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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大學圖書館2020年紙本期刊清單

架位 系別 刊名 ISSN 刊別 語文 備註

A01 玩具 Ctimes雜誌(零組件雜誌) 1019-8628 月刊 中

A02 遊動 GET NAVI(ゲットナビ) 月刊 日

A03 玩具 Smart Auto 智動化 - 11/Y+年鑑 中
A04 遊動 PC home 1561-4611 月刊 中

A05 通識 震旦月刊 - 月刊 中

A06 遊動 數位狂潮 - 雙月刊 中

A07 遊動 網管人 1990-6498 月刊 中

A08 流設 數位時代 1563-1222 月刊 中

B01 玩具 MIT TECHNOLOGY REVIEW 1099-274X 雙月刊 西

B02 通識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海洋學刊) 1023-2796 雙月刊 西

B03 通識 鋼結構會刊 - 季刊 中

B04 文創所 城市發展 1991-2463 半年刊 中

B05 通識 工業安全衛生 - 月刊 中

B06 通識 台電月刊 0377-6018 月刊 中

B07 行銷 工業技術與資訊 1019-2646 月刊 中

B08 通識 水土保持 1607-9329 季刊 中

B09 通識 台電工程月刊 0494-5468 月刊 中

B10 通識 台電核能月刊 - 月刊 中

B11 通識 冷凍空調技師 1819-7175 季刊 中

B12 流設 技術學刊 1012-3407 季刊 中

B13 遊動 壓電與聲光 1004-2474 雙月刊 中(簡)

B14 遊動 機械新刊 2519-6081 月刊 中

B15 通識 技師報 - 週刊 中

B16 行銷 科技管理學刊 1028-7353 季刊 中

B17 通識 國防譯粹 - 月刊 中

B18 通識 氣體工業 - 季刊 中

C01 遊動 電子與電腦(元件科技) 1000-1077 月刊 中

C02 通識 TTA: Taiwan tech arena(科技部) - 半年刊 西

C03 遊動 應用聲學 1000-310x 雙月刊 中(簡)

C04 玩具 新電子科技雜誌 1022-2928 月刊 中

C05 玩具 Wired 1059-1028 11/y 西

C06 玩具 資訊安全通訊 1729-6056 季刊 中

C07 玩具 Motor Trend 0027-2094 月刊 西

C08 玩具 Popular Mechanics 0032-4558 9/y 西

C09 玩具 Popular Science 0161-7370 季刊 西

C10 遊動 光連：光電產業及技術情報 1682-2862 雙月刊 中

C11 遊動 Taiwanese journal of mathematics(台灣數學雜誌) 1027-5487 雙月刊 西

C12 玩具 遙控技術 - 月刊 中

C13 遊動 電電時代 1998-1562 月刊 中
C14 玩具 电子技术 1000-0755 月刊 中(簡)

C15 玩具 科技報導 - 月刊 中

D01 行銷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057-7408 季刊 西

D02 行銷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0093-5301 雙月刊 西

D03 行銷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in management 2308-1295 半年刊 西

D04 行銷 Journal of Marketing - Birmingham 0022-2429 雙月刊 西

D05 通識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年刊 - 年刊 中

D06 行銷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0022-2437 雙月刊 西

D07 行銷 Journal of Retailing 0022-4359 季刊 西

D08 行銷 販売革新 - 月刊 日

D09 通識 台灣銀行家 2077-0103 月刊 中

D10 通識 經濟與管理論叢(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819-0197 半年刊 西

D11 通識 智慧財產局年報 1680-5453 年刊 中

D12 行銷 遠見 1017-5741 月刊 中

D13 通識 Smart智富 1561-4654 月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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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 行銷 就業安全 - 半年刊 中

