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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7年9月至12月間，本館 
            所收國內新創刊的期刊，並補前期（87年1至8月）未錄 
            者，共計32種，以期為國內外圖書館界暨讀者提供最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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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Smart＝理財生活  月刊  87年9月  主要刊載Money 
                 News、自學入門、輕鬆投資、品味生活、聰明理財等 
                 專欄，為一份提供正確理財觀念，報導最新理財資訊 
                 之入門學習型專業雜誌  原富文化事業（股）公司 
                 臺北市敦化北路4巷6號1樓  電話：（02）27717780 
                 傳真：（02）27117780  郵撥：19233483  全年3,750 
                 元（掛號另計） 公共、大學圖書館  E-mail：smart@ 
                 pchome.com.tw 
 
            002  Y2K簡訊  月刊  87年9月  本刊為經濟部為我國製造 
                 業Y2K因應計畫而成立之「製造業Y2K服務團」之宣導 
                 刊物，主要刊載Circumstances、Forum、Impact & 
                 Reverse、Case Study、Notice等專欄，本刊附政府 
                 專案成立之「公元2000年年序危機技術服務團」和「 
                 公元2000千年網站資訊」介紹，值得各界參考  經濟 
                 部工業局Y2K服務團  臺北市信義路三段41-3號  電話： 
                 （02）23255750  傳真：（02）23255749  公共、大 
                 學、專門圖書館  E-mail：bearhw@iii.org.tw 
 
            003  Young Sports＝大專體育月刊  月刊  87年10月  以 
                 宣揚及報導體育運動相關訊息，鼓勵大專青年積極參 
                 與運動為創刊宗旨，刊載專訪、播報台、人物特寫、 
                 運動百寶箱等專欄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臺 
                 北市中山區朱崙街20號12樓  電話：（02）27710300 
                 傳真：（02）27710305  大學、公共圖書館  網址： 
                 http://www.ctusf.org.tw  E-mail:ctusf@ms7.hinet. 
                 net 
 
            004  水利土木科技資訊  季刊  87年9月  本刊文體力求通 
                 俗可讀，且能推廣普及水利土木相關科技為原則，主 
                 要報導國內外水利、土木及水力發電等工程建設案例 
                 與先進技術，以提升我國相關工程水準為宗旨  財團 
                 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金會  臺北市忠孝東路 
                 四段75-4號5樓  電話：（02）27789988  傳真：（02） 



                 27789911  大學、公共、專門圖書館 
 
            005  五術宏觀雜誌  季刊  87年9月  以刊載該職業工會 
                 會務報導、活動集錦、衛生保健、勞工保險以及有關 
                 禪修、命理及西洋占星術或相理學之類的專家論述研 
                 析為主  臺北市星相卜卦堪輿業職業工會  臺北市大 
                 同區西寧北路83號6樓之2  電話：（02）25561776 
                 傳真：（02）25567943  郵撥：12326368  每年1,200 
                 元  公共圖書館 
 
            006  公營事業評論＝Review of Public-owned Enterprises 
                 季刊  87年10月  創刊宗旨在於探討公營事業及乃至 
                 於公共部門在臺灣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之定位、功能 
                 與轉型之道，包括人物專訪、學者論壇、研究論文、 
                 個案研究等專欄，亦不定期出版技術報告，進行深入 
                 探討並提出解決之道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學術研究中 
                 心  高雄市鼓山區西子灣蓮海路70號  電話：（07） 
                 5252000轉4580  傳真：（07）5254597  郵撥：41977679 
                 ∕財團法人中山管理教育基金會  全年個人1,200元 
                 （含技術報告為2,100元）；機關團體2,000元（含技 
                 術報告3,50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 
                 //cm.nsysu.edu.tw/public  E-mail: powned@cm. 
                 nsysu.edu.tw 
 
