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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7 麻醉學雜誌 = Acta Anaesthesiologica Sinica 0254-1319 紙本: v.24(1986)-v.31(1993).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麻醉學會雜誌、麻醉學」

2. 自v.32 (1994) 起 , 改以英文刊名 :「Acta

Anaesthesiologica Sinica」發行

圖書資訊課

CH218 康寧學報 = Academic Journal of Kang-Ning 1561-3844
紙本: v.2(2000)-v.4(2002), v.6(2004). ; 當書編 , 見 R

051/8246
贈送

紙本 CH219 康健雜誌 = Common Health Magazine 1560-3121 紙本: n.28(2001)-n.140(2010), n.170(2013)- 贈送 → 管理部

CH220 野外 = Outdoors ********* 紙本: n.220(1987)-n.226(1988). 停刊 贈送

CH221 現代管理月刊 ********* 紙本: n.108(1986)-n.159(1990). 自n.160 (1990) 起 , 刊名改為 :「現代管理雜誌」 圖書資訊課

CH222 現代管理雜誌 = Contemporary Issues ********* 紙本: n.160-163(1990). 原刊名 :「現代管理月刊」 圖書資訊課

CH223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 Journal of Educ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1013-090X 紙本: v.23(1986)-v.39 n.2(2001). 原刊名 :「教育資料科學」 圖書資訊課

CH224 基層醫訊 ********* 紙本: v.4(1989)-v.9 n.6(1994.06). 自v.9 n.7 (1994.07) 起 , 刊名改為 :「基層醫學」 贈送

CH225 基層醫學 = Primary Medical Care and Family Medicine ********* 紙本: v.9 n.7(1994.07)-v.16(2001). 原刊名 :「基層醫訊」 贈送

CH226 麥客情報 = Macwired    【國際中文版】 1025-9236 紙本: n.30(1998)-n.79(2002.02).
原英文刊名:「Macword」,自第n.73 (2001.8)起,改為本

刊名
圖書資訊課

CH227 張老師月刊 = Liring Psychology 1018-4449 紙本: n.17(1986)-n.329(2005.05).
圖書資訊課 → 社服

課

CH228 常春月刊 1017-7876 紙本: n.37(1986)-n.225(2001). 圖書資訊課

CH229 常春藤解析英語 = Ivy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 紙本: n.114(1998)-n.161(2001). 圖書資訊課

CH230 逍遙遊 = Happy Tours ********* 紙本: n.1(1994)-n.12(1996). 圖書資訊課

CH231 國內外科技研討講習會報導 1013-3674 紙本: (1990). 圖書資訊課

CH232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 ********* 紙本: n.1(1998)-n.7(2001). 原刊名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訊」 贈送

CH233 國防醫學 = Medical Digest 1021-6073 紙本: v.5(1987)-v.31(2000).   停刊 贈送

CH234 國家圖書館館刊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lletin 1026-5279 紙本: v.90(2001)-v.93(2004), n.1(2005)-n.1(2009). 原刊名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贈送

CH235
國家圖書館館訊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ews 

Bulletin
1026-7220 紙本: n.148(2016). 原刊名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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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36 國家衛生研究院院訊 = NHRI Newsletter 1562-7713 紙本: v.11(2006)-v.12(2007). 原刊名:「國家衛生研究院簡訊」 贈送

CH237 國家衛生研究院簡訊 = NHRI Newsletter 1562-7713 紙本: v.1 n.2(1996)-v.4(1999), v.10(2005). 自v.11 (2006)起，刊名改為「國家衛生研究院院訊」 贈送

紙本 CH238 國泰醫訊 *********
紙本: n.1(1999)-n.127(2010), n.249(2022)- ; 只保留當年度

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239 第三波 1022-2901 紙本: n.125(1993)-n.192(1998.08).
自n.193 (1998.09) 起 , 刊名改為 :「第三波(Power版)」

及「第三波(Easy版)」
圖書資訊課

CH240 第三波﹝(Power版) + (Easy版)﹞ ********* 紙本: n.193(1998.09)-n.206(1999.10).

1. 原刊名 :「第三波」

2. 自n.207 (1999.11) 起 , 刊名改為 :「第三波(正刊)」及

「第三波(副刊)」

圖書資訊課

CH241
第三波雜誌(正刊)+(副刊) = X-Mazagine 電腦綜合情報

誌
********* 紙本: n.207(1999.11)-n.229(2001.11). 原刊名 :「第三波﹝(Power版) + (Easy版)﹞」 圖書資訊課

CH242 健康Plus ********* 紙本: n.8(1997.12)-n.56(2002.03). 圖書資訊課

CH243 健康世界 Health World 1607-7059 紙本: n.121(1986)-n.312(2001). 圖書資訊課

CH244 鳥禽天地 1019-6021 紙本: n.21(1996)-n.30(1998).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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