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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8年1月至7月間，本館所收國內新創刊的期
刊，並補前期（87年1至12月）未錄者，共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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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Net大家來上網 ISSN 1561-0438 月刊 88年3月 主要刊載特
別企劃、超猛主題報導、超挑剔網站介紹、網事鮮知、霹靂活用術等專欄，
為一份充滿學習樂趣與應用的網際網路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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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9240 郵
撥：05622663 全年2,230元（限時專送）2,826元（限時掛號） 公共、大
學、學校圖書館 網址：http://www.spp.com.tw/ E-mail：hellonet@spp.com.tw 

002 ICRT VOICE＝臺北國際社區廣播電臺之聲 月刊 87年9月 為一份有
關音樂、時尚、學習語文、語文技巧的有聲雜誌；採中英對照便利讀者語文
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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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22663 每冊160元 公共、
大學、學校圖書館 

003 天文館期刊＝Taipei Astronomical Museum Magazine 季刊 87年10月 
報導該館各項軟硬體設施與活動資訊以及有關天文教育、天文專題相關論述
臺北市立天文科學教育館 臺北市士林區基河路363號 電話：（02）
28314551 傳真：（02）28314405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網址：
http://www.tam.gov.tw E-mail：tam001@tam.gov.tw 原刊名：天文通訊 

004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論文集刊 年刊 88年4月 以刊載該所
研究生有關中國文學研究領域之專業論文 國立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160號 電話：（05）2720411 大學、專門圖書館 

005 加油站雜誌＝Service Station Magazine 季刊 87年10月 刊載國內外加
油站經營作業方式、國內經營狀況統計、相關技術規範、國際油價變動以及
業界活動與員工（含工讀生）意見交流園地等，為一份屬於加油站從業人員
之專業性雜誌 中國石油學會「加油站」雜誌社 臺北市重慶南路一段7號9
樓 電話：（02）23812244 傳真：（02）23314976 郵撥：00048996∕中國
石油學會 全年600元 公共、專門圖書館 

006 民航季刊＝Civil Aviation Journal Quarterly 季刊 88年3月 刊載國內外
有關民航之科技、經濟、規劃、航運、飛安、管理、法制、資訊、政策、航
務、機務等原創性論著，以結合理論及實務兼顧之專業性期刊 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 臺北市敦化北路340號 電話：（02）23496023 傳真：（02）
23496031 大學、專門圖書館 

007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Taiwan Law Journal 雙月刊 88年4月 以定位在
本土性、學術性、實用性與服務性為創刊宗旨之專業性雜誌，刊載法學論
著、判解評釋、實例研習、實務見解、法令動態、文獻資訊和書評等專欄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 臺北市忠孝西路一段41號8樓之13 電話：（02）
23319959 傳真：（02）23319972 郵撥：19317747 全年1,800元（限時掛
號郵資另計）大學、公共、專門圖書館 E-mail：a9959@ 

ms31.hinet.net 



008 性∕別研究＝Working Papers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3次∕每年 87年1月 刊載國內外有關「性∕別」研究之論述、理
論與論證以及相關書籍、文章、會議、人物等訊息，為一份介於正式學報與
學術通訊之間的學術期刊 國立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桃園縣中壢
市五權里38號 電話：（03）4262926 傳真：（03）4262927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sex.pine.ncu.edu.tw E-mail：sex@ncu.edu.tw 

009 法官協會雜誌=Journal of Judges Association 

R.O.C.（Taiwan） 半年刊 88年6月 主要刊載法學論著、裁判選輯、司法
興革意見以及該協會相關活動報導等資訊，為一份專門提供法官、檢察官汲
取國內外法學新知和交流實務經驗的專業刊物 中華民國法官協會 臺北市
長沙街一段6號 電話：（02）23111917 郵撥：18777500∕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法官協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10 佳里綜合醫院院訊 雙月刊 88年1月 以報導最新醫學常識、護理資
訊、居家看護以及該醫院員工與相關活動介紹為主要內容 佳里綜合醫院 
臺南縣佳里鎮興化里606號 電話：（06）7263333 公共、專門圖書館 

