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介說明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8年1月至3月間，本館所收國內新創刊的期刊，
並補前期（87年1月至12月間）未錄者，共計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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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叢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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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China＝新潮華人藝術雜誌 ISSN 1560-3245 月刊87年10月以藝術
專業的判斷力，介紹各領域、地區的藝術創作及藝術相關展覽、報導
和藝術探討等 時周多媒體傳播（股）公司 臺北市民權東路六段25號5
樓 電話：（02）27929558 傳真：（02）27930721 郵撥：19198229 全年
1,80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02 Live Voice＝聲活月刊 月刊 88年1月 刊載生活、音樂、影藝、時尚
資訊及中國廣播公司和各聯播網節目介紹等 中廣聲活月刊社 臺北市仁
愛路三段53號（廣播電視大廈3樓） 電話：（02）27710150 傳真：
（02）27216530 公共圖書館 網址：http://www.bcc.com.tw E-mail：
ps@bcc.com.tw  
003 Play流行樂刊 月刊 87年4月 為一份全方面報導國內外流行音樂相關
資訊的專業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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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期149元 
公共圖書館  
004 大陸經濟季刊 季刊 87年12月 以報導中國大陸經濟的整體情勢、發
展重點、法律規章為主，每期刊載經濟趨勢、經濟特區、國營企業等
專欄 中國經濟文化事業公司 臺北市民生東路三段118號10樓之1 電話：
（02）27180800 傳真：（02）27191977 郵撥：19272712全年800元（掛
號郵資另計）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E-mail：institu@ms19.hinet.net  
005 大雅藝文雜誌 雙月刊 88年2月 以中國古典戲曲、文學、藝術為主
題，刊載中國傳統戲曲、繪畫、電影等藝文性質之論述 大雅藝文雜誌
社 臺北市四維路154巷19號7樓 電話：（02）27547030 傳真：（02）
23257160 郵撥：19287620∕雅韻藝術傳播有限公司 全年600元（掛號郵
資另計）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06 中正歷史學刊 年刊 87年3月 以刊載該所師生有關文、史、哲等領
域之學術性與專業性論述為主 國立中正大學歷史研究所 嘉義縣民雄鄉
三興村160號 電話：（05）2720411轉7502 大學圖書館  
007 文理通識學術論壇 半年刊 88年1月 刊載該校老師有關人文類、通
識學科等領域之原創性論文或教學心得報告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雲林縣
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號 電話：（05）5342601 大學圖書館  
008 中華民國兒童胸腔醫學會會刊＝The Official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Pediatric Pulmonology, Taiwan, R.O.C. 3期∕每年 87年10月 以提供兒童胸
腔醫學領域新知、繼續教育、交換臨床看病心得及溝通意見為創刊宗
旨，主要刊載教育、呼吸治療、胸腔影像專欄及會務報導等 中華民國
兒童胸腔醫學會 臺南市勝利路138號 電話：（06）2353535轉4180 傳
真：（06）2082207郵撥：31386476 大學、專門圖書館  
009 中華臺北APEC通訊＝Chinese Taipei APEC Study Center Bulletin 半年
刊 87年7月 以報導APEC的現況發展及其相關事務的探討、研究機構介
紹和活動紀錄為主；該刊同時也針對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國際關係、
科技研究、政治社會和區域研究進行探討 中華臺北亞太經濟合作
（APEC）研究中心∕臺灣經濟研究院 臺北市德惠街16-8號8樓 電話：
（02）25865000 傳真：（02）25997499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
址：http://www.tier.org.tw/ctasc.htm E-mail:ctasc@mail.tier.org.tw  
010 古今論衡＝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and Present半年刊 87年10月 刊載



具有探索性、討論性及爭議性的史學研究論述，內容包括研究動態、
學思歷程、文獻輯存等專欄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臺北市南港區
研究院路二段130號 電話：（02）27828555轉2924每冊180元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011 生物科技與法律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Biotechnology and Law 季刊 
88年1月 以生物科技中基因工程的倫理、法律、社會研究為主，每期刊
載國內外法令政策動態介紹、法令政策文獻翻譯、網路資源與網站介
紹等專欄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醫學法律研究室 臺北市徐州路21號電話：
（02）23519641轉418 傳真：（02）23513986 每本100元 大學、專門圖
書館 E-mail：biolaw@cm1.hinet.net  
012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New Books Recent Publications in Taiwan, R.O.C. 
