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 介 說 明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8年12月至89年3月間，本館所收中文新創刊
的期刊，並補前期未錄者，共計31種，以期為國內外讀者、圖書館界及資料
單位提供國內最新期刊出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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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適宜訂閱
圖書館、網址、電子信箱及附註等。 

 
  1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半年刊 
88年6月 為專門性的中國古典文學學報，蒐集之論文主題集中於中國古典
文學，收錄之篇章則涵蓋海內外學人之研究成果，並嚴格進行審查制度，以
期提昇其學術性。創刊號收錄論文7篇，書籍評介1篇及1998年中國古典文學
研究論著目錄等文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198號 電
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每期新臺幣250元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E-mail:twstbk@ficnet.net 

  2 中華酒協季刊=Quarterly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Alcoholic Beverages
季刊 88年9月 係中華民國酒業發展協進會「會員通訊」之改版，除供維繫
會員間溝通之橋樑外，並收錄酒類釀造技術、酒類市場資訊、評酒常識或其
他與酒有關之最新知識與訊息主題的一般性文章 中華民國酒業發展協進會
臺北市羅斯福路六段142巷13號 電話：（02）86635941，86635741 傳真：
（02）86635941，86635741 郵撥：19214446 戶名: 中華民國酒業發展協進
會 零售每本新臺幣120元，會員免費 公共圖書館 

  3 中華郵工會訊 雙月刊 89年2月 屬中華郵政工會刊物，刊載探討
有關郵政制度之改革、現況評析、工會活動、焦點話題、工運報導等 中華
郵工會訊雜誌社 臺北市重慶南路二段45號9樓 電話：（02）23921380-84 
傳真：（02）23414510 公共圖書館 E-mail:cfpw @ms16.hinet.net 

  4 文化大同 雙月刊 88年10月 介紹臺北市大同區之歷史、古蹟、
文藝作家、文化活動剪影、藝術活動等篇章，文字輔以照片及圖片 臺北市
大同區公所 臺北市大同區吉昌街57號4樓 電話：（02）25975323，
080089078 傳真：（02）25975140 公共圖書館 E-
mail:web3800@wmsl.taipei.gov.tw 

  5 水族寵物生態=Aqua Pets Life Magazine 雙月刊 88 年10月 介紹觀
賞魚等生物種類之一般性導覽，以及生物之成長環境、成長過程、繁養殖技
術等內容 翊鑫開發有限公司 臺北市重慶北路3段236巷55號 電話：
（02）25963908 傳真：（02）25963906 郵撥：19397296 戶名: 翊鑫開發
有限公司 公共、專門圖書館E-mail: aquapets@ms38. hinet.net 

  6 生死學通訊=Newsletter of Thanatology 一年三次 88年12月 原為
「生死學研究通訊」之改刊，除本刊外另一衍生之刊物為「生死學研究」。
本刊以提供並報導生死學相關訊息為主。創刊號以九二一震災為主題。另有
活動報導、經驗交流及新書評介等。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生死學研究所 
622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中坑32號 電話：（05）2721001轉2121 傳真：
（05）2427143 公共圖書館 http://www.nhu.edu.tw/~lifedead E-
mail:lifedead@mail.nhu.edu.tw 

  7 地球村時尚美語=Global Voice 月刊 89年3月 本刊為廣播英語教
學節目之書面教材，涵蓋中級及高級教學內容，各篇短文中英文對照，內容
多屬一般生活化介紹或會話，創刊號後附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模擬測驗 



地球村出版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北路五段729號2樓 電話：（02）
25451111 傳真：（02）25469890 郵撥：19124144 戶名：地球村出版有限
公司 單期新臺幣220元，訂閱一年新臺幣1,800元（掛號2,040元），二年
3,000元（掛號3,480元），三年3,900元（掛號4,620元） 公共圖書館 

