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雑誌目録

凡例

※大宅壮一文庫所蔵の約6,000種類の雑誌のうち、索引化済みの雑誌を中心に既に廃刊さ

れた雑誌、現在刊行中の雑誌1,500種類を収録した。ＰＲ雑誌、同人誌、パンフレットな

どの多くは割愛した。

※配列は誌名の50音順にし、濁音、半濁音は清音とみなし、長音は無視した。

※「月干']」「週刊」「季刊」「旬刊」などを冠した誌名は、そのまま記載し、誌名の－部と

みなした場合は、冠称からの50音順で配列した。

※記入は

誌名

（発行所）刊行頻度

所蔵発行年月日（巻号）

欠号

臨時増刊

別冊

※注記

の順でし、欠号は欠本＝、臨時増刊は臨増＝として示した。また、注記の※印以下では、

改題、発行日変更、版元変更、などをできるかぎり記した。

※所蔵発行年月日は、いちばん古い号～最新号の要領で記載し、そのうちの欠号分を欠

本＝として続けたが、所蔵冊数が少ない場合は、そのすべてを列記したものもある。ま

た、いちばん古い号と最新号にはできるかぎり巻号を付した。

※改題したことのある雑誌は、原則として新しい方の誌名を採用した。

－３４７－ 



欠本＝昭和34年（８月～12月）昭和35年（１

月～３月，５月，７月，８月）

あかさかあおやまろっぼんぎ

（三光企画）月刊

昭和42年10月（８号）～47年５月（50号）

欠本＝昭和42年（11月，１２月）４３年（１月～

３月，８月，９月，１１月）４４月（２月，４月，
８月，１０月～12月）４５年２月～47年４月

赤と黒

（リファイン社）

昭和22年（６月創刊号，８月，１１月）２３年３

月，２５年１月（復刊１号）

※改題一昭和25年１月より，「人間復興」か

ら「赤と黒」

赤本屋

（阿加梵書店）

昭和５年１月（創刊号）～６年５月

欠本＝昭和５年（２月，４月～12月）６年
（１月，２月，４月）

秋田

（秋田社）月刊

昭和34年10月（23巻８号）～45年12月

欠本＝昭和34年11月，３９年３月
ＡCROSS 

（パルコ）月刊

昭和53年６月（51号）～現在

浅草

（月刊浅草社）月刊

大正15年１月（創刊号）～15年４月，昭和４８
年４月（29号）

アサヒアジアレピュー

（朝日新聞社）季刊

昭和46年９月（２巻３号）～51年９月
欠本＝昭和51年３月

アサヒカメラ

（アサヒ新聞社）月刊

昭和９年７月（18巻１号）２４年10月～55年４
月（586号）

欠本＝昭和25年（９月～12月）２６年（１月～

１０月）３６年（６月～12月）３７年，３８年（11月

を除く）３９年（１月を除く）４０年（１月を除
く）４１年（１月を除く）４２年～44年，４５年
（12月を除く）４６年（５月，１２月を除く）４７

年，４８年（１月，２月）５２年（１月，３月を
除く）５３年，５４年，５５年（４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32年７月，４８年４月、４９年８月，
５１年４月，５２年４月

アサヒギャラリ

（産報）季刊

ア

愛苑

（外苑書房）月刊

昭和44年１１年（創刊号）～45年７月（８号）
愛國

（愛國同志會）月刊

昭和10年１月（９巻１号）～15年11月（14巻
１０号）

欠本＝昭和10年（３月，８月～12月）１１年
（１月～５月，７月～12月）１２年（１月～６

月，８月～12月）１３年（１月～５月，７月～

１２月）１４年（４月，６月，７月，９月，１２

月）１５年（１月，３月，６月，７月，９月～
１０月，１２月）

愛國

（愛國協會）月刊

昭和12年10月（５巻９号）１３月３月，６月
（６巻５号）

愛書趣味

（愛書趣味社）不定期刊

大正14年10月（創刊号）～昭和５年５月（２５
号）

臨増＝昭和２年１月

愛のかけはし

（愛のかけはし協会）月刊

昭和49年11月（１巻５号）～52年１月（４巻
１号）

欠本＝昭和50年（10月、１２月）５１年７月
「あい」ふぉ一らむ

（あさ企画）月刊

昭和57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ＯＵＴ 

（みのり書房）月刊

昭和52年５月（創刊号）～54年５月（37号）
欠本＝昭和52年９月，５３年（４月，７月～１２
月）５４年（１月～４月）

青い海

（青い海出版社）月刊

昭和46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７月～52年４月，５３年（７月，
９月～11月）５４年２月、５５年（１月，２月）

青い鳥

（真善美研究所）月刊

昭和51年９月（創刊号）～52年８月
青い窓

（青い窓の会）月刊

昭和34年７月（15号）～35年12月（32号）

－３４８－ 



、

昭和47年１月（２巻１号）～48年10月

臨増＝昭和48年４月

アサヒグラフ／日刊

（朝日新聞社）日刊

大正12年２月３日（10号）～12年４月30日

（96号）

欠本＝大正12年（２月５日～２月23日，３月

１５日，４月22日，４月27日）

アサヒグラフ

（朝日新聞社）週刊

大正12年11月28日（１巻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９年（７月４日～12月26日）１０年，

