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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報介紹-Once upon “THE TIMES”

《《《《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是英國國內發行的綜合性日報是英國國內發行的綜合性日報是英國國內發行的綜合性日報是英國國內發行的綜合性日報,但是它卻是對於全球政但是它卻是對於全球政但是它卻是對於全球政但是它卻是對於全球政

治治治治、經濟經濟經濟經濟、文化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媒體文化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媒體文化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媒體文化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媒體。。。。

泰晤士報長期以來一直泰晤士報長期以來一直泰晤士報長期以來一直泰晤士報長期以來一直被被被被認為是英國第一主流大報認為是英國第一主流大報認為是英國第一主流大報認為是英國第一主流大報，，，，有有有有「「「「英國社會的英國社會的英國社會的英國社會的

忠實紀錄者忠實紀錄者忠實紀錄者忠實紀錄者」」」」的美名的美名的美名的美名。。。。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在在在在英國國際關係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英國國際關係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英國國際關係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英國國際關係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

《《《《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所報導的範疇包括政治所報導的範疇包括政治所報導的範疇包括政治所報導的範疇包括政治、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藝術等等藝術等等藝術等等藝術等等，，，，幾乎幾乎幾乎幾乎

在每個領域都在每個領域都在每個領域都在每個領域都赢赢赢赢得良好的口碑得良好的口碑得良好的口碑得良好的口碑，，，，尤其在英國政治和倫敦事務領域尤其在英國政治和倫敦事務領域尤其在英國政治和倫敦事務領域尤其在英國政治和倫敦事務領域。。。。

《《《《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是第一份有駐外記者的報紙是第一份有駐外記者的報紙是第一份有駐外記者的報紙是第一份有駐外記者的報紙，，，，也是第一份有派駐戰地記也是第一份有派駐戰地記也是第一份有派駐戰地記也是第一份有派駐戰地記

者的報紙者的報紙者的報紙者的報紙.而在而在而在而在19世世世世纪纪纪纪的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都曾發揮都曾發揮都曾發揮都曾發揮

過重要的作用過重要的作用過重要的作用過重要的作用。。。。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在在在在美美美美國內戰中國內戰中國內戰中國內戰中，，，，就公開反對奴役制度就公開反對奴役制度就公開反對奴役制度就公開反對奴役制度，，，，《《《《泰晤泰晤泰晤泰晤

士報士報士報士報》》》》會依自己的價值觀而公開支持某些政治人物會依自己的價值觀而公開支持某些政治人物會依自己的價值觀而公開支持某些政治人物會依自己的價值觀而公開支持某些政治人物,卻不迎合公眾觀卻不迎合公眾觀卻不迎合公眾觀卻不迎合公眾觀

點點點點。。。。

泰晤士報數位典藏-As “TIMES” goes by
1.收錄年份收錄年份收錄年份收錄年份:1785~1985

2.收錄內容收錄內容收錄內容收錄內容:兩百年期間每份泰晤士報兩百年期間每份泰晤士報兩百年期間每份泰晤士報兩百年期間每份泰晤士報(週一週一週一週一~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3.收錄方式收錄方式收錄方式收錄方式:按照原本版面掃描按照原本版面掃描按照原本版面掃描按照原本版面掃描.各篇索引各篇索引各篇索引各篇索引.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全文檢索全文檢索全文檢索全文檢索。。。。

4.學科範圍學科範圍學科範圍學科範圍: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跨領域.綜合性資源綜合性資源綜合性資源綜合性資源。。。。

5.資料量資料量資料量資料量: 8,000,000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

6.泰晤士報裡深入且獲獎無數的報導分為以下範疇泰晤士報裡深入且獲獎無數的報導分為以下範疇泰晤士報裡深入且獲獎無數的報導分為以下範疇泰晤士報裡深入且獲獎無數的報導分為以下範疇：：：：
� 廣告廣告廣告廣告－－－－報紙不可或缺的元素報紙不可或缺的元素報紙不可或缺的元素報紙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化是文化是文化是文化、也是當代生活的縮影也是當代生活的縮影也是當代生活的縮影也是當代生活的縮影

� 社論社論社論社論－－－－評論文章及來自讀者的迴響評論文章及來自讀者的迴響評論文章及來自讀者的迴響評論文章及來自讀者的迴響。。。。

� 商業商業商業商業－－－－各式商業活動各式商業活動各式商業活動各式商業活動。。。。

�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關於婚喪喜慶訊息關於婚喪喜慶訊息關於婚喪喜慶訊息關於婚喪喜慶訊息。。。。

