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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45 空中英語教室Basic 1015-5902 紙本: (2001). 原刊名 :「空中英語教室文摘」 圖書資訊課

CH146 空中英語教室文摘 = Studio Classroom 1015-5899 紙本: (1986-2000).
自(2001) 起 , 刊名改為 :「空中英語教室Basic」及「彭

蒙惠英語Advanced」
圖書資訊課

CH147 放射治療與腫瘤學 = Therapeutic Radiology & Oncology 1023-988X 紙本: v.1 n.2(1994)-v.11 n.3(2004). 圖書資訊課 → 贈送

CH148 社教雙月刊 ********* 紙本: n.107(2002)-n.136(2006). 停刊 贈送

CH149 社區發展季刊 =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028-9496
紙本: n.53(1991)-n.90(2000), n.105(2004)-n.144(2013),

n.149(2015)-n.164(2018).
原刊名 :「社區發展月刊」 社服課

CH150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028-7337 紙本: v.18(2014). 社服課

CH151 社會福利季刊 ********* 紙本: n.89(1991)-n.135(1998). 贈送

CH152 表演藝術 1021-3139 紙本: n.5-14(1993). 贈送

CH153 長庚大學簡訊 ********* 紙本: n.19(1997)-n.28(1999). 原刊名 :「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簡訊」 贈送

CH154
長庚內科通訊 = Medical Newsletter of Chang Gung

Memoricl Hospital
********* 紙本: n.2(1998)-n.24(2002). 贈送

CH155
長庚科技學刊 = Journal of Chang G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1-2455 紙本: n.1(2002)-n.33(2020). ; 當書編 , 見R 051/8767 原刊名 :「長庚護專學報」 贈送

CH156 長庚眼科 = Chang Gung Ophthalmology ********* 紙本: v.1(1984)-v.4 n.1(1989).  贈送

CH157 長庚婦產通訊 ********* 紙本: n.1(1998)-n.40(2005). 原刊名 :「長庚婦產月刊」 贈送

紙本 CH158 長庚醫訊 = Chang Gung Medicine Newsletter ********* 紙本: v.1(1980)- 贈送

CH159 長庚醫學雜誌 = Chang Gung Medical Journal 0255-8270 紙本: v.6(1983)-v.22(1999).
自v.23 (2000) 起 , 刊名改以英文 :「Chang Gung Medical

Journal」發行
贈送

CH160 長庚護理 = Chang Gung Nursing 1026-7301 紙本: v.1(1990)-v.29(2018). 自v.31 (2020)起改為電子發行，紙本同步停止出版 贈送

CH161 長庚護理通訊 ********* 紙本: v.7 n.6(1987.06)-v.8 n.12(1988).
原刊名 :「護理通訊」，自v.7 n.6 (1987.06)起改為現刊

名
贈送

CH162 長期照護雜誌 1561-2546 紙本: v.12(2008)-v.21(2017). 護理部

CH163 亞東醫刊 ********* 紙本: v.5(1987)-v.16(1998).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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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64 東港安泰醫訊 ********* 紙本: v.2(1996)-v.5(1999).
自v.8 n.2 (2002.06) 起 , 刊名改為 :「東港安泰醫護雜

誌」
贈送

CH165 東港安泰醫護雜誌 =  T.S.M.H. Medical Nursing Journal 1811-1955 紙本: v.8 n.3(2002.8)-v.14 n.1(2008.06).

1. 原刊名 :「東港安泰醫訊」

2. 自v.14 n.2 (2008.08) 起 , 刊名改為 :「安泰醫護雜

誌」

贈送

CH166 松德醫訊 ********* 紙本: n.26(1997)-n.38(1999). 贈送

CH167 奇美醫訊 ********* 紙本: n.41(1997)-n.47(1998). 贈送

CH168 花生活雜誌 1022-9736 紙本: n.55(1995)-n.78(1996). 圖書資訊課

紙本 CH169 門諾月報 ********* 紙本: n.267 (2022)- ; 只保留當年度 原刊名 :「門諾院訊」 贈送

CH170 卓越 1011-2227 紙本: n.41(1988)-n.214(2002.6). 圖書資訊課

CH171 呼吸治療 = Journal of Respiratory Therapy ********* 紙本: v.1(2002)-v.3(2004), v.12(2013)-v.16(2017). 贈送

紙本 CH172 物理治療 = Formosan Journal of Physical Therapy 1563-2555 紙本: v.26(2001)- 原刊名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雜誌」
圖書資訊課 → 復健

科

CH173 和風日語雜誌 - 初級 ********* 紙本: n.52(1996)-n.83(1998). 圖書資訊課

CH174 和風日語雜誌 - 升級版 1022-7512 紙本: n.1(1998)-n.32(2001). 圖書資訊課

CH175 兒童保健 ********* 紙本: v.2 n.2(1996)-v.7(2001). 圖書資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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