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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 CH259 源雜誌 1026-2423 紙本: n.157(2023)- ; 只保留當年度 贈送

紙本 CH260 源遠護理 1990-7680 紙本: v.3(2009)- 贈送

紙本 CH261 義大醫療醫訊 ********* 紙本: v.18(2022)- ;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262 新生命月刊 = New Life ********* 紙本: n.5-16(1995). 圖書資訊課

CH263 新故鄉雜誌 = New Home land Magazine ********* 紙本: n.4(1999.09)-n.11(2001). 贈送

CH264 新產品開發雜誌 ********* 紙本: n.14(1986)-n.20(1987). 贈送

CH265 新臺北護理期刊 = New Taipei Journal of Nursing 1563-1230 紙本: v.1(1999)-v.4(2002), v.8(2006)-v.20(2018). 贈送 → 護理部

CH266 新觀念 ********* 紙本: n.136-146(2000). 贈送

CH267 資訊生活雜誌 = CompuLife 1024-3690 紙本: n.29(1997)-n.52(1999). 圖書資訊課

CH268 資訊與電腦雜誌 =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1024-7254 紙本: n.149(1992)-n.260(2002). 管理部

CH269 慈濟院訊 ********* 紙本: v.14(2000)-v.17 n.9(2003.09).
自(2004.01) 起 , 刊名改為 :「人醫心傳 : 慈濟醫學人文

月刊」, 卷期另起
贈送

CH270 慈濟醫學雜誌 = TZU CHI Medical Journal 1016-3190 紙本: v.3 n.2(1992)-v.16(2004).
自v.17 n.1 (2005.01) 起 , 改以英文刊名 :「TZU CHI

Medical Journal =慈濟醫學雜誌」出版
贈送

CH271 慈濟護理雜誌 =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1683-1624 紙本: v.1(2002)-v.4(2005). 自v.5 (2006) 起，刊名改為「志為護理」 贈送

CH272 電腦世界 = PC World Taiwan 1024-3879 紙本: n.22(1990)-n.46(1992). 贈送

CH273 電腦家庭 = PC Home 1561-4611 紙本: n.15(1997.04)-n.79(2002.08). 圖書資訊課

CH274 電腦應用 = PC Computing 1026-4590 紙本: v.3 n.2(1998.04)-n.40(1999.04).
原刊名「電腦通 (PC Computing)」，自v.3 n.3 (n.27)

(1998.05) 起與「大家用電腦」合併而成
圖書資訊課

CH275 楓城研發報導 = Research Bulletin ********* 紙本: n.5(1997)-n.19(1999). 自(2000) 起 , 刊名改為 :「生物醫學報導」,卷期另起 贈送

CH276 感染控制雜誌 = Infection Control Journal 1727-3269 紙本: v.13(2003)-v.26 n.5(2016.10).

1. 原刊名 :「院內感染控制雜誌」

2. 刊名簡稱:「ICJ」

3. 自(2017) 起 , 不再發行紙本，改以網路電子形式發行

贈送

CH277 當代 ********* 紙本: n.69-80(1992). 圖書資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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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78 當代醫學 = Medicine Today ********* 紙本: v.1(1973)-v.40(2013). 停刊
圖書資訊課 → 醫教

會

CH279 農情專訊 ********* 紙本: n.160-162,164-169(1996). 贈送

CH280 農業周刊 = Argi-week 0379-4040 紙本: v.13(1987)-v.15 n.34(1989.08). 自v.15 n.35 (1989.08) 起 , 刊名改為 :「鄉間小路」 圖書資訊課

CH281 愛之關懷 = AIDS Control ********* 紙本: n.50(2005) -n.69(2009). 原刊名 :「愛滋病防治季刊」 內科部 → 贈送

CH282 愛滋病防治季刊 = AIDS Control ********* 紙本: n.34(2001)-n.41(2002). 自n.50 (2005.04) 起 , 刊名改為 :「愛之關懷」 圖書資訊課

CH283
微免與感染雜誌 =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
1684-1182 紙本: v.31(1998)-v.32(1999).

1. 由「中華民國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和「中華民國

感染症醫學會雜誌」合併而成，卷期接續「中華民國

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

2. 自v.33 (2000) 起,以英文版「Journal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 - 微免與感染雜誌」發行

圖書館 → 感染醫學

科(1998-)

CH284 傳記文學 1234-5679 紙本: v.82-83(2003).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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