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與學習的交會

ARTstor在學習與教學的應用



什麼是 ARTstor?

成立背景
在90年代，典藏單位開始數位化館內的藏品，高等
教育(尤其是藝術史等相關研究)開始運用數字圖片
至教學以取代傳統的幻燈片播放。但數位化的成本
高、缺乏既定格式與標準、且引發了許多著作權的
相關疑慮。

有鑑於此， The Andrew W. Mellon基金會於1999
年創辦了一個非營利計畫—ARTstor

• 運用數字科技以提升藝術及相關領域的學術、
教學與學習的品質。

• 協助社群以教育及學術為目的取得及使用圖片，
以滿足老師與學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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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tor
ㄧ個包含藝術、建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影像
資料庫



誰提供內容？ (部分清單)

1,300,000＋圖片來自世界著名的博物館、機構、學會和個人

•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芝加哥藝術中心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會博物館

• Asia Society

• Musee Guimet 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法國

•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館‧英國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

• J. Paul Getty Museum

• National Gallery  國家藝廊‧英國倫敦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柏林國家美術館‧德國

• 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  史密森尼美國藝術館

•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學

• Mark Rogovin 著名的社會寫實攝影師



ARTstor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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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的學科主題
African &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非洲和非裔美國人研究

Design 
設計

Maps & Geography 
地圖及地理

Religious Studies
宗教研究

American Studies 
美國研究

Decorative Arts 
裝飾藝術

Medieval Studies 
中古世紀研究

Renaissance 
Studies文藝復興
研究

Anthropology
人類學

Fashion & Costume 
流行和服裝

Middle Eastern 
Studies 
中東研究

Theater & Dance 
戲劇及舞蹈研究

Architecture & The Built 
Environment 
建築學及建築環境

History OF Medicine & 
Natural Science 醫學史
與自然科學

Music History
音樂史

Women’s Studies
婦女研究

Asian Studies 
亞洲研究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語言和文學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印地安人研究

Religious Studies
宗教研究

Classical Studies 
古典研究

Latin American Studies 
拉丁美洲研究

Photography
攝影研究



適用系所

藝術(史)/美術(史)
研究

建築與古跡保存研究 宗教學系

藝術人文教育研究 博物館研究 人類學系

建築設計相關科系 書畫藝術學系 戲劇/劇場藝術研究

音樂學系 雕刻學系 舞蹈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藝術/文物管理 東亞/東南亞研究

設計相關科系 人文社會學系 歐美研究

(民族)文化學系 歷史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ARTstor適用性廣泛，一般大專院校的通識課程的藝術欣賞相關課程均可，

以此當教學資源，而其它適用系所如下：



ARTstor Digital Library應用於教學的重要功能

• 相關的圖片
(Related Images)

 細節與複製
(Details and 
Duplicates)

 提供學術出版使用的
圖片(Images for 
Academic Publishing)

 圖片群組
(Image Groups)

 輸出成PPT檔
(Group to PPT)

 進階檢索
(Advanced Search)

 360 環場/3D 影像
(QTVR)

 基本檢索
(Keyword Search)

