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ylor & Francis 2017 年秋季网络课程表 

 
 

课程名称：新版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功能介绍 

时间：9 月 5 日(周二)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7059378507312820739  

内容介绍：Taylor & Francis Online 作为 Taylor & Francis 的电子期刊平台，为研究人员提供超

过 2500 种覆盖人文社科、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高质量同行评审期刊。2016 年 8 月，发布的新版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平台在发现性、可读性和功能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本次着重介绍新

版平台变化，帮助用户更快熟悉新版各项功能。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Taylor & Francis Online 检索技巧 

时间：9 月 7 日(周四)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6741761483885654787 

内容介绍：Taylor & Francis Online 作为 Taylor & Francis 的电子期刊平台，为研究人员提供超

过 2500 种覆盖人文社科、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高质量同行评审期刊。了解平台的功能、掌握检

索技巧，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快更准确的找到所需的学术资源。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Modernism 介绍 

时间：9 月 12 日(周二)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5427988025204986883  

内容介绍：Routledge 现代主义百科全书提供千余篇相关领域的专家文章，百余幅图片，是目

前有关现代主义研究最大最全面的资源。内容涵盖8个重要学科领域：文学、建筑、视觉艺

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及思潮，内容定期更新。是学生和研究人员的重要工具，也是从

事现代主义各项相关研究的理想起点。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Routledge History of Feminism 介绍 

时间：9 月 14 日(周四)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2102269915903600899  

内容介绍： Routledge 女权主义历史涵盖了引人入胜的女权主义主题，跨越了漫长的19世纪。

提供整本图书、章节节选、期刊文章，及新专题文章等范围广泛的资料。主题：政治与法律、

宗教与信仰、教育学、文学与写作、家庭中的女性、社会与文化、英帝国女性、运动与意识形

态。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数据库介绍 

时间：9 月 19 日(周二)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3365840773171851267 

内容介绍：Taylor & Francis 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数据库是 1873-1953 年间英国政

府的秘密情报和外交政策文件。这些来自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跨越了 20 世纪的四大战争/

冲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数据库包含超过 4500 份档案，一万六千余份文件，内容近

15 万页，为研究从二战到冷战早期绥靖政策期间的相关情报工作、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军事

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南亚研究回溯数据库介绍 

时间：9 月 21 日(周四)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8434615765498305027 

内容介绍：Taylor & Francis 的南亚研究回溯数据库提供 500 万页从 18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的

重要历史文献。包含期刊、图书、法案、日历、目录、人口普查等 16 种不同的文献类型。是

目前最详尽的南亚在线研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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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Routledge Handbook Online 介绍 

时间：10 月 17 日(周二)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4125038158988476675  

内容介绍：Routledge Handbook Online 汇集了 27 个学科领域广受全世界赞誉的 850 余卷 

Routledge 手册、参考书和丛书系列。每本手册均由学科专家编辑，并经同行评审，为整个学

科领域或分支学科提供了权威综述。所包含的 20,000 个章节均附有独立文摘和丰富元数据，可

实现跨学科完整检索。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s 介绍 

时间：10 月 19 日(周四)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7277032331589793283  

内容介绍：Routledge 英国历史文献是在线版的第一手英国历史文献典藏，卷次起始自1953

年，跨越了战争时期。提供足足12卷内容，包括美国殖民档案在内，超过5,500份文献；内容

涵盖政治和宪法主题，以及社会、经济、宗教及文化历史，包括政府与内阁会议记录、军事调

度、报刊文章、小册子、个人与官方通信及日志等。每份文献都由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研究学院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的专家精心编引和分类，历经几代杰出历史学家甄选，并提供

注释帮助理解每份文献的上下文。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新版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功能介绍 

时间：10 月 24 日(周二)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3403063639818740227  

内容介绍：Taylor & Francis Online 作为 Taylor & Francis 的电子期刊平台，为研究人员提供超

过 2500 种覆盖人文社科、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高质量同行评审期刊。2016 年 8 月，发布的新版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平台在发现性、可读性和功能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本次着重介绍新

版平台变化，帮助用户更快熟悉新版各项功能。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Taylor & Francis Online 检索技巧 

时间：10 月 26 日(周四)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354038731158722051  

内容介绍：Taylor & Francis Online 作为 Taylor & Francis 的电子期刊平台，为研究人员提供超

过 2500 种覆盖人文社科、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高质量同行评审期刊。了解平台的功能、掌握检

索技巧，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快更准确的找到所需的学术资源。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课程名称：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数据库介绍 

时间：10 月 31 日(周二) 下午 14:30 开始 

注册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2069910189186904579  

内容介绍：Taylor & Francis 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数据库是 1873-1953 年间英国政

府的秘密情报和外交政策文件。这些来自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跨越了 20 世纪的四大战争/

冲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数据库包含超过 4500 份档案，一万六千余份文件，内容近

15 万页，为研究从二战到冷战早期绥靖政策期间的相关情报工作、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军事

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主讲人：肖苒苒 - T&F 期刊与电子产品专员 

 
 

参会提示：1. 研讨会大约 30-40 分钟，请提前通过注册网址报名参会；2. 注册后，您将收到一

封确认电子邮件，其中包含加入网络讲座的相关信息；3. 网络课堂需要准备耳麦；4. 第一次参

加会议，需要安装插件，请提前 15 分钟准备（查看系统要求）。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肖苒苒 (Monica.Xiao@tandfchina.com 或 qq:134427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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