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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裝箱館藏-9
@live數位時尚(原：電腦應用） 2003-05年總1-33期；2006年總34-40,42-45期；2007年總46-48期

裝箱館藏-9
live數位時尚女性版 2004-05年總1-4期 2007年4月併於

資訊傳真
裝箱館藏-

10-11 0與1科技 1996年9月-1999年8月(總185-220期)；1999年11月-2000年2月(總223-226期) 停刊

裝箱館藏-

11-12 30雜誌 總3期(2004)- 總62,64期(2009)；總65-75期(2010) 久未收贈,下架
裝箱館藏-12 3D User電腦繪圖期刊 2003年12月；2004-2006年總16-35期 2004年9月起

訂；2006年5月

7-Lohas生活誌(原:MY LOHAS生活誌) no.55-67(2012-2013)(停刊) 原My Lohas,於

n55起改為現刊

名；
裝箱館藏-15 7-Watch情報誌 no.116-140(2012-2014) n116(2012.01)起

訂；

n140(2014.01)最
語言學習

區
ABC互動英語 2003年總17；2005年總41-42；2006年總43-48,50,51,53,54期；2007年總55-66期；

語言學習

區
All+互動英語 no.10(2005.09)-no.193(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總10期起訂

C1 Art Plus no.15-92(2013-2020) 續訂中 n15(2013.01)

裝箱館藏-15 asleisure飛鳥旅遊雜誌 no.30-35(2016-2017) 可外借； 停贈-2018下架

S4-1 AV Choice視聽玩家 總22-30期(2006-2007)

語言學

習區
BIZ 互動英語 2005no.15；2005年度精選特輯-上班族英語便利補給站；2006no.29,31-33,35-36；

2007no.37-48

裝箱館藏-12 CADesigner電腦繪圖與設計雜誌 2004-08年總197-247期 總197期起訂；

停刊
裝箱館藏-13 CAMERA攝影誌 no.14-34(2011-2014) n14(2011.01)起

訂,可外借； n34

最終刊-停

刊,2015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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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ANS藝術新聞 1998年11-12期(總16-17期)；1999年1-11期(總18-28期)；2000年1-11期(總29-38期)；2001
年1-7期(總40-46期)；2003年總66-71期；2004-2020年總72-275期；

續訂中 每年的2月刊均

會和當代藝術新

聞2月刊合刊

語言學

習區
CNN互動英語 2002年總20-24,26,27期；2003年總28-30,38期；2005年總61-63期；2005年度精選特輯-年

度經典財經新聞；2006年總64-67,70-72,74,75期；2007年總76-87期；

可外借過刊 Cool流行酷報 no.221-250(2016-2018)停刊 n161(2011.01)起

訂,可外借；停

刊,2020停訂

裝箱館藏-13 cue.電影生活誌 no.8-31(2011-2013) n8(2011.02)起訂,

可外借；

2013n31最終刊-

C1-2 DECO居家雜誌 no.57-214(2006-2020) 續訂中 總57期起訂

可外借過

刊
DFUN=設計風尚誌 no.56-75(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36(2011.01)起

訂,可外借

C2 Digital Home-數位家庭(原
PC2000)

總63-126期(2004-2009)；總127-132期(2010-2011) 總64期起更

名;2010(n127)起

月刊改為季刊；

於2011併入「PC

Diy」；2012停

S4-1 Discover Taiwan 2002-2006v.1-6
裝箱館藏-6 Download! 總74期(2006.09)-總82期(2007.05) 總74期起訂；

9606改訂「電腦

家庭」；

C2 dpi設計插畫誌(原:dpi設計流行

創意雜誌)

2006-2015no.89-197；(改名)no.198(2015)-no.242(2019)；no.243-248(2020) 總89期起訂;n198

起改為現刊名；

停刊-2020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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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

習區
EZ Japan流行日語會話誌 2003年總31-40期；2005-2015總56,57,61-180期(停刊) 總61期起訂；

2014年1月起改

為可外借期刊

(+CD)；

n180(2015.08)最

終刊-停刊

語言學

習區
EZ Talk 美語會話誌 2005年總74,80,82期；2006年總83,84,89,92-94期；2007年總95-106期；2007年《面試成

功學》特刊；

C2 e天下 2004年總10-12期

C2 e代府城 2004-05年總8-12期；2006年總16,18-20期

過期可外借 FHM男人幫 no.139-222(2012-2018)； n139(2012.01)起

訂；2017停訂-

出版社不接受訂

單；2018恢復訂

閱；2019刪訂

C2 GREEN綠雜誌 no.9-42(2011-2016) n9(2011.01)起

訂；於

no.43(2016.10)改

名"綠建築"；

裝箱館藏-14 Handmade布能布玩 no.1(2014.09) 原"巧手易"停刊

後改發行此刊；

2015停訂；

C3 Hi Vi 1996-97年總114-125期；2002-2010總187-279,286期；2011總287-297期 187期重新起

訂；2012停訂

C3 Idn國際設計家連網 1996年5,6期；2002-07年40-66期；2004特刊n.3,5 40期起訂；n66

最終刊,停刊；

C3 iLook電影雜誌 2008年9-12期；2009-2020年1-12期 續訂中

裝箱館藏-

6,10
INTER  PIONEER網際先鋒（前名:HOPE
NET光碟月刊）

1996年9,12期(總28,31期)；1997年1期-2001年10期(總32-89期)

C3 KH Style高雄款 no.2-9,no.11-24(2015-2018) 久未收贈.2020下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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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

習區
Live互動英語(含互動光碟) 2002-2012年12,13,16-140期；2016-2020年177-236期；2005年年度精選特輯-生活中最需

要的英語；

續訂中;可

外借
第17期起訂；

2014起改為可外

借期刊

可外借過刊 Living & Design住宅美學 no.17-22(2010)；no.82-125(2016-2019)；no.12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o.27(Jan.2011)起

訂；2020起M→

BM

C3-4 LOOK (看) 1998年16,18-27期；1999年28-30,36-39期；2000-07年40-132期 停刊

C4 MUZIK謬斯客古典樂刊 2007年總8,12-15期；2008-2019年總16-148期 總12期起訂；

2020停訂(2020

暫不出刊)
裝箱館藏-13 MY LOHAS生活誌(改名:7-Lohas生

活誌)
no.39-54(2011-2012) n39(2011.01)起

訂,可外借,n55

起改名為7-

Lohas

C4 NATIONAL GEOGRAPHIC(國
家地理雜誌英文版)

v.223n.1(2013)-v.238n.6(2020) 續訂中 v223n1(2013.01

)起訂；

裝箱館藏-15
NTD Life 新唐人品味生活電視月

刊(原品味生活)

n.1-2(2013) 原"品味生

活",2013改為現

刊名,期號重

計；2014停訂-

預算刪減；

可外借過

刊
O'rip生活旅人(璞石O'rip) no.46-47(2011-2016)；門諾公益特刊； n26(2011)起訂,

可外借期刊；嚴

重拖刊,2018停訂

可外借 Or旅讀中國 no.47-106(2016-2020) 續訂中；

可外借
no.47(2016.01)起

訂

C47 Par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
Redefined

試刊號 (1992)；1 期(1992) - 21 期(1994)；23期(1994)；25 期 (1994) - 336期(2020)；1996
年表演年鑑；1997年年鑑；1998年年鑑

續訂中 2021.01改版,M→

BM,原

「Performing Art

Review(PAR)」改

為「Performing Art

R d f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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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館藏-

10;可外借過

刊

PC Home電腦家庭:電腦家庭 1996年10-12月；1997年1-8月；2007年6-9月；2007年增刊15-18期；n.240-299(2016-
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於2013恢復訂

閱,並改為可外

借期刊；

裝箱館藏-15 Play偶像娛樂情報誌 no.153-173(2011-2014) n153(2011.01)起

訂；可外借

n173(2014)最終

刊-停刊；2015停

訂；

可外借過

刊
PPaper no.12 (2005.11)；no.14,18,19,22,32,33 (2006)；no.35,39,40,43,45 (2007)；no.165-

211(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105(2011.01)

起訂；2019起M

→BM；
可外借過

刊
Reader's Digest=讀者文摘英文版 v.108n.635-v.109n.644(2016) ；v.110n.647(2017)-v.118n.694(2020)；RD Classic Reads

(2013-2015)；
續訂中;可

外借
n599(2013)起訂

裝箱館藏-

18-20 RUN!PC no.32-35(1996)；no.44-59(1997-98)；no.60-67,69 -71(1999)；no.72-209(2000-2011) 2012停訂

可外借過刊 Taipei Walker no.225-284(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177(2012.01)起

訂

裝箱館藏-15 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雜誌 v.409n.8866(2013)-v.413n.8916(2014) 可外借；2014起

訂；2015停訂；

C4 Time Digest 時代文摘(原:Time時代

解讀)
2003年總85-96期；2004年總97,103期；2005年總111,113期；2006-07年總127-141期 總127期起訂

n132更名；停刊

C4 Time for Students時代新鮮人 2002年總29-31,33-36,38期；2003總39-40期；2006-07年總74,76,81-92期 總84期起訂；停

刊
可外借過刊 Travel Plus就醬玩旅行 n.1-12(2019-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1(2019)起訂

可外借過刊 TRAVELER Luxe 旅人誌 no.128-187(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68(2011)起訂

C4 Tree Valley=樹谷季刊 no.1-16(2011-2015) 停贈-2018下架

過刊可外借 VOGUE:時尚雜誌.國際中文版 no.232-291(2016-2020)；奢華年鑑(2014-2015,2017) 續訂中;可

外借
n172(2011.01)

起訂



p.6

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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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XFUNS放肆創意設計 2002年創刊號,第2期；2003-2010年3-50期 創刊號起訂；

n50(2010.10)最終

刊-停刊

S4-1 七十年代(改名：九十年代) 1978年8月(總103) 民73年3月改名

S4-1 九十年代(原：七十年代) 1995年5月(總304期)；1997年8-9月(總331-332期) 原「七十年代」

於民73.04改為

現刊名

C4 九州學刊 v.1n.1-4；v.2n.1-4；v.4n.1

C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v.1n.1(1988)；v.2n.1(1989)；v.3n.1(1990)；v.4n.1(1991)；v.5n.1(1992)；v.6n.1-2(1993-
1994)；v.7n.1-2(1995)；v.18n.4(2006)；v.19-21n.1-4(2007-2009)

C4-5 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 v.6n.1(1995抽印本)；v.8n.4-6(1997-98)；v.9-15n.1-6(1998-2004)；v.16n.1-4(2005) 停贈,9704下架

C5 人文月刊(影印本) 1930-1937年 創刊號 - 第一至八卷

C5 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原人文研究

學報1990-441x,南大學報)

2006-2012年40-46卷1-2期 原南大學報,95

年改名人文研究

學報,98年改名

人文與社會研究

學報；停贈-

2018下架

C5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卷1-4期-4卷1-4期(1999-2003)；5卷2-4期,6-10卷1-4期,11卷1、3-4期,12-21卷1-4期,22卷1
期(2004-2020)

上架贈刊

S4-1 人文雜誌 n.6(1981)；n.2,3,6(1982)；增刊(199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5 人本教育札記 1992年4-11期(總34-41期)；1993年2-4,7-12期(總44-46,49-54期)；1994-2000年1-12期(總
55-138期)；2001年1-6期(總139-144期)；2002年9-12期(總159-162期)；2003-09年總163-
242期

9809停訂；n34-

41,44-46為毛福

銘組長贈刊

(1010828)；

S4-1 人民中國 n.3(1964)；n.1,8(1979)；n.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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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人民音樂(原人民音樂-評論版) 1995-1996年總358-368期；2003-2005年總441-476期；2006-2020年總477-692期；2013年

增刊；

續訂中 原「人民音

樂」,2006年起分

版(評論版&留聲

機版)，評論版

總期號為單數

號。2009起不分

版,"人民音樂-評

論版"改為"人民

音樂",2009年1月

總期號548。551

期跳號

C6 人民音樂-留聲機版 2007-08年總504-550期 原「人民音

樂」,2006年起分

版(評論版&留聲

機版)，留聲機

版總期號為雙數

號。2009停刊

大型期

刊區
人民畫報 n.4(總94)(1958)；n.5(1959)；n.19(1960)；n.9(1961)；n.2,4,6,8,9,10,12(1962)；

n.5,7(1964)；n.1(1965)；n.11(1971)；n.3(1972)；n.11(1974)；n.12(1977)；
n.2,4,7,8,10(1978)；n.3,7,8(1979)；n.7-12(總589-594)(1997)；n.7-11(總601-606)(1998)；
n.1-12(總607-642期)(1999-2001)；no.643-858(2002-2019)

1980n1改名；

2020停訂

C6 人生月刊 v.1-14(1949-62)合訂本；

人間 v.1n.1-v.11n.42(1985-1989)

C6 人籟論辨月刊 2004年2,6期；2005年9-12期；2006-2008年1-12期；2009-2013年1-12期(56-110期)(停刊) 2005年9月起

訂；2013年12月

停刊(n110最終

S4-1 力與美 1990年第7,8期

S4-1 三三藝術 1976年九月

C7 上海工藝美術 n.1-4(1997)-n.1-4(2020)； 續訂中

C7 上海文博論叢 no.17,18(2006)；no.19,21,22(2007)；no.23-49(2008-2014) 停贈-2018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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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上海美術年刊 1983；1985

C7 上海通志館期刊 v.2n.1(1934)

C7 上海博物館集刊 (原:上海博物館館刊) n.1-7(1981-1996)；n.8(2000)；n.9(2002)；n.10(2005)；n.11(2008)；n.12(2012)； 原名"上海博物

館館刊",於n2起

改名為現刊名"

C7 上海畫報 n.1-6(總91-96)(1997)；n.2-6(總98-102)(1998)；n.1-6(總103-108)(1999)；n.1-12(總110-
121)(2000)

C7 上海藝術家(改名:上海藝術評論) n.1-6(總61-114)(1997-2005)；n.1-6(2006-2015) 2006年無總期

號,改登錄年

期；2016改名

為"上海藝術評

論"；

C7 上海藝術評論(原:上海藝術家) 2016n.1-2020n.6 續訂中 原"上海藝術

家",於2016改為

現刊名；

C7 上影畫報 (改名：世界電影之窗) 1998年總194-201期；2000-2004年總217-276期；2005年1-12期 2006起改名為

「世界電影之

窗」

C7 口述歷史 n.5(1994)；n.6(1995)
C7 大人 1970年第1-8期；1971年第9-20期；1972年第21-32期；1973年第33-42期

C7-8 大地地理雜誌 no.96,98-101,103-105(1996)；no.106,107,114-117(1997)；no.118-153(1998-2000)；no.154-
165+特別報導(2001)；no.166-208(2002-05)；no.193,194,200附圖

2005年8月停刊

C8 大成 1973-77年總1-49期；1978年總50-58期；1979年總66,68期；1980年總77,79,80,84,85期；

1981年總86,87,91,期；1982年總99-109期；1983年總110,112-121期；1984年總122-133
期；1985年總134-137,139-145期；1986年總146-157期；1987年總158-165期；1990年總

204期
裝箱館藏-9

大家用電腦 1996年9-12期(總46-49)；1997年1,2,9-12期(總50,51,58-61)；1998年1-3期(總 62-64) 1998年4月停訂



p.9

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可外借過

刊
大家健康=For All Health no.345-391(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301(2012.01)起
訂；2019年8月

起月刊改為雙月

刊；

語言學

習區
大家說英語 1998年10-12月；1999-2012年1-12月；2016-2020年1-12月 續訂中；

可外借
1998年10月起

訂；2014起可外

借；

C8 大專體育 2005-2020總81-155期； 續訂中 2013起BM→Q

C8 大專體育學刊 2005年7卷3-4期；2006-2020年8-22卷1-4期 續訂中

C8 大崎通訊 2007-2008年總1-5期；2009年7-12期；2010年13,14,16,17期；2011年19,20,22期；2012年
27,30期；2013-2015年31,32,34-38,43,46-48期；

C8-9 大眾電影 no.262-264(1962)；no.265-288(1963-64)；no.301-307(1966)；no.331-378(1981-84)；
no.403-414(1987)；no.451-462(1991)；no.475-510(1993-95)；no.524-534(1997)；no.535-
546(1998)；no.547-548,550-558(1999)；no.559-582(2000-2001)；no.583-978(2002-2020)；
2014增刊；2016增刊-影視格言

續訂中

C9 大陸雜誌 v.1-8,10-58(1950-79)；v.60n.1-6(1980)；v.61n.2,3,6(1980)；v.62n.2-5(1981)；v.63n.1-
6(1981)；v.64n.1-6(1982)；v.65n.1,2,4-6(1982)；v.66-v.81(1983-90)

S4-1 大雅 1999-2000年總5-10期

可外借過

刊
大誌=The Big Issue no.70-129(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10(2011)起訂

C9 大趨勢藝術雜誌 2001-03年總1-10期 停刊

C9 大觀 1977年第1-5期

可外借過

刊
大觀(雅墨文化出版) no.76-135(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16(2011.01)起訂

C9 小說界 1996年總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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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S4-1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n.2(總47)(198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9 山東師大學報 1996年5-6期；1997-99年1-6期；2000年1-3,5,6期；2001年1-5期

C9 山東陶瓷 no.50-73(1997-2002)；no.74-181(200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9 山海文化 no.9(1995)；no.13-17(1996-1997)；no.18(1998)-no.26(2000)

C9 山藝術(前名:炎黃藝術) no.84-93(1997) 1997年更名；停

刊

S4-1 川康渝文物館年刊 1988[民77]第7期

C15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no.3-8(1956-57)；no.154-155(1998)；no.167-171,173(2001)；no.175-178(2002)；no.181-
186(200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15-16 中外文學 no.1-18(1972-1973)；no.32,36(1975)；no.97-120(1980-1982)；no.169-174(1986)；no.181-
186(1987)；no.199-246(1988-1992)；no.257(1993)；no.263,265,267-271(1994)；
no.272,275-280,282,283(1995)；no.284-286,289,292-295(1996)；no.296-306(1997)；
no.308-310,313,317-319(1998)；no.320-415(1999-2006)；no.416-471(2007-2020)；

續訂中 2007年起改為季

刊

C16 中央月刊 1968年第一卷1,2期；1969年第一卷3-6期

S4-1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 no.43(1985)

C16-1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no.1-35,37-39,41-80(1956-1995)

