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是你我保持最新資訊的媒體之一。本欄將定期為你介紹館藏國內新近創
刊之期刊，以期為圖書館界暨讀者提供最新之期刊出版資訊。 

專欄主筆 曾　賢（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

選 介 說 明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8年4月至7月間，本館所收國內新創刊的期刊，並補前期（87
年4月至88年3月）未錄者，共計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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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選目依刊名之筆畫順序排列先後。 

三、本選目每種期刊著錄款項依序為刊名代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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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EZ TALK 美語會話誌 月刊 88年2月 以結合光碟媒體學習美語會話與增長英文知
識之語文學習性雜誌 經典傳訊文化（股）公司 臺北市敦化南路二段76號（潤泰大樓）
7樓之2 電話：(02)27540088 傳真：(02)27084490 郵撥：18734890 全年2,640元（雜誌加
CD）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E-mail：timeex＠ms7.hinet.net 

002 PC2000 ISSN 1562-1049 月刊 88年7月 以報導國內外最新軟硬體發展與應用概況、
人物專訪、科技新聞、產業情報以及每月最新資訊產品採購焦點等專欄 旗訊科技（股）
公司 臺北市杭州南路一段15-1號8樓 電話：(02)23214335 傳真：(02)23583104 郵撥：
17615050 全年1,790元（限時）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E-mail：service＠pc2000.com.tw 

003 大專體育學刊 半年刊 88年6月 本刊旨在提供體育與運動科學之學術發表與溝通
園地，主要刊載有關體育與運動科學之原創性研究論文與評論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
會 臺北市朱崙街20號12樓 電話：(02)27710300 傳真：(02)27710305 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ctusf.org.tw E-mail：ctusf＠ms7.winet.net 

004 中師體育 年刊 88年6月 為刊載該系師生有關體育學術之專業研究論述和活動報
導 國立臺中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臺中市民生路140號 電話：(04)2263181轉512 大學、
專門圖書館 

005 中華民國急診醫學會醫誌＝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ROC 季刊 88年1月 以刊
載與急診醫學有關之學術性原著論文、病例報告或臨床醫學心得 中華民國急診醫學會 
臺北市士林區文昌路95號（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急診醫學科） 電話：(02)28332211轉2082
傳真：(02)28359595 大學、專門圖書館 

006 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會訊 季刊 87年12月 主要刊載臨床經驗交流、
醫學新知、國外相關學術活動快訊、該學會會員動態與相關學術活動報導 中華民國關節
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臺北市中山南路7號 電話：(02)23970800轉5273 傳真：(02)23939632
大學、專門圖書館 

007 中鋼勞工＝China Steel Labor 月刊 88年4月 主要刊載該產業工會會務運作及會員
權益之建議、國內外勞工政策、勞工運動及法令之研究報導、國內外鋼鐵政策、業務發展
和會員心聲意見交流等資訊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1路 
電話：(07)8021111轉2168 傳真：(07)8031433 公共、專門圖書館 

008 中醫報導＝The Newslet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季刊 88年3月 以刊
載與中醫藥有關之學術論著、病例報告、臨床心得研究、中醫界興革意見及該聯合會動態
等資訊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臺北市萬華區廣州街32號7樓 電話：(02)
23029339 傳真：(02)23367561 郵撥：19267209 全年40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uncma.org.tw E-mail：tpcma＠ms23. hinet.net 



009 公營事業評論技術報告＝Review of Public-owned Enterprise Technical Report 不定期 
87年4月 以實際解決問題的角度切入，深入探討公營事業在經營管理各領域所面對的問
題及解決之道，本報告係配合《公營事業評論》（季刊）不定期針對特定主題，予以出版
財團法人中山管理教育基金會 高雄市鼓山區西子灣蓮海路70號 電話：(07)5252000轉
4580 傳真：(07)5254597  公共、大學圖書館 E-mail：powned＠cm.nsysu.edu.tw 

010 出版學刊 年刊 87年5月 以刊載探討與出版相關之政治、經濟、社會、法律、科
技或管理經營之理論與實務論述以及該所大事、學術活動訊息 佛光大學南華管理學院出
版學研究所 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32號 電話：(05)2721001轉2021 傳真：(05)2427139 大
學、專門圖書館 

011 生死學研究通訊＝Life and Death Studies 雙月刊 87年11月 以報導生命倫理學、養
生技藝、生死教育、臨終關懷、殯葬管理等五大領域相關書籍、研究成果、學術活動、協
會組織最新動態等訊息 南華管理學院生死學研究所 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32號 電話
(05)2721001轉2121  傳真：(05)2427143 公共、大學圖書館 網址：
http://www.nhmc.edu.tw E-mail：ywichi＠mail.nhmc.edu.tw 

