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 介 說 明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9年8月至89年11月間，本館所收國內新創刊的
期刊，並補前期未錄者，共計34種，以期為國內外讀者、圖書館界及資料單
位提供國內最新出版期刊資訊。 
二、本選目每種期刊著錄款項依序為序號、刊名、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刊期、創刊年月、內容簡介、出
版者、出版者地址、電話號碼、傳真、郵政劃撥帳號、售價、創刊號頁
數、建議適宜訂閱圖書館、網址、電子信箱及附註等。 
 
1 3C Mall=ｅ世代全方位情報誌 雙月刊 89年4月 迎接3C（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sumer）時代的來臨，本刊內容以提供最新、最實用的3C
情報為主。期使讀者有置身大賣場中的感受，可瀏覽眾多的3C商品及資
訊。主題專欄方面包括有流行風向球、流行暴風圈、熱賣現場、最HIGN娛
樂圈及流行總部走透透等 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45號6樓 
電話：（02）221-8152 傳真：（02）2218-2046 郵撥帳號： 05622663 戶名：
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每期新臺幣99元 創刊號90頁 公共圖書館 
http：//www.spp.com.tw E-mail： ching @spp.com.tw  
2 East Talker 自遊通訊 月刊 89年7月 登載行動資訊市場動態，介紹有關手機
的應用情報，包括單一產品、生活應用、科技新知到企業動態等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信義路二段213號11樓 電話：（02）2396-5698 傳
真：（02）2377-8759, 2377-8925 郵撥帳號：1896600-4 戶名：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每年新臺幣1230元（平信）1410元（掛號） 創刊號125頁 公共
圖書館 http：//www.mooktravel.com.tw E-mail：mook_et @ mook.com.tw  
3 EZ Japan=流行日語會話誌 月刊 89年8月 本刊期望挑戰日文無程度也能學
習的方式,以每日製造學習情境的對話， 兼顧日語應用效果，配合CD隨聽隨
學。 創刊號在對話主題上包括Walking、Living、Sitting、Special Reports等。 
編排上中、日文並列，認識並了解日本的流行文化為該刊在選材上的另一
重點 經典傳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發行 106臺北市敦化南路二段76號7樓之2 
電話：（886-2）2708-4410 傳真： （886-2）2708-4420 郵撥帳號 ： 18734890 
戶名： 經典傳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每年13期新臺幣3380元（每期含光碟） 
創刊號64頁 公共圖書館 E-mail：service@ccw.com.tw  
4 Smart Car 購車誌 月刊 89年5月 為提供購車者全程需求資訊的刊物，包括
購車徹底入門Step by Step 、新車1000公里長程測試及新車剖析等三項特點。
內容圖文並茂，以挑戰國內汽車雜誌第一為目標 智富網資訊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臺北市敦化北路4巷6號1樓 電話：（02）2772-0758，080-020299 傳真：
（02）2378-9961，8732-3129，8773-8824，8773-8823，8732-3034 郵撥帳號：
18783927 戶名：電腦家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半年新臺幣594元（限
時）、714元（限掛）；全年1188元（限時）、1428元（限掛） 創刊號248頁 
公共圖書館 http：// car.smartnet.com.tw E-mail： smartcar @smart net. com.tw  
5 TALK PC 雜誌 半月刊 89年9月 為報導電腦資訊情報的雜誌，為使讀者及
早掌握最新資訊採半月刊方式出刊。內容包括先睹為快、新技術快報、專
家速成講座、獨家報導、火線話題、Product Report等項專欄 瑋林資訊有限
公司 100臺北市忠孝東路二段100號9樓之2 電話：（02）2391-2861 傳真：
（02）2357-6470 郵撥帳號：19492393 戶名：瑋林資訊有限公司 每年訂價新
臺幣1950元（限時專送），2910元（限時掛號） 創刊號138頁 公共、大專、
專門圖書館 E-mail： editor@talkpc.com.tw  
6 Wink Up =傑尼斯偶像情報誌 月刊 89年6月 本刊由日本Wani Books Co., 
Tokyo授權發行中文版，刊載日本現行偶像相關動態及照片 尖端出版有限公
司 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45號6樓 電話：（02）2218-1582 傳真：（02）2218-
2046 郵撥帳號：05622663 戶名：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每期新臺幣120元 創刊
號127頁 公共圖書館http：// www.spp.com.tw E-mail：up@spp.com.tw  
7 十二分貝=12dB Monthly ISSN： 1607-1018 月刊 89年10月 為一綜合性刊
物，報導生活性、知識性與娛樂性等多方面篇章，創刊號刊登股市、手
