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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21 文化視窗 ( Windows of Culture ) 1562-7985 紙本: n.1(1998)-n.41(2002.07). 贈送

紙本 CH022 天下雜誌 ( Common Wealth ) 1015-2784 紙本: n.56(1986)- 管理部

CH023 牙醫界 ( China Dental Magazine ) ********* 紙本: v.6(1987)-v.18 n.7(1999.07). 自v.18 n.8 (1999.08)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牙醫界」 贈送

CH024 日本文摘 (Japan Digest ) 1021-3759 紙本: n.13(1987)-n.24(1988), n.48(1990)-n.131(1996).  圖書資訊課

CH025 日本展望 1342-7342 紙本: v.35 n.12(1991)-v.44(2001). 贈送

CH026 內科新知 = Medicine Update ********* 紙本: v.1(1998)-v.4(2002).   停刊 贈送

紙本 CH027 內科學誌 =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of Taiwan 1016-7390 紙本: v.10(1999)- 原刊名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雜誌」
圖書資訊課 → 內科

部(2004-)

CH028 中山醫刊 ********
紙本: v.3(1987)-v.5(1989), v.24(1999)-v.27(2000), v.36(2005)-

v.43(2007).
自v.44 (2009) 起 , 更改刊名為 :「中山醫訊」 贈送

紙本 CH029 中山醫訊 ******** 紙本: v.57(2022)- ;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原刊名為 :「中山醫刊」 贈送

CH030 中山醫學雜誌 = The Chung Shan Medical Journal 1680-3108 紙本: v.8(1997)-v.21 n.3(2010.6). 自v.21 n.4 (2000.12)起改為英文版 贈送

CH031 中化藥訊 ********* 紙本: n.36(1998)-n.43(1999), n.73(2011). 贈送

紙本 CH032 中風文摘 ********* 紙本: n.38(2022) - ; 只保留當年度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033 中國冷凍空調雜誌 ********* 紙本: n.1(1992)-n.47(1999).

1. 原刊名 :「冷凍空調技術雜誌」

2. 自(2000) 起 , 與「中華民國冷凍空調學會季刊」合併

成「冷凍與空調」

圖書資訊課

CH034 中國勞工 (Clinical Labor Magazine) ********* 紙本: n.904(1992)-n.926(1993). 圖書資訊課

CH035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Association

of China
0758-1876 紙本: n.39(1986)-n.73(2004).

自v.74 (2005) 起,刊名改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

報」.
贈送

CH036 中國環保 1021-3066 紙本: n.1(1989)-n.22(1995).  停刊 圖書資訊課

紙本 CH037 中國醫訊 *********
紙本: n.24(2005)-v.137(2014), v.204(2022)- ; 只保留當年度

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038
中國醫藥科學雜誌 =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1029-3507 紙本: v.1(2000)-v.3(2002). 原刊名 :「中國醫藥學院雜誌」 贈送

CH039 中國醫藥學院雜誌 = China Medical College Journal 1022-1697 紙本: v.1(1992)-v.8(1999).
自(2000) 起 , 刊名改為 :「中國醫藥科學雜誌」，卷期

另起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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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40 中國醫藥雜誌 = Medical Journal of CMCH 1027-3778 紙本: v.1(1996)-v.2(1997). 自v.3 (1998) 起 , 刊名改為 :「中臺灣醫學科學雜誌」 贈送

CH041 中眼醫訊 ********* 紙本: v.1(1991)-v.30(1998).

1. 原刊名 :「中眼醫訊」

2. 自(1997.05)起部分衍成「中國民國眼科醫學會會

訊」

贈送

電子 CH042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023-7283
紙本: v.14(2001)-v.15(2002), v.33(2020)-v.34(2021) ; 2022年

起改訂電子期刊

圖書資訊課 → 精神

科→社服課(2020-)

CH043 中華牙醫學會雜誌 = Chinese Dental Journal 1010-3287 紙本: v.6(1987)-v.12(1993). 自v.13 (1994) 起 , 刊名改為 :「中華牙醫學雜誌」 贈送

CH044 中華牙醫學雜誌 = Chinese Dental Journal 1010-3287 紙本: v.13(1994)-v.23(2004).

