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文學季刊》自2007年起，每年3、6、9、12月出刊

郵政劃撥帳號：00179651

戶名：中外文學月刊社

一、國內訂閱（新台幣）

為因應郵局郵資漲價，擬自106年9月起調漲國內訂閱與零售價格，惟已訂閱一
年之訂戶，在訂閱期間尚不加收價差。

零　　售

定　　價 郵政劃撥

當　　期 240 260（含郵資）

過期（半年以前） 185 205（含郵資）

訂閱一年
機　　構 960

個　　人 860

二、國外訂閱（美金）

為因應國際匯款手續費支出，擬自107年6月起調漲國外訂閱價格，惟已訂閱一
年之訂戶，在訂閱期間尚不加收價差。

訂閱一年 水　　陸 航　　空

港澳大陸 42 51

亞洲大洋洲 47 56

歐美非洲 47 63

購書相關詢問請洽中外文學：

電話：02-3366-3212　傳真：02-2363-9652　

e-mail: forex@ntu.edu.tw（註明購買《中外文學》）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大外文系轉中外文學

中外文學辦公室：臺大文學院一樓118室

三、《中外文學月刊》零售（2006年12月號以前）

定價 郵政劃撥 親來購買

100 125（含郵資） 90

《中外文學》訂閱與零售



四、以下當期季刊每本定價240元

1.  全球志異：現況與展望｜第五十二卷‧ 第一期‧ 總480‧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三月

2.  綠異想：第四十三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輯｜第五十一卷‧ 第四期‧ 總479‧ 中華

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

五、以下過期季刊每本定價185元

1.  超越臺灣新電影：影像‧事件‧思想四十週年｜第五十一卷‧ 第三期‧ 總478‧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九月

2.  《中外》五十週年特輯｜第五十一卷‧ 第二期‧ 總477‧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3.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五十一卷‧ 第一期‧ 總476‧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三月

4.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五十卷‧ 第四期‧ 總475‧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二月

5.  微關係：第四十二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輯｜第五十卷‧ 第三期‧ 總474‧ 中華民

國一一○年九月

6.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五十卷‧ 第二期‧ 總473‧ 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

7.  自然歷史與美學：生命與物質的敘事互涉暨圖像展演｜第五十卷‧ 第一期‧ 總

472‧ 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

8.  中介專輯｜第四十九卷‧ 第四期‧ 總471‧ 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二月

9.  新世紀的醫療人文研究：第四十一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輯｜第四十九卷‧ 第

三期‧ 總470‧ 中華民國一○九年九月

10.  盤點2000年後台灣青壯世代小說｜第四十九卷‧ 第二期‧ 總469‧ 中華民國一○九年

六月

11.  人類世專輯——重新思考生態：誰的人類，什麼的人類世？｜第四十九卷‧ 第

一期‧ 總468‧ 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

12.  旁若文學專輯｜第四十八卷‧ 第四期‧ 總467‧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二月

13.  境界的追求與再生：柯慶明教授紀念專輯｜第四十八卷‧ 第三期‧ 總466‧ 中華民

國一○八年九月

14.  「共群‧現場」：第四十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輯｜第四十八卷‧ 第二期‧ 總

465‧ 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

15.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四十八卷‧ 第一期‧ 總464‧ 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

16.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四十七卷‧第四期‧總463‧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

17. 巴迪烏專輯：哲學與政治的位置｜第四十七卷‧第三期‧ 總462‧ 中華民國一○七年九月

18.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四十七卷‧第二期‧ 總461‧ 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

19.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四十七卷‧第一期‧ 總460‧ 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



20.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四十六卷‧第四期‧總459‧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二月

21.  「文‧物」：第三十八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輯｜第四十六卷‧ 第三期‧ 總458‧ 

中華民國一○六年九月

22.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四十六卷‧ 第二期‧ 總457‧ 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23.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四十六卷‧ 第一期‧ 總456‧ 中華民國一○六年三月

24.  德希達與我們的時代｜第四十五卷‧ 第四期‧ 總455‧ 中華民國一○五年十二月

25.  魏德聖與台灣電影的未然｜第四十五卷‧ 第三期‧ 總454‧ 中華民國一○五年九月

26.  「體、適、能」：第三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輯｜第四十五卷‧ 第二期‧ 總