C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no.1(1969)；no.2(1971)；no.3上冊,下冊(1972)；no.4上冊,下冊(1973-74)；no.5-14(1976-
1985)；no.15上冊,下冊(1986)；no.16(1987)；no.17上冊,下冊(1988)；no.18(1989)；no.19-
21(1990-1992)；no.22上冊,下冊(1993)；no.23上冊,下冊(1994)；no.24上冊,下冊(1995)；
no.25-36(1996-2001)；no.38(2002)；no.39,40,42(2003)；no.43-56(2004-2007)

n39起改為半年

刊→季刊

C17 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 1993年2卷2期；1994年3卷3期；1995年4卷1,2期；1999年8卷1期；2000年9卷2期；2001
年10卷1,2期；2002年11卷1,2期；2003-2006年12-14卷1-2期,15卷1期

停贈-2018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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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17-1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v.1(1967)；v.9(1947)；v.20下冊(1948)；v.21 part 1(1948)；v.22(1950)；v.23下冊(1952)；
v.24-27(1953-1956)；v.30上,下冊(1959)；v.31-68,v.69n.1-3(1960-1998)；v.71n.2-3(2000) ;
v.75n.3-4(2004)；v.76-81(2005-2010)；v.82-91n.1-4(2011-2020)；

續訂中

C18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no.52(1993) ；no.54-57(1994)；no.59-61(1995)；no.66-73(1997-98)；no.75-77(1999)；
no.78-161(2000-2020)

續訂中

C18 中正教育研究 2002年1卷1,2期；2003年2卷1期；2004年3卷2期；2005年4卷2期+教育研究卓越營特

刊；2006-2019年5-18卷1-2期；

上架贈刊

C18 中州今古 no.85-90(1997)；no.93-96(1998)；no.97-126(1999-2003)；no.127-132(2004)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05年停刊

C18 中亞學刊 v.1(1983) , v.2(1987)

C18-19 中原文物(原:河南文博通訊) n.1-4(no.15-38)(1981-86)；n.1-4(no.47-58)(1989-91)；n.1, 4(no.59,62)(1992)；n.1-4(no.63-
78)(1993-96)；n.1-4(no.79-82)(1997)；n.1,2(no.83,84)(1998)；no.87-216(1999-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原:河南文博

通訊(1977-1980

年), 1981年改為

現刊名

C19 中國人 1979年第一卷第1-12期；1980年第二卷第1-12期

C19 中國三峽建設 no.18-53(1997-1999)；no.54-57,60,62,64(2000)；no.66,68,70,72,74,76(2001)；no.78-
101(2002-2003)；no.102-126(2004-2007)；no.128-148-150,152(2008-2009)；no.153-
176(2011)；no.178,180,182,184,188(2012)；no.189,191,193,195,199(201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n151跳號；

2014停訂-預算

刪減；

S4-1 中國手工業 no.10(1959)；no.15(1960)

C19 中國文化 no.29-30(2009)；no.32(2010)-no.34(2011)

S4-1 中國文字 1993年新17期

S4-1 中國文房四寶 n.3,4(1995)；n.1-3(1996)

大型期

刊區
中國文物 n.1(1979)-n.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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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S4-1 中國文物世界 8-10期(1986)

大型期

刊區
中國文物報 1994-1995；n.1,18-51(總516,530-565)(1997)；n.1-95,97-102(總770-864,866-871)(2000)；

n.873-1892(2001-2010)；n.1893-1900,1906-1994(2011)；n.1995-2096(2012)；n.2101-
2122,2124-2198(2013)；n.2201-2206,2212-2225,2227-2229,2231-2251,2253-2284,2287-
2300(2014)；n.2304-2402(2015)；n.2404-2478,2480-2483,2486-2505(2016) ; n.2506,2524-
2529,2531,2534,2537-2538,2540-2544,2546-2564,2566-2597,2599-2603,2605-2607(2017)；
n.2608,2609,2611-2628,2631-2634,2636-2638,2640-2644,2646-2648,2650,2653-2661,2663-
2667,2670,2672,2673,2675,2679-2681,2684,2686,2689,2691-2701,2704-2710(2018)；n.2711-
2810(2019)；n.2811-2875,2877-2907(2020)

續訂中

大型期

刊區
中國文物報--月末鑒賞 2000年第1,2,4-9,11期(總13,14,16-21,23期)

C19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卷(1991)-5卷(1995)；16卷3-4期(2006)；17-21卷1-4期(2007-2011)

C19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創刊號(1991)-第7期(1995)；29期(2006)-38期(2011)

C19-20 中國史研究 n.1,4(總1,4)(1979)；n.1(總9)(1981)；n.1-4(總73-168)(1997-2020) 續訂中

S4-1 中國民族學通訊 第5期(民55年9月)

D1 中國共產黨早期刊物匯編 第1冊-新青年2卷5號-6卷2號(1917-1919)；第2冊-新青年6卷4號-8卷2號(1919-1920)；

第3冊-新青年8卷3號-8卷4號(1920),共產黨第1-6號(1920-1921)；第4冊-向导1-122期

(1922-1925)；第5冊-向导123-201期(1925-1927)；第6冊-人民周刊1-50期(1926-

1927),实話1-13期(1930-1931)；第7冊-鬥爭1-37期(1933-1933);第8冊-鬥爭38-73期

(1933-1934)

全套1-8冊精裝

影印本2005年複

印出版

D1 中國早期電影畫刊 全12冊，收錄23種1921-1948年間早期電影刊物(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2冊精裝影

印本2004年複印

出版

C20 中國典籍與文化 n.2(1992)；n.1-3(總20-22)(1997)；n.1-4(總24-115)(1998-2020) 續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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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20 中國油畫 n.2-4(1994)

C2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第1集(2001)
C20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6年3-4期；1997年1-3期；1998-2001年1-4期；2002年1期；2003年1-2期

S4-1 中國建設 v.2n.10(1980)；v.34n.2(1985)

C20 中國美術 創刊號(1987)；no.55-57(1996)；no.59-63(1997)；no.64-78(1998-2000)；no.79-81(2001)；

no.86,87(2002)；no.91,93(2003)；no.95(2004)

台北

C20 中國美術 n1,2(1979)；n1,2(1980)；n1,2 (總5,6)(1981)；n2(總8)(1982)；n1 (總9)(1984)；n1,2(總
10,11)(1985)

北京

大型期

刊區
中國美術報 1997年35,36期

C20 中國音樂 1981-1983年合訂本(總1-12期)；1985-1986年合訂本(總17-24期)；1987n.1-1993n.1(總25-
49)；1993n.3-1996n.3(總51-63)；1997n.1-2017n.4(總65-138,140-148)；2018-2020n.1-6(總
149-166)；

續訂中

C20-21 中國音樂學 總1期(1985)-總30期(1993)；n.1-4(總46-141)(1997-2020)； 續訂中

S4-1 中國哲學史 第1期;總13(1996)-第2期;總14期(1996)；第3期;總35期(2001)

S4-1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1990-1994年1(創),2,3,5期

C21；裝

箱館藏-15
中國旅遊 no.313(2006.07)-no.373(2011.07)；no.427-438(2016) 可外借 贈閱-Or旅讀中

國附贈；停贈-

2018下架

C21 中國書目季刊:書目季刊 v.1n.4(1967)；v.5n.2,3(1970)；v.7n.4(1974)；v.8n.3,4(1974)；v.9-v.21(1975-87)；
v.22n.1(1988)；v.30n.2-4(1996-97)；v.31-40n.1-4,v.41n.1(1997-2007)

停訂,2007下架

C21-22 中國書法 n.1(1982)；n.1-4(1986-1987)；n.1-4(1990-1993)；n.2,3(1996)；n.1,2,4-6(總57,58,60-
62)(1997)；n.1-6(總63-68)(1998)；n.1-12(總69-272)(1999-2015)；n.1(2016)-n.12(2020)；

續訂中 2016起訂閱A版,

總期號為單數；

2020起不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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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大型期

刊區
中國書畫(人民美術出版社) no.1-17,19(1979-1986)；no.29(1989)；no.34(1992)

大型期

刊區
中國書畫(中國書畫出版社) 第1集(1961)

C22 中國書畫(台北市:本刊編輯部) no.1-18(1969-70)；no.30(1972)

C22 中國紡織美術 1985年創刊,總2,3期(合訂本)；1987年總8,9,10,11期(合訂本)；1997年總49,51期；1998-
2001年總52-68期；2002年總69,70期

2003年停刊

C22-23 中國國家地理(前名：地理知識 0257-
019X)

n.2-12(1997)；n.2-12(1998)；n.1-12(1999)；n.1-9(2000)；n.10,12(2000)；n.1-12(2001-
2020)

續訂中 2000年10月起更

名,

S4-1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81年第18期

C23 中國陶瓷 n.1-2,4-6(總152,153,155-157)(1997)；n.1-6(總158-205)(1998-2005)；n.206-385(2006-
2020)；中國陶瓷藝術版試刊號(201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23 中國博物館 n.1(總2期)(1985) , n.3(總28期)(1991)；n.116-143(2014-2020) 續訂中 n116(2014)起訂

大型期

刊區
中國畫(人民美術出版社) 第2期(1958)；第1-3,12期;總4-6,15期(1959)；第4,5,6期(總19-21)(1960)

C23 中國畫(北京出版社) 1981年-1986年 總第1,2,24-42期；1988年總47-50期 1982第1期總期

為總2期，1982

第2期總期跳為

總24期

大型期

刊區
中國畫報(中國)(原:人民畫報) n.1-3,5,6,7-12(總379-381,382-390)(1980)；n.1-8,10-12(總391-398,400-402期)(1981)；n.1,3-

5,8-10,12(總415,417-419,422-424,426期)(1983)；n.1-4,6-12(總427-430,432-438期)(1984)；
n.1,2,5-12(總439-440,443-449期)(1985)；n.1-12(總451-474期)(1986-87)；1-5,7-9,12(總475-
479,481-483,486期)(1988)；n.1-3,5,7,9-12(總487-489,491,493,495-498期)(1989)；n.1-12(總
499-570期)(1990-1995)

S4-1 中國飲食文化 v.1n.1-2(2005)；v.2n.2(2006)；v.3n.2(2007)；v.4n.1-2(2008)；v.6n.1(2010)

C24 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更名：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

v.1n.4(1995)；v.7n.2-4(2001)；v.8-10n.1-4(2002-2004)；v.11n.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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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23-24 中國園林 no.49-300(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24 中國農史 no.12-15(198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1 中國電影報 總第419-446,448-454,456-469期(1997)

C24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訊(改名: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

no.112-135(1999-2004)

C24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no.62-73(1999-2004) 96年下架

S4-1 中國語文 第2期;總155(1980)

C24 中國語文學報 1959年第1期

S4-1 中國篆刻 n.1,2,4(總2,3,5)(1995)；n.1,2,3(總6,7,8)(1996)

C24 中國編織 n.1-6(總21-38)(1997-1999)

S4-1 中國論壇 第258期;22卷6期(1986)

C24 中國學人 1970年第1期

C24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n.1-10(1979-1987)

C24 中國藝術 n.1(1985)；n.2(?)；n.9,10(1993)；n.14(1995)

C24 中國邊政 no.113(1991)；no.117-118(1992)；no.144-155(1999-2002)

中國寶石 no.124-135(2020) 續訂中 no.124(2019)起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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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24 中等教育 1991年42卷4期；1992年43卷6期；1993年44卷1期；1995年46卷4期；1996年47卷1期；

1997年48卷4-6期；1998年49卷1-6期；1999年50卷1-3,5,6期；2000年51卷1期；2003年54
9809停刊

C24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no.46(1972)；no.76-81(1974)；no.82-87,90,92,93(1975)；no.94-105(1976)；no.107-
117(1977)；no.118-121,123-127,129(1978)；no.130-131(1979)

C24 中華文物學會年刊 2008-2015,2018-2020年

C24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會刊 no.37-47(1997-1999)

C24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999no.88(2000)-2008no.97(2009)；2011no.100(2012)-2012no.101(2013)；2013no.102上、

下冊(2014)；2014no.103(2016)-2016no.105(2017)；2018no.107(2020)；

C24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 (原:中
國圖書館學會會訊 )

no.140-143(2006)；no.146-158(2007-2012)； 停贈-2018下架

C24 中華音樂文化教育雜誌 no.13-15(1989),no.17(1989)-no.50(1992)；no.51(1992)-no.100(1996)；no.1-50要目

C24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原名:中
國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

v.11n.4(2005)；v.12n.1,3,4(2006),v.13-17n.1-4(2007-2011) 2005更名；停

贈-2018下架

C24 中華傳播學刊 no.16-38(2009-2020) 續訂中

C25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原:中華輔導學報) 1997年總5期；2005-2009年總18-25期 2008更名,9809停

訂

C25 中華體育季刊 19卷3-4期(2005)；20-34卷1-4期(2006-2020) 續訂中

C25 今日教育 總66-70期(2001-2005)

今周刊 no.1233,1237-1253(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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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25 內蒙古大學學報 no.98-127(1997)；no.128-199(2002-2013) 2014年停

訂-預算刪

減；

 中國期刊全文

資料庫收錄

(1994~ )；2014
年停訂-預算刪

減；

C25 內蒙古文物考古 n.3(1984)；n.4(1986)；n.5(1991)；n.6-13(1992-199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25 內蒙古師大學報 1996年第4期；1997年2-6期；1998-99年1-6期；2000年1-3,6期；2001年1-6期

C25 內蒙古畫報 no.106-129(1997-2000)

C25 公共藝術簡訊 no.1(1999.07)-no.86(2008.12), no.90-92(2009)；no.93-140(2010-2017) n.140(201

7.12)停刊

號

C25 公教資訊 1997年1卷1-3期；1998年2卷1,3,4期；1999年3卷1-4期；2000年4卷1-3期；2001-03年5-7
卷1-4期

C25 公視之友 48-117,119-228期(2002-2017) 紙本贈閱至

no.228(2017.06)-

停贈
C14-15,可
外借過刊

天下雜誌 no.183-337(1996-2005)；no.338-353,356-362(2006)；no.363-463(2007-2010)；no.589-
714(2016-2020)；特刊no.16-18(1996-1997),特刊no.200(1998),特刊no.26-36(1999-2000),特
刊no.339,25週年別冊,風格旅遊專刊；特刊no.52(2010)；環境專刊(2012)；

續訂中;可

外借
2002年7月起改

為半月刊,

C15 天津社會科學 1997年1-5期；1998-2001年1-6期
C15 天津音樂學院學報(原:天籟-天津音

樂學院學報)
總71-114,116-123期(2003-2015)；總124,126,127(2016) ; 總128-143(2017-2020) 續訂中 n76(跳號),原名"

天籟-天津音樂

學院學報",於

2013.06改為現刊

C15 天津師範大學學報(原:天津師大學報) 1996年1期；1997-2000年1-6期；2001年1-5期

C10 文化史料 no.1-8(1980-1984)

C10 文化生活 1997-2000年1(創)-20期；2001年22-26期；2002-05年27-42期；2006年44,45期；2007年

47,50期；2008年51-53期；2014年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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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文化研究 n1(創)(2005)-5期(2007)；6-7期(2008)；第6期增刊(2008)；第8-9期(2009)：第10-31期
(2010-2020)

續訂中

C10 文化視窗 1998年2期；1999年14,15期；2000-05年16-82期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no.49-54(2019-2020) 上架贈

刊；可外

借
C10 文史 v.2-39(1963-1994)

C10 文史季刊 v.1n.1-4

C10 文史知識 n.8(總86)(1988)；n.1-3,6-11(總187-189,192-197)(1997）；n.2-4,6-12(總200-202,204-
210)(1998)；n.1-12(總211-474)(1999-2020)

續訂中

C11 文史哲 n.4-6(總77-79)(1961)；n.1-3(總80-82)(1962)；n.1-6(總86-103)(1963-65)；n.1-3(總104-
106)(1966)；n.1-4(總112-115)(1975)；n.1-6(總130-135)(1979)；n.1-6(總142-207)(1981-
91)；n.4(總235)(1996)；n.6(總243)(1997)；n.4,6(總247,249)(1998)；n.2-6(總251-
255)(1999)；n.1,3-6(總256,258-261)(2000)；n.1-6(總262-279)(2001-200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1 文史哲雜誌 1990年第六卷第2,3期

S4-1 文史集刊 1948年第一冊

C11 文史精華 n1-12(總80-91)(1997)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11 文明探索 v.1-10(1995-1997)；v.40-43(2005)；v.46-47(2006)

C11-12 文物(原:文物參考資料) n7-12(總107-112)(1959)；n1-10(總113-121)(1960)；n1-12(總122-182)(1961-65)；n1-5(總
183-187)(1966)；n1-12期(總188-367)(1972-86)；n1-12(總380-703)(1988-2014)；n.1-10(總
704-713)(2015)；n.1-12(716-775)(2016-2020)；500期總目索引(1950.1-1998.1)

續訂中

S4-1 文物,考古專刊 第十九種:民間工藝 第二號:中國各地年畫研究(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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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文物天地(原:文物革命文物特刊） n.2-4,6(1981)；n.1-6(1982-83)；n.2-6(1984)；n.1-6(1985-86)；n.6(1988)；n.1-6(1989-
96)；n.1(1997)；n.1-6(總103-126)(1998-2001)；n.1-12(總127-270)(2002-2013)；總273-
354(2014-2020)；

續訂中 原名"革命文物

特刊(1972-1976

年)",1976年改

名"革命文

物",1981年改為

C13 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 v.1-8 n.1,2(1989-1996)；v.10 n.1(1998)；v.12-14 n.1-2(2000-2002)；v.15-28 n.1-4(2003-
2016)；增刊(2015)；v.29-32 n.1-6(201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2003年起半年

刊改為季刊；

2017改為雙月刊

C13 文物研究 1985；1986；1988；1990；1991；1993；1994；1995

C13 文物革命文物特刊(改名:文物天

地)

總1-4,6(1972-1976) 原名"革命文物

特刊(1972-1976

年)",1976年改

名"革命文物"

C13 文物參考資料(改名:文物) n.8,10,12(1951)；n.1-5,7,8,10-12(總53-57,59,60,62-64)(1955)；n.1-12(總89-100)(1956-
1958)

1959更名為文物

C13 文物集刊 n1,2(1980)；n3(1981)

C13 文物彙刊 創刊號-2期

C13 文物資料叢刊 n.1-8,10(1977-1987)

S4-1 文物館季訊=Art Gallery Bulletin 1981年2卷2,3,期；1982年3卷2期；1984-1985年4卷1-4期；1986年5卷1期