1. 原刊名 :「中華牙醫學會雜誌」

2. 自(2005)起衍為英文版(Chinese Dental Journal)，卷期

接續(v.24 - )及中文版「中華牙醫學 雜誌 Chinese

Journal of Dentistry」，卷期另起 (v.1 n.1-  )

贈送

CH045
中華牙醫學雜誌【中文版】= Chinese Journal of

Dentistry
1010-3287 紙本: v.1 n.1-3(2005.03-09), v.24 n.4(2005.12)-v.26(2007).

1. 原刊名 :「中華牙醫學雜誌 = Chinese Dental

Journal」

2. 自(2005.12)起,卷期從v.24 n.4接起

3. 自(2006)起英文刊名改為「Chinese Dental Journal 」

贈送

CH046
中華水電冷凍空調( Chinese Water, Electrical, Frozen and

Air Conditioning Monthly )
*********

紙本: n.219(2002)-n.278(2006), n.1(2007)-n.96(2014) ; 2019-

2020年訂電子期刊

1. 原刊名 :「中華給水空調設計月刊」

2. 本刊自(2007.01)起，期數另起
南區工務處

CH047 中華公共衛生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23-2141 紙本: v.18(1999)-v.19(2000). 自v.20 (2001) 起 , 刊名改為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圖書資訊課

CH048 中華皮膚科醫學雜誌 = Dermatologica Sinica 1027-8117 紙本: v.8 n.2(1990)-v.27(2009). 自v.28 (2010) 起 , 改為英文版 :「Dermatologica Sinica」 贈送

紙本 CH049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Society of Colon and Rectal Surgeons,Taiwan
1726-359X 紙本: v.1(1990) - 內容現以英文版發行 贈送

CH050 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雜誌 = Acta Paediatrica Sinica 0001-6578 紙本: v.24(1983)-v.36(1995).
自v.37 (1996) 起 , 改以英文版發行 , 刊名為 :「Acta

Paediatrica Sinica = 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雜誌」
圖書資訊課

CH051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1011-6842 紙本: v.1(1990)-v.8(1997). 贈送

CH052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 = Acta Cardiologica Sinica 1011-6842
紙本: v.2 n.1(1986), v.3 n.2(1987)-v.9 n.3(1993.09),

v.12(1996)-v.18(2002).

1. 原刊名 :「中華心臟學雜誌 (Chinese Journal of

Cardiology)」

2. 自v.24 n.1 (2008.03) 起改以英文版發行

圖書資訊課 → 心臟

內科

CH053
中華民國牙周病醫學會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Periodontology
1027-9962 紙本: v.2(1997)-v.12(2007).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牙周病醫學會會訊」

2. 自v.13 (2008)起刊名改為「台灣牙周病醫學會雜誌」
贈送

CH054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he Surgical

Assoication R.O.C.
1011-6788 紙本: v.20(1987)-v.27(1994).

自v.28 n.1 (1995) 起 , 改以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he

Surgical Association , R.O.C」發行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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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55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aiwan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1019-6102 紙本: v.31(1996)-v.33(1998).

自v.34 n.1 (1999) 起 , 刊名改為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

學雜誌」
圖書資訊課

CH056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雜誌 = Journal of Taiwan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1019-6102 紙本: v.34(1999)-v.37(2002).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雜誌」

2. 自v.38 n.1 (2003)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

科雜誌」

圖書資訊課 → 耳鼻

喉科

CH057
中華民國血液淨化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Blood

Purification R.O.C.
1021-3112 紙本: v.1(1992)-v.9(2002). 贈送

CH058
中華民國泌尿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he Urological

Association of R.O.C. 
1016-3220 紙本: v.1(1990)-v.13 n.2(2002.06).

自v.13 n.3 (2002.09)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泌尿科醫學

會雜誌」

圖書資訊課→ 泌尿

外科

CH059
中華民國呼吸照護簡訊 = Journal of Respiratory Care

R.O.C.
********* 紙本: v.7(1996)-v.15(2004). 自v.16 (2005)起 , 刊名改為「台灣呼吸治療簡訊」 贈送

CH060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he Physical

Therap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013-7688 紙本: v.13(1988)-v.14(1989).

