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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號 刊                      名 語文
A_001 FOOD & WINE 西文
A_002 FOOD TECHNOLOGY 西文
A_003 Journal of marketing 西文
A_004 The Gerontologist 西文
A_005 Translational research : The Journal of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Medicine 西文
A_006 Anke Care 創新照顧 中文
A_007 BBC Knowledge 國際中文版 中文
A_008 C³offee 咖啡誌 (=Coffee咖啡誌) 中文
A_009 CIO IT 經理人 中文
A_010 DFUN設計風尚誌 中文
A_011 éf[國際中文版]=東京衣芙 中文
A_012 food NEXT食力 中文
A_013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 國際中文版 中文
A_014 La Vie 中文
A_015 My plus+加分誌 中文
A_016 Shopping Design設計採買誌 中文
A_017 SMART智富月刊 中文
A_018 The Big Issue Taiwan大誌雜誌 中文
A_019 TO GO泛遊情報 中文
A_020 TRAVELER Luxe旅人誌 中文
A_021 WOW!SCREEN(原:世界電影) 中文
A_022 大家健康Health For ALL 中文
A_023 小日子享生活誌 中文
A_024 中國旅遊 中文
A_025 中華放射線技術學雜誌 中文
A_026 今周刊 中文
A_027 天下雜誌 中文
A_028 少年牛頓雜誌 中文
A_029 戶外探索 中文
A_030 日本食品衛生學雜誌 日文
A_031 台灣文獻 中文
A_032 幼獅文藝 中文
A_033 早安健康 中文
A_034 行遍天下 中文
A_035 快樂廚房 中文
A_036 卓越 中文
A_037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 中文
A_038 故宮文物 中文
A_039 秋刀魚 中文
A_040 科學月刊 中文
A_041 美國職籃聯盟雜誌[國際中文版]=XXL美國職籃聯盟 中文
A_042 飛鳥旅遊雜誌 中文
A_043 食品工業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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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044 食品資訊雜誌 中文
A_045 料理台灣 中文
A_046 旅讀(原名:Or旅讀中國) 中文
A_047 時尚漫旅ROAM 中文
A_048 消費者報導 中文
A_049 能力雜誌 中文
A_050 茶訊 中文
A_051 貢丸湯 中文
A_052 動腦雜誌 中文
A_053 商業周刊 中文
A_054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中文
A_055 常春 中文
A_056 康健雜誌 中文
A_057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 中文
A_058 換日線季刊 中文
A_059 鄉間小路 中文
A_060 傳記文學 中文
A_061 新竹文獻 中文
A_062 經理人月刊 中文
A_063 電腦家庭=PC Home 中文
A_064 漂亮家居 中文
A_065 遠見雜誌 中文
A_066 儂儂 中文
A_067 數位時代 中文
A_068 親子天下 中文
A_069 優渥誌 中文
A_070 嬰兒與母親 中文
A_071 聯合文學 中文
A_072 職業棒球 中文
A_073 HoHaiYan臺灣原YOUNG 中文
A_074 in Tainan 悠活臺南 中文
A_075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文
A_0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中文
A_077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文
A_078 TAIWAN TECH ARENA(TTA) 中文
A_079 TaKao樂高雄 中文
A_080 The Changhua Journal of Medicine 中文
A_081 TZU CHI MEDICAL JOURNAL=慈濟醫學 中文
A_08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中文
A_083 人文社會學報 中文
A_084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中文
A_085 人生雜誌 中文
A_086 工業安全衞生 中文
A_087 工業污染防治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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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088 工業技術與資訊 中文
A_089 中國醫藥研究叢刊 中文
A_090 中華管理發展評論 中文
A_091 中華攝影 中文
A_092 今日中國 中文
A_093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 中文
A_094 文化臺中 中文
A_095 北商學報 中文
A_096 古典詩刊 中文
A_097 台電月刊 中文
A_098 台電核能 中文
A_099 台糖通訊 中文
A_100 台灣光華雜誌 中文
A_101 台灣勞工季刊 中文
A_102 司法周刊 中文
A_103 永續產業發展季刊 中文
A_104 石油通訊 中文
A_105 企業管理學報 中文
A_106 休閒農業產業評論 中文
A_107 全球中央 中文
A_108 在地 Chai Te 中文
A_109 好心肝 中文
A_110 好健康 中文
A_111 安泰醫護雜誌 中文
A_112 安寧照顧會訊 中文
A_113 自然保育季刊 中文
A_114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中文
A_115 技術學刊 中文
A_116 亞東院訊 中文
A_117 和信醫訊 中文
A_118 奇美醫訊 中文
A_119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中文
A_120 東元醫訊 中文
A_121 花蓮趣 中文
A_122 金門季刊 中文
A_123 保庇 中文
A_124 南投風華 中文
A_125 流浪動物之家 中文
A_126 科技報導 中文
A_127 科技管理學刊 中文
A_128 科學美育季刊 中文
A_129 原教界 中文
A_130 師大學報 中文
A_131 恩主公醫訊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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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132 書法教育 中文
A_133 書香遠傳 中文
A_134 桃園區農業專訊 中文
A_135 消保雙月刊 中文
A_136 留日情報雜誌 中文
A_137 茶業專訊 中文
A_138 財金論文叢刊 中文
A_139 高教創新 中文
A_140 高等教育 中文
A_141 高雄文獻 中文
A_142 國民體育季刊 中文
A_143 國防雜誌 中文
A_144 國防譯粹 中文
A_145 國家公園季刊 中文
A_146 國家圖書館館刊 中文
A_147 國家圖書館館訊 中文
A_148 國會季刊 中文
A_149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中文
A_150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中文
A_151 教學實踐研究 中文
A_152 教學實踐與研究 中文
A_153 教學實踐與創新 中文
A_154 清華學報 中文
A_155 產業管理評論 中文
A_156 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 中文
A_157 創新與管理 中文
A_158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中文
A_159 博物館學季刊 中文
A_160 就業安全 中文
A_161 期貨與選擇權學刊 中文
A_162 童綜合醫學雜誌 中文
A_163 傳藝 中文
A_164 慈濟科技大學學報 中文
A_165 新世紀宗教研究 中文
A_166 新竹市政府公報 中文
A_167 會計審計論叢 中文
A_168 經濟研究 中文
A_169 農友 中文
A_170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中文
A_171 彰化護理 中文
A_172 榮總人 中文
A_173 管理科學研究 中文
A_174 管理與系統 中文
A_175 臺大管理論叢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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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176 臺灣工藝 中文
A_177 臺灣出版與閱讀 中文
A_178 臺灣民主季刊 中文
A_179 臺灣美術學刊 中文
A_180 臺灣能源期刊 中文
A_181 臺灣博物館學刊 中文
A_182 臺灣學研究 中文
A_183 臺灣學通訊 中文
A_184 臺灣醫界 中文
A_185 臺灣藝聞 中文
A_186 輔仁民生學誌 中文
A_187 德麥烘焙新訊 中文
A_188 數位狂潮 中文
A_189 聽障教育 中文
A_190 樂覽 中文
A_191 澄清醫訊 中文
A_192 衛福 中文
A_193 震旦 中文
A_194 學校體育 中文
A_195 糖尿病家族 中文
A_196 應用倫理評論 中文
A_197 檔案季刊 中文
A_198 環境教育學刊 中文
A_199 癌症新探 中文
A_200 醫務管理期刊 中文
A_201 藝術研究期刊 中文
A_202 藝術學報 中文
A_203 藥物食品安全週報 中文
A_204 癲癇資訊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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