D15 觀光 萬國法律 1560-6473 雙月刊 中

D16 通識 Career職場情報誌 1024-3917 雙月刊 中

D17 通識 臺大管理論叢 1018-1601 季刊 中

D18 通識 期貨與選擇權學刊 - 半年刊 中

D19 通識 臺灣期貨 - 雙月刊 中

D20 行銷 天下 1015-2784 雙週刊 中

D21 文創所 MONOQLO 月刊 日

D22 通識 天下雜誌《微笑季刊》 - 季刊 中

D23 通識 商管科技季刊 1994-8107 季刊 中

D24 通識 台灣勞工 - 季刊 中

D25 行銷 台灣經濟研究 1023-8867 月刊 中

D26 通識 輔仁法學 1729-3340 半年刊 中

D27 行銷 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 - 雙月刊 中

D28 行銷 販促会議 - 月刊 日

D29 遊動 產業與管理論壇 1995-8234 季刊 中

D30 行銷 卓越 1011-2227 月刊 中

D31 通識 會計與公司治理 1810-5149 半年刊 中

D32 通識 商業周刊 1021-9536 週刊 中

D33 行銷 月刊激流 - 月刊 日

D34 行銷 品質月刊 1017-3692 月刊 中

D35 行銷 品質學報 1022-0690 雙月刊 中

D36 行銷 能力雜誌 1028-2182 月刊 中

D37 行銷 商業界 - 月刊 日

D38 行銷 財訊 2078-9521 雙週刊 中

D39 流設 動腦 1019-0457 月刊 中

E01 通識 中央地質調查所年報 1019-8679 年刊 中

E02 玩具 New Scientist 0262-4079 週刊 西

E03 玩具 BBC Knowledge 中文版 2224-655x 月刊 中

E04 玩具 Scientific American 0036-8733 月刊 西

E05 遊動 科學發展 0250-1651 月刊 中

E06 遊動 科學人 1682-2811 月刊 中

E07 通識 科學月刊 0250-331x 月刊 中

E08 玩具 Discover 0274-7529 8/y 西

E09 玩具 American Scientist 0003-0996 雙月刊 西

E10 玩具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 國際中文版 2313-6812 月刊 中

E11 通識 臺灣能源期刊 2310-9661 季刊 中

E12 玩具 Science News 0036-8423 雙週刊 西

F01 文創所 小日子享生活誌 2226-5058 月刊 中

F02 觀光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094-1665 季刊 西

F03 觀光 Asian Hotel & Catering Times - 月刊 西

F04 通識 BRUTUS(ブルータス) 半月刊 日

F05 觀光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Education 1096-3758 季刊 西

F06 觀光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1096-3480 8/y 西

F07 觀光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0022-2216 5/y 西

F08 通識 旅行手帖 月刊 日

F09 觀光 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 0747-0932 雙月刊 西

F10 餐飲 ku:nel (グウネル) 雙月刊 日

F11 觀光 Restaurant Hospitality 0147-9989 月刊 西

F12 觀光 秋刀魚 2313-8351 季刊 中

F13 觀光 TO GO泛遊情報 1607-2758 11/y 中

F14 通識 Traveler luxe 旅人誌 1998-4537 月刊 中

F15 觀光 TTN TAIWAN旅報 1607-9000 週刊 中

F16 觀光 戶外遊憩研究(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study) 1012-5434 季刊 中

F17 觀光 世界民航雜誌 1028-1789 月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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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 觀光 台灣觀光 - 雙月刊 中