機、美食、音樂、電影及美容等資訊 義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臺北市
敦化南路一段325號4樓 電話：（02）2705-8587 傳真：（02）2705-8324 郵撥
帳號：19491492 戶名：義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每年新臺幣1200元 創刊



號156頁 共公圖書館  
8 大明學報 年刊 89年6月 為大明高級中學之教師各專長領域之研究成果彙
集，主題包括教育行政、技職教育、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等。創刊號彙集
論著16篇 臺中縣私立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大里市新仁路三段210號 電話：
（04）482-1027 創刊號205頁 公共、大專、專門圖書館 
http：//www.tmsh.tcc.edu.tw  
9 不動產估價=The Appraisal of Real Estate 季刊 89年8月 刊登與不動產估價有
關之相關論著與資訊，包括社論、專家論壇、理論與實務、區域行情分
析、房地價景氣指數及制度與規範等專欄，創刊號刊載12篇報導與論著 宏
大不動產鑑定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臺北市羅斯福路二段9號10樓之1 電話：
（02）2343-2000 傳真：（02）2343-5679 郵撥帳號：19379212 戶名：宏大不
動產鑑定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創刊號40頁 公共圖書館 E-mail： 
hondapac@tpts7.seed.net.tw  
10 中央警察大學災害防救學報=Journal of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scu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GPN： 002238890116 年刊 89年5月 刊載災害防救有關之學術
論文，以期提供國內外災害防救學術、實務機構等相關單位參考。創刊號
發表論文12篇，探討震災、火災、火車站避難等之救災避難探討 中央警察
大學消防科學警察研究所 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樹人路56號 電話：（03）
328-2321轉4286 創刊號294頁 公共、大專、專門圖書館  
11 中國事務季刊=China Affairs Quarterly 季刊 89年7月 刊載對中國內部政治、
經濟、文化、外交關係，以及臺灣海峽兩岸關係，進行客觀中立的政策研
究的專論，並擬作為民進黨了解中國的介面，以作為擬定政策的重要參
考。該刊自我期許能具有學術性、針對性、包容性，創刊號刊登論文8篇 新
境界文教基金會 臺北市中正區北平東路30號10樓 電話：（02）2392-9989轉
361-367 傳真：（02）2321-3644 全年新臺幣500元（平郵），每冊新臺幣150
元 創刊號120頁 公共、大專、專門圖書館 http：//www.dpp.org.tw E-mail： 
china@dpp.org.tw  
12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會刊=Chinese Society of Criminology Newsletter 季刊 89
年2月 本刊為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出版編印之出版品，內容包括活動通告、
犯罪學研究心得、研討會及演講消息、各國犯罪學研究機構簡介、會員意
見反應等，以提供會員最新消息及溝通交流意見的園地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
會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160號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電話：（05）
272-0411轉5711 郵撥帳號：31427985 戶名：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創刊號22頁 
公共、大專、專門圖書館 E-mail： admswl@ccunix.ccu.edu.tw  
13 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季刊 89年8月 刊載探討退休基金相關主題的篇章，創
刊號有專題論述5篇，退休制度評介、退休基金收支及運用統計、會務報
導、活動簡訊、協會章程等 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出版委員會 100臺北市中
正區南海路1號5樓 電話：（02）3393-3973 傳真：（02）3393-3974 郵撥帳
號：19388884 戶名：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 創刊號122頁 公共、大專、專門
圖書館 http：//www.pension.org.tw  
14 少奶奶家族聯合活動簡訊 半年刊 89年7月 為乳癌病友團體出版之活動簡
訊刊物，期透過本刊幫助新病友找到歸屬團體，並使各團體能互相觀摩、
彼此學習、資源共享；且提供各醫療團隊、衛生單位乳癌防治宣導之見證 
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臺北市辛亥路一段24號2，8樓 電話：
（02）2365-7780 傳真：（02）2365-7770 郵撥帳號：05845554 戶名：財團法
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創刊號32頁 公共圖書館 http：//www. 