  8 冷凍與空調=Journal of Refrigeration & Air-Conditioning Technology 雙
月刊 89年1月 整合原「中國冷凍空調雜誌」及「冷凍空調季刊」兩本刊
物，為冷凍空調業界之共同期刊，包括學術、技術、生產、工程各相關主
題。創刊號內容有潔淨室技術專欄、熱交換器設計專欄、特別企畫、研究新
知、技術應用、報導篇（88年度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第一次檢覈考試試題及解
答、新聞資訊）、廠商園地、新書預告、求才啟事等，本刊兼含該領域之學
術性及報導性篇章 中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北市南京東路五段38-1號10
樓 電話：（02）27691803，27691960 傳真：（02）27472816 郵撥：
1904866-1 戶名: 中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零售每本新臺幣140元，長期訂閱全
年6期75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cj.com.tw E-mail: jrat 
@ms1.timenet.net 

  9 屏縣教育季刊=Ping Tung Education 季刊 89年1月 為屏東縣的教
育刊物，內容涵蓋專題論述、教育新知、教育觀察站、教學百寶箱、心靈小
札、家長心聲、書的饗宴、教育動態、與土地對話、學府采風、人物側寫、
小班教學精神、教育法規透析等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路527號 
電話：（08）7320415轉326，（08）7361198 公共圖書館 
http://www.boe.ptc.edu.tw E-mail:ptej@mail.boe.ptc.edu.tw 

  10 映象苗栗 季刊 89年1月 本刊報導苗栗縣政府施政之點滴，記
敘鄉親人文情事，並藉以呈現施政之成果。創刊號收錄之專題包括主題報
導、焦點人物、特別報導、文化之美、政令宣導及縣政大事紀等 苗栗縣政
府 苗栗縣縣府路100號 電話：（037）322150 公共圖書館 

  11 泉南文化雜誌 半年刊 89年1月 「泉南」是指泉州南安，本刊
為提供閩南文化界鄉親提供篇章之園地，以作為心橋。其意涵為尋根溯源，
探討臺灣歷史的演進與文化內容的轉變。創刊號內容有事類研究、名賢風
範、名勝古蹟、閩南語文、民間傳說等專欄 泉南文化雜誌 臺北市延平北
路三段4之12號7樓 電話：（02）25965942，25910505 非賣品 公共圖書館

  12 泰山真愛家庭 雙月刊 89年2月 以家庭教育、心靈成長以及生
活哲思為方向之雜誌。內容邀集學者專家及社會人士分享自己的真愛體驗，
並刊載財團法人泰山文化基金會的各項活動訊息及講座精華 財團法人泰山
文化基金會 臺北市長安東路二段99號4樓之1 電話：（02）25064152，
25017722 傳真：（02）25013164 郵撥：15039974 戶名：財團法人泰山文
化基金會 每年新臺幣120元 公共圖書館 http://www.taisun.com.tw E-
mail:taisuna7@fmail.gcn.net.tw 

  13 真理大學校友通訊雜誌 季刊 88年10月 該刊為校友間互通訊息
刊物，包括該校最新動態及各地區校友活動、聯誼活動報導。真理大學原名
「私立淡水工商管理學院」，於88年8月1日起更為新名 真理大學 臺北縣
淡水鎮真理街32號 電話：（02）26212121~5 傳真：（02）26201008 公共
圖書館 http://www.au.edu.tw 

  14 高雄綠色座標=Kaohsiung Green Coordinate 季刊 89年1月 內容介
紹高雄市有關環境保護工作之規劃、展望及作業現況，為高雄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之施政績效及成果報告，並兼及相關環保資訊公布，如研討會訊息、新
書介紹、環保網站介紹、新公告環保法令及訊息公布等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路2號10樓 電話：（07）3368333轉2492 傳
真：（07）3316146 公共圖書館 http://www.kcg.gov.tw/~depkmg/tw 



  15 產業論壇 半年刊 89年1月 為1999年4月新上網之網路版ITIS
「產業論壇」電子期刊之書面版。所謂ITIS計畫為經濟部產業技術資訊服務
推廣計畫（Industrial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s）。本刊之出版擬激發各
界對產業分析之重視，並引導分析產業之方法、工具、架構、模型建立，為
一本結合專業期刊及產業論文集於一體的出版物，涵蓋研究方法、產業經濟
與科技管理、市場分析、專題等方面主題，具學術性參考價值 臺灣東華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重慶南路一段147號3樓 電話：（02）23114027 
傳真：（02）23116615 郵撥：00064813 戶名：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每期新臺幣50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itis.org.tw 