            007  生技∕醫藥速報  半月刊  87年10月  以報導臺灣生 
                 物技術及醫藥發展現況為主，包括國內、外科技與產 
                 業、大陸專欄、投資機會、產品產業專題透析、中華 
                 民國專刊選輯、新知介紹等訊息為主  財團法人生物 
                 技術開發中心IT IS計畫  臺北市長興街81號  電話： 
                 （02）27325123  傳真：（02）27325181  郵撥： 
                 13258414∕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每年3,600元 
                 大學、公共、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dcb. 
                 org.tw 
 
            008  出版設計家＝Design Publishing Image  雙月刊  87 
                 年7月 以「強化總體設計能力，提升企業競爭力」為 
                 發刊動機。刊載有關印刷設計、出版、印前技術、印 
                 刷、網頁與電子出版等相關主題之出版設計實務專業 
                 性雜誌  博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北市民生東路一 
                 段42號8樓之7  電話：（02）29089386  傳真：（02） 
                 29089387  郵撥：18960273  全年1,420元（掛號郵 
                 資另計）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 
                 www.gowisdom.com.tw  E-mail：gowisdom@email.gcn.net.t 
 
            009  全球企業  雙月刊  87年10月  本刊為該校管理學院 
                 內所成立之「全球企業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Business）」，選擇有關企業管理、國際企業發展之 
                 重要主題論著及相關活動報導  靜宜大學管理學院全 
                 球企業研究中心  臺中縣沙鹿鎮中棲路200號管理學 
                 院0200信箱  電話：（04）6328001轉3002  傳真： 



                 （04）6324021  郵撥：21016518∕私立靜宜大學 
                 一年600元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10  地中海型貧血之友雜誌  季刊  87年7月  以刊登有 
                 關地中海型貧血醫護新知、醫療法律、心理衛生、病 
                 患褔利、病患成長與家屬照顧經驗以及該協會相關活 
                 動報導  社團法人臺灣省關懷地中海型貧血協會  臺 
                 中市南屯區五權西路二段15號  電話：（04）3810919 
                 傳真：（04）3810819  郵撥：21625727  公共、專 
                 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thalassaemia.org.tw 
                 E-mail: thalas@thalassaemia.org.tw 
 
            011  地產法商顧問雜誌  月刊  87年7月  以刊載地產法 
                 商學院、契約實務講座、看新聞學地產以及其他地產 
                 新聞剪輯資料等專欄  惠聯不動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臺北市羅斯福路三段300號6樓  電話：（02）23698979 
                 傳真：（02）23680889  郵撥：19184814  全年1,200 
                 元（掛號郵資另計）  公共圖書館 
 
            012  東南亞投資  雙月刊  87年8月  本刊為經濟部委託 
                 臺灣經濟研究院主辦，針對東南亞諸國有關產經投資 
                 評論、政策焦點、產業動向、動態消息以及重要經濟 
                 指標等資訊加以報導   臺灣經濟研究院  臺北市德 
                 惠街16-8號7樓   電話：（02）25865000轉933  傳 
                 真：（02）25946845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idic.tier.org.tw 
 
            013  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季刊  季刊  87年9月  本研究 
                 季刊係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針對東南亞之印、馬、菲、新及泰等五國總體經濟、 
                 財政金融市場、進出口貿易概況、投資環境與現況進 
                 行解讀分析，以提供我政府單位、投資廠商及對外經 
                 貿人士參考的重要資訊來源  中華經濟研究院  臺北 
                 市長興街75號  電話：（02）27356006  大學、專門 
                 、公共圖書館 
 
            014  秀傳醫學雜誌＝Show Chwan Medical Journal  季刊 
                 87年10月  刊載有關醫學研究現況、專家講座、專題 
                 報告、原創報告、案例報告等類型之醫學和臨床實驗 
                 研究報告之醫學專業雜誌（含中、英文）  秀傳醫學 
                 雜誌社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路一段542號  電話：（04） 
                 7256166轉1100  傳真：（04）7227116  大學、專門 
                 圖書館  E-mail:scmj@show.org.tw 
 