ISSN 1560-6708 月刊 88年1月 以國內出版業者或政府機關前一個月向該
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最新出版圖書資料之ISBN為基礎，報導國內
最新出版資訊和國內圖書館、出版界活動狀態為主，每期刊載通論、
書評、消息報導、新書介紹以及新書書目等專欄 國家圖書館 臺北市中
山南路20號 電話：（02）23619132轉701 傳真：（02）23115330 公共、
大學、學校、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ncl.edu.tw/isbn E-mail：
isbn@msg.ncl.edu.tw  
013 地球村生活日語 月刊 87年9月 為一份配合廣播電台節目學習日本
語文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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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88885 郵撥：19124144 全年1,200元 公
共、大學圖書館  
014 地球村生活美語 月刊 87年1月 為一份配合廣播媒體學習英語的雜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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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88885 郵撥：19124144 全年1,080元 公共、大
學圖書館  
015 地球科學園地＝Quarterly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 季刊 87年3月 本刊
以臺灣為主體，以在臺灣觀察到的地球科學現象和分享地球科學知識
為主的大眾化專門雜誌 財團法人臺北縣地球科學文教基金會 臺北市大
安區舟山路245號 電話：（02）23698046 傳真：（02）23627530 郵撥：
18596152 每本150元 公共、大學、學校、專門圖書館  
016 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 年刊 87年9月 主要刊載有關特殊教育各層面
之學術性論文，包含相關之各類實徵性研究、具創見之理論和文獻探
討等 國立花蓮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中心 花蓮縣花蓮市華西123號 
電話：（03）8227106 大學、專門圖書館  
017 協和投資資訊＝Concourse Investment Research 月刊 87年9月 以刊載
市場動態、主筆廣場、專題研究、投資組合之證券投資專業刊物 協和
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臺北市松江路127-1號8樓 電話：（02）
25097699 傳真：（02）25096795 公共、專門圖書館 

018 社會理論學報＝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半年刊87年春 本刊為有興趣
研究社會理論的華人提供一個自由討論的園地，舉凡社會理論、政治
理論、社會科學哲學、後設理論及有關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探討，均為
刊載範圍之內 香港理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 香港九龍中央郵局郵箱
72482號 一年美金18.6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E-mail：
ssspyuen@polyu.edu.hk  
019 事業廢棄物回收再利用速報 月刊 87年3月 以推動事業廢棄物回收
再利用為主旨，刊載事業廢棄物管理動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申請成
功案例介紹等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學工業研究所 新竹市光復路
二段321號 電話：（03）5732683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20 金融財務＝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季刊 88年1月 主要刊載金融
專論、金融業務與法務及統計資料等，以因應金融環境之快速變化、
提昇金融市場之學術研究為宗旨 金融財務研究訓練中心 臺北市中山北
路七段81巷51號 電話：（02）28741616 郵撥：02195226 每本200元 公
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bfi.org.tw 原刊名：基層金融  



021 風水生活雜誌＝Feng Shui for Modern Living ISSN 1560-8409 月刊 88
年1月 以去除過去對風水的迷思，還給風水健康實用的本來面目為創刊
宗旨，刊載有風水訊息、居家風水篇、飲食風水篇等專欄 長昇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臺北市建國北路二段1號6樓 電話：（02）25060239 傳真：
（02）25072830 郵撥：13093530 全年2,640元 公共圖書館  
022 看守臺灣＝Taiwan Watch 季刊 88年1月 以臺灣生態環境為關注的重
點，探討環境現況、土地過度開發、廢物處理、世界性的環境問題、
野生動植物的保育等議題看守臺灣雜誌社 臺北縣三重市重新路四段142
巷8號 電話：（02）23898183 傳真：（02）23899036 郵撥：19247841 每
期15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23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Center for Hakka Studies Newsletter 半年刊 87年
10月 刊載國內外有關客家研究之專題論述、田野調查報告、口述歷
史、論著出版和相關研究機構介紹等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籌備處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3鄰38號 電話：（03）4276959 傳真：
（03）4276928 大學、公共、專門圖書館 E-mail：ncu3008@cc.ncu.edu.tw 
