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圖書館112年度報紙

1 刊    名 刊期 出版者 份數

1 Taipei Times 日刊 臺北時報社 46

2 人間福報 日刊 人間福報社 57

3 工商時報 日刊 工商時報社 105

4 大紀元時報(星期日不出) 日刊 大紀元時報社 17

5 中國時報 日刊 中國時報社 149

6 中華日報 日刊 中華日報社 45

7 民眾日報 日刊 民眾日報社 45 松山A11-1 民生A12-1 三民A13-1 中崙A14-1 永春B11-1 三興B12-1 六合B13-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2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1 延吉C21-1 中山D11-1 長安D12-1 大直D13-1 王貫英E11-1 延平F11-1 大同F12-1 建成F13-1 蘭州F21-1

龍山G11-1 東園G12-1 西園G13-1 萬華G14-1 柳鄉G21-1 景美H11-1 木柵H12-1 永建H13-1 萬興H14-1 文山H15-1

力行H16-1 景新H17-1 安康H22-1 萬芳H23-1 內湖J11-1 東湖J12-1 西湖J13-1 西中J14-1 葫蘆堵K11-1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1 李科永K14-1 石牌L13-1 清江L14-1 永明L21-1

國內報紙一覽表

館別

松山A11-1 民生A12-1 三民A13-2 中崙A14-1 永春B11-1 三興B12-1 六合B13-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2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1 延吉C21-1 龍安C23-1 中山D11-1 大直D13-1 恆安D21-1 王貫英E11-1 延平F11-1 大同F12-1 建成F13-1

蘭州F21-1 龍山G11-1 東園G12-1 西園G13-1 萬華G14-1 柳鄉G21-1 木柵H12-1 永建H13-1 萬興H14-1 文山H15-1 力行H16-1

景新H17-1 安康H22-1 萬芳H23-1 內湖J11-1 東湖J12-1 西湖J13-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1

李科永K14-1 石牌L13-1 清江L14-1

松山A11-1 民生A12-1 三民A13-1 中崙A14-1 永春B11-1 三興B12-1 六合B13-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1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1 龍安C23-1 中山D11-1 長安D12-1 大直D13-1 恆安D21-1 王貫英E11-1 城中E12-1 延平F11-1 大同F12-1

建成F13-1 東園G12-1 萬華G14-1 景美H11-1 木柵H12-1 永建H13-1 萬興H14-1 文山H15-1 力行H16-1 景新H17-1

南港I11-1 舊莊I12-1 龍華I21-1 內湖J11-1 東湖J12-1 西湖J13-1 西中J14-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李科永K14-1

北投L11-1 稻香L12-1 石牌L13-1 清江L14-1 吉利L15-1 秀山L23-1

松山A11-1 民生A12-1 三民A13-2 中崙A14-1 永春B11-1 三興B12-2 六合B13-2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2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1 延吉C21-1 中山D11-1 長安D12-1 恆安D21-1 王貫英E11-1 延平F11-2 大同F12-1 建成F13-1

蘭州F21-1 龍山G11-1 西園G13-1 柳鄉G21-1 景美H11-1 木柵H12-1 永建H13-2 萬興H14-1 文山H15-1 力行H16-1

景新H17-2 安康H22-1 萬芳H23-1 南港I11-1 舊莊I12-1 龍華I21-1 內湖J11-1 東湖J12-1 西湖J13-1 西中J14-1 葫蘆堵K11-2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1 李科永K14-1 北投L11-1 稻香L12-1 石牌L13-1 吉利L15-1 永明L21-1 秀山L23-1 社子島KOB2-1

松山A11-2 民生A12-2 三民A13-4 中崙A14-2 啟明A15-3 永春B11-2 三興B12-2 六合B13-2 廣慈B14-2

總館期刊C01-5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2 延吉C21-1 成功C22-1 龍安C23-1 中山D11-2 長安D12-2 大直D13-2