１１月，１２年１月６日，13年（４月13日，５月

２５日，６月15日）１４年（３月22日，８月９日，

９月27日）１６年12月31日，１８年（９月１日～

１１月24日，１２月15日～12月29日）１９年（１月

５日～１月19日，２月２日～３月１日，３月

１５日～６月21日，７月５日～８月16日，９月

１３日，９月27日～12月31日）２０年（１月５日

～７月５日，８月５日～８月25日，１０月５日

～10月15日）２１年12月15日，３２年６月２日，

３６年，３７年（５月～12月最終号）３８年（３月

１０日，５月31日を除く）３９年（新年号～３月

６日，３月20日～４月24日，５月８日～10月

９日）４１年12月16日，４２年（１月13日，６月

２日，１０月６日～11月17日，１２月１日～12月

最終号）４３年（１月５日，３月２日～８月９

日，８月23日～12月６日，１２月20日，１２月２７

日）４４年（９月12日～10月３日を除く）４５年

（１月２日，１月９日，２月６日）４６年（１

月１日，１月８日を除く）４７年（１月７日～

４月７日）５１年12月24日

臨増＝大正14年５月１日，１５年１月15日，昭

和２年（１月18日，２月１日，２月７日，３

月10日）３年（４月18日，５月20日，９月１０

日，１１月５日，１２月５日）４年（８月15日，

１１月10日）７年２月５日，８年３月12日’１３

年（９月20日，１１月15日）１４年（２月５日，

４月10日，４月25日，５月25日，７月５日，

８月５日，１０月22日）１５年（３月20日、８月

３０日，１０月15日’１１月21日）１６年12月25日，

１７年（９月17日，１１月15日）２０年12月20日，

３１年12月11日，３２年４月25日，３３年（４月２５

日，５月13日，１２月10日）３４年（４月16日，

１０月13日）３５年（10月15日，１２月20日）３７年

２月18日，４０年（３月10日，８月25日，１０月

２５日）４１年10月25日，４２年４月５日，４３年９

月25日，４９年（３月20日，１０月30日）５７年８

月10日

別冊＝昭和24年（９月15日，１１月23日）３３年

（６月25日，９月25日）

※昭和20年～22年の間のみ旬刊（５日，１５日！

２５日）

アサヒゴルフ

（産報出版）月刊

昭和47年４月（通巻160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９月，５２年８月，５５年５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52年９月より，産報から産

