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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92 消費者食品資訊 ********* 紙本: n.13(1991)-n.36(1996).
自(1997)起停刊 , 部分內容併入「食品工業及食品市場

資訊」
圖書資訊課

CH193 消費者報導 = Consumer Reports of Taiwan 1020-7547 紙本: n.57(1986)-n.249(2002.01). 圖書資訊課

紙本 CH194
高雄榮總醫訊 = Bulletin of 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1683-0814

紙本: v.8(2005)-v.14(2014), v.25(2022)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

一年度
贈送

CH195 高雄畫刊 = Kaohsiung Pictorial 1019-2425 紙本: v.18(1997)-v.19(1998), n.11(1999)-n.12(2000). 贈送

CH196
高雄醫學科學雜誌 =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0257-5655 紙本: v.2(1986)-v.11(1995).

自v.12 n.1 (1996) 起 , 刊名改以英文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 高雄醫學科學雜誌」發行
圖書資訊課

CH197 高爾夫文摘 = Golf Digest 1018-8630 紙本: n..41(1993)-n.140(2001). 圖書資訊課

紙本 CH198 高醫醫訊 1683-0814 紙本: v.41 n.8(2022)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199 旅行家雜誌 ********* 紙本: n.54(1996)-n.74(1998.03). 自n.75 (1998.04) 起 , 刊名改為 :「超級旅行家」 圖書資訊課

CH200 疼痛醫學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Pain 1021-7959 紙本: v.3(1993)-v.8(1998). 贈送

CH201
院內感染控制雜誌 =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Journal
1026-2407 紙本: v.9(1999)-v.12(2002).

1. 原刊名 :「院內感染控制通訊」

2. 自v.13 (2003) 起 , 刊名改為 :「感染控制雜誌」

3. 刊名簡稱「NICJ」

贈送

CH202 馬偕院訊 ********* 紙本: n.78(1986)-n.209(1996). 贈送

CH203 埔榮醫訊 ********* 紙本: v.5 n.3(1999)-v.7 n.2(2000). 贈送

CH204 核子科學 = Nuclear Science Journal 0029-5647 紙本: v.30 n.2(1993)-v.32(1995). 贈送

CH205 核能環保人 ********* 紙本: n.14(1996)-n.60(1999). 贈送

CH20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會訊 ********* 紙本: n.1(1991.05)-n.7(1992). 自n.8 (1993) 起 , 刊名改為 :「安寧照顧基金會會訊」 贈送

CH20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早產兒基金會會訊 ********* 紙本: n.6(1993)-n.28(1998). 贈送

CH208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簡訊 = Taiwan

joint Commission on Hospital Accreditation
********* 紙本: v.2 n.4(2001)-v.6 n.2(2005). 贈送

CH209 恩主公醫訊 1029-6263 紙本: n.5(1997)-n.19(1998). 贈送

CH210 倚天雜誌 = Winnet 1024-9931 紙本: n.47(1992)-n.120(1998). 圖書資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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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 CH211 耕莘醫訊 ********* 紙本: n.254(2022)- ;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212 胸腔醫訊 ********* 紙本: v.1(1986)-v.3(1988). 自v.4 (1989) 起 , 刊名改為 :「胸腔醫學」 贈送

CH213 胸腔醫學 = Thoracic Medicine 1023-9855 紙本: v.4(1989)-v.15(2000). 原刊名 :「胸腔醫訊」 圖書資訊課

CH214 能源 ********* 紙本: (1999)-(2000). 贈送

CH215 能源報導 ********* 紙本: (1998). 贈送

CH216 能源節約技術報導 ********* 紙本: n.24(1997)-n.39(2000).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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