1. 刊名簡稱 :「中華物療誌」、「JPTA ROC」

2. 原刊名 :「物理治療學會雜誌」

3. 自v.25 n.1 (2000) 起 , 刊名改為 :「物理治療」

贈送

CH061
中華民國兒童牙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he Taiwan

Academy of Pediatric Dentistry
********* 紙本: v.2 n.1-3(2002).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兒童牙科醫學會會刊」

2. 自v.2 n.4 (2002.12)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兒童牙醫學

雜誌」

贈送

CH062 中華民國兒童保健雜誌=Journal of Child Health Taiwan ********* 紙本: v.23(2017). 贈送

CH063
中華民國兒童胸腔醫學會會刊 = The Official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Pediatric Pulmorology, Taiwan ,R.O.C.
********* 紙本: v.1(1998.10)-v.2 n.2 (2000). 贈送

紙本 CH064 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會訊 *********
紙本: n.14(1987)-n.70(2000), n.155(2022)- ; 只保留當年度

及前一年度
贈送

CH065 中華民國科技期刊論文索引 1013-0918 紙本: v.3 n.4(1990)-v.9 n.3(1996). 自(1996) 起 , 改以網路版出版 圖書資訊課

CH066 中華民國科技期刊論文摘要-生物醫農類 1013-0934 紙本: v.5(1989)-v.11(1995). 自(1996) 起 , 改以網路版出版 圖書資訊課

CH067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雜誌 = Taiwa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1563-356X 紙本: v.2(2000). 贈送

CH068
中華民國重建整形外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ical Association  R.O.C.
1025-1375 紙本: v.1(1992)-v.8(1999).

自v.9 n.1 (2000) 起 , 刊名改為 :「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

學會雜誌」
贈送

CH069
中華民國風濕病雜誌 = Journal of Rheumatology  R.O.C.

= Formosan Journal of Rheumatology
********* 紙本: v.9 n.3(1992)-v.24(2010).

自v.22 n.1 (2008) 起 , 英文刊名改為 :「Formosan

Journal of Rheumatology」
贈送

CH070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1023-2214 紙本: v.12(2001)-v.23(2012).

圖書資訊課 → 急診

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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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71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FamilyMedicine
1017-4230 紙本: v.1(1991)-v.10 n.2(2000.06).

自v.10 n.3 (2000.09)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家庭醫學雜

誌」
圖書資訊課

CH072 中華民國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會刊 ********* 紙本: v.2 n.2(1993)-v.4(1995). 部分併入 :「中華民國消化系醫學會雜誌」 贈送

CH073
中華民國消化系醫學雜誌 = Gastroenterological Journal

of Taiwan
1013-7696 紙本: v.18(2001)-v.19 n.1(2002.03).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消化系醫學會雜誌」

2. 自v.19 n.2 (2002.06) 起 , 刊名改為 :「臺灣消化系醫

學雜誌」

圖書資訊課 → 胃腸

肝膽科(2001-)

CH074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雜誌 = Journal of Orthopedic Surgery

Republic of China = Journal of Orthopedic Surgery ,

Taiwan

1011-6923 紙本: v.3(1986)-v.26 n.1(2009).

1. 自v.20 (2003)起 , 英文並列刊名改為「Journal of

Orthopedic Surgery Taiwan」

2. 自v.26 n.2 (2009)起 , 改以英文版出刊「Journal of

Orthopedic Surgery Taiwan」

骨科

CH075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會刊 = Transactions of the

Ophthalmolog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紙本: v.1(1962)-v.30(1991).