            015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老人基金會會訊  季刊  87年9月 
                 刊登失智老人醫療看護資訊，海內外老人失智症照顧 
                 個案分享和該基金會相關活動報導等  財團法人天主 
                 教失智老人社會福利基金會  臺北縣永和市中興街80 
                 號  電話：（02）29251302轉356  傳真：（02） 
                 29218270  郵撥：19230802  公共、專門圖書館 



 
            016  視覺藝術  年刊  87年5月  以探討視覺藝術理論與 
                 實務，交換視覺藝術研究與教學相關資訊為發行宗旨 
                 ，刊載視覺藝術理論、史學與大學視覺藝術教學理念 
                 之論文，以及國內外視覺藝術專題報導、書評、譯介 
                 等文章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  臺北市 
                 中正區愛國西路1號  電話：（02）23113040轉6112 
                 大學、專門圖書館 
 
            017  淡江理工學刊＝Tamkang Journa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季刊  87年7月  以刊載該校理工學院 
                 教師有關理工學域之原創性論文為主  淡江大學  臺 
                 北縣淡水鎮英專路151號科學館SA102  電話：（02） 
                 86318661  傳真：（02）86318660  一年1,000元（ 
                 國內機關），500元（國內個人）  大學、專門圖書館 
                 E-mail：tkjse@www2.tku.edu.tw  本刊係淡江學報發 
                 行36期後，分為淡江理工學刊、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兩刊物獨立出版 
 
            018  教育政策論壇＝Educational Policy Forum  半年刊 
                 87年2月  創刊宗旨在探討當前教育政策及其相關論 
                 題之教育學術刊物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行 
                 政研究所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1號  電話：（049） 
                 910960轉2764  傳真：（049）917191  郵撥：22207439 
                 每本25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 http://www. 
                 epa.ncnu.edu.tw  E-mail：epa@olympus.ncnu.edu.tw 
 
            019  國立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年刊  87年7月  刊載該系 
                 所老師有關法學、判例研究之理論與實務的專業論述 
                 ，並刊登專業圖書之書評和介紹等  國立中正大學法 
                 律學系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160號  電話：（05） 
                 2720411轉5551  傳真：（05）2721053  大學、專門 
                 圖書館 
 
            020  動物農莊季刊  季刊  87年6月  以關懷弱勢青少年 
                 的心靈和生活進而落實社會關懷、心靈改革之理念為 
                 該「農舍」創設之目標，有兒青關懷、緣園、書屋、 
                 莊舍看版等專欄  動物農莊  臺北市忠孝東路六段38 
                 號5樓  電話：（02）27852981  傳真：（02）27888536 
                 郵撥：18883479∕卓瑪莉  公共圖書館 
 
            021  華岡德語學報  年刊  87年8月  刊載該系教師於每 
                 年春假前後召開之華岡德語學術研討會之學術論文， 
                 主題涵蓋德語文學、德語語言學、德語教學等內容為 
                 主，以加強交流華岡德語老師之教學經驗及鼓勵學術 
                 的探討  中國文化大學德國語文學系  臺北市士林區 
                 華岡路55號  電話：（02）28610511轉340  大學、 
                 專門圖書館 
 
            022  愛的文摘  季刊  87年10月  以刊登溫潤人心、協助 



                 人們如何習得「愛」、如何享受「愛」的文摘或原創 
                 性散文為主  愛的工程綠化世界有限公司  基隆市祥 
                 豐街489號  電話：（02）24620333  郵撥：19231130 
                 ∕綠化世界有限公司  一年700元  公共、大學圖書館 
 
