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介說明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9年4月至89年7月間，本館所收國內新創刊
的期刊，並補前期未錄者，共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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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SS=GO Student Study School 月刊 89年5月 該刊創刊初期將以推理能
力、語言能力、自然科學、音樂、運動學、解剖學、人際關係與自我行
銷及心理學等各方面的學習與成長為主要內容，包括新聞收錄站、速食
泡麵、學習新聞網、生活搶鮮等專欄 浩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重慶
北路3段236巷55號3樓 電話：（02）2598-1080,099-111-7170 傳真：（02） 
2597-1776 郵撥：19455564 戶名：浩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一年1500元 創刊
號138頁 公共圖書館 E-mail: davinci7@ms4.hinet.net 

2 SKYLINE遠航雜誌 月刊 88年7月 屬旅遊、休閒性質之報導性雜誌，介
紹海內外旅遊資訊及空服工作人員之作業點滴，以及遠航訊息、航班時
刻表及精品目錄等 樺榯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遠航雜誌社 臺北市
敦化北路232號4樓 電話：（02）2514-2040 傳真：（02）25460885 創刊號
68頁 公共圖書館 

3 工業自動化電子化 （原題名：工業自動化 GPN: 008348890230） 季刊 89
年5月 本刊報導各項自動化策略與技術，及電子方面的政府策略、應用觀
念及技術研討 經濟部工業局自動化及電子化小組 臺北市信義路3段41-3號 
電話：（02）2754-1255轉2251～2257 傳真：（02）2754-1058 創刊號51頁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moeaidb.gov.tw/～iaeb/ 

4 中國醫藥科學雜誌＝Journal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原題名：中國醫
藥學院雜誌 ISSN: 1029-3507 季刊 89年3月 為中國醫藥學院編印之有關醫
學領域的學術性論文彙集，創刊號收錄論文八篇 中國醫藥學院出版組 臺
中市學士路91號 電話：（04）205-3366轉5117,（04）205-6983傳真：
（04）203-0133 郵撥：02254501 戶名：中國醫藥學院 一年800元 創刊號75
頁 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cmc.edu.tw 

5 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地區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 原刊名：臺灣省主要都市
地區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 GPN：002064890021 季刊 民89年3月 屬地政叢
書第48輯，收錄臺灣省、臺北市、高雄市及金馬地區之房地產交易資
料，期完整提供全國主要都市地區商業區及住宅區之房地產買賣實例資
料。該項資訊日後並朝上網方向規劃 內政部 臺北市徐州路5號7樓 電話：
（02）2356-5269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6 中華管理學報=Chung Hua Journal of Management 半年刊 89年3月 內容刊
載管理學相關篇章，期促進不同管理技術與經驗之交流，創刊號刊登學
術論文九篇 中華大學管理學院 新竹市東香里6鄰東香30號 電話：（03）
537-4281轉7747 郵撥：5727-01-17055-120 戶名：私立中華大學 個人一年
500元，機關團體一年1000元 創刊號125頁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7 永續產業資訊 GPN：008348890180 雙月刊 民89年2月 「永續產業」為
「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十一個工作分組主題之一。本刊為擔任
該工作分組之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產業永續發展目標之發展現況研究及報
導，創刊號以「產業永續發展推動策略」為主題。包括政府動態報導、
主題報導、專題探討、認識永續發展專欄及相關資訊報導 經濟部工業局 



臺北市信義路三段41之3號 電話：（02）2754-1255 傳真：（02）2704-
6314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8 玄奘學報：人文專刊=Hsuan Chuang Journal：Humanities 半年刊 89年1月 
本刊係該校人文、社會及管理三大領域之專刊之一，涵括宗教、哲學、
中國文學、歷史及外國文學等領域之學術性論文，創刊號收錄學術論文
11篇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新竹市香山區玄奘路48號 電話：（03）530-2255
轉分機2139 傳真：（03）539-1209 每期新臺幣250元 創刊號198頁 公共、
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hcu.edu.tw E-mail:neil@hcu.edu.tw 

9 生物醫學報導=NTU BIOMED Bulletin 雙月刊 89年5月 本刊由臺大校總區
生技研究中心、醫學院研究發展室與臺大醫院共同編輯，旨在結合該校
各單位相關生物醫學研究學者之成果，展現、報導在生物醫學研究之技
術經驗、研究資訊與發展趨勢，建立該學界的溝通橋樑。內容包括論
壇、生物醫學新知、專題報導、技術服務、資訊服務及科技新知等數單
元 國立臺灣大學，臺大醫學院，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北市中山南路7
號 電話：（02）2312-3456轉5781 傳真：（02）2394-7927 創刊號47頁 公
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140.112.78.220/~juang/ index.htm E-
mail:lucc@ha.mc.ntu.edu.tw 