024 高中教育 雙月刊 87年8月 以宣導高中教育，溝通教育觀念並提供
師生及教育行政人員意見發表為創刊宗旨，內容有專論、高中論壇、
教學偶記和藝術鑑賞等專欄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臺北市徐州路5號12樓 
電話：（02）23565536 公共、中學圖書館  
025 高手雜誌＝Master ISSN 1028-7043 月刊 87年1月 刊載長篇武俠小
說、武俠辭彙、武俠新書介紹等專欄 高手雜誌社 臺北市南京東路三段
270號9樓A室 電話：（02）27781886 傳真：（02）27788248 郵撥：
17763301∕花田文化有限公司 全年1,560元 公共、大學圖書館  
026 淡水牛津文藝＝Tamsui Oxford Literature 季刊 87年10月 以充實人文
內涵、啟迪心靈、鼓勵創作為創刊宗旨，刊載有關文學、藝術之創
作、譯作等內容 淡水牛津文藝社 臺北縣淡水鎮真理街32號 電話：
（02）26212121轉5143 郵撥：18727452∕私立淡水工商管理學院 全年
56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27 國策專刊＝National Policy Dynamic Analysis 雙月刊 88年2月 每期以
專題方式探討國家各項政策之推動與發展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
金會 臺北縣汐止鎮新臺五路一段106號19樓B棟 電話︰（02）26962777 
傳真︰（02）26962766 公共、大學圖書館  
028 崑山技術學院學報＝Journal of Kung S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年刊 
87年1月 以刊載該校師生與校友研究成果及原創性、學術論文為主 崑
山技術學院 臺南縣永康市大灣路949號 電話：（06）2727175 大學、專
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ksit.edu.tw  
029 康寧學報＝Academic Journal of Kang-Ning 年刊 87年12月 刊載該校教
師之學術論著或實務研究 康寧護理專科學校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巷137號 電話：（02）26321181轉309 傳真：（02）26328744 大學、
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knjc.edu.tw E-mail：
aa@nightingale.knjc.edu.tw  
030 軟體世紀 雙月刊 88年1月 本刊係經濟部為推動我國「軟體工業五
年發展計畫」而創刊，刊載政策環境、產業透視鏡、產業精英等專欄 
經濟部工業局 臺北市信義路三段41之3號 電話：（02）23255750 傳
真：（02）23255749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
http://it.moeaidb.gov.tw/soft5  
031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月刊 88年1月 本刊係配合中
央標準局改制為智慧財產局易名創刊，內容有專利、商標、著作權、
營業秘密、防仿冒等，以滿足讀者知的權利 智慧財產局 臺北市辛亥路
二段185號3樓 電話：（02）27380007 傳真：（02）27352920 全年1,200
元 大學、公共、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moeanbs.gov.tw E-mail：
nbs@mail.moeanbs.gov.tw 原刊名為：工業財產權與標準  
032 新故鄉雜誌＝New Homeland Taiwan Vision 季刊 88年3月 以報導臺灣
和世界各地有關社區營造活動和經驗交流為主，每期刊載社區工作
者、社區論壇及社區觀摩等專欄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附屬新故鄉雜
誌社 南投縣埔里鎮西安路一段259號 電話︰（049）989935 傳真︰



（049）901180 郵撥︰19002492∕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全年540元
（掛號郵資另計）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網址︰
http://homeland.yam.com.tw E-mail:lodd@ms3.hinet.net  
033 照顧者＝Journal of the Caregiver 季刊 87年6月 此刊主要探討被照顧
者，如失憶症、癡呆症、殘障者與照顧者之相關知識、經驗、現況和
問題處理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臺北市大安區溫州街16巷4之1
號 電話：（02）23692426 傳真：（02）23635415 郵撥：18924659 公
共、專門圖書館  
034 當代幼教管理雜誌＝Contemporary Preschool Education Management 14
期∕每年 88年1月 以提供幼教業者專業動態發展、經營管理新知為創
刊宗旨，刊載校園規劃、國際視野、園長經驗談等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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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1368轉
14 傳真：（02）24245968 郵撥：19237635 全年3,000元（掛號郵資另
計） 公共、專門圖書館  
035 彰化藝文 季刊 87年10月 以提供全國民眾及該縣縣民一扇文化窗
口，使其瞭解該縣文化脈動，進而共同打造文化夢土為創刊宗旨，內
容包括文化專論、人物專訪、田野調查、傳統技藝、文史工作、古蹟
巡禮、百年老店等 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路二段500號 
電話：（04）7250057 傳真：（04）7244977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036 新竹風月刊＝Wind Refocus on Our City 月刊 87年12月 藉由城市發
掘，讓新竹略顯模糊的城市性格更清晰的地方報導性雜誌，刊載發現
新竹、地方文化、人物等專欄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中正路120號 電話：
