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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 Acta Anaesthesiologica Sinica = 麻醉學雜誌 0254-1319 紙本: v.32(1994)-v.41(2003).

1. Formerly :「中華民國麻醉學會雜誌、麻醉學」

2. Title changed to :「Acta Anaesthesiologica

Taiwanica」from v.42 n.1 (2004)

圖書館 → 麻醉科

紙本 A022 Acta Neurologica Taiwanica = 臺灣神經學雜誌 1019-6099 紙本: v.8(1999)- Formerly :「Acta Neurologica Sinica 」
圖書館 → 神經內

科

A034 Acta Paediatrica Sinica = 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雜誌 0001-6578 紙本: v.37(1996)-v.40 n.3(1999.06).

1. Formerly :「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雜誌 = Acta

Paediatrica Sicica」

2. Title changed to :「Acta Paediatrica Taiwanica = 臺灣

兒科醫學會雜誌」from v.40 n.4 (1999.08)

圖書館 → 兒童內

科

A035 Acta Paediatrica Taiwanica = 臺灣兒科醫學會雜誌 1608-8115 紙本: v.40 n.4(1999.08)-v.46(2005).

1. Formerly :「 Acta Paediatrica Sicica = 中華民國小兒科

醫學會雜誌」

2. Title merged with : 「 Clinical Neonatology」  to :「

Pediatrics and Neonatology 」frome v.49 n.2 (2008)

圖書館 → 兒童內

科

A140
Annals of Nuclear Medicine and Sciences = 核子醫學雜

誌  
1022-923X 紙本: v.14(2001)-v.19(2006). Formerly : 「核子醫學雜誌 - 中文版」

圖書館 → 核子醫

學科

A165 Architectural Digest 0003-8520 紙本: v.50 n.8(1993)-v.59 n.2(2002.2). 圖書館

B052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0025-7338 紙本: v.74(1986)-v.76(1988). 圖書館

C035
Case Records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 35

Millimeter Lantern Slides
********* *********

紙本: (1986-87), (1995)-(2006) ; 2005年起改以CD-ROM形式

出版 ; 當書編, 見WB120/N532
圖書館 → 醫教會

C036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0163-9374 1544-4554 紙本: v.8(1987)-v.9(1988). 圖書館

C056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Taipei) = 中華醫學雜誌 0578-1337 紙本: v.53(1994)-v.65(2002).

1. Formerly :「中華醫學雜誌」

2. Title changed to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rom v.66 (2003)

圖書館 → 醫教會

C073 Clinical Abstracts / Current Therapeutic Findings : CA/CTF 1043-3031 紙本: v.8(1989)-v.18(1999). (Discontinued) Formerly :「Clinical Abstracts」 圖書館

C092 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 0893-8512  1098-6618 紙本: v.2(1989)-v.6(1993), v.8(1995)-v.13(2000). 圖書館

C168 Cumulated Index Medicine 0090-1423 紙本: v.23(1982)-v.40(1999). Formerly :「Quarterly Cumulative Index Medicus」 圖書館

H034 House & Garden 0018-6406 紙本: v.165 n.1-7(1993.01-07).
Title changed to :「Conde' Nast House & Garden 」from

(1993)
圖書館

I007 Index Medicus /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0019-3879 紙本: v.27(1987)-v.40(1999). Formerly :「Current List of Medical Literature」 圖書館

I008 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0149-8088 紙本: (1986-87). 圖書館

J151 Journal of Medical Ultrasound = 醫用超音波雜誌 0929-6441 紙本: v.1(1993)-v.9(2001). Formerly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雜誌」 圖書館

2018年圖書館館藏期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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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 J274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  台灣醫誌 0929-6646 紙本: v.101(2002)- Formerly :「台灣醫誌」中文版 圖書館 → 醫教會

紙本 K001
The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 高雄醫學科

學雜誌
1607-551X v.12(1996)- Formerly :「高雄醫學科學雜誌」中文版 圖書館 → 醫教會

電子 L004 The Lancet 0140-6736 1474-547X
紙本: v.327 n.8471(1986)-v.376 n.9758(2010) ; 2011年起改