10 防災科技簡訊=Naphm Newsletter 季刊 89年5月 本刊作為報導防災型科
技計畫執行狀況與研究成果的窗口，及防災相關資訊交流的園地。創刊
號以地震為專題，收錄專文六篇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臺北市辛亥
路三段200號6樓 電話：（02）2378-2466 傳真：（02）2733-8263 贈閱 創
刊號27頁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naphm.ntu.edu.tw E-mail: 
newsletter@naphm.ntu.edu.tw 

11 東森共和國月刊=Republic of ET 月刊 民89年1月 為一涉生活、娛樂及消
費等主題的綜合性雜誌，包括主題特區、鮮貨特區、名流特區、TV特
區、頻道聯合國及資訊特區等專欄 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
100忠孝西路一段4號7樓 電話：（02）2331-6666,080-009-320 傳真：
（02）2361-0202 郵撥：19311975戶名：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每年
新臺幣100元 公共圖書館 

12 法語在臺灣：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會訊＝Le Francais a Taiwan:Bulletin 
trimestriel de l'Association des Professeurs de Francais a Taiwan 季刊 88年9月 為
法語教學專業刊物，內容報導該會各項活動，以交誼聯絡外，並詳載國
內各項學習法語之相關文教活動，以及國際間有關法語教學之相關文教
活動、資訊及動態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 臺北市南陽街8號5樓 電話：
（02）2388-0814 傳真：（02）2375-1786 創刊號79頁 公共、大學、專門圖
書館 E-mail: salut@tpts5.seed.net.tw 

13 航空技術學校學報=Journal of Air Force Aeronautical & Technical School 
GPN：004048880012 年刊 88年8月 為空軍航空技術學校各科任教師，於專
精領域之研究成果，創刊號收錄12篇學術論文 空軍航空技術學校 岡山郵
政90395號信箱 電話：（07）6256324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14 商管科技季刊=Commerce & Management Quarterly GPN: 006058890021 季
刊 89年3月 係教育部技職司委託雲林科技大學編印之學術性期刊，以供
技職校院教師與業界發表教學與研究成果，領域涵蓋一般管理、人力資
源管理、經營實務及課程學制規劃等。創刊號收錄論文七篇 教育部出
版，編輯處：技職教育商業類課程發展中心 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雲林縣
斗六市 640大學 路 3段123號 電話：（05）534-2601轉3112 傳真：（05）
531-2054 贈閱 創刊號138頁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15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學報=Journal of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原刊名：中商學報 GPN:006583890014 年刊 89年6月 為該學院



教職員發表之學術論文彙集，創刊號共收錄27篇論文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臺中市三民路3段129號 電話：（04）221-1181 創刊號412頁 公共、大學、
專門圖書館 

16 國際投資 原刊名：工業投資簡訊 GPN：008152890620 雙月刊 民89年3
月 本刊旨在提供國內廠商完整即時的國內外經貿投資資訊，協助廠商擬
定千禧年的投資策略，建構國際化經營的核心能力為主要目標。創刊號
以千禧年產業發展趨勢系列報導為專題，有封面故事、外商在臺灣、專
題報導、投資法令及國際投資新聞輯要、新書評介等專欄 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 臺北市忠孝西路一段4號19樓 電話：（02）2389-2111,（02）2389-
2111轉204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idic.gov.tw E-
mail:wcchuang@mail.idic.gov.tw 

17 國際農業科技新知=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bi-monthly 雙月刊 89年6月 刊載農業研發進展、新知文摘、農
業網路資源、會議活動消息，期具國際觀視野，強化本地研究人員與國
際農業科技團隊之資訊連繫與交流 中華農學會農業科學資料服務中心/豐
年社 臺北市溫州街14號三樓 電話：（02）2362-6222 創刊號23頁 公共、
大學、專門圖書館 E-mail: service@asic.gov.tw 

18 速味生活情報誌=DG Live 月刊 88年9月 介紹數位時代中，日常生活用
品包括大哥大、數位相機、Linex研發、GPRS服務等相關熱門數位產品或
主題探討之報導 資訊與電腦出版社 臺北市松江路65號6樓 電話：（02）
2509-5230 傳真：（02）2509-5329 郵撥：2234132-3戶名：畢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一年新訂戶907元，二年1708元 公共圖書館 http://www. 
dglive.com.tw E-mail:service@dglive.com.tw 

19 華人企業論壇=Chinese business horizon 季刊 民89年2月 為衍自「中山管
理評論」及「中山企業論壇」之刊物，期成為華人企業管理學術界及實
務界溝通的橋樑。創刊號分管理論壇、實務論壇兩項，並發表三個教學
個案，及管理學通俗書籍書評三則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學術中心、華泰文
化事業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西子灣蓮海路70號 電話：（07）525-2000轉
4580, 4581,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bm.nsysu.edu. tw/journal 

20 經典傳訊讀書會=The Joy of Work 雙月刊 88年12月 透過讀書會形式彙
集相關書刊之書訊及書評，內容大致分為人物、專文、書摘、書評、導
讀、專題、藏書及新品新訊等 經典傳訊文化 臺北市106敦化南路2段76號
7樓之2 電話：（02）2754-0088 傳真：（02）2754-0099 非賣品 創刊號35
頁 公共圖書館 http:// www.ebookclub.com.tw E-mail: ebookclub 
@ccw.com.tw，E-mail: service @ccw.com.tw 