S4-1 文美月刊 第1-7,9,10期(1977-1978)

S4-1 文教新潮 2005年10卷3-4期；2006年11卷1-2期 2006年停刊

裝箱館藏-13
文創Life n5-11(2015) n5(2015.01)起

訂；n11(2015.08)

最終刊 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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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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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文博 n.1-6(總22-33)(1988-89)；n.1-6 (總34-39)(1990), 增刊1號-革命文物專號(1990)；n.1-6(總
40-45)(1991)；n.1-6 (總52-57)(1993), 增刊2號-玉器研究專刊(1993)；n.1-6(總58-
63)(1994)；n.1-4(總64-67)(1995)；n.1-6(總76-219)(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1 文匯月刊 n.10(總第29期)(1982)

S4-1 文與藝 文與藝78-詩歌特刊

C13 文學評論 n.2,4(1983)；n.1-6(1984)；n.1,2,4,6(1985)；n.1,2(1986)；n.4-6(1998)；n.1-6(1999)；
n.1,3,4,6(2000)；n.1-5(2001)；n.1,2,4-6(2002)；n.1-6(2003)

C13 文學評論叢刊 n.2,13,26(1979-1985)

C13 文學與美術 1976-77年1-6期

C13 文學遺產 n.1-3(1980)；n.1-4(1981-1982)；n.1,2,4(1983)；n.1-4(1984)；n.1,2,4(1985)；n.1-5(1986)；
n.1-4(1992)

C13 文學遺產增刊 n.5,12,13,15,16(1957-1983)

C13 文學遺產選集 v.1-3(1956-1960)

S4-1 文叢 1937年第1卷第2號

S4-1 文藝年報 1984(1985.10)

C13-14 文藝研究 no.7(1980)；no.107-346(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14 文藝理論研究 n.1(1985)；n.1-6(1986)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14 文藝理論與批評 no.63-206(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14 文藝論叢 no.2-7,9-12,21,22(1978-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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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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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文獻 n.1,2(1979)；n.1-4(1980)；n.1-4(1982)；n.1-3(1983)；n.1,2,4(1984)；n.3,4(1985)；
n.1,3,4(1986)

語言學

習區
日語通 2005-06年總92,95,99-114期 總99期起訂；停

刊

可外借過刊
木工家具雜誌=Wood Working &

Furniturr Digest

no.378-431(2016-2020) n318(2011.01)起

訂；2020停刊；

2021停訂

C25 比較教育 2005-2010年總59-69期 總59期起訂.9809

停訂

C25 牛頓雜誌 no.102(1991)；no.104-105,107,110,111,113,114(1992)； no.118,120,122,125(1993)；
no.253-255(2004)；no.256-259(2005)；no.260(2006)；復刊2號(2007)；

n253期起訂；

2006停刊

C25 世界汉語教學 v.29-34 n.1-4(2015-2020)； 續訂中 v29n1(2015)起

訂

C25-26 世界建築 n.1-3,5,6(總91-93,95,96)(1997)；n.1-3,5,6(總97-99,101,102)(1998)；n.1,3-12(總103,105-
114)(1999)；n.1-12(總115-366)(2000-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n290(2014)

為影印本；

C26 世界美術 n.4(1982)；n.1,2(1983)；n.1-4(總73-144)(1997-2014)；n.1-3(145-147)(2015) ; n.1-4(149-
168)(2016-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26 世界博物館巡禮 1995年1-40期；1996年41-50,73-78期；1997年79,80期

C2 世界經理文摘EMBA 2006-2020總241-412期 續訂中 總241期起訂

C26-27 世界電影 n.6(1995)；n.2,3,5,6(1996)；n.1-6(1997-2020) 續訂中

C27 世界電影=World Screen 1996年9-12月；1997-2008年1-12月；2009-2020年1-12月(481-623期)； 續訂中

C27-28 世界電影之窗(原:上影畫報；改名為

東方電影)
2006年-2010年1-12期；2011年1,3-12期；2012年1-12期 原上影畫報,2006

改為世界電影之

窗; 2010.06再改

名為東方電影。

C28 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no.12-19(2011-2012) n12(2011)起訂；

n19(2012)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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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 北方文物 n.1(no.13)(1988)；n.1-4(no.25-44)(1991-95)；no.49-146(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28-29 北方園藝 n1-6(總112-207)(1997-2009)；n1-24(總208-447)(2010-2019)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10起月刊

改為雙週刊；

2020停訂

C29 北市國樂(更名:新絲路=SiLK

ROAD)

1985-91總1-70期（合訂本一)；1996總123期；1997總125-127,130-133期；1998總134-
141,143-144期；1999總151期；2000總161-165期；2001總166-169,172,173,175期；2002-

2008起更名為

「新絲路=SiLK
C29 北京大學學報(哲) n.6(總178)(1996)；v.34n.1-6(總179-184)(1997)；v.35n.3-6(總187-190)(1998)；n.191-

280(1999-201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14停訂-預

算刪減；
C29 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歷史編 n.1(1967)
C29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原北京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年3-6期；2001年1-5期；2002年1-5期；2003年1-6期

C29 北影畫報 n.1-12(總32-1955)(1998-1999)；n.1-12(2000) 2001停刊

C29 北縣文化 no.35-48(1993-1996)；no.84(2005)

C29 北縣教育 總24,25期(1998)；總26-73期(1999-2010)；n62特刊 久未收

贈,2012.10下架

C29 北體學報 總8-18期(2000-2009)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29 古文字研究 n.3,6-11(1980-1985)

C29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no.2(1980)；no.3(1981)；no.10(1985)

C29 古典音樂 no.55-115(1996-2002) 2001/07停刊

S4-2 古建園林技術 n.3,4(總8,9)(1985)；n.4(總13)(1986)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S4-2 古籍整理與研究 總第1期=創刊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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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5 台北評論 1988年第4期

C101
台灣社會學 no.17-39(2009-2020)

續訂中

2009起訂

C101-102 台灣建築 no.48-303(1999-2020) 續訂中 1999年9月起訂,

C102
台灣研究集刊 no.103-106(2009)；no.107-128,130-172(2010-2020)

續訂中

2009起訂 ; 2010

起Q→BM
S4-2 史林 n.1(總8)(1988)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30 史前研究 n.1,2(總1,2)(1983)；n.1-4(總3-18)(1984-1987)；1988年輯刊；1989年輯刊；1990-1991年

輯刊

C30 史苑 1999年59期；2001-03年61-63期；2006年66期

C30 史耘 1995年1期

C30 史評集刊 創刊號(2002)-2期(2003)

S4-2 史潮 1977年新刊號第3期

C30 史學月刊 1957年1-12期；1958年1-6期

C30 史學研究 2002-2006年16-20期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30 史學集刊 n.1-4(總66-101)(1997-2005)；n.102-191(2006-2020) 續訂中

S4-2 史繹 1969-72年   6,7,9期

C30 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n1-4(總4-7)(1957)；n2,3-4(總9,10)(1958)；n1-4(總11-14)(1959)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30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9-2000年1-6期；2001年3-4期

C30 四川文物 n.4(總4)(1984)；n.1-3(總5-7)(1985)；n.1-4(總9-22)(1986-88)；n.1-6 (總23-28)(1989), 廣漢

三星堆遺址研究專輯(1989)；n.1-6(總29-70)(1990-96)；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專輯

(1992)；增刊-四川考古研究論文集(1996)；n.1 (總71)(1997)；n.125-172,174-214(2006-
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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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 四川建築 no.65-196(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31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 1997-99v.24-29 n.1-4；2000 v.27 n.1-3,5,6；2001 v.28 n.1-6

C31 四川畫報 n.1-6(總115-150)(1997-2000)

S4-2 外文期刊漢學論評彙目 1996年13卷3-4期(總51-52期)；1997-98年14-15卷1-4期(總53-60期)；1999年16卷彙編

本；2000年17卷彙編本

1999年改為年

刊；停刊

裝箱館

藏-14
巧手易 no.42-61(2011-2014) n42(2011)起訂；

停刊-n61最終

刊；停刊後改發

行handmade布能

布玩；

C31 巨匠美術週刊+中國系列 1992-94年1-100期(總1-100期)；(中國系列)1994-96年1-80,101期(總101-180,201期)

C31 市北教育學刊(原:初等教育學刊) no.36-49(2010-2015) 原初等教育學

刊,n36起改為現

S4-2 市師校刊 1999年創刊號

C31 本土心理學研究 1993年總1,2期；1996年總6期；1999年總11,12期

C31 民俗曲藝 no.103-210(1996-2020) 續訂中

C31 民俗畫刊 1988-1989年總1-14期合訂本

C31 民俗學 影印合訂本1-10冊(1929-1933年)

S4-2 民音所研究通訊-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民族音樂研究所所訊

2004年總1-2期

D2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山西卷 全17冊，內含37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7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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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山東卷 全24冊，內含63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24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2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天津卷 全26冊，內含80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26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2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北京卷 全34冊，內含91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34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2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四川卷 全19冊，內含150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9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安徽卷 全13冊，內含57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3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江西卷 全16冊，內含64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6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江蘇卷 全23冊，內含75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23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西北卷(含內

蒙古)

全21冊，內含68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21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河北卷 全15冊，內含31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5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河南卷 全16冊，內含50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6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浙江卷 全17冊，內含70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7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3-4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湖北卷 全31冊，內含101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31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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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湖南卷 全37冊，內含170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37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4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雲南卷 全16冊，內含86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6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4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福建卷 全18冊，內含63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8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4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廣州卷 全12冊，內含73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2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4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廣東卷 全15冊，內含71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5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4-5 民國時事文獻彙編 全40冊，內含11種刊物 全套40冊精裝影

印本,2007年複印

出版

D5 民國畫報匯編-上海卷 全100冊，內含31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00冊精裝

影印本,2007年複

印出版

D5-6 民國畫報匯編-天津卷 全40冊，內含15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40冊精裝影

印本,2007年複印

出版

D6 民國畫報匯編-北京卷 全66冊，內含14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66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D1-2 民國畫報匯編-港粵卷 全14冊，內含14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4冊精裝影

印本,2007年複印

出版

D2 民國畫報匯編-綜合卷 全18冊，內含22種報刊雜誌(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8冊精裝影

印本,2005年複印

出版

D1 民國漫畫期刊集粹 全10冊(1929-1948)，內含15種漫畫期刊(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10冊精裝影

印本,2004年複印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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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民國檔案 n95-142(2009-2020) 續訂中

C32 民族畫報 n7-12(總406-411)(1997)；n1-12(總424-651)(1999-2017)；n1-11(總652-662)(2018)；n1-
12(總664-675)(2019)；

2020停訂

C32 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1-10期(1990-1995)；21期(2010)；22-27期(2012-2019)；

C32 民族藝術 增刊-銅鼓和青銅文化的再探索(1997)；總70-157期(200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S4-2 民間美術 n.4(1986)

C32 甘肅畫報 n.1-6(總106-117)(1997-98)；n.1-5(總118-122)(1999)；n.1-6(總124-129)(2000) 停止訂閱

C32 生死學通訊(前名：生死學研究通訊) 總1,2,4期(1998-99)；總2-11期(1999-2005)；總12-13期(2007-2008)； 1999更名；久未

收贈,2014下架

S4-2 白沙學刊 創刊號(1963)

C32 交响-西安音樂學院學報 no.99-170(200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32 全音音樂文摘 第1卷創刊號(民60)-第1卷第6期(民61)；第2卷第1-12期(民62)；第3卷1-3期(民63)；

第4卷第1期(民64)-第6卷12期(民66)

C32-33 全國新書目 總558-579(1997-1998)；總581-653(1998-2004)；總654-828(2000-2013)； 原月刊,2005改為

半月刊,1999年9

月(n590)改版；
C33,可外

借過刊
全球防衛雜誌 總241-316(2004-2010)；總377-436期(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241起訂,可外

借
C33-34 印刻文學生活誌 總13-208期(2004-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總13期起訂,於

2013年改為可外

借期刊；
S4-2 吉他之友 n.9,12(1992)；n.6,9(1993)

C34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n.5(總59)(1983)；n.1-6(總139-156)(1997-99)；n.1-5(總157-161)(2000)；n.1-6(總163-
240)(2001-2013)；總247-282(2015-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34 吉林畫報 n.1-6(1997)；n.1-5(1998)；n.1-6(1999-2000)

C34 名家翰墨 1990年總1-11期；1991年總12-23期；1992年總24期；1993年總43,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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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回饋-文教基金會會訊 1999年總42-47期；2000年總49,50,53期；2001年總54-59期+特刊；2002-04年總60-77期 停贈,96年下架

語言學

習區
地球村生活日語 2006年3-6月,11,12月

C34 地理學報 n.1-6(1997-2005)；n.1-12(2006-2019)；n.1-10,12(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裝箱館藏-10
多媒體專刊 1996年9-12期(總50-53期)；19971-3,5-12期(總54-56,58-65期)；1998年1-8期(總66-73期)

S4-2 安陽發掘報告 1930年第2輯；1931年第3輯

C34 安徽大學學報 1997-2001年1-6期

C35 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總100-103期；1998年總104-106期

C35 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

1999年總108-111期；2000年總112,113,115期；2001年總116-118期

C35 安徽畫報 n1-6(總143-154)(1997-1998)；n1-6(總161-166)(2000)

C35 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 2003年總1期；2004-2006年總3-6期；2007年總8-9期

C35 成人教育學刊 2000-2002年第4-6期

S4-2 成大中文學報 n.1(1992)

C35 成大西洋史集刊 1999年第9期；2002-2005年10-13期

C35 成大歷史學報(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 no.1-6(1974-1979)；no.11-15(1984-1989)；no.25(1999)；(更名)no.26-37(2002-2009)；no.39-

59(2010-2020)；

民91年6月(n26)

改版更名為:成

大歷史學報，卷

C35 收藏 no.49-228(1997-2011)；no.229-313(2012-2015)(2012-2015.07總期號只有單數)；no.314-
378(2015-2020)；no.51-100總目錄；2003年目錄

續訂中 2012.01-2015.07

總期號只有單數

C35-36 收藏家 no.2(1993)；no.6-8(1994)；no.9-38(1995-99)；no.39-290(2000-2020) 續訂中

D1 早期中文報紙創刊號 全7冊，本書收錄948種1927-1949年具有創刊號的報紙 全套1-7本精裝

影印本，94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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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6 朱銘美術館季刊=Juming Museum
Quarterly

總30,32-67期(2007-2016) 贈閱,於n32起收

藏；停贈-2018

C36 朵雲-中國繪畫研究季刊 no.1-41,43-45(1981-1996)；no.52-68(2000-2008) 停刊

S4-2 江山多嬌 no.18,20(1983)

C36 江西社會科學 1996年第11期；1997-2001年1-12期

C36-37 江漢考古 n.1,2(總4,5)(1982)；n.1-4(總6-17 )(1983-1985)；n.1-4(總38-57)(1991-1995)；n.2-4(總59-
61)(1996)；n.3,4(總64,65)(1997)；n.1-4(總66-69)(1998)；n.1-3(總70-72)(1999)；n.1-4(總
74-129)(2000-2013)；n.1-6(總130-171)(2014-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2 江漢論壇 n.4(總56)(198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37 江蘇畫刊 n.6(總102)(1989)；n.4,6,7(總184,186,187)(1996)；n.1-12(總193-204)(1997)；n.2-12(總206-
216)(1998)；n.1-12(總217-240)(1999-2000)

停訂

C37 百姓 1981年總1-14期；1983年總41,45,47,50,55期；1984年總68-70,72-76,79,83期；1985年總

91,96,101,103,105,109；1986年總112-116,120-125,127-132,134期；1987年總135-
137,140,145-147,157期；1988年總162期

C37 百花洲 1997年1期(總101期) - 2001年6期(總130期)

C37-38 考古(原:考古通訊) n.1-12(總31-117)(1959-1966)；n.1-6(總118-183)(1972-1982)；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

報(1972)；200期總目索引(1955-1984)；n.1-12(總184-231)(1983-1986)；n.5(總
236)(1987)；n.7-12(總250-255)(1988)；n.1-12(總256-327)(1989-1994)；n.7,9,10,11(總
334,336-338)(1995)；n.1-12(總340-639)(1996-2020)

續訂中 原名考古通

訊,1959年改為現

刊名，總1-117

期(1955-1966年)

為影印本

C38 考古人類學刊:國立臺灣大學考

古人類學刊

1954年第3期；1961年總17,18期；1963-71年總21-38期；2000年總55-56期；總59-67期

(2002-2007)
自67期起

(2007.06)刊名不

再加上「國立臺

灣大學」

檢索電

腦
考古-光碟版 1955-1996 讀者電腦檢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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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 考古社刊:考古學社社刊 第1-6期(1934-1937)

C37 考古通訊(改名:考古) n.1-6(總1-18)(1955-1957)；n.1-12(總19-30)(1958) 影印本，封面提

名:考古，1959

C38 考古與文物 no.1-195,197-242(1980-2020)；100期總目索引(1980-1997)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38 考古學參考資料 n.5(1982)；n.6(1983)

C38-39 考古學報 no.1-6(1936-53)；no.7,8(1954)；no.9,10(1955)；no.11-14(1956)；no.15,17,18(1957)；
no.19,20,22(1958)；no.25(1959)；no.27-28(1960)；no.29-30(1962)；no.31-32(1963) ;
no.33-34(1964)；no.35(1965)；no.37(1972)；no.38-47(1973-77)；no.48-83(1978-86)；
no.85(1987)；no.92-131(1989-98)；no.132,135(1999)；no.136-219(2000-2020)

續訂中

C39 考古學集刊 n.1-4(1981-1984)；n.5(1987)；n.6(1989)；n.8(1994)；n.9(1995)；n.11(1997)；n.15(2004)

S4-2 考古學講座 第1,2,4,9卷(1928[昭和3])；第12,13,16,17,19,21卷(1929[昭和4])；第22,24,26,28卷(1930[昭
和5])

S4-2 自由學人 第1卷第3期(民45)

C39 自然科學博物館學報 1989年總1期；1993年總4期；2001年總14期

C39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

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1991年1卷1-2期-1995年5卷1-2期；1996年第6卷第1期

C39;裝箱館

藏-10,11,13;
可外借過刊

行遍天下=TravelCom no.285-339(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可外借過刊
行遍天下-海外旅遊、週休假期 156-229期(2004-2010) n156起