F19 通識 家庭畫報 月刊 日

F20 通識 自然保育季刊 - 季刊 中

F21 觀光 行遍天下 1023-0335 11/y 中

F22 通識 金門 - 季刊 中

F23 通識 南投風華 - 雙月刊 中

F24 觀光 自遊人 季刊 日

F25 觀光 時尚漫旅 2518-8267 雙月刊 中

F26 通識 樂高雄 - 雙月刊 中

F27 觀光 悠活台南 2223-943x 季刊 中

F28 餐飲 運動休閒餐旅研究 1991-1629 季刊 中

F29 通識 SARAI サライ 月刊 日

F30 通識 GQ JAPAN(ジーキャージャパン) 月刊 日

F31 觀光 觀光休閒學報 1025-5273 3/y 中

F32 通識 Ciao潮旅 月刊 中

F33 通識 旅行讀賣 月刊 日

F34 通識 HERE - 季刊 中

F35 觀光 國家公園 1818-5673 季刊 中

F36 通識 樂遊時尚Randonnee - 季刊 中 停刊

F37 餐飲 天然生活 月刊 日

F38 通識 北海岸及觀音山 2616-2822 3/Y 中

F39 觀光 看見台灣DISCOVER Taiwan - 季刊 中

F40 觀光 WAVES生活潮藝文誌 - 季刊 中

F41 通識 桃園客家 2412-1789 季刊 中

F42 觀光 珈琲時間 季刊 日

F43 觀光 餐旅暨觀光 1816-6539 季刊 中

F44 觀光 鄉間小路 1015-8367 月刊 中

F45 觀光 導遊資訊 季刊 中

F46 通識 花蓮趣 2307-3799 季刊 中

F47 通識 時空旅人 雙月刊 日

F48 通識 Discover Japan 月刊 日

F49 文創所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1608-2621 月刊 中

F50 通識 男の隱れ家 月刊 日

G01 通識 Can Cam - 月刊 日

G02 通識 Mart 月刊 日

G03 通識 ESSE(エッセ) - 月刊 日

G04 美妝 VOCE美妝時尚國際中文版 2075-2563 月刊 中

G05 美妝 ppaper FASHION 2223-070x 雙月刊 中

G06 通識 men's FUDGE(時尚型男的休閒風格) 10/y 日

G07 美妝 美人百花 月刊 日

G08 美妝 ViVi唯妳時尚國際中文版 - 月刊 中

G09 美妝 ef東京衣芙雜誌 1608-5116 雙月刊 中

G10 美妝 MARIE CLAIRE美麗佳人 0025-3049 月刊 中

G11 美妝 Beauty大美人 1024-4948 月刊 中

G12 美妝 WITH(日文) 1683-9536 月刊 日

G13 美妝 米娜時尚國際中文版mina 1727-8589 月刊 中

G14 美妝 新娘物語 雙月刊 中

G15 美妝 SALON NEWS 1683-481X 雙月刊 中

G16 美妝 Marie Claire：玩物精品配件誌 1023-4551 半年刊 中

G17 美工 月刊Mono Max - 月刊 日

G18 美妝 InStyle時尚樂 - 月刊 中

G19 美妝 リンネル自然生活風格服飾圖鑑 月刊 日

G20 美妝 Style Master - 雙月刊 中

H01 通識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728-9297 月刊 中

H02 通識 文訊 1019-9128 月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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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 文創所 中外文學 0303-0849 季刊 中

