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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資料庫
Beck Online
模組清單
序號
1

2

功能模組

內容說明

Arbeitsrecht plus

本模組包含勞工法相關的所有注釋書、專書及勞工相關即時新聞。提供可列印

勞工法 plus

的法條全文檔。

Arbeitsrecht premium

勞工法 Premium 模組中包含了勞工法 plus 中未包含的部份，包括社會法中與

勞工法 premium

勞工相關的內容、「企業年老職員照護」等專門領域，或對工時等勞工保護相
關的條約或規則。

3

Bank- und Kapitalmarktrecht

銀行及資本法 plus 包含全部的銀行相關法規、證券交易法、債券等資料。

plus

本模組提供即時及、清晰易懂的資料，能作為律師增進專業背景的輔助。

銀行及資本市場法 plus

4

Baurecht ibr-online & Baurecht

本模組提供建築相關的法規，內容適切並即時更新。本模組為 ID 出版社與

plus

C.H. Beck 出版社共同合作的產品。

建築法 ibr online& 建築法 plus
10

Erbrecht plus

遺產法模組提供遺產繼承、遺囑、企業繼任等相關領域的注釋書和判決，也提

遺產法 plus

供遺囑範本、合約範本或撰寫建議。

Europarecht plus

本模組可作為您最大的歐盟法圖書館，可供每日快速、簡易及的搜尋平台。包

歐盟法 plus

含下列資訊：
•

收錄完整的歐洲聯盟條約及歐盟憲法注釋書，如 Groeben/Schwarze 和
Calliess/Ruffert 著作的注釋書；

11

•

完整收錄 Grabitz/Hilf 歐盟延伸法源的注釋書

•

卡特爾法的注釋書、競爭法、教唆犯罪、集體賠償、基本法及法律保
障等。

•

提供可列印的法條全文檔。

歐盟經濟法期刊、歐盟法及即時法規訊息皆收錄在此模組中。
12

13

Familienrecht plus

親屬法模組收錄所有相關之注釋書、專書及親屬法相關即時新聞。提供可列印

親屬法 plus

的法條全文檔。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plus

本模組提供競爭法、卡特爾法、專利法、實用專利法、商標法、繼承法、合約

營業上權利保護 plus

及媒體等法規的即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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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plus

本模組提供競爭法、卡特爾法、專利法、實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合

(alt)

約及媒體等法規的即時訊息。本模組中的 MMR 期刊已被 ZUM 及 ZUM-RD

營業上權利保護 plus (舊)

取代，故不再受理訂閱。建議您訂閱 ZUM 及 ZUM-RD 的營業上權利保護 plus
模組。MMR 期刊內容另收錄在「多媒體法模組」當中。

15

16

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

本模組包含商業貿易法相關注釋書(如 Baumbach/Hueck, GmbHG)、專書(zur

plus

Limited)、判決、論文、法條和德國及歐洲商業貿易法相關的專業新聞。商業

商法與公司法 plus

貿易法 premium 模組可提供更多專業學術資訊。

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

商業貿易法 premium 模組提供 plus 模組之外更詳細的專業資訊，適用於經濟

premium

律師、法律律師及法官。內容主要來自慕尼黑註釋書(商法典和股份法部分)。

商法與公司法 premium

18

IMM-DAT plus

本模組為 IMM 資料庫，提供慰撫金相關的訊息，只要鍵入關鍵字 (如脊椎狹

IMM 資料庫 pluis

窄症、瘀青等徵狀)，即可搜尋相關慰撫案例、訊息來源等資訊。搜尋引擎作
者：Andreas Slizyk, Rechtsanwalt.