訂,2011.01兩版

S4-2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n.1(1983)；n.2(198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39 西北師大學報 2000年第1,2,4-6期；2001年第1-3,6期；2002年1-4期；2003年3-6期；2004年1-3期

C39 西北園藝-果樹專刊 n.1-4(總33-36)(1997)；n.1-6(總37-66)(1998-2002)；n.1-6(2003-2013) 於2003年改版為

月刊, 並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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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 西泠藝叢 no.1-20(1979-1989)

C39 西域研究 n.1-4(總5-118)(1992-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40 西藏研究 no.1(創刊號)-28(1981-88)；no.29,31-33(1989)；no.34-61(1990-96)；no.62-185(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可外借過

刊
住展 no.458-462(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C40 余光音樂雜誌 1996年10-12期(總165-167期)；1997-2001年1-12期(總168-227期)；2002年1-4期(總228-

231期)
停刊

C40 佛教文化季刊 n.1-14(1965-1971)合訂本；

C40 佛教藝術雜誌 1986-87年  創刊號-4期

裝箱館藏-15
完全不累收納play no.36-43(2011-2012) n36(2011)起訂,

可外借；

可外借過

刊
快樂廚房雜誌 no.106-135(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76(2011)起訂

C40 技術及職業教育=技術及職業教

育雙月刊(改名:技術及職業教育季刊)

2002年總68-72期；2003-04年總73-84期；2005年總85期； n85(2005)停刊下

架;民100年1月

復刊,改名為"技

術及職業教育季

C40 技術及職業教育季刊(原:技術及職

業教育雙月刊)

v.1-2 n.1-4(2011-2012) 原"技術及職業

教育雙月刊"於

民94停刊,民100

年1月復刊；停

贈-2018下架

C40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1998年總1期(創刊號)；2001-02年總4-5期；2003-05年總6-9期；2007年1卷1期；2008年2
卷1-3期；2009年3卷1-2期；2010年3卷3期；2011年4卷1,3期；2012年5卷1期；2014年5
卷3期；6卷1-3期,7卷1-3期(2015-2017)；8卷1-2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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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抗日戰爭期刊匯編 全40冊，收錄44種1937-1944年間出版的宣傳抗日期刊(請參考館藏查詢系統) 全套40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印

出版

C40 求索 1997年1,3-6期；1998-99年1-6期；2000年1-3,5,6期；2001年1-5期

大型期

刊區
良友畫報 合訂本共26冊  第1-172期(1926-1945年)

可外借過刊
亞洲週刊 v.30n.1-51(2016)；v.31n.1-52(2017)；v.32-34n.1-51(2018-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v25n1(2011)起訂,

可外借

C40 亞洲錄影世界 1996年第5,6期(總83,84期)；1997-2016年1-6期(總85-204期)；2017年1-5期(總205-209)；附

刊DVD數位攝影世界1-17期

no.209(2017)最

終刊-停刊；

亞洲藝術新聞(原:當代藝術新聞) no.159-191(2018-2020) 續訂中 原"當代藝術新

聞",2018.04(no.15

9)改為現刊名,期

數繼續

D1 京話日報 全12冊(第1-4043號)(2006複印出版) 全套12冊精裝影

印本,2006年複

印出版

C41 兒童文學學刊 2000年5期；2001年6期上、下卷

C41 兒童的雜誌 2001年總172-183期；2002年總184-187,189-195(停刊號) 2002/12停刊

C41 兒童發展與教育 2004年創刊號-2期 停贈,96年下架

S4-2 兒童藝術文教雜誌 第1期(1993)

C41 典藏Style 2005-07年總1-9期 停贈,2008下架

C41-42 典藏今藝術 (改名:典藏今藝術&投資) no.91-306(2000-2018)；附刊2005-2008「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別冊」 2018.04起典藏今

藝術與典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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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典藏今藝術&投資 (原:典藏今藝術) no.307-339(2018-2020) 續訂中 原:典藏今藝術

與典藏投資於

2018.04(no.307)

合刊,改為現刊

名,期數繼續

C42 典藏古美術 no.91-339(2000-2020)；附刊「玉器收藏指南-玉潤冰清」 續訂中

C43 典藏投資Art.Investment 試刊號no.3-31(2008-2010)；no.32-50(2010-2011)；no.52(2012)；no.63-125(2013-2018) n32起期數不再

加註"試刊號";於

n50起停贈;2013
C41 典藏藝術 no.3(1992)；no.22(1994)；no.33(1995)；no.51(1996)；no.52-63(1997)；no.64-71,73-

75(1998)；no.76-90(1999-2000)
n91起分為今藝

術及古美術

C47 初等教育學刊(改名:市北教育學刊) no.11(2002)；no.17-18(2004)；no.20-35(2005-2010) n36起改名為市

北教育學刊
可外借過刊

卓越雜誌 no.357-416(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307(2011)起

訂;2012.09起Q→

M

S4-2 夜鶯 1卷1-4期(1936[民25])

S4-2 宗教 總20期(1991)；總22期(1992)

S4-2 宗教學研究 第1期;總30期(1996)

C43 宜蘭文獻雜誌 no.39-42(1999)；no.43-115(2000-2018)； 上架贈刊

大型期

刊區
幸福 1964年93期

C43 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2000年1-4期；2001年1-3期

C43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原兩性平等教育

季刊)
1998年總1-5期；1999年總7期；2000年總10-12期；2001年總14-16期；2002-05年總17-
29,31-33期；2006年總34-38期；no.44-46(2009)；no.50(2010)；no.86-89(2018-2020)

n27起更名,停

贈,2008下架

可外借過

刊
放築塾代誌 no.7-66(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o.7(2016.01)起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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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明代研究 16-35期(2011-2020)； 續訂中

C43-44 明報月刊 1966年1-5,7-12期(總1-5,7-12期)；1967年1-12期(總13-24期)；1968年1-8,10-12期(總25-
32,34-36)；1969年1-3,6,7,9-12期(總37-39,42,43,45-48)；1970年1-12期(總49-60期)；1971
年1-12期(總61-72期)；1972年1-6,8-12期(總73-78,80-84期)；1973年-1987年1-12期(總85-
264期)；1988年1,9,12期(總265,273,276期)；1989年1,8期(總277,284期)；1997年8期-1998
年2期(總380-386期)；

C44 明道文藝 2003年總324,327,328,330期；2004年總334-340,342-345期；2005年總346-357期；2006年

總358,360-362,367,368期；2007年總370-372,374-377,379-381期；2008年總382-
384,387,388期

S4-2 東方 1968年19期；1970年20期；1978年3月號

C44 東方宗教研究 1990年-1994 新1-4期；1996年 新5期

C44 東方電影(原世界電影之窗) 2010年6-12期；2011年1,3-12期；2012-2020年1-12期； 續訂中 原上影畫報,2006

改為世界電影之

窗 改S4-3 東方學報 1957年1卷1期

S4-3 東方雜誌 1969年三卷2,3期

C44-45 東方藝術-大家,收藏(原專題：財經),書法,國

畫

149期(2008)- 220期(2011)；222 期(2011)-388期( 2017)；389-403,405-411期(2018)；413-424期

(2019-2020)；

續訂中 2010起原「財經」專

題改名為「收藏」

專題；本刊共分四

C45 東方藝術市場 n.1-5(1993-1996)

C45 東北師大學報 2001年第5期；2002年1-2期；2003年3-5期

S4-3 東西文化 1969年第25期

C45 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 1973-79年1-9期；1981年11期；1985年14期；1987年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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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5 東南文化 第1輯(1985)；第2-3輯(1986)；n1-3(總62-64)(1987)；n1,2,6(總65,66,70)(1988)；n1-6(總
71-76)(1989)；n1-5(總83-87)(1991)；n1-4(總89-92)(1992)；n2,3(總96,97)(1993)；n1-4(總
107-114)(1995-1996)；n1(總115)(1997)；n1-4(總119-122)(1998)；n1-6(總123-
128)(1999)；n1-11(總129-139)(2000)；n1-12(總141-176)(2001-2003)；總177-278(2004-
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45 東師校刊 1999-2001年總9-13期；2002年15期

S4-3 東師語文學刊 民87.06第11期

C46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總228-329(1997-201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14停訂-預

C46 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no.252-257(2001)；no.258-269(2002-200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46 河北大學學報 1996年總84期；1997-99年總85-96期；2000年總97-99,101,102期；2001年總104,105期

C46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 1997年總76,78期；1999年總84-87期；2000年總88,89,91期；2001年總92-95期

C46 河南文博通訊(改名為:中原文物) n.1-4(總11-14)(1980)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1981年改名
S4-3 法門寺文化研究通訊 n.5(1993)

C46 波文 1974年一卷1-5期

C41 炎黃藝術(改名：山藝術) no.33-52(1992-1993)；no.53,56,59,61,63,64(1994)；no.65-71,73(1995)；no.76,80-83(1996)

S4-3 版畫藝術 n.1(1980)

C46 社教 2002-06年總107-136期

C46 社教資料雜誌 2000年總261-269；2001-02年總270-293期；2003年總294-298期

C46 社會科教育研究 總2-3期(1997-1998)；總14期(2009)

C46 社會科學戰線 總1(創)-4(1978)；總5-16(1979-1981)；總17-18(1982)；總21-32(1983-198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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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3 社會科學輯刊 n.4(總39)(198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46 社會教育年刊 1999-2001年47-49期

C46 社會教育學刊 1998-2002年總27-31期

語言學

習區
空中英語教室文摘 1997年11,12月；1998-2012年1-12月；2016-2020年1-12月 續訂中；

可外借

C46 空間(改名:設計空間) no.69,70(1995)；no.101-124(1998-99)；no.125,126,133,134(2000)；no.135-

137(2001)；no.138,139,141,142(2002)；no.143-149(2003-04)；no.153-154(2005)

no.155起改名為"

設計空間"

C46 花師院刊 2001 no.39；2002 no.40-41；2003-2004 no.42-43

S4-3 花鳥蟲魚 第1期=創刊號(1974)

C46 花蓮教育大學學報(原:花蓮師院學報) 2001-2002年總13-15期；2003-2008年總16-27期(含綜合類、教育類) 總20期起更名；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S4-3 迎春花:中國畫叢刊 n.4(1981)

C48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4-7(1987-1989)

C48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o.6-14(1998-2006)

C48 近代史研究 no.97-240(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48 金陵學報 (合訂本) 1931-1940年 第1-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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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8 長流藝聞 1991-92年二卷總13-24期合訂本；1992-93年三卷總25-36期合訂本；1993-94年四卷總37-
48期合訂本；1995年總56,60,61,63,65期；1999年總105,107,108,109,111；2002年總147
期；2004年總173期；2005年總174,177期

C48 青海社會科學 1997-2001年1-6期

C58 南大學報 (前名：南師學報、臺南師

院學報)
1999-2001年總第32-34期；2002年總第35,36期；2003-05年v37-39n1,2(含人文與社會類、

教育類、數理與科學類)
1988年改名臺南

師院學報；2002

年更名南師學
C58 南方藝術 試刊號(1994)；創刊-第12期(1994-1995)；第17-20期(1996)；第22期(1997)

S4-3 南北極 1976年第9期(總76期)；1977年第3期(總82期)；1978年第5,6期(總96,97期)；1986年第3期

(總190期)

C58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

會科學

2000年2-6期；2001年1,3,5,6期；2002年1-6期；2003年1-3期

C58 南昌大學學報 1997-2001年1-4期

C58 南洋美術專科學院港台訪問團特

刊

1984年

C58 南開學報 n.2(1982)；n.1-6(2000)；n.1(2001)；n.1-5(2002)；n.1-5(2003)；n.1-3(2004)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58 南瀛文獻 總2輯(2003)；總5輯(2006)；總6-9輯(2008-2010)； 停贈-2018下架

C58 南瀛新象 總1(創)-34,36-40期(2006-2009)；51期(2010) 久未收

贈,2013.12下架
C58 南藝教育通訊 2001-07年總1-26期 9712下架

C58 南藝學報=TNNUA Artistica no.1(創)-no.21(2010-2020) 上架贈刊

裝箱館藏-15
品味生活(改名:NTD Life 新唐人品味

生活電視月刊)

no.14-26(2013)；改名 n14(2012.01)起

訂;2013.03改名

C65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資

傳)=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創刊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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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5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哈

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HBR)

新版1-172期(2006-2020)；HBR醫療管理專刊-是醫院 更是企業(2011)；HBR預防醫學專

刊-員工健康 公司得利(2012)；
續訂中

C66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前名：哈爾濱

建築大學學報1006-6780)
n.1-6(總109-144)(1997-2002)；總162-209(2003-2006)；n.1(2007)-n.12(201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 2003更名，期
過刊可外借

哈潑時尚.國際中文版 no.313-370(2016-2020) 續訂中；

可外借
n253(2011.01)起

訂；停刊- n312

(2015.12)最終

刊；2016.03復

刊,期數繼續；

C56-57 城市規劃 n.1-6(總119-155)(1997-2000)；n.1-12(總156-330)(2001-2014)；n.1-10(總331-341)(2015)；
n.1-12(總344-409)(2016-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n277期號重

覆2次；

n324,326為2014

增刊1&增刊2

C57 城市畫報(前名:廣東畫報) 總1-3,5,6(1999)；總7-30(2000) 1999n9更名；停

止訂閱

C57 城市發展研究 n.1-6(總15-87)(1997-2008)；n.1-12(總88-233)(2009-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09年起

BM→M；

2012.05&2012.0

6總號重覆,同為

n128；n134跳

號；n147跳號；

C58 城鄉建設 n.1-12(總267-507)(1997-2016)；總508-603(201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

(1994~);2017起

月刊→半月刊；

C48-49 室內 總19(1992)；總22-24期(1992)；總26-30期(1993)；總31-43期(1994-95)；總44-48期
(1996)；總67-76期(1998)；總77-327期(1999-2020)

續訂中

C65 屏東師院學報 1997年總第10期

C65 屏縣教育 創-12期(2000-02)；19-20期(2004)；21-83期(2005-2020) 上架贈刊 no.83起Q→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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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62 建築 n.1-12(總453-559)(1997-2005)；no.560-920(2006-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62 建築史論文集 no.1-9(1979-1988)

C62 建築技術 總13-15期(1998-2000)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62 建築師(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n.3,4(總33,34)(1989)；n.3,6(總46,49)(1992)；n.3-6(總64-67)(1995)；n.1(總68)(1996)

C62-63 建築師(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雜誌社)
no.112-113,115-120(1984)；no.123,124,127,129-131(1985)；no.136,138(1986)；
no.146,149,152,153,155,156 (1987)； no.158,160-164,166-168(1988)；no.169-172,174-
178,180(1989)； no.182-191( 1990)；no.194-196,199(1991)；no.212,215,216(1992)；
no.221-225,227(1993)；no.229,231-240(1994)；no.241,243 ,245,250-252(1995)； no.253-
259,261-264(1996)；no.265,267-269,272-276(1997)；no.277-552(1998-2020)

續訂中

C63 建築細部 v.9-13n.1-6(2011-2015)；v.14n.3-6(2016)；v.15-18n.1-6(2017-2020)； 續訂中 v.9n.1(2011)起訂

C64 建築學報 no.341-626(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S4-3 建築歷史與理論 第1-4輯(1981-1984)

C64-65 建築雜誌:Dialogue建築 no.1-115,117-136(1997-2009) 2009.12停刊

C66-67 思與言 《30年總錄集編》(1992)；《四十年總目錄及資料彙編》(2002)；v.1-30(1963-92)；

v.31n.1-4(1993)；v.32-57n.1-4(1995-2019)；

續訂中 v27起雙月刊改

為季刊,

C61 拾穗 第1-12期;總525-536期(1995)；第7-9期;總543-545期(1996)

C59-60 故宮文物月刊 n.1-64(1983-1988)；n.67-453(1988-2020)；索引 第1-10卷 (總1-120期)(1993)；索引 第10-
13卷 (總109-156期)(1997)；

續訂中 2009起月刊→雙

月刊

C60 故宮文獻 1970第一卷第3,4期

C60 故宮季刊 v.1-14 (1966-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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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61 故宮博物院院刊 總1(1958)；總2(1960)；總3-34(1979-86)；總43-66(1989-94)；總67(1995)；總79-86(1998-
99)；總87-224(2000-2020)；總目索引(1958-2004)

續訂中 2019起雙月刊→

月刊

S4-3 故宮圖書季刊 3卷2期(1972[民61])

C61 故宮學術季刊 v.3n.1(1985)；v.4n.1(1986)；v.11n.2(1993)；v.12n.1(1994)；v.13n.1(1995)；v.14-33n.1-
4,v.34n.1-3,v.35-36n.1-4(1996-2019)；

2020停訂(暫無

出刊通知)

C65 星海音樂學院學報 總90-161期(200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3 春風畫會 1971年第1輯

語言學

習區
活用空中美語 2002年3月；2006年7-12月；2007年1-12月

可外借過

刊
皇冠 no.743-802(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683(2011.01)起

訂,可外借期刊

S4-3 研究生 1972年 創刊號

C61 研習資訊 1996-97年13卷3期-14卷3期合訂本；1997-98年14卷4期-15卷3期合訂本；1998年15卷5
期；1999年16卷1,3-6期；2000-05年17-22卷1-6期

可外借過

刊
秋刀魚 no.7-30(2016-2020) 續訂中；

可外借
no.7(2016.01)起

訂；2018起BM

→Q；

C68 秋水詩刊 2002-2006年115-131期 停贈,2008下架

S4-3 科技史文集 第2輯(1979),第3-5輯(1980),第7輯(1981),第8-9輯(1982)

C67 科技博物 v1-3n.1-6(1997-1999)；v4n.1-3,5,6(2000)；v5n.1-6(2001)；v6n.1-6(2002)；v7-14n.1-
4(2003-2010)

2011起改發行電

子版

C68,可外借過

刊 科學人 試刊紀念版(2002)；特1號(2003)；總2,3,6-106期(2002-2010)；總167-226期(2016-
2020)；2008特刊-全球暖化與能源危機特別企劃；特輯-走過演化(2012)；

續訂中;可

外借
n.7(2002.09)起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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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68 科學月刊 總201期(1986)；總417-612期(2004-2020) 續訂中 n417起訂,

C68 科學與文化 no.100-244(1997-2012) n143跳期；

n244(2012.12)最

終刊；2015停
S4-3 美育 (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 2001-02年總38-39期 94/01/03下架