012 生物資源生物技術＝Bioresource Biotechnology 季刊 88年1月 以刊載生物資源利用
及生物科技相關之最新知識、訊息為宗旨，每期刊載有關生命科學或生物技術之研究及宜
蘭縣生物科技產業最新動態報導 宜蘭縣生物科技產業發展協會 宜蘭縣蘇澳鎮德興一路
35號 電話：(03)9903664 傳真：(03)9903684 全年1,00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13 生活環境博物園雜誌 季刊 88年3月 以結合各種團體關注臺灣的文化資產，推動
北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的建設與營造屬於北投的文化和特色為創刊宗旨之社區性雜誌 生
活環境博物園雜誌社 臺北市北投區中和街239號3樓 電話：(02)28917982 傳真：(02)
28914494 郵撥：19318347 公共圖書館 

014 林仔街雜誌：員林鎮刊 雙月刊 88年1月 報導員林鎮地方生活與觀光資源、社會
福利與環保、民俗文化、社區生活以及政令宣導、施政報告等資訊 彰化縣員林鎮公所 
員林郵政46號信箱 電話：(04)8347171 傳真：(04)8337581 公共圖書館 

015 高爾夫經典月刊＝Golf Plus Monthly 月刊 88年6月 為一份結合本土與國際性的球
賽報導，人文與專業球技的資訊內容，每期刊載高爾夫人物專訪、球場巡禮、球技論壇、
巡迴賽訊等專欄 健康家庭文化專業（股）公司 臺北市新生南路一段139巷17號1樓 電
話：(02)27089565 傳真：(02)27056898  郵撥：19008881 每冊180元 公共、大學圖書館
網址：http://www.golf-plus.com.tw E-mail：jo811＠ms14.hinet. net 

016 原住民文化與教育通訊 雙月刊 88年6月 以提供一個能充分匯集和發表有關原住
民教育與文化之言論與思想的園地，每期刊載原聲論壇、主題報導、人物專訪、原鄉蹤
跡、文教活動、文化巡禮和特別報導等專欄 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教育學會 臺北郵政
7-533號信箱 電話：(02)23926248 郵撥：19279532 全年45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17 原住民教育研究 年刊 87年5月 以從事原住民文化與社會之研究，培養原住民教
育之教學與研究人才，以提升山地學校之教育品質為創刊宗旨，主要刊載國內外有關原住
民教育文化之原創性論述與教學心得、教材研究報告等 國立臺中師範學院原住民教育研
究中心 臺中市民生路140號 電話：(04)2223334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18 修辭通訊 年刊 88年6月 刊載修辭學相關學術資料、活動以及該學會會務報導，
以溝通會員之間情誼 中國修辭學會 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162號（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 電話：(02)23630149 大學、專門圖書館 

019 創業加盟雙月刊＝Franchise Store Magazine ISSN 1560-3423 雙月刊 87年11月 刊載創
業和加盟連鎖事業有關資訊或活動報導，有創業寶典、創業加盟專案企畫、連鎖企業診斷
室、成功名店報導等專欄 中華民國加盟促進協會 臺北市忠孝東路四段229號10樓 電
話：(02)27739571 傳真：(02)27737616 郵撥：18803854 全年600元（掛號另計）公共、大
學圖書館 



020 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簡訊 不定期 88年4月 以提供各界瞭解「電信國家型科技計
畫」各分組執行近況、相關學術活動資訊之管道 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新竹市科學園
區研發六路7號4樓 電話：(03)5645973 傳真：(03)5345977 公共、專門圖書館 網址：
http://www.ntpo.nsc.gov.tw 

021 著作權登記準則委員會會訊 季刊 88年1月 主要報導著作權及其登記制度與該委
員會相關活動資訊等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發展研究院著作權登記準則委員會 臺北市松山
區南京東路五段296號12樓 電話：(02)27618511 傳真：(02)27613410 公共、大學、專門
圖書館 網址：http://www.tedr.org.tw E-mail：crcs＠tedr.org.tw 

022 當代幼教成長雜誌 ISSN 1561-0047 月刊 88年7月 主要刊載幼教相關領域學術
論著及教學實務經驗交流資訊、每期有教學風向球、幼師生涯規劃、教學規劃、親師關係
等專欄 捷飛文教機構、捷飛幼教事業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基隆市信一路133之3號7樓 
電話：(02)24201366 傳真：(02)24245968 郵撥：19237635／捷飛幼教事業管理顧問有限
公司 全年999元（掛號郵資另計） 公共、學校、專門圖書館 

023 農漁牧產業自動化技術簡訊 季刊 87年12月 報導國內外有關農漁牧產業自動化
研究與應用概況、成果報導和最新產品介紹等 農業科學資料服務中心 臺北市溫州街14
號3樓 電話：(02)23626222 傳真：(02)23632459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
http://www.agriauto. ame.ntu.edu.tw 

