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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109 年中文期刊訂購清單 

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1 1315654 Advisers 財務顧問 月刊 總館 

2 1222592 Art Plus 雙月刊 總館、大東 

3 1494515 BranD 國際品牌設計雙月刊 不定期刊 總館、大東 

4 1494518 Breakazine(港) 季刊 總館 

5 1498698 DESIGN 360° 觀念設計(港) 雙月刊 總館、大東 

6 1498730 ENGLISH ISLAND 英語島 月刊 總館、彌陀公園 

7 1063091 IDN 國際設計家連網 雙月刊 大東 

8 1139891 LIVING&DESIGN 住宅美學  11/年 總館、中庄、大東 

9 583668 ppaper 雙月刊 總館、大東、河堤、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10 1187707 ppaper FASHION 雙月刊 總館、大東 

11 1318261 Taiwan Review 臺灣評論 雙月刊 總館 

12 1318490 The Big issue 大誌雜誌 月刊 總館、彌陀公園 

13 1318511 Top945 康軒學習雜誌 (學前版) 月刊 總館、鼓山、燕巢 

14 17527 TOP945 康軒學習雜誌(初階版) 雙週刊 總館、高市文化 

15 22633 TOP945 康軒學習雜誌(進階版) 雙週刊 

總館、小港、新閱、鹽埕、前鎮、高市文

化、寶珠、內門溝坪、內門木柵、鳥松、

永安 

16 1501775 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 季刊 大東 

17 1056892 Yishu 典藏國際版 雙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 

18 1318585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 半年刊 總館 

19 481910 人生雜誌 月刊 總館 

20 94487 人事行政 季刊 總館 

21 58649 
土木水利：中國土木水利工程

學會會刊 
雙月刊 總館、中崙 

22 1327513 土地問題研究季刊 季刊 總館 

23 1574478 中山管理評論 季刊 總館 

24 173104 大海洋詩雜誌 半年刊 文學 

25 1324001 大陸經貿法規 雙月刊 總館 

26 1139895 大觀月刊 月刊 總館、大東 

27 1627062 小朋友巧連智(學習版) 月刊 總館 

28 46786 小朋友巧連智(幼幼版,附 CD) 月刊 總館、旗津、大東、三民 

29 300001 小朋友巧連智(成長版,附 CD) 月刊 總館、三民、高市文化、美濃、田寮 

30 1082531 小朋友巧連智(快樂版,附 DVD) 月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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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31 1586337 超級小學生(進階版) 月刊 

總館、旗津、左新、曹公、三民、小港、

河堤、新閱、鹽埕、前鎮、高市文化、寶

珠、楠仔坑、陽明 

32 951420 工業材料 月刊 總館 

33 94705 中外文學 季刊 總館、文學、高市文化 

34 94253 中共研究 雙月刊 總館 

35 56957 中研院法學期刊 半年刊 總館 

36 951210 中國地方自治 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37 1063269 中國京劇(簡) 月刊 總館、大東 

38 102110 中國畜牧 月刊 總館 

39 1324034 中國現代文學 半年刊 總館 

40 1324039 中國評論月刊 月刊 總館 

41 84605 中國語文 月刊 總館 

42 97033 中等教育 季刊 總館 

43 1324068 中華奇石雜誌 月刊 總館 

44 1324136 化工 雙月刊 總館 

45 1323922 太極拳研究專集 3/年 總館 

46 97132 孔孟月刊 雙月刊 總館 

47 1324161 戶外遊憩研究 季刊 總館 

48 60387 文官制度季刊 季刊 總館 

49 94711 文學臺灣 季刊 

總館、文學、阿蓮、鼓山、中庄、旗山、

橋頭、旗津、右昌、左營、左新、中崙、

鳳二、曹公、三民、小港、草衙、湖內、

河堤、新興、鹽埕、茄萣、仁武、澄觀、

甲仙、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

寶珠、六龜、李科永、林園、林園二、路

竹、南鼓山、美濃、彌陀、彌陀公園、翠

屏、內門、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木

柵、鳥松、苓雅、楠仔坑、陽明、杉林、

大社、田寮、大寮、大樹、大樹二、大樹

三、永安、燕巢、梓官、梓官赤東 

50 177846 月旦法學教室 月刊 總館、鳳二、新興 

51 120331 月旦法學雜誌 月刊 總館、新興、高市文化 

52 1324289 月旦財經法雜誌 年刊 總館 

53 1324293 月旦裁判時報 月刊 總館、新興 

54 1528940 月旦醫事法報告 月刊 總館 

55 1174042 木工家具雜誌 月刊 總館 

56 103279 主計月刊 月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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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57 1326219 
四季報季刊-科技電子與傳產金

融 
季刊 總館 

58 1056863 未來少年月刊 月刊 

總館、阿蓮、中庄、旗山、橋頭、旗津、

右昌、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

大東、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閱、

鹽埕、茄萣、仁武、澄觀、甲仙、前鎮、

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寶珠、六龜、

林園、林園二、路竹、南鼓山、美濃、彌

陀、彌陀公園、內門、內門溝坪、內門內

埔、內門木柵、苓雅、楠仔坑、陽明、杉

林、大社、大寮、大樹、大樹二、大樹三、

燕巢、梓官、梓官赤東 

59 95893 民俗曲藝 季刊 總館、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60 1362790 民報文化雜誌 月刊 總館、中崙、高市文化 

61 249373 生態臺灣季刊 季刊 總館、鼓山、高市文化 

62 1033689 先探 周刊 

總館、鼓山、橋頭、右昌、左營、左新、

三民、小港、新興、岡山文化、寶珠、李

科永、南鼓山、楠仔坑、大社 

63 164975 全國律師 月刊 總館 

64 305137 全球中央 月刊 總館、左新、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65 963867 印刷人 雙月刊 總館 

