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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內容

Economie, Gestion
Droit
Histoire,géographie
Intérêt général
Lettres et linguistique
Psychologie
Sciences de l’éducation
Sciences politiques
Sociologie et société
Philosophie
Sc. de l‘information
Sport et société

203筆人文社科主題期刊
67,712篇學術研究文章



以關鍵字搜尋文章
RECHERCHE-dans les articles

在空格內鍵入欲檢索之關鍵字，按下鍵盤的Enter鍵或
用滑鼠點選空格右方的箭頭後，資料庫即會開始進行
檢索動作。點選此區右下方的《Recherche avancée》
即可進入進階搜尋的欄位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此部份分為一般檢索(Recherche)和進階檢索(Recherche avancée)。一般檢索的部份僅需於資料庫首頁"Recherche dans les articles"下方的空白格內鍵入使用者想要尋找的關鍵字，按下鍵盤的Enter鍵或點選空格後方的箭頭後，結果將會以尋獲資料與搜尋關鍵字之相符程度(以百分比呈現)以及出版年代(如從最新到最舊)的方式顯現在網頁上，讀者可自行選擇要以何種方式瀏覽尋獲的資料(Tri par pertinence 或 Tri par chronologique)，而每筆搜尋到的結果皆會標明文章名稱、作者、以及該文章所屬期刊之刊名和刊號。此外，網頁每次顯現20筆搜尋到的資料(Résultats 1à 20)，讀者可點選"Résultats 1 à 20"右方的箭號，以繼續觀看之後的查詢結果，以此類推，一直到瀏覽完全部的查詢結果，過程中若有感興趣的項目，使用者可利用每筆資料的下方的[ Résumé ]、 [ Version HTML ] 或[ Version PDF ]功能，用不同的方式參考及查閱該筆資料。進階檢索的部份，



進階搜尋 I
Recherche avancée

點選項目”Discipline”旁的捲
軸按鈕(ˇ)，即可從本資料庫
的12個學科類別中選擇欲查看
的資料類別

此捲軸按鈕方便使用者直接選擇所欲查
詢的期刊刊名。使用者若點選此處，則
不需再點選學科類別(Discipline)的捲軸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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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 II
Recherche avancée

使用者可於此兩空白欄位填寫欲查詢資料的年份範
圍。根據本資料庫的收錄內容，起始年代最早可自
西元2000起，迄末年代最晚則可至當前所屬年代，
如”2000” à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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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 III
Recherche avancée

界定搜尋範圍：藉由此捲軸選項，使
用者可以界定找尋關鍵字辭的範圍。
最大範圍可定在《Texte intég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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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 IV
Recherche avancée

在空白處填
入所欲查詢
的字辭

若欲查詢的字詞不只一組，則可點
選 《Autres critères》，視窗將出
現新的搜尋範圍與字辭表格以供使
用。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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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 V
Recherche avancée

依照步驟4.及步驟5.，填選搜尋
範圍和搜尋字辭後，勾選各搜尋
要件間的相關性(《et/ou》)

將所有檢所要件填妥後，點選
《Rechercher》系統即會開始搜
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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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檢索結果

Résultat de la recherche

檢索結果以兩種方式呈現：
• Tri par pertinence：依照尋獲資料與搜尋關鍵字之相
符程度排序，以百分比的方式呈現相符的程度。

• Tri par chronologique：依照尋獲資料之出版年代先後
順序排列。
使用者可自行選擇要以何種方式瀏覽資料；每筆資料皆清楚標明文章名
稱、作者、所屬期刊刊名及刊號。