024 傳統藝術雙月刊 雙月刊 88年6月 以報導我國傳統藝術保存及相關活動資訊為
主，每期刊載傳藝焦點、保存與傳習、觀念與話題、幕前幕後、傳藝資訊站、演出與展
覽、活動看板等專欄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臺北市仁愛路二段48之6號2樓 電話：
(02)23434194 傳真：(02)23434191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25 經研院訊 季刊 88年4月 以推行研究經濟問題、培養經濟發展研究人才為創刊目
的，每期刊載專題報導、經法專論、經研看板及生活小品等專欄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發展
研究院 臺北市南京東路五段296號12樓 電話：(02)27633843 傳真：(02)27613410 全年
320元 公共、大學圖書館 

026 經濟部水資源局永續發展簡訊 月刊 88年1月 以刊載宣導保育海洋、水土資源、
推廣海洋、水土環境保護之論述、研究和政府相關措施、政令等資訊 經濟部水資源局永
續發展中心 臺北市信義路三段41之2號11樓 電話：(02) 27085844 傳真：(02)27086042
公共、大學圖書館 網址：http://www.wrb.gov.tw E-mail：bchen＠wrb.gov.tw 

027 臺南市議會議政通訊 季刊 87年11月 報導臺南市現任議員個人簡介與問政摘
要、重要議政活動與行事曆、法令宣導等內容，以建立議會與市民交流的管道 臺南市議
會 臺南市永華路二段2號 電話：(06)2976688 公共圖書館 

028 臺灣宗教學會通訊＝Newsletter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Studies ISSN 1562-
1251 季刊 88年4月 以集合學術社群力量，推動臺灣之宗教研究，促進國內外宗教學
界的交流為創刊宗旨，內容包括：國內外宗教研究與教學機構簡介、相關學術刊物與出版
資訊及該學會相關活動報導等 臺灣宗教學會 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128號（中央
研究院民族所） 電話：(02)26523437 傳真：(02)27889793 劃撥：19358126 每期150元 公
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sinica.edu.tw/ntars/ E-mail：tars＠gate.sinica.edu.tw 

029 臺灣博物館民族誌論壇社通訊季刊＝The Newsletter of the Forum for Museum 
Ethnography of Taiwan 季刊87年1月 該論壇社以推展博物館人類學與博物館民族誌專業
與科際整合的研究為宗旨，報導國內外有關博物館學、人類學、民族誌及其經營策略、會
議報導與相關學術資訊等 臺灣博物館民族誌論壇社 臺中市館前路1號 電話：(04)
3226940轉331 傳真：(04)3230509 全年：1,000元（圖書館）；600元（一般） 公共、專
門圖書館 E-mail：sswang＠nmnsl.nmns.edu.tw 

030 數位時代＝Business Next 月刊 88年7月 以強調並學習數位時代的新經濟觀念為
創刊宗旨，每期提供封面故事、數位前線、數位財經、數位生活以及新觀念等專欄資訊 
巨思文化（股）公司 臺北市敦化南路二段32號3樓 電話：(02)27088242 傳真：(02)



27845162 郵撥：19336665 全年1,800元（掛號郵資另計）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E-
mail：service＠bnext.com.tw 

031 澎湖縣政府公報 月刊 88年5月 刊載澎湖縣政與縣政有關之施政資料及政令宣導
為主，內容分專載、法規、政令、公告和附錄等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32號
電話：(06)9274400 贈閱 公共圖書館 

032 蓮蕉花台文雜誌＝Lian-Chiau-Hoe Tai-Bun Chap-chi 季刊 88年1月 一份以臺灣文字
報導「家治的思想，發表家治ti最近出來的文字，來互相鼓勵，互相探討，使咱的文化當
保存，會當發展」之本土雜誌 蓮蕉花台文雜誌社 臺中縣大里市大興街17巷7號 電
話：(04)2823618 公共、大學圖書館 

033 樂覽 月刊 88年7月 刊載藝術園地、樂教視窗、樂林新語、國內外音樂活動以及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演出活動資訊等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 臺中縣霧峰鄉本堂村中正路738
之2號 電話：(04)3391141 傳真：(04)3399072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
http://twsymorc.gov.tw E-mail:service＠twsymorc.gov.tw 原刊名：省交樂訊 

034 糖尿病關懷基金會會訊 季刊 87年10月 以報導有關糖尿病醫療新知和看護經驗
交流以及該基金會活動資訊 財團法人糖尿病關懷基金會 臺北市常德街1號臺大景福館3
樓 電話：(02)23894625 傳真：(02)23896378 郵撥：19132482 公共、專門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