66 46351 在野法潮 季刊 總館 

67 1326238 地工技術 季刊 總館 

68 33185 地球公民 365 月刊 

總館、鼓山、左營、左新、三民、小港、

草衙、湖內、河堤、新閱、鹽埕、茄萣、

仁武、前鎮、高市文化、林園、路竹、美

濃、鳥松、楠仔坑、大社、田寮、大寮、

永安、梓官赤東 

69 1326247 地球科學集刊 雙月刊 總館 

70 39022 字花雜誌 雙月刊 總館、文學 

71 1326255 安全&自動化 (臺灣版) 季刊 總館 

72 1326260 自行車&電動車市場快訊 雙月刊 總館 

73 1324308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雙月刊 季刊 總館 

74 126023 自然保育季刊 季刊 總館 

75 1326261 行政試訊 季刊 總館 

76 1327766 兵器戰術圖解 雙月刊 總館 

77 1327768 冷凍空調技師 季刊 總館 

78 1328023 志為護理  雙月刊 總館 



4 
 

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79 1328033 技師 季刊 總館 

80 471324 投資情報 月刊 總館 

81 1328663 車輛工業月刊 月刊 總館 

82 1328787 防務快門-雙月刊 雙月刊 總館 

83 1328666 亞太防務雜誌 月刊 總館 

84 510005 亞太管理評論 季刊 總館 

85 1082537 兩輪誌 月刊 總館、永安 

86 250020 明道文藝 3/年 總館、文學 

87 1328677 明潮雙周刊 雙周刊 總館 

88 102230 法學叢刊 季刊 總館、新興、高市文化 

89 1328681 物流技術與戰略 雙月刊 總館 

90 1328683 物理治療 季刊 總館 

91 951235 股市總覽 (上櫃+上市) 季刊 總館 

92 134847 非凡商業周刊 周刊 

總館、中庄、旗山、小港、新興、茄萣、

前鎮、寶珠、李科永、翠屏、內門內埔、

陽明、大樹二 

93 1328691 保險專刊 季刊 總館 

94 1328693 品味誌 雙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 

95 93695 品質月刊 月刊 總館 

96 45605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 月刊 總館、河堤、高市文化 

97 99953 建築師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 

98 149121 建築學報 季刊 總館、大東 

99 98836 故宮文物月刊 月刊 總館、大東、大寮 

100 1328695 映 CG 數位影像繪圖 季刊 總館、大東 

101 1328701 科技生活 11/年 總館 

102 177537 科技法律透析 月刊 總館 

103 380611 科技報導 月刊 總館 

104 1324402 臺灣社會研究 3/年 總館 

105 1328702 科學教育學刊 季刊 總館 

106 102137 科學發展 月刊 總館 

107 95476 美育 雙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 

108 1328705 軍事連線 月刊 總館 

109 43949 軍法專刊 雙月刊 總館 

110 97461 食品工業 月刊 總館 

111 23081 食品資訊雙月刊 雙月刊 總館 

112 93713 哲學與文化 月刊 總館 

113 1174092 料理臺灣 雙月刊 
總館、鼓山、曹公、草衙、高市文化、內

門、大樹三、永安、燕巢 



5 
 

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114 1328706 旅報 50/年 總館 

115 1328707 時兆 月刊 總館 

116 1328708 時間觀念 8/年 總館 

117 94822 書目季刊 季刊 總館 

118 1328709 校園 雙月刊 總館 

119 164226 海翁臺語文學 月刊 總館、文學、右昌、高市文化 

120 130529 消防月刊 月刊 總館 

121 94583 消費者報導 月刊 
總館、旗津、右昌、前鎮、高市文化、彌

陀 

122 960283 烘焙工業 雙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田寮 

123 1328711 珠寶之星 季刊 總館、鹽埕 

124 1063062 珠寶世界 雙月刊 總館、大東 

125 1328712 珠寶商情 季刊 總館 

126 1328714 畜產報導 雙月刊 總館 

127 1328719 真空科技 季刊 總館 

128 1328720 神學論集 季刊 總館 

129 1327534 租售報導:住展 11/年 總館、大社 

130 1329637 財稅研究  雙月刊 總館 

131 1328725 起重升降季刊 季刊 總館 

132 1328726 酒訊雜誌月刊 月刊 總館 

133 250133 乾坤詩刊 季刊 總館、文學 

134 26312 問題與研究 季刊 總館 

135 1240019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季刊 總館 

136 92937 國文天地 月刊 總館、文學、高市文化 

137 49088 國家石材雜誌 季刊 總館 

138 253090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半年刊 總館、大東 

139 1082365 常春藤生活英語(點字版) 月刊 總館、新興 

140 1528944 從容文學 季刊 總館、文學 

141 1328734 惟馨周報 周刊 總館 

142 405620 教育心理學報 季刊 總館、寶珠 

143 1328735 教育政策論壇 季刊 總館 

144 101580 教育研究月刊 月刊 總館、寶珠 

145 29837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季刊 總館 

146 94590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3/年 總館 

147 407330 教育與心理研究 季刊 總館 

148 1328736 混凝土科技 季刊 總館 

149 101672 現代地政 季刊 總館 

150 1328739 現代養豬 月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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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151 523995 現代營建 月刊 總館、大東 

152 1044469 產業與管理論壇 季刊 總館 

153 1328740 產業雜誌 月刊 總館 

154 250242 笠詩刊 雙月刊 總館、文學 

155 1328741 組織與管理 半年刊 總館 

156 864560 設計印象 雙月刊 總館 

157 1139855 
都市住宅學 = Urban Hoursing 

Sciences(日)  
季刊 大東 

158 223295 陶業 季刊 總館 

159 84921 創世紀詩雜誌 季刊 總館、文學 

160 81400 博物館學季刊 季刊 總館 

161 1501786 彭博商業周刊(港) 雙週刊 總館 

162 1328747 測驗學刊 季刊 總館 

163 1574477 
Rainbow Time 彩虹時間有聲英

文故事(全英文朗讀+講解光碟) 
月刊 總館、澄觀、燕巢 

164 26154 稅務研究月刊 月刊 總館 

165 1328750 稅壇 半月刊 總館 

166 1328751 結構工程 季刊 總館 

167 77610 華語文教學研究 季刊 總館 

168 1328753 貿易雜誌月刊 月刊 總館 

169 101997 量測資訊 雙月刊 總館 

170 1063236 黃梅戲藝術(簡) 季刊 總館、大東 

171 103494 傳記文學 月刊 
總館、左營、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寶珠、