報出版

朝日ジャーナル

（朝日新聞社）週刊

昭和34年３月15日（創刊号）～現在

臨増＝昭和49年９月１日，５４年９月25日，５６

年３月25日

アサヒスポーツ

（朝日新聞社）旬刊

大正12年３月15日（創刊号）～昭和30年９月

１日

欠本＝大正13年（６月15～７月151日，８月１５

日，９月15日～10月15日，１１月15日～12月１５

日）１４年（１月１日～６月15日，１１月１日）

昭和３年（10月15日～12月15日）４年（８月

１５日，９月１日）５年（６月１日，７月１日

～９月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15日，１２月１日，

１２月15日）６年，７年（１月15日，２月15日

～３月15日，９月１日）８年（１月15日，２

月１日，３月１日，１２月15日）９年（１月１５

日～３月１日，４月15日，７月15日，１２月１

日，１２月15日）１０年（１月１日～４月15日，

１１月15日～12月15日）１１年（１月１日～３月

１日，７月15日，１１月１日，１２月１日，１２月

１５日）１２年（１月１日～３月１日，４月１日，

７月１５日～８月15日，１２月１日，１２月１５日）

１３年（１月１日～３月１日，５月１日，６月

１日，７月15日～11月１日，１２月１日，１２月

１５日）１４年（１月１日～３月１日，４月１日

～５月１日，７月15日～９月15日，１０月15日，

１１月１日，１２月１日，１２月15日）１５年（１月

１日～３月１日，９月１日，１１月15日～12月

１５日）１６年（６月15日，１１月15日を除く）１７

年～26年，２７年（１月１日を除く）２８年，２９

年（１月１日～９月15日，１２月１日，１２月１５

日）３０年（１月１日～４月15日，５月15日～

６月15日'７月15日，８月１日，９月15日～

１２月15日）

臨増＝大正12年８月22日，１３年（９月10日，

１０月23日，１１月11日）14年（６月20日，９月

１０日，１１月20日）１５年（９月７日，１１月2５

曰

－３４９－ 



あじくりげ

（東海志にせの会）月刊

昭和31年11月（６号）～55年５月（288号）

３５年（１月，３月）３７年10月，３８年７月，３９

年（３月～12月）４０年（７月を除く）４１年～

４８年，４９年（１月を除く）５０年（１月～１０

月）５１年３月，５３年５月

味の味

（アイデア）月刊

昭和40年８月（創刊号）～44年７月

※改題一昭和42年１月より，ｒ味」からｒ味

の味」

AJALT 

（国際日本語普及協会）年刊

昭和53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明日の農村

（新日本出版社）月刊

昭和49年12月（創刊号）～57年８月（93号）

欠本＝昭和51年６月

あだ花随筆

（あだ花会事務局）季刊

昭和44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新しい世界

（日本共産党出版部）月刊

昭和21年８月（創刊号）～28年12月

欠本＝昭和21年（９月～12月）２２年，２３年

（９月，１０月を除く）２４年～26年，２７年（７

月を除く）２８年（１月～６月，８月）

新しい世代

（朝鮮青年社）月刊

昭和35年９．１０月合併（１巻８号）～40年１

月，４５年２月

欠本＝昭和37年（４月～６月、１０月）３９年１

月

あたらしい文字

（あたらしい文字の会）

昭和35年８月（創刊号）～38年１月（４巻１

号）

ＡＤＯＮＩＳ 

（アドニス会）不定期刊

昭和27年９月（創刊号）～35号（32年）

欠本＝10～12号，１４号，２１号～24号，２７号，

３３号

あなたは王様

（日本リサーチ）季刊

昭和36年11月（創刊号）～39年11月（11号）

アニマ

（平凡社）月刊

日）昭和２年（４月20日，９月10日，９月２５

日）３年（９月10日，９月20日）４年（９月

１０日，１１月25日）５年（９月１０日，１１月１０

日）６年（８月30日１１月10日）７年（６月

２０日，８月20日，９月20日，１２月20日）８年

（８月30日，１１月17日）９年（４月５日，６

月20日，８月10日，８月30日１１１月10日）１０

年（４月10日，８月30日，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２０

日）１１年（４月５日，８月30日，１０月10日，

１１月10日）１２年（４月10日，９月２日，１１月

１０日）１３年（４月10日，８月22日，９月２日，

１１月16日）１４年（４月10日，６月20日，８月

２０日，９月２日，１１月２日，１１月13日）１５年

（４月10日，６月20日，７月５日，８月22日，

１１月５日，１１月13日）１６年（４月10日，６月

３０日）

朝日評論

（朝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21年３月（創刊号）～25年12月（終刊）

週刊朝日／別冊

（朝日新聞社）隔月刊

昭和29年４月（創刊号）～37年３月（48号）

欠本＝昭和31年４月

アサヒボール

（産報）隔週刊

昭和47年３月９日（２巻５号）～48年５月３

日（３巻９号）

臨増＝昭和47年11月９日

葦

（葦会）

昭和27年６月（４巻３号）～34年４月（11巻

４号）

欠本＝昭和27年（７月～12月）２８年～30年，

３１年（１月～３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

月）３２年（１月，４月～８月，１０月～12月）

３３年（１月～６月，９月）３４年３月

アジア

（アジア評論社）月刊

昭和41年11月（１巻３号）～50年１月

欠本＝昭和42年（２月，３月，５月，１１月）

４５年（２月，８月）４６年（２月，５月，７月，

８月，１０月～12月）４７年（５月，６月）４８年

１月，４９年（３月，９月，１２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４２年４月ＡＡ研究所より

アジア評論社

アジア公論

（韓国弘報協会）月刊

昭和47年９月（創刊号）～48年５月

臨増＝昭和48年１月

曰

－３５０－ 



昭和56年10月（103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11月，１２月）５７年（１月，
２月，４月，５月）

アニメージュ

（徳間書店）月刊

昭和52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3年（６月～12月）５４年（３月，

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１月）５５年（１月を除
く）５６年（12月を除く）

あまカラ

（甘辛社）月刊

昭和26年10月（３号）～43年５月（終刊号）

欠本＝昭和26年（11月，１２月）２７年１月
あまとりあ

（あまとりあ社）月刊

昭和26年４月（１巻２号）～28年３月（３巻
３号）

欠本＝昭和26年（６月～８月）２７年３月
アメリカーナ

（米国大使館文化交換局出版部）月刊

昭和30年10月（創刊号）～33年３月
アラスカ情報

（アラスカ会）不定期刊

昭和40年３月（７号）～45年８月（26号）

欠本＝昭和42年（15号）４３年（18号，２０号）
あらはん

（日本少林寺拳法連盟出版局）月刊

昭和56年７月（１巻４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８月

アラブレビュー

（アラブ連盟事務所）月刊

昭和43年８月（16号）～49年５月（77号）
欠本＝昭和45年５月

ＡＲＳ 

（阿蘭陀書房）月刊

大正４年４月（創刊号）～４年６月
あるとぎ

（彌生書房）月刊

昭和53年５月（創刊号）～54年４月（12号）
アルプス・シリーズ

（アルプス新社）

昭和36年５月18日（172号）～48年11月10日
（591号）

欠本＝昭和36年（５月28日～12月28日）３７年
～38年，３９年（１月８日～９月８日）４０年
（１月８日，２月８日）４４年（12月８日～１２

月28日）４５年，４６年（１月８日～１月28日）
※版元変更-173号から292号の間に商工財務
研究会からアルプス，480号から522号の間に

アルプス新社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6年７月より，毎月３回

（８月’18日，２８日）を毎月２回（１０日，２０
日）

ａｎ・ａｎ

（平凡出版）

昭和45年３月20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6年（２月５日，３月20日～12月

２０日）４７年（１月５日～８月５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4年５月21年より，毎月

２回（５日，２０日）を毎月３回（１日，１１日，

２１日）５６年８月28日より週刊

angle 

（主婦と生活社）月刊

昭和52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別冊＝55年（６月，１１月）５６年（３月，６月，
１２月）５７年11月

曰
□

イ

家と土地

（自由國民社）

昭和35年４月（２巻３号）～37年４月（４巻
３号）

欠本＝昭和36年７月，４巻２号

家の光

（家の光協会）月刊

昭和８年１月（９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８年（１月を除く）９年，１０年

（５月，１２月を除く）１１年（２月，９月，１０

月を除く）１２年（１月，６月を除く）１３年，
１４年（２月を除く）１５年，１６年（３月、８月

を除く）１７年（４月，７月～12月）１８年（１

月，２月，４月～６月，１０月，１１月）１９年～

２９年，３０年１月，４２年９月，４４年６月，４６年
（２月～５月，９月）４８年（１月，７月）５０
年７月

ＥＱ 

（光文社）隔月刊

昭和53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3年９月，５４年11月
いくせい

（いくせい出版）月刊

昭和51年５月（４巻５号）～56年６月（９巻
５号）

欠本＝昭和52年（１月，３月，４月）５３年
（１月，６月，）５４年（10月～12月）５５年２
月，５６年（２月～５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53年３月より，日本青少年

－３５１－ 



（語研）月刊

昭和51年12月（２号）～54年５月（４巻５
号）欠本＝昭和52年（１月，２月，８月）５３
年４月

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産業労働調査所）

昭和２年２月（創刊号）～８年６月15日
欠本＝昭和２年（３月，５月～８月，１０月，
12月）３年（１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１