� 專欄專欄專欄專欄－－－－書評書評書評書評、電影電影電影電影、歌劇歌劇歌劇歌劇、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廣播廣播廣播廣播、字謎字謎字謎字謎…各式藝文新聞各式藝文新聞各式藝文新聞各式藝文新聞。。。。

� 新聞新聞新聞新聞－－－－報導政經發展報導政經發展報導政經發展報導政經發展，，，，世界所有具新聞價值的大小事世界所有具新聞價值的大小事世界所有具新聞價值的大小事世界所有具新聞價值的大小事。。。。

� 圖畫圖畫圖畫圖畫－－－－相片相片相片相片、漫畫漫畫漫畫漫畫…

� Many More…



1785~1985(18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20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中外大事中外大事中外大事中外大事

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
拿破崙時代拿破崙時代拿破崙時代拿破崙時代
蘇黎世運河工程蘇黎世運河工程蘇黎世運河工程蘇黎世運河工程
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
美國南北戰爭美國南北戰爭美國南北戰爭美國南北戰爭 林肯遇刺林肯遇刺林肯遇刺林肯遇刺
馬克思馬克思馬克思馬克思””””資本論資本論資本論資本論’’’’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普法戰爭普法戰爭普法戰爭普法戰爭....德意志帝國成立德意志帝國成立德意志帝國成立德意志帝國成立
日俄戰爭日俄戰爭日俄戰爭日俄戰爭
英國工黨成立英國工黨成立英國工黨成立英國工黨成立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
珍珠港事變珍珠港事變珍珠港事變珍珠港事變
諾曼第登陸諾曼第登陸諾曼第登陸諾曼第登陸

清朝清朝清朝清朝(1644-1911)

中中中中、、、、俄簽訂尼布楚修約俄簽訂尼布楚修約俄簽訂尼布楚修約俄簽訂尼布楚修約

鴉片戰爭鴉片戰爭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南京條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列強瓜分中國列強瓜分中國列強瓜分中國列強瓜分中國

英法聯軍英法聯軍英法聯軍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八國聯軍八國聯軍八國聯軍…

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甲午戰爭…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建立

國共內戰國共內戰國共內戰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當代流行文化是什麼?

當時的食衣住行、藝文娛樂、電視、電影、廣告

新聞媒體的沿革發展與變遷

每件事件即時記錄以及事後報導

同個事件或人物在不同版面所傳達的資訊

1785~1985(18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20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世紀晚期)大城小事大城小事大城小事大城小事

紀錄歷史事件 世界脈絡

即時且連續性

人物事件資訊多元

廣泛的闡述

適用對象

近代歷史研究

政治、經濟學及區域研究

新聞媒體從業與研究

傳播、廣告、藝術相關

研究外交、國際關係與事務

學習新聞英語

Take a guided tourTake a guided tour

“The Times”中文直譯應為”時報“，然而音譯的”泰晤士報”正好與英國的”泰晤

士河(River Thames”)讀音相近。所以，「泰晤士報」此譯一直沿用至今。

《泰晤士報》是世界上第一份以“Times”來命名的報紙，但現在世界各地有許

多名為“Times”的報紙，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mes)，有時為了區别

《泰晤士報》有時被稱為“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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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相關度相關度相關度相關度||||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

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 瀏覽實例瀏覽實例瀏覽實例瀏覽實例

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二二二二....保存資料保存資料保存資料保存資料

標記清單標記清單標記清單標記清單||||Infomarks |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一一一一.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

1.相關度檢索相關度檢索相關度檢索相關度檢索－－－－(檢索結果依照相關度排列檢索結果依照相關度排列檢索結果依照相關度排列檢索結果依照相關度排列最多最多最多最多200筆筆筆筆)

依檢索詞在標題依檢索詞在標題依檢索詞在標題依檢索詞在標題、副標題副標題副標題副標題、文章裡使用的頻率來做查詢文章裡使用的頻率來做查詢文章裡使用的頻率來做查詢文章裡使用的頻率來做查詢。。。。

2.關鍵字檢索關鍵字檢索關鍵字檢索關鍵字檢索－－－－(檢索結果依照出版年代遞減排列檢索結果依照出版年代遞減排列檢索結果依照出版年代遞減排列檢索結果依照出版年代遞減排列)

在所有標題在所有標題在所有標題在所有標題、內文內文內文內文、作者做全面性檢索作者做全面性檢索作者做全面性檢索作者做全面性檢索。。。。

3.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按照出版日瀏覽各期內容按照出版日瀏覽各期內容按照出版日瀏覽各期內容按照出版日瀏覽各期內容。。。。

