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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edieval 
Bibliography

• 涵蓋最新的文章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of 
articles)

• 內容跨足各類歐洲中古世紀的文章: 語言,文學,
藝術,歷史等等.(multidisciplinary)



• 內容來自歐洲,近東與北非

• 360,000 records   

• 10,000 new records each year

• 一年至少更新4次



Bibliographie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 專題論文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of 
monographs)   

• 內容跨足各類歐洲中古世紀的專題論文: 語言,
文學,藝術,歷史等等.(multidisciplinary)



• 內容來自歐洲,近東與北非

• 50,000 records        

• 5,000 new records each year   



可做單一資料庫搜尋或跨資料庫搜尋



選擇語言(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





收錄期刊清單



鍵入欲查詢的關鍵字

選擇單一或跨資料庫查詢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展開主題細部選項



輸入所需之關鍵字

書目查詢 (作者,文章標題,
語言,出版年代)

主題查詢 (學科,地區,世
紀,科目,主題等等)



範例1: 快速查詢

(Copernicus/哥白尼) 

Example dates from February 2010



在快速查詢欄位內鍵入關鍵字



Auto-Complete function: 系統
能依您所輸入的關鍵字自動顯示
其接近字彙



選定好關鍵字後,系統便
會顯示出符合的結果數

按下search鍵來瀏覽
查詢結果



有關”哥白尼”的書目清單

選擇您感興趣的內容



匯出



提供多種格式選擇
(Endnote, Refworks, 
Word, Excel, etc.)

內容可下載或email郵寄



Email 郵寄 (html格式)





書目資料 (型式,作者,文章標題,語言, ISBN/ISSN …)

分類資料 (類別,科目,地區,世紀 …)



OpenURL compatible (可連結到library 
catalogues, online journals, etc.)



可連結到 the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for the Middle Ages 
(如果使用者有訂購這些百科全書)



範例2: 主題查詢

(medecine/醫學) 

Example dates from February 2010



從清單中選擇一個關鍵科目





選定好關鍵字後,系統便
會顯示出符合的結果數

按下search鍵來瀏覽
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清單





書目資料 (型式,作者,文章標題,語言, ISBN/ISSN …)

分類資料 (類別,科目,地區,世紀 …)



連結全文





書目資料 (型式,作者,文章標題,語言, ISBN/ISSN …)

分類資料 (類別,科目,地區,世紀 …)

評論 (BCM only)



Link to Google Books



範例3: 綜合查詢

Example dates from February 2010



選擇科目



文學



選擇地區



點選英國群島;再選英格蘭



輸入世紀間隔



按下search鍵來瀏覽查詢結果





書目資料 (型式,作者,文章標題,語言, ISBN/ISSN …)

分類資料 (類別,科目,地區,世紀 …)



查詢補充

Example dates from February 2010



布林邏輯



European Medieval Drama 2007-2012 1997-2006

Food and History 2007-2012 2003-2006

Hortus Artium Medievalium 2007-2012 1994-2006

Journal de la Renaissance (Le) 2000-2008

Moyen Français (Le) 2007-2012 1977-2006

Manuscripta 2007-2012 1957-2006

Mediaeval Studies 1939-2006

New Medieval Literatures 2007-2012 -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2007-2012 1957-2006

Romance Philology 2007-2012 1998-2006

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The) 2007-2012 1991-2006

Viking and Medieval Scandinavia 2005-2012 -

12 E-Journals on Metapress

Current Archiv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brepolis@brepol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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