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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 本網站於2004年由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開始建置。
法蘭克福大學圖書館為德語研究重點圖書館。

• 1990年起之資料為電子版，1985-1989年之文學亦
透過德國研究學會經費進行回溯電子化。

• 1985-1995年間資料為免費資源，使用者可免費檢
索書目不限IP。

• 價購部分為1971年至今的文件書目。

• 主要收錄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德國文學館藏書目。



二、使用說明：進入畫面

搜尋 關於我們 協助

狀態

最新消息

搜尋

將滑鼠移動至字串上可閱讀解釋。

使用BDSL線上研究
功能更新總覽

BDSL歷史

相關連結

相關軟體下載



0.1 登入狀態說明

Guest狀態:以登入
(20所學校以外) IP狀態：顯示IP所在的學校為國

立政治大學

1985年至1995年之資料免登入，
即可以guest 身分使用。
系統會自動辨別IP以確認身分。



0.1.1 訊息欄: 登入狀態

檢索畫面中登入狀態也會出現
此欄位狀態。

點選後可進入觀看登入資訊。

點選進入



0.1.2 登入資訊頁面

目前登入的身分

目前登入身分可使用的資源範圍

連結服務

數位圖書館服務：可連結至線上圖書館服
務，提供OPAC系統



0.2 相關連結說明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圖書館

Semantics傳播管理公司
(負責建立此網路資料庫)



0.3 Visual Composer .NET 2.0/
Visual Library .NET 

Visual Composer .NET為Semantics傳播公
司的產品之一，為一線上書目管理軟體，
與常用的Endnote 應用程式相近，可主動
連至Visual Library .NET尋找所需書目，
並且自動整理。該軟體須購買，讀者可點
選試用版有限期免費試用。
點選圖示即可下載安裝。

按此可進行軟體
下載。

Visual Library .NET為線上書目搜尋引擎，
可直接搜尋並整理德國各大圖書館(包含
本資料庫之法蘭克福圖書館)、出版社、
特殊典藏計畫中之書目。
點選Visual Library .NET即可連結至該搜
尋引擎。



0.3.1 Visual Library .NET

點選Visual Library .NET 會開啟新視窗。

連線中的等待畫面



0.3.2 Visual Library .NET登入畫面

進入德國圖書館聯盟所有之書籍文章

可查詢德國圖書館的書籍資訊

Google搜尋、文獻傳遞服務



1. BLLDB檢索

檢索：
1. 點選上方橫欄”Suche”進入搜尋頁面。

2. 直接於Home首頁點選Hier Suchbegriff eingeben，設定檢
索欄位及關鍵字，並按suchen 鍵。

1. 

2.

下拉選單可直接設定檢索
全文、編著者、標題、主
題、關鍵字、出版社或出
版地等欄位。



1.1 欄位說明

•Freitext全文: 可檢索含有輸入關鍵字的所有全文，
系統會搜尋所有主題中相關的全文。
•Verfasser/Hrsg.編著者: 可檢索含有關鍵字的編
者、作者或譯者之真名、筆名、譯名等。
•Behandelte Person提及人物: 可檢索含有關鍵字
(人名)的所有作品，不限格式(如“姓, 名“) 或全
名
•Behandeltes Werk提及作品: 可檢索含有關鍵字
的所有作品，或引用此關鍵字的作品。
•Titel/Zusatztitel標題: 可檢索還有此關鍵字作為
標題的文章。• Klassifikation主題: 本資料庫共有20個文學主題分類，輸入主題會以

字母順序自動列出該主題內所有文章。
•Schlagwort關鍵字: 可檢索設定輸入字串為關鍵字的文章。
•Verlag出版社: 可檢索含有關鍵字的出版社名
•Ort出版地: 可檢索出版社或出版單位所在地。



2. 快速檢索:進入檢索畫面

檢索：
1. 點選上方橫欄”Suche”進入搜尋頁面。

2. 點選後即可觀看檢索結果。



3. 進階檢索畫面

進入檢索頁面。
可設定不同檢索欄位。

檢索欄位

資料庫訂戶
可檢索1971至今的

書目資料。



3.1 進階檢索欄位說明

可用布林運算元組合/排除
檢索的字或詞。

可限制檢索欄位

*限定出版年份
(1985-1995)