453‧ 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27.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四十五卷‧ 第一期‧ 總452‧ 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

28.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四十四卷‧ 第四期‧ 總451‧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29.  阿甘本的當代性與東亞性專輯｜第四十四卷‧ 第三期‧ 總450‧ 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

30.  「餘」：第三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輯｜第四十四卷‧ 第二期‧ 總449‧ 中華民

國一○四年六月

31.  華語與漢文專輯｜第四十四卷‧ 第一期‧ 總448‧ 中華民國一○四年三月

32.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四十三卷‧ 第四期‧ 總447‧ 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

33.  中外文學九月號｜第四十三卷‧ 第三期‧ 總446‧ 中華民國一○三年九月

34.  專輯：薩德二○○｜第四十三卷‧ 第二期‧ 總445‧ 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35.  專輯：我們的歐美｜第四十三卷‧第一期‧ 總444‧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36.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總443‧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37.  中外文學九月號｜第四十二卷‧第三期‧ 總442‧中華民國一○二年九月

38.  寄／記存之間｜第四十二卷‧第二期‧ 總441‧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39.  顏元叔先生紀念輯｜第四十二卷‧第一期‧總440‧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

40.  四十周年專輯 II｜第四十一卷‧第四期‧總439‧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二月

41.  王大閎《杜連魁》小輯｜第四十一卷‧第三期‧總438‧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

42.  四十周年專輯 I｜第四十一卷‧第二期‧總437‧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

43.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四十一卷‧第一期‧總436‧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

44.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四十卷‧第四期‧總435‧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

45.  中外文學九月號｜第四十卷‧第三期‧總434‧中華民國一○○年九月

46.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四十卷‧第二期‧總433‧中華民國一○○年六月

47.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四十卷‧第一期‧總432‧中華民國一○○年三月

48.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三十九卷‧第四期‧總431‧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



49.  差異政治：性別‧消費‧後國族想像｜第三十九卷‧第三期‧總430‧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九月

50.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三十九卷‧第二期‧總429‧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51.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三十九卷‧第一期‧總428‧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52.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三十八卷‧第四期‧總427‧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

53.  中外文學九月號｜第三十八卷‧第三期‧總426‧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

54.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三十八卷‧第二期‧總425‧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55.  生命、政治、倫理：文學研究的回應——第三十二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

專輯｜第三十八卷‧第一期‧總424‧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

56.  德勒茲論藝術｜第三十七卷‧第四期‧總423‧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57.  中外文學九月號｜第三十七卷‧第三期‧總422‧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58.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三十七卷‧第二期‧總421‧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59.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三十七卷‧第一期‧總420‧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60.  列維納斯專輯｜第三十六卷‧第四期‧總419‧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61.  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研究：自我與異文化的接觸｜第三十六卷‧第三期‧總418‧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

62.  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第三十六卷‧第二期‧總417‧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63.  中外文學三月號｜第三十六卷‧第一期‧總416‧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

六、以下月刊每本定價100元（訂購前請先來電或e-mail確認庫存）

1.  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第三十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

文專輯）｜第三十五卷．第七期．總415．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

2.  中外文學十一月號｜第三十五卷．第六期．總414．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

3.  中外文學十月號｜第三十五卷．第五期．總413．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

4.  台灣多重現代性｜第三十五卷．第四期．總412．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

5.  台灣科幻專輯｜第三十五卷．第三期．總411．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

6.  愛情趴趴走：王家衛的電影地圖｜第三十五卷．第二期．總410．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7.  亞美的多元地方想像｜第三十五卷．第一期．總409．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8.  亞瑟王傳奇．文學、音樂、戲曲之協奏：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第三十四卷．第

十二期．總408．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

9.  大陸電影：第五代之後｜第三十四卷．第十一期．總407．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

10.  亞洲式翻譯｜第三十四卷．第十期．總406．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

11.  跨越與游移：第二十九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第三十四卷．第九期．總



405．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

12.  論悅納異己｜第三十四卷．第八期．總404．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13.  生物符號學：自然與文化的傾軋｜第三十四卷．第七期．總403．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14.  《吉訶德》專輯｜第三十四卷．第六期．總402．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

