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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圖書館擬刪訂紙本期刊清單 
 

圖書館每年都會徵詢各學系意見刪訂期刊，作為來年續訂期刊的依據。

以下列出 2006 年即將停訂之期刊以供參考。其中部分期刊全文仍可透過資料

庫或電子期刊取得。 

 

刪訂紙本之期刊 介購系所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心理系 
Health psychology 心理系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心理系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心理系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心理系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心理系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心理系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心理系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心理系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心理系 

Psychological bulletin 心理系 

Psychological review 心理系 

Psychology and aging 心理系 
中國人物 歷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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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n history 歷史系 

Ming studies 歷史系 

PHP 日文系 
俳句 日文系 
俳句研究 日文系 
現代詩手帖 日文系 
短歌 日文系 
短歌研究 日文系 
週刊新潮 日文系 
階梯日本語雜誌 日文系 
ユリイカ= Eureka 日文系 

Ethics 政治系 
女性展望 社工系 
女性情報 社工系 

Public Interest 社工系 
Advanced 彭蒙惠英語 英文系 
大家說英語 = Let’s Talk in English 英文系 
空中英語教室 Studio Classroom 英文系 
說英文解單字 英文系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1870-1910 英文系 

American scholar 英文系 

Atlantic 英文系 

Cognitive linguistics 英文系 

D. H. Lawrence review 英文系 

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 英文系 

English journal 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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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ator 英文系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英文系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英文系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英文系 

Language sciences 英文系 

Linguistic inquiry 英文系 

Melus 英文系 

MLN 英文系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英文系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英文系 

Philological quarterly 英文系 

Reading and writing 英文系 

RELC journal 英文系 

Verbatim 英文系 

Writer 英文系 
公務人員月刊 社會系 
臺灣風物 社會系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社會系 

Cultural anthropology 社會系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社會系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社會系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社會系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社會系 

Social studies 社會系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社會系 

Bild der Wissenschaft 德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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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digest das Beste 德文系 
中國成人教育 教育學系 
中國高等教育 教育學系 
教育心理學報 教育學系 

ATE newsletter 教育學系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教育學系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教育學系 

Creative kids 教育學系 

Curriculum perspectives 教育學系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ory 教育學系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教育學系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教育學系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教育學系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supervision 教育學系 

Journal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教育學系 

New era in education 教育學系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教育學系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教育學系 

Teacher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教育學系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教育學系 
中國文化研究 中文系 
中國文學研究 中文系 
中國哲學史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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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劇 中文系 
孔子研究 中文系 
文史雜誌 中文系 
文學評論 中文系 
文學遺產 中文系 
古籍整理研究學刊 中文系 
民族文學研究 中文系 
考古與文物 中文系 
杜甫研究學刊 中文系 
故宮博物院院刊 中文系 
殷都學刊 中文系 
敦煌研究 中文系 
貴州文史叢刊 中文系 
當代作家評論 中文系 
福建論壇: 人文社會科學版 中文系 
魯迅研究月刊 中文系 
戲曲藝術 中文系 
戲劇藝術 中文系 

Best’s Review 商數系 

Historia Mathematica 商數系 

Chance 商數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