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編輯 971 課程計劃書
■ 任課教師：陳順孝（http://www.ashaw.org）
■ 開課班級：新聞傳播輔系二年級（二學分）
■ 教學網站：http://groups.google.com/group/ashaw。

■ 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認識網路和報刊編輯，藉此學習新聞編輯學理、認識新聞編輯實務、演練新聞編輯
技藝、省思新聞編輯角色，以求：1.為有志從事新聞編輯工作者奠定基礎，培養實力、深化其
潛力；2.使志在從事編輯以外新聞工作者，知道如何與編輯合作；3.使志在學術研究者，瞭
解本土媒介內容生產過程和網路媒體運作實況。

■ 成績計算
1. 平時作業七次，共計 90分。
2. 期中期末專題講座報告各一篇，共計 10分。報告採新聞報導形式，亦即，向讀者報導一

場演講，約 500-1000字，要寫出對讀者有用的演講要點。
3. 作業均為小組作業，每一小組三至五人。
4. 作業遲交，對折計分。
5. 學期總分最高 99分，超過 99分者以 99分計算；老師有權加減總分 1至 10分。
6. 學生有義務觀看教學網站最新公告、接收群組郵件，所有公告（含成績）發佈五天後視

同所有人都已知悉。學生若因未上網、未收信而影響權益，後果自負。

■ 課程進度

一、課程說明 0915

二、新聞編輯導論 0922

新聞編輯工作本質∕新聞編輯研究路徑∕編輯工作內容、程序與特點∕新聞編輯的變與不變
1. 陳順孝（2005）：〈新聞編輯的實踐——編輯人在情境中建構真實的個案研究〉。中華傳

播學會 2005 年會「向實踐轉：以專家生手和傳播創意為例」圓桌論壇宣讀論文。
2. 陳順孝（2006）：〈新聞編輯研究的第六條路〉。

http://www.ashaw.org/2006/03/post_2.html，2006年 3月 21日。

三、網路時代的新聞編輯 0929

網路時代的編輯機緣∕編輯科技的演變∕媒體形態的變貌∕編輯工作的變遷∕編輯文體
的變化∕網路媒體實作
1.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Introduction to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ch1). In 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Publish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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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and HTML: www.hypergene.net/wemedia/. 中譯稿：陳順孝譯（2005）：〈每個人
都可以當記者：參與式新聞導論〉。http://ashaw.org/2005/06/post_1.html。

2. 陳順孝（2005）：〈新聞編輯的知識探險：網路時代的探索〉。
http://ashaw.org/2005/08/post_3.html，2005年 9月 16日。

四、媒體企畫 1006

目標∕定位∕情境分析∕訴求對象∕內容規劃∕組織運作∕財源規劃∕行銷計畫∕發展階
段
1. 陳順孝（2003）：〈校園媒體的企畫與實踐〉。http://ashaw.org/2003/09/post_2.html。
2. 余也魯（1994，5版）：《雜誌編輯學》。香港：海天書樓。
3. Repkova, Tatiana（2004）：《新時代：打造專業化報紙》。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交作業一：比報（10分）
活用新聞學理，評比各報新聞處理手法的優劣，鍛練自己的新聞判斷力。作法為：1.選擇一則新聞，剪下

至少五家報紙的標題、內文和照片；2.比較各報新聞選材（新聞登不登、角度有哪些、報導尺度與界線）的

異同；3.比較各報新聞比重（版序、版位、標題大小、版數面積、是否配圖配特稿、是否加框套色）的異同；

4.比較各報新聞分類（版性、與什麼新聞搭配、內含哪些組件、是否加框套色）的異同；5.比較各報新聞意

義建構（標題切入角度、新聞要素的偏向、用字遣詞）的異同；6.比較各報新聞報導水準（寫作水準、圖片

水準、版面設計水準、分稿水準、印刷效果）的高下；7.綜合分析五家報紙的整體表現，並加以分析、評論；

8.個人參與作業的心得、感想與疑問。又：第 2-6項可用圖解，力求簡明扼要；第 7項必須寫成一篇可供發

表的文章，力求具體深刻。

五、稿源規劃 1013

掌握內外稿源∕落實編輯政策∕選定可信稿源∕挑選適用新聞∕新聞加值∕整合文稿
1. 陳順孝（2006）：〈從公益新聞、公共新聞到公民新聞：輔大新傳系《生命力新聞》的十年