H04 通識 編譯論叢 - 半年刊 中

H05 文創所 傳記文學 1234-5679 月刊 中

H06 通識 講義 1022-4149 月刊 中

H07 通識 台灣文學館 18146805 季刊 中

H08 文創所 薰風 - 季刊 中

H09 通識 語文與國際研究 1811-4717 年刊 中

H10 通識 兩岸詩 - 不定期 中

I01 流設  +DESIGNING(プラスデザイニング) - 2/y 日

I02 流設 American Craft 0194-8008 雙月刊 西

I03 文創所 ART + AUCTION(藝術與拍賣) 0197-1093 11/y 西

I04 文創所 Art Forum international 0004-3532 10/y 西

I05 文創所 Art in America 0004-3214 11/y 西

I06 文創所 Art Review 1745-9303 9/y 西

I07 流設 Metalsmith - 季刊 西

I08 美工 Axis 0285-8223(05105-) 雙月刊 日

I09 流設 BEAD & BUTTON(串珠飾品) 1072-4931 雙月刊 西

I10 文創所 Art AsiaPacific 1039-3625 雙月刊 西

I11 流設 CAP & DESIGN 1104-1099 雙月刊 西 停刊

I12 美工 CG WORLD +digital video - 月刊 日

I13 美工 DESIGN CENTER - 年刊 中

I14 美工 Computer Arts 1360-5372 月刊 西

I15 美工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0039-3541 季刊 西

I16 美工 Connaissance des Arts 0293-9274 11/y 西

I17 流設 Metropolis - 9/y 西

I18 遊動 MOE 月刊 日

I19 文創所 Damn 2286-2240 雙月刊 西

I20 流設 Design Issues 0747-9360 季刊 西

I21 室設 FUTURARC : The Voice of Green Frchitecture in Asia 1793-2300 季刊 西

I22 文創所 Art Monthly 0142-6702 10/y 西

I23 文創所 EYE 1075-7163 半年刊 西

I24 流設 Design(MONTHLY DESIGN KOREA) 1227-1160 月刊 韓

I25 美工 Flash Art 0394-1493 雙月刊 西

I26 流設 Flow : a Glass Workers Journal - 季刊 西

I27 玩具 Electronic Musician 0884-4720 月刊 西

I28 流設 Form 0015-766x 雙月刊 西

I29 流設 Surface Design 0197-4483 季刊 西

I30 美工 Lurzer's Int'l Archive : Advertising worldwide 1727-3218 雙月刊 西

I31 文創所 文創達人誌 2307-4133 月刊 中

I32 遊動 New type 月刊 日

I33 文創所 Sculpture Review 0747-5284 季刊 西

I34 流設 INTRAMUROS - 季刊 西

I35 美工 藝術與設計學報 2220-3354 年刊 中

I36 流設 珠寶之星 - 季刊 中

I37 文創所 Juxtapoz art and culture Magazine 1077-8411 季刊 西

I38 文創所 Sculpture 0889-728X 雙月刊 西

I39 室設 Architecture science 2219-1577 半年刊 西

I40 室設 Architectural Record 0003-858x 月刊 西

I41 室設 Architectural Digest: the international magazine of interior 0003-8520 月刊 西

I42 室設 Journal of interior design :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071-7641 3/y 西

I43 室設 Interior Design 0020-5508 月刊(15/y) 西

I44 影藝 The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 JPF&T 0195-6051 季刊 西

I45 文創所 新活水 1816-6474 雙月刊 中

I46 影藝 傳藝 2616-3446 雙月刊 中

I47 室設 ELLE DECORATION   0957-8943 月刊 西

I48 室設 ARCHIWORLD：建築世界 1227-9838 月刊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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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9 室設 Home & Design Magazine - 雙月刊 西

