis®

判例註解旁邊找到主題摘要簡明案例的圖示，點擊連到主

題摘要報告，以加速法律主題的查找。

點擊 Legal Issue Trail 下方的 Activate Passages，選擇一段

有特別標示的案件決議做為您要檢索的爭點，即可針對這

個特定的法律爭點，查找援引本案的判例以及本案所援引

的判例。點選該特定段落後，會開啟另一個新的視窗。

只要點擊被引用的全文連結，就可以直接連結到該文件全文。

若您任選一段文句加以反白後，就會出現功能選項小方框，

您可以用來複製該段文字並貼到工作表中，加上註解，儲存

到資料夾，直接以這段選擇的字句進行檢索，以及用顏色標

示這段字句的重要性。完成段落標記後記得將其儲存在資料

夾中。

透過 Lexis Advance 閱覽一份全文判例的同時，也能快速獲得其他重要的判例分析資源，例如：Shepard's® 的報告、

Legal Issue Trail™ 以及主題摘要報告。



SHEPARD'S®引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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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案件前面的處置標示符號，透過Shepard’s Signal™

indicators，讓您一眼就知道後續的法律處置狀態。

快速導覽 Shepard's 分析報告時所產生的訊息：

- 

- 

- 

- 

建立貼心警示，當Shepard's法律狀態變更時，即可自動

取得更新。使用者甚至還能選擇變更的類型，例如否定

分析⋯⋯等。

點擊Grid 可以看到所有援引本案且具有前後關係的文獻，

以及採司法管轄層級與時間的方式所形成的大圖表。

觀看一個句子就可以快速明瞭本案後續的案件歷史

發展。

這些熟悉的圖示可提供儲存、傳送或分享的功能，便於

儲存報告到資料夾，或傳遞報告。例如傳遞 Shepard's

報告、引證文獻的全文或是兩者同時進行。

依日期排序報告結果。

依特定法律處置、特殊判例註解、司法管轄層級、時間

範圍或討論深度限縮檢索，甚可就結果資訊檢索特定關

鍵字，這樣能快速過濾引證文獻查找到重要判例。

點擊一個檢索過濾詞，就會在 Narrow By 之下顯現藍色

字體 （並無顯示於如上畫面中）。只要點擊藍框裡的X並

選擇移除多個檢索過濾詞後就可完成該檢索過濾詞的移除。

透過檢視 Shepard's Signal Indicators 案例服務來查看引用的

判例其後續的處置情況。

您可以從 Depth of Discussion 的顯示指標中，快速瞭解您

使用 Shepardized™ 查詢後，援引本案的判例對本案所探討

的深度為何？

點擊一個特別標示的判例註解，就可找到援引本案的判例

與本案相類似的法律專用術語。

透過旗子顏色、簡短說明、精確紀錄文獻與討論中的判例

用語，即可精準凸顯援引本案判例的法律用語。

點選畫面下方的Legend ，可以回顧複習 Shepard's Legend

中每個訊息指標的定義。

上訴歷史

後續援引本案的判決

其他的引證資料來源，例如條約⋯等等。

判例表，顯示本案所引用的判例以及其後續的

法律處置。



SHEPARD'S®圖解：標示上訴歷史

可以更清楚的認識本案在歷經各個不同管轄法院後的「生命週期」。

11

點擊 Appellate History，畫面會出現引證文獻清單，

即可在頁面上觀看上訴歷史。

點擊 Map（Map頁面同時顯示）查看地圖式的上訴

歷史。

只要在友善列印頁面點擊 Print 即可列印地圖。

點擊 Legend 瞭解地圖圖示意涵，例如：星形標明

Shepardized 引文。

移除地圖標記，例如：間接歷史與再現地圖。

利用這三個圖示縮放 Shepardized 引文地圖，

可轉為全螢幕觀看或分別擴大/縮小地圖。

如要檢視訴訟歷史中某個重要的判例，只要點擊

該地圖圖示後，即可開啟該文件全文或條列引證

文獻重點。



SHEPARD'S®圖解：點出引證文獻趨勢

法律案件幾乎很少是完全被駁回或否決的，而判例的法律爭點可能會持續在很多的司法管轄法院當中被引證，所以這個

圖解方格可快速有效地顯示這些重要的關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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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時鐘圖示，可針對本案的負面分析、任何變更或選