楠仔坑 

172 1328755 微免與感染雜誌 雙月刊 總館 

173 967881 新史學 季刊 總館 

174 72257 新生族教學月刊 月刊 總館 

175 1225014 新電子科技 月刊 總館 

176 1328763 新漁業 半月刊 總館 

177 1328764 會計人 季刊 總館 

178 95798 會計研究月刊 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179 1328765 當代教育研究 季刊 總館 

180 179903 經貿透視雙周刊 雙周刊 總館 

181 99287 經濟前瞻 雙月刊 總館 

182 158489 萬國法律 雙月刊 總館、新興 

183 169461 萬寶周刊 周刊 總館、新興、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184 85063 葡萄園詩刊 季刊 總館、文學 

185 1501789 號外(港) 月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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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887941 農業世界 月刊 總館、美濃、杉林 

187 1328768 電子商務研究 季刊 總館 

188 1328769 電子商務學報 半年刊 總館 

189 951405 電子情報 月刊 總館 

190 1328770 電子與電腦 月刊 總館 

191 1328771 電工通訊 季刊 總館 

192 387310 電機技師 雙月刊 總館 

193 23252 圖資與檔案學刊 半年刊 總館 

194 960320 榮總護理 季刊 總館 

195 386267 漁友 月刊 總館 

196 1324323 臺大法學論叢 季刊 總館 

197 1324328 臺文通訊 Bong 報 月刊 總館 

198 169294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季刊 總館 

199 173093 臺灣工藝 季刊 總館、大東 

200 1324337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雙月刊 總館 

201 171545 臺灣公路工程月刊 月刊 總館 

202 173312 臺灣水利 季刊 總館、中崙 

203 1324391 臺灣水產 雙月刊 總館 

204 178337 臺灣史研究 季刊 總館 

205 151268 臺灣法學雜誌 半月刊 總館、新興 

206 179402 臺灣社會學 半年刊 總館 

207 1327525 臺灣花卉園藝 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 

208 87857 臺灣花藝 月刊 總館、前鎮 

209 58841 臺灣建築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210 10428 臺灣現代詩 季刊 總館、文學 

211 97890 臺灣博物 季刊 總館、大東 

212 1323943 臺灣園藝 季刊 總館 

213 99505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月刊 總館 

214 41959 臺灣詩學論壇 季刊 總館、文學 

215 249496 臺灣詩學學刊 半年刊 總館、文學 

216 1326199 臺灣銀行家 月刊 總館 

217 1326216 臺灣觀光(中文版) 雙月刊 總館、翠屏 

218 1328774 輔導季刊 季刊 總館 

219 1328775 遙控技術 月刊 總館 

220 1326192 遠望月刊 月刊 總館 

221 1328776 廣告與市場 月刊 總館 

222 1328777 影像與識別 季刊 總館 

223 1328779 數位學習科技期刊 季刊 總館、燕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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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224 175412 數學集刊 季刊 總館 

225 29193 數學傳播 季刊 總館 

226 138821 樂覽 雙月刊 總館 

227 170998 歐美研究 季刊 總館 

228 1501792 閱讀理解  季刊 總館、仁武、永安 

229 97261 學生事務 季刊 總館 

230 1164383 戰鬥王 月刊 總館 

231 103157 機械工程 季刊 總館 

232 97332 機械工業 月刊 總館 

233 1328791 機械資訊 月刊 總館 

234 46352 諮商與輔導 月刊 總館、曹公 

235 1174110 戲劇研究 半年刊 總館、大東 

236 1328794 營建物價 雙月刊 總館 

237 93918 聯合文學 月刊 
總館、文學、左營、新興、高市文化、李

科永 

238 141701 臨床醫學 月刊 總館 

239 667136 醫美人=醫美時尚 月刊 總館 

240 1328796 醫院 季刊 總館 

241 1328797 醫務管理 季刊 總館 

242 99615 鵝湖 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 

243 1139903 藝術收藏+設計 月刊 總館、大東 

244 1066489 藝術教育研究 半年刊 總館、大東 

245 177831 藝術觀點 季刊 總館、文學、大東 

246 1476343 藥學雜誌 季刊 總館、旗山、右昌、李科永、鳥松、苓雅 

247 147383 警學叢刊 雙月刊 總館 

248 237885 護理雜誌 雙月刊 總館 

249 1578803 音响技術 =audiotechnique  月刊 總館 

250 1573853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季刊 總館 

251 1573216 智動化 11/年 總館 

252 1573222 信報財經 月刊 總館 

253 1573744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季刊 總館 

254 23322 鹽分地帶文學 雙月刊 總館、文學 

255 177327 佳音英語世界雜誌 月刊 
總館、鳳二、三民、小港、草衙、河堤、

新閱、鹽埕、仁武、前鎮、楠仔坑 

256 1328722 茶訊 月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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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257 50836 遠見 月刊 