I50 美工 藝術認證 1816-3157 雙月刊 中

I51 影藝 Communication arts 0010-3519 6/yr 西

I52 影藝 Cinema technology 0955-2251 季刊 西

I53 影藝 JCMS :Journal of cinema and media studies(原Cinema journal) 0009-7101 季刊 西

I54 影藝 Cahiers du Cinema(法文) 0008-011X 11/y 西

I55 影藝 Sight and Sound 0037-4806 月刊 西

I56 影藝 Film comment 0015-119x 雙月刊 西

I57 影藝 Film History 0892-2160  季刊 西

I58 影藝 Film quarterly 0015-1386 季刊 西

I59 影藝 Filmmaker 1063-8954 季刊 西

I60 影藝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0742-4671 季刊 西

I61 通識 荊山美學 2410-7719 年刊 中

I62 美工 臺灣美術 1015-8421 季刊 中

I63 美工 臺灣藝聞 - 月刊 中

I64 通識 樂覽 - 雙月刊 中

I65 影藝 American Cinematographer 0002-7928 月刊 西

I66 影藝 Asian cinema 1059-440x 半年刊 西

I67 通識 夏荊山藝術論衡 2412-6233 半年刊 中

I68 通識 大觀書畫 - 不定期 中

I69 通識 中華攝影 - 半月刊 中

I70 文創所 藝術教育研究 1680-435x 半年刊 中

I71 美工 IMA Magazine 季刊 日

I72 美工 cans藝術新聞 1028-1665 月刊 中

I73 流設 亞洲藝術新聞 1814-8646 月刊 中

I74 室設 夢想誌Dream Life - 季刊 中

I75 通識 南漙科學美育季刊 - 季刊 中

I76 通識 大學藝文簡訊 - 季刊 中

I77 通識 文化高雄 - 月刊 中

I78 玩具 舊遊戲時代 - 雙月刊 中
I79 遊動 Yishu典藏國際 - 雙月刊 中

I80 遊動 電玩宅速配 - 月刊 中
I81 文創所 STARS 生活美學誌 2308-8028 半年刊 中

I82 文創所 美育 1021-4550 雙月刊 中

I83 美工 COMMERCIAL PHOTO(コマーシャル・フォト) 4910038470637 月刊 日

I84 遊動 Frontier開拓動漫畫情報誌 1680-8525 雙月刊 中

I85 美工 藝術家雜誌 1016-4170 月刊 中

I86 美工 映CG(INCG solution guide數位影像解決方案) 2077-8988 季刊 中

I87 玩具 フィギュア王 (博客來譯為: 玩具王) 月刊 日

I88 美工 ppaper 1006-0499 雙月刊 中

I89 美工 日本カメラ(CAMERA) 月刊 日

I90 流設 ブレーン(創意設計) - 月刊 日

I91 文創所 大觀 1002-2953 月刊 中

I92 遊動 D FUN設計風尚誌 1991-203x 季刊 中

I93 流設 藝術學報 10213686 不定期 中

I94 流設 日本色彩學會誌 - 6/y 日

I95 影藝 藝術收藏+設計 1996-4323 月刊 中

I96 流設 台灣工藝 1017-6438 季刊 中

I97 美工 印刷科技 - 季刊 中

I98 美工
年鑑日本の空間デザイン　ディスプレイ・サイン・商環境

(DISPLAY,COMMERCIAL SPACE&SIGN DESIGN) - 年刊 日

I99 文創所 典藏今藝術&投資 6890-0066 月刊 中

I100 文創所 現代美術 1018-0222 季刊 中

I101 流設 流行色（含JAFCAエクスプレス（不定期刊行）JAFCA color trend - 季刊 日

I102 美工 教育美術 1345-9937 月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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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3 遊動 アニメージュ動畫月刊 (Animage) - 月刊 日

I104 文創所 TASTE品味誌 - 雙月刊 中

I105 美工 現代設計事典(現代デザイン事典) 4-582-12923-4 年刊 日

I106 美工 藝術研究期刊 1996-8019 年刊 中

I107 美工 設計印象雜誌 - 雙月刊 中

I108 流設 設計學報(拖刊) 1606-8327 季刊 中

I109 流設 陶瓷(台灣陶瓷學會季刊) 1012-5442 季刊 中

I110 流設 本事 - 季刊 中

I111 美工 藝術新潮 03305- 月刊 日
I112 通識 設計學刊 24155640 半年刊 中
I113 美工 書畫藝術學刊 1993-7156 半年刊 中

I114 行銷 広告 - 季刊 日

I115 影藝 電影欣賞 1018-3566 季刊 中

I116 影藝 電影藝術 0257-0181 雙月刊 中(簡)

I117 影藝 表演藝術 1021-3139 月刊 中

I118 影藝 世界電影 1563-1095 月刊 中

I119 影藝 風景寫真 - 雙月刊 日

I120 影藝 當代電影 1002-4646 月刊 中(簡)

I121 影藝 映畫藝術 01907- 季刊 日

I122 影藝 身體文化學報 1817-6690 半年刊 中

I123 影藝 映像情報メデイア學會誌 02027- 雙月刊 日

I124 影藝 キネス旬報 1342-5412 雙週刊 日

I125 室設 新建築住宅特集 14905- 月刊 日

I126 通識 Green Building 綠建築 - 雙月刊 中

I127 室設 CORE INTERIOR空間 - 半年刊 中

I128 通識 CASA BRUTUS(カーサブルータス) 月刊 日

I129 室設 DECO居家 1996-2000 11/y 中

I130 室設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Design 2424-2217 半年刊 日