4.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結合多個詞彙在不同欄位查詢並可限制結合多個詞彙在不同欄位查詢並可限制結合多個詞彙在不同欄位查詢並可限制結合多個詞彙在不同欄位查詢並可限制

在特定版面查詢在特定版面查詢在特定版面查詢在特定版面查詢。。。。

5.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策略的運用與如何找到更適當的資料檢索策略的運用與如何找到更適當的資料檢索策略的運用與如何找到更適當的資料檢索策略的運用與如何找到更適當的資料。。。。

1.關鍵字檢索關鍵字檢索關鍵字檢索關鍵字檢索(Keyword Search)-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

只在標題.書目.摘要檢索|內文檢索

可以用AND OR NOT 做連結

檢索結果依照出版日期遞增排序

限制日期

輸入關鍵字

依版面依版面依版面依版面: □廣告□商業□社論□專欄□新聞□人物□畫廊
□附插圖的文章

檢索歷史

檢索結果



2.相關度檢索相關度檢索相關度檢索相關度檢索(Relevance Search)-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

查詢方式同關鍵字查詢.

但以檢索值出現頻率篩選出結果

最多200筆

3.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2-1

更詳細的分類

限制找的欄位

用AND OR NOT連結
各檢索詞彙的關係

3.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檢索畫面說明檢索畫面說明檢索畫面說明檢索畫面說明2-2

直接限制需要的文章類型

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目的，是透過一個國際性的展覽平
台，使參與的國家在主題上得到廣泛的聯絡與交流。世
界博覽會是對當時社會文明的智慧的一種記錄，和對未
來的前瞻。如何找1851年第一屆在倫敦所舉辦的萬博相
關報導?

萬博在1851年於英國舉辦時，曾被英國人譽為”偉大
的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1—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1—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檢索畫面

以Great Exhibition做關鍵字.限定年代為1851~

輸入關鍵字” Great Exhibition”

限定年代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1—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檢索結果清單檢索結果清單檢索結果清單檢索結果清單

延伸到google image查詢

依分類檢視結果

整頁註記清單

單筆註記清單

在版面上的位置

該篇內容|整版|PDF格式整版|(該篇字數統計)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1111————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單筆檢視結果單筆檢視結果單筆檢視結果單筆檢視結果

列印

相關文章連結

瀏覽檢索清單

檢視標記清單

新聞內容

文章資訊
分類

調整顯示比例

檢視單筆結果下方檢視單筆結果下方檢視單筆結果下方檢視單筆結果下方-列印列印列印列印.郵件郵件郵件郵件

同頁其它內容
同分類的文章

連結相關文章

保存文件-列印.郵件

另開網頁.直接用瀏覽器工具列列印

另開Adobe reader.用PDF格式列印

可選擇: 全頁或 ½版*2或1/4版*4 

把文章資訊用郵件寄出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2-找廣告找廣告找廣告找廣告-BURBERRY

輸入關鍵字” BURBERRY”

限制分類為”廣告“ 單筆註記清單

延伸到google image查詢

該篇內容|整版|PDF格式整版|(該篇字數統計) 

整頁註記清單

在版面上的位置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2-找廣告找廣告找廣告找廣告-BURBERRY-檢視結果清單檢視結果清單檢視結果清單檢視結果清單

文章資訊
分類

廣告內容

調整顯示比例

檢索詞標記

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檢索實例2-找廣告找廣告找廣告找廣告-BURBERRY-單筆檢視結果單筆檢視結果單筆檢視結果單筆檢視結果 4.4.4.4.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按日期瀏覽(Browse by date)-瀏覽畫面瀏覽畫面瀏覽畫面瀏覽畫面

直接點選日期或是利用下拉式選單來
閱讀該期報紙



在瀏覽畫面上選擇在瀏覽畫面上選擇在瀏覽畫面上選擇在瀏覽畫面上選擇Jan.5.1985

各版的縮圖各版的縮圖各版的縮圖各版的縮圖

點到哪就會出現該篇標題.