C51-52 美育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no.1-18(1989-1991)；no.19-21,23,25-30(1992)；no.31-66(1993-1995)；no.67-
73,76,78(1996)；no.79-184(1997-2011)；no.185,190(2012)；no.191-238(2013-2020)；

上架贈刊

C52 美育学刊 v.3n.4(no.11)(2012)；v.4n.1-6(no.14-19)(2013)；v.5n.1-4(no.20-23)(2014)；v.6n.1-4(no.26-
29)(2015)；v.7n.1,3-6(no.32,34-37)(2016)；v.8n.1(no.38)-v.10n.1(no.50)(2019)；
v.10n.3(no.52)(2019)-v.11n.5(no.60)(2020)

停贈-2018下架

大型期

刊區
美哉中華畫報月刊 1969年總10期-1970年總26期；1971年總28-34期；1972年總39-43,45-50期；1973年總51-

55期；1975年總78期；1979年9期(總131期)；1981年12期(總158期)；1982年4,6期(總
162,164期)；1983年2期(總172期)

C52 美苑 -魯迅美術學院學報(改名:藝

術工作)

n.1-6(總84-196)(1997-2015)；改名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  n127重覆兩

期；2016改名

S4-3 美國研究 v.17n.4(1987)；v.18n.1,3,4(1988)；v.19n.1,2(1989)

C52 美國職籃聯盟雜誌中文版 2006-07年131-142期 停訂

C52-53 美術 n.1-12(1954-1956)；n.2,3(1958)；n.4,12(1959)；n.1-12(1960)；n.1-6(1961-1965)；
n.1,2(1966)；n.1,5(1976)；n.1-6(1977-1978)；n.1-6,10(979)；n.1-12(1980-1986)；n.1-
12(1989-1994)；n.3(總339)(1996)；n.1-12(總349-360)(1997)；n.2-12(總362-372)(1998)；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53-54 美術大觀 n.1-12(總109-120)(1997)；n.3-12(總123-132)(1998)；n.1-12(總133-396)(1999-2020) 續訂中

S4-3 美術之友 n.4(198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S4-3 美術文獻 第1-3輯(總3-5輯)(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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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C54 美術史論 總13-20(1985-1986)；總29-52(1989-1994)

C54 美術年刊 1994年

櫃台,

S4 3
美術季刊 1973年1(脫頁),2期 1973n.1脫頁

C54 美術界 n.1-6(總128-154)(1997-2000)；n.1-12(總155-274)(2001-2010)；no.275-285(2011)；no.287-
394(2012-2020)；

續訂中

C54-55 美術研究 n.1(1957)-n.4(1958)；n.1(1979)-n.4(1986)；n.1(1988)-n.4(1994)；n.1(no.85)(1997)-
n.4(no.156)(2014)；n.1-5(no.157-161)(2015)；n.1(no.163)(2016)-n.6(no.192)(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55 美術家 n.創刊,2,3,5(總1-3,5)(1978)；n.1-6(總6-11)(1979)；n.1,2,4,5,6(總12,13,15-17)(1980)；

n.1,2,3,4,6(總18-21,23)(1981)；n.1-6(總24-41)(1982-1984)

C55 美術與設計(前名:藝苑美術版1044-
2709)

n.1-4(總71-74)(1997)；n.2-4(總76-78)(1998)；n.1-4(總79-82)(1999)；n.1-4(總83-
114)(2000-2007)；n.1-6(總115-132)(2008-2010)；n.1-6(總133-162)(2011-2015)；n.1-6(總
169-192)(2017-2020)

續訂中 1999年更名,

C55 美術論集 n.1-2(1982-1983)；n.4(1986)

C55 美術學報(中華民國畫學會) no.1(創),3,4,5,11,13-31(1966-1999)

C55 美術學報(廣州美術學院) no.2(1980)；no.3(1982)；no.5(1983)；no.7(1986)；no.8-13(1987-92)；no.15-21(1994-
97)；no.52 (2008) - no.63(2010)

C55 美術叢刊 no.1-29(1978-85)；no.33,34(1986)

C55-56 美術嚮導 no.65-148(1997-2010)；no.149,151,153,155,157,159(2011)；
no.161,163,165,167,169,171(2012)；no.172-177(2013)；別冊no.129,132,133,135；no.1-
6(2014改版,刊期重計)；no.1(201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14改版,刊

期重計n1；停

S4-3 美術雜誌 1972年16,17,19,24期

S4-3 美術譯叢 v.36 n.1(總36期)(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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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56 美術觀察 no.14-98(1997-2003)；no.100-304(2004-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65 英美文學評論 創刊號(1993)；no.2(1995)

C67 重慶師院學報 1997-2001年1-4期

C50 音像世界 總111-122(1997)；總124-134(1998)；總135-158(1999-2000)；n.1-12(2001-2009) 2010停刊

C50 音樂月刊 no.168-227(1996-2001)

C50 音樂年代 (前名:音樂時代) no.1(1984),no.2,4-13(1995),no.16(1996)-no.61(2000)； 停刊

C50 音樂研究 n.1-4(總72-75)(1994)n.1-4(總84-127)(1997-2007)；n.1-6(總128-205)(2008-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3 音樂研究學報 1997年總第6期

C51 音樂探索 n.2,3(no.55,56)(1997)；n.1-3(no.58-60)(1998)；no.62-64(1999)；no.66-149(2000-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51 音樂與音響 1996年269-272期；1997年273-280期

S4-3 音樂與藝術 第1(創刊號)-2期(1984)

C51 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 no.92-163(200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51;裝箱館藏

16-17;可外

借過刊

音響論壇 no.165(2002)；no.182-387(2003-2020)；特刊「高級音響精品錄」；「200期紀念別冊n.1-
2」；「no.213別冊」；「年度音響100強特刊」；「2007上半年器材龍虎榜」；「2016

特輯-走過演化」；

續訂中;可

外借
n182起訂,

S4-3 風光 1978年11月號(總33期)

裝箱館藏-14
食尚玩家 no.335-361(2016-2017) 可外借 n205(2011.01)起

訂,可外借期

S4-3 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 1985年1卷1期

S4-3 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會刊 1960；1962-64；1965-66；1965；1971-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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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68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

報

一卷-十四卷(1968-83年)

C68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 1973第1卷；1974第2卷1期；1975第3卷1,2期

裝箱館藏-7
倚天 1996年9-12月；1997年1,2月

C68 原住民教育季刊 2001年總22-24；2002-04年總25-36期 停贈,96年下架

S4-3 哲學研究 n.2(1979)

C70 哲學與文化 2003-04年總350-357,360-361期

C70 哲學論集 1998-99年總31-32期；2002-03年總35-36期；2005年總38期；2007年總40期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70 唐代文學 n.1(1981)

C70 唐代文學論叢 n.1-9 (1982-1987)

S4-3 家庭教育 1998年創刊號, 第2期

C69 師大學報(原: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

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
1998年43卷2期；2000年45卷；2001-02年46-47卷1-2期；2003年48卷1期；2004-2009年
49-54卷1-2期；2010年55卷1-2期；2011年56卷1期；2012-2020年57-65卷1-2期；

98年下架；

2016.11"師大學

報-語言與文學

類"更名為"師大

學報"；

C69 師大學報-科學教育類 1998年43卷2期；1999-2002年44-47卷1-2期；2003年48卷1期；2004年49卷1-2期；2005
年50卷2期；2006-07年51-52卷1-2期；2008年53卷1期；

98年1月起與教

育科學研究期刊

合併。98年下架

C69 師大學報-數理與科技類 2000年45卷；2001年46卷1-2期；2002年47卷1-2期；2006年51卷1期； 2009年6月停贈

下架

C69 師友 總364,365期(1997)；總405-416期(2001-2002)；總435-506期(2003-2009) 9809停訂

C69 師說 總143-144期(2000)；總151-160期(2001)；總161,162期(2002)；總188-211期(2005-2009)； n151起訂,9809停

刊

C70 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原:徐州師範學

院學報1005-8648)

1996年第4期；1997-2001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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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S4-3 時代生活 1991年第89期

C70 時代建築 n.1-4(總42-61)(1997-2001)；n.1-6(總63-157,159-176)(2002-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70 時代新聞周刊 1986年總第1-10期合訂本

C70-71 書法 n.1-3(總1-3)(1978)；n.1-6(總4-51)(1979-86)；n.1-4,6(總52-55,57)(1987)；n.1,3-6(總58,60-
63)(1988)；n.1-6(總64-69)(1989)；n.2-6(總71-75)(1990)；n.1-6(總76-99)(1991-94)；
n.1,2(總100,101)(1995)；n.5,6(總110,111)(1996)；n.1-6(總112-135)(1997-2000)；n.1-12(總
136-255,257-375)(2001-2020)；no.1-100總目錄

續訂中

C71 書法之友 n.1-6(總9-14)(1994)

C71 書法研究 n.1-2(總1-6)(1979-1981)；n.1-4(總7-18)(1982-1984)；n.1,2,4(總19,20,22)(1985)；n.1-4(總
23-30)(1986-1987)；n.1,2,4(總31,32,34)(1988)；n.1-4(總35-50)(1989-1992)；n.1-6(總51-
62)(1993-1994)；n.1-4,6(63-66,68)(1995)；n.6(總74)(1996)；n.1-2,4-6(總75,76,78-
80)(1997)；n.1-6(總81-134)(1998-2006)；總135-140(2007)

總140最終刊,停

刊

S4-3 書法與藝術 1988年第7期

C71 書法賞評 n.1-4(總40-51)(1997-1999)；n.1-6(總52-107)(2000-2008)；n.1-6(2009-2019)；n.1-
5(2020)；

續訂中 no.98跳號,2009

無總期,改登錄

年期

C72 書法叢刊 總1,2(1981)；總3-5(1982)；總6-7(1983)；總8(1984)；總9(1985)；總10,11(1986)；總

12(1987)；總13-16(1988)；總17-20(1989)；總21,22(1990)；總29-31(1992)；總33-
34(1993)；總38-40(1994)；總41-48(1995-1996)；總49-76(1997-2003)；總77-172(2004-
2019)；總173-178(2020)

續訂中

C72 書畫藝術（前名：書法藝術） n.1,2(總25,26)(1994)；n.1-6(總43-66)(1997-2000) 1997年第5期(總

47期)為書畫合

版試刊；1998年

第6期(總54期)改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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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72 書畫藝術學刊 總2-29期(2007-2020) 上架贈刊 2008起上架

C72 書與畫 n.1(總1)(1982)；n.1-2(總2-5)(1983-1984)；n.1-4(總6-13)(1985-1986)；n.2,3,5,6(總
23,24,26,27)(1989)；n.1-6(總28-33)(1990)；n.1,2,4,5,6(總34,35,37-39)(1991)；n.1-6(總40-
45)(1992)；n.1-4,6(總46-49,51)(1993)；n.3-5(總54-56)(1994)；n.2-6(總59-63)(1995)；n.1-
6(總64-87)(1996-1999)；n.1-12(總88-339)(2000-2020)

續訂中

C73 書譜 1974-77年  第1-19期；1978年第20-23,25期；1979年第28期；1981年第43期；1983年第

55期；1984年第57期；1986年第71期

C73 殷都學刊 (合訂本) n.1-4(1982)；n.1-4(1984)；n.1(1986)-n.4(1989)；n.1(1991)-n.4(199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 2004年第六輯

C73 浙江師大學報 1993-1997年18-22卷1-6期；1998年23卷1-6期+23卷增刊；1999年24卷1-6期；2000年25卷
1-3,5,6期；2001年26卷1-4期

C73 浙江畫報 n.1-6(總160-165)(1997)；n.2-6(總167-171)(1998)；n.1-6(總178-183)(2000) 停止訂閱

C73 浙江學刊 1997-2001年1-6期

S4-3 海外華人研究 1992年第2期

S4-3 海外華人研究通訊 1992年第1期

C73 海交史研究 總2-6(1980-1984)；n.1-2(總7-8)(1985)；n.1-2(總11-28)(1987-1995)

S4-3 海洋文藝 1978年第5卷第2期

C73 消費者報導 總270-272期(2003)；總273-283期(2004)；總287-296期(2005)；總297-476期(2006-2020) 續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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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C73 珠海學報 1985年第14期

C73 珠寶世界 總19-96期(2007-2020) n19起訂；

no.96(Nov. 2020)

C74 珠寶界 1998-2003年總45-65期 停刊

S4-3 班級經營 1999-2000年第4卷第1-4期

C69 破 1997年第65-72,83號；1998年試刊1,2號；1998年復刊1-40號；1999年復刊第41-91號；

2000年復刊第92-138,140-141號；2001年復刊第142-153,155-191號；2002-04年復刊192-
342期；2005年復刊343-366,368-392期；2006年復刊393-442期；2007年復刊443-477,479-
481,483-492期；2008年復刊493-503期

停贈,97下架

S4-4 草堂 n.5(1983)

裝箱館藏-
12,13;可外借

過刊

財訊 總272期(2004)；總275,282-285期(2005)；總286-362(2006-2010)；494-623期(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282起訂,981028

起改為雙週刊

裝箱館藏-13
財訊-財富人生Wealth 2006年 1-10期 停贈,下架

S4-4 陝西師大學報 no.30(1981)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74 陝西畫報 n.1-6(總73-78)(1997)；n.1-6(總79-84)(1998)；n.1-6(總85-90)(1999)；n.1-6(總91-96)(2000) 停止訂閱

C74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 1994年第一輯；1996年第三輯；1997年第四輯；2000年第七輯；2001年第八輯

C74 高中教育 1998年總1,2期；1999年總4-9期；2000年總10-15期

裝箱館藏-15
高校誌=Koobii高校誌(原:高校の誌) no.4,7-31(2011-2014)；25週年黃金紀念專刊 (2013) 2012起訂,可外借

期刊；no.31最終

刊-停刊；2015

C74 高等教育 v.2n.1(2007)；v.3n.2(2008)；v.4n.1(2009) 9809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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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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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4 高雄文獻 v.1-3n.1-4(2011-2013)；v.4-8n.1-3(2014-2018)；v.9-10n.1-2(2019-2020)； 上架贈刊 2019起1年三次

刊改為半年刊；

C74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刊 總1-4期(2001-2006)；總6期(2011)；總7期(2013) 停贈-2018下架

C74 高雄畫刊 2000年4月；2002年市政專刊2-5；2003市政專刊1-6；2004市政專刊1-6；2005市政專刊

1-6期；2006-07年1-6期；2008年1-6期；1-9期(2009-2010)；1-14,16-25期(2011-2014)；
2008n6於98年3

月出版；2015下

架-改出版KH

Style高雄款；

C74-75 高傳真視聽 總240-243期1996)；總244-421期(1997-2017)；總422(2018.05)-總429期(2019)； n.422最終刊-停

刊；2018停訂；

n.423(2018.07)起

停刊後又出刊

C75 乾坤詩刊 2003-06年25-40期 停贈,2008下架

可外借過

刊
健康2.0(原:健康兩點靈) no.52-74(2016-2017) 可外借 n8(2011)起訂,可

外借期刊;Q→

BM(2012)→
C75 健康世界 2004年總345-348期 n345起訂

2005/09起停止
S4-4 動畫世界 n.1-11(總32-42)(1997)

C75 動腦 總365-536期(2006-2020) 續訂中 總365期起訂,

裝箱館藏-16-
17；可外借

過刊

商業周刊 總835-838期(2003)；總961,986-1205(2006-2010)；1468-1728期(2016-2020)；一畝田總裁

(2010)
續訂中;可

外借
n986起訂,

C75 國文天地 總232-427期(2004-2020) 續訂中 n232起訂

S4-4 國文月刊 第61期(民36)

C76 國史館學術集刊 總1-15期(2001-2008)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76 國史館館刊 v.1n.2,3(1948)；復刊n.1(1987)；復刊n.22-43(1997-2007)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p.49

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76 國外社會科學文摘(前名：現代外國哲

學社會科學文摘)
n.1-12(總200-465)(1997-2019) 2000更名；2019更

名為「國外社會科

學前沿」

國外社會科學前沿(前名：國外社會科

學文摘)

no.466-487(2019-2020) 續訂中 原「國外社會科學

文摘」2019.03改為

現刊名；

C76 國外社會科學論文索引 n.1-6(總107-112)(1997)

C76 國民教育研究集刊 1998年總6期；1999年總7期；2001年總9期；2002年總10期；2004年總12期

S4-4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復刊第1號(民36年3月)-第1卷第4號(民36年12月)；新1卷第3期(民57年1月)

S4-4 國立社會教育機構業務統計年報 民國87-88年(民88-89)；民國90年(民91)

C7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刊 總64-73期(2005-07)；總74-78,80-99期(2008-2020) 上架贈刊

C76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 總1-38期(1998-2014) 停贈-2018下架

S4-4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集刊 第1期(民92) 停贈,96年下架

C7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刊 1997-1999年總15-20期

C77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改名：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

總12-14期(1999-2001)；總15期(2002)(含數理科技教育類及教育類共2本)；16-17卷1,2期
(2003-04)(每期含數理科技教育類、人文藝術類、教育類等共3本)」

2005v.18n.2改名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報」並衍

生為「人文藝術

類」,「教育

類」,「數理科

技教育類」

C7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原:臺
北師院語文集刊)

總3-9期(1998-2004)；總10-38期(2005-2020) 上架贈刊 2005更名

C7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原:國立臺

北師範學院學報),(再改名:教育實踐與

研究)

「人文藝術類：18-19卷1-2期((2005-06)」、「教育類：18-19卷1-2期((2005-06)」、「數

理科技教育類：18-19卷1-2期((2005-06)」。

2007起更名為

「教育實踐與研

究」

S4-4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年報 2002-03年第1-2期 停贈,96年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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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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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7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no.3-32(1951-1983)；no.34-37(1985-1988)；no.40(1993)

C77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原：美術史研究集刊)

no.1-11(1994-2001)；no.13(2002)；no.14-49(2003-2020) 上架贈刊 2006n21起將原

刊名「美術史研

究集刊」更正為

「國立臺灣大學

美術史研究集

刊」

C77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n.3(1976)

C77 國立臺灣博物館年刊(前名：臺灣省

立博物館年刊)

v.40- 47(1997-2004) 1999更名；自民

94年6月起與

「國立臺灣博物

館年刊」合併為

國立臺灣博物館

學刊

C77 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源自:國立臺

灣博物館年刊)

v.61n.2-3(2008) ；v.62-72n.1-4(2009-2019) ；v.73n.1-3(2020)；專題論著第14輯:臺灣鮭魚與

櫻鮭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輯(03.2010)；

上架贈刊 源自:國立臺灣

博物館年刊

C77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學報 總8-16期(2001-05)；總18-24期(2006-2011)； 2008更名"國立