恆安D21-1 王貫英E11-2 城中E12-1 延平F11-1 大同F12-3 建成F13-2 蘭州F21-1 龍山G11-2 東園G12-2 西園G13-2

萬華G14-2 柳鄉G21-1 景美H11-2 木柵H12-1 永建H13-2 萬興H14-3 文山H15-2 力行H16-1 景新H17-3 安康H22-1

萬芳H23-1 南港I11-2 舊莊I12-1 龍華I21-1 內湖J11-3 東湖J12-2 西湖J13-2 西中J14-2 葫蘆堵K11-2 天母K12-1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2 李科永K14-3 社子島KOB2-1 北投L11-1 稻香L12-2 石牌L13-2 清江L14-1 吉利L15-1

永明L21-1 秀山L23-1

民生A12-1 總館期刊C01-1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1 長安D12-1 大同F12-1 建成F13-1 東園G12-1 永建H13-1 景新H17-1

 東湖J12-1 西湖J13-1 西中J14-1 李科永K14-1 稻香L12-1 吉利L15-1 永明L21-1

松山A11-2 民生A12-2 三民A13-5 中崙A14-3 啟明A15-3 永春B11-2 三興B12-2 六合B13-2 廣慈B14-3

總館期刊C01-7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3 延吉C21-2 成功C22-2 龍安C23-1 中山D11-2 長安D12-2 大直D13-2

恆安D21-2 王貫英E11-3 城中E12-2 南機場-1 古亭智慧EOB2-1 延平F11-3 大同F12-3 建成F13-2 蘭州F21-2 龍山G11-2

東園G12-3 西園G13-2 萬華G14-2 柳鄉G21-2 景美H11-3 木柵H12-2 永建H13-3 萬興H14-2 文山H15-2 力行H16-4

景新H17-4 安康H22-2 萬芳H23-2 南港I11-3 舊莊I12-3 龍華I21-1 親子美育I22-1 北原會館-1 內湖J11-3 東湖J12-3

西湖J13-4 西中J14-2 葫蘆堵K11-4 天母K12-2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2 李科永K14-2 百齡智慧KOB-1 北投L11-2

稻香L12-2 石牌L13-2 清江L14-2 吉利L15-2 永明L21-2 秀山L23-2 九如I32-1 慈恩K31-1 社子島KO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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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由時報 日刊 自由時報社 152

9 青年日報 日刊 青年日報社 6

10 國語日報 日刊 國語日報社 66

11 電子時報(星期六、日不出) 日刊 電子時報社(星

期六、日不出)

47

12 經濟日報 日刊 經濟日報社 106

13 臺灣時報 日刊 臺灣時報社 42

14 臺灣新生報 日刊 臺灣新生報社 52

松山A11-1 民生A12-2 三民A13-1 中崙A14-2 啟明A15-1 永春B11-1 三興B12-1 六合B13-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2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1 延吉C21-1 成功C22-1 龍安C23-1 中山D11-1 長安D12-1 大直D13-1

恆安D21-1 王貫英E11-1 城中E12-1 南機場-1 延平F11-1 大同F12-1 建成F13-1 蘭州F21-1 龍山G11-1 東園G12-1

西園G13-1 萬華G14-1 柳鄉G21-1 景美H11-1 木柵H12-1 永建H13-2 萬興H14-1 文山H15-2 力行H16-1 景新H17-1

安康H22-1 萬芳H23-1 南港I11-1 舊莊I12-1 龍華I21-1 親子美育I22-1 內湖J11-1 東湖J12-1 西湖J13-1 西中J14-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1 李科永K14-1 百齡智KOB-1 社子島KOB2-1 北投L11-1 稻香L12-1

石牌L13-1 清江L14-1 吉利L15-1 永明L21-1 秀山L23-1

松山A11-1 民生A12-1 三民A13-1 啟明A15-1 永春B11-1 三興B12-1 六合B13-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2 道藩C11-1

成功C22-1 龍安C23-1 中山D11-2 長安D12-1 大直D13-1 恆安D21-1 王貫英E11-1 城中E12-1 延平F11-1 大同F12-1

建成F13-1 西園G13-1 萬華G14-1 景美H11-1 木柵H12-1 永建H13-1 萬興H14-1 文山H15-1 力行H16-1 景新H17-1

南港I11-1 舊莊I12-1 內湖J11-1 東湖J12-1 西湖J13-1 西中J14-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1