可選擇閱覽的版面樣式:

全版(網頁/PDF) 

PDF:½版*2 or ¼版*4

直接連結標題進去看該篇
幅報導

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

½版*2檢視

全版檢視

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選擇檢視方式選擇檢視方式選擇檢視方式選擇檢視方式2-1
¼版*4檢視

單篇報導

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選擇檢視方式選擇檢視方式選擇檢視方式選擇檢視方式2-2

方便列印成A4大小時
容易閱讀



5.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檢索畫面下方.選任一結果

直接跳至之前所檢索過的結果清單

二二二二.資料保存資料保存資料保存資料保存

1標記清單標記清單標記清單標記清單:標記每次檢索後需要的文件標記每次檢索後需要的文件標記每次檢索後需要的文件標記每次檢索後需要的文件

2.Infomark:可以節省重新檢索的時間並可以節省重新檢索的時間並可以節省重新檢索的時間並可以節省重新檢索的時間並

方便隨時閱讀方便隨時閱讀方便隨時閱讀方便隨時閱讀

****匯出方式匯出方式匯出方式匯出方式::::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郵件郵件郵件郵件

標記清單標記清單標記清單標記清單-View Mark List

列印/郵件(書目)

瀏覽標記清單

列印/郵件

編輯標記

清除標記

閱讀清單 (Reading lists)

課程閱讀清單 (Course packs)

閱讀指引 (Study guides)

特殊主題網站 (Special interest sites)

書目 (Bibliographies)

電子期刊名錄 (Electronic journals directories)

參考書目 (Reference/Citation)

2.Infomark-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1.複製以上複製以上複製以上複製以上URL,編輯於個人文件中編輯於個人文件中編輯於個人文件中編輯於個人文件中,透過透過透過透過URL的點選即可使用的點選即可使用的點選即可使用的點選即可使用1.複製以上複製以上複製以上複製以上URL,編輯於個人文件中編輯於個人文件中編輯於個人文件中編輯於個人文件中,透過透過透過透過URL的點選即可使用的點選即可使用的點選即可使用的點選即可使用

2.Infomark-製作方式製作方式製作方式製作方式

2.利用像是利用像是利用像是利用像是Word DW..等軟體製作超連結等軟體製作超連結等軟體製作超連結等軟體製作超連結2.利用像是利用像是利用像是利用像是Word DW..等軟體製作超連結等軟體製作超連結等軟體製作超連結等軟體製作超連結

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在在在在IP有效範圍都可連結有效範圍都可連結有效範圍都可連結有效範圍都可連結!!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製作成自己的書目清單.在在在在IP有效範圍都可連結有效範圍都可連結有效範圍都可連結有效範圍都可連結!!

綜述

•註-本文內文部份說明參考維基百科-“泰晤士報”.”萬國博覽會”之釋義

收錄泰晤士報(1785-1985)200年的當代資料

連續性的即時資料

分類詳細；不同版面提供多元的人物事件資訊

從國際大事到休閒生活盡在泰晤士報。

多元化檢索功能：關鍵字、進階檢索、按日期瀏覽及相

關度呈現等

顯示結果：依主題分類，同時可延伸研究檢索範圍至

Google image查詢

各種瀏覽列印格式

原始排版：提供原始影像，報紙內文均提供全文檢索

資料保存：標記清單、 Infomarks、列印、Email

泰晤士報上的字謎

Give it a try~~

1.如何找到美蘇簽定的SALT(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與曾任蘇俄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相關的報導?

2.如果想找到在柏林封鎖佔據東柏林的蘇聯阻攔往西柏林的街
道和鐵路交通時，美英兩國開始對西柏林展開有史以來空前的
空投行動，包含民生物資與武器，也就是1948-49年間著名的柏
林空投(Berlin Airlift) ，請問關於”柏林空投”一些社論和新聞要
如何查找? (身為執行空投行動的國家之一的媒體是如何闡述、
有哪些評論關於這項活動以及對於二次大戰的思考)

3.如何找到任何提及毛澤東和他所倡導的”大躍進” (Great 

Leap Forward)活動在泰晤士報裡相關的報導.(在西方社會的
新聞媒體對於大躍進的看法?)

4.海獅計劃（Operation Sea L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
綷德國希特勒要侵略英國的計劃，該計劃在德國佔領法國之
後開始研擬，希望先以空軍摧毀英國戰力，再派軍登陸攻佔
英國，但由於不列顛空戰的失利，導致該計劃無法實行。而
身為被侵略國的英國媒體是如何看待這項戰事，當時的新聞
是如何報導？



教育訓練及產品資訊
到館教育訓練

遠端教育訓練

產品資訊詢問

相關資訊 www.flysheet.com.tw/NSC

對Gale資料庫有相關疑問與意見

請與飛資得資訊聯絡

Tel:2658-1258

E-mail:gale@flyshee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