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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介 說 明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8年8月至11月間，本館所收國內新創刊的期
刊，並補前期未錄者，共計38種，以期為國內外圖書館界暨讀者提供最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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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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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宜訂閱圖書館、網址、電子信箱及附註等。 

1. Babe貝兒雜誌 雙月刊 88年5月 其內容係刊載一般青少年時尚流行資訊 
babe貝兒雜誌社 臺北市松山區105民生東路5段137巷4弄18號2樓 電話：
（02）27668367 傳真：（02）27668368 郵撥：18927154 戶名: 體面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兩年800元 單期120元 公共圖書館 
http://www.tgn.com.tw/body.htm E-mail:bodybabe@ms32.hinet.net  

2. BOOM勁爆流行音樂雜誌 月刊 88年6月 報導東西流行偶像藝人生活的
娛樂雜誌 恩得出版有限公司 臺北市光復南路22巷34號1樓 電話：
（02）25700277 傳真：（02）25794923 郵撥：18485169 每年888元（掛
號郵資180元另計） 公共圖書館 http://www.iklook.com.tw 創刊號隨刊另
附光碟一片  

3. 賞味生活=Cook 季刊 88年4月 介紹與飲食有關之相關資訊，包括時令料
理作法、國內各地小吃、美食等以及食器採購、消費新訊等專欄 尖端
出版有限公司 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45號4樓 電話：（02）22181582 傳
真：（02）22182046 郵撥：05622663 戶名: 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每期149
元 公共圖書館 http://www.spp.com.tw  

4. 健康文摘=PHARMANEX 月刊 88年8月 介紹美商如新公司臺灣分公司
Pharmanex辦事處之產品為主，以推廣該公司產品 美商如新公司臺灣分
公司Pharmanex辦事處 臺北市敦化南路二段97號15樓 電話：（02）
27558558 每期15元 公共、專門圖書館  

5. PSN專刊=Professional Supportive Network專業支持網絡 季刊 88年春季 內
容刊載介紹對身心障礙者的醫療及復建服務重點、提供教學設計、教
學活動、能力指導原則及經驗分享；社工角度之家庭問題建議；互動
式之Q&A專欄及活動看板等 財團法人心路基金會 臺北市中山區吉林路
364號4樓 電話：（02）25929778 傳真：（02）25928514 郵撥：11825916 
全年600年（掛號郵資另計） 公共、專門圖書館 http://www.syinlu.org.tw 
該刊另發行教學錄影帶，單捲400元，全套6捲2100元  

6. 時代新鮮人=Time for students 月刊 88年11月 為美國時代雜誌（Times 
Inc.）授權出版之中文版學生知識美語學習雜誌。內容兼具知識性、娛
樂性、新聞性、教育性等篇章，採中英文對照方式為主，並附簡易單
字表及中級單字表等 經典傳訊文化公司 臺北市106敦化南路二段76號
（潤泰大樓）7樓之2 電話：（02）27540088 傳真：（02）27540099 郵
撥：18734890 戶名：經典傳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年1,740元，二年
3,360元, 公共圖書館 E-mail:service@ccw.com.tw  

7. 人文社會學報=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年刊 88年5月 
本刊係刊載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師生之學術性論文彙集，內容均屬
人文社會科學之範疇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臺北市116木柵路1段17巷1
號 電話：（02）22368225轉832 傳真：（02）22367148 公共、大學、專
門圖書館 E-mail：chss@cc.shu.edu.tw  

8.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季刊 86年5月 此刊內容除包括國科會人文處各類申請規定、國際學術



動態、國內外人文社會學當年補助計畫外，亦期望成為國內人文及社
會學界之論壇，探討建立學術評估表現的判準、各學門學術期刊水準
的評定等相關議題 行政院國科會人文暨社會科學處 臺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106號 電話：（02）27377550 傳真：（02）27377674,27377819 公共、
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nsc.gov.tw  

9. 大華債券期刊=Grand Cathay Fixed Income Journal 不定期 88年7月 該刊以
債券市場焦點議題之探討、現行制度之改進及大華證券集團之新業
務、新產品之研發為主要內容 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重慶南路
一段2號13樓 電話：（02）23148800 傳真：（02）23885419 公共、專門
圖書館 http://www.gcsc.com.tw  

10. 山協會訊=Republic of China Alpine Association Active Report 季刊 87年7月 
刊登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及所屬各團體會員之重要活動及會務訊息 中華
民國山岳協會 臺北市中山北路2段185號10樓 電話：（02）25942108 傳
真：（02）25935662 郵撥：0100633-4 公共圖書館  