李科永K14-1 北投L11-1 稻香L12-1 石牌L13-1 清江L14-1 吉利L15-1

松山A11-2 民生A12-2 三民A13-3 中崙A14-2 啟明A15-3 永春B11-2 三興B12-2 六合B13-2 廣慈B14-2

總館期刊C01-4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2 延吉C21-1 成功C22-1 龍安C23-1 中山D11-2 長安D12-2 大直D13-2

恆安D21-1 王貫英E11-2 城中E12-2 延平F11-2 大同F12-3 建成F13-2 蘭州F21-1 龍山G11-1 東園G12-2 西園G13-2

萬華G14-2 柳鄉G21-1 景美H11-2 木柵H12-1 永建H13-2 萬興H14-3 文山H15-2 力行H16-2 景新H17-3 安康H22-1

萬芳H23-2 南港I11-2 舊莊I12-2 龍華I21-1 親子美育I22-1 內湖J11-3 東湖J12-2 西湖J13-2 西中J14-2 葫蘆堵K11-2

天母K12-1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2 李科永K14-2 百齡智KOB-1 北投L11-1 稻香L12-1 石牌L13-1 清江L14-1 吉利L15-1

永明L21-1 秀山L23-1 慈恩K31-1

松山A11-2 民生A12-2 三民A13-5 中崙A14-3 啟明A15-3 永春B11-2 三興B12-2 六合B13-2 廣慈B14-3

總館期刊C01-8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3 延吉C21-1 成功C22-2 龍安C23-1 中山D11-2 長安D12-2 大直D13-2

恆安D21-2 王貫英E11-3 城中E12-2 古亭智慧EOB2-1 延平F11-3 大同F12-4 建成F13-3 蘭州F21-2 龍山G11-2 東園G12-3

西園G13-2 萬華G14-3 柳鄉G21-2 景美H11-3 木柵H12-2 永建H13-3 萬興H14-3 文山H15-2 力行H16-4 景新H17-4

安康H22-2 萬芳H23-2 南港I11-3 舊莊I12-3 龍華I21-1 親子美育I22-1 北原會館-1 內湖J11-3 東湖J12-3 西湖J13-3

西中J14-2 葫蘆堵K11-4 天母K12-2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2 李科永K14-3 百齡智慧KOB-1 北投L11-2 稻香L12-2

石牌L13-2 清江L14-2 吉利L15-3 永明L21-2 秀山L23-2 九如I32-1 社子島KOB2-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1 中山D11-1 葫蘆堵K11-1 稻香L12-1 秀山L23-1

松山A11-1 民生A12-1 三民A13-2 永春B11-1 六合B13-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2 諮詢服務C02-1

延吉C21-1 中山D11-1 長安D12-1 大直D13-1 王貫英E11-1 城中E12-1 延平F11-1 大同F12-1 建成F13-1 龍山G11-1

東園G12-1 西園G13-1 柳鄉G21-1 景美H11-1 木柵H12-1 永建H13-1 文山H15-2 力行H16-1 景新H17-1 安康H22-1

內湖J11-1 西湖J13-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李科永K14-1 稻香L12-1 石牌L13-1 清江L14-1 吉利L15-1 永明L21-1

秀山L23-1

松山A11-1 民生A12-1 三民A13-2 中崙A14-1 啟明A15-3 永春B11-1 六合B13-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2 諮詢服務C02-1 道藩

C11-1 延吉C21-1 龍安C23-1 中山D11-1 長安D12-1 大直D13-1 恆安D21-1 王貫英E11-1 城中E12-1 延平F11-1

大同F12-2 建成F13-1 龍山G11-1 東園G12-1 西園G13-1 萬華G14-1 柳鄉G21-1 景美H11-1 永建H13-1

萬興H14-1 文山H15-1 力行H16-1 景新H17-1 南港I11-1 舊莊I12-1 內湖J11-1 西湖J13-1 西中J14-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李科永K14-1 北投L11-1 稻香L12-1 石牌L13-1 清江L14-1 吉利L15-1 永明L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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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聯合報 日刊 聯合報社 155