kungtai.org.tw E-Mail：kt365777@ms15.hinet. net  
15 永達學報=Bulletin of Yung-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Commerce 半年刊 
89年4月 本刊為永達技術學院編印發行之學術刊物，每年二期，第一期以工
程技術與生物科學類論文為主； 第二期以人文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科
學教育類論文為主。內容包括研究論文或技術報告。創刊號收錄論文12篇， 
工程技術類9篇，生物科學類2篇， 另有邀請論文「陸地車輛動態行駛品質
分析」1篇 永達技術學院 屏東縣麟洛鄉麟蹄村中山路316號 電話： （08）
7233-733-242 傳真： （08）722-9113 創刊號127頁 公共、 大專、專門圖書館 
http：//www.ytit.edu.tw 
16 全民英語檢定輔導月刊=Everyday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原刊名： 生活美
語 月刊 89年7月 本刊採實用的生活美語情境，擬引導學習者用自然「聽」



的過程加以消化成本身的能力。本刊重點以培養「聽、講」為主，閱讀和
寫作為輔。每一單元大致有本文、聽力測驗、重要字彙、說明註（Notes）
及英檢測驗題 全民出版社 臺中市自由路一段100號 電話： （04）319-9733 
傳真：（04）319-9732 郵撥帳號 ： 20118215 戶名： 莊明豐 一年12期新臺幣
1200元（平信）1400元（掛號），含光碟新臺幣1800元（平信）2000元（掛
號） 創刊號34頁 公共圖書館  
17 全球謝氏通訊 原刊名：世界謝氏通訊 半年刊 89年7月 以探討及研究謝氏
文化之創新與突破，並報導海內外各地區宗親聯誼會、文化研究會、各宗
祠之活動情形等。宗親之傑出表現、宗親經營之企業內容、宗親意見表達
等，均為刊載之內容 全球謝氏宗親聯誼總會文化出版委員會 創刊號68頁 公
共圖書館  
18 同班同學卡通月刊 月刊 89年4月 為適合兒童閱讀之刊物，依據M.I.（多
元智能）國際最新兒童教育發展指標編著，以卡通漫畫方式表現傳達兒童
教育及智能等課題 啟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北市新生南路二段60號2樓 電
話：（02）2321-8411 傳真：（02）2396-5595 國內每年新臺幣900元 創刊號
30頁 公共圖書館 http：// www. littlemonsters.com.tw  
19 合作事業=Enterprise of Cooperative Journal Quarterly 原刊名： 合作發展 
GPN： 002048890024 季刊 89年7月 本刊名為「合作事業」係由中央合作事
業主管機關「內政部」編印發行。內容以闡述合作制度與法令、探討合作
理論與實務、介紹合作事業新知、各國合作制度及全國合作社場動態。 內
政部 臺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503號6樓 電話 ：（04）252-8971 傳真 ：
（04）252-8971 創刊號 64頁 公共、專門圖書館 E-mail：//tpcaaa02 
@mail.tpg.gov.tw  
20 成人教育通訊 季刊 88年12月 收錄與成人教育主題有關之篇章， 成人教
育與學童教育並列為教育科學的兩大棟樑，本刊由該校成教所師生及成教
社群共同合作編輯， 內容分成教封神榜、成教狂想曲、成教論述、成教資
訊、成教饗宴、成教所大事記等， 成教論述每年有一主題， 本年度主題為
「媒體素養」 國立暨南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1
號 電話：（049）912-844 傳真： （049）915-306 創刊號63頁 公共、 大專、 
專門圖書館 E-mial： ace@cc.ntnu.edu.tw  
21 役政專刊 GPN： 032148890013 半年刊 刊載高雄市政府役政處推動役政相
關業務之成果與內容，因應民主新潮流及新世紀之衝擊，役政制度亦面臨
新的變革與轉型。本刊擬主動呈現該處改革的新措施，創刊號收錄之專欄
包括專論、活動報導、役政園地及役政花絮 高雄市政府兵役處 高雄市苓雅
區四維三路2號4樓 電話：（07）337-3578 傳真：（07）331-6506 創刊號48頁 
公共圖書館 
22 亞洲小子=Kids Asia 月刊 89年3月 為提供學校、老師、家長及孩子跨入世
紀資訊生活的刊物，本刊蒐集屬趣味的、創意的與生活較相關的各種網站
內容加以介紹，並指導上網的相關技巧、技術、軟體及應用等。另如老師
心情錄、教育新觀念、父母研究院、校園走透透、光碟探路者等單元亦為