月）４年（３月，５月）５年（８月～10月）
６年（９月，１０月）７年８月15日，８年（４
月１日～６月１日，）臨増＝昭和４年７月､
５年（６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６年（２月，
１２月）７年３月，８年１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７年５月より月刊を毎月
２回（１日，１５日）

インドネシア時報

（日本インドネシア協会）

昭和28年４月17日（12号）～33年７月30日
欠本＝昭和28年（５月７日，５月17日，６月
７日～８月17日’９月17日，９月27日，１０月

２７日、１１月７日，１２月７日～12月27日）２９年
（５月17日，７月１７日，７月27日，１１月27日
を除く）３０年（１月７日，２月７日，２月１７
日，３月７日，４月７日，４月27日～６月１７
日，８月27日～10月７日，１０月27日）３１年
（１月７日，８月７日）３２年（155号，156号，
３月６日，３月20日，４月３日，４月17日，
６月12日，６月１９日，９月４日）３３年４月２
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2年１月より，月３回
（７日，１７日，２７日）を週刊

インドネシア評論

（インドネシア研究会）月干U

昭和35年７月（創刊号）～35年12月

欠本＝昭和35年（10月～11月）

いんなあとりっぶ

（佛乃世界社）月刊

昭和47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7年（７月，８月，１０月～12月）
５１年２月，５２年（３月，６月）

臨増＝昭和48年６月，５１年（１月，７月，１０

月）５２年（１月，４月，７月，１０月）

昭和脚肌……
衣韓鮴……
擬鱗'鯛年川蜷

葵黎雪鰯鰯孟騨i45年Ⅲ

岩簔当騨〒鰍熟

□
回

ウ

Ｗｉｔｈ 

（講談社）月刊

昭和56年10月（創刊号）～現在

－３５２－ 



※テスト版（昭和56年８月）あり

ｗ、、中央公論経営問題ｗ、

うえの

（上野のれん会）月刊

昭和35年11月（19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４月’７月，９月）３７年

（５月～７月，１０月～12月）３８年１月，４３年

６月，４４年11月，４６年（３月，１１月）４８年

（１月～４月）４９年（４月，６月）５０年１月，

５２年（１月，２月，５月）５３年12月，５４年１

月，５５年（１月，７月～12月）５６年（１月～
５月）

うえるかむ

（日活ホテル）

昭和36年３月（創刊号）～39年９月（10号）

欠本＝２号，７号

うきよ

（楽下社）月刊

大正２年６月（４号）～昭和３年４月（195

号）

欠本＝大正２年（８月～12月）３年（９月～

１２月）４年（３月と８月を除く）５年（３月

を除く）６年～昭和２年，３年（１月～３
月）

臨増＝大正５年３月，６年11月
潮

（葦会）

昭和27年６月（創刊号）～27年12月（５号）
欠本＝昭和27年10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7年10月より隔月刊を月
刊

潮

（潮出版社）月刊

昭和39年11月（53号）～現在

欠本＝昭和39年12月，４０年（２月，６月）
臨増＝昭和57年５月

ＵＴＡＮ･唾mi1yscienceUTAN

宴

（宴の会）

昭和37年10月（１巻２号）～42年５月（６巻
１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38年３月より，昭森社から

大成社，３８年11月より現代の生活社，３９年１０

月より墨水書房，４０年９月より現代書房’４１
年10月より宴の会
ウーマン

（講談社）月刊

昭和46年８月（創刊号）～55年３月

欠本＝昭和48年（３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１２月）４９年，５０年（７月を除く）５３年１月，

５４年（１月，２月，５月，７月）

馬

（ホース・ニュース）週刊

昭和52年２月28日（32巻９号）～54年４月２

日（34巻14号）

欠本＝昭和52年（１月～２月21日，４月18日

～12月最終号）５３年（４月３日を除く）５４年

（１月26日，４月２日を除く）

海

（中央公論社）

昭和44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7年１月，５６年２月

臨増＝昭和46年７月

※昭和44年６月発行記念号あり

裏窓

（久保書店）月刊

昭和34年８月（４巻８号）～37年12月

欠本＝昭和48年（９月～12月）３５年（８月を

除く）３６年，３７年（１月～３月，５月～１１

月）

噂

（噂発行所）月刊

昭和46年８月（創刊号）～49年３月（終刊）

※版元変更一昭和47年２月より，季龍社から

噂発行所

噂の真相

（噂の真相）月刊

昭和54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昭和53年12月創刊準備号あり

回
国

エ

繕

（日勤画廊）月刊

昭和39年５月（３号）～50年３月

欠本＝昭和39年７月，４６年（１月を除く）４７

年（７月，１２月を除く）４８年（２月，４月，
７月）４９年10月

映画スタア

（ロマンス社）

昭和24年２月（１巻２号）～25年７月（２巻
７号）

欠本＝昭和24年（３号，４号，７号，８号，
１０号）２５年（１月～４月，６月）

映画批評

（新泉社）月刊

昭和45年10月（創刊号）～48年９月（36号）

欠本＝昭和47年（８月，１０月～12月）４８年

－３５３－ 



（９月を除く）

映画ファン

（愛宕書房）月刊

昭和57年６月（110号）～現在

英語教育

（開隆堂出版）不定期刊

昭和44年４月（21巻１号）～55年１月（32巻

１号）

欠本＝昭和44年（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１月）

４５年（21巻９号，２１巻10号を除く）４６年（１

月’２月，８月～11月）４７年（１月，２月を

除く）４８年（６月を除く）４９年～52年，５３年

（11月を除く）５４年

英語教育

（大修館書店）月刊

昭和49年12月（23巻10号）～53年２月（26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50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

