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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85 實用空中美語文摘 = English Digest 1017-804X 紙本: (1994-2001). 圖書資訊課

CH286 實證護理 =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1814-2869 紙本: v.1 n.2(2005.06)-v.4 (2008).
自v.5 (2009) 起 , 刊名改為 :「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 =

Journal of Nursing and Healthcare Research」
護理部

CH287 彰化醫學 = The Changhua Journal of Medicine 1680-1504 紙本: v.2(1997)-v.8(2003).

1. 原刊名 :「彰基醫學雜誌 = Medical Journal of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2. 原英文刊名 :「Medical Research in Changhua」

3. 自v.9 (2004) 起 , 改以英文刊名 :「The Changhua

Journal of Medicine」出版

贈送

紙本 CH288 榮總人月刊 **********
紙本: v.8(1991)-v.12 n.7(1995), n.452(2022)- ; 只保留當年度

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289 榮總護理 = VGH Nursing 0258-4727 紙本: v.3(1986)-v.22(2005). 護理部

紙本 CH290
臺大醫網 = Health Network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1681-3707

紙本: n.10(2002)-n.109(2014), n.194(2022)- ; 只保留當年度

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291 臺大藥事通訊 = The NTUH Drug Bulletin ********* 紙本: v.18(1997)-v.25(2004). 贈送

CH292
台大護理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Journal

of Nursing
1729-6838 紙本: v.4(2006)-v.5(2007). 贈送

紙本 CH293 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
紙本: v.41(1997)-v.45(2001), v.49(2009)-v.54(2010),

v.66(2022)- ;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原刊名 :「北市醫誌」 贈送

CH294
臺北市藥師公會會刊 = Bulletin of Taipei Pharmacists

Association
********* 紙本: v.6(1987)-v.17(2001). 贈送

CH295 臺北榮總學訊 1680-6638 紙本: n.31(1999)-n.56(2001), n.93(2005)-n.164(2010). 贈送

CH296
臺灣心臟超音波學會季刊 = Taiwan Society of

Echocardiography
********* 紙本: n.2(2002)-n.14(2005). 贈送

CH297 台灣心臟超音波學會雜誌 1994-9790 紙本: v.2 n.2(2008.06)-v.5(2011). 贈送

CH298 臺灣牙醫界 ********* 紙本: v.18 n.8(1999.08)-v.24(2005). 原刊名 :「牙醫界」 贈送

CH299
臺灣內視鏡外科醫學會會訊 = Journal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Endoscopic Surgery
********* 紙本: v.2(2005)-v.21(2013). 原刊名 :「中華內視鏡外科醫學會會訊」 贈送

CH300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23-2141 紙本: v.20(2001)-v.33(2014). 原刊名 :「中華公共衛生雜誌」
圖書資訊課 → 管理

部

CH301 臺灣地區傳染病統計暨監視年報 1029-3965 紙本: v.14(1995)-v.28(2009). ; 當書編 , 見R 415.23/8445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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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 CH302
臺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雜誌 = The Journal of Taiwan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1019-6102 紙本: v.38(2003)- 原刊名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雜誌」 耳鼻喉科

CH303
臺灣泌尿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he Taiw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1016-3220 紙本: v.13 n.3(2002.09)-v.14(2003). 原刊名 :「中華民國泌尿科醫學會雜誌」 泌尿外科

紙本 CH304
臺灣兒童牙醫學雜誌 = Taiwan Journal of Pediatric

Dentistry
1816-2584 紙本: v.2 n.4(2002.12)- 原刊名 :「中華民國兒童牙科醫學會雜誌」 贈送

CH305 臺灣家庭醫學研究 = Taiwan Family Medicine Research 1729-388X 紙本: v.1 n.1(2003)-v.7 n.2(2009.04). 贈送

電子 CH306 臺灣家庭醫學雜誌 =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1682-3281 紙本: v.10 n.3(2000.09)-v.22(2012) ; 2013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原刊名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雜誌」
圖書資訊課 → 家庭

醫學科

CH307
臺灣消化系醫學雜誌 = Gastroenterological Journal of

Taiwan
1013-7696 紙本: v.19 n.2(2002.06)-v.20(2003).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消化系醫學雜誌」

2. 自v.21 n.1 (2004)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消化醫學雜

誌」

胃腸肝膽科

CH308
臺灣消化醫學雜誌 = Gastroenterological Journal of

Taiwan
1013-7696 紙本: v.21 n.1(2004)-v.24(2007). 原刊名 :「台灣消化系醫學雜誌」 胃腸肝膽科

紙本 CH309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醫訊 ********* 紙本: 2022- ;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原刊名 :「北市醫誌」 贈送

CH310 臺灣釣魚 1022-0550 紙本: n.57(1991)-n.175(2001). 圖書資訊課

CH311 台灣勞工 ********* 紙本: n.1(2006)-n.20(2009). 贈送

紙本 CH312
臺灣復健醫學雜誌 = Taiw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1025-3009 紙本: v.32 n.1(2004)- 原刊名 :「中華民國復健醫學會雜誌」 復健科

CH313 臺灣精神醫學 =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28-3684 紙本: v.11(1997)-v.15(2001). 原刊名 :「中華精神醫學」 圖書資訊課