  16 慈光禪學學報 年刊 88年10月 為慈光禪學院編印之有關禪學方
面之學報，創刊號收錄慈光禪學研究所與大陸佛學院於87年10月24日假師範
大學舉行之「兩岸禪學研討會」論文17篇 慈光禪學研究所 臺中縣太平市
坪林路50號 電話：（04）3922762，3923364 傳真：（04）3928497 

  17 慈濟技術學院學報=Journal of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年刊 
88年8月 內容刊登該慈濟技術學院教師在學科專長範圍內，發表之學術性
篇章及論著 慈濟技術學院 花蓮市建國路二段880號 電話：（03）
8572158 傳真：（03）8577261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tccn.edu.tw/ 

  18 新竹文獻雜誌 季刊 88年12月 新竹縣刻正進行「新竹縣縣史
館」之籌備，為提供該縣內各文史工作室有關該縣典籍考據、田野調查之成
果發表而創刊，由該縣政府民政局負責主持，文化中心執行，創刊號收錄有
新竹縣開發史、原住民、本土詩社、客家傳統歌詞、新竹縣文物等專欄，以
及龍瑛宗特集、新竹縣大事紀等 新竹縣政府 302竹北市光明六路10號 
電話：（03）5510201轉289 傳真：（03）5517107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
館 http://www.hchcc.gov.tw 

  19 經濟部水利公報 GPN：008370890021 週刊 89年1月 創刊號內收
錄有關該機關核定之新近水權登記公告內容 經濟部水資源局 臺北市信義
路三段41之3號9至12樓 電話：（02）27542080 傳真：（02）27542244 郵
撥：19419545 戶名: 經濟部水資源局 每期新臺幣25元 公共、大學、專門
圖書館 http://www.wrb.gov.tw/ 

  20 話題=Topic 月刊 89年3月 主要以政治動態及財經議題此兩大主
題所衍生的問題，作為本刊主要內容。包括即時新聞、熱門話題、特別企
劃、時事論壇、封面人物故事和讀者論壇等專欄。創刊號有總統大選系列、
電子商務及e世代新觀點等 鷹眼出版社 臺北市長沙街二段91號6樓之5 電
話：（02）23891180 傳真 ：（02）23884759 郵撥：19432923 戶名：鷹
眼出版社 一年12期新臺幣990元 公共、大學圖書館 
http://www.eenews.com.tw  

E-mail:eenews@eenews.com.tw 

  21 漁業與機械 雙月刊 89年1月 原係年刊。內容刊載與漁業有關
之學術論文外，另增加漁業方面之報導，以及兩岸漁業探討等 漁業與機械
雜誌社 臺北市長安東路1段15號8樓 電話：（02）25814761 傳真：
（02）25814635 郵撥：15137718 戶名: 中華民國漁業機械化協會 公共圖書
館 E-mail:fishery@mail.taipeilink.net 

  22 臺北市環境品質檢測報告 原刊名：臺北市空氣品質河川水質測定
報告 GPO：0031104800 月刊 89年1月 內容包括空氣品質檢測及河川水
質檢測結果報表 臺北市政府環保局技術室 臺北市北投區石牌路二段111
號8樓 電話：（02）28236160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3 臺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通訊 季刊 89年1月 為該學會近
期學術活動公告、各國即將舉行有關過敏氣喘免疫之學術活動預告、氣喘衛
教專欄、醫藥新知、檢驗新知等，屬於專業性之醫學類通訊雜誌 臺灣兒童
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 電話：（02）23114670 傳真：（02）23114732 郵
撥：19391392 戶名：財團法人臺灣兒童過敏及氣喘病學術文教基金會 公
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4 臺灣房地產景氣動向季報=Real Estate Cycle Indicators of the First 
Season GPN：0022 -44880994 季刊 88年6月 創刊號為試刊，係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委託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及臺灣房地產研究中心完成之研究計畫成
果。研究期間為88年3至6月。主要包括87年第四季房地產景氣狀況說明、88
年第1季房地產景氣狀況說明、房地產景氣未來展望等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5 舞世界=Dance World 月刊 89年3月 為「舞網情深」
（http://www.dancers.com.tw）之書面刊物，內容為國內有關國際標準舞相關
資訊報導，包括比賽預告、相關協會聯誼會之成立資訊、近期比賽成績、教
師名錄、舞蹈用品介紹等 舞世界雜誌社 基隆市麥金路42號11樓 電話：
（02）2433-1919 傳真：（02）24336122 郵撥：17468528 戶名：李少華 
全年12期新臺幣1200元 公共圖書館 E-mail:dancer98 @ficnet.net，
jyemaa@ms7. hinet.net 