總館、阿蓮、鼓山、中庄、旗山、橋頭、

旗津、右昌、左營、左新、曹公、三民、

小港、湖內、新興、新閱、鹽埕、茄萣、

仁武、甲仙、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岡山、寶珠、六龜、李科永、林園、林園

二、路竹、南鼓山、美濃、彌陀、彌陀公

園、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木柵、鳥

松、楠仔坑、陽明、杉林、大社、大樹、

大樹二、大樹三、燕巢、梓官赤東 

258 56623 臺文戰線季刊 季刊 

總館、文學、阿蓮、鼓山、中庄、旗山、

橋頭、旗津、右昌、左營、左新、中崙、

鳳二、曹公、三民、小港、草衙、湖內、

河堤、新興、鹽埕、茄萣、仁武、澄觀、

甲仙、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

寶珠、六龜、林園、林園二、路竹、南鼓

山、美濃、彌陀、彌陀公園、翠屏、內門、

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木柵、鳥松、

苓雅、楠仔坑、陽明、杉林、大社、田寮、

大寮、大樹、大樹二、大樹三、永安、燕

巢、梓官、梓官赤東 

259 295502 Cans 藝術新聞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 

260 1455564 小小地球人 月刊 總館 

261 1542943 機械新刊 月刊 總館 

262 1627066 博物館與文化 半年刊 總館 

263 1627067 故宮學術季刊 季刊 總館 

264 1627069 臺灣財經法學論叢 年刊 總館 

265 1627070 財務社會工作貧窮研究學刊 半年刊 總館 

266 1627072 臺灣出版與閱讀 季刊 總館 

267 259288 新活水 雙月刊 總館、文學 

268 1610581 WAVES 生活潮藝文誌 季刊 總館、文學 

269 1612892 亮語 季刊 總館、文學 

270 1627073 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 半年刊 總館 

271 1627074 劇場．閱讀 季刊 總館 

272 1627076 ULTIMATE HOMES 財富地產 雙月刊 總館 

273 27270 世界民航雜誌  月刊 總館 

274 53839 dpi 設計插畫誌 雙月刊 總館 

二、一般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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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275 32957 A+ English 空中美語 月刊 總館、鼓山、中庄、三民、小港、田寮 

276 1019829 ABC 互動英語(含朗讀 CD) 月刊 總館、鹽埕、寶珠、鳥松、陽明、梓官 

277 1529698 AG 汽車雜誌 月刊 總館 

278 1222579 ALL+互動英語(課文朗讀版) 月刊 總館、陽明 

279 1087889 BBC 知識（國際中文版） 月刊 總館、左營、左新、澄觀 

280 1501802 Before & After 改造王 季刊 大東 

281 998267 BODY 體面 季刊 總館 

282 1528959 C3offee 咖啡誌  雙月刊 
總館、草衙、新閱、高市文化、六龜、鳥

松 

283 599940 CAMERA 攝影誌 雙月刊 總館、永安 

284 1022632 Career 職場情報誌 雙月刊 
總館、鼓山、草衙、前鎮、岡山、李科永、

大社、梓官赤東 

285 41671 CHEERS 快樂工作人 雙月刊 

總館、中庄、橋頭、左營、三民、草衙、

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美濃、田寮、

梓官赤東 

286 1316424 CIO IT 經理人 月刊 總館 

287 233727 
CNN 互動英語（課文朗讀版,

含 CD） 
月刊 

總館、旗山、左營、曹公、河堤、澄觀、

前鎮、高市文化、岡山、寶珠、美濃 

288 1062771 color 月刊 總館、阿蓮 

289 1510629 CORE INTERIOR 空間 半年刊 總館、大東 

290 51460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季刊 

總館、鼓山、右昌、曹公、大東、草衙、

仁武、彌陀、彌陀公園、大樹二、大樹三、

燕巢、梓官、梓官赤東 

291 1316572 CTIMES=零組件 月刊 總館 

292 674783 DECO 居家 11/年 
總館、鼓山、右昌、大東、湖內、岡山文

化、內門溝坪、內門木柵、楠仔坑 

293 1063078 DFun 設計風尚誌 季刊 總館、大東 

294 54180 
DIGI PHOTO 數位相機採購活

用 
季刊 總館、大東、仁武、岡山文化、杉林 

295 1528961 DREAM 創夢同人資訊情報誌 季刊 高市文化 

296 54618 ef 東京衣芙 雙月刊 總館、鼓山、右昌、三民、李科永、鳥松 

297 252631 ELLE  月刊 
總館、中庄、左新、草衙、高市文化、林

園二、彌陀、大寮 

298 1316399 eye mag 季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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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299 1318480 EZDIVE 潛水客國際中文版 雙月刊 總館 

300 1528962 food NEXT 食力 季刊 總館、左營、彌陀公園 

301 10209 frontier 開拓動漫畫情報誌 雙月刊 總館、大東、鹽埕、澄觀、高市文化 

302 264547 GQ 瀟灑 月刊 總館、新興、前鎮、高市文化 

303 351796 Green 綠雜誌 雙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大樹 

304 1511905 Home journal 美好家居 月刊 總館、大東 

305 1082618 HOUSE STYLE 時尚家居 雙月刊 總館、梓官 

306 1490503 How it works 知識大圖解 月刊 總館、左營、永安 

307 34827 iLOOK 電影雜誌 月刊 
總館、中庄、中崙、曹公、草衙、前鎮、

林園二、美濃、大社 

308 234616 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月刊 總館、文學、高市文化 

309 1316736 ITHome 電腦報 周刊 總館 

310 658289 IW 傢飾 雙月刊 總館、大東 

311 54954 La Vie 漂亮月刊 月刊 總館、大東、美濃 

312 1188360 Life Plus 熟年誌 月刊 

總館、鼓山、橋頭、鳳二、三民、草衙、

湖內、茄萣、高市文化、李科永、彌陀、

彌陀公園、梓官赤東 

313 626282 Live 互動英語(書+CD) 月刊 總館 

314 1035992 Lucky 幸運雜誌-月刊 月刊 總館 

315 951236 MEN'S UNO 男人誌 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316 1316928 Milk X 月刊 月刊 總館 

317 550035 Money 錢 月刊 

總館、鼓山、中庄、旗山、橋頭、中崙、

鳳二、曹公、三民、小港、草衙、河堤、

茄萣、仁武、甲仙、前鎮、內門、杉林、

田寮、大樹、大樹二、大樹三、永安、燕

巢、梓官 

318 1316963 my plus+ 加分誌 8/年 總館、左營 

319 1316977 OR 旅讀中國 月刊 總館 

320 1051573 PAR 表演藝術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 

321 392383 PC  home 電腦家庭 月刊 

總館、鼓山、中庄、橋頭、旗津、右昌、

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三民、

小港、草衙、湖內、河堤、鹽埕、茄萣、

仁武、澄觀、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岡山、寶珠、六龜、林園、林園二、美濃、

翠屏、楠仔坑、陽明、大社、田寮、大寮、

大樹、大樹二、大樹三、燕巢、梓官、梓

官赤東 

322 133259 PC DIY! 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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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323 892839 Prime AV 新視聽 月刊 總館 