11. 中原設計學報=Chung Yuan Journal of Design 年刊 88年1月 本刊係刊載與
設計有關之學術論著及設計作品之學術性論文或創作報告 中原大學設
計學院 中壢市32023普忠里普仁里22號 電話：（03）4563171轉6001 傳
真：（03）4661873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12.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會訊 月刊 87年6月 報導外科醫學會最新相關動態
資訊，創刊號為一單頁式出版品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 臺北市南京東路
五段31號3樓 電話：（02）27642409 傳真：（02）27656630 專門圖書館 
E-mail: SURG313@mail5.catv.com.tw  

13.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雜誌=Taiwa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季刊 88年10月 本
刊係收錄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會員有關重症醫學方面之專業學術研究
心得和成果論著，以期彙整相關資料，提供醫療時之資源與資訊共享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臺北市112石牌路二段201號司源樓2樓 電話：
（02）28760142,28742382 傳真：（02）28742361 專門圖書館 E-
mail:tsccm@ms32.hinet.net  

14.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會刊 季刊 88年9月 刊載視障從業人員教學與研
究心得之篇章，略分為學會會訊、專題講座、資訊交流站、及活動看
板等專欄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162號 電話：
（02）23568901 傳真：（02）23413061 郵撥：19366869 戶名: 中華視覺
障礙教育學會 公共、專門圖書館  

15. 公視之友 月刊 87年6月 本刊為專屬於「公視之友會」之會員刊物，內
容報導公共電視節目以及相關人物，相關電視新知等。略有特輯、導
演筆記、專輯、論壇、節目導覽等多項專欄 中華民國公共電視臺籌備
委員會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75巷100號 電話：（02）26329533 公共
圖書館 http://www.pts.org.tw E-mail:pts@mail.pts.org.tw  

16. 日本經濟 月刊 88年7月 內容為日本最新經貿資訊，包括專題報導、總
體經濟、對外貿易統計分析、產業動向、新聞櫥窗及景氣指標等專欄 
臺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 108-0071日本東京都港區白金台5-20-2 
電話：日本（03）32807880 傳真：日本（03）32807928 公共、大學、
專門圖書館  

17. 地政通訊=Land Lines 原刊名為臺灣地政 雙月刊 88年8月 收錄與地政有
關之文稿，如土地登記、估價、土地開發利用、土地重劃、區段徵
收、地理資訊、測量、土木工程、都市計畫等論述文章，或新詩、文
藝創作、地政史料著作介紹等 內政部 臺北市徐州路5號 電話：（02）
23565000 公共、大學圖書館  

18. 百年 雙月刊 88年1月 本刊是以探討中國問題為主的綜合性刊物 百年雜
誌社 160-0022日本國東京都新宿區新宿1-24-7-407 每冊1,000日圓, 每年
6,000日圓 大學、專門圖書館  

19. 行政暨政策學報=Public Administration & Policy 原刊名為行政學報 年刊 
88年10月 收錄與行政及人文社會科學有關學術論著或實務研究篇章 國
立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臺北市民生東路三段67號9樓 
電話：（02）25054803 郵撥：01815994 戶名： 國立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每冊25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0. 兩岸雙贏 月刊 88年2月 刊登與兩岸政經情勢、旅遊與風俗民情等主題
報導性篇章 財團法人中華臺海兩岸和平發展策進會 臺北市民生東路三
段49號5樓 電話：（02）27192838 傳真：（02）25170925 郵撥：
19226713 全年1,000年（掛號郵資另計） 公共圖書館  

21. 東華人文學報=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stic Studies 年刊 88年7月 刊載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有關文史方面之學術論文成果彙集 
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2段1號 電
話：（03）8662500轉1902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2. 時報文教基金會半年刊=China Times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bi-annual） 半年刊 88年6月 刊載該基金會之相關活動介紹，包括國際
交流、專題報導、交流圈、社區教育、網路天地、展覽活動、藝文動
態及該基金會財務報表、大事記等專欄 時報文教基金會 臺北市大理街
132號 電話：（02）23065297 傳真：（02）23067783 公共圖書館 
http://www.chinatimes.org.tw  

23. 高市議會=Kaousiung City Council 雙月刊 88年3月 本刊屬通訊性質刊
物，內容包括議員介紹、議員為民服務報導、議事綜合報導、各委員
會專題報導、重要活動紀要、相關活動點滴剪影，以及市政專題探討
等 高雄市議會 高雄市中正四路192號 電話：（07）2828191 公共圖書館 
http://www.kcc.gov.tw/  

24. 高速公路通訊月刊雜誌 雙月刊 87年1月 刊登國道高速公路局之焦點新
聞、重要政策、相關主題探索、工作紀要、單位專訪、風雲人物、人
事動態、交通資料及工程簡訊等專題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 電
話：（02）29096141 公共圖書館  