  26 遠景季刊=Prospect Quarterly 季刊 89年1月 本刊期能擔任「兩岸
關係」此一主題之智庫，提供彙整兩岸四地學者專家在參與國際事物、兩岸
交流各種政策設計、知識彙集、理念分析、真象說明、疑惑解釋等方面之專
業見解，期使兩岸交流遠景產生正面效益 財團法人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 
臺北市敦化南路二段216號9樓A1 電話：（02）23780988，（02）23784870 
傳真：（02）23784869 國內：每冊新臺幣160元、全年640元（另加郵資100
元）；國外：每冊美金12元、全年48元（含航空郵費） 公共、大學、專門
圖書館 http://www.future-china.org/ 

  27 慧行世紀月刊 月刊 88年10月 刊載宣揚該基金會宗教理念及相
關活動紀錄篇章 財團法人慧行世紀文教基金會 中壢市志廣路85號 電
話：（03）4953472 傳真：（03）4953471 郵撥：19353255 戶名：財團法
人慧行世紀文教基金會 公共圖書館 

  28 嶺南學報=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ISSN： 1562-5915 年
報 88年10月為香港嶺南大學編刊之學術性學報，期發揚已停刊半世紀之廣
州嶺南大學「嶺南學報」往日優良文史傳統，並有助於推動學術研究。新第
一期之內容包括專論18篇，短研蒐珍2篇，新書評介4則，短篇研析9則， 均
極具學術參考價值 嶺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香港屯門青山公路嶺南
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電話：（852）26168058 傳真：（852）28381705
個人：港幣250元，機構：港幣35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ln.edu.hk/clt  E-mail:jlu@ln. edu.hk 

  29 禪教雜誌 雙月刊 88年12月 刊載與禪學、禪修有關之報導與篇
章，創刊號為「迎接二十一世紀世界和平大法會」紀念特刊 臺灣禪宗佛教
會 臺北市忠孝東路二段134巷5號4樓 電話：（02）23958655 傳真：
（02）23943511 公共圖書館 E-mail:mindzen@ms14.hinet.net 

  30 藍星詩學 季刊 88年3月 為六年前停刊之「藍星季刊」之復
刊，係以「藍星詩社」為主之刊物。本刊收錄詩作、散文及信札、譯介及翻
譯、詩作評論及詩學研究、教學研究及史料等專欄 藍星詩學季刊社 淡水
鎮英專路151號（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電話：（02）26215656轉2330 傳
真：（02）26209930 郵撥：07289184  戶名: 周彥文 一年四期新臺幣480
元（美金30元-航空），二年八期700元（美金60元-航空），創刊號200元 公



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31 觀星人 月刊 88年12月 本刊為國內五十多年來第一份天文專業
雜誌，其創刊擬反映國內天文現況，提供國內外天文領域中的最新消息與發
展，並在天文攝影風潮中，推動天文觀測與研究風氣。內容包括天文新知、
每月星空、天文酷迷、天空書城等專欄 觀星人 臺北市新生南路三段54巷
2號2樓 電話：（02）23116451 傳真：（02）23895844 郵撥：19388856 
戶名:吳庭瑜 零售每本新臺幣60元，訂閱一年新臺幣600元 公共、大學、
專門圖書館 E-mail:skymans@ms39.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