自v.31 n.1 (1992) 起 , 刊名改為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雜誌」
贈送

CH076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雜誌 = ACTA Societatis

Ophthalmologicae Sinicae = Taiw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1021-3120 紙本: v.31(1992)-v.36(1997), v.38(1999)-v.55(2016).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會刊」; 自v.31 (1992)

起,改為現刊名

2. 原英文刊名: Acta Societatis Ophthalmologicae Sinicae

自v.47 (2008) 起,改為現英文刊名

3. 自v.56 n.1 (2017) 起停刊

圖書資訊課 → 眼科

CH077
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會刊雜誌 =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028-4559 紙本: v.27(1988)-v.29 n.1(1990.03), v.35 n.2-4(1996).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雜誌」

2. 自v.29 n.2 (1990.06) 起 , 刊名又改為 :「中華民國婦

產科醫學會雜誌」

3. 自v.36 n.1 (1997) 起 , 英文刊名改為 :「Taiwa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圖書資訊課

CH078
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0162-7155 紙本: v.29 n.2(1990.06)-v.35 n.1(1996.03).

自v.35 n.2 (1996.06) 起 , 刊名改為 :「中華民國婦產科

醫學會會刊雜誌」
圖書資訊課

CH079
中華民國腎臟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Nephrology

R.O.C. = Acta Nephrologica Society of Nephrology, ROC
1013-1671 紙本: v.1(1987)-v.13 n.3(1999).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腎臟醫學會訊」

2. 原英文並列刊名為 :「Journal of Nephrology ROC」自

v.10 n.1 (1996) 起 , 英文並列刊名改為 :「Acta

Nephrologica Society of Nephrooogy , ROC」

3. 自v.13 n.4 (1999.10)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腎臟醫學

會雜誌 = Acta Nephrologica Taiwan Society of

Nephrooogy 」

圖書資訊課

CH080
中華民國復健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ssociation Republic of China
1025-3009 紙本: v.23(1995)-v.31(2003).

1. 原刊名 :「復健醫學會雜誌」

2. 自v.32 n.1 (2004.03)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復健醫學

雜誌」

圖書資訊課 → 復健

科

CH081
中華民國新生兒科醫學會會刊 = The Official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Neonatology, R.O.C.
********* 紙本: v.2(1994)-v.21(2012).

自v.19 n.2 (2009.06)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新生兒科醫

學會會刊」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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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82
中華民國感染症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R.O.C.
1013-9648 紙本: v.5(1994)-v.8(1997).

(1998)年與「中華民國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合併成 :

「微免與感染雜誌」
贈送

CH083
中華民國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0253-2662 紙本: v.13(1980)-v.17(1984), v.19(1986)-v.30(1997).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微生物學雜誌」, 自v.13 (1980)

起與「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會誌」合併

2. 自v.31 (1998)年起與「中華民國感染症醫學會雜誌」

合併成 :「微免與感染雜誌」

圖書資訊課

CH084
中華民國臺灣人口統計季刊 = Taiwan Demography

Quartenly Republic of China
1019-6031 紙本: v.17 n.4(1991)-v.19(1993).

自v.20 (1994)起,刊名改為:「中華民國臺閩人口統計季

刊」
贈送

CH085
中華民國臺閩人口統計季刊 = Taiwan-

FukienDemography Quarterly, Republic of China
1019-603X 紙本: v.21(1995)-v.31(2005). 原刊名為:「中華民國臺灣人口統計季刊」

圖書資訊課 → 管理

部

CH08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2758-1976 紙本: n.74-75(2005).
1. 原刊名: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2. 自(2006)起,刊名改為「圖書資訊學研究」
贈送

CH087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雜誌 = Journal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Orthodontists
1029-8231 紙本: v.97 n.2(2005.06)-v.28 n.4(2017.02).

1. 原刊名「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雜誌」

2. 自v.29 n.1 (2017.03)起 , 改以英文版出刊「Taiwanese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贈送

CH088
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Plastic

Surgical Association R.O.C.
1025-1375 紙本: v.9(2000)-v.18(2009).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重建整形外科醫學會雜誌」

2. 自v.19 (2010)起，刊名改為：「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

雜誌」

贈送

CH089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 ********* 紙本: n.13(1997)-n.22(2000). 贈送

CH090 中華民國學術研討講習會報導 1017-4222 紙本: v.2(1996)-v.3(1997).  停刊 圖書資訊課

CH091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會刊 =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Oncology Society
********* 紙本: v.1(1980)-v.5(1984). 自 (1985) 起 , 刊名改為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雜誌」 贈送

CH092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雜誌 = Journal of the Chinese

Oncology Society  
1015-6267 紙本: v.1(1985)-v.17(2001), v.19 n.3(2003.09)-v.28(2012).