訂電子期刊

泌尿外科 → 圖書

館 → 醫教會

L015 Library Journal  0363-0277 紙本: v.110 (1985)-v.127(2002). 圖書館

L016 List of Journals Indexed in Index Medicus 0093-3821 紙本: v.38(1997)-v.40(1999). 圖書館

電子 M035 Molecular and Cellular Endocrinology 0303-7207 紙本: v.61(1989)-v.262(2006) ; 2007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 醫教會

電子+紙本 N003 Nature  0028-0836 1476-4687
紙本: v.349 n.6304(1991)-v.409 n.6823(2001), v.431

n.7005(2004.09)- ; 2001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 醫教會

電子 N008 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 1759-5002  1759-5010 2014年起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電子 N010 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 1759-5029  1759-5037 2014年起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電子 N011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1759-5045 1759-5053 2014年起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電子 N012 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 1759-5061 1759-507X 2014年起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電子 N013 Nature Reviews Neurology 1759-4758 1759-4766 2014年起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電子 N014 Nature Reviews Rheumatology 1759-4790  1759-4804 2014年起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電子 N015 Nature Reviews Urology 1759-4812 1759-4820 2014年起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P051 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 0967-3334 1361-6579 紙本: v.14(1993)-v.18 n.1(1997).
Formerly :「Clinical Physics & 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
圖書館

電子 P070 Progress in Biophys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0079-6107 1873-1732 紙本: v.53(1989)-v.103(2010) ; 2011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Formety :「Progress in Biophysics and Biophysical

Chemistry」
圖書館 → 醫教會

S014 Science 0036-8075 1095-9203 紙本: v.247(1990)-v.330(2010).
圖書館 → 醫教會

→ 臨床研究所

S015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SCI 0036-827X  1044-6052 紙本: (1989). 圖書館

S017
Science in China - Series B : Chemistry, Life Science &

Earth  Sciences
1001-652X 紙本: v.33(1990)-v.38(1995).

1. Formerly :「Scientia Sinica - Series B : Chemical ,

Biological , Agricultural , Medical & Earth Sciences」

2. Title split into :「Science in China - Series C : Lift

Sciences」from v.39 (1996)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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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8 Science in China - Series C : Life Sciences 1006-9305 1862-2798 紙本: v.39(1996)-v.52(2009).
Formerly :「Science in China - Series B : Chemistry, Life

Science & Earth Sciences」
圖書館 → 醫教會

S057 Special Libraries 0038-6723 紙本: v.77(1986)-v.79 n.4(1988). 圖書館

T002
Taiwa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 中華

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會刊雜誌
1028-4559 紙本: v.36 n.1(1997)-v.41 n.2(2002.06).

1. Formerly :「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會刊雜誌 =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Title changed to :「Taiwa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刊雜誌」from

v.41 n.3 (2002.09)

圖書館 → 婦產科

電子 U001 Ultrasound in Medicine & Biology 0301-5629 紙本: v.28(2002)-v.36(2010) ; 2011年起改訂電子期刊 圖書館 → 醫教會

CH001 Internet Pioneer 光碟月刊 1024-3941 1024-3941 紙本: n.44(1998)-n.60(1999.05).
1. 原刊名 :「光碟月刊」

2. 自n.61 (1999.06) 起 , 刊名改為 :「網際先鋒」
圖書館

CH002 PC Office : 電腦上班族 1561-462X 1561-462X 紙本: n.6(1998)-n.57(2002.03). 圖書館

CH004 0與1科技雜誌 1022-9698 1022-9698 紙本: n.61(1986.04)-n.127(1991.11).
自n.128 (1991.12) 起 , 刊名改為 :「0與1科技雜誌

BYTE」
圖書館

CH005 0與1科技雜誌BYTE 1022-9698 1022-9698 紙本: n.128 (1991.12) - n.226 (2000.02) .
1. 原刊名 :「0與1科技雜誌」

2. 自n.227 (2000.03) 起 , 本刊改以網路形式發行
圖書館

CH008 人間 ********* ********* 紙本: n.15 (1987) - n.47 (1989.09) .   停刊 圖書館

CH011 大世界人文旅遊雜誌 ********* ********* 紙本: n.165 (1993.10) - n.179 (1994) . 原刊名:「大世界休閒旅遊雜誌」 圖書館

CH012 大世界休閒旅遊雜誌 ********* ********* 紙本: n.140 (1991.08) - n.164 (1993.09) .