臺灣體育大學

(臺中)學報 "

2010又改回原刊

名；久未收

C78 國立編譯館館刊 1997年26卷2期；1998年27卷1-2期；1999年28卷1期；2000年29卷1期；2001年30卷1/2
期；2003年31卷復刊號；2004-2007年32-35卷1-4期；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78 國立歷史博物館年報 1997年(創刊號),1998年,2000年,2002-2011年 停贈-2018下架

C78 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 no.8-11(1998)；no.12,13(1999)；no.16(2000)；no.23(2002)；no.24(2003)；no.34(2006)；
no.35-44(2007-2011)

停贈-2018下架

C78 國風報(影印本) 宣統2年(1909年)1-35期；宣統3年(1910年)1-17期

C78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會訊 no.1-22(199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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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刊訂購

狀況
備　　註

C78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2001年7-12期(n9,12附圖)；2002年1-12期(n2,5,9,10附圖)；2003年1-12期(n3,5,7,12附
圖)；2004年1-12期(n4,7,8,12附圖)；2005年1-12期(n4,6,12附圖)；2006年1-12期(n4,6,10-
12附圖)；2007年1-12期(n5,8,10,12附圖)；2008年1-12期(n5,8,12附圖)；2009年1-12期(總
97-108期)(n103附圖)；2010年1-12期(總109-120)(n112,118,119附圖)；2011年1-12期(總
121-132期)；2012年1-9期(總133-141)

2001年9月起

訂；2012年10月

停刊,n141最終

刊；

C78 國教之友 2000年總556,558,559期；2001年總560,562,563期；2002-05年總564-577期 停贈,2008下架

C78 國教世紀 1998年總182,183期；1999年總184-186期；2000年總192,193期；2001-05年總194-216期 停贈,2008下架

S4-4 國畫家 n.1-3,5,6(總1-3,5,6)(1993)；n.3,4(總21-22)(1996)

S4-4 國靖設計 n.1-4(2009)合訂本；n.5(2010)

C78 國際音樂交流 n.1-6(總14-19)(1997)；n.1-6(總20-25)(1998)；n.1-11(總30-40)(2000)；n.1-12(總41-
57)(2001)；總58-70(2002)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跳期,無

49,51,53期；

C78-79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1卷1-3期(2003)；2卷1-4期(2004)；3卷1期(2005)；4-18卷1-2期(2006-2020)； 上架贈刊

C78 國樂新絲路(原:新絲路) 總31-38(2013-2014) 原「新絲路」

2013.04起改版改

名為現刊名,BM

→Q,總期繼續；

停贈-2018下架

C79 國學季刊 第二卷1,2,3期(1925-30年)；第三卷1-4期(1932年)；第四卷2-4期(1934年)；第六卷1期

(1936年)

語言學

習區
專業全民英檢中級,中高級月刊 2005年總50-52期；2006年總53,56期

語言學

習區
常春藤生活英語 2005年總22期；2006年總33,36,38-43期；2007年總44-55期；

語言學

習區
常春藤解析英語 2005年總207-209期；2006年總210,215-221；2007年總222-231,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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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可外借過刊
康健雜誌 no.242-265(2019-2020)；身體百科:乳房100問完全解答(2020.09) 續訂中;可

外借
no.242(2019)起訂

C79,可外

借過刊
張老師月刊 總297-396期(2002-2010)；總457-516期(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297起訂,

S4-4 教育文粹 第29期(民89)

C79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創刊號(2006)；no.6-20(2008-2016)；no.24-28(2018-2020)； n6起編目上

架,2010下架

C79 教育政策論壇 第4卷第1-2期(2001)；8卷1期(2005)；9卷3-4期(2006)；10-11卷1-4期(2007-08) 9卷1期起由半年

刊改為季

刊;9809停訂

C79 教育研究 總5-17期(1997-2009)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79 教育研究月刊 總137-184期(2005-2009) n137起訂,9809停

訂

C79 教育研究集刊 1997-01年第38-47期；2002年48卷1-2期；2005年51卷3-4期；2006年52卷1,2,4期；2007-
2008年53-54卷1-4期；2009年55卷1-2期

9809停訂

C79 教育研究資訊(改名：當代教育研究) 8卷第4-6期(2000)；9-12卷1-6期(2001-04) 2005v13起更名

C79 教育研究學報(原:南大學報-教育類) 40卷1-2期(2006)；41-46卷1-2期(2007-2012) 停贈-2018下架

C79-80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原:師大學報-教育

類1681-3138)

1998年43卷2期；1999-06年44-51卷1-2期；2007-08年52-53卷1-3期；v54-63n1-4(2009-
2018)

2009v54n1改

名；2019起改為

線上全文閱讀；

C79 教育科學期刊 2001年1卷1-2期；2002年2卷1期；2004年4卷2期

C79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簡訊 1995年9月,12月；1996年1-7月,11月；1997年1,2,3,8,9,11月；1998年2月,5月；1999年2
月,3月,5月

C80 教育資料集刊 總25-30輯(2000-05)；總31-32輯(2006)；總33-64輯(2007-2014)； n32起改為季

刊；停贈-2018

C80 教育資料與研究 no.13(1996)；no.14-17(1997)；no.23-25(1998)；no.26,29-31(1999)；no.32-68,71-115(2000-
2014)；2007年專刊；

停贈-2018下架

S4-4 教育實習輔導 第4卷第3期(總16期)(民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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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C80 教育實踐與研究(原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學報；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

20卷2期(2007)；21-33卷1-2期(2008-2020) 上架贈刊  

C80 教育與心理研究 31卷3-4期(2008)；32卷1-2期(2009) 31卷3期起

訂,9809停訂

S4-4 教育與文化 no.223/224(1959)

C80 教育廣播月刊 2000年總79,88期；2001年總89,91-98,100期；2002-05年總101-148期；2006年總149,151-
160期；

C80 教育學刊 1998-2007年14-29期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80-81 教師天地 總95-97期(1998)；總98-100,102(1999)；總105,107,108期(2000)；總110-127期(2001-
03)；總128,131-133期(2004)；總134-155,157-187期(2005-2013)；2007「教育專業年特

刊」；

停贈-2018下架

S4-4 淺草 1卷1-4期(1923-1925)

D1 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全13冊 全套13冊精裝影

印本,2001年複印

出版

C81 清華學報  (北京) v.1-14(1924-47)

C81 清華學報  (新竹) 新v.7n.2(1969)；新v.14n.1-2(1982)；新v.20n.2(1990)；新v.21n.1-2(1991)；新v.22n.1-
4(1992)；新v.23n.1,3(1993)；新v.41n.4(2011) ；新v.42n.1(2012)

S4-4 現代文學 1965年第25期；1977年復刊第2期

S4-4 現代佛學 n.2(總140)(1964)

C81 現代美術(原:臺北市立美術館館刊) no.21,22(1988)；no.26,27(1989)；no.28,29,31,32(1990)；no.34-39(1991)；no.40-
42,44,45(1992)；no.46-199(1993-2020)

續訂中 原刊名「臺北市

立美術館館

刊」,民77年8月

(n20)改為現刊

名；2014B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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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C81 現代美術學報 總2-16,18-30期(1999-2015) 久未收贈,2020下

架

C81 現代書法 n.2-6(總25-29)(1997)；n.1-6(總30-35)(1998)；n.1-6(總36-41)(1999) 2000停刊

C81 理工研究學報(原:南大學報) 40卷1-2期(2006)；41-44卷1-2期(2007-2010)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裝箱館藏-1

理財週刊 2004-2005年總211-244期 停贈,下架

裝箱館藏-1-

2 第三波X-magazine(前名：第三波) 1996年9-11期；1997年9-12期(總181-184期)；1998-2000年1-12期(總185-220期)；2001年
1-9期(總221-229期)

停刊

C81 終身學習 1999年總21,22期；2000-02年總23-37期

C81-82 設計 總113-196期(2003-2017) 停刊-2019停訂

C46 設計空間(原名:空間) no.155(2005) 原"空間",於

n155(2005)改為

C82 設計新潮 n.1-6(1997)

C82 設計學報 v.1n.1(1996)；v.2-6n.1-2(1997-2001)；v.7-8n.1-3(2002-03)；v.9n.1-4(2004)；v.16n.1-
4(2011)

停贈,2008下架；

v16(2011)起訂

閱；2013停訂
S4-4 責善半月刊 1940年第一卷4,7-12期；1941年第二卷13-24期

C82 通識教育 v.1n.3,4(1994)；v.2n.3(1995)；v.3n.3,4(1996)；v.4n.1-4(1997)；v.5n.2(1998)；
v.6n.4(1999)

S4-4 通識教育年刊(改名：通識教育學報) n.2(2000)；n.6(2004) n7(2005)改名

S4-4 通識教育學報(原:通識教育年刊) no.7(2005)；no.15-17(2010-2012)

S4-4 通識論叢 2003-2004年總1-2期 停贈,96年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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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C82 造形藝術學刊 2003-2006年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82 連環畫報 n.1(1975)；n.10-12(1976)；n.1,2,4-11(1977)；n.3,4,6,7(1978)；n.1-12(1979)；n.1-
6,12(1980)；n.6(1982)；n.3,5(1992)；n.1-4(總523-526)(1999)

裝箱館藏-15
野趣生活家 n.100-113(2012-2013)(停刊) n100(2012.01)起

訂；

n.113(2013.02)為

最終刊-停刊

C82 陶瓷 n.2-6(總126-130)(1997)；n.1-6(總131-172)(1998-2004)；n.1-12(總173-267)(2005-2011)；
no.269,272,275,277,278,280,281,283,284,286,287,289,290,292,293,295,296,298,299,301,302,
304(2012)；no.305-335,337-340(2013)；no.339-422(2014-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12改為旬刊,

但1個月目前只出

版2期,總期號仍

按旬刊記,故中間

期號有缺；

n306(2013.01) &

n309(2013.02)合

刊；2014改為月

刊&改版；

2013.12中,下旬

總期339,340與

2014.01、02總期

重覆；

C83 陶瓷研究(改名:陶瓷研究-中华陶

艺)

n.1-4(總45-108)(1997-2012)；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83 陶瓷研究-中华陶艺(原:陶瓷研究) 試刊號(2013)；no.5-15(2014-2015)；no.17-28(2017)；2018-2020n.1-6； 續訂中 2018起,因總期與

之前不符,改登年

期；
C83 陶瓷學報 v.18n.1-4(1997)；v.19n.1-4(1998)；v.20n.1,3,4(1999)；v.21n.1-4(2000)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83 陶藝 no.13-100(1996-2018)； 停刊-2019停訂

櫃台

(脫頁)
頂尖藝術生活雜誌 1995年第1期

C84 創世紀 總118期(1999)；總134-205期(2003-2020)； 上架贈刊

C84 創造周報 1923年總1-26期合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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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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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4 創造季刊 1923年一卷1-4期合訂本

裝箱館藏-15
創新發現誌 no.34(Jan.2011)-no.49(Apr.2012) n34(2011)起訂,

可外借期刊；於

S4-4 博物館 n.1(總1期)(1984)

C83 博物館與文化 n.1(創)(2011)-n.4(2012)；n.7-13,15-20(2014-2020) 續訂中 2013起訂；

C83 博物館學季刊 v.1-34n.1-4 (1987-2020) 續訂中

語言學

習區
彭蒙惠英語 2001年1-9期；2002年3-4,6-9；2005年6,9-12期；2006-2011年1-12期；2016-2020年1-12

期；

續訂中；

可外借
2005年9月起

訂；2014起可外

C84 復旦學報(社) n.4(1996)；n.1-6(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84 揚州大學學報 1997-98年1-6期；1999年1-5期；2000年1-3,5,6期；2001年1-6期

C84-85 敦煌研究 試刊1-2號(1981-82)；總3(創)(1983)；總6-9(1986)；n.1-4(總10-41)(1987-94)；特

刊(總42)(1995)；n.1,2期(總43,44)(1995)；n.4(總50)(1996)；n.1-4(總51-

70)(1997-2001)；n.1-6(總71-178)(2002-2019)；n.1-5(總179-184)(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  2002Q→BM

S4-4 敦煌學 1976年3期

C85 敦煌學輯刊 no.1-3(1980-1982)；no.4(創)(1983)；no.5-18(1984-1990)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85 普門學報 no.1,2,4-7(2001-02)；no.46-59(2008-2010)

C85 景德鎮陶瓷 no.91-190(2001-2020)；附刊:大家丛書n.1-4, 6-8, 陶瓷艺朮作品專集；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85-86 智慧財產權月刊 no.62-65,67-72(2004)；no.73-180(2005-2013) 2014停訂-改為

電子版
C86 湖北大學學報 1997-98年1-6期；1999年1,3-6期；2000年1-6期；2001年1-4,6期

S4-4 湖南考古輯刊 n.1(1982)；n.2(1984)；n.4(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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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6 湖南畫報 n.1-6(總188-205)(1997-99)；n.1-6(總206-211)(2000) 停訂

C86 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96n.6；1997n.1-6；1998n.1-4；1999n.1-6；2000n.1-3,5,6；2001n.1-6

S4-4 畫廊 n.3(總45)(1994)；n.1,3(總48,50)(1995)；n.1,2(總54,55)(1996)

S4-4 紫禁城 n.1,4-6(總5,8-10)(1981)；n.2-6(總12-16)(1982)；n.1-6(總17-22)(1983)；n.1-6(總23-
28)(1984)；n.1,3-6(總29,31-34)(1985)；n.1,2(總35.36)(1986)；n.4(總41)(1987)；n.3(總
58)(1990)；n.1(總68)(1992)；n.3(總82)(1994)；n.1(總86)(1995)

C86 絲綢之路 n.1-6(總26-49)(1997-2000)；n.1-12(總50-145)(2001-2008)；n.1-24(總146-228,230-361
期)(2009-2017)；n.1-12(總362-373)(2018)；n.1-4(總374-381)(2019-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09起月刊→

半月刊；

n.276&278合

刊；,2019起月

刊→季刊

C86-87 華中建築 n.1-4(總54-69)(1997-2000)；n.1-6(總70-93)(2001-2004)；n.1-6(2005)；n.1-12(2006-
2015)；n.1-3,5,7-12(2016)；n.1-12(201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87 華岡藝術學報 no.1-3(1981-1983)；no.4-7(1997-2003)

C87 華夏文化 n.1-4(總24-31)(1997-1998)；n.1-3(總32-34)(1999)；n.1-4(總36-119)(2000-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18起季刊→

雙月刊

C87-88 華夏考古 n.1-4(總31-34)(1995)；n.1-4(總39-122)(1997-2017)；n.1-6(總123-140)(2018-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4 華航雜誌 1990年40卷1期

C88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山色 總1期(2004)；總2期(2006)；總3期(2007)；總4期(2008)；總5期(2009)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88 華語文教學研究 v.12-17n.1-4(2015-2020)； 續訂中 v12n1(2015)起

訂
S4-4 華學月報 1972年1-5期



p.58

位置 刊  名 本　　館　　館　　藏
現刊訂購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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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館藏-7
視窗資訊世界 1996年9-12月

C88 視覺藝術 2001年總4期；2003-04年總6-7期；2006年總9期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S4-4 象牙塔外 1977年第16期

C88 貴州畫報 n.1-6(總122-139)(1997-1999)；n.1-6(總140-145)(2000) 停訂

可外借過

刊
鄉間小路 v.42-46n.1-12(201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v38n1(2012.01)起

訂

C88 陽光之旅 n.1-6(2000)

C88 雄獅美術 總 35,39,42-46 期 (1974)；總47,52,57-58期(1975)；總60,70期(1976)；總91期(1978)；總

97,105期(1979)；總115,116,118期(1980)；總121-126,128-130期(1981)；總131-154期

(1982-1984)；總158-298期(1984-1995)；總299-306期(1996)

停刊

S4-4 雅砌-ARCH 總75,79期(1996)

C88-89 集美周刊 第1-11冊 (251期-276期,15卷2期-45卷2期,  1930-1950)

S4-4 集幣會刊 1995年總18期

C88 雲南畫報 n.1-6(總110-127)(1997-1999)；n.1-6(總128-133)(2000) 停訂

C89 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 no.1(創刊號),3(1987)；no.6(1988)-no.15(1990)；no.17(1991)-no.24(1992)；no.27-
28(1993)；no.54(2000)；no.65-135(200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89 黑龍江畫報 n.1-6(總118-141)(1997-2000) 停訂

C89 傳記文學 v.1-31(總1-187期)(1962-1977)；v.40-42(總239-253期)(1982-1983)；v.44-47(總260-

283期)(1984-1985)；v.91n.4(總545期)(2007)；v.96n.1(總572期)(2010)

S4-4 傳統藝術研究 1995年1期

C89 園林 n.1-6(總74-79)(1997)；n.2-6(總81-85)(1998)；n.1-6(總86-91)(1999)；n.1-12(總92-
102)(2000)；n.1-12(總104-344)(2001-2020)

續訂中 n.174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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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C89-90 園藝學報 v.24-25n.1-4(1997-98)；v.26-34n.1-6(1999-2007)；v.35-46n.1-12(2008-2019)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08年雙月刊
C90 廈門大學學報 1996年總127-128期；1997-2001年總129-148期；2003年總155-160期

裝箱館藏-4
微電腦傳真:PC Magazine微電腦

傳真

v.15n.10-12(1996),v.16n.1-8(1997),1997夏季專刊,v.17n.2,8,11(1998),1998特輯

C90 新文學史料 n.1-3,5(1978-1979)

S4-5 新文學論叢 n.2(總2)(1979)；n.1(總7)(1981)；n.1(總11)(1982)；n.2,3(總16,17)(1983)；n.1,2,4(總
19,20,22)(1984)

C90 新月月刊(影印本) 一卷1-12號；二卷1-12號；三卷1-12號；四卷1-7號

C90 新史學 創刊號(1990)；v.3n.2(1992)；v.10n.4(1999)；v.11n.1-2(2000) ； v.12n.1,2,4(2001)；v.13n.2-

4(2002)；v.14n.1(2003)；v.15n.2-3(2004)；v.16n.1-3(2005)；v.17n.1-4(2006)；v.18n.1-

4(2007)；v.19-31n.1-4(2008-2020)；

續訂中

C90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 第1-3期(1959-61年)；第6期(1964年)；第10-13期(1968-71年)