定的變更，完成變更警示的設定。

點擊 Citing Decisions，就可在 List 頁面上查閱引證文獻。

引證判例清單是預設頁面資訊。

點擊 Grid 取得宏觀圖解方格。

只要在友善列印頁面點擊 Print，即可列印圖解方格。

點擊一個圖表方格，然後選定圖表中的這些判例，即可立

即連到這些重要的引證文獻。

使用者可依據圖表中的分析語彙、司法管轄法院或年份進

行過濾檢索，就可看到在選定頁面中的這些判例。

例如：點擊 7th Circuit（69）。

點擊畫面下方的 Legend 鍵（無顯示），可以瞭解圖解方格

的構成要素。Legend 鍵也可在 List 畫面下方看到。



額外從很多傳遞服務選項中挑選並稍後儲存步驟

選擇一個輸出傳遞圖示之後，挑選所需的傳遞服務選項，

或者透過選擇個人預設選項來儲存步驟與越過各種選項挑選

流程。若點選Choose Settings，則會出現一個包括基本、格

式化與特定內容選擇的選項選單。

列印選項

基本：選擇與裝置連線的印表機（開始選擇時就

要安裝列印/下載功能軟體）。亦可包括位於個人

封面頁上所屬的格式化選擇。

格式化：選擇字型、粗體的檢索關鍵詞，排除封

面頁與其他功能選項。還可觀看個人所添加入文

件的反白強調處與註釋。

特定內容：例如，包括判例註解或法規注釋。

下載選項

基本：以PDF與Docx格式寄送資料，或者寄遞

CaseMap®判例分析軟體，甚至WordPerfect®WP

也可供選擇。還能群組化或壓縮檔案，並選擇檔

案的名稱與儲存目的地。

格式化：選擇字型、粗體的檢索關鍵詞，以及封

面頁與其他功能選項。還可包括個人所添加入文

件的反白強調處與註釋。

特定內容：例如，包括判例註解或法規注釋。

電郵傳遞選項

基本：以PDF與Docx格式寄送資料，或者寄送判

例地圖，以及群組化或壓縮檔案，並且增加收件

人位址、郵件主旨與訊息。

格式化：選擇字型、粗體的檢索關鍵詞，以及封

面頁與其他功能選項。還可包括個人所添加入文

件的反白強調處與註釋。

特定內容：例如，包括判例註解或法規注釋。

輸出取得服務：列印、下載與電郵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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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個 Lexis Advance 平臺畫面中，如檢索結果清單頁面、 目錄頁面與全文文件資料頁面等，可以找到相同又好記的傳遞

服務圖示。（實際版面配置會依不同的檢索需求而有不同，例如全文文件的頁面不會有紅色數字或全選方框）

選擇全部   選擇文件資料的數量 　　　　列印         下載　　　電郵         友善列印閱覽畫面 

Lexis Advance 的輸出取得服務是簡單又彈性，

因為可傳遞：

• 每次單一或多個的文件資料。如傳遞：
– 單一文件資料：閱覽全文時選擇一輸出取得的圖示，

從傳遞的各個選項中挑選。（請見如下的選項說明）

 

–  多個文件資料：選擇檢索結果清單頁面上的文件資料

旁的勾選方框，還可轉換各種內容類型。從目錄畫面

或 Shepard's 報告中選擇多個文件資料，輸出取得圖示

的紅框可提供文件數量的資訊，再選擇一個輸出取得

圖示與挑選傳遞選項。無需開啟文件資料再傳遞。

• 快速取得冗長文件。當捲動像是判例或註釋法規的長篇

幅全文文件資料時，傳遞服務的圖示會浮動出現在畫面

上，便於不用再把畫面捲到頁面最上方，就可快速輸出

取得文件。

• 更多加值服務。可列印個人的檢索結果清單、Shepard's

引證文獻與個人資料夾文件或警示檢索清單，還可輸出

傳遞個人的研究歷史地圖！亦可利用上圖所示的友善列

印閱覽畫面圖示，以及個人所擁有的印表機功能來列印

個人的研究歷史清單、 Shepard's 上訴歷史地圖與

Shepard's 引證文獻圖解畫面。

• 與 Safari 瀏覽器相容。當使用 Safari 瀏覽時也可利用

Lexis Advance 平臺的列印/下載之功能。

• 深入查閱並快速找到資訊。下載或電郵傳遞文件資料完

畢後，可自該文件封面頁連結回去位於 Lexis Advance 資

料庫中的資料來源。



   傳遞選項：選擇開始與結束的日期、線上或

電郵/線上的傳遞型式，以及挑選更新頻率

和傳遞的日期時間，或者選擇有更新釋出時

再提供警示通知。

   分享選項：增加電郵位址讓同事也可接收到

更新資訊的警示通知。（注意：訂閱資源不

得分享。）選好個人所需選項後可選擇建立

警示通知。

自動更新：建立警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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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代表警示的「鬧鐘」圖示就可建置一個貼心警示，而在檢索查找的過程中會有資訊更新的需求時，