５１年（10月’１２月を除く）５２年（１月を除

く）５３年（２月を除く）

えきすぶれす

（日本通運出版部）

昭和38年４月（創刊号）～43年１月（41号）

欠本＝昭和39年６月，４０年（５月，７月）４２

年３月

臨増＝昭和39年７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1年１月より，月刊を臨

月刊

エグゼクティブゼミナール

（日本マネジメントスクール）月刊

昭和47年11月（創刊号）～49年９月（22号）

エコノミスト

（毎日新聞社）

昭和９年１月１日（12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10年（４月１日～６月21日）１３年

（２月１日，８月１日）１４年（８月21日～９

月21日，１０月11日，１１月11日～11月21日，１２

月11日～12月21日）１５年（２月１日，２月２１

日～３月11日，４月１日～４月８日，４月２２

日～６月10日，６月24日，７月15日～９月３０

日，１０月14日～10月21日，１１月18日，１２月１６

日～30日）１６年（９月22日を除く）１７年（１

月７日～１月21日，２月４日～２月25日，３

月11日～３月18日，４月８日，４月22日，５

月６日～６月３日､６月17日～７月８日，７

月22日～８月12日，９月２日～11月18日，１２

月23日～12月30日）１８年（１月20日，２月３

日，２月24日～３月３日，３月17日～３月３１

日，４月21日～６月１日，７月11日～７月2１

日，８月21日，９月１日，１０月21日～12月２１

日）１９年～20年，２１年（５月１日を除く）２２

年（２月15日を除く）２３年，２４年，２５年（１０

月21日と11月１日を除く）２６年（１月１日～

３月21日，４月11日～７月21日，８月11日～

８月21日，１１月１日～12月21日）２７年（１月

１日～４月21日，５月11日～６月１日，６月

21日～７月１日，９月１日～12月20日）２８年

（１月31日～10月３日，１０月17日～12月19日）

29年（１月30日～12月25日）３０年～33年，３４

年，（８月18日を除く）３５年（１月５日と４

月12日を除く）３６年，３７年（１月２日～５月

８日，６月19日，７月３日～８月21日，９月

11日，９月18日）３８年６月４日，３９年６月２３

日，４０年（２月２日，５月４日，１０月５日）

41年３月１日，４２年（２月14日，２月21日，

３月14日～７月31日，８月８日，９月19日～

10月10日’１０月24日，１１月28日，１２月12日，

12月26日）４３年（１月16日，１月23日，２月

13日～３月５日，７月９日，７月23日，８月

20日，８月27日）４４年１月７日，４５年（９月

１日，９月22日，１０月６日）４６年（３月２日

～３月16日）４８年６月５日，４９年（１月15日

～１月29日，２月12日，２月26日，３月12日，

３月１９日，４月２日’４月９日，４月23日，

５月７日，５月28日，６月11日～７月２日，

７月16日，７月30日～９月３日，９月17日，

10月１日，１０月８日，１１月26日，１２月３日，

12月17日）５０年（１月21日，５月13日，６月

17日）

臨増＝昭和25年11月５日，２７年３月25日，３７

年10月10日，３８年（４月10日，１０年10日）３９

年（４月10日，１０月10日）４０年（４月10日，

10月10日）４１年（４月20日，１０月20日）４２年

10月20日，４３年（４月20日，６月８日，１０月

20日）４４年（４月20日，７月25日，１０月10日’

10月25日，１２月20日）４５年（３月20日，７月

25日，１０月30日）４６年（４月25日，８月５月，

９月20日）４７年（８月10日，１１月５日）４８年

11月17日，４９年３月25日，５２年（８月20日，

10月20日，１１月25日）５３年（３月25日，６月

10日，８月25日，１１月10日）５４年（４月５日，

７月15日，８月25日，１１月15日）５５年（３月

30日，６月５日，９月１日，１１月20日）５６年

(４月10日，７月５日，８月31日，９月21日，

11月30日）５７年（３月15日，４月５日，６月

14日，８月30日，９月20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９年10月１日より，毎月

２回（１月，１５日）を毎月３回（１日，１１日，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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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１日），１５年４月15日より週刊，１８年６月１１

日より毎月３回（１日，１１日，２１日），２１年

５月１日より毎月２回（１日，１５日），２５年

１０月21日より毎月３回（１日，１１日，２１日）

２７年12月27日より週刊

Ｓ＆Ｍスナイパー

（ミリオン出版）月刊

昭和54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10月～12月）５５年，５６年
（１月～７月，１０月’１２月）

ＳＦアドベンチャー

（徳間書店）月刊

昭和54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６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５５年（１月～７月）