324 1317862 SALON NEWS 美髮新聞 雙月刊 總館 

325 1062996 Shopping Design 設計採買誌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寶珠 

326 151400 smart 智富月刊 月刊 

總館、阿蓮、中庄、旗山、橋頭、旗津、

右昌、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

三民、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興、

鹽埕、茄萣、仁武、甲仙、前鎮、高市文

化、岡山文化、岡山、寶珠、李科永、林

園、林園二、路竹、美濃、彌陀、彌陀公

園、鳥松、楠仔坑、陽明、杉林、大社、

大寮、大樹二、梓官、梓官赤東 

327 33849 Taipei Walker 月刊 總館、左營、前鎮 

328 1318485 Tea‧茶雜誌-季刊 季刊 總館 

329 133469 TO GO 泛遊情報 11/年 

總館、旗山、橋頭、右昌、左營、中崙、

鳳二、曹公、草衙、湖內、河堤、新閱、

茄萣、仁武、澄觀、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岡山、寶珠、六龜、林園、南鼓山、彌陀、

翠屏、楠仔坑、大社、大樹三、燕巢、梓

官 

330 1528965 TopGear Taiwan 極速誌 月刊 總館 

331 56273 TRAVELER LUXE 旅人誌 月刊 

總館、阿蓮、左營、河堤、鹽埕、前鎮、

高市文化、六龜、美濃、楠仔坑、杉林、

田寮、梓官赤東 

332 1329978 Vision Man 質男幫 季刊 總館 

333 56389 VIVI 唯妳時尚國際中文版 月刊 總館、鳳二、草衙、寶珠、楠仔坑 

334 1318517 VoCE 美妝時尚 月刊 總館 

335 633867 VOGUE Taiwan 時尚  月刊 總館、左營、六龜 

336 1528967 WE PEOPLE 東西名人 月刊 總館 

337 1044480 with 雜誌 月刊 總館、仁武、美濃 

338 625778 XXL 美國職籃聯盟 月刊 

總館、右昌、曹公、河堤、茄萣、仁武、

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林園、

美濃、彌陀、大社、永安 

339 275374 一手車訊 月刊 
總館、曹公、湖內、澄觀、高市文化、岡

山文化 

340 1318550 九彎十八拐 雙月刊 總館、文學、寶珠 

341 133687 人本教育札記 月刊 總館、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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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342 33069 大美人 月刊 
總館、中庄、茄萣、林園、林園二、美濃、

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木柵 

343 130302 大家健康 雙月刊 總館、茄萣、甲仙、高市文化 

344 1326193 大家說英語 (書+CD+MP3) 月刊 總館、大樹 

345 103038 大家說英語(含 CD 版) 月刊 
阿蓮、中崙、鳳二、曹公、草衙、河堤、

路竹、美濃、大社、大寮、永安 

346 677114 大家說英語(含 MP3) 月刊 

鼓山、中庄、橋頭、旗津、右昌、左營、

左新、三民、小港、湖內、新興、鹽埕、

茄萣、甲仙、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岡山、寶珠、李科永、林園、南鼓山、翠

屏、內門、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木

柵、鳥松、苓雅、楠仔坑、燕巢、梓官 

347 74217 大嘴鳥親子教育雜誌 季刊 總館、鹽埕、大樹 

348 310835 小太陽 1-3 歲幼兒雜誌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 

349 1062788 小太陽 4-7 歲幼兒雜誌 月刊 
總館、鼓山、鳳二、大東、小港、林園、

楠仔坑、永安 

350 1187922 小日子享生活誌 月刊 

總館、大東、新興、仁武、前鎮、岡山文

化、六龜、彌陀公園、苓雅、杉林、梓官

赤東 

351 1528968 小行星幼兒誌 月刊 總館、中庄、左新 

352 593840 小達文西 月刊 總館、左營、仁武 

353 169927 中國旅遊雜誌 月刊 
總館、左營、鳳二、三民、草衙、仁武、

永安 

354 134212 今周刊 周刊 

總館、鼓山、中庄、旗山、橋頭、左新、

中崙、鳳二、曹公、三民、小港、草衙、

湖內、河堤、新興、茄萣、仁武、澄觀、

甲仙、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寶珠、

李科永、林園二、美濃、內門內埔、鳥松、

苓雅、楠仔坑、陽明、大社、大樹三、燕

巢、梓官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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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355 49625 天下 雙周刊 

總館、阿蓮、鼓山、旗山、橋頭、旗津、

右昌、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

三民、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興、

新閱、鹽埕、茄萣、仁武、澄觀、甲仙、

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寶珠、

六龜、李科永、林園、林園二、路竹、南

鼓山、美濃、彌陀、彌陀公園、翠屏、內

門、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木柵、鳥

松、苓雅、楠仔坑、陽明、杉林、大社、

田寮、大寮、大樹大樹二、永安、燕巢、

梓官 

356 74998 少年牛頓 月刊 

總館、橋頭、右昌、左新、鳳二、小港、

新閱、高市文化、寶珠、李科永、林園二、

路竹、彌陀公園、內門溝坪、內門內埔、

內門木柵、鳥松、苓雅、大寮 

357 1324160 戶外探索 季刊 總館 

358 100568 文訊月刊 月刊 總館、文學、高市文化 

359 1324285 月旦民商法雜誌 季刊 總館 

360 1324300 
世界高級品情報＝Luxury 

watcher 
雙月刊 總館 

361 1324304 世界腕錶 8/年 總館 

362 951387 世界經理文摘 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363 31870 世界電影 月刊 

總館、鼓山、旗津、左營、左新、鳳二、

大東、河堤、仁武、澄觀、高市文化、岡

山文化、岡山、寶珠、梓官 

364 1528969 台灣室內設計 雙月刊 總館 

365 134424 幼獅少年 月刊 

總館、橋頭、左新、大東、小港、仁武、

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寶珠、苓雅、楠仔

坑、大寮 

366 56237 幼獅文藝 月刊 總館、文學、大東 

367 1501805 未來 Family 雙月刊 

總館、鼓山、左新、草衙、前鎮、高市文

化、彌陀、楠仔坑、田寮、大寮、梓官、

梓官赤東 

368 1329878 未來兒童 月刊 
總館、鼓山、小港、鹽埕、澄觀、甲仙、

前鎮、高市文化、岡山、寶珠、梓官 

369 1528970 田園 LOHAS 半年刊 總館、旗山、美濃、彌陀、大社 

370 65070 光華(中英版) 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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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98631 全國兒童周刊 周刊 小港、李科永 

