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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錄期刊內容：

• 期刊索摘：590 titles

• 全文期刊：526 titles

 內容特色：

• 以人文藝術類權威索摘資料庫為基調，精選相關重要全

文期刊資源，其中收錄依據有：ART Bibliographies 

Modern, Design and Applied Arts Index,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Art,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和 SSCI，使用者可直接自上述索摘資料

庫直接連結本資料全文資源。

• 提供MLA中近280種刊物之”即期全文內容”

• 提供A&HCI 中180多種刊物之”即期全文內容”

Arts & Humanities Database 資料庫簡介



• 藝術、設計、工藝及攝影

• 建築、室內設計及都市規劃

• 考古學、人類學

• 歷史、哲學、宗教

• 音樂、劇場、電影及文化研究

Arts & Humanities 主題簡介



藝術類

Artforum 

International

20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2002+ 

Art Education

1997+

C: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1997+

 為獨家收錄



女性研究

Feminist Review 

1999+ 

Feminist Studies
1990+ 

 為獨家收錄

Frontiers 
1994+ 



語言

Language Teaching 
2002+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001+

Language in 

Society 
2001+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997+

 為獨家收錄



歷史學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001+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01+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01+

African Studies 

Review 

2003+

 為獨家收錄



建築 & 室內設計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16+

Open House 

International 

2009+

Canadian Interiors 

1995+

Arq : 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1+

 為獨家收錄



人類學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99+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1996+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1+

為獨家收錄



搜尋結果

檢索功能篩選:可選擇
來源類型、出版日期、
主題等。

 “Apollo”雜誌涵蓋從古代到當代作品，以及最新的藝術新聞和討論。獨家
採訪世界上的收藏家和藝術家、市場專家以及全球展覽消息。

Apollo Magazine
- 阿波羅雜誌



 在2019年2月所發表的一篇全球展覽消息“Around the Galleries”中，提及
了普普藝術大師-Andy Warhol於2019年的展覽。

提供翻譯功能，可
翻譯成繁簡體中文
等19種語言

提供全文PDF檔下載
、引用 、 電子郵件
、列印、儲存功能

Apollo Magazine
- 阿波羅雜誌



近代亞洲藝術的發展：Taiwanese Artists



賴志盛(1971-)

1971年出生於台灣台北，目前生活與工作於台灣台北。
賴志盛在1990年代中期是觀念主義團體「國家氧」的成員之一
，早期作品多發表在台北都會區外圍的廢墟，以狀似徒勞的工
事召喚絕對性、轉換場所意義。如在空廠房以一百塊磚頭砌成
一直頂天花板的長柱，或是以海菜水填補廢棄民宅一處地板凹
窪成就水平。他在灰撲撲的日常情境中創造一種低限而異樣的
現實，作品圍繞著勞動、耗費、特定場域精神，以及「藝術生
產如何可能？」的瞬間。他過去長達13年在工地擔任泥水匠的
經驗，一直是重要的創作養分。

文字及圖片歸版權者所有



陳界仁（1960-）

 1960年生於臺灣桃園，於80年代台灣戒嚴時期，曾經
以游擊式的行為藝術干擾和挑釁當時的政治體制。
1987年解嚴後，他停止創作沉寂了數年，於1996年重
新開始創作。創作關注邊緣區域處於充滿「斷裂」與
「不連續」的歷史與社會處境。他早期電腦修相的《
魂魄暴亂1900--1999》系列，以修改歷史上的刑罰照
片為基礎，討論影像/權力、記憶/歷史、拍攝者/被攝
者、殖民/去殖民之間複雜糾纏的關係，並提出在既有
的「攝影史」外，還有處於失語和被詮釋位置的「被
攝影者的歷史」。

文字及圖片歸版權者所有



林奕維（1987-）
 林奕維，1987年出生於臺灣臺南，大學時就讀臺北藝術大學美術

學系，主修繪畫、副修水墨，擅長作品敘事以其水路、溯溪、捷

運車廂、外來居民等線索，思考移動與移民的關係。作品與作品

之間除了由鬼魅性這個概念所支撐之外，在另一面，對於在地生

活失去深刻感受的“客”這個特徵也一直反覆出現在作品裡頭。

他以“濕度”和“日曬”作為生成作品的媒介，並透過日常生活

的微小敘事，將一些生活動態組裝起來。開始另一種挖掘歷史的

方法–感性編寫與理性整合。

文字及圖片歸版權者所有



資料庫操作說明

http://www.facebook.com/tbmc.fan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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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 Humanities Database 首頁

語言



出版物檢索

點選「出版物」進入檢索頁面

鍵入欲查詢之
期刊部分刊名

系統產生符合查
詢關鍵字之刊物



出版物檢索結果

點此檢視最新
一期期刊內容

於此可察看過
往之期刊刊期

針對該出版物內容
進行關鍵字查找



PQ介面檢索
功能 & 技巧



基本檢索

自動完成關鍵字
讀者僅需鍵入幾個字
母，系統將自動產生
建議關鍵字，節省輸
入關鍵字的時間



進階檢索
讀者可指定關鍵字檢索欄
位，並可任意增刪檢索列

限定檢索範圍於全文或同儕
評審，並可指定日期範圍

更多符合個別
資料庫特性的
篩選欄位



檢索結果頁面-顯示包含圖表

可顯示文章所包含圖表，並可
直接連結致文中該圖表位置



檢索結果頁面-摘要預覽功能

移動滑鼠至文章連結右側的
「預覽」，即可瀏覽文章摘
要，不需離開檢索結果頁面

提供文章連結
可直接點選文章全文連
結，進入文章本身

預覽工具列
預覽視窗下方提供Email、
列印、引用及匯出等功能



檢索結果頁面-分類功能

檢索結果分類功能：除依
來源類型篩選外，也可按
出版物名稱、主題等，快
速篩選檢索結果

視覺化呈現檢索結果
分佈的年代，讀者可
點選不同的年代，檢
視相應之檢索結果



單篇檢索結果

提供翻譯功能，
可翻譯成繁簡體
中文等13種語言

提供全文PDF檔下載

引用、郵件、影印等
常見服務並未收放在
More裡，更方便使用



全文PDF頁面



參考文件

本文引用的84篇，
可直接連結

 引用本文3篇，可直
接連結

 引用相同文獻的，有
30,426篇

相關主題建議



建立新知通報



RSS訂閱



個人化 My Research功能

於學校網域中，點選右上角我
的檢索，即出現登入視窗

無帳號者，點此建立帳戶讀者可建立自己的個人雲端資料夾MY 
Research
• 收集及儲存本次檢索的文章
• 收集及儲存要繼續追蹤的主題:儲存

關鍵詞檢索策略



【台北總公司】110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315號7樓 電話：(02)2736-1058   傳真：(02)2736-3001

【南部辦事處】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傳真：(06)302-5427  

網址：www.tbmc.com.tw   E-mail：info@tbmc.com.tw

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