ＳＦマガジン

（早川書房）月刊

昭和34年12月（創刊号），５０年８月～56年１
月（22巻１号）

欠本＝昭和50年11月，５１年（２月～６月，８

月，１０月，１１月）５２年（１月，２月，１２月）

５３年（２月，４月，９月，１１月）５４年（２月，

６月～８月，１２月）５５年（２月，３月を除
く）

臨増＝昭和53年10月，５４年10月

江戸

（江戸醤采訪会）月刊

大正４年８月（１巻３号）～９年３月

欠本＝大正４年10月，５年（２月，４月，６

月～12月）６年～８年，９年（１月，２月）
江戸生活研究

大正15年４月（創刊号）～昭和５年２月

臨増＝大正15年４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４年10月より，春陽堂から
朝日書房

江戸狄嶺研究

（狄嶺会）不定期刊

昭和42年９月（11号）～現在

欠本＝15号，２０号

江戸と東京

（江戸と東京社）月刊

昭和10年11月（１巻２号）～14年６月

欠本＝昭和10年12月，１１年（１月～４月，６

月，９月，１１月）１２年（２月，５月，８月，
１０月～12月）１３年（１月，１２月を除く）

※改題一昭和13年１月より「江戸と東京」か

ら「新文化」１３年12月より「江戸と東京」復
刊

※版元変更一昭和13年１月より，江戸と東京

社から新文化協会，１３年12月より江戸と東京

社

江戸軟派研究

（江戸軟派研究発行所）月刊

大正11年10月（３号）～13年８月

臨増＝大正14年（５月，６月）

Energy 

（エッソ・スタンダード石油）季刊

昭和39年４月（創刊号）～49年12月（終刊１１

巻２号）

欠本＝昭和39年（１巻２号）４６年（１月，１０

月）

ＮＩⅢ［ 

（NHKサービスセンター）月２回刊

昭和35年５月１日（創刊号）～38年６月15日

（４巻12号）

エネルギー

（日本工業新聞社）月刊

昭和43年（創刊号）～45年12月

ＦＭステーション（東版）

（ダイヤモンド社）隔週刊

昭和56年７月６日（創刊号）～現在

ｆｍ特信

（東海大学ＦＭ放送局）

昭和39年４月５日（42号）～42年１月１日

（115号）

欠本＝昭和39年（７月25日，１１月15日）４０年，

（４月15日～７月１日’８月１日）４１年（７

月15日，８月１日，９月15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40年７月15日より，ＦＭ

東海企画室から東海大学ＦＭ放送局

※昭和404F４月５日号にて－時休刊し40年７

月15日（80号）より復刊
ＦＭｆａｎ 

（共同通信社）隔週刊

昭和49年６月３日（９巻12号）～現在

欠本＝昭和49年（６月17日～12月最終号）５０

年（１月27日を除く）５１年，５２年（新年号～

３月28日，８月１日，１２月26日）５３年，５４年

（８月20日，９月３日を除く）５５年，５６年
（１月12日～３月30日）

別冊＝昭和52年（７月１日，１０月１日）
ＦＭレコパル

（小学館）隔週刊

昭和49年12月２日（10巻10号）～54年９月１８
日

欠本＝昭和49年（12月２日を除く）５０年（１１

月３日～12月１日，１２月29日を除く）５１年

（１月26日，２月23日）５２年（12月27日を除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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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写

号）

欠本＝昭和37年（２月，１１月）３８年（３月，

４月を除く）３９年（１月～８月，１０月）４０年

（３月，４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7年９月より，人物往来社

から南北社

艶楽書館

（みのり書房）月刊

昭和52年４月(創刊号）～52年10月(終刊号）

く）５３年（５月15日，６月12日，７月４日

９月18日を除く）５４年（１月22日，２月19日

～３月19日，４月30日～８月６日）

臨増＝昭和53年12月20日

エポック

（エポック社）月刊

大正11年11月（創刊号）～12年２月
ＥＬＬＩｎＪＡＰＯＮ 

（平凡出版）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えるちか

（三崎書房）月刊

昭和44年10月（２号），４４年10月，４７年４月

（34号）

演蕊画報

（演藝倶楽部）月刊

大正４年1月（２巻１号）～昭和18年９月

欠本＝大正４年（２月～７月，９月～11月）

５年（１月，２月，４月～７月，９月，１０

月）６年（７月，９月を除く）７年（２月～

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８年（２月，８月を除

く）９年，１０年（９月を除く）１１年（４月，

１１月を除く）１２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

９月～12月）１３年，１４年，１５年（８月を除

く）昭和２年（７月，８月を除く）３年，４

年（３月，８月を除く）５年，６年（12月を

除く）７年（１月，３月，４月，７月～１１

月）８年（11月を除く）９年（２月～４月，

６月～９月）１０年（２月～６月，８月～10月，

１２月）１１年（４月を除く）１２年（３月，５月，

８月を除く）１３年（１月，３月,４月，９月，

１２月）１４年（１月～７月，９，１２月）１５年

（４月，８を除く）１６年（４月を除く）１７年

（３月，６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８年（６

月～８月）

演藝写真帖

（大正通信社大阪支社）月刊

昭和２年５月（６巻５号）～３年11月

欠本＝昭和３年10月

演藝と映画界

（グラフィック社）月刊

大正15年４月（創刊号）～15年９月（６号）

演劇新潮

（新潮社）月刊

大正13年１月（創刊号）～14年６月（２巻６

号）

円卓

（南北社）月刊

昭和36年５月（創刊号）～40年６月（５巻６

回
団

オ

欧ア協会シリーズ

（欧ア協会）不定期刊

昭和39年９月（９号）～50年12月（73号）

欠本＝55号､６０号’６５号，７０号，７１号

王様手帖

（アドサークル）月刊

昭和41年８月（35号）～現在

欠本＝昭和41年９月，４２年７月，４４年２月，

４５年（５月，７月，１２月）４６年（４月，６

月）４７年（１月，４月～12月）４８年～54年，

５５年（１月～４月）

応用機械エ学

（大河出版）月刊

昭和56年１月（248号）～現在
Ｏｈ１ｍｚ 

（日本ソフトパンク）月刊

昭和57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大阪滑稽新聞

（滑稽新聞社）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明治41年11月３日（創刊号）～45年３月１日