1. 原刊名:「大世界國際旅遊雜誌」

2. 自n.165 (1993.10) 起 , 刊名改為 :「大世界人文旅遊

雜誌」

圖書館

CH013 大世界國際旅遊雜誌 ********* ********* 紙本: n.133 (1991.01) - n.139 (1991.07) .
自n.140 (1991.08) 起 , 刊名改為 :「大世界休閒旅遊雜

誌」
圖書館

CH014 大家用電腦 1024-9923 1024-9923 紙本: n.26 (1995) - n.64 (1998.03) .
自(1998.05) 起 , 併入「電腦通PC Computing」, 刊名改

為 :「電腦應用」
圖書館

CH015 大家說英語 = Let's talk in English 1015-5899 1015-5899 紙本: (1992-2001) .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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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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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內科部

(2004-)

CH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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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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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33 中國勞工 (Clinical Labor Magazine) ********* 紙本: n.904(1992)-n.926(1993). 圖書館

CH035 中國環保 1021-3066 紙本: n.1(1989)-n.22(1995).  停刊 圖書館

CH041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023-7283 紙本: v.14(2001)-v.15(2002). 圖書館 → 精神科

CH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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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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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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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心臟內

科

CH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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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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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耳鼻喉

科

CH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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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泌尿外

科

CH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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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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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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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急診醫

學科

CH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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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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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胃腸肝

膽科(2001-)

CH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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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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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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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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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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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書館

CH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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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復健科

CH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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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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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管理部

CH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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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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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096 中華傳染病雜誌 ********* 紙本: v.9(1991)-v.10(1992). 圖書館

CH098 中華醫史雜誌 0255-7053 紙本: v.21(1991)-v.24 n.3(1994). 圖書館

CH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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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106
牛頓雜誌[中文國際版] = Newton Graphic Science

Magazine
1018-5445 紙本: n.33(1986)-n.223(2002.03). 圖書館

CH107 今日美語 ********* 紙本: (1989)-(1992). 圖書館

CH108 今日美語實用會話教材 ********* 紙本: (1986.04)-(1988). 圖書館

CH109 今日美語實況會話 ******** 紙本: (1986.04)-(1988).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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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 CH110 今周刊 ********* 紙本: n.1097(2018)- ; 只保留當年度 圖書館

CH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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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114 世界地理雜誌 1018-4481 紙本: n.41(1986)-n.232(2001). 圖書館

CH126 光華 = Sinorama 0256-9043 紙本: v.11(1986)-v.26(2001). 圖書館

CH127 休閒生活雜誌 1017-7140 紙本: n.31(1992)-n.66(1995). 圖書館

CH129 自動化科技 = Autotech Magazine ********* 紙本: n.24(1986)-n.84(1991). 圖書館

CH130 行政院衛生署公報 ********* 紙本: v.5 n.15(1986)-v.33 n.8(2003).  圖書館 → 醫教會

CH131 行遍天下 1023-0335 紙本: n.100(2000)-n.123(2001). 圖書館

CH134 汽車百科 1028-3579 紙本: n.59-62(1990), n.75-86(1992). 圖書館

CH135 汽車購買指南 ********* 紙本: n.93(1993)-n.164(1998). 圖書館

CH136 冷凍空調技術雜誌 ********* 紙本: v.4 n.4(1987)-v.9 n.5(1992.02).
自v.9 n.6 (1992.04) 起 , 刊名改為 :「中國冷凍空調雜

誌」
圖書館

CH137
冷凍與空調 = Journal of Refrigeration & Air-Conditioning

Technology
********* 紙本: n.1(2000)-n.12(2001).

