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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聞報紙

新聞報紙反映每日最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教等現況，對人文、社會科學
或商管領域的學者與研究人員而言，是很重要的資訊來源。
部分新聞報紙逐日或連續追蹤某一新聞事件，若連續閱讀或跨時限查檢，可得
知事件之始末。新聞資訊提供多元的論點，搜尋不同的新聞資源，可使討論內容較
為客觀。本章將介紹蒐集過期新聞必備的資料庫、提供即時新聞資訊的網路新聞及
傳統的報紙資料。

壹、 資料庫
新聞報紙資料量龐大，若欲有系統地蒐集特定的新聞報導或時間較久遠的新聞
資訊，則要藉助於資料庫。
1.

中文報紙論文索引 (1962~2001 年)
收錄在台灣發行之中文報紙刊登之專欄論文索引，以人文及社會科學為主（包
括商業和企業管理），自然與應用科學方面之論述，若涉及政治、經貿、社會
等層面，亦予以收錄。

2.

臺灣新聞智慧網
提供每日新聞內容索引摘要資料，以及中國時報（民 85~）
、聯合報-限全國版
（民 71~）
、經濟日報（民 89~）
、工商時報（民 85~）及中央日報（民 75~95
年停刊）等 5 報的全文影像。全文資料為月更新，與最新資料約延遲 2 個月。

3.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
收錄兩岸四地（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1,500 多家新聞報章、週刊、
電台、雜誌及網站的新聞及資訊。

4.

臺灣時報全文資料庫(日文) (1898 ~1945 年)
「台灣時報」係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由總督府內部所發行的雜誌，可視為台灣
總督府之機關雜誌。舉凡總督、長官之諭告訓示、總督府或地方長官之會議紀
錄、重要政策之說明、學者之論說、以及文友、藝術家之創作，皆在收錄之列。
此外每期所編之《台灣日誌》，及為總督府軍部所編的《支那及南洋情報》之
資料，皆可做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之政策與角色的重要史料。

5.

臺灣日日新報 (1898~1944 年)
日文版，報導台灣、中國東南沿海各地的消息。內容涵蓋日治時期台灣政經、
交通、醫療、治安及人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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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1905~1911 年)
漢文版，與《台灣日日新報》係分別獨立且不重複之內容。主要記錄當時台灣
的社會風氣、時事新聞、文藝活動及社會現象等。

7.

兩岸知識庫—剪報資料庫 (1990 年~ )
兩岸知識庫為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館藏目錄、新聞資訊、期刊論著及大陸政策
等類的資料庫整合查尋系統。其中剪報資料庫收錄兩岸三地新聞剪報影像，但
因著作權限制，全文影像限於陸委會資研中心使用。

8.

我的 E 政府
蒐錄政府單位發布的新聞。

More

可經由【本館首頁資源清單館藏報紙報紙資料庫】查尋其他更多的
資訊。

貳、 網路新聞
由於網路科技發達，國內外的新聞媒體蓬勃發展，如：報紙、電視、廣播和網
路媒體均紛紛將新聞資料數位化，以提供使用者自其網站獲取當日即時的新聞資
訊。多數網路新聞除提供當日新聞訂閱及檢索的服務，部分媒體亦有條件地提供過
期新聞查尋。
1.

中央通訊社
每日經由派駐在國內外的記者與編譯所發布之國內外新聞，內容包含政治、
經濟、國防、外交、軍事、社會、文化、娛樂、運動、國際局勢、兩岸關係
及中國大陸新聞等。

2.

中時電子報
提供中國時報及工商時報之每日新聞，並提供 24 小時即時新聞、股市行情、
新聞專題、影音圖片，以及時報周刊等多種雜誌文章，亦提供新聞訂閱、RSS
服務。

3.

聯合新聞網
提供聯合報系－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的新聞資料，亦提供電子報訂
閱、RSS 服務。加入會員可免費檢索近 10 年的新聞標題及閱讀近 7 天新聞
全文。

4.

NOWnews 今日新聞網
原為「ETtoday 東森新聞報」
，提供即時新聞報導及圖片內容。免費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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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檢索及閱讀其新聞資料庫，包含影音新聞。
5.

