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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介說明 
                一、本選目主要收錄自民國87年5月至9月間，本 
            館所收國內新創刊的期刊，並補前期（86年至87年4 
            月間）未錄者，共計30種，以期為國內外圖書館界暨 
            讀者提供國內最新期刊出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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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電話號碼、 
            傳真、郵政劃撥號碼、售價、適宜訂閱圖書館、網址 
            、電子信箱及附註等。 
 
 
            001  Computer DIY  月刊  86年6月 以報導電腦組裝相關 
                 技術、最新產品介紹、試用報告之電腦專業雜誌，包 
                 括DIY省錢術、行家出手等專欄  精新資訊有限公司 
                 臺北縣永和市中正路316號6樓之1  電話：（02）294 
                 89505  傳真：（02）29489510  郵撥：18983491  每 
                 期180元  公共圖書館  網址：http://www.computerdiy. 
                 com  E-mail:diypress@computerdiy.com 
 
            002  Money Guide．概的  ISSN 1560-1080  月刊  87年9月 
                 以精明的省錢、穩穩的賺到錢、充分發揮錢的價值為 
                 創刊精神，將理財資訊以最容易懂的方式提供讀者； 
                 刊載便利銀行、聰明投資、輕鬆家計、精省消費等專 
                 欄  概的雜誌出版（股）公司  臺北市忠孝東路二段 
                 88號3樓  電話：（02）23511881  傳真：（02） 
                 23583050  郵撥：19219815  一年2,016元  公共、 
                 大學圖書館 
 
            003  PC Guide．概的  ISSN  1029-7952  月刊  87年7月 
                 以全新觀點來詮釋電腦並正確傳達觀念與時代內涵的 
                 電腦購買指南雜誌，刊載電腦生活館、掃街情報、選 
                 購指南等專欄  概的雜誌出版（股）公司  臺北市忠 
                 孝東路二段88號3樓  電話：（02）23511881  傳真： 
                 （02）23583104  郵撥：19205577∕洪素娟  一年1,680 
                 元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004  中文研究學報  年刊  86年6月  刊載該校中研所研 
                 究生有關中文研究所涉獵範圍之學術論述  國立政治 
                 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學會  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64 
                 號  電話：（02）29387041  大學、專門圖書館 
 
            005  中華醫務社會工作實務  年刊  87年5月 刊載有關醫 
                 務社會工作相關之實務性文章，包括論著、實務經驗 
                 、個案報告與近期出版之論著或書籍的評介 中華民 



                 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臺北市南京東路五段163號2樓 
                 之3  電話：（02）27657068  傳真：（02）27652043 
                 公共、專門圖書館 
 
            006  行政管理學報＝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年刊  87年6月 刊載有關行政管理之學術論著或實務 
                 研究為主，包括教師學術論文、學生之研究或讀書報 
                 告等  中國文化大學行政管理系學會  臺北市大安區 
                 建國南路二段231號2樓  電話：（02）27068688轉502 
                 大學、公共圖書館  網址：http://www.pccu.edu.tw 
                 /~nlecm/ 
 
            007  社會科教育學報  年刊  87年6月  為該系老師在社 
                 會科教育領域中學術研究之發表園地  國立新竹師範 
                 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新竹市南大路521號  電話： 
                 （03）5213132  傳真：（03）5256802  大學圖書館 
 
            008  我們的教育  雙月刊  86年1月  以追尋與描繪「理想 
                 的教育」之願景為創刊宗旨，並強調前瞻的、本土的 
                 、關懷的、批判的臺灣教育評論與報導雜誌  我們的 
                 教育雜誌社  高雄市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撥：41923883  一年900元 
                 公共、大學、學校圖書館 
 
            009  松高學報  年刊  87年6月  為該校教師研究心得及 
                 教學成果的發表園地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中學  臺北 
                 市基隆路一段156號  電話：（02）27672230  大學、 
                 學校圖書館 
 
            010  明代研究通訊＝Association for Ming Studies Newsletter 
                 年刊  87年7月  刊載國內外學者專家有關明代全方 
                 位研究之學術論著、評論、書目及該學會相關學術活 
                 動報導等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  臺北市羅斯福路四段1 
                 號（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內） 電話：（02）23630231 
                 大學、專門圖書館 
 