刊載內容 皇統光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內湖區114瑞光路578號3樓 電
話：（02）2627-5599轉5227 郵撥帳號：18447034 戶名：皇統光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一年新臺幣1500元，每期新臺幣145元 創刊號92頁 公共圖書館 
http：//www.kidsasia.com.tw E-mail： service@kidsasia.com.tw  
23 社區警政 雙月刊 89年4月 為新竹市警察局自發性為落實其「社區警政」
理念而編印出版之刊物。目前社區總體營造的各項議題中，並未將治安一
項納入，因此本刊就是為呼籲社區警政納入之必要性及重要性。創刊號分
社區警政面面觀、市政專欄、實務報導、活動紀實及他山之石等項專欄 新
竹市警察局 新竹市中山路1號 電話： 03-524-7640 創刊號64頁 公共圖書館 
http：//www. hccp.gov.tw E-mail： 1000@ems.hccg.gov.tw  
24 非常Match 心理測驗 雙月刊 89年1月 本刊係翻譯自日文雜誌，彙集各類
心理測驗題目、診斷並分析答案內容代表之意義 （臺灣）尖端出版有限公
司 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45號6樓 電話：（02）2218-1582 傳真：（02）2218-
2046 郵撥帳號：05622663 戶名：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每期新臺幣88元 創刊號
78頁 公共圖書館 http：//www.spp.com.tw  
25 建築與規劃學報=Journal of Architecture & Planning ISSN： 1606-8238 一年
三期 89年3月 本刊刊登有關建築與都市計畫及相關學科學術論文為主，創刊



號刊載學術論著7篇，包括「歐思曼調整式都市計畫之探討」等 中華大學建
築與規劃學院 300新竹市東香里30號 電話：（03）537-4281轉2205、2252 傳
真：（03）537-2832 創刊號122頁 公共、大專、專門圖書館 
26 風雲卡訊=Cardmania ISSN：1562-532X 月刊 88年10月 刊載卡迷感興趣之
相關卡訊資訊，包括單卡卡價資訊、日本卡片遊戲單元、擴充賽制的介紹
和套排構築指導單元等。創刊號以「瑪凱迪亞」為主題 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45號6樓 電話：（02）221-8152 傳真：（02）2218-2046 
郵撥帳號： 05622663 戶名：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每期新臺幣99元 創刊號78頁 
公共圖書館 http：//www.spp.com.tw E-mail： magic @spp.com.tw  
27 筆園雜誌=Pen Garden 季刊 88年9月 為臺灣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寫雜誌，
報導以「書寫用品」為中心，並將相關事務納入。期望融合價值與趣味，
並以筆為媒，結合有相同興趣的愛筆人。創刊號主題大致分為Focus、
Fashion、Stores、Activities等四部分 米迪仕國際有限公司 臺北市羅斯福路六
段226-1號2樓 電話： 886-2-29310588 傳真： 886-2-29310603 郵撥帳號： 
19344897 戶名：米迪仕國際有限公司 一年新臺幣900元（掛號）， 零售每期
180元 創刊號54頁 公共圖書館 E-mail： zmetis @ms34.hinet.net  
28 髓緣髓園雜誌 季刊 89年5月 介紹該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參與之相關活
動報導，脊髓損傷團體之交流記事，創刊號報導921的省思、好書介紹、活
動預告、志工聯誼活動等。藉本刊之內容期使脊髓損傷之患友及其親友，
彼此互勉。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立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桃園縣宏昌七街29
號1樓 電話：（03）379-872 傳真：（03）379-6268 郵撥帳號：19353227 戶
名：財團法人桃園縣私立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創刊號24頁 公共圖書館 
http：//www.scsrc.org.tw E-mail： net @scsrc. 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