新華網
為新華社建置的新聞多元化網站，提供即時文字新聞、經濟信息、新聞圖片
及圖表等。

6.

朝日新聞
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大報之一，不僅出版報紙，亦是一家大型綜合性媒體。

7.

Cable News Network【CNN】
CNN（有線電視新聞網）為美國的有線新聞頻道，目前在世界各地的新聞中
心也聘請當地記者報導即時新聞。

8.

Associated Press【AP】
美聯社為美國聯合通訊社的簡稱，由報社、廣播公司及電視台合股組成，為
美國報纸的主要消息来源，並提供全世界多個國家新聞報導及照片。

9.

BBC News
英國最大的新聞廣播機構，提供英國當地及全球新聞，除了電視、電台外，
目前也提供書籍出版、報刊、英語教學及網路新聞服務等。

10. Reuters
路透社是英國通訊社，也是全球主要的新聞通訊社之一，主要發送新聞稿件
及影像給英國與全世界各大報、通訊社，電台和電視公司。
11. Agence France Presse【AFP】
法國新聞社為世界主要通訊社之一，提供法國及全球性的新聞報導。網路新
聞有法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等版本。
12. Deutsche Welle
德國之聲以 30 種語言提供有關德國、歐盟以及國際的時事新聞、背景報導。
13. ELPAIS.com
西班牙最大的報社，提供西班牙境內及國際新聞。
14. RIA Novosti
俄羅斯新聞社主辦的新聞網站，提供俄國新聞、國情及國際新聞，以及多種
語文網站，包括繁體中文版。
15. Online Newspapers
由 IPL2 整理的網頁，蒐錄全球報紙新聞網站，可輸入查尋語搜尋，也可利用
報紙名稱或依報紙發行地區瀏覽，並連線閱讀報紙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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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紙
若須查閱當日或近期新聞，亦可翻閱報紙資料。

一、 本館
淡大圖書館訂有國內及國外紙本報紙，當日報紙存置總館 2 樓閱報區或各分
館；過期報紙有電子版者保留近 2 個月之資料，無合訂本者僅保留近 4 個月之資料，
有合訂本者保留近 3 年之資料。詳情可參閱【本館首頁資源清單館藏報紙】之
說明。

二、 他館


全國報紙資訊系統
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且完整的報紙資源，除紙本外，部分舊報紙亦以微縮方式
保存，線上影像僅限在國家圖書館網域內瀏覽。可先利用此系統之查尋功能確
定館藏情況，再視需求前往利用。

圖 1 全國報紙資訊系統--以自由時報為例
（上網日期：103 年 6 月 26 日）

5

肆、 書目辨識
引用報紙新聞的文章或報導時，以 APA 格式為例，書目格式須著錄作者、刊
載日期（年月日）、文章篇名、報紙名稱及版次等，如：
作者（年月日）。文章篇名。報紙名稱，版次。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te).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Newspaper,
pp. Ax, Bx
文獻引用的書目中，若看到報紙名稱或版次等註記，多屬於新聞報紙資料，可
利用圖書館館藏報紙、網路新聞或新聞資料庫取得全文。

書目範例：
例 1：聯合報
吳文希（民國 90 年 3 月 4 日）。「國科會補助獎勵迷信 SCI 期刊？提升國內研究品
質的動力？扼殺國內期刊的助力？」。聯合報，15 版。
例 2：聯合報
林文珠（民國 99 年 3 月 15 日）。「好讀推薦 馭風男孩」。聯合報，第 D2 版，親子
書房。
例 3：Washington Post
Suro, Roberto (2000, September 2). Clinton Defers Missile Defense：Deployment
Decision Left to Succesor. The Washington Post, p.A1.
例 4：New York Times
Zipkin, A. (2000 May 31). The wisdom of thoughtfulness. New York Times, pp.c1,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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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世界盃足球賽賽事場場精彩，足球迷可婕想多瞭解德國隊的分組賽況，請
幫忙搜尋相關的新聞報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先試試「臺灣新聞智慧網」或其他的網路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