（03）5233645 傳真：（03）5251949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037 數位視界＝Digi Vision 雙月刊 87年10月 以專門探討數位視訊、數位
錄音、3D動畫及網路多媒體的專業雜誌，刊載電腦非線性Zone、DV數
位剪輯系列、廣播及製播系統等專欄 數位視界雜誌社 臺北市八德路四
段465號10樓 電話：（02）27470088 傳真：（02）27473327 郵撥：
18204970∕天充文化事業（股）公司 全年800元（郵資另計）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038 臺北縣小班教學精神與開放教育通訊月刊 月刊 88年1月 提供教師
教學新知與教學經驗心得交換的園地，內容包括教材教法介紹、多元
評量方式介紹、小班教學精神創意作法等 臺北縣政府 臺北縣板橋市府
中路32號 電話：（02）29603456轉421 公共、學校圖書館  
039 臺灣人纖工業會訊 雙月刊 87年7月 報導國內外有關人造纖維、化
纖工業之產業透析、統計資訊及該同業公會會員動態等 臺灣地區人造
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臺北市愛國東路22號9樓 電話：（02）23914151 
傳真：（02）23947327 郵撥：19195868 一年2,000元 大學、公共、專門
圖書館 E-mail：tmmfa@ms13.hinet.net  
040 臺灣期貨市場＝Taimex Review 雙月刊 88年1月 以教育大眾、結合
專家學者之智慧、經驗，發展健全期貨市場為創刊宗旨，刊載期貨市
場訊息、財經專題及交易人園地等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公司 臺北市
羅斯福路二段100號14樓 電話：（02）23695678 傳真：（02）23672327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taimex.com.tw E-mail：
email@taimex.com.tw  
041 課程與教學季刊 季刊 88年1月 以登載有關探討課程教學之理論與
實務，以及理論探究和質量兼顧的實證研究之原創性論述為主 中華民
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臺北郵政7-0733號信箱 電話：（02）23415992 傳
真：（02）23415994 郵撥：18922816 全年650元（非會員）、機關團體
1,00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cer.ntnu.edu.tw  
042 標準度政與專利商標統計季刊 季刊 87年4月 以刊載該局主管標
準、度政、專利、商標等四大業務之統計圖表，同時輔以文字簡扼說
明，使讀者瞭解該局最新業 務動態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臺北市辛亥路二
段185號3樓 電話：（02）27380007 傳真：（02）27352920 公共、專門
圖書館 網址：http://www.moeanbs.gov.tw E-mail：
nbs@mail.moeanbs.gov.tw  
043 標準與檢驗月刊 月刊 88年1月 以刊載檢驗、標準、度量衡、品保



制度相關論述，以及該局業務動態、政令宣導為主要內容，包括檢驗
新知、標準與測量、品保與產品檢驗等專欄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北市
濟南路一段4號 電話：（02）23431700 傳真：（02）23560998 郵撥：
00046881 全年48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
http://www.bsmi.gov.tw/  
044 戰略與國際研究＝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SN 
1560-6651 季刊 88年1月 以探討戰略、安全、國際及區域政治、經濟、
國際關係等相關議題之學術性刊物 臺灣綜合研究院戰略與國際研究所 
臺北市南京東路五段125號6樓 電話：（02）27607930 傳真：（02）
27535622 全年400元（另加郵資10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045 應用心理研究＝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季刊 88年3月 以創
新、對話、融合為編輯理念，內容偏重於科學與人文的融合、重視心
理學的本質、彰顯應用心理學的特色，使讀者更容易閱讀的跨領域學
術期刊應用心理研究雜誌社 臺北縣新莊市中正路510號（輔仁大學應用
心理系） 電話：（02）29017441 傳真：（02）29017441 郵撥：
19271881 全年900元（掛號郵資另計）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46 豐銀投資季刊 季刊 87年11月 以刊載國內外市場經濟、產業研究，
節省投資人蒐集與研判資料的時間為創刊宗旨，刊載國內外總體經濟
分析、盤勢分析、產業分析及個股介紹等專欄 豐銀證券（股）公司 臺
北市南京東路五段188號14樓 電話：（02）27482828 傳真：（02）
27485928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47 藝術觀點＝Artop 季刊 88年1月 本刊以自由、理性的抒發各種藝術
論點為訴求，包括封面故事、思維重整、創作論壇、表演藝術及影像
演繹等專欄 國立臺南藝術學院 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電話：（06）
6903174 傳真：（06）6903192 每冊120元 大學、公共、專門圖書館 E-
mail：artview@mail.tnca.edu.tw  
048 寶貝寵物雜誌 ISSN 1560-2990 月刊 88年1月 以刊載寵物飼養、照顧
醫療、經驗交流和相關資訊為主要內容 花田文化有限公司 臺北市南京
東路三段91號11樓B室 電話：（02）25076098 傳真：（02）25076099 郵
撥：17763301 全年1,800元（含掛號） 公共、專門圖書館 E-mail：
greenlife@mail.eranet.net  
049 鑑定論壇 年刊 87年1月 以各種不同的觀點與角度深入淺出的探討
不動產估價理論與實務之專業性刊物，主要刊載專題報導、公會簡介
和相關考試試題解答討論等專欄 臺北市不動產鑑定商業同業公會 臺北
市南京東路三段118號10樓 電話：（02）25097665 傳真：（02）
25097657 公共、專門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