（80号）

欠本＝明治43年（７月１日～12月15日）４４年

（１月１日～４月15日）

大阪人

（大阪人社）月刊

昭和４年９月（創刊号）～５年６月

大阪暖簾

（知,性社）月刊

昭和33年６月（２号）～33年９月

大阪パック

（大阪パック社）

明治39年11月３日（創刊号）～昭和17年11月

欠本＝明治40年（１月１日，２月１日，２月

１５日，３月15日～４月15日，５月15日，７月

１日，８月１日～12月15日）４１年（６月１日

を除く）４２年，４３年（９月15日を除く）４４年

（１月１日～４月15日，５月15日～７月１日，

－３５６－ 



８月15日～12月１日）４５年（11月１日を除

く）大正２年～３年，４年（１月１５日を除

く）５年（３月15日，５月15日，６月１日，

７月１日，７月15日，８月１５日～12月25日）

６年（１月１日，２月１日，３月15日，４月

１５日，６月１日～９月１日，１１月15日～12月

１５日）７年（３月１日～４月１日，７月１日，

８月15日～12月15日）８年（１月15日，３月

１５日，６月15日～７月15日，８月15日～12月

１日）９年，１０年（５月１日を除く）１１年

（８月15日を除く）１２年（４月15日，５月１

日を除く）１３年，１４年（５月15日を除く）大

正15年～昭和３年，４年（５月15日，７月１５

日を除く）５年（10月15日を除く）６年，７

年，８年（１月，２月，４月～７月，９月，

１０月，１２月）９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

１１月）１０年（１月，２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２月）１１年（１月～４月，８月，１１月，１２

月）１２年（２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１月，１２月）１３年（10月を除く）１４年，１５年，

１６年（１月，２月を除く）１７年（３月，５月，

９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８年３月号より，毎月２

回（１日，１５日）を月刊

※「讃物と漫画」を参照

大阪文化

（大阪文化協会事務局）

昭和40年１月（57号）～42年２月（69号）

欠本＝63号～66号

ＯＭＯＲＩ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大森実国際研究所）旬刊

昭和41年10月１日（創刊号）～45年１月11日

（113号）

欠本＝昭和44年（５月21日，６月11日～９月

２１日，１１月１日，１２月11日）

臨増＝昭和43年９月21日

オカルト時代

（みのり書房）月刊

昭和51年９月（創刊号）～52年４月

オキナワグラフ

（沖縄グラフ東京支社）不定期刊

昭和33年７月（７号）～38年１月（54号）

欠本＝昭和33年（８号）２０号～32号，３６年

（３月～６月，１１月，１２月）３７年（１月～４

月､６月，１０月～12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4年１月より，沖縄グラフ

から沖縄グラフ東京支社

奥様手帖

（味の素）

昭和37年10月（74号）～45年12月（186号）

欠本＝75号，７８号～92号，９９号～103号，１１０

号～180号，182号～185号

奥の奥

（東京社）月刊

昭和11年６月（１巻７号）～12年６月（２巻

６号）

欠本＝昭和11年（７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２年

（６月を除く）

オートバイ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6年10月（47巻12号）～現在

ＯＭＰＣ 

（日本ソフトバンク）月刊

昭和57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ＯＭＮＩ 

（旺文社）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面白倶楽部

（講談社）月刊

大正５年９月（創刊号）～８月４月

欠本＝大正５年（10月～12月）６年（１月～

５月，９月～12月）７年（１月～３月，１０

月）８年２月

臨増＝大正６年７月，７年（１月，４月，９

月）

面白半分

（面白半分）月刊

昭和47年１月（創刊号）～55年７月（16巻１０

号）

欠本＝昭和53年12月

臨増＝昭和48年10月’４９年（５月，８月，１１

月）５０年（３月，９月，12月）５１年（４月，

７月）

※昭和55年12月臨終号あり

親と子

（東京民生文化協会）月刊

昭和39年９月（11巻９号）～現在

欠本＝昭和39年（10月～12月）４０年’４５年，

４６年（２月，４月を除く）４７年（１月，５月

を除く）４８年１月，５０年（４月，５月，７月，

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５１年（１月，３月，６

月）５２年３月，５７年７月

オランダヘラルドニューズマガジン

（オランダヘラルド社）月刊

昭和41年３月（１巻３号）～48年３月（８巻

３号）

欠本＝昭和41年（４月，７月～12月）４２年

（１月，６月，８月～12月）４３年（１月，１２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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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月，４月，５月）４６年２月，５０年

１１月，５１年１月

音楽の世界

（音楽の世界社）月刊

昭和45年４月（84号）～50年１月（140号）

欠本＝昭和45年６月～10月，１２月）４６年（６

月～10月，１２月）４７年（３月，４月，９月を

除く）４８年（12月を除く）４９年（８月～10月

を除く）

音楽の友

（音楽の友社）月刊

昭和31年９月（14巻９号）～現在

欠本＝昭和31年（10月～12月）３２年～43年，

４４年（１月～８月）４６年（８月～12月）４７年

（２月を除く）４８年（３月を除く）４９年（１１

月を除く）５０年，５１年（１月～10月）５２年

（３月，１２月）５３年～55年，５６年（１月～３

月）

雄鶏通信

（雄鶏社）

昭和20年11月（創刊号）２２年（２月，４月，

７月，１２月）２４年９月，２８年７月（69号）

女の世界

（実業の世界社）月刊

大正４年５月（創刊号）～10年６月（７巻６

号）

欠本＝大正８年（７月～12月）９年（１月～

６月）１０年５月

おんなの叛逆

（久野綾子）不定期刊

昭和46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女の百科

（新樹書房）月刑

昭和34年２月（２巻３号）～34年９月（２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34年（３月腓８月）

臨増＝昭和34年（１月，５月）

女の部屋

（中原淳一プロダクション）

昭和45年４月（創刊号）～46年１月（５号）

月）４４年12月，４５年12月，４６年（１月を除

く）４７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９月，

１１月，１２月）４８年（１月，２月）

Ｏｌｉｖｅ 

（平凡出版）月２回刊

昭和57年６月３日（創刊号）～現在

オール小説

（荒木書房）月刊

昭和31年５月（創刊号）～31年11月

欠本＝昭和31年10月

オール生活

（実業の日本社）月刊

昭和26年６月（６巻５号）～現在

欠本＝昭和32年４月，４１年（５月、６月，８

月～12月）４２年～48年，４９年（２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50年４月，５１年11月，５２年（４月、