372 1326234 
全國兒童樂園=小飛蛙月刊(成

長版) 
月刊 總館 

373 389727 全球防衛 月刊 
總館、左營、左新、中崙、鳳二、小港、

草衙、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寶珠 

374 261686 地球村生活日語 (中級+高級) 月刊 總館、左營、高市文化、彌陀公園、陽明 

375 294513 
地球村生活美語月刊(附

CD-SUPER+CD)  
月刊 總館、右昌 

376 1326243 
地球村時尚美語月刊(附

CD-SUPER+CD)  
月刊 總館、右昌 

377 472085 宇宙光 月刊 總館 

378 1326256 早安健康 12/年 
總館、橋頭、鳳二、茄萣、李科永、大樹、

大樹三 

379 389511 自然保健 月刊 總館 

380 93917 行遍天下(臺灣版+海外版) 11/年 

總館、阿蓮、鼓山、中庄、橋頭、右昌、

左營、左新、中崙、曹公、小港、河堤、

鹽埕、茄萣、前鎮、岡山文化、岡山、六

龜、林園、林園二、路竹、彌陀公園、翠

屏、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木柵、鳥

松、楠仔坑、杉林、大社、大寮、大樹、

大樹三、燕巢、梓官 

381 567603 君子 月刊 總館、新興 

382 249701 快樂廚房月刊 雙月刊 

總館、鼓山、中庄、旗山、橋頭、右昌、

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三民、

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閱、鹽埕、

茄萣、仁武、澄觀、甲仙、前鎮、高市文

化、岡山文化、岡山、寶珠、六龜、李科

永、林園二、南鼓山、美濃、彌陀公園、

翠屏、內門內埔、鳥松、苓雅、楠仔坑、

杉林、大社、大樹、大樹三、永安、燕巢、

梓官、梓官赤東 

383 1328031 我的狗情報誌 雙月刊 總館 

384 101350 汽車百科 月刊 
總館、旗津、右昌、中崙、鳳二、小港、

草衙、前鎮、內門、楠仔坑、大寮、梓官 

385 951413 汽車購買指南 月刊 
總館、仁武、岡山文化、美濃、大社、大

樹、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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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385558 亞洲週刊 周刊 總館、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387 255647 典藏古美術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 

388 249921 典藝今藝術 月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 

389 33092 卓越 月刊 總館 

390 1328676 孤獨星球國際中文版 雙月刊 總館、鼓山、橋頭、左營、李科永、翠屏 

391 1510669 放築塾代誌 月刊 總館、大東 

392 1328678 明報月刊 月刊 總館 

393 1328685 玩物-MARIE CLAIRE 半年刊 總館 

394 57177 直銷世紀 11/年 總館 

395 380614 空中英語教室(含 CD) 月刊 
六龜、路竹、美濃、大社、燕巢、梓官赤

東 

396 730983 空中英語教室（含 MP3） 月刊 

阿蓮、中庄、旗山、橋頭、右昌、左營、

左新、鳳二、曹公、小港、河堤、新興、

鹽埕、茄萣、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寶珠、李科永、南鼓山、翠屏、鳥松、楠

仔坑、陽明、杉林、大寮、大樹二 

397 1328686 空中英語教室(書+CD+MP3) 月刊 總館 

398 472515 芙蓉坊 8/年 總館、大東 

399 1328689 花語雜誌 雙月刊 總館 

400 1035223 花藝家雙月刊 雙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401 1328694 城邦國際名錶 8/年 總館 

402 141479 室內 月刊 總館、大東 

403 20329 活用空中美語 月刊 總館、左新、彌陀、永安 

404 1328738 活動平臺雜誌 雙月刊 總館 

405 1328699 流行騎士 月刊 總館 

406 93051 皇冠 月刊 

總館、文學、阿蓮、鼓山、右昌、左新、

中崙、鳳二、三民、小港、草衙、湖內、

河堤、茄萣、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岡山、寶珠、南鼓山、翠屏、鳥松、苓雅、

楠仔坑、大寮 

407 64009 看雜誌 11/年 左新、岡山文化、美濃、杉林 

408 1501808 秋刀魚 季刊 總館 

409 10862 科學人雜誌 月刊 

總館、左營、左新、曹公、三民、草衙、

湖內、岡山文化、岡山、寶珠、李科永、

路竹、美濃、彌陀、苓雅、楠仔坑、大樹

三、梓官、梓官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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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1316683 科學少年 月刊 
總館、左新、草衙、甲仙、前鎮、美濃、

彌陀、永安 

411 103024 科學月刊 月刊 總館、鼓山、左新、高市文化 

412 960296 美麗佳人 月刊 
總館、大樹三、永安、燕巢、梓官、梓官

赤東 

413 381457 音響論壇 月刊 總館、大東 

414 1328716 留日情報雜誌 雙月刊 總館 

415 98848 能力雜誌 月刊 總館 

416 1224771 茶藝 季刊 總館、大東、美濃 

417 88957 財訊 雙周刊 

總館、阿蓮、鼓山、中庄、右昌、左營、

左新、曹公、三民、小港、新興、鹽埕、

前鎮、高市文化、寶珠、李科永、路竹、

南鼓山、苓雅、楠仔坑、大樹三 

418 1406570 高爾夫 GOLF 雜誌 月刊 總館 

419 35270 高爾夫文摘 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420 22090 動腦 月刊 總館、草衙 

