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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gue Archive  
    



The Vogue Archive. – 資料庫特色 

本資料庫收錄時尚雜誌美國版（American Vogue 

magazine）, 1892-迄今，共計400,000 頁經典內容 

 從封面到內頁摺頁，所有頁面以高畫質全彩掃描呈現 

 完整回溯內容及每月新增現刊 

 可依服裝類型、設計師和品牌名稱尋找影像 

 由ProQuest 獨家提供圖書館客戶IP範圍內不限人數方案 
 

Vogue Archive 保存全球最優秀時尚設計師、設計師和

攝影師的作品，是現代早期至今的美國與國際時尚、文

化和社會的獨特記錄。 



The Vogue Archive. – 資料庫特色 
 

 專業索引 

 廣告依公司名及品牌名建立索引 

 照片涵蓋‘零售資訊(Retail information)’ 

 康納泰仕專業的影像索引，可查詢服飾的款式、配件 

 

 



The Vogue Archive. – 多元應用領域 

Vogue 

時尚 

設計 舞台 

服裝 

珠寶 

配件 

化妝品 

電影 

研究 
性別研
究/文學 

流行 

行銷 

視覺 

藝術 

商業史/ 

物質史 

文化 

研究 

時尚品牌設計師的作品：如Coco Chanel 到年輕的英國設計

師 Stella McCartney。 
 

攝影、藝術：收錄Horst P Horst, Richard Avedon, Irving 

Penn, Annie Liebovitz等大師的作品。更專題報導當代重要

藝術師如1950s的畫室專題。 
 

 文學：凱特蕭邦 (Kate 

Chopin)等女性文學名家的作

品、 Pauline Kael及Joan 

Didion等人的影評,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羅素

(Bertrand Russell)等人的文

章。 

 



The Vogue Archive.  

- Annie Leibovitz ：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攝影師 

• 在她鏡頭底下的名人不計其
數，例如英國女王、披頭四主
唱約翰藍儂、大腹便便的黛咪
摩爾等等。 

 

• 作品橫跨整個20世界末期，是
美國流行文化的縮影，並在70

年代與Vogue雜誌合作，留下
一張張經典的雜誌封面。 



檢索頁面 

點選進階檢索 

透過攝影師/插圖
畫家欄位，將所
要檢索的人物名
稱輸入此欄位。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 

可選取不同年代，檢
索所需出版日期。 

檢索功能篩選:可選擇
文件類型、出版日期、
公司/品牌、材料等。 



流行史. Coco Chanel (1924). 

 



History. 二次大戰時的倫敦. 

 



視覺藝術. Irving Penn. 



文學. Vladimir Nabokov. 

 



 

Incredible  
 



• 1909.Dec 

Vogue - 經典時尚手繪時代的最佳記錄者 

• Vogue時尚雜誌創立前二十

年的圖片多採 手繪方式，描

繪當時社會名流的穿著風格，

鉅細靡遺的將服飾線條、質

感以及各款飾品的光澤等記

錄下來。 

 



Vogue - 開創時尚攝影先河 

 直到1941年開始改變雜誌

內容風格，跟多位攝影大

師合作，例如Irving Penn

。奠定了Vogue在時尚界

的地位。（左圖為Irving 

Penn在1943為Vogue封

面所拍攝的第一張照片） 

 



• 1932.July 

Vogue - 首創以彩色照片作為封面 

• 1932年7月，首度以彩色照

片作封面，吸引許多設計師

向Vogue買廣告，創造了媒

體與廣告共生的模式。 

 



• 1996.Nov 

Vogue - 華人登上美版Vogue封面 

• Vogue有華人巨星登
上封面是件很難得的
事情，就連美國本地
人都很難登上封面 
 

• 華人的時尚設計風格
也逐漸影響到Vogue，
華人市場影響之廣,連
Vogue都不敢忽視 
 

• 東方元素也漸漸的影
響Vogue,我們可看到
社會的變遷及時尚的
改變 

 

 

 