            023  電路板會刊＝TPCA Magazine  季刊  87年7月  以期 
                 透過同業間的技術交流及資訊共享，進而強化產業的 
                 整體競爭力並提升國際地位為創刊宗旨，主要提供相 
                 關產業市場訊息、環境研發成果、原物料設備資訊及 
                 該協會相關活動報導  中華民國印刷電路板發展協會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路1069號2樓  電話：（03）3177272 
                 傳真：（03）3179077  郵撥：19209798  一年80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024  臺北市終身學習網通訊  季刊  87年7月  臺北市政 
                 府教育局為配合教育部「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方案 
                 ，自民國87年7月起負責策劃發行「臺北市終身學習 
                 護照」；以增進市民生活知能，提供市民多元化學習 
                 機會，並帶動市民終身學習風潮為目標。通訊內容即 
                 在彙集終身學習護照協辦單位所辦理之研習及演講活 
                 動等各項學習資訊  臺北市立圖書館成人教育資源中 
                 心  臺北市建國南路二段125號  電話：（02）27849365 
                 傳真：（02）27071064  公共圖書館 
 
            025  暨南史學  年刊  87年6月  刊載該所師生有關經濟 
                 史、社會史及文化史等相關課題之研究論述，以及該 
                 系所一年來的學術活動彙報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歷史 
                 學研究所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1號  電話：（049） 
                 910960轉2680  大學、專門圖書館 
 
            026  衛星電視  月刊  87年3月  主要提供衛星頻道業界、 
                 學者專家和該會會員，有關衛星頻道市場資訊交流與 
                 溝通橋樑為創刊宗旨  中華民國衛星電視發展協會 
                 臺北市松山區光復北路11巷35號8樓  電話：（02） 
                 27618889轉812  傳真：（02）27473644  公共、專 
                 門圖書館 
 
            027  衛斯理神學  年刊  86年  本刊為基督教循理會、聖 
                 教會、拿撒勒人會、貴格會、衛理公會、聖光神學院 
                 、中台神學院和拿撒勒神學院所共同組成之衛斯理神 
                 學研究協會所出版之學術刊物，創刊目的在於繼續推 
                 動「聖潔」的神學思想和提醒世人何謂「至善」，及 
                 如何「止於至善」  衛斯理神學研究協會  高雄市河 
                 南二路2號  電話：（07）2519203轉105  公共、專 
                 門圖書館 
 
            028  寰瀛法訊  季刊  87年9月  為一份結合不同法律專 
                 長，提供國內外各界整體性、專業性之法律服務的專 
                 業性刊物，刊載有寰瀛焦點、教戰手則、寰瀛專論、 
                 法律小幫手等專欄  嘉瀛企業管理顧問（股）公司 



                 臺北市仁愛路四段376號7樓  電話：（02）27058086 
                 傳真：（02）27085628  公共、專門圖書館  E-mail： 
                 fblaw@ms15.hinet.net 
 
            029  藍斯絡全球捷報雜誌＝Lancelot Global Good News 
                 月刊  87年10月  主要刊載封面故事、人物特寫、高 
                 手獻招、藍斯絡音樂邦聯以及好消息傳呼站、流行廣 
                 場等專欄，為一份跨國性之時尚報導雜誌  藍斯絡企 
                 管顧問有限公司  臺北市金山南路二段13巷16號1樓 
                 電話：（02）23312059  傳真：（02）23758458  郵 
                 撥：19234594  一年2,100元（掛號另計）  公共圖 
                 書館  Email：forbeslk@ms23.hinet.net 
 
            030  醫療品質＝Healthcare Quality  半年刊  87年5月 
                 以推動醫療品質管理、提昇醫療服務水準為創刊宗旨 
                 ，每期刊載醫療品質專論、研究報告、醫療品質新知 
                 ，以及該會各項活動報導  中華民國醫療品質協會 
                 臺北市北投區石牌路二段201號  電話：（02）28741120 
                 傳真：（02）28741124  郵撥：17399009  一年600元 
                 （會員免費）  大學、公共、專門圖書館 
 
            031  議藝份子  年刊  87年10月  本刊為集合該研究所學 
                 生，就藝術史專題研究、音樂學專題研究、文本閱覽 
                 、藝術理論思考等主題的研究報告或論述  國立中央 
                 大學藝術研究所學生會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1鄰38號 
                 電話：（03）4227151轉3650  大學、專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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