421 1328729 商用車雜誌 季刊 總館 

422 99604 商業周刊 周刊 

總館、鼓山、中庄、旗山、橋頭、旗津、

右昌、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

三民、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興、

新閱、鹽埕、仁武、甲仙、前鎮、高市文

化、岡山文化、岡山、寶珠、六龜、李科

永、林園、林園二、路竹、南鼓山、美濃、

彌陀、彌陀公園、翠屏、內門、內門溝坪、

內門內埔、內門木柵、鳥松、楠仔坑、陽

明、杉林、大社、田寮、大寮、大樹、大

樹二、大樹三、永安、燕巢、梓官 

423 309218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月刊 

總館、鼓山、旗山、左新、中崙、曹公、

大東、三民、河堤、鹽埕、仁武、高市文

化、岡山文化、六龜、路竹、美濃、彌陀

公園、楠仔坑、杉林 

424 686750 國語日報週刊(初階版) 周刊 總館、橋頭、大樹二 

425 41077 國語幼兒月刊(幼幼版,含 CD) 月刊 總館 

426 140097 國語幼兒月刊(成長版,含 CD) 月刊 總館、三民、鹽埕、岡山、陽明 

427 140231 國語青少年月刊 月刊 

總館、鼓山、中庄、右昌、鳳二、曹公、

三民、草衙、河堤、新閱、高市文化、岡

山、寶珠、苓雅、陽明 

428 96792 國語週刊(基礎版)=國語週刊小 周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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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版 

429 29547 
國語週刊(進階版)=國語週刊小

學版 
周刊 

總館、鹽埕、茄萣、高市文化、林園、大

寮 

430 1006088 國語週刊：美語 ABC 月刊 總館、岡山 

431 629809 國語週刊：美語天地 月刊 總館 

432 1328733 專業美容世界 雙月刊 總館 

433 88193 常春 月刊 

總館、鼓山、中庄、旗山、橋頭、旗津、

右昌、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

三民、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興、

新閱、鹽埕、茄萣、仁武、甲仙、前鎮、

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寶珠、六龜、

李科永、林園、林園二、路竹、南鼓山、

彌陀公園、翠屏、內門、內門溝坪、內門

內埔、內門木柵、鳥松、陽明、大社、田

寮、大寮、大樹、大樹二、大樹三、永安、

燕巢、梓官赤東 

434 548290 常春藤生活英語(含 CD 版) 月刊 總館、中崙、大樹二、梓官赤東 

435 94254 常春藤解析英語(含 MP3) 月刊 

總館、三民、小港、茄萣、前鎮、高市文

化、岡山文化、彌陀公園、內門、內門溝

坪、內門內埔、內門木柵、陽明 

436 140526 康健 月刊 

總館、阿蓮、鼓山、中庄、旗山、橋頭、

右昌、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

三民、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興、

新閱、鹽埕、茄萣、澄觀、甲仙、前鎮、

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寶珠、林園、

林園二、路竹、南鼓山、美濃、彌陀、彌

陀公園、翠屏、內門溝坪、內門內埔、鳥

松、苓雅、楠仔坑、陽明、杉林、大社、

田寮、大寮、大樹、大樹二、大樹三、永

安、燕巢、梓官 

437 36381 張老師月刊 月刊 
總館、中崙、岡山文化、岡山、楠仔坑、

大社 

438 92729 現代保險 月刊 總館、左營、仁武、岡山文化 

439 93052 現代美術 季刊 總館、大東、高市文化 

440 985502 理財周刊 周刊 總館 

441 60388 創價少年月刊 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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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52634 單車誌 雙月刊 
鼓山、鳳二、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岡山、美濃、鳥松、大社、永安 