15.  新視點解讀日本文學｜第三十四卷．第五期．總401．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

16.  美國華文文學｜第三十四卷．第四期．總400．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

17.  數位文化專輯｜第三十四卷．第三期．總399．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18.  文學倫敦：市景、疆域和倫敦城市文學｜第三十四卷．第二期．總398．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七月

19.  華人文化的泛亞性｜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總397．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20.  福樓拜小說研究專輯｜第三十三卷．第十二期．總396．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

21.  適時的莎士比亞｜第三十三卷．第十一期．總395．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

22.  文學研究與聖經傳統：第二十八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第三十三卷．

第十期．總394．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

23.  都市文化治理專題｜第三十三卷．第九期．總393．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

24.  蛻變中的北美原住民文學：邊緣發聲｜第三十三卷．第八期．總392．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一月

25.  跨國文化與台灣文學｜第三十三卷．第七期．總391．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26.  禮物與交換經濟｜第三十三卷．第六期．總390．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

27.  少數族群戲劇與劇場｜第三十三卷．第五期．總389．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

28.  中古騎士精神與騎士文學｜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總388．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

29.  楊德昌專輯｜第三十三卷．第三期．總387．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

30.  第三世界／跨國女性主義實踐｜第三十三卷．第二期．總386．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

31.  中外文學六月號｜第三十三卷．第一期．總385．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

32.  美國小說中的階級／種族｜第三十二卷．第十二期．總384．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33.  族群意識與文化根源：第二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下）｜第三十

二卷．第十一期．總383．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

34.  族群意識與文化根源：第二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上）｜第三十

二卷．第十期．總382．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

35.  《尤利西斯》專輯｜第三十二卷．第九期．總381．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

36.  中外文學元月號｜第三十二卷．第八期．總380．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

37.  中外文學十二月號｜第三十二卷．第七期．總379．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38.  中世紀專輯：但丁《神曲》及美國中世紀主義｜第三十二卷．第六期．總378．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一月

39.  「童話／故事」專輯｜第三十二卷．第五期．總377．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40.  全球化與文化研究｜第三十二卷．第四期．總376．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41.  同志再現｜第三十二卷．第三期．總375．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42.  動物研究專輯｜第三十二卷．第二期．總374．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43.  亞洲的美國文學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總373．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44.  人文、醫學、與疾病敘事｜第三十一卷．第十二期．總372．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45.  族群、記憶、主體性︰王童《紅柿子》｜第三十一卷．第十一期．總371．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四月

46.  台灣研究在日本｜第三十一卷．第十期．總370．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47.  文學、想像與科學：第二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上）｜第三十一

卷．第九期．總369．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

48.  雝和：楊牧專輯｜第三十一卷．第八期．總368．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49.  《文化研究在日本》專輯｜第三十一卷．第七期．總367．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50.  吳潛誠紀念專號：台灣文學／文化的面向｜第三十一卷．第六期．總366．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十一月

51.  《西語奇幻文學》專輯｜第三十一卷．第五期．總365．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

52.  《大眾．文化．消費》專輯｜第三十一卷．第四期．總364．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

53.  《飲食文學》專輯｜第三十一卷．第三期．總363．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

54.  中外文學七月號｜第三十一卷．第二期．總362．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55.  戲劇研究專號：文本．演出．戲劇史｜第三十一卷．第一期．總361．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

56.  「視覺理論與文化研究」專號｜第三十卷．第十二期．總360．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57.  自波特萊爾以降：現代性的法蘭西觀點｜第三十卷．第十一期．總359．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四月

58.  離散美學與現代性：李永平和蔡明亮的個案｜第三十卷．第十期．總358．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三月

59.  2002情詩展｜第三十卷．第九期．總357．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

60.  災難、創傷與記憶：第二十五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上）｜第三十卷．第八

期．總356．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

61.  翻譯研究專輯｜第三十卷．第七期．總355．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



62.  王文興專號｜第三十卷．第六期．總354．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

63.  中世紀專號：薄伽丘與喬叟的世界｜第三十卷．第五期．總353．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