19

21

22

23

Insolvenzrecht Plus

本模組提供破產法相關的注釋書、司法審判、重要規章條例，提供律師實務或

破產法 plus

公司資產人員實用的資訊。

Miet- und Wohnungsrecht plus

本模組提供房屋租賃法中最重要的注釋書、相關專書、論文、判決，另提供可

房屋租賃法 plus

列印的法條、專業新聞全文檔。

Multimediarecht plus

本模組提供實用的媒體法相關訊息，包含通訊法、媒體法、科技法、著作權法、

多媒體法 plus

競爭法等等。

Nomos Arbeitsrecht. Die

本模組為 Nomos 勞工法線上圖書館，包含注釋書、專書、司法判決、法條、

Bibliothek

遣散權益和勞資法、稅務等，也可在本模組中找到勞工法立法程序相關的專書

Nomos 勞工法線上圖書館

"Gestaltung von Arbeitsverträgen"。本模組另含 Beck 出版社出版之 NZA 及
NZA-RR 期刊、法院的司法判決匯集和 NJOZ (Neue Juristische Online
Zeitschrift)期刊的判決匯集。

25

26

Öffentliches Baurecht plus

本模組為行政法性質模組，提供公共建築法相關的基本概念及實用資訊，包含

公共建築法 plus

建築計畫、專門計畫及建築法。

Öffentliches Wirtschaftsrecht

本模組為行政法性質模組，提供公共商業法相關的基本及實用資訊，從基本商

plus

業法、能源法、電信通訊法到歐盟經濟法及公共採購法。

公共商業法 plus
27

28

29

Patentrecht plus

本專利法模組為蒐集專利法、樣本法和商標法等相關領域消息的線上圖書館，

專利法 plus

特別收錄如何登記專利、取消專利、註冊過程或侵害著作權等詳細資訊。

Sozialrecht plus

本社會福利法模組提供關於社會法典(SGB)及社會法院法(SGG)注釋書、司法

社會福利法 plus

審判及所有相關的規章條例，提供社會福利相關工作者有效的輔助資訊。

Steuerrecht plus

本模組為財稅法專業資料庫(Steuerrechtsdatenbank für den Steuerprofi)，其中包

財稅法 plus

含財稅相關法條、命令、指令、行政文件、稅法辭典、注釋書、期刊、表單、
計算程式和專業新聞等。本模組主要來自 Beck 出版社出版的注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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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frecht plus

本模組適用於學者、法官、國家律師或辯護律師等法律相關工作主使用，主要

刑法 plus

包含注釋書、專書、司法判決、法條等第一手資料。另外尚包含注釋書、決議
等。刑法 premium 模組則可提供更詳細精深的刑法相關資源。

34

35

36

37

38

39

Umweltrecht plus

本模組包含注釋書、專書、判決、論文、環保法相關的法條及資訊。

環保法 plus
Verfassungsrecht plus

本模組包含德國憲法及歐盟憲法相關的注釋書、專書、判決、論文、法條和憲

憲法 plus

法相關的專業新聞。

Verkehrsrecht plus

本模組包含交通狀況的法條、每月更新交通法期刊及新條例、注釋書、專書、

交通法

辭典、判決資料庫及課輔教材。

Versicherungsrecht plus

本模組包含保險法相關的注釋書、相關議題的法條、重要規章，提供律師實務

保險法 plus

或公司保險相關部門實用的資訊。

Verwaltungsrecht plus

本模組包含注釋書、專書、判決、論文、法條即行政法相關的專業新聞，內容

行政法 plus

主要針對行政法和行政立法程序。

Zivilrecht plus

本模組收錄民法相關注釋書、輪廓概要、總覽及民法細覽。在 Premium 模組

民法 plus

中尚包括期刊、線上法條文章及判決等等。本模組免費附贈 Neuen Juristischen
Wochenschrift" (NJW)期刊。

40

Zivilrecht premium

本民法 premium 模組提供 plus 模組外更豐富的內容，包含慕尼黑注釋書民事

民法 premium

訴訟法部份，及 Beck 出版社出版的訴狀範例彙編 (Prozessformularbuch)。本
模組免費附贈 Neuen Juristischen Wochenschrift" (NJW)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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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99.1.1-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