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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享 Social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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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詢欄將搜索目前使用的資料庫內容

2. “我的資料庫(My Databases)”列出
目前訂閱的所有數據庫，並包含資料
庫中內容細項的頁面鏈接

3.首頁有“關於(About)”、“瀏覽
(Browse)” 、“時間軸(Timelines)”永遠
顯示在每個頁面上，以提供有關資料
庫與發現內容方式的更多訊息

4.發現所有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
的特色內容

5.除了訂閱資料庫內容外，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還包含Fairchild書店。
教師和學生可以從出版商那裡租借或
購買教科書以及訂購檢驗副本，以進
行時尚和室內設計。

首頁 (The Homepage)



流行時尚資料庫內容





參考工具(Reference works)：
包含10卷世界時尚穿著的百科全書，由A~Z排列的時尚歷
史詞典

100多種的學術電子書(100+ academic eBooks)：
涵蓋時尚的重要經典和現代著作

珍貴的博物館目錄內容(An invaluable museum directory)：
其中包含有關專業和館藏的資訊，以及樣本圖片和更多資
料的鏈接

超過13,000張彩色圖像(Over 13,000 color images)：
來自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服裝學院，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
博物館，時裝技術學院博物館，模式博物館和商業模式檔
案館等合作夥伴

獨特的展覽檔案(Unique exhibition archive)：
展示來自世界各地博物館的歷史展覽圖片，包括時裝技術
學院博物館和薩默塞特宮





由世界知名時尚歷史學家Valerie Steele編
輯，曾任紐約FIT博物館館長

提供查詢時尚歷史的窗口(Provides a 
window into fashion history)─從20世紀70年
代後期到2000年，創造性設計蓬勃發展，
時裝秀從秀場到景觀的演變，超模和名人
的崛起，以及時尚作為工業和文化現象的
不斷擴展

珍貴的影像(Rare images)─擁有國際知名設
計師和品牌，包括Alexander McOueen，
Christian Dior，Vivienne Westwood，Yohji 
Yamamoto，Jean Paul Gaultier，Versace，
Calvin Klein，Chanel等等

國際報導(International coverage)─來自巴黎，
倫敦，紐約，米蘭等地

詳細資料內容(Detailed metadata)─為每張
照片確保準確性，加強查詢和瀏覽，並保
證文本和圖像之間的有效鏈接





數百個案例(Hundreds of cases)─涉及廣泛的主題，旨在
滿足從設計到零售的整個時尚課程的範圍深度。

全球案例(Global cases)─探索除了美國和英國以外的地
區，進入歐洲，亞洲和太平洋等地區

一系列整體面向提供(A range of levels, lengths, and 
approaches)─以滿足學生在整個學習期間的不同要求

合作夥伴案例資料(Partner case collections)─來自世界
各地的頂級時裝商學院，包括紐約的LIM學院和墨爾本
的RMIT Unviersity

教學筆記和補充資料(Teaching notes and supplemental 
resources)─幫助教育工作者充分利用實際案例研究教
學方法





Fairchild Books Library為教師和研究者們提供了以下內容：

從Fairchild時尚產品中選擇標題─ 將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涵
蓋了涵蓋每個核心主題的標題

使用我們的課程計劃來構建您的課程─ 也可以創建自己的課
程鏈接，而不限於單個標題主題

通過STUDIO輔助工具增加研究內容─ 每本書特有的工具，
允許使用者透過選擇題和測驗，抽認卡，影片和音源等資
料來建立各自的學習內容性

連接相關內容─ 訂閱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使用者，可
連結使用Berg Fashion Library，Fashion Photography Archive
和Bloomsbury Fashion Business Cases的資料內容

提供專有的影像內容─ 使用者可透過專有影片，學習如何使
用Fairchild Books Library裡的內容資料

探索互動時間表─ 展示從最早的服裝歷史到現在的服裝發展



如何使用查詢

1.請在查詢欄中輸入您的關鍵字或
句子。

2.您的查詢結果將來自於”我的資料
庫”(MY DATABASES)中

1. 2.



1. 進行查詢後，頁面轉至查詢結果。查詢
筆數將顯示在頁面上方

2. 系統預設查詢筆數為25個。使用者可以
將其更改筆數為50或100

3. 使用者若訂閱的內容包含圖片，則此些
圖片將顯示在頁面頂部，文字和影片結
果將顯示於下方。點擊“查看圖像結果”
其僅提供包含圖像結果的查詢頁面

4. 書本查詢結果指示右側灰色框中的內容
類型，例如， ‘書本章節’、‘百科全書條
目'

6. 使用查詢結果左側的過濾條件來篩選查
詢。選擇篩選項目會將結果中的項目減
少，並其為使用該術語標記的內容。

5. 使用者可以在書目詳細資訊中的“來源”
裡查看每筆結果屬於哪個資料庫。

使用查詢/結果頁面

1.

2.

3.

4. 

5.

6. 



進階查詢

欲使用進階查詢，請點擊查詢欄
框右側的“進階查詢(Advanced 
search)”

在進階查詢裡使用布林邏輯運算方式，
即”AND”、”OR”。在查詢欄中輸入一個關
鍵字，然後點擊“添加行”並選擇“且
(AND)”，“或(OR)”或“不是(NOT)”; 
然後再輸入第二個關鍵字。例如，輸入
‘African’和‘dress’將查找出與非洲服飾相關
內容，而輸入‘African’或‘dress’將查找出非
洲相關內容以及服飾相關內容。

另外可以通過在“Publication dates”或
“Online publication dates”中輸入欲查找
設定的日期，將查詢內容限制在特定出
版時間段落中查詢。



相關內容提供

1.在每個查詢內容頁面中，您將看
到相關的圖片，內文和影片。並看
到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上相關
圖片的預覽。使用者可以通過點擊
“View all image results”來瀏覽所
有相關圖片資料。

2.相關內文和影片將在相關圖片部
分下方顯示。這是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資料庫上的其他內容，
與使用者正在瀏覽的內容類似。

1

2



時間軸
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有三種不同的時
間軸。要瀏覽任何時間軸，請點擊時間軸，
並從下拉選單中進行選擇。

1. 按照年份或時期進行瀏覽。

4. 圖釘標幟依主題方式排列，提供全球在同一
時期所發生其他事件的詳細資料。

2. 時間軸上的圖片提供歷史時段的重要資料訊
息。每張圖片可供點擊瀏覽並提供詳細資料內
容。

3. 於另一時間軸中，提供了剪影輪廓，讓您可
於上一個時間軸作相關資料聯繫。

1

2

3

4



儲存/文件夾

註冊個人帳戶，以便將內容保存到您的
文件夾中以供日後重覆瀏覽。

1. 已註冊的使用者們可以將內容保存到
自己命名和編輯的文件夾中。此外還可
以新增多個文件夾並將不同的內容保存
到每個文件夾中。

2. 使用者要瀏覽已保存的資料內容，請
點擊“使用者帳戶(使用者名稱)”的下
拉選單，然後選擇“我的內容(My 
Content)”。

1

2



引註標示

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資料
庫的所有內容均提供APA, MLA 
and Chicago引註標示(Citation)。

點擊內容上方的“引註(Cite)”
按鈕以瀏覽此內容。並且提供
使用者複製“引註標示”。



資料社群分享

使用者們可以通過社群媒體
和電子郵件分享每種類型的
內容。

使用者們欲資料共享，請點擊位
於內容上方的“共享(Share)”按
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