就會發現在本平臺的很多頁面上方有這個圖示，所在位置如下方所示之處的上方：

點選警示的圖示後選擇所要的更新選項

快速過目選項畫面並選擇所需的選項。

    概觀選項：選擇一個警示名稱，檢視/編輯

檢索詞後挑選一項當事人的法律問題（可

自由選擇的）。

   監控選項：選項反映檢索，例如，使用者

若檢索判例法、法規與網路內容，使用者

則能以一個警示更新資訊涵括任何或全部

的前述內容。Shepard's Alerts 可以監控所

有內容資訊的變化，Shepard's SignalTM 

Indicator 的變化、 判例否決變化、特定

判例註解的變化等。

• 檢索結果頁面
• Shepard's報告
• 鏈接文件/來源結果頁面，

例如：點選 Get Documents 的連結時。
• 主題摘要報告
• 在研究歷史地圖頁面裡比較檢索結果與查找

相似文件結果

  

這個圖示也會顯示，當進行如下操作：

• 顯示全文的立法與法規之文書資料。
 
•  開啟羅列在 Browse Sources 的部分論著之下拉

式選單。

• 選擇 Browse Topics 中的一個法律主題以及在取

得主題文件的檢索結果畫面上之時。



   快速瀏覽並刪除全部的檢索結果，或者保留檢索結

果並註記讀取。

   編輯檢索詞、變更傳遞頻率或內容及其他選項。

   滑鼠移至檢索結果並點選該警示通知的名稱鏈結，

則內容列（並無顯示於上圖中）會顯示哪個內容有

更新結果，以藍點標示之。

 
 

   濾結果：增加更多的檢索關鍵字以限縮結果

資訊。

   運用各種圖示以：
 ‧ 點選多個警示編輯　　　紅框的數字隨所選

　 的警示數量而標示出來 
 ‧ 再次開始中斷的警示更新
 ‧ 暫停警示更新
 ‧ 刪除警示更新

查閱警示結果

電郵更新資訊會寄到個人信箱裡，可查看檢索詞以判定重要

關聯性。請選擇文件並檢視與利用內部文件鏈結瀏覽其他重

要相關的文件資料。

另外亦可查看個人所有的警示通知並檢查源自 Lexis Advance 

首頁的更新資訊。 請檢查警示通知資訊箱，藍點代表該項

目有更新的結果。

在警示通知資訊箱裡選擇一個警示鏈結以查看該警示通知，

或者點選 View all alerts（或是More 下拉式選單的Alerts 項目）

轉至個人專屬的警示通知管理畫面。

警示通知的管理：包括編輯、刪除、中斷等處置方式。

可在 Alerts 頁面上進行：

自動獲知更新：警示通知的建置

監控出版文件資料的更新情況

針對所信賴的資料來源建立出版文件資料更新警示

通知，當點選Get Documents鏈結時就可發現位於資

料結果畫面上方的鬧鐘圖示。

監控立法法案的更新情況

閱覽一全文法案時點選鬧鐘圖示，監控的選項可依需求

提供法案通過的進度資訊或特定事件的發展資訊，

例如：法案遭到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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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歷史：在清單頁面上查閱歷次的檢索與更多相關資訊

觀看過去90天的檢索歷史。可以看到包括過往的檢索、取得的文件資料、Shepard's報告、傳遞的文件（可快速重寄）、

瀏覽的網頁、主題摘要以及在像是 LexisNexis® Litigation Profile Suite 的其他 LexisNexis 資源中所檢索的記錄。

個人檢索歷史可以在 List 頁面或圖解地圖上查閱。

若研究過程有中斷，則前往個人檢索歷史以快速記錄停止之頁面，然後再回到個人的檢索歷史頁面以儲存有用的檢索

到個人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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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頁 History 資訊箱的最近五個檢索中選擇，或點擊