由「中國冷凍空調雜誌」與「中華民國冷凍空調學會

季刊」合併而成
圖書館

CH138 育兒生活 1022-4165 紙本: n.192(1998)-n.139(2001). 圖書館

CH144 空中英語教室Basic 1015-5902 紙本: (2001). 原刊名 :「空中英語教室文摘」 圖書館

CH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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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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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贈送

CH167 花生活雜誌 1022-9736 紙本: n.55(1995)-n.78(1996). 圖書館

CH169 卓越 1011-2227 紙本: n.41(1988)-n.214(2002.6). 圖書館

紙本 CH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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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復健科

CH172 和風日語雜誌 - 初級 ********* 紙本: n.52(1996)-n.83(1998). 圖書館

CH173 和風日語雜誌 - 升級版 1022-7512 紙本: n.1(1998)-n.32(2001). 圖書館

CH175 兒童保健 ********* 紙本: v.2 n.2(1996)-v.7(2001).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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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77 美化家庭 = Sweet Home 1605-2560 紙本: n.88(1987)-n.276(2002). 圖書館

CH178 美食天下 = Gourmet World Magazine 1024-7521 紙本: n.41(1995)-n.124(2002.03). 原刊名 :「美食世界」 圖書館

CH179 美食世界 = Gourmet World Magazine ********* 紙本: n.29(1992)-n.40(1995.02). 自n.41 (1995.03) 起 , 刊名改為 :「美食天下」 圖書館

CH180 美語世界 = Jovian Bilingual Monthly ********* 紙本: n.76(1987)-n.88(1988). 圖書館

CH186 科技簡訊 : 生命科學 1013-2635 紙本: TD7901(1990)-TD8612(1997). 圖書館

CH187 科技簡訊 : 食品科技 1013-2643 紙本: TF7901(1990)-TF8612(1997). 圖書館

CH188 科技簡訊 : 資訊管理 1013-2651 紙本: TI7901(1990)-TI8612(1997). 圖書館

CH189 科儀新知 1019-5440 紙本: v.7 n.4(1986)-v.23(2001). 圖書館

CH190 科學眼 ********* 紙本: n.33(1987)-n.72(1990). 圖書館

CH192 消費者食品資訊 ********* 紙本: n.13(1991)-n.36(1996).
自(1997)起停刊 , 部分內容併入「食品工業及食品市場

資訊」
圖書館

CH193 消費者報導 = Consumer Reports of Taiwan 1020-7547 紙本: n.57(1986)-n.249(2002.01). 圖書館

CH197
高雄醫學科學雜誌 =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0257-5655 紙本: v.2(1986)-v.11(1995).

自v.12 n.1 (1996) 起 , 刊名改以英文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 高雄醫學科學雜誌」發行
圖書館

CH198 高爾夫文摘 = Golf Digest 1018-8630 紙本: n..41(1993)-n.140(2001). 圖書館

CH199 旅行家雜誌 ********* 紙本: n.54(1996)-n.74(1998.03). 自n.75 (1998.04) 起 , 刊名改為 :「超級旅行家」 圖書館

CH211 倚天雜誌 = Winnet 1024-9931 紙本: n.47(1992)-n.120(1998). 圖書館

CH214 胸腔醫學 = Thoracic Medicine 1023-9855 紙本: v.4(1989)-v.15(2000). 原刊名 :「胸腔醫訊」 圖書館

CH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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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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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23 現代管理雜誌 = Contemporary Issues ********* 紙本: n.160-163(1990). 原刊名 :「現代管理月刊」 圖書館

CH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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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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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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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28 張老師月刊 = Liring Psychology 1018-4449 紙本: n.17(1986)-n.329(2005.05). 圖書館 → 社服課

CH229 常春月刊 1017-7876 紙本: n.37(1986)-n.225(2001). 圖書館

CH230 常春藤解析英語 = Ivy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 紙本: n.114(1998)-n.161(2001). 圖書館

CH231 逍遙遊 = Happy Tours ********* 紙本: n.1(1994)-n.12(1996). 圖書館

CH232 國內外科技研討講習會報導 1013-3674 紙本: (1990). 圖書館

CH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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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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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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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46 健康Plus ********* 紙本: n.8(1997.12)-n.56(2002.03). 圖書館

CH247 健康世界 Health World 1607-7059 紙本: n.121(1986)-n.312(2001). 圖書館

CH250 普及美語 = Everyone's American English Monthly ********* 紙本: n.36(1996)-n.108(2001). 圖書館