觀看摘要與全文
Résumé et  texte intégral

網頁每次顯現20筆尋獲資
料，點選“Résultats 1 à
20”右方的箭號即可觀看
更多檢索結果

點選每筆資料下方的摘要[ Résumé ]
及全文內容([ Version HTML ] 或
[ Version PDF ])，即可依需求觀看搜
尋到的文章。



搜尋期刊
RECHERCHE - un titre de revue

在空白處鍵入欲搜尋的期刊名關鍵字或是完整期刊名稱，
按下鍵盤的Enter鍵或點選空格後方的箭頭後，系統即會
開始搜尋此資料庫收錄之相關期刊名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此項搜尋功能提供使用者以期刊刊名的方式搜尋資料。使用者只需於"Un titre de revue"下方的空格鍵入想要搜尋的期刊刊名或是關鍵字，按下鍵盤的Enter鍵或點選空格後方的箭頭後，頁面即會顯示相關的期刊名稱，使用者只需在瀏覽過後點選所需的期刊項目即可。點選完需要的期刊項目後，頁面會顯示出此資料庫收錄的該期刊所有卷期，使用者僅需點選每期刊號旁邊的"consulter ce numéro"即可查閱該刊號的內容。



期刊檢索結果

檢索期刊的搜尋結果以期刊的刊名呈現，點選任一刊名即可觀看此
資料庫收錄的該期刊所有卷期。點選欲觀看的卷期後，依循前述
《觀看摘要與全文》的步驟即可



瀏覽期刊刊名

點選此處，即可瀏覽資料庫收錄
的所有期刊刊名，而後依照觀看
期刊檢索結果的步驟即可



以出版社篩選期刊書目

在顯示所有期刊名稱的頁面上方，有一個名為“Sélection:
Tous les éditeurs”的項目，點選該項目旁之捲軸按鈕(ˇ)

即可透過出版社篩選期刊書目。



分類查詢
Accès par discipline

共設有12個學科類別。點選欲查詢的學
科類別名稱，即可查閱此資料庫收錄的
該類別所有期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資料庫首頁有一行字為"Accès par discipline"(依照學門進入)，共設有12的學科類別，使用者只需點選需要查詢的學科類別，即可查閱此資料庫收錄的該類別所有期刊。Fils RSS：即時書籤功能。Cairn資料庫於其提供的每個學科類別前方提供即時書籤功能，以橘色的正方形顯示。透過訂閱此功能，使用者不需逐一查詢每個學科的內容，即可獲得該學科收錄的最新文章通知



Fil RSS即時書籤/摘要功能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透過點選Fil RSS選項，使用者可查閱各學
科收錄期刊之即時卷期更新通知，而不需
逐一查詢每筆期刊的更新狀況



訂閱Fil RSS即時書籤/摘要功能I
瀏覽器Firefox版本

若使用Firefox瀏覽器，欲訂閱即時
書籤功能時，僅需點選頁面上的”
立即訂閱”選項



訂閱Fil RSS即時書籤/摘要功能II
瀏覽器Firefox版本

點選”立刻訂閱”選項後，網頁會跳
出一小視窗，僅需依照指示按下”新
增”即可。



觀看即時書籤

瀏覽器Firefox版本

無須進入資料庫，直接開啟Firefox瀏覽器後，在瀏覽器視窗上
依 “ 書 籤 ” → ” 書 籤 工 具 列 ” → ”Cairn-Revues de
psychologie(例)”的順序點選，即可依照列表選擇欲檢索的相
關主題期刊更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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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Fil RSS即時書籤/摘要功能I
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版本

在IE瀏覽器中，點選Cairn.info的Fils RSS選項後，視窗即進
入此畫面，方便使用者觀看類別期刊之更新狀況。欲訂閱此
功能，僅需點選頁面左上方的”訂閱此摘要”選項。



訂閱Fil RSS即時書籤/摘要功能II
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版本

點選《訂閱此摘要》選項後，網頁會
跳出一小視窗，僅需依照指示按下”
訂閱”即可。



觀看網頁摘要
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版本

無須進入資料庫，直接開啟IE瀏覽器後，在瀏覽器視窗上依序點選
“ 我 的 最 愛 中 心 ” → ” 摘 要 ” → ”Cairn-Revues de
psychologie(例)”，即可進入訂閱的RSS觀看相關學科類別之各期
刊更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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