探索〉。台北：「社區大學與公民新聞學的對話」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2. 陳順孝（2006）：〈公民寫新聞的六條路徑〉。http://www.ashaw.org/2006/03/post_1.html。
3. 陳順孝（2006）：〈台灣也有好新聞：公民媒體導覽〉。

http://www.ashaw.org/2006/09/post.html。
4. 陳順孝（2006）：〈用中文看世界：國際媒體中文版導覽〉。

http://www.ashaw.org/2006/06/post.html。
5. 陳順孝（2005）：〈網路選稿與傳統選稿的對比和互補〉。

http://ashaw.org/2005/08/post_5.html，2005年 9月 16日。

六、新聞評選 1020

公民新聞時代的好文標準∕主題、材料、語言的面向分析∕表意、作文、做人的目標追求
1. 陳順孝（2005）：〈中國時報，為何還不認錯？〉。

http://ashaw.org/2005/03/post_1.html。
2. 陳順孝（2005）：〈為何寫？寫什麼？怎麼寫？——公民新聞的主題、材料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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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shaw.org/2005/11/post.html。
3. 陳順孝（2005）：〈新聞故事：公民新聞文體的想像〉，http://ashaw.org/2005/07/post.html。

六、原稿整理 1027

原稿修改、潤飾、刪節∕稿件篩選∕稿件歸併∕分類與新聞處理
1. 陳順孝（2005）：〈編輯憑什麼改記者的稿〉。http://ashaw.org/2005/09/post_3.html。
2. 宋曉男等譯（1988）：《全能記者必備》第 26章〈重寫與編輯〉。北京：中國新聞。
3. 徐樞（1992）：〈常見語病分析（上）〉。收錄在呂叔湘等著，《文字編輯縱橫談》，頁
118-134。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4. 饒長溶（1992）：〈常見語病分析（下）〉。收錄在呂叔湘等著，《文字編輯縱橫談》，
頁 135-144。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交作業二：讀書報告（個人作業，20分）
自行閱讀一本新聞編輯專書，或十篇相關文獻，並撰寫導讀文章約 1500字（如同介紹一部紀錄片、一個人

一個組織一般）。寫法可參考〈揭開新聞真實建構的內幕——讀戴定國《新聞編輯與標題寫作》〉一文

（http://ashaw.org/2005/12/post.html），或參考中國時報開卷版的書評書介，但請將重點放在導讀、摘要、

介紹而非評論。

七、標題寫作：入門篇 1103-1117（1110 期中講座）

標題的定義與功能∕標題類別∕標題結構與型式∕標題製作流程∕標題句型與公式
1. 陳順孝（2005）：〈電視新聞的標題寫作〉，http://ashaw.org/2005/04/post_1.html。
2. 余也魯（1994，5版）：《雜誌編輯學》，第7章〈櫥窗陳列術—標題作法研究〉，頁142-

157。香港：海天書樓。
3. 陳石安（1978，六版）：《新聞編輯學》，第九章〈標題〉。作者出版。

八、標題寫作：進階篇 1124

語意學：命名、分類、語境、偏倚、事實、具體‧平實、專一、客觀、具體、完整、正確
修辭學：標題辭藻的擴充、新聞中的標題素材、尋題六法、下題十三招
1. W. J. Severin & J. W. Tankard , Jr.著∕孟淑華譯（1995）：《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運

用》第五章〈製碼的問題〉，頁 125-158。台北：五南。
2. 林鈺錫（1985）：〈時報周刊標題製作方程式解析〉。時報社刊，十一、十二月號。
3. 陳順孝（1993）：〈下題十三招〉。http://ashaw.org/2003/08/post_2.html。
4. 陳順孝（1993）：〈抓住要訣、沒有「難題」〉。《自由天地》第十九期。

http://ashaw.org/2003/08/post_3.html。

 交作業三：標題寫作之一（10分）
判斷新聞重點、選擇切入角度、活用下題技巧。作法為：1.看完老師所提供的新聞稿全文；2.

以一句白話文簡述全文大意；3.抓出主題；4.補上子題、引題 或副題；5.增減字；6.潤飾；7.

