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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一 簡介

本網站隸屬德國女性文學研究基金會 該基金會• 本網站隸屬德國女性文學研究基金會，該基金會
為德國收錄女性作家作品之重要機構。

收錄自1945年起的女性作家書目索引 主要為• 收錄自1945年起的女性作家書目索引，主要為
1945年後曾在西德或東德生活、並至少有一項文
學創作在德國出版的女性作家。學創作在德國出版的女性作家。

• 另有Open -Access資料庫DaSinD Texte，提供德語
文學史上所有德語女作家文學出版著作裡主題導文學史上所有德語女作家文學出版著作裡主題導
向的引文、評論及出版動向。

收錄下列文獻索引：專書著作、文章選集、廣播• 收錄下列文獻索引：專書著作、文章選集、廣播
劇，生活資料、人像照片及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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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錄內容(Inhalt)
種類Typ 詳細描述Nähere Beschreibung 內容出處Quelle

專書著作
作者或譯者在1945年後於德國出版的長篇
小說 故事 詩集 短篇小說或文學文章

德國國家圖書館書目、卡爾斯魯厄大
學數位聯合書目

專書著作
小說、故事、詩集、短篇小說或文學文章。學數位聯合書目(KVK)

文選
作者或譯者在1945年後於德國出版的詩集、
短篇小說選錄或長篇小說片段。

圖書館書目。
短篇小說選錄或長篇小說片段

文選中的文章 女性作者/譯者文選中，文章的書目 文選

廣播劇 廣播劇書目 廣播公司目錄

肖像照 女性作者/譯者肖像
基金會收錄之作者肖像。若需要更多
肖像請與女性基金會聯繫。

照片檔案
報紙、期刊、專題著作、書本封面或曾出
版的短文中，包含的作者照片。

作者提供、報紙文章、短文等。

德國國家圖書館作者目錄 報紙文章

生平資料
包含所有姓名、稱謂、生歿年月、照片文
件等。

德國國家圖書館作者目錄、報紙文章、
文 摘 及 作 者 提 供 的 資 料 。 註 ：
基金會提供作者詳細生平資料，由於
文件保護法的考量，若需要詳細資料文件保護法的考量 若需要詳細資料
請與基金會聯繫或來信索取。

德文原文請見資料庫Info 頁面 http://dasind.zait.uni-bremen.de/recherche/index.php?action=more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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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說明：進入畫面三 使用說明：進入畫面

檢索 協助檢索清單

索引 相重新檢索

檢索歷史

匯出文件 登
全文資料

索引 相
關
資
訊

重新檢索 匯出文件 內容 登
出

檢索小幫手

訊

檢索欄位
聯絡方式

檢索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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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che 檢索功能1. Suche 檢索功能

檢索欄文字說明：
在檢索欄位中選擇文件種類、限定檢索欄位、布林邏輯，
輸入關鍵字後點選”Suchen starten”即可進行檢索。
在關鍵字後方打”*” ，可檢索相同字母開頭的文字，如鍵
入Sommer*，資料庫便會檢索所有以Sommer開頭的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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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檢索欄位說明1.1 檢索欄位說明

勾選種類中檢索：勾選種類中檢索
作者自傳、文選(選集)、廣播劇
專題著作(專論)、文章、所有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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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索欄位說明1.1 檢索欄位說明

下拉式限定
檢索欄位 鍵入關鍵字

布林邏輯

選擇出版年代：輸入年代

布林邏輯
(und/oder)

von = from ; bis =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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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索欄位說明

Alle Beteiligten (Werke + Biographien) 全部(作品+自傳)

Autorin/ÜbersetzerIn (Werke + Biographien) 作者/譯者(作品+自傳)

Autorin (Werke)作者(作品)1.1 檢索欄位說明 ( )作者(作品)

Übersetzerin (Werke)譯者(作品)