112年國內報紙採購詳細表
1090

報紙種數：15

報紙份數：1090

松山A11-2 民生A12-2 三民A13-5 中崙A14-3 啟明A15-3 永春B11-2 三興B12-2 六合B13-2 廣慈B14-3

總館期刊C01-7 諮詢服務C02-1 道藩C11-3 延吉C21-2 成功C22-3 龍安C23-1 中山D11-2 長安D12-2 大直D13-3

恆安D21-2 王貫英E11-3 城中E12-2 南機場-1 古亭智慧EOB2-1 延平F11-3 大同F12-4 建成F13-2 蘭州F21-2 龍山G11-2

東園G12-3 西園G13-2 萬華G14-2 柳鄉G21-2 景美H11-3 木柵H12-2 永建H13-3 萬興H14-3 文山H15-2 力行H16-4

景新H17-4 安康H22-2 萬芳H23-2 南港I11-3 舊莊I12-3 龍華I21-1 親子美育I22-1 北原會館-1 內湖J11-3 東湖J12-4

西湖J13-4 西中J14-2 葫蘆堵K11-4 天母K12-2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2 李科永K14-2 百齡智慧KOB-1

社子島KOB2-1 北投L11-2 稻香L12-2 石牌L13-2 清江L14-2 吉利L15-3 永明L21-2 秀山L23-2 九如I32-1 慈恩K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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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 刊期 出版者 份數

1 Financial Times(星期日不出) 日刊
The Financial

Times(HK) Ltd.
3

2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星期日不出) 日刊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c/o Taiwan

11

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日刊 南華早報社 1

4 THE JAPAN TIMES/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日刊
The Japan

Times, Ltd.
1

5 The New York Times. 日刊
The New York

Times Press
1

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日刊
N.Y. : H.J.

Raymond & Co.
1

7 The Washington Post(含星期日) 日刊
The

Washington
1

8 USA Today(星期六、日不出) 日刊 Gannett Co. 9

9 日刊スポツ 日刊
日刊スポツ新

聞社
2

10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版) 日刊 日本新聞社 2

11 日經流通新聞(星期二、四、六、日不出) 日刊
日本經濟新聞

社
1

12 明報 日刊 明報 5

13 星島日報 日刊 星島日報社 1

14 香港經濟日報(星期日不出) 日刊
香港經濟日報

社
1

15 產經新聞 日刊
產業新聞東京

本社
12

16 報知新聞 日刊 報知新聞社 2

17 朝日新聞(日本版) 日刊 朝日新聞社 2

18 讀賣新聞(日本版) 日刊 読売新聞社 9

19 東京新聞 日刊 中日新聞社 1

20 每日新聞 日刊 每日新聞社 1

廣慈B14-1 總館期刊C01-1

總館期刊C01-1 王貫英E11-1 城中E12-1 建成F13-1 萬興H14-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北投L11-1 石牌L13-1

總館期刊C01-1

民生A12-1 總館期刊C01-1 長安D12-1 力行H16-1 景新H17-1

葫蘆堵K11-1 天母K12-1 北投L11-1 石牌L13-1

總館期刊C01-1 清江L14-1

總館期刊C01-1 士林替代館(天文館)K13S-1

總館期刊C01-1

民生A12-1 總館期刊C01-1 永建H13-1 景新H17-1 葫蘆堵K11-1

總館期刊C01-1

 總館期刊C01-1

民生A12-1 三民A13-1 總館期刊C01-1 中山D11-1 長安D12-1 大直D13-1

恆安D21-1 延平F11-1 文山H15-1 李科永K14-1 稻香L12-1 石牌L13-1

天母K12-1 清江L14-1

總館期刊C01-1

館別

總館期刊C01-1

總館期刊C01-1 力行H16-1 天母K12-1

松山A11-1 三民A13-1 中崙A14-1 總館期刊C01-1 六合B13-1 大直D13-1

城中E12-1 建成F13-1 永建H13-1 力行H16-1 西湖J13-1

總館期刊C01-1

總館期刊C01-1

國外報紙一覽表

總館期刊C01-1

總館期刊C01-1

第 4 頁，共 5 頁



臺北市立圖書館112年度報紙

112年外文暨香港報紙採購詳細表 67

報紙種數：20

報紙份數：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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