C90 新亞學報 1956-57年  第二卷第1,2期；1958年第三卷第2期；1959-60年第四卷第1,2期；1960-63年

第五卷第1,2期；1964年第六卷1,2期；1965~66年第七卷第1,2期；1967-68年第八卷第1,2
期；1969-70年第九卷第1,2期；1971-73年第十卷上,下期；1976年第十一卷；1979年第十

三卷；1984年第十四卷；1986年第十五卷

S4-5 新亞藝術 1961-1969年  第1,2,4-8期

C91 新建築 n.1-4(總54-61)(1997-1998)；n.1-6(總62-163)(1999-2015)；n.1,4-6(總164,167-193)(2016-
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91 新活水 總1(創)-4期(2005-06)；總12-63期(2007-2015)；復刊5,7,8期(2018)；復刊9-20期(2019-

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改為電子報-

2018下架；

2017.09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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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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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外借過刊
新紀元(原:新紀元周刊) no.462-665(2016-2019)；no.666-677(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206(2011)起訂,

可外借期刊；

2020改名,周刊→

月刊；

C91 新美術 n.1,2(1980)；n.1-4(1981)；n.1-3(1982)；n.1-4(1983)；v.18-26n.1-4(1997-2005)；v.27-
33n.1-6(2006-2012)；v.34-41n.1-12(201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v.34n.1起BM

→M；

S4-5 新教師 第37期(2005) 9709起訂不定期

出刊出版不確

定,97下架

C91 新朝藝術 1998年試刊號；1998年總第1(創刊號)-3期；1998年特輯一本；1999-2000年總4-27期

C91 新絲路=SiLK ROAD(原:北市國樂) 總1-14,17-30期(2008-2012) 原名「北市國

樂」2008起改版

更名為「新絲

路」,總期數1

期；2013.04改版

改名為「國樂新

絲路」；
裝箱館藏-5

新視界 1996年10-12期(總52-54期)；1997年1-9期(總55-63期)；1998年2-12期(總68-79期)；1999
年1-3,5-12期(總80-82,84-91期)；2000-02年1-12期(總92-127期)；2003年1-2期(總128-129
期)

停刊

C92 新視聽:Prime AV 總91期(2002)；總103-308期(2003-2020) 續訂中

S4-5 新新 1945-46年第1-7期；1947年第2卷第1期(新年號)

裝箱館藏-6
新電子科技雜誌 no.169-187(2000-2001)

C92 新聞學研究 no.101(2009)-no.145(2020) 續訂中 n101起訂

S4-5 新語林 創刊號-第6期(1934)(1982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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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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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5 新疆 n.2-6(總250-256)(1992)

S4-5 新疆文物 1995年總38-40；1996年總41-44期；1997年總45-48期；1998年總52期

S4-5 新疆社會科學 n.4(總17)(1985)；n.1(總20)(1986)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92 新疆畫報 n.3-6(總283-286)(1997)；n.2-6(總288-292)(1998)；n.1-6(總293-304)(1999-2000) 停訂

C92 新疆藝術(改名：藝術導刊) n.1-3(總1-3)(1981)；n.1-6(總4-27)(1982-85)；n.3(總30)(1986)；n.1-6(總94-117)(1997-2000)；

n.1(總117)(2001)

2001更名

C92 新觀念 2005年總206期；2006-07年總219-225期；別冊「愛在上海」； n.219起訂n.226

起改為不定期

刊；9701起停刊

C92-93 當代 no.1-20(1986-1987)；no.21-29,31,32(1988)；no.33-239(1989-2007) 9701起停刊

S4-5 當代月刊 1980年總1,4期；1981年總5期

C93 當代思潮 n.1-6(總43-90)(1997-2004)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05起停刊

C93 當代教育研究(原：教育研究資訊) 14卷3-4期(2006)；15-16卷1-4期(2007-2008)；17卷1-2期(2009) 2005v13起更名

C93-94 當代設計 總17期(1994)；總54-61期(1997)；總62-292期(1998-2017) 停刊-2019停訂

C94 當代電影 n.1-6(總10-21)(1986-87)；n.1-6(總34-81)(1990-97)；n.1-6(總88-141)(1999-2007)；n.1-
12(總142-297)(2008-2020)

續訂中 2008起雙月刊→

月刊,
S4-5 當代學院藝術 n.2,3(1994)

C94 當代藝家之言 2004-05年春、夏、秋、冬 停贈,2008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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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4-95 當代藝術新聞(原CANS當代藝術新

聞)(改名：亞洲藝術新聞)

第1期(創)(2005)；總32-158期(2007-2018)改名 2005.02創刊,

2005.04改為現刊

名,n35起訂；每

年2月刊均和

CANS藝術新聞2

月刊合刊；

n.159(2018.04)起

改名為"亞洲藝

術新聞"；

C95 經典雜誌 總4-5期(1998)；總6-16期(1999)；總98-269期(2006-2020) 續訂中 n98起訂,

S4-5 經濟論文 v.17n.2(1989)

C96 葡萄園詩刊 總157-189期(2003-2011)；總203期(2014)；總 205, 208,209, 211, 213, 215, 217, 219,
222,223,227  (2015-2020)；

上架贈刊

C95-96 裝飾 n1-6(總75-86)(1997-1998)；n1-5(總87-91)(1999)；n1-6(總93-104)(2000-2001)；n1-12(總
105-272)(2002-2015)；n1-2,4,6-12(總273-274,276,278-284)(2016)；n1-12(總285-
332)(201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5 詩選刊 n.1=創刊號(1984)

C96 誠品 1991年創刊號

C96 誠品好讀 no.17(2001)；no.50(2004)；no.60-61(2005)；no.63,66-72(2006)；no.73,75,77-86(2007-
2008)

no.80起訂;

no.86最終刊,停

刊裝箱館藏-5
資訊生活 1996年第9-10,12月；1997年第1-8月

裝箱館藏-7
資訊傳真周刊=Infopro Weekly 周刊版209期;總號361期(1996.09)；周刊版211期;總號363期(1996.09)-周刊版258期;總號

410期(1997.08)；2007年總829-833期

2007年4月改版,
周刊改月刊,融
匯@li 數位時C96 資訊與教育 2001-2003年84-95期

裝箱館藏-3
資訊與電腦=Intelligent Times(原:
資訊與電腦)

n.9-12(1996)，n.1(1997),n.10-12(1998)，改版創刊號-n.10(2006) 於2006年3月改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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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

習區
跟我學日語 2006年總109-111,115-117；2007年總118-126

S4-5 農史研究 n.6(1985)

S4-5 農史研究集刊 n.9(1959)

C96 農業考古 n.2(總4)(1982)；n.1,2(總5-10)(1983-1985)；n.2(總18)(1989)；n.1,2(總19,20)(1990)；
n.1,2(總21,22)(1991)；n.1-4(總25-32)(1992-1993)；n.1,3,4(總33,35-36)(1994)；n.1-4(總37-
44)(1995-1996)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5 遊學八卦王 2006年度特蒐版

S4-5 遊學通 2006年創刊號「2006最新情報」

C96 隔空教育論叢 1997-99年總9-11期；2002-04年總14-16期

裝箱館藏-4
電腦世界 1996年9-12月；1997-99年1-12月；2000年1-4月

裝箱館藏-6
電腦玩家 1996年9-12期；1997年1-7,11期

裝箱館藏-3
電腦應用(改名@live數位時尚) 1997年3-12月；1998年4-12月；1999-2001年1-12月；2002年1-12月；2003年1-3月

C96 電影欣賞 no.8,10(1984)；no.41-42(1989)；no.43,46(1990)；no.50-52,54(1991)；no.55-60(1992)；
no.61-66(1993)；no.67-72(1994)；no.73-78(1995)；no.79-185(1996-2020)

續訂中 1000111技服轉

n8,10,41-

43,46,50-52,

54-68,70,71,

73-82,n.126-共

37本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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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6 電影欣賞學刊 no.130,132(民 96)；no.134,136(民97)；no.138,140(民98)；no.142(2010) ; no.13註(2010) 電影欣賞之附刊,

每年1-3月,7-9月

出版共2期,總期

數跟隨當年當月

電影欣賞之總期

號,故本刊總期號

不連；n13(2010.

秋)起獨立出刊,

期數重新編號,並

追溯至第1期；

n13內有新舊期數
C96 電影創作 n.1-6(總212-217)(1997)；n.2-6(總219-223)(1998)；n.1-6(總224-241)(1999-2001)；總242-

247(2002)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03年起停刊

C96-97 電影藝術 n.1-6(1979)；n.1-12(1980-85)；n.1-12(1988-89)；n.1-6(1992-95)；n.1-6(1997)；n.1-
3,5(1998)；n.1-6(1999-2008)；n.1-6(總324-335)(2009-2010)；n.1-4,6(總336-
339,341)(2011)；n.2-6(總343-347)(2012)；n.1-6(總348-395)(201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4-5 嘉年美術 第2期(?)

S4-5 圖書館學刊 n.1(民56年4月)；n.3(民65年6月)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S4-5 境與象 民61年4月

語言學

習區
實用空中美語 2002年4月；2003年5,8,11月；2004年4,10,12月；2005年8-9月；2006年4,6-12月；007年

1-12月；
C97 寧夏大學學報 1997年1,3期；1998-2000年1-4期；2001年1-3期

C97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原國文學誌) 1999年總3期；2000年總4期；2001年總5期；2002年總6期；2004-2019年總8-41期 上架贈刊 n11起更名

C97 漢學研究 v.1n.1,2(1983)；v.4-5n.1-2(1986-1987)；v.6n.2(1988)；v.7n.1(1989)；v.8-13n.1-2(1990-
95)；v.14n.2(1996)；v.15-v.26n.1-2(1997-2008)；v.27-38n.1-4(總56-103)(2009-2020)；18
卷特刊； 1-18卷總目錄；

上架贈刊 2008年→季刊

C97-98 漢學研究通訊 no.3-4(1982)；no.5,7(1983)；no.9-11(1984)；no.13,15,16(1985)；no.17-19(1986)；
no.22,24(1987)；no.26-28(1988)；no.29,31,32(1989)；no.33-52(1990-94)；
no.55,56(1995)；no.57-156(1996-2020)；v.1-20總目錄(1982-2001)

上架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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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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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8 漢聲 1978年總1,2期；1979年總5期；1980年總7,8期；1982年總12,13期；1983期總15期；

1984年總16期；1986年總17-18期；1989年總19-23期；1990年總24,25期；1991年總31,33
期；1992年總41,43,45-48期；1993年總49-60期；1994年總67-72期；1995年總73-78,81-
84期；1996年總85-90,93-96期；1997年總97-108期；1998年總109-117期；1999年總

118,119期；2000年總120期；2001-2005年總121-140期

出版不確定,9709

下架

S4-5 漫畫選刊 第1輯(1982)

C98 福建藝術 no.10-271(1997-2020) 續訂中 2017.07起雙月

刊→月刊；中國

期刊全文資料庫

收錄(1994~ ),

C98-99 管理雜誌 no.387-462(2006-2012) n387起訂,2013

改為電子版-停

訂

綠建築(原:Green綠雜誌) no.43-68(2016-2020) 續訂中 原"Green綠雜

誌",於n.43

(2016.10)改為

現刊名,期數繼

續；

C99 綠洲 2001年3-6期；2002年1-4期

裝箱館藏-2-

3 網路通訊雜誌 1996年9,11,12月；1997年1-12月；1998-2006年1-12月(總78-174期) 紙本只出到n174

，改為網路版
裝箱館藏-7-

9 網路資訊雜誌 1996年9,11,12月；1997年1-11月；1998年1-8,10-12月(總74-81,83-85期)；1999-2014總86-
267期；

2014.03停

刊,n267最終刊

裝箱館藏-6
網際空間 1996年10-12期；1997年1,2期

C99 臺大中文學報 n.1(1985)；n.2(1988)

C99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原臺中師院學報)

1997-2002年總11-16期；2003-2004年17-18卷1-2期；2005年19卷1期；2006-2015年20-29
卷1-2期；2016年30卷1期；2017年31卷1-2期；2018年32卷1期；2019-2020年33-34卷1-

2期；

上架贈刊 改名,並分為

「人文藝術類」

「教育類」「數

理科技類」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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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備　　註

C99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原臺中

師院學報)

2006-2015年20-29卷1-2期；2016年30卷1期；2017年31卷2期；2018年32卷2期；2019年
33卷1-2期；2020年34卷1期；

2018下架

C99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數理科技類
(原臺中師院學報)

2006-08年20-22卷1-2期；2009年23卷1期；2010年24卷1期；2011年25卷1期；2012年26
卷1期；2013年27卷1期；2014年28卷1-2期；2015年29卷2期；2017年31卷2期；2018年
32卷2期；2019年33卷1-2期；2020年34卷1期；

2018下架

C99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原: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學報,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

1999-2003年總30-34期；2004年35卷1-2期；2005-2015年36-46卷1-2期；2016年47卷1期
(教育類)；2017年48卷1期(教育類)；2017年48卷2期(人文社會類)；2017年48卷2期(教

育類)；

2005年更名為"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學報;2013.08

更名為"臺北市

立大學學報"；

2018下架；

C99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刊(改名:現代

美術)

no.1-2(1984)；no.9,12(1986)；no.14-15(1987)；no.17,18(1988) 本刊自第20期

(民77年8月)起，

改刊名為：現代

C99 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影印本) 第1-30冊

C99 臺北師院學報 1998年總11期

S4-5 臺北教育通訊 2000年總68-73期；2001年總74-91期；2002年總92-96,98-109期；2003-04年總110-145期 停贈,2006下架

S4-5 臺北畫刊 1992年290期；1996年第341期；1999年第372,373,375-378,380-383期

C99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原:臺東師院學報) 1998年總9期；1999年總10期；2000年總11期上、下集；2001年總12期上、下集；2002
年總13期上集；2003年總14期上集；2004-06年15-17卷1-2期；2008年19卷1-2期；2009
年20卷2期；2011-2017年22-28卷1-2期；

2003年12月改

名；久未收

贈,2021下架

C99 臺南文獻 no.1(創刊號)-no.8(2015)；no.10-15(2016-2019)；no.17(2020) 上架贈刊

C99 臺南師院學生學刊 1999年總20期；2000年總21,22期；2002年總23期

C99 臺灣人類學刊=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8n.3(2010)；v.9-14n.1-2(2011-2016)；v.15n.1(2017)；v.16n.1(2018)；v.17-18n.1-2(2019-
2022)；

上架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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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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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9-100 臺灣工藝 2000-2020年總3-79期 續訂中

C100 臺灣文學評論 1卷1(創刊號)-2期(2001)；6-12卷1-4期(2006-2012)； 12卷4期(2012)為

終刊號,停刊

C100 臺灣文獻 1997年48卷2-4期；1998年49卷1-4期；1999年50卷3-4期；2000年51卷2-4期；2001年52
卷1-4期；2002年53卷1-4期+別冊；2003-2011年54-62卷1-4期+別冊4-12,14-39；

停贈-2018下架

C100 臺灣史研究 1996年3卷1期；2001-2006年8-13卷1-2期；2007年14卷3-4期；2008-2020年15-27卷1-4
期；

續訂中 2007v14n3起訂,

C100 臺灣史料研究(台) n.6(1995)；n.12(1998)；n.27(2006)；n.29(2007)；n.30-56(2008-2020) 續訂中 n.6,12,27,29為贈

刊

C100-101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1988v.1n.1；1989v.2n.1；1990v.3n.1；1992-2001no.12,17,23,26-27,31,34,36,39,44；2003-
2020no.50-115；

續訂中 2003年起訂,

C101 臺灣社會學刊 no.43(2009)-no.67(2020) 續訂中 n43起訂

C102 臺灣省立美術館館訊 1991-1993年39-60期(合訂本.2)；1993-1995年61-84期(合訂本.3)；1997年總102,104-113
期；1998年總115-122,124-125期；1999年總127-129,132,133,134期

C102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

刊

1960年第4期；1961年第5期

C102 臺灣省教育統計年報 87-93學年(1998-2005)

C102 臺灣美術Journal of Natioan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no.1-3(1988-1989)；no.5-23(1989-1994)；no.25-28(1994-1995)；no.29-46(1995-1999)；no.47復

刊號(2001)；no.48-118(2002-2020)

上架贈刊 2019改為半年

刊；

C102 臺灣音樂研究 n.12(2011)；n.13-28(2012-2019) 續訂中 no.12(2012)起訂

C100 臺灣風物 v.57n.3-4(2007) ；v.58-70n.1-4(2008-2020)；v.1-60總目錄； 續訂中

C103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v.8n.2(2008)；v.9-20n.1-2(2009-2020)；

續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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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 臺灣博物 no.7(1985)；no.26(1990)；no.42(1994)；no.50,51(1996)；no.55-148(2020) 續訂中

C103 臺灣博物館民族誌論壇社通訊 v.1-v.3n.1-4(1998-2000)；v.4n.1(2001) 出版不確定,9509

下架

C103 臺灣畫:臺灣畫(台) 1-24期(1992-1996)

大型期刊區
臺灣新民報 v.1-v.5 (2015.11)

C103 臺灣慣習記事 (中譯本) 第一卷上,下冊；第五卷上,下冊；第六卷上,下冊；第七卷

S4-5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2000年第2期

C103 臺灣戲專學刊 2001-03年總2-6期；2004年總8期；2006年總13期； 久未收贈,2014下

架
C103 臺灣藝聞 1987年第8期(總20期)；1988年第1,7-12期(總25,31-36期)；1989-93年1-12期(總37-96期)；

1994年1-7,9-12期(總97-103,105-108期)；1995年1,3,4,7-12期(總109,111,112,115-120)；
1996年1-6,8,12期(總121-126,132期)；1999年6,8,10期(總162,164,166期)；2005年總250
期；2007年總253,255,261期

C103 舞台與樂手必備情報 2003年總4-5期；2004年總6-8期 2003起訂；2004

停刊

C103 語文雜誌 1979年總1,2期；1980年總3-5期；1981年總6期；1983年總10,11期；1984年總12期；

1986年總13期

C103 輔仁學誌:Fu Jen Studies: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v.1n.1-2(1928-29),v.2n.1-2(1930),v.3n.1-2(1932)

C103 輔仁學誌-人文藝術之部 總27-38期(2000-08)