I131 室設 傢飾 1561-3909 雙月刊 中

I132 室設 id+c室內設計與裝修 1005-7374 月刊 中(簡)

I133 室設 La Vie(漂亮) - 月刊 中

I134 室設 Living & Design住宅美學 - 11/y 中

I135 室設 デザイン學研究(Bulletin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the Science of Design) 0910-8173 雙月刊 日

I136 室設 デザイン學研究作品集 1341-8475 年刊 日

I137 室設 デザイン學研究發表大會概要集 0910-8173 年刊 日

I138 室設 デザイン學研究特集號/日本デザイン學會誌 0919-6803 半年刊 日

I139 室設 台灣建築報導雜誌 1561-0543 月刊 中

I140 室設 新しい住まいの設計(最新住宅設計) - 雙月刊 日

I141 室設 室內=Interior 1027-6130 月刊 中

I142 通識 景觀設計作品精華實例(LANDSCAPE DESIGN/ランドスケープデザイン) 雙月刊 日

I143 室設 建築師 1011-6818 月刊 中

I144 室設 建築細部 1672-4518 雙月刊 中(簡)

I145 影藝 ART PLUS 2310-0001 雙月刊 中

I146 室設 建築學報 1016-3212 季刊 中

I147 室設 台灣室內設計 2227-8010 雙月刊 中

J01 美妝 経営とサイエンス 月刊 日

J02 美妝 セラピスト - 雙月刊 日

J03 美妝 專業美容世界 - 雙月刊 中

J04 美妝 香料香精化妝品 1000-4475 雙月刊 中(簡)

J05 美妝 美容科技學刊 1727-6799 半年刊 中

J06 美妝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0021-9584 月刊 西

J07 美妝 Journal of cosmetic science 1525-7886 雙月刊 西

J08 通識 石油通訊 - 月刊 中

J09 通識 石油情報 - 月刊 中

K01 餐飲 BBC Good Food 月刊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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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2 餐飲 Nutraceuticals world 1531-0671 10/y 西

K03 餐飲 Bon appetit 10/y 西

K04 餐飲 中國食物與營養 1006-9577 月刊 中(簡)

K05 餐飲 Meat & poultry 0892-6077 月刊 西

K06 餐飲 DELICIOUS 月刊 西

K07 餐飲 Gastronomica: the journal of critical food studies 1529-3262 季刊 西

K08 餐飲 月刊專門料理 月刊 日

K09 通識 安心 月刊 日

K10 餐飲 Journal of Foodservice Business Research 1537-8020 季刊 西

K11 美妝 NHKきょうの健康 16491- 月刊 日

K12 通識 肥沃台灣 - 半年刊 中

K13 餐飲 MARTHA STEWART Living 10/y 西

K14 餐飲 東方美食 : 餐飲經理人 16744403 月刊 中(簡)

K15 餐飲 栄養と料理 : 現代を健康に生きる = Nutrition & cooking magazine 月刊 日

K16 通識 癌症新探 - 季刊 中

K17 餐飲 藥物食品安全週報 - 月刊 中

K18 通識 台糖通訊 - 月刊 中

K19 餐飲 中華臨床營養雜誌 1674-635X 雙月刊 中(簡)

K20 餐飲 中國飲食文化 1811-9301 半年刊 中

K21 餐飲 料理‧台灣 2224-3313 雙月刊 中

K22 通識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1815-4379 季刊 中

K23 通識 好心肝(肝病防治) - 季刊 中

K24 通識 好健康 - 季刊 中

K25 餐飲 食品與生活 10045473 月刊 中(簡)

K26 餐飲 消費者報導 1020-7547 月刊 中

K27 餐飲 餐飲世界 1671-2447 月刊 中(簡)