Titelstichwort 標題關鍵字

Titel 標題

Originaltitel 原文標題

Jahr 年代

Verlag 出版社

Erscheinungsort 出版地

Serie/Reihe 系列別

ISBN 
Schlagworte 關鍵字

Stichworte 標題關鍵字
(Inhalt/Rezension) (內容/校訂稿)

AutorInnen in der Anthologie 文選中提及的作者

Anthologie-ID 文選-ID
Alle Felder 所有欄位

Identnummer der Autorin/Übersetzerin 作者/譯者編號

G b t d t 出生日期Geburtsdaten 出生日期

Geburtsort 出生地

Sterbejahr 死亡年代

Sterbeort 死亡地

Fotos 照片

Fotonachweise 照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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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索欄位說明1.1 檢索欄位說明

Alle Beteiligten
所有作品中提及的人名，含敘述、前言等。也包含非作(Werke + Biographien) 

全部(作品+自傳)

所有作品中提及的人名 含敘述 前言等 也包含非作
家的人名。

A t i /Üb t IAutorin/ÜbersetzerIn
(Werke + Biographien) 
作者/譯者(作品+自傳)

所有作品中提及的女性作者和女性譯者名，這些作者和
譯者至少出版過一項選集、專論或廣播劇。

Autorin (Werke)
作者(作品)

所有曾以德語出版作品的女性作者名，在關鍵字後輸入
”*”，可限定只檢索女性作家的作品(不含譯者)。( ) ( )

Übersetzerin (Werke)
譯者(作品)

所有曾將外語作品譯為德語作品的女性譯者名，在關鍵
字後輸入”*” 可限定只檢索女性譯者的作品譯者(作品) 字後輸入”*”，可限定只檢索女性譯者的作品。

Titelstichwort 標題關鍵字 檢索所有含有關鍵字的作品主標題和子標題。

Titel 標題 檢索所有作品主標題和子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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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索欄位說明1.1 檢索欄位說明

Originaltitel 原文標題 檢索所有翻譯作品的原文標題。

年代 檢索所有出版年代Jahr 年代 檢索所有出版年代。

Verlag 出版社 檢索所有出版社名稱(含有關鍵字即可檢索)。
Erscheinungsort 出版地 檢索所有出版地(含有關鍵字即可檢索)。g 出版地 檢索所有出版地(含有關鍵字即可檢索)
Serie/Reihe 系列別 檢索所有系列作品。

ISBN 檢索所有 ISBN 
關鍵字Schlagworte 關鍵字 檢索所有目前的關鍵字。註:

- 若未輸入完整關鍵字，可能影響檢索結果。
- 出處:圖書館聯合書目

Stichworte 標題關鍵字
(Inhalt/Rezension) (內容
/校訂稿)

檢索作品概要或評論。
註:
- 不保證能檢索所有作品概要或評論。
- 來源: 圖書館聯合書目、短文、前言摘要。

AutorInnen in der 
Anthologie 文選中提及 檢索所有作家(不限女性)文集中之作家名稱。g
的作者

( )

Anthologie-ID 文選-ID 檢索所有被編號的文選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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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索欄位說明1.1 檢索欄位說明

Alle Felder 所有欄位 檢索所有欄位。

Identnummer der
Autorin/Übersetzerin 作者/
譯者編號

每位作者/譯者皆有作家編號，可藉由編號檢索所有作家。

Geburtsdaten 出生日期
檢索所有作者/譯者的出生日期，或作品中提及之出生日期。註:
未包含所有作者/譯者的出生日期。如有未竟之處，歡迎您向本資料庫
反映。

檢索所有作者/譯者的出生地 註
Geburtsort 出生地

檢索所有作者/譯者的出生地。註:
未包含所有作者/譯者的出生地。如有未竟之處，歡迎您向本資料庫反
映。

檢索所有作者/譯者的死亡年代或月份。註:
Sterbejahr 死亡年代

檢索所有作者/譯者的死亡年代或月份 註:
未包含所有作者/譯者的死亡年代或月份。如有未竟之處，歡迎您向本
資料庫反映。

死亡地
檢索所有作者/譯者的死亡地。註:
未包含所有作者 譯者的死亡地 如有未竟之處 歡迎您向本資料庫反Sterbeort 死亡地 未包含所有作者/譯者的死亡地。如有未竟之處，歡迎您向本資料庫反
映。