*文件類型(文集文章/期
刊文章/專題論文 /文集
名/多卷作品名/期刊名)
*分類方式
(年份/作者/標題/檔名)

*每頁顯示結果數量
(5/10/25/50/100) 



4. 檢索結果
列表

檢索畫面如
左圖顯示。

1. 共有4939項符合
條件
(點選儲存所有結
果)

2.   每頁顯示10筆資
料

3. 下一頁/前一頁/
最首(最尾)

4. 儲存
(勾選可全部儲存)

5.  檢索訊息欄(見下
頁說明)



4.0 檢索圖示說明

滑鼠移至有燈號的文件上，會看見說明解釋：

紅燈：不免費提供全文
綠燈：可從EZB 資料庫中免費取得
黃燈：視學術單位而定（本計畫無法免費取得）
紅黃綠：視資源年份決定是否可免費取得



4.1 檢索頁面左欄訊息說明

檢索歷史：

此次登入已進行過 2 次檢索。

儲存清單：
列出儲存的檢索紀錄。
(可以文字或Dublin Code 匯出)

指令：
列出檢索的
限制與條件。點選後會新開檢索頁面。

在檢索結果畫面中，選擇需要的資料。



檢索歷史

點選進入

(共有4項檢索歷史)

進入後會看見所有
檢索歷史的列表

重新檢索(跳回檢索畫面)



儲存清單

點選進入

(點選此欄可以兩種格式匯出儲存的清單)



匯出儲存清單

文字格式匯出清單

原始碼格式匯出清單



4.2 資料說明圖示

此資料為專題論文

此資料收錄於文集中

※滑鼠移至圖示上亦會出現說明

此資料收錄於期刊中

文集名

期刊名

多卷作品名

資料種類 作者名 資料內容

儲存搜尋紀錄：勾選資料內容並按Speichern儲存。



5. 檢索結果畫面

訊息欄

資料種類
書目檢索結果

返回/儲存/上一項/下一項

出版資料/年份
頁次

顯示在本資料庫中分類為何種主題

收錄於EZB
數位期刊資料庫

紅燈－不開放本文



主題說明列表

• 點選橫
欄”Klassifikation”
後可看見資料庫中
4種類別、6種主題

• 最下方索引中收錄
期刊及文集索引

• 各主題可點入觀看
分類

• 此列表僅為標籤性
質，未提供文章連
結，讀者需依檢索
步驟搜尋資料

一般語言學

各語言/
各語種

各語種文學書寫

索引



一般語言學

• 包含語言學教育、
語言學教學、書目、
導論、紀念專書、
研究計畫、

百科全書、研究機
構、面試訪談、

會議研討會、國家
與區域、翻印版作
品、報紙通訊、

引著、修訂本、

語言學歷史等。



印歐語系

• 包含巴爾幹半島語
言、波羅的海語言、
日耳曼語言、義大
利語、喀爾特語、
羅曼語系、斯拉夫
語言，及其他印歐
語系。



非印歐語系

• 包含非洲語言、非
亞語系、艾努語、
安達曼語、澳洲語
言、南亞語系、太
平洋中南諸島語言、
巴斯克語、德拉威
語、西班牙高加索
語、印度語系、日
語、高加索語、韓
語、中亞語系、巴
勒斯坦語、巴布亞
語及漢藏語系等。



當代語言學及語言學哲學
• 包含現代語言學、生物語

言學、電腦與閻學、民族
語學、專業語言、符號語
言、口說/書寫語言學、

文法學、片語學、數學與
閻學、方法論、雜集、自
然語言、神經語嚴學、非
語言溝通、實用語言學、

心理語言學、詞彙學、符
號學、社會語言學、語言
學習、語言功能、語言地
理學、語言史、語言邏輯、
語言病理學、語言哲學、
語言類型學、語言教學、
美學、翻譯及第二外語學
習等。



發音學及文本語言學

• 包含字型學、辭典
編撰學、形態學、
姓名學、發音學、
語音學、語意學及
文本語言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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