            011  苗栗區農業專訊  季刊  87年3月  以刊載苗栗地區 
                 農業改良專題報導、地區產業、農村生活、產銷動態 
                 、消費訊息，以及該改良場相關活動報導  臺灣省苗 
                 栗區農業改良場  苗栗縣公館鄉館南村261號  電話： 
                 （037）222111  傳真：（037）221277  公共、大學 
                 、專門圖書館 
 
            012  俄語學報  ISSN 1029-4996  年刊  87年3月  為該 
                 系師生及畢業系友們研究成果的發表園地，包括以中 
                 、俄文撰寫之學術論述  國立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 
                 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64號  電話：（02）29387280 
                 傳真：（02）29385776  每本160元  大學、專門圖 
                 書館 
 



            013  泰山職訓學報  年刊  87年4月  刊載該中心教師同 
                 人、外聘學者專家，對於職訓研究和教學心得的學術 
                 論述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泰山職業訓練中 
                 心  臺北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  電話： 
                 （02）29018706  傳真：（02）29069133  大學、公 
                 共、專門圖書館 
 
            014  厝地：臺南市土地估價學會雙月刊  雙月刊  87年2月 
                 報導臺灣土地發展狀況、地政法規新知、討論有關土 
                 地估價實例及其相關之論著，以推動健全的土地估價 
                 制度和提昇專業內涵  臺南市土地估價學會  臺南市 
                 大同路二段615號22樓之3  電話：（06）2600799 
                 傳真：（06）2895037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15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半年刊  87年5月  刊載人文社 
                 會相關學域之原創性論文，屬完全公開的學術發表園 
                 地  淡江大學  臺北縣淡水鎮英專路151號（科學館 
                 SA102室） 電話：（02）26215656轉2830  傳真： 
                 （02）86318660  每本35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2.tku.edu.tw/~tkjour  E-mail: 
                 tkjour@www2.tku.edu.tw 
 
            016  設備健診＝Machine Health Examination  季刊  87 
                 年6月  透過國內外相關工業維修應用科技資訊之交 
                 流與報導，服務國內相關產業與專業從業人員，並促 
                 進國人對機械維護設備保養觀念之重視與建立，以避 
                 免意外災害，為一份科技報導的專業性雜誌  中軸企 
                 管顧問（股）公司  臺北市承德路二段157號  電話： 
                 （02）22189356  傳真：(02)22183000  郵撥：19197030 
                 一年35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017  康健＝Common Health  月刊  87年9月  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提供讀者健康的知識，探索自己、他人與自然 
                 的關係；包括康健生活、聰明醫療、食物營養、心靈 
                 關係和休閒運動等專欄  天下生活（股）公司  臺北 
                 市松江路87號5樓  電話：（02）25078627  傳真︰ 
                 （02）26626048  郵撥：01895001∕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全年2,000元  公共、大學、學校、專門圖 
                 書館  網址：http://www.commonhealth.com.tw 
 
            018  現代美術學報＝Journal of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年刊  87年6月  以現代美術觀點深入論述有關美術 
                 方面的理論、史論、評析、教育和行政等研究領域之 
                 論著為主  臺北市立美術館  臺北市中山北路三段181 
                 號  電話：（02）25957656  公共、大學、專門圖書館 
 
            019  基中學報  年刊  87年6月  為該校老師利用課餘時 
                 間進行各項教學研究工作成果的發表園地  臺灣省立 
                 基隆高級中學  基隆市源遠路20號  電話：（02） 
                 24582052  大學、學校圖書館 



 
            020  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ISSN 1029-3809  半年刊 
                 87年4月  以圖書館學、資訊科學與圖書館經營管理 
                 等相關論述為主，包括專題論述、圖書館巡禮、新知 
                 廣場、主題館藏資源介紹、書香學苑演講紀錄和館務 
                 紀要等  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  臺南市大學路1號 
                 電話：（06）2757575轉81000  公共、大學圖書館 
                 網址：http://www.lib.ncku.edu.tw/journal 
                 E-mail:editor@libhp.lib.ncku.edu.tw  原刊名： 
                 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館訊 
 
            021  國立國父紀念館館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半年刊  87年5月  探 
                 討與中山先生或中山思想及國民革命有關之理論與史 
                 料，兼及藝術現狀、景觀造園等範疇之論述  國立國 
                 父紀念館  臺北市仁愛路四段505號  電話：（02） 
                 27588008 傳真：（02）27584847  公共、大學、專 
                 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yatsen.gov.tw 
                 E-mail:sun219@yatsen.yatsen.gov.tw  原刊名：國 
                 立國父紀念館館訊 
 