443 250359 彭蒙惠英語 Advanced (含 MP3) 月刊 
鼓山、旗津、左營、前鎮、高市文化、南

鼓山、翠屏、楠仔坑、陽明 

444 1328745 
彭蒙惠英語 Advanced (書

+CD+MP3) 
月刊 總館 

445 1329905 皖美誌 不定期 總館 

446 150478 超越車訊 月刊 總館 

447 125327 鄉間小路 月刊 

總館、橋頭、左營、中崙、仁武、前鎮、

寶珠、美濃、彌陀公園、翠屏、杉林、大

寮 

448 91446 媽媽寶寶 月刊 
總館、中崙、鳳二、曹公、澄觀、甲仙、

路竹、彌陀公園、內門、梓官 

449 685389 愛女生 月刊 總館、田寮、大樹、大樹三 

450 151491 新小牛頓 月刊 

總館、鼓山、旗山、橋頭、旗津、右昌、

左營、左新、中崙、鳳二、曹公、三民、

小港、草衙、湖內、河堤、新閱、鹽埕、

茄萣、仁武、甲仙、前鎮、高市文化、岡

山文化、岡山、寶珠、六龜、林園、美濃、

彌陀、內門、內門溝坪、內門內埔、內門

木柵、鳥松、楠仔坑、杉林、大社、田寮、

大樹、大樹二、永安、燕巢 

451 52966 新紀元周刊 周刊 總館 

452 1328759 新娘物語 雙月刊 總館、大東 

453 1328761 新通訊元件雜誌 月刊 總館 

454 81514 新新聞 周刊 
總館、左營、三民、新興、高市文化、岡

山文化、楠仔坑 

455 10650 當代藝術新聞 月刊 總館 

456 151821 經典雜誌 月刊 總館 

457 1048210 經理人 月刊 總館、鼓山、岡山、杉林 

458 141245 跟我學日語( 含 CD) 月刊 

總館、中崙、鳳二、三民、小港、草衙、

河堤、鹽埕、高市文化、岡山文化、美濃、

楠仔坑、陽明、大寮 

459 1528976 電電時代 月刊 總館 

460 98965 實用空中美語文摘 月刊 總館、鳳二、草衙、河堤 



20 
 

序號 書目系統 期刊名稱 刊別 訂購館別 

461 310506 漂亮家居 月刊 

總館、左營、中崙、鳳二、曹公、大東、

小港、草衙、河堤、高市文化、岡山、六

龜、路竹、內門、鳥松、大社、大寮、大

樹、永安、梓官赤東 

462 31290 網管人 月刊 總館、永安 

463 951264 臺北攝影雜誌 月刊 總館 

464 100050 臺灣風物 季刊 總館 

465 519968 舞世界 月刊 總館、大東 

466 91787 儂儂 月刊 總館、小港、高市文化、岡山文化、鳥松 

467 100049 廣告 11/年 總館、岡山文化 

468 62636 摩托車 月刊 總館、岡山文化 

469 222415 數位狂潮 DigiTrend  雙月刊 總館、左新、苓雅 

470 53071 數位時代 月刊 
總館、鼓山、鳳二、草衙、河堤、岡山文

化、寶珠、彌陀公園、永安 

471 94470 養魚世界 月刊 
總館、旗津、茄萣、岡山文化、彌陀、彌

陀公園、永安 

472 98349 歷史文物月刊 季刊 總館 

473 52123 親子天下 雙月刊 

總館、阿蓮、鼓山、中庄、旗山、橋頭、

左新、中崙、鳳二、曹公、大東、三民、

小港、草衙、河堤、新興、新閱、茄萣、

仁武、澄觀、甲仙、前鎮、高市文化、岡

山文化、岡山、寶珠、六龜、林園、林園

二、路竹、美濃、彌陀公園、翠屏、內門、

內門木柵、鳥松、楠仔坑、陽明、杉林、

大寮、大樹、大樹三、永安、梓官赤東 

474 125543 親親自然 10/年 總館、新閱、楠仔坑 

475 1222624 優渥誌 月刊 總館、高市文化 

476 88531 嬰兒與母親 月刊 

總館、鼓山、中庄、旗津、右昌、左新、

三民、小港、草衙、湖內、河堤、茄萣、

仁武、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岡山、

南鼓山、美濃、鳥松、楠仔坑、杉林、大

社、田寮、大寮、大樹、大樹二、大樹三、

燕巢、梓官赤東 

477 573459 禪天下 月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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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73892 講義 月刊 

總館、文學、阿蓮、鼓山、中庄、左營、

左新、曹公、三民、新興、高市文化、岡

山文化、岡山、寶珠、翠屏、鳥松、楠仔

坑、大社、大寮 

479 90787 職業棒球 月刊 

總館、鼓山、右昌、中崙、小港、仁武、

前鎮、高市文化、岡山文化、寶珠、彌陀、

彌陀公園、內門、楠仔坑、大社、大寮 

480 1056912 豐年 月刊 總館、彌陀 

481 98840 藝術家 月刊 總館、大東、湖內、高市文化、寶珠 

482 42290 寶島少年 周刊 總館、澄觀、李科永、美濃、苓雅 

483 1328800 讀者 月刊 總館 

484 36403 讀者文摘 月刊 

總館、文學、阿蓮、鼓山、右昌、左營、

左新、中崙、鳳二、曹公、三民、小港、

草衙、河堤、甲仙、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岡山、寶珠、六龜、李科永、翠屏、鳥松、

杉林、大社、大寮、大樹二、大樹三、梓

官 

485 1573746 MANSION 豪邸 雙月刊 總館 

486 1573748 微笑季刊 季刊 總館、左營、左新、大東、梓官赤東 

487 1545125 
互動日本語(課文朗讀版)(書

+CD) 
月刊 總館、苓雅 

488 1573750 文創達人誌 月刊 總館 

489 1573751 Anke 安可人生 雙月刊 

總館、鼓山、旗山、左新、大東、小港、

草衙、河堤、澄觀、高市文化、岡山文化、

南鼓山、楠仔坑、大社 

490 1573752 Japan Walker 月刊 
總館、中庄、草衙、仁武、前鎮、寶珠、

彌陀公園、苓雅、杉林 

491 1573754 WINGTIPS 飛行夢想誌 雙月刊 總館 

492 1573757 FA 電影欣賞 季刊 總館、大東 

493 1573758 寫寫字 季刊 總館 

494 1573760 薰風 季刊 總館 

495 102576 時報周刊+周刊王週刊 週刊 總館、小港 

496 1585239 社區發展季刊 季刊 總館、河堤 

497 1508699 飛鳥旅遊誌 雙月刊 總館 

498 1578714 時尚樂 InStyle 月刊 中庄、永安 

499 1599811 大雄誌 megao 半年刊 總館、彌陀公園 

500 1599812 水產種苗 月刊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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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1598772 本事 季刊 總館、文學、大東 

502 1599813 Fun Design 3/年 總館 

503 1599814 Ciao 潮旅 月刊 總館 

504 1561894 HERE 季刊 總館、左營、梓官赤東 

505 1599815 時尚漫旅 雙月刊 總館、左營、彌陀 

506 1598900 SEAFRONT 逍遙遊艇風尚誌 雙月刊 總館 

507 1599817 五花鹽 季刊 總館 

508 1599818 DISCOVER Taiwan 看見台灣 季刊 總館、左營、中崙 

509 1598898 窩抱報  季刊 總館 

510 1599819 農訓雜誌 月刊 總館 

511 1599820 好吃 季刊 總館 

512 1599822 都市與計畫 季刊 總館 

513 1599821 Weeknight 週間夜晚 半年刊 大東 

514 1610588 電玩宅速配  月刊 總館 

515 1627078 我村 半年刊 總館 

516 1627079 米通信 季刊 總館 

517 1627081 Hobby Japan 國際正體中文版 月刊 總館 

518 1627083 夢想誌 Dream life 季刊 總館 

519 1627084 舊遊戲時代 雙月刊 總館 

520 1627090 DRINKS-FUN TAIWAN 品酩誌 季刊 總館 

521 1627091 REVE 享夢誌 季刊 總館 

522 1627092 烘焙資訊 季刊 總館 

523 1627093 換日線 Crossing 季刊 總館 

524 1627095 TAIWAN TATLER 月刊 總館 

525 1627097 週刊編集 月刊 總館 

526 1627098 LEZS 季刊 總館 

527 1627101 哈潑時尚 Harper's Bazaar  月刊 總館 

528 1627103 MR 月刊 總館 

529 1634729 LUXEWED 花嫁婚禮 季刊 總館 

530 1627106 FUNDAY 數位英語達人誌 雙月刊 總館 

531 1627108 圈外 Out of 月刊 大東 

532 1622967 Event365 生活誌 季刊 總館、大東、大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