C103 輔英通識教育年刊 2003-04年第2-3期

C103 輔導與諮商學報(原:彰化師大輔導學

報)
總22-25期(2001-04)；26-27卷1-2期(2004-05)；28卷1期(2006)；29-42卷1-2期(2007-2020) 上架贈刊 2005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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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3-104,可

外借過刊 遠見 1994年8月；1995年8月；1996年9-12月；1997-2006年1-12月；2007年1-6月；2008年3-12
月；2009-2010年1-12月(總271-294)；2016-2020年1-12月(總355-414)；2006創新科技專

刊；2007教育特刊-大學入學指南；2008研究所專刊-熱門研究所全攻略；2008人文休閒

專刊-123個全台農村特色指南；2009究所專刊-熱門研究所全攻略；

續訂中;可

外借

S4-5 遠東學報 1972年1月(抽印本)

C104 齊魯學刊 1997年總136,138,140期；1998-2001年總142-165期

C104 劇場季刊 第4-6期(1965-66年)

C104 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6-98年總69-81期；1999年總82-84,86,87期；2000年總88,89,92,93期；2001年總94-99
期

C104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

1996-2001年總139-159期

C104 廣告adm=廣告雜誌 總50,52-56期(1995)；總57-58期(1996)；總79期(1997)；總80-84,87,88期(1998)；總184-
347期(2006-2020)；廣告博物誌-2005年傑出廣告人終身成就獎特刊；廣告博物誌-2006年
傑出廣告人&廣告業特別貢獻獎

續訂中 n184起訂,

C104 廣告學研究 no.35-38,40-42(2011-2015) n35(2011)起訂；

嚴重拖刊,2014停

訂(嚴重脫刊)；

2015復訂；2017

停訂-停刊

S4-5 廣角鏡 1978年第64,68期

C104 廣東文獻季刊 1971年一卷1-4期；1972年二卷1期

S4-5 廣東畫院集刊 第一期(1982年)；第二期(1984年)

C104 廣東畫報(改名：城市畫報) n.2-12(總348-358)(1997)；n.1-12(總359-370)(1998)；n.1-9(總371-379)(1999) 1999n.9更名；

C104-105 廣播與電視技術(改版前為國際廣播電

視技術1002-4530)
v.11n.1-6(1997)；v.12n.1-6(1998)；(改版)v.27-47n.1-12(2000-2020)；增刊(2011-2015)；
創刊30周年總目次(1974-2003)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原"國際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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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1 影視 總35,36,39-41,44-54,56（1997）

C105 影響電影雜誌 1989年總68期絕版特刊(上)；1989年總69期絕版特刊(中)；1989年總70期絕版特刊(下)；
1996年總77-80期；1997年總81-89期；1998年總91期(停刊號)；絕版特刊上、中、下

冊；

停刊

C105 數位音樂製作情報 2003年總5期；2004年總6-9期 2003起訂；2004

停刊

可外借過

刊
數位時代 no.316-319(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C105 數碼設計CGW(原：數碼設計CG

World)

總47-140期(2006-2014) n47(2006)起訂；

n140(2014.05)最

終刊-停刊；

2015停訂；

C105-106 樂府新聲-瀋陽音樂學院學報 總79-150期(2003-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03起訂

C106 樂器 1981 n. 1 - 1984 n. 6 (no.36-59)；1985 n. 4-6 (no.63-65)；1987 n. 4 - 1988 n. 6 (no.75-83 )；
1989 n. 1 - 1996 n. 4 (no.84-115)；n.1-4(no.116-119)(1997)；n.1-6(no.120-137)(1998-
2000)；no.138-375(2001-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106 樂覽(前名：省交樂訊1022-0496) 1996年4,11,12期(總52,59,60期)；1997年1,2,4,5,7,12期(總61,62,64,65,67,72期)；1998年1-
4,6,8,10期(總73-76,78,80,82期)；1999年2-4期(總86-88期)。更名,期數另起:1999總1,2期；

2001-2020總19-140,142-182,184-203期；

上架贈刊 原刊名音樂教育

(1-18期，民75年

6月至79年10月)

，自民81年1月

改刊名為省交樂

訊。 民88年7月

起改名為樂覽，

期數另起；2012

起M→BM；

S5-1 標竿藝術 秋季拍賣會-中國古美術品(1994.10)；秋季拍賣會-華人油畫、水彩、水墨(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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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外借過刊
潮人物 n.63-87(2016-2018) 停刊-2019停訂

S5-1 潮流 1987年第1,2,3,5,6期

C107 課程與教學季刊 2005年8卷4期；2006年9卷1-4期；2007年10卷1,4期；2008年11卷1-4期；2009年12卷1-3
期

2005v.8n.4起

訂,9809停訂

C107 鄭州大學學報 1997-2001年1-6期

S5-1 魯迅研究年刊 創刊號(1974)

S5-1 魯迅風 民28年第1-19期(1982影印合訂本)

C107 學生事務(前名：訓育研究) 1998年37卷2-4期；1999-2004年38-43卷1-4期 2002更名；

C107 學生輔導 no.47-63(1996-99)；no.67(2000)；no.73-90,92-96(2001-05)；no.101(2006)

C107 學原月刊  (1979年影印本) 第一卷第1-12期；第二卷第1-8期；第三卷第1-4期

S5-1,

櫃枱
學校行政 總3期(1999)；總39-63期光碟版(2005-09) n.39起收藏光碟

版,9809停訂

S5-1 學校衛生 1998年總32期

C107 學校體育 總43,46,47期(1998)；總49-54期(1999)；總55,57,58,61期(2000)；總62-67期(2001)；總68-
181期(2002-2020)；2019年特刊；

上架贈刊

C107-108 學術交流 n.1-4,6(no.70-73,75)(1997)；no.76-321(1998-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S5-1 學術季刊 民44第4卷第2期；民46第5卷第3,4期,第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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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8-109 學術研究 總146-372(1997-2015)；總374-433(2016-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109 學術論壇 1996年1期；1997-2001年1-6期

C109-110 歷史文物(原:國立歷史博物館館

刊)

v.1n.2,4-11(民51-69)；v.2n.1-3,5,6,10-12(民72-81)；v.3n.1(民82)；v.4n.4(民83)；v.6n.2,4-
6(1996)；v.7n.1-3,6-9(1997)；v.8-27n.1-12(1998-2017)；v.28n.1-6(2018)；v.29-30n.1-
4(2019-2020)；

續訂中 原題名:國立歷

史博物館館刊，

1995年第5卷第1

期起更名為歷史

文物；

v28n4(2018)起改

為季刊

C110-111 歷史月刊 創刊-no.11(1988)；no.12,14,21-23(1989)；no.27-59(1990-92)；no.60-67,69-

71(1993)；no.72-83(1994)；no.84-87(1995)；no.97,104-107(1996)；no.108-

263(1997-2009)

n263最終

刊,2009.12停刊

C111 歷史地理 n.1-3(1981-1983)

C112 歷史研究 n.1(1974)；n.1-6(1975)；n.1-3,5,6(1976)；n.1-6(1977)；1n.1-4,6-12(978)；n.1,2,3(1979)；
n.4(1980)；no.245-388(1997-2020)

續訂中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112 歷史教學 n.4,5,6(總52-54)(1955)；n.10-12(總70-72)(1956)；n.7-9(總91-93)(1958)；n.1-3(總151-
153)(1964)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

C111-112 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館刊

創刊號(2010.10)-第20期(2020)；特輯-榮耀臺灣(2011) 上架贈刊

S5-1 歷史學 n.1,3(1989)

C111 歷史學習 n.1-12(總101-112)(1997)；n.2-12 (總114-124)(1998)；總125-252(1999-2010) n.245,248,251跳

號；2011停刊

C112 歷史學報(師大) no.1-16(1973-1988)；no.18(1990)；no.21-23(1993-1995)

C112 歷史檔案 no.113-160(2009-2020)

續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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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2 諮商與輔導 總183-194期(2001-02)；總213-216期(2003)；總217-285期(2004-2009) n183起訂；n213
重新訂閱;9809
停訂

C112 諮商輔導文粹 1998年總第3期

C112 遼海文物學刊 1986年1期-1994年2期(總1-18期)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112 遼寧大學學報 n.2(1980)；n.2(1982)；n.1(1994)；n.2(1997)；n.5(1998)；n.2-6(1999)；n.1,2,4-6(2000)；
n.1-5(2001)；n.5(2002)；n.1-5(2003)；n.1-6(2004)；n.1(2005)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112 遼寧畫報 n.2-6(總326-330)(1997)；n.1-6(總331-336)(1998)

S5-1 嶺南書藝 n.1-4(1984-85)；n.6-于右任墨迹專輯

C112 嶺南學報 (影印合訂本) 1929-1948年第1-7本

C112 應用心理研究 1999年總1,2,4期；2000年總8期；2001年總12期；2002年總13期

C112 檔案半年刊(原:檔案季刊) 15-19卷1-2期(2016-2020) 續訂中 原名"檔案季刊",

於2016改為現刊

名

C112 檔案季刊(改名:檔案半年刊) 創刊號(2001)；1-14卷1-4期(2002-2015) 於2016年改名

為"檔案半年刊"

C113 檔案春秋 n.1-12(2009-2020)

續訂中

2009起訂

C113 環境科學 v.18-26n.1-6(1997-2005)；v.27-34n.1-12(2006-2013)；v.36-40n.1-12(2015-2019)；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2020停訂
C115,可外借

過刊 聯合文學 創刊號(1984)；no.143-202,204-434(1996-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C115 聯合書院學報 1962年第1期

C114,可
外借過刊

講義雜誌 總21期(1988)；總26期(1989)；總160(2000)；總222-285(2005-2010)；346-405期(2016-
2020)；

續訂中;可

外借
no.222(2005.09)

起訂,可外借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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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4 韓國學報 n.3,4(1983-1984)

C114 職業棒球 總282-285期(2005)；總286-465期(2006-2020)；2014年中華職棒紀錄年鑑；完全珍藏陳

金鋒(2016)；

續訂中 no.282(2005.09)
起訂；

C114 雙語週報-實用版 2005-08年總343-395,399-485期 2005年9月

(n343)起訂；總

期數為單數號；

n486後停刊

C116 鵝湖月刊 v.1(no.1)(1975)-v.15(no.180)(1990)；no.451(2013)-no.546(2020)； 續訂中 n451(2013.01)起

訂；

C116 鵝湖學誌 no.50-65(2013-2020) 續訂中 n50(2013.06)起

訂；
可外借過

刊
藝外=ARTITUDE no.1(2009)；no.7(2010)；no.16-70(2011-2015) n16(2011)起訂,

可外借期刊；

n.70(2015.07)最

終刊-停刊；

大型期

刊區
藝林旬刊 no.1-72(1928-1929)(1993影印出版)

C116 藝苑掇英 no.1-40(1978-1989)；no.42-50,52-55(1992-1996)

S5-1 藝術 1975；1979-1980；1980-1981年；1983-1984

藝術工作 (原:美苑) no.13-30(2018-2020) 續訂中 原刊名:美苑,

2016改為現刊名
C116-117 藝術世界 n.1-6(總104-109)(1997)；n.1-3,5,6(總110-112,114-115)(1998)；n.1-6(n.116-127)(1999-

2000)；n.128-248(2001-2010)；n.250-251,253-336(2011-2018)
n.198,n.212跳

號；2020停訂

C117 藝術欣賞 1卷創-3,12期(2005)；2卷1,2,9,10,12期(2006)；3-6卷1-6期(2007-2010)；7卷1-5期(49-
53)2011

2卷11期跳期；

民101改為季

刊,only電子版-

C117 藝術界 n.1-6(總46-51)(1997)；n.1,2,4-6(總52,53,55-58)(1998)；總60-170(1999-2017)；秋冬刊/8-
12月合刊(2017)；春夏刊/2-6月合刊(2018)；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此刊於2019年

改出版「儿童文

艺」版

藝術界-儿童文艺 n.1(創)-12(2020)； 續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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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7 藝術研究學報 v.1-5n.1-2(2008-2012) 停贈-2018下架

C118-122 藝術家 no.1-76(1975-1981)；no.85,90,91(1982)；no.96,98,100-103(1983)；
no.107,109,111,113,115(1984)；no.116-134(1985-1986)；no.144-547(1987-2020)；30周年

增刊(2005)

續訂中

C117 藝術家 n.1,2,4-6(總55,56,58-60)(1997)；n.2-6(總62-66)(1998)；n.1-6(總67-84)(1999-2001)；n.1-
4(總85-88)(2002)

停刊

C122 藝術教育研究 總1-2期(2001)；總4期(2002)；總12-40期(2006-2020) 續訂中

C122 藝術教育簡訊 1988年3期(總7期)；1991年4-11期(總43-50期)；1992年1-12期(總52-63期)；1993年1-12
期；1994年1-10,12期(總76-85,87期)；1995年1-10期(總88-97期)

C122 藝術評論 1988年3期(總7期)；1991年4-11期(總43-50期)；1992年1-12期(總52-63期)；1993年1-12
期；1994年1-10,12期(總76-85,87期)；1995年1-10期(總88-97期)

民國101年起改版為

半年刊；no.38後不

再寄贈紙本學報,可

從「台灣全文資料

庫」,「華藝線上圖

書館」使用電子全
櫃台,脫

頁
藝術貴族 1993年47期

C122 藝術當代 總38-161期(2008-2020) 續訂中 2019起 10/Y→

BM
C122 藝術廣角 n.1,2,4-6(總62,63,65-67)(1997)；n.2-5(總69-73)(1998)；總74-211(1999-2020) 續訂中 n.113,n.118,n.

122,n.126,

n.130跳號

C122 藝術論文集刊 總1(創)-9期(2003-07)；總12-23期(2009-2014)；總25-28期(2015-2017) 久未收贈,2021下

架

C122 藝術論衡 no.2(1996)；no.5-9(1999-2003)；復刊第二期(2009)；復刊第四期(2011)；復刊第五期

(2012)；復刊第六期(2014)；復刊第7期(2015)；復刊第8期(2016)；復刊第9-12期(2017-
2020)；

C122 藝術學 no.1-8,10-14,16,18(1987-1997)；no.23-24(2007-2008)；no.27-28(2011-2012)；no.31(2016)-
no.32(2017)；

上架贈刊

C122 藝術學研究 總4-27期(2009-2020) 上架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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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2-123 藝術學報 總67-75期(2001-04)；總78-82期(2006-08)；總84-95(2009-2014)；總97-107(2015-2020)； 上架贈刊 94年起衍成藝術

學報-綜合類、

藝術學報-設計

類；95年又改回

藝術學報

C122-123 藝術學報-設計類 2005年總76-77期

C122-123 藝術學報-綜合類 2005年總76-77期

S5-1 藝術導刊(前名:新疆藝術) 總119-123(2001)

S5-1 藝術雜誌 v.3n.5(1961)

C123 藝術觀點 no.1(創刊)-no.83(1999-2020) 上架贈刊 2006年起季刊→

半年刊；2008年

起半年刊→季

刊；

S5-1 藝粹 1967年1卷2-5期

C123 藝壇 1969年1,2期(總11,12期)；1971年9-12期；1972年1-3,5,6期；1973年1-12期；1974年1-
5,7,8,11,12期；1975年1,4期；1978年7期(總124期)；1979年12期(總141期)；1980年1-
3,8,10-12期(總142-144,149,151-153期)；1981-82年1-12期(總154-177期)；1983年1-11期
(總178-188期)；1984-87年1-12期(總189-237期)；1988年1,2,5-12期(總238,239,242-249
期)；1989年2,4,7-12期(總251,253,256-261期)；1990年2-12期(總263-273期)；1991年1-12
期(總274-285期)；1992年1-8,10-12期(總286-293,295-297期)；1993年1-3,5-12期(總298-
300,302-309期)；1994年總310-312期；1995年1,3-11期(總313,315-323期)；1996年總325-
326期

S5-1 藝聲 1987年11期;總21期；1988年1期;總23期

C123 辭書研究 n.2-4(總4-6)(1980)；n.1(總7)(1981)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123 關渡音樂學刊 創刊號-3期(2004-2005)；no.10-16(2011)；no.17-29(2013-2019) no.29後不再寄贈紙

本學報,可從「台灣

全文資料庫」,「華

藝線上圖書館」使

用電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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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3 隴右文博 總1期(創刊號)(1996)；總4-12(1997-2001)；總14-18(2002-04)；總21-24(2005-06)

大型期

刊區
寶古齋 n.1(1979)

C123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2001年1-4期

裝箱館

藏-14
蘑菇手帖=MOGU蘑菇 no.27-38(2011-2015)； no.27(2011)起

訂,可外借；停

刊-2017停訂

C124 議藝份子 總3-16期(2000-2011)；總18-35(2012-2020)； 上架贈刊

C124 攝影之聲 Voices of Photography no.8-29(2013-2020) 續訂中 no.8(2013)起訂

C124 攝影天地 1996年9-12期；1997-2005年1-12期；2006-07年總354-356,361-367期 停刊

C124 攝影世界 1996年9-12期(總273-276期)；1997年1-12期(總277-288期)；1998年1-8,11,12期(總289-
296,299,300期)；1999年1-6,8-12期 (總301-306,308-312期)；290-313期 總目錄；2000年1-
10,12期(總313-322,324期)；2001年1-12期(總325-336期)；2002年總337-346期；2003年總

353-359期；2004年總360-370期；2005年總372-382期

停刊

C124 攝影家 1996年總28-29期；1997-2000年總30-53期；2001年總54-57期；2002年總59-61期；2004
年總62期

2002改為不定期

刊；2004停訂

S5-1 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n.1(1983) 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收錄(1994~

C124 蘭州學刊 1996年第6期；1997-99年1-6期；2000年1,2,4-6期；2001年1-6期

C124 蘭陽博物 2001-2005年總1-16期

C124 聽障教育 2002-2012年總1-11期；2016年總15期；2017-2020年總16-17,19期 停贈-2018下架

C124,可外借

過刊 讀者文摘 1976年10月；1986年6,9,11,12月；1987年1月；2006年10月；2007年1,4-7,11期；2008年

3,6月；2009年2-3,11月；2010年2月；2016年1-11月；2017-2020年1-12月；經典閱讀特輯

(2012-2015)；

續訂中;可

外借
2011起訂閱;可

外借期刊

C124 體育學報 38卷3-4期(2005)；39-53卷1-4期(2006-2020) 續訂中 2005年38卷3期

起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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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4 觀察家 1977年總1,2期；1978年總3-14期；1979年總16,19,2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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