64.  全球化時空交換專輯｜第三十卷．第四期．總352．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

65.  多元系統研究專輯｜第三十卷．第三期．總351．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

66.  永遠的白先勇｜第三十卷．第二期．總350．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

67.  現代詩論專輯｜第三十卷．第一期．總349．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

68.  當代英美戲劇及劇場藝術專輯｜第二十九卷．第十二期．總348．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

69.  亞美文學專號｜第二十九卷．第十一期．總347．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

70.  香港九零年代電影專輯｜第二十九卷．第十期．總346．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

71.  翻譯研究與作品改編：第二十四屆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III）｜第二十九卷．

第八期．總344．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

72.   跨文化．跨學科．跨性別：第二十四屆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II）｜第二十

九卷．第七期．總343．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73.   符號與意義的流變：第二十四屆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I）｜第二十九卷．第六

期．總342．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74.   翻譯、文學研究與文化翻譯專號｜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總341．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

75.  馬華文學專號｜第二十九卷．第四期．總340．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76.  間諜敘事與國家認同專輯｜第二十九卷．第三期．總339．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

77.  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專號｜第二十九卷．第二期．總338．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

78.  翻譯的詩作與詩人｜第二十九卷．第一期．總337．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79. 中外文學五月號｜第二十八卷．第十二期．總336．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

80.  「再現的政治：性、意識形態與後殖民」電影專題｜第二十八卷．第十一期．總

335．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81.  香港文學專號｜第二十八卷．第十期．總334．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

82.  當代戲劇｜第二十八卷．第九期．總333．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

83.  《中外文學》資料彙編1992-1999｜第二十八卷．第八期．總332．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

84.  精神分析、E-mail、翻譯｜第二十八卷．第七期．總331．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

85.  女性書寫與藝術表現（II）｜第二十八卷．第五期．總329．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

86.  女性書寫與藝術表現（I）｜第二十八卷．第四期．總328．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

87.  法國文學與思想｜第二十八卷．第三期．總327．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

88.  《迷園》研究檔案｜第二十八卷．第二期．總326．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89.  莎士比亞遊亞太｜第二十八卷．第一期．總325．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90.  離與返的辯證（I I）：女性與旅行｜第二十七卷．第十二期．總 324．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

91.  兒童文學作家研究｜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總323．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

92.  女人的湖泊：台灣女性文學與文化｜第二十七卷．第一期．總313．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

93.  當代台灣散文十家作品展｜第二十四卷．第十期．總286．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

94.  日本文學中的愛與死｜第二十四卷．第九期．總285．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

95.  當代台灣詩人新作展｜第二十四卷．第八期．總284．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96.  後現代文化論｜第二十四卷．第七期．總283．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

97.  種族／國家與後殖民論述｜第二十四卷．第六期．總282．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

98.  《文學、法律、詮釋》專輯（下）：第十九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第二十四

卷．第四期．總280．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99.  《文學、法律、詮釋》專輯（上）：第十九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第二十四

卷．第三期．總279．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100.  後現代主義｜第二十四卷．第二期．總278．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

101.  台灣當代小說窺探｜第二十四卷．第一期．總277．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102.  生態意識與自然寫作｜第二十三卷．第十二期．總276．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

103.  後現代小說｜第二十三卷．第十一期．總275．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

104.  文學教育與課程｜第二十三卷．第八期．總272．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

105.  當代台灣劇場再探｜第二十三卷．第七期．總271．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

106.  《「文學／電影」研討會會議論文》專輯｜第二十三卷．第六期．總270．中華民國八十三

年十一月

107.  小說研究、當代台灣劇場｜第二十三卷．第五期．總269．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108.  葉慶炳先生紀念專號｜第二十三卷．第四期．總268．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

109.  當代詩詮釋｜第二十三卷．第三期．總267．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110.  《第十八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號：文本研究｜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總

265．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111.  中西書信體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總263．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

112.  裴克（Houston A. Baker, Jr.）與非裔美國論述｜第二十二卷．第五期．總257．中華民

國八十二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