            022  國文學誌  年刊  87年6月  刊載該系老師之相關學 
                 術論著為主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彰化縣彰 
                 化市進德路1號  電話：（04）7211091  大學、專門 
                 圖書館  原刊名：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集刊，第 
                 二期起更名為國文學誌。 
 
            023  雅文聽語季刊＝Children's Hearing Foundation 
                 Quarterly  季刊  87年6月  為一份報導如何幫助聽 
                 障兒童學習聽與說的教學理論及實務和心得交流之專 
                 業刊物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金會  臺北市 
                 石牌裕民六路128號3樓  電話：（02）28274500  傳 
                 真：（02）28274555  郵撥：18977390  公共、學校 
                 、專門圖書館  網址：http://www.geocities.com/ 
                 heartland/estates/78051 
 
            024  勝和投顧月刊  月刊  87年7月  以報導國內產業、 
                 股市行情分析為主，刊載產業掃瞄、個股專訪、投資 
                 焦點等專欄  勝和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臺北市 
                 重慶南路一段49號4樓  電話：（02）23752525  公 
                 共、專門圖書館 
 
            025  經典雜誌＝Rhythms Monthly  月刊  87年8月  以尊 
                 重生命、肯定人性為出發點，協助讀者認識臺灣、世 
                 界、宇宙，認識心靈深處的自己為創刊宗旨  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附設慈善文化志 
                 業中心  臺北市忠孝東路三段217巷7弄15號  電話： 
                 （02）87737647  傳真：（02）27761267  郵撥： 
                 19194324∕經典雜誌  每年1,888元  公共、大學圖 
                 書館 



 
            026  傳播研究集刊＝Communication Research Monographs 
                 半年刊  86年12月  以刊載新聞傳播學術專題研究論 
                 著為主，每集並有一長篇論述（2萬5千至6萬字） 國 
                 立政治大學傳播學研究暨發展中心  臺北市文山區指 
                 南路二段64號  電話：（02）29387594  傳真：（02） 
                 29399291  每本200元  大學、專門圖書館 
 
            027  臺星股訊  雙週刊  87年5月  刊載金典論壇、理財 
                 指南、股訊脈動、星股風雲、投資廣場等專欄，為一 
                 份以報導未上市績優股的專業理財雜誌  臺欣商情資 
                 訊社  臺南縣永康市中華路12號6之4  電話：（06） 
                 2740430  傳真：（06）2740431  郵撥：31365139 
                 一年2,400元  公共、大學圖書館  網址：http:// 
                 www.tai.sine.com.tw  E-mail:tstare@ksts.seed. 
                 net.tw 
 
            028  臺商張老師月刊  月刊  87年5月  為替臺商解決在 
                 大陸投資所遭遇的各種疑難雜症，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特於民85年4月間委託臺北市企業經理協進會成立「 
                 臺商張老師」辦公室。本刊專為臺商提供專業性、服 
                 務性、資訊性及知識性的專業刊物  臺北市企業經理 
                 協進會  臺北市羅斯福路三段277號4樓  電話：（02） 
                 23632824  傳真：（02）23691805  公共、專門、大 
                 學圖書館  E-mail:cpmaot@ms22.hinet.net 
 
            029  臺灣人文生態研究＝Studies on Humanity and Ecology 
                 in Taiwan  半年刊  86年11月  刊載臺灣人文、生 
                 態相關之研究論著  靜宜大學人文科臺灣生態研究中 
                 心  臺中縣沙鹿鎮中棲路202號  電話：（04）6321884 
                 郵撥：20797582∕陳玉峰  每本350元  公共、大學、 
                 專門圖書館 
 
            030  學習障礙資訊站＝About Learning Disability  雙 
                 月刊  87年6月  為推廣國人對學習障礙之認知，並 
                 提供最新且正確的有關於學習障礙的研究論述、國外 
                 新知、觀察手記等資訊  學習障礙雜誌社  臺中市西 
                 屯路三段西平南巷1-30號10樓之3  電話：（04） 
                 4613902  傳真：（04）4614016  郵撥：22224176∕ 
                 郭白林  一年500元  公共、專門、學校圖書館 
                 E-mail:ufat0174@msl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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