K28 餐飲 餐飲產業情報 - 月刊 中

K29 餐飲 台灣農業研究 0022-4847 季刊 中

K30 餐飲 food Next食力 - 季刊 中

K31 餐飲 食品資訊 1027-2305 雙月刊 中

K32 通識 安泰醫護雜誌 1811-1955 半年刊 中

K33 餐飲 烘焙工業 0258-588x 雙月刊 中

K34 餐飲 國際農業科技新知 1607744 季刊 中

K35 通識 常春 1017-7876 月刊 中

K36 通識 康健雜誌 1560-3121 月刊 中

K37 通識 動植物防疫檢疫 1813-0139 季刊 中

K38 通識 桃園區農業專訊 1683-9668 季刊 中

K39 餐飲 料理王囯 月刊 日

K40 餐飲 快樂廚房 1008-5408 雙月刊 中

K41 餐飲 食藝技術期刊 2312-0487 半年刊 中

K42 通識 農友 - 月刊 中

L01 通識 人本教育札記 1024-8285 月刊 中

L02 通識 Education in taiwan 0578-1353 半年刊 西

L03 通識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1562-9716 季刊 中

L04 通識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563-3608 年刊 中

L05 通識 比較教育 1609-5758 半年刊 中

L06 通識 屏縣教育 - 季刊 中

L07 遊動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2073-753X 季刊 中

L08 通識 高教創新(原高教技職簡訊) - 雙月刊 中

L09 通識 生活閱讀 - 年刊 中

L10 通識 全人教育學報 1995-2937 年刊 中

L11 通識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1990-7486 半年刊 中

L12 玩具 科技法律透析 1608-9499 月刊 中

L13 通識 原教界(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 - 雙月刊 中

L14 通識 高等教育 1992-5476 半年刊 中

L15 通識 商業職業教育 - 半年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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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6 通識 教學實踐與創新 2616-5449 半年刊 中