Fotos 照片
檢索資料庫中409 幅肖像照片，照片以字母順序排列作家名稱。在關Fotos 照片
鍵字後輸入”*”，可檢索所有符合關鍵字、附有照片的作家。

Fotonachweise 照片檔案 其他媒體中收錄的女性作家照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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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檢索功能-以frauen為例1.2 檢索功能 以frauen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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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檢索結果1.2 檢索結果
回到檢索畫面

姓名 標題名稱
年 出版社名稱 種類

代

匯出檢索結果

下一頁 / 最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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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檢索結果畫面-Tabelle方式呈現1.2 檢索結果畫面 Tabelle方式呈現

上一筆 / 下一筆 /  匯出

匯出：匯出：
若要匯出本頁資料，請點選exportieren
惟匯出結果需由首頁Datenexport頁面
檢視 在本頁不會有任何動作

返回

檢視，在本頁不會有任何動作。
(匯出請點選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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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檢索結果畫面-Kartei方式呈現1.2 檢索結果畫面 Kartei方式呈現

上一筆 / 下一筆 / 匯出上一筆 / 下一筆 /  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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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寫信給編輯群1.3 寫信給編輯群

寫信給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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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寫信給編輯群1.3 寫信給編輯群

寫信給編輯群寫信給編輯群

檢索結果已由系統設定，請
在第二欄輸入文字敘述，在第二欄輸入文字敘述
第三欄輸入email，按送出後
即可寫信給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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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Tipps zur Suche 檢索小幫手1.4 Tipps zur Suche 檢索小幫手

檢索小幫手

18



2. Index 索引2. Index 索引

1.可利用下拉式選單，選擇文件種類。
2.以字母順序瀏覽。
3.直接輸入關鍵字。3.直接輸入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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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ndex 索引-以瀏覽方式2.1 Index 索引 以瀏覽方式

檢索後出現下列結果：檢索後出現下列結果
顯示名稱符合關鍵字的作者筆數，列出所有作品數量及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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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ndex 索引-以瀏覽方式之呈現結果2.1 Index 索引 以瀏覽方式之呈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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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uchgeschichte 檢索歷史3. Suchgeschichte 檢索歷史

視窗中列出檢索歷史，本例中檢
索過arbeit, weiblich, frauen,索過arbeit, weiblich, frauen, 
deutschland, biografie及lebens六
個關鍵字。

1.預設值:勾選欲重新檢索策略，即可重
新進行檢索。
2 重新編輯檢索策略 畫面會跳回S h2.重新編輯檢索策略，畫面會跳回Suche
3.選擇合併檢索
4.刪除選定的檢索策略
5 刪除所有的檢索紀錄5.刪除所有的檢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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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tenexport 匯出資料4. Datenexport 匯出資料

首先，若需要匯出書目資料，
請按下E ti 此頁面不請按下Exportieren。此頁面不
會有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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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tenexport 匯出資料4. Datenexport 匯出資料

顯示 / 刪除顯示 /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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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tenexport 匯出資料4. Datenexport 匯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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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sinD Texte 免費資料庫5. DasinD Texte 免費資料庫

DasinD Texte為DasinD Online姊為 姊
妹資料庫，收錄免費全文。
檢索方式與本資料庫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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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fo-資料庫內容數據6. Info 資料庫內容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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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聯絡方式四 聯絡方式

「本資料庫仍在擴充，若
有更多資訊，歡迎您與我
們連繫。」
聯絡方式：
d i d@ i b ddasind@uni-bremen.de
若要查詢已出版作品的書
目，請至德國國家圖書館目 請至德國國家圖書館
書目：
http://www.d-n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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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吝指教
若有任何疑問，請與本計畫聯繫。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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