011 和風日語升級版 ISSN 1022-7521 月刊 87年9月 為一份進階學日
語之專業雜誌，刊登基礎篇、生活篇、娛樂篇、交流篇等專欄 豪風出版有
限公司 臺北市新生南路一段137巷8號1樓 電話：（02）27037051 郵撥：
11354894∕王致穎 全年1,350元（另一書一卡2,400元） 公共、大專、學校
圖書館 網址：http:// 

www.houfun.com.tw E-mail：HouFun@mail.seeder.net.tw 

012 林業研究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 ISSN 0255-5867 季
刊 88年3月 提供林業相關人士發表研究成果、書評、論述及林業資訊 
國立中興大學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臺中市國光路250號 電話：（04）
2873784轉117 大學、專門圖書館 原刊名：國立中興大學實驗林研究彙刊 

013 宜蘭技術學報＝Journal of Il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SN 1560-2907 
半年刊 87年12月 主要刊載該校老師在各學科領域之學術論文或技術報告
國立宜蘭技術學院 宜蘭市神農路1號 電話：（03）9357400轉307 每冊
18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ilantech.edu.tw 原刊名為宜蘭
農工學報 

014 政大史粹 年刊 88年6月 刊載有關歷史學的學術論文、研究討論、
書評、研究述評等原創性專論，為政大歷史學系博、碩士班學生專屬的學術
性刊物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臺北市木柵指南路二段64號 電話：
（02）29387044 大學、專門圖書館 

015 風險管理季刊＝Risk Management of Taiwan 88年5月 以刊載風險管理
的應用與經驗之交換以及該學會會務活動的報導為主要內容，屬於實務性之
專業雜誌 中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 臺北市復興南路二段237號13樓 電
話：（02）27058393 傳真：（02）27549459 大學、專門圖書館 

016 風險管理學報＝Journal of Risk Management ISSN 1561-9168 半年刊 
88年5月 主要刊載風險管理相關領域之學術理論或應用上之專業論述 中
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 臺北市復興南路二段237號13樓 電話：（02）
27058393 傳真：（02）27549459 大學、專門圖書館網址：
http://www.rms.org.tw 

017 特有生物研究＝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SSN 1561-3771 年刊 88年
1月 刊載國內外學者專家有關自然生態維護、特有生物之保育調查 南投



縣集集鎮民生東路1號 電話：（049）761331 傳真：（049）761801 大
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tesri.gov.tw 

018 統一投資季刊 季刊 88年1月 刊載國內外總體經濟評析、股市盤勢
分析、產經專題報導、產業多空分析、投資組合策略等專欄，為一理財之專
業雜誌 統一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臺北市東興路8號3樓 電話：
（02）27488399 傳真：（02）27463897 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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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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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加盟專案企劃、成功創業家、連鎖企業診斷室、新興行業報導等專欄 
中華民國加盟促進協會 臺北市忠孝東路四段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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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中學報 年刊 87年4月 以彙集該校老師有關教育理論與實務或其
他學科實證研究、理論探討之原創性論述，藉以展現教師研究水準以及鼓勵
進修研究風氣為創刊宗旨 高雄市立高雄中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路50號
電話及傳真：（07）2512550 公共、中學圖書館 

021 運動公園＝Sport & Park Quarterly 季刊 87年12月 以介紹臺北縣立新
莊體育場使用與管理、報導各項活動資訊、充實體育管理及公園景觀新知、
記錄運動公園的成長以及宣導縣政建設為創刊宗旨 臺北縣立新莊體育場 
臺北縣新莊市和興街66號 電話：（02）29909223公共、學校圖書館 

022 經濟情勢暨產業動態透析季刊 季刊 87年9月 主要內容包括：國內
外經濟情勢剖析、產業動態分析、專題報導以及國內外各項重要經濟指標統
計等 臺灣經濟研究所 臺北市德惠街16-8號7樓 電話：（02）25865000轉
316 郵撥：18685776∕IT IS出版品銷售中心 每冊1,000元；全年3,60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tier.org.tw 

023 繞樑─實驗國樂團雙月刊 雙月刊 88年4月 報導國內外國樂表演活
動、樂評以及該樂團學術研究和演出相關資訊 實驗國樂團 臺北縣板橋市
大觀路一段59號電話：（02）22721201 傳真：（02）22721203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neco.aide.gov.tw E-mail：ncoroc@ms34.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