位於網頁黑色表頭的 History，經由點選 View all history

連結到個人完整檢索歷史 清單，這樣即可快速返回到

過往的一個檢索。

List 頁面是預設的畫面。

點擊 Research Map 查閱個人的檢索歷史。

在友善列印的歷史檢索清單頁後點擊 Print 按鍵，

就可列印個人的檢索歷史。

按日期（最遠的或最近的為先）、當事人編號（最高

的或最低的為先）、類型或檢索篇名（依字母順序或

倒字母順序）排序個人的檢索歷史。

以日期範圍、當事人或案件類型，例如：設立的警示

通知、寄送的電郵、檢索的網頁、檢索的法律等項，

過濾觀看檢索歷史。同樣也可依檢索源頭資源，像是

Lexis Advance、LexisNexis® Litigation Profile Suite、

Lexis Practice Advisor® 等資源，過濾檢索歷史。 惟有

研究日期是被涵蓋。只要點擊 Date 與 Type 等標籤，藍

色的檢索過濾詞會出現在 Narrow By 之下。點擊籃框裡

的 X 就可移除該檢索過濾詞。

提前查看檢索詳情。每個列表提供很多關於內容類別與

檢索類型的資訊，例如：自然語言、檢索詞、案件類型

等資訊。

點擊檢索篇名返回檢索。



檢索歷史：善用地圖以擴展研究

點擊 Research Map 找出探究的與非探究的研究途徑，

並可能發現其他高度相關的檢索結果，就能取得先行

研究的逐步圖解說明資訊。

地圖圖示與圖解延伸資料的教學資訊。

增加檢索歷史地圖於其中一個的資料夾裡。

經由電郵或下載與列印的型態以分享檢索歷史地圖。

點擊一個地圖檢索圖示並點選檢索比較後，再重複

一次，然後點擊 Compare Search Results， 則結果

資訊會出現在一新的視窗裡。這樣即可比較2到3個

檢索結果以找到共同的文件，也可能因此擴展目標

研究。

在個人地圖裡點擊一個文件圖示並選擇文件查找

相似的結果，之後再點擊 Find Similar Documents

以快速 比較各個相關文件，進而找到更多資料，

其中可能也會包括尚未檢視評論的文件資料。

這即為查找相似關聯文件之法。

過濾地圖則需依當事人與日期等參數過濾以檢索包

括於地圖的關鍵字詞，另外也可排除地圖上的特定

的檢索，像是 trails，或改變延伸資料順序。點擊

Reset map to default view 清除檢索過濾詞。

點擊一個地圖圖示並選擇重新執行檢索或儲存檢索

到一個資料夾，即可重新執行或儲存檢索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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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訂閱的文件資料會被清楚標記並且無法連線存取，

除非主動購買之。有很多非訂閱的資料來源可被加入

於個人的檢索且無需額外的花費。也不會有額外的

Lexis Advance 訂閱檢索費或計時費。

在此出現的畫面均為舉例且這些例子並不對應

Lexis Advance 的時價。

選擇非訂閱的資料來源

來自 Browse Sources 的畫面：

選擇有一個星號的資料：如果從檢索結果畫面點選文件，

就會產生文件存取費用，否則檢索該資料是免費的。

有兩個星號的資料（以及呈現灰色的資料名稱）是無法

被加入檢索之中。

在檢索結果中的非計畫文件資料

所有的非計畫文件資料均被標記，同時也可查看價格費用

以及背景檢索關鍵字以協助決定是否要訂購，全部可取得

的文件資料都有特價並包括一個 Save! 圖示。（並無顯示

於下圖中）

經由 Get it now! 的鏈結可連線存取文件資料（不過該文件

篇名無連結功能），另外也可先儲存文件資料於一個資料

夾中後再行購買之。可免費保有非計畫文件資料於資料夾

中，而點擊點選方框與 資料夾圖示後就可選擇資料夾。

非計畫文件資料的連結

若用戶點擊一個嵌入式鏈結，例如想從一個全文訂閱文件

資料連到非計畫文件資料，則用戶將被知會取消動作或儲

存或購買該文件資料：

  

訂閱文件資料的貼心提醒

當購買非訂閱的文件資料時，則能使用該文件資料90天，

或者該文件資料已儲存在資料夾中則可使用一年。

Lexis Advance  也會在如下地方出現到期日：

• 在About this document的方框裡的全文文件資料

• 顯示文件資料的檢索結果列表

• 顯示該文件資料的歷史清單

• 該文件資料的資料夾列表。於一年內利用該資料夾文

件資料的更新資料均含括在購買價格之內。

資料庫平臺網址
www.lexisadvance.com

教學資訊
www.lexisnexis.com/advance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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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資料費用

請注意：Lexis Advance 資料庫平臺持續演進中，所以實際

的畫面與內容功能會與本指南所示者些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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