25.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學報=Bulletin of National Pingtu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原刊名：國立屏東商專學報 年刊 88年6月 刊載該校教師撰寫
之學術性論文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屏東市民生東路51號 電話：
（08）7238700 傳真：（08）7238720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6. 26 淡水牛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年刊 87年12月 為淡水工商管理學院臺
灣文學系之系學報，係以呈現臺灣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專業性刊物為
主 私立淡水工商管理學院臺灣文學系 臺北縣淡水鎮251真理街32號 電
話：（02）26212121-5轉5142、5141 傳真：（02）86318425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27. 淡江外語論叢=Tamkang Studi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年刊 
87年12月 係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編印之學報，刊載該院教師之教學
心得及研究成果 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臺北縣淡水鎮251英專路151號
T905室（驚聲大樓） 電話：（02）26215656轉2558 傳真：（02）
26232924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28. 現代3C 原刊名為現代音響雜誌 月刊 88年8月 本刊係一集合電腦、通訊
與AV影音視聽器材報導於一身的綜合性雜誌，為該三項產品之消費購
買指南 金華出版社 臺北市潮州街55巷12號 電話：（02）23215757 傳
真：（02）23925103 郵撥：01561587 全年新臺幣1500元（掛號郵資另
計） 公共、專門圖書館  

29. 現代佛教學會通訊=Newsletter for Modern Buddhism Association 季刊 88年
1月 報導臺灣地區與佛學有關之各種演講、研究、活動及資料等消息，
並兼及海內外佛學研究之訊息 現代佛教學會 臺北市松山區光復北路60
巷20-1號 電話：（02）29606945 傳真：（02）23639029 公共、大學、
專門圖書館  

30. 智慧財產權統計季刊 季刊 88年10月 本刊係彙整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專
利三組、商標權組及著作權組等單位之相關資料。刊物內容大致分為
提要分析及統計結果表兩部分，藉此可觀察各智慧財產權變動消長，
掌握最新動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臺北市辛亥路二段185號3樓 電話：
（02）27380007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31. 愛鄉 雙月刊 87年4月 內容為林茂生愛鄉文化基金會之會務報導，並刊
登與臺灣文化有關之篇章，期進行資源整合與公共溝通之任務 林茂生
愛鄉文化基金會 臺北市辛亥路1段66號2樓 電話：（02）23642215 傳
真：（02）23658019 郵撥：19177158 戶名：愛鄉雜誌社 每年300元（學



生）600元（一般） 公共圖書館  
32. 新臺北護理期刊=New Taipei Journal of Nursing 半年刊 88年8月 收錄之篇
章包括護理新知、個案報告、臨床護理行政專案、以及護理研究四大
領域，係提供護理界一溝通交流之園地 臺北醫學院 臺北市吳興街250
號 電話：（02）27361661轉648 傳真：（02）23772842 公共、大學、專
門圖書館  

33. 管理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半年刊 88年10月 
收錄傳播管理領域之研究、理論、方法、實務分析、評論等各類學術
論著篇章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五段250號 電話：
（02）28824564轉463、465 傳真：（02）28818675 每期250元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34. 學校行政 雙月刊 88年5月 係將該學會研究學校行政之理論、實務與發
展趨向之成果彙集，以推廣學校行政相關資訊，傳承學校行政之經驗
與智慧 中華民國學校行政研究學會 電話：（02）27283911 傳真：
（02）27183993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E-mail：
ufjeanch@ms2.hinet.net  

35. 樹德科技學報=Shu-Te Technology Review 年刊 88年6月 刊載樹德技術學
院師生發表之學術論文彙集 樹德技術學院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路59號 電
話：（07）6151000 傳真：（07）6154866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http://www.stit.edu.tw  

36. 龍邦家築 季刊 88年5月 刊載與建築有關介紹性文章，包括特別企畫、
集團風雲、趨勢報導、名人築譜、新知快訊等專欄 龍邦家築雜誌社 臺
中市中港路1段160-1號36樓 電話：（04）3216888 傳真：（04）3221657 
公共圖書館 http://www.longbon.com.tw  

37. 應用語文學報 年刊 88年6月 刊載臺北市立師範學院教師及海內外學者
專家所撰與語文應用有關之學術論文及書評等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應用
語言文學研究所 臺北市中正區100愛國西路1號 電話：（02）23113040
轉4412,4413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38. 醫護科技學刊=The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 季刊 88年7月 本刊係教育部
技職司為提供醫護類技職學校教師論文發表園地，以加強其未來發展
之刊物。內容收錄包括護理學、復健學、嬰幼兒保育學、醫事技術工
程學、健康應化工程學及醫護管理學六項學科領域之研究論文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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