CH314
台灣腎臟醫學會雜誌 = Acta Nephrologica Taiw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1013-1671 紙本: v.13 n.4(1999.10)-v.18 n.4(2004).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腎臟醫學會雜誌 = Acta

Nephrologica Society of Nephrooogy , ROC」

2. 自v.20 (2006) 起 , 刊名改以 :「 Acta Nephrologica 」

英文版發行

圖書資訊課

CH315 台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1726-7404 紙本: v.4(2005)-v.16(2017). 贈送

紙本 CH316
臺灣整形外科醫學會雜誌 = The Journal of Taiw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ry
1025-1375 紙本: v.19(2010)- 原刊名 :「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雜誌」 贈送

CH317
臺灣癌症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Practice
1561-2546 紙本: v.26(2010)-v.30 n.1(2014.03).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雜誌」

2. 自 (2014.06) 起 , 刊名改為 :「 臺灣癌症醫學雜誌 」

，卷期另起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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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 CH318 臺灣醫界 = Taiwan Medical Journal 1726-3603 紙本: v.29 n.7(1986)- 贈送

紙本 CH319 臺灣醫學 = Formosan Journal of Medicine 1028-1916 紙本: v.1 n.6(1997)-v.2(1998), v.5(2001)- 原刊名 :「醫學繼續教育」
圖書資訊課 → 醫教

會

CH320
臺灣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0371-7682 紙本: v.70(1971)-v.89(1990).

自v.90 n.1 (1991) 起 , 刊名改以英文版 :「Journal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 臺灣醫誌」 發行
贈送

紙本 CH321 臺灣醫療法律雜誌 2707-3693 紙本: v.3(2022)- 贈送

CH322 嘉南學報 = Chia Nan Annual Bulletin 1023-4470
紙本: v.17(1991), v.22(1996)-v.35(2009). ; 當書編 , 見R

051/8453
贈送

紙本 CH323 嘉基院訊 ********* 紙本: n.180(2022)- ;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324 嘉基護理 = Chia Yi Christian Hospital Journal of Nursing 1816-661X 紙本: v.6(2006)-v.12 n.1(2012). 贈送

CH325 嘉榮醫訊 ********* 紙本: n.2(1994)-n.27(1999). 贈送

CH326 遠見 = Global Views Monthly 1017-5741 紙本: n.55(1991)-n.358(2016.04).
圖書資訊課 → 管理

部

CH327 輔仁醫學期刊 = Fu Jen Journal of Medicine 1810-2093 紙本: v.1(2003)-v.9 n.2(2011.06). 贈送

CH328 輔導季刊 = Guidance Quarterly ********* 紙本: v.37(2001)-v.39(2003). 原刊名 :「輔導月刊」
圖書資訊課 → 社服

課

CH329
圖書與資訊學刊 (政大) = Bulleti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023-2125 紙本: n.48(2004)-n.55(2005).

1. 原刊名:「政大圖書通訊」

2. 自(2015) 起 , 刊名改為 :「圖資與檔案學刊」
贈送 → 圖書資訊課

CH330
圖書資訊學刊 (臺大) =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606-7509 紙本: v.1 n.1(2003.06)-v.11(2013).

原刊名 :「圖書資訊學刊=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
圖書資訊課

CH331
圖書資訊學刊 (臺大)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606-7509 紙本: n.15(2000)-n.17(2002).

1. 原刊名 :「圖書館學刊」

2. 自(2003.06) 起 , 英文刊名改為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卷期另起

圖書資訊課

CH332 圖書資訊學研究 1990-9128 紙本: v.1 n.1(2007)-v.9 n.1(2014). 原刊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圖書資訊課

CH333
圖書館學刊 (臺大)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1018-3817 紙本: n.9(1994)-n.13(1998). 自n.14 (1999) 起 , 刊名改為 :「圖書資訊學刊」 贈送

電子 CH334 圖資與檔案學刊 (政大) 2221-1837 紙本: v.7(2015)-v.11(2019) ; 2020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原刊名:「圖書與資訊學刊」 圖書資訊課

CH335 領導護理 = Leadership Nursing 1560-6619 紙本: v.1(1997)-v.6(2005).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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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36
銀樺學誌 = Chungtai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1727-446X 紙本: v.1(2002)-v.3 n.3(2005). 贈送

CH337 銓敘與公保 1018-5364 紙本: v.1(1991.07)-v.5 n.7(1996).
1. 原刊名 :「公保月刊」

2. 自(1996.07) 起 , 刊名改為 :「公務人員月刊」
圖書資訊課

CH338 管理雜誌 = Management Magazine 1011-7792 紙本: n.139(1986)-n.462(2012). 停刊 管理部

CH339 網路通訊 1024-7262 紙本: n.27(1993)-n.127(2002). 圖書資訊課

CH340 網際先鋒 = Internet Pioneer 1024-3941 紙本: n.61(1999.06)-n.89(2001.10). 
1. 原刊名 :「Internet Pioneer光碟月刊」

2. 停刊
圖書資訊課

CH341 綠生活雜誌
1022-41800-

9
紙本: n.38(1992.06)-n.135(2000.10).

1. 原刊名 :「綠園藝生活雜誌」

2. 停刊
圖書資訊課

CH342 綠園藝生活雜誌 ********* 紙本: n.33-37(1992). 自n.38 (1992.06) 起 , 刊名改為 :「綠生活雜誌」 圖書資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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