21 義工聯誼會會訊 半年刊 89年5月 本刊為歷史博物館之文化義工編印出
版之刊物，內容係義工參與該館活動介紹及交換彼此工作心得 國立歷史
博物館 臺北市南海路49號 電話：（02）2361-0270轉310 創刊號37頁 公共
圖書館 http://www.nmh.gov.tw 

22 誠品好讀月報=Eslite Reader ISSN:1605-7341 月刊 89年7月 本刊為讀書雜
誌，係該書店「推廣閱讀」理念的推廣，提供讀者最新閱讀資訊，透過
各種主題企劃、話題討論，傳達書店對於閱讀及人文的觀察。創刊號專
欄包括閱讀類型、觀點人物、重量書評、訊息版圖及讀者互動等 誠品書
店 臺北市敦化南路一段245號B2 電話：（02）2775-5977轉好讀編輯室 傳
真：（02）2778-5775 創刊號96頁 公共、大學圖書館 E-mial: 
dbreader@email.eslite.com.tw 

23 電子化企業經理人報告=eBusiness Executive Report 月刊 88年9月 內容涵
蓋趨勢報告（Trends）、深度解析（Insights）、企業典範（Case 
Studies）、巨觀智慧（Thought Lea-ders）、投資評估（Follow the Money）



五大主題。期在電子化企業的領域方面，以有深度但平易的文體風格，
讓企業主管快速掌握和了解複雜的科技和管理議題 遠擎管理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臺北市105敦化北路207號3樓之1 電話：（02）8770-7777分機306或
315 傳真：（02）2718-9702 郵撥：19359882戶名：遠擎管理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零售每期新臺幣400元，全年新臺幣3800元，國外全年美金150元
（亞洲）美金170元（歐洲） 創刊號96頁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E-
mail: christing@ arcway.com.tw 

24 網路e 世界 月刊 民89年4月 為報導網路生活情報資訊之資訊性、娛樂
性刊物。內容包羅萬象，有名人上網經驗談、哈日族偶像網站、全球好
貨購物網站、數位理財等 電腦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敦化南路
二段180號9樓 電話：（02）2378-0655 傳真：（02）8732-4295 郵撥：
19156441戶名：電腦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每年限時寄書新臺幣1788
元，限時掛號寄書新臺幣2028元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http://www.myeworld.com.tw E-mail: eworld@eworld.com.tw 

25 臺灣工藝=Taiwan Craft 原刊名：臺灣工藝季刊 ISSN：1017-6438，
GPN：026198880018 季刊 88年10月 內容刊載與工藝有關之研究論文、報
告，專業加工技術介紹、新產品之設計、開發及新加工技術之報導、國
外工藝品產銷報導、地方產業振興報導等篇章 國立臺灣工藝研究所 南投
縣草屯鎮中正路573號 電話：（049）334141~3 傳真：（049）359913 公
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tpg.gov.tw/ntcri/ E-
mail:ntcri@ntcri.gov.tw，cragts@ntcri.gov.tw 

26 臺灣戲專學報=Performing Arts Journal GPN：006B88890013 半年刊 民89
年3月 為戲曲研究學刊，期成為戲曲界研究成果互動交流之園地，並建立
各種傳統戲曲研究更專門性之研究。創刊號刊載專論四篇、專題報導四
篇、教學研究三篇 國立臺灣戲曲專科學校 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二段177
號，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三段66巷8之1號 電話：（02）2796-2666轉801, 
802 傳真：（02）2794-1238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7 語言暨語言學=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GPN：509608890011 半年刊 89年
1月 收錄語言及語言學主題之學術性論文，極具學術價值，創刊號收錄8
篇學術論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臺北市南港區11529研究院
路二段130號 電話：（02）2786-3300 傳真：（02）2785-6622 國內每冊新
臺幣400元，國外每冊美金14元（含水運郵費） 創刊號217頁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E-mail:editor@gate. sinica.edu.tw 

28 輔仁宗教研究=Fujen Religious Studies 半年刊 89年5月 刊載宗教學方面
學術論文，每期除推出一項主題論述外，另刊載學術論文及書評、調查
報告等 輔仁大學法學院 電話：（02）2903-1111轉2791 傳真：（02）
2902-2227 創刊號208頁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 mails.fju.edu.tw/~rsd 
E-mail: reli0001@ mails.fju.edu.tw 

29 鹽光雜誌=Salt-Glory Magazine 季刊 89年4月 內容主要為該公司業務及
活動紀要及報導，另有鹽業、鹽務相關發展之專題報導等篇章 臺鹽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健康路1段297號 電話：（06）215-0551 傳真：
（06）215-9710 創刊號56頁 公共、專門圖書館 http:// www.tsicorp.com.tw E-
mail: tsicorp@ tsi. tsicorp.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