1. 原刊名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會刊」

2. 自v.26 (2010)起 , 刊名改為 :「台灣癌症醫學會雜

誌」

贈送

CH093 中華民國營養學會雜誌 = Nutritional Sciences  Journal 1011-6958 紙本: v.21(1996)-v.26(2001). 並列題名 :「Journal of the Chinese Nutrition  Society」 圖書資訊課

CH094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訊 ********* 紙本: n.1(1997)-n.122(2002.03). 自(2002.04) 起 , 併刊入 :「台灣醫界」 贈送

CH095 中華放射線醫學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Radiology 1018-8940
紙本: v.11(1986)-v.18 n.1(1993), v.21 n.6(1996)-v.26

n.3(2001.06).
贈送

CH096
中華推拿與現代康復科學雜誌 = Journal of Tuina and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1812-7282 紙本: v.2(2005)-v.6(2009). 贈送

CH097 中華傳染病雜誌 ********* 紙本: v.9(1991)-v.10(1992). 圖書資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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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98 中華精神醫學 ( Chinese Psychiatry ) 1011-2243 紙本: v.5(1991)-v.10(1996). 自v.11 n.1 (1997) 起 , 刊名改為 :「台灣精神醫學」 贈送

CH099 中華醫史雜誌 0255-7053 紙本: v.21(1991)-v.24 n.3(1994). 圖書資訊課

CH100 中華醫學雜誌 =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Taipei) 0578-1337 紙本: v.39(1987)-v.52(1993).
自v.53 n.1 (1994) 起 , 刊名改以英文版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Taipei)」發行
圖書資訊課

CH101
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 Chines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1023-3660 紙本: v.1(1994)-v.12(2005). 贈送

CH102 中臺灣醫學科學雜誌 = Mid-Taiwan Journal of  Medicine 1029-3507 紙本: v.3(1998)-v.7(2002).

1. 原刊名 :「中國醫藥雜誌」

2. 自v.8 n.1 (2003) 起 , 刊名改以英文名 :「Mid-Taiwan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行 , 且合併「中國醫藥科學雜

誌」 

贈送

紙本 CH103
中醫內科醫學雜誌 =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rnal Medicine
********* 紙本: v.3 n.4(2005.11)- 贈送

CH104
中醫兒科醫學雜誌 = =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ediatric Medicine
1607-7423 紙本: v.9(2007.08)-v.10(2008), v.12(2010)-v.15 n.1(2013). 贈送

紙本 CH105
中醫婦科醫學雜誌 = =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ynecology Medicine
********* 紙本: v.6(2005)- 贈送

CH106 中醫藥雜誌 =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1017-6446 紙本: v.4 n.2(1994)-v.26 n.1(2015). 自v.26 n.2 (2015)起紙本停刊,僅出版電子期刊 贈送

CH107
牛頓雜誌[中文國際版] = Newton Graphic Science

Magazine
1018-5445 紙本: n.33(1986)-n.223(2002.03). 圖書資訊課

CH108 今日美語 ********* 紙本: (1989)-(1992). 圖書資訊課

CH109 今日美語實用會話教材 ********* 紙本: (1986.04)-(1988). 圖書資訊課

CH110 今日美語實況會話 ******** 紙本: (1986.04)-(1988). 圖書資訊課

紙本 CH111 今周刊 ********* 紙本: n.1359(2023)- ; 只保留當年度 圖書資訊課

CH112 公共電視 ********* 紙本: n.33(1992)-n.56(1993). 贈送

CH113 公共衛生 = Public Health Quarterly 1011-2197 紙本: v.12 n.3(1986)-v.28 n.3(2001). 停刊 贈送

CH114 公保月刊 1017-8600 紙本: v.29(1987)-v.32 n.12(1991.06). 自(1991.07) 起 , 刊名改為 :「銓敘與公保」 圖書資訊課

紙本 CH115 月旦醫事法報告 2415-5306 紙本: n.75(2023)-
法律事務室醫療暨

勞資法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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