全球第一個登上Vogue封面的華
人演員─Maggie張曼玉 



• 1972.Nov 

時商生活圈的塑造-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 Vogue每期都有People 

are Talking about專欄，

時時反應出社會大眾現

在正熱門的時尚話題是

什麼 
 

• 以左圖為例，1972年當

時卡通動畫蜘蛛人第一

集正紅，故Vogue雜誌

也報導了這股時尚炫風！ 

 

 



The Vogue Archive 首頁 

語言 

可直接瀏覽最
新一期內容 



瀏覽期刊 

點選「瀏覽期刊」進入瀏覽頁面 

點此檢視最新一
期期刊內容 

於此可察看過
往之期刊刊期 



精細的影像索引查找輔助功能 

可透過配置項目單獨查找某類型服飾，
例如：Day Dress 

可透過配置項目單獨查找某位模特兒，
例如：Gisele Bündchen （吉賽兒）  



PQ介面檢索  

功能&技巧 



   ProQuest 資料庫平台特色 

 同時上線使用人數無限制 

 全文期刊資源多為即時更新 

 可利用電子期刊各卷期方式進行瀏覽 

 提供多樣化全文格式如HTML或是PDF 

 提供19種語言檢索介面、13 種語言全文翻譯功能 

 提供線上35種引用格式選擇 

 重要資訊不再遺漏：ProQuest Alerts 新知通報 

 全新改版的行動網頁搭配My Research，研究不受限 

 與 PQDT 介面之整合 

 合併查詢重要之『期刊』及『論文』資訊 

 

 



基本檢索 

自動完成關鍵字 
讀者僅需鍵入幾個字
母，系統將自動產生
建議關鍵字，節省輸
入關鍵字的時間 



進階檢索 

提供多種欄位設定關鍵字查詢範圍 

可指定日期範圍 

可查找照片中的服裝款式
、時尚細節、配件飾品等 

照片中的模特
兒、其他人士 

照片人物的設計師
、髮型師、化妝師 

更多符合個別資料
庫特性的篩選欄位 



檢索結果頁面-摘要預覽功能 

移動滑鼠至文章連結右側的
「預覽」，即可瀏覽文章摘
要，不需離開檢索結果頁面 

預覽提供文章連結 
由彈出之Preview視窗中，
可直接點選文章全文連結，
進入文章本身 

預覽工具列 
預覽視窗下方提供Email、列
印、引用及匯出等功能 



檢索結果頁面-分類功能 

檢索結果分類功能：除依
出版日期篩選外，也可按
出版物名稱、主題等，快
速篩選檢索結果 

視覺化呈現檢索結果
分佈的年代，讀者可
點選不同的年代，檢
視相應之檢索結果 



單篇檢索結果 

快速選擇檢索部分 

引用、郵件、影印等
常見服務並未收放在
More裡，更方便使用 

翻閱功能 

單頁/雙頁檢視 
可放大檢視 

更多與本文主題相
關的延伸閱讀文章 

可放大、縮小、向左轉、向
右轉、1：1等比例檢視、重
新設定與下載，且還可用滑
鼠隨意拖動圖檔 



實用的個人化技巧 

 Alert 新知通報 

 My Research 個人化雲端資料夾 



Alert 新知通報 

讀者可於檢索結果中，建立「新知通報」(alert) 

系統會自動發信到使用者信箱，可及時追蹤有興
趣主題之最新文章 



個人化My Research功能 

於學校網域中，點選右上角我
的檢索，即出現登入視窗 

無帳號者，點此建立帳戶 

讀者可建立自己的個人雲端資料夾MY 
Research 
• 收集及儲存本次檢索的文章  
• 收集及儲存要繼續追蹤的主題:儲存

關鍵詞檢索策略 



 

 

謝謝您的耐心閱讀
！ 

 

【台北總公司】  

110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315號7樓 

電話：(02)2736-1058   

傳真：(02)2736-3001 

網址：http://www.tbmc.com.tw 

【台南辦事處】 

710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傳真：(06)302-5427 

E-mail：info@tts.tbmc.com.tw 

謝謝指教！ 

【台北總公司】110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315號7樓         電話：(02)2736-1058   傳真：(02)2736-3001 

【南部辦事處】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傳真：(06)302-5427   

  網址：www.tbmc.com.tw   E-mail：info@tts.tbm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