接下來針對這些功能一一做介紹並如何操作



進入ARTstor Digital Library前…

 請注意電腦的作業系統是否為Windows XP, Vista, 7, 

Windows 8, Windows 10

 請注意流覽器是否為IE7.0、Firefox3.6、Safari4.0或

Chrome

 請關閉流覽器的阻擋彈跳視窗功能

線上操作指引請參考： http://support.artstor.org/?article=system-requirements-2



最佳使用ARTstor Digital Library的方式

 為了能完整使用ARTstor的功能，建議所有的使用者可以申

請個人的帳號密碼

 有了個人帳號，使用者可以：

• 儲存並管理圖片和書目

• 匯出書目和下載圖片

• 可與他人分享圖片和資料

• 可直接運用圖片和資料製作簡報

線上操作指引請參考：
http://support.artstor.org/?article=register-for-an-artstor-account



檢索主畫面 Welcome Page









1. 功能列
2. 檢索功能
3. 瀏覽功能

• 套裝
• 類型
• 區域/國家
• 教學資源
• 圖片群組

4. 專題系列



基本查詢

輸入欲查詢的關
鍵字，點選“放
大鏡”，即可進
行查詢



檢索結果-篩選

在結果中進
第二次關字檢索

大圖顯示更改顯示數量

點選此處，針對
套裝、地理區域、
類型及時間
進行檢索結果篩選



檢索結果-排序
選擇ADL和Prints
每頁48個大圖顯示

檢索結果排序
1.名稱
2.創作者
3.日期
4.相關性

限定年代



進階檢索

首頁或檢索結果頁面
點選Advance Search

當對於欲查找的資料有特定的
年代、國家或類型，則可使用
進階檢索縮小檢索範圍，以更
精確找到目標

限定檢索欄位

限定專輯

限定類型

限定地區

限定年代



瀏覽

依專輯、分類、地理區域及教學資
源進行瀏覽



瀏覽-教學資源

在每個主題中，您將發
現跨學科和年代混合的
標誌性圖像，目的在觸
發新的想法並引起更深
入的研究。



圖片檢視



圖片檢視

點選圖示進入圖片檢視頁面



圖片檢視











1. 回到檢索結果
2. 放大/縮小/復原/全螢幕
3. 前往上下圖
4. 圖片訊息
5. 匯出及分享



圖片檢視-比較

在全螢幕模式，點選COPMARE，再點選欲比較的圖檔



圖片檢視-比較



圖片檢視-Quiz Mode 測驗模式

在全螢幕右下角「QUIZ MODE ON」隱藏圖片資訊，進行測試。你可使用中間左右箭頭檢視其

他圖片，或點選「Shuffle Off」自動隨機顯示圖片。點選Show Caption查看答案的正確性。



圖片檢視

圖片可放大檢視細節→雕像上的項鍊

圖片資訊包含創

作者、年代、地

點、圖片來源、

智慧財產權等



圖片檢視
   

1.將該URL分享給其他使用者於校內使用

2.下載含IAP資訊的File或單純jpg圖檔

4.加入圖片至「圖片群組」

3.列印整頁資訊



組織圖片

點選圖示加入資料夾

*需先註冊並登
入my account



組織圖片

資料夾內圖片進行下
載，選定，重新排序



組織圖片

資料夾內圖片進行下
載，選定，重新排序



組織圖片

組織資料夾內圖片選定圖片：
1.圖片重新組資料夾或刪除
2.資料夾資訊編輯或刪除



圖片分享

資料夾：
1.產生URL分享圖片
2.列印/下載資料夾內圖片



圖片列印

資料夾：
1.產生URL分享圖片
2.列印/下載資料夾內圖片
3.

權限：ARTstor可在120天內下載
1000張圖片，多媒體檔案無法下載。
可下載PPT或ZIP檔



進入個人圖片資料夾

進入後選擇「Private」顯示個人圖片資
料夾



圖片小圖示：附加功能

細節與複製

相關的圖片

IAP : 可下載高解析度
的圖片做學術出版



圖片小圖示：附加功能-IAP

版權說明，經申請同意，圖片可供學
術出版使用，不得有任何商業行為等



圖片小圖示：附加功能-細節與複製

1. 對同一物品提供不同角度/光線/遠近等的圖
2. 一幅畫作若經歷多次修復，也會在此功能中呈現其演變



註冊個人帳號

遠端連線
註冊個人帳號允許使用者，在120天內
校園外任意地點，遠端使用ARTstor。
120天後需至校園範圍內，重新在
ARTstor login個人帳號，即重新啟動個
人帳號遠端連線權益。

管理個人圖片
建立分享圖片資料夾及執行其他功能。



ARTstor的授權範圍

• 我可以從ARTstor下載圖片嗎?

可以。

• 我可以怎樣使用ARTstor的圖片呢?

ARTstor的圖片可用於學術目的的非商業使用，例如學生的學期報
告，上課簡報等，並遵守圖片提供者的授權內容。這些圖片亦不可
被放於公開(對不特定人士公開)的網路/實際生活的環境中展示。

• 若我想使用圖片在我的出版品?

透過Images for Academic Publishing (IAP)機制，

經過ARTstor的審核，即可以免費使用圖片在

非商用的學術出版品中。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產品資訊及教育訓練請洽：
飛資得知識服務 FlySheet Info-Aggregate
Tel - (02) 2658-1258 
Fax - (02 ) 2657-7071
EMAIL - info@flysheet.com.tw
Web - http://www.flysheet.com.tw

mailto:info@flysheet.com.tw
http://www.flyshee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