CH255 勞農保報導 ********* 紙本: n.2(1994)-n.55(2003). 圖書館

CH257 超級旅行家 【娛樂加強版】 ********* 紙本: n.75(1998)-n.83(1998). 原刊名 :「旅行家雜誌」 圖書館

CH258 彭蒙惠英語 Advanced ********* 紙本: (2001). 衍自 :「空中英語教室文摘」 圖書館

CH259 博覽家雜誌 = Blanca 1023-3911 紙本: n.61(1997)-n.121(2002.03). 圖書館

CH260 腎臟與透析 = Kidney and Dialysis ********* 紙本: v.6(1994)-v.14(2002). 圖書館 → 腎臟科

CH264 鄉間小路 = Country Road 1015-8367 紙本: v.15(1989)-v.27(2001). 原刊名 :「農業周刊」 圖書館

CH268 新生命月刊 = New Life ********* 紙本: n.5-16(1995). 圖書館

CH273 資訊生活雜誌 = CompuLife 1024-3690 紙本: n.29(1997)-n.52(1999). 圖書館

CH279 電腦家庭 = PC Home 1561-4611 紙本: n.15(1997.04)-n.79(2002.08). 圖書館

CH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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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83 當代 ********* 紙本: n.69-80(1992).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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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84 當代醫學 = Medicine Today ********* 紙本: v.1(1973)-v.40(2013). 停刊 圖書館 → 醫教會

CH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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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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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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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291 實用空中美語文摘 = English Digest 1017-804X 紙本: (1994-2001). 圖書館

CH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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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管理部

電子 CH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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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家庭醫

學科

CH317 臺灣釣魚 1022-0550 紙本: n.57(1991)-n.175(2001). 圖書館

CH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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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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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紙本 CH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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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醫教會

CH334 遠見 = Global Views Monthly 1017-5741 紙本: n.55(1991)-n.358(2016.04). 圖書館 → 管理部

CH337 輔導季刊 = Guidance Quarterly ********* 紙本: v.37(2001)-v.39(2003). 原刊名 :「輔導月刊」 圖書館 → 社服課

CH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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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書館

CH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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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書館

CH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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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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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紙本 CH343 圖資與檔案學刊 (政大) 2221-1837 紙本: n.86(2015)- 原刊名:「圖書與資訊學刊」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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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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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349 網路通訊 1024-7262 紙本: n.27(1993)-n.127(2002). 圖書館

CH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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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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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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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CH353 衛生教育 =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 紙本: n.694(1986)-n.885(1996). 圖書館

CH358 錢雜誌 = The Personal Finance Magazine 1019-2484 紙本: n.3(1986)-n.181(2001). 圖書館

CH363 臨床牙醫學 0258-4689 紙本: v.6(1986)-v.7 n.1(1987). 自v.9 n.3 (1989.09) 起 , 刊名改為 :「牙醫學雜誌」 圖書館

紙本 CH365 臨床醫學 = Clinical Medicine 0258-4697 紙本: v.17(1986)- 圖書館 → 醫教會

CH371 嬰兒與母親 = Baby and Mother 1022-4157 紙本: n.159(1990)-n.302(2001). 圖書館

紙本 CH373 醫事法學 = Journal of Law and Medicine ********* 紙本: v.3(1990)-v.4 n.5(1991), v.15 n.3(2008)-     圖書館 → 醫教會

紙本 CH374 醫院 = Hospital 1024-106X 紙本: v.19(1986)-v.26(1993), v.30(1997), v.32(1999)-
圖書館 → 管理部

→ 贈送

CH375 醫院與電腦 = Computer in Hospital 0258-4719 紙本: n.1(1983)-n.8(1992).   停刊 圖書館

CH376 醫望雜誌 = Hope 1028-3757 紙本: n.3(1994)-n.35(2001).   停刊 圖書館

CH377 醫學文摘 ********* 紙本: n.129(1986)-n.161(1989).  停刊 圖書館

CH379 醫學教育=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1028-2424 紙本: v.1(1997)-v.13(2009). 圖書館 → 醫教會

紙本 CH382 醫藥新聞週刊 = The Taiwan Medical News *********
紙本: n.2147(1990)-n.2746(2000), n.3327(2012)-

n.3474(2014), (2018)- ; 只保留當年度
圖書館 → 醫教會

CH386 藝術家 ********* 紙本: n.164(1989)-n.320(2001). 圖書館

CH393 攝影天地 1023-8859 紙本: n.153(1989)-n.305(2001). 圖書館

CJ013 中華醫院管理雜誌 1000-6672 紙本: v.7(1991)-v.8(1992).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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