評比各報同一標題的優缺點、自己下的標題的優缺點；8.重下一個標題。同學須寫明標題寫作
的每一步驟，比報材料由老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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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標題寫作：禁忌篇 1201

錯誤標題的定義∕錯誤標題類型∕錯誤標題成因∕錯誤標題的影響∕避免出錯的對策
1. 薛心鎔譯（1987）：《現代新聞編輯學》第十一章〈標題大忌〉，台北：中央。
2. 《自由時報》北部新聞中心（1996）：《編好報輯好書》，之〈標題與版面的禁忌〉，頁42-

57。《自由時報》內部刊物。
3. 林永年（2003）：〈防止報紙差錯的 25種辦法〉。http://my9w.com/caifangbianji/w/22.htm。

 交作業四：標題製作之二（10分）
作法同標題製作之一。

十一、版面設計：入門篇 1208

版面構成要素∕版面設計的目標∕版面設計的基本原則∕版面設計的程序∕版面拼組實務
∕基本分割法∕視覺移轉∕視覺震撼中心∕單元式規劃與塊狀組合
1. 余也魯（1986，再版）：《雜誌編輯學》，第十三章〈空白上的創造—版面設計的原理與
原則〉。香港：海天書樓。

2. T. Harrower著∕于鳳娟譯（2002）：《報刊編輯手冊》。台北：五南。
3. 王鼎（1990）：〈群化原則在標題形式上之應用〉。《聯合報》系社刊，八月號。
4. Jakob Nielsen著，William Long譯（2006）：〈博客可用性：十大錯誤設計〉。http://
www.williamlong.info/archives/555.html。

 交作業五：編版練習之一（10分）
綜合運用所學的新聞判斷、原稿整理、標題製作、圖片編輯、版面設計原理和技巧，實際編出
一個A4版面，培養編輯小型報紙、雜誌、傳單版面的實戰能力。作法 為：1.將選定之新聞事
件原稿（含圖說）打字處理。2.各組選擇以Word進行電腦組版或人工貼版；3.各組在超量的
圖、文中，依新聞重要順序，選取出足 以編滿這個版的新聞稿和圖片；4.各組刪、改、併稿，
並製作標題；5.各組設計版面；6.各組發打標題，放大或縮小照片；7.各組電腦組版或貼版；
8.將 成品印給全班同學一人一份，給老師兩份，以供評析。

十二、版面設計：版型篇 1215

類型與公式在資訊處理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版型的定義與功能∕版面類型與公式的歸納與
修正∕幾個常見的版型及其適用範圍∕新聞類型與版型的對應與整合：版型編法實務∕版
型拼組與蛻變∕版型對編採作業的衝擊
1. 張隆棟譯（1987）：〈美國報紙的版面〉。收錄在鄭興東＆陳仁風編《中外報紙編輯參考資
料》，頁 293-312。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 陳順孝（1994）：〈版型編法實戰手冊〉。自撰教材。
3. 陳泰裕（1997）：〈台灣報紙副刊版型的特色與限制——一個美術編輯之我見〉。「世界中

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交作業六：編版練習之二（10分）
做法同編版練習之一。

4

http://www.williamlong.info/archives/555.html
http://www.williamlong.info/archives/555.html
http://my9w.com/caifangbianji/w/22.htm


十三、版面設計：比較篇 1222

台、港、大陸、星、馬華文報紙版面賞析∕美、歐、日主要報紙版面賞析∕中西版面設計理念的
異同與融合之道
1. 羅文輝（1991）：〈打開天窗說亮話——版面革新的未來走向〉。《報學》8卷 5期。
2. 臧國仁（1990）：〈省時省力的單元式編排〉。《中時報系社刊》，三月號。
3. 陳順孝（2003）：〈版面設計也是一種政治〉。《台灣日報》年 7月 25日第 6版。
4. 蔡雯（2006）：《新聞編輯學》第九章〈版面設計〉，頁 409-47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

 交作業七：編版練習之三（20分）
綜合運用所學的新聞判斷、原稿整理、標題製作、圖片編輯、版面設計原理和技巧，依照報社
新聞編輯作業方式，實際編出一個 B4版面，培養編輯小型報紙、雜誌、傳單版面的能力。作
法同編版練習之一。

十四、圖像編輯 1229-0105（0112 期末講座）

照片編輯（照片選擇∕照片剪裁∕照片編排∕照片特殊處理）∕資訊圖表設計與編排
1. 石麗東（1991）：《當代新聞報導》，第七章〈報刊資訊的視覺效應〉。台北：正中。
2. 江和平等譯（1988）：《美國報紙組版與設計》第五章〈圖片的運用〉。上海：外語教育社。
3. 閻凱毅譯（1981）：《視覺的震撼》。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4. 沈怡譯（1987）：《創意編輯》，第五章〈圖片運用與版面構成〉、第六章〈圖表與版面構

成〉。台北：美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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