L17 通識 學校體育 - 雙月刊 中

L18 玩具 教育科技與學習 2306-5931 半年刊 中

L19 遊動 科學教育學刊 1027-507X 季刊 中

L20 通識 教育政策論壇 1560-8298 季刊 中

L21 通識 教育研究月刊 1680-6360 月刊 中

L22 通識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 季刊 中

L23 通識 輔導與諮商學報 1818-1546 半年刊 中

L24 通識 教科書研究 - 半年刊 中

L25 通識 教育實踐與研究 1993-5633 半年刊 中

L26 通識 教育與心理研究 1024-9885 季刊 中

M01 通識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815-7238 半年刊 西

M02 觀光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 季刊 中

M03 通識 高雄市勞工局勞工雙月刊 雙月刊 中

M04 通識 中華民國的空軍 - 月刊 中

M05 通識 今日郵政 0529-2786 月刊 中

M06 通識 就業好伙伴 - 月刊 中

M07 通識 今日中國 2312-816x 月刊 中

M08 通識 台灣民主季刊 - 季刊 中

M09 影藝 台灣社會研究 1021-9528 3/y 中

M10 觀光 台灣風物 0496-7070 季刊 中

M11 通識 台灣原young 1911-9247 雙月刊 中

M12 通識 台海研究 2095-6908 季刊 中

M13 通識 外交部通訊 - 季刊 中

M14 通識 用愛彌補：顱顏年報 - 年刊 中

M15 通識 自來水會刊 1025-7683 季刊 中

M16 通識 吾愛吾家 - 雙月刊 中

M17 通識 人權會訊 - 季刊 中

M18 通識 衛福 1019-2875 季刊 中

M19 通識 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 2706-9540 季刊 中

M20 通識 文化臺中 - 季刊 中

M21 通識 康林雜誌 - 季刊 中

M22 通識 流浪動物之家 - 月刊 中

M23 通識 清流 - 雙月刊 中

M24 通識 儲蓄互助社雜誌 - 半年刊 中

M25 通識 司法周刊 - 週刊 中

M26 通識 國家與社會 1994-5736 半年刊 中

M27 通識 張老師 1018-4449 月刊 中

M28 通識 Life Plus熟年誌 2225-4811 月刊 中

M29 通識 停泊棧 - 雙月刊 中

M30 通識 愛之關懷 - 季刊 中

M31 通識 禪天下 - 月刊 中

M32 通識 新世紀智庫論壇 - 季刊 中

M33 通識 經典雜誌 1029-8371 月刊 中

M34 通識 消保雙月刊 - 雙月刊 中

M35 通識 臺灣源流 - 季刊 中

M36 通識 臺灣學研究 1991-6477 半年刊 中

M37 通識 臺灣學通訊 1999-1851 雙月刊 中

M38 通識 應用心理研究 1560-9251 半年刊 中

M39 通識 保庇新北市 - 雙月刊 中

M40 通識 臺南產經 2221-1675 月刊 中

M41 通識 輔具之友 - 年刊 中

M42 通識 失智老人 - 3y 中

M43 通識 台灣動物之聲 - 年刊 中

M44 通識 愛分享 - 季刊 中

M45 通識 印尼僑聲 - 季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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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6 通識 祖國文摘 1027-2399 雙月刊 中

M47 通識 兒盟瞭望 - 年刊 中

M48 通識 新社會 2075-4582 雙月刊 中

M49 通識 台南環境與水資源 - 季刊 中

M50 通識 漁業推廣 1019-9683 月刊 中

M51 通識 透視報導 - 雙月刊 中

N01 通識 國家圖書館館訊 1206-7220 季刊 中

N02 通識 圖書資訊學研究 1990-9128 半年刊 中

N03 通識 台灣出版與閱讀 2616-5074 季刊 中

N04 通識 國家圖書館館刊 1026-5279 半年刊 中

N05 通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0034-5016 季刊 西

N06 通識 書法教育會訊 - 月刊 中

N07 通識 書香遠傳 1728-3469 雙月刊 中

N08 通識 博物館學季刊 1029-3140 季刊 中

N09 通識 檔案 - 半年刊 中

N10 通識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資料手冊 - 年刊 中

N11 通識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1029-3809 年刊 中

P01 通識 A+ english空中美語 1605-8097 月刊 中

P02 通識 ABC互動英語 1683-8548 月刊 中

P03 通識 Advanced彭蒙惠英語 1608-568X 月刊 中

P04 通識 All+互動美語 1813-3452 月刊 中

P05 通識 biz互動英語 1810-5273 月刊 中 停刊

P06 通識 CNN互動英語 1607-8810 月刊 中

P07 通識 常春藤生活英語 - 月刊 中

P08 通識 實用空中美語 1017-804X 月刊 中

P09 通識 Live互動英語 1609-4867 月刊 中

P10 通識 大家說英語 1015-5899 月刊 中

P11 通識 常春藤解析英語 - 月刊 中

P12 通識 地球村生活日語 1560-4675 月刊 中

P13 通識 地球村生活美語 1029-6204 月刊 中

P14 通識 佳音英語世界 1025-0769 月刊 中

P15 通識 空中英語教室 1015-5902 月刊 中

P16 通識 活用空中美語 1563-2946 月刊 中

R01 通識 宇宙光 1025-5257 月刊 中

R02 通識 中信 - 月刊 中

R03 通識 聖靈 - 月刊 中

R04 通識 人乘佛刊 - 季刊 中

R05 通識 明倫 - 雙月刊 中

R06 通識 新使者 1027-2399 雙月刊 中

R07 通識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2414-7478 雙月刊 中

R08 通識 福田 - 月刊 中

R09 通識 生命 - 季刊 中

R10 通識 行天宮 1029-6255 月刊 中

R11 通識 艋舺龍山寺 - 季刊 中

R12 通識 琉璃光 - 季刊 中

X1 通識 兩岸犇報 - 雙週刊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