１２月）５３年４月，５４年11月，５５年５月，５６年

（２月，５月，１０月）５７年（１月，７月）

オールソ連

（産業経済研究所）月刊

昭和31年１月（２巻１号）～31年５月

欠本＝昭和31年（２月，３月）

オールトピックス

（政経日報社）月刊

昭和35年５月（６巻５号）～35年９月

オールピジネス

（政経通信社）月刊

昭和49年１月（５巻１号）～50年７月

欠本＝昭和49年（５月，９月）５０年４月

オール譲物

（文藝春秋）月刊

昭和９年12月（４巻12号）～現在

欠本＝昭和10年～16年，１７年（２月，９月を

除く）１８年（２月，４月を除く）１９年，２０年

（11月を除く）２１年（10を除く）２２年（６月

を除く）２３年（１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１

月）２４年（１月，５月，９月）２５年（５月～

７月）２６年12月，２７年（１月，１１月）２８年３

月

臨増＝昭和23年９月

音楽現代

（芸術現代社）月刊

昭和47年１月（２巻１号）～47年12月，４９年

１１月（４巻11号）

欠本＝昭和47年（２月，８月～10月）

音楽専科

（音楽専科社）月刊

昭和42年11月（432号）～52年１月

欠本＝昭和43年（３月～12月）４４年，４５年

団
回

力

海員

（全日本海員組合）月刊

昭和28年７月（５巻７号）～35年９月（12巻

９号）

欠本＝昭和28年（11月，１２月）２９年７月，３２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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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

（福武書店）月刊

昭和57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海外調査月報

（国際経済研究所）月刊

昭和26年10月（１巻５号）～29年９月（４巻

９号）

欠本＝昭和28年（６月～12月）２９年（３月，

５月）

海外之日本

（海外之日本社）月刊

明治44年５月（１巻５号）～44年12月

海外評論通信

（海外評論社）週刊

昭和43年10月７日（９巻40号）～44年８月２５

日（10巻33号）

欠本＝昭和44年（１月６日，３月24日，４月

１４日，８月18日）

※昭和43年度の総索引あり

開花新聞

（開花新聞社）日刊

明治16年３月24日（12号）～16年６月30日

（95号）

欠本＝明治16年（４月７日～６月15日）

回教世界

（大日本回教協会調査部）

昭和14年４月（創刊号）～14年６月

外交関係報告

（新国民外交調査会）

昭和33年５月（創刊号）～34年６月（14号）

欠本＝昭和33年４月

外交季刊

（原勝）季刊

昭和31年10月（創刊号）～36年１月（６巻１
号）

偕行社記事

（偕行社）月刊

昭和15年１月（784号）～17年７月

欠本＝昭和15年（２月，３月，５月，７月，

１２月，）１６年，１７年（７月を除く）

外交時報

（外交時報社）

明治31年２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明治33年３月，３７年（１月～４月，６

月）３９年８月，４０年（３月，５月，７月～９

月，１１月～12月）４１年（２月～５月，７月～

８月，１１月～12月）４２年（３月，９月）４３年

～44年，４５年（４月～10月１日，１１月１日～

１２月15日）大正２年（１月１日～５月15日，

８月１日，１０月１日～10月１５日，１２月１５日）

３年（１月１日～３月１日，４月１日～４月

15日，６月１日１９月15日～11月１日）４年

（１月１日，３月15日，６月１日）５年（１

月15日，４月１日～12月15日）６年（１月１５

日～５月１日，６月１日～12月15日）７年～

８年，９年（２月１日と４月15日を除く）１０

年，１１年（１月15日，５月15日，６月15日～

12月15日）１２年，１３年（１月１日～10月１５

日）１４年（３月１日～４月15日，７月１日～

10月15日）１５年（１月１日～６月15日，９月

１日～12月15日）昭和２年（１月１日～10月

15日）３年，４年（３月１日～５月15日，７

月15日，１１月１日～12月15日）５年（１月１５

日～９月15日，１０月15日，１２月１日～12月１５

日）６年（１月１日～２月15日，３月15日～

６月15日，７月15日，９月15日，１０月15日～

12月15日）７年（１月１日～２月15日，３月

15日～４月１日，１０月15日）８年（１月１日

～８月15日，９月15日～10月１日）９年（１０

月１日～12月15日）１０年（４月１日～６月１５

日と９月15日を除く）１１年（６月１日と７月

15日と12月15日を除く）１２年（１月１日～２

月15日と３月１５日と11月15日を除く）１３年

（７月１日～12月15日）１４年（１月１日～１

月15日，２月15日～６月１日）１５年（１月１

日～５月１日，７月１日～８月15日，１１月１

日）１６年（２月１日～２月15日を除く）１７年，

18年（２月１日～３月１日と４月１日を除

く）１９年～26年，２７年（11月10日を除く）２８

年～34年，３５年（５月10日を除く）３６年～３９

年，４０年（11月１日を除く）４１年（５月10日

を除く）４４年（８月を除く）４５年，４６年（１

月，７月～12月）４７年10月，４８年１月，５０年

５月，５４年（10月，１１月）

※昭和18年４月以降に休刊し，２７年11月10日

号復刊

※発行日変便一明治45年10月15日号より，月

刊を毎月２回（１日，１５日）昭和40年11月よ

り月刊

国

因

開国

（日本開国社）

昭和７年10月（創刊号）～８年１月

欠本＝昭和７年12月

外国の新聞と雑誌

（日本読書協会）月２回（５日，２０日）

大正15年１月20日（116号）～昭和42年７月

２０日（26巻14号）

欠本＝大正15年（５月５日～12月20日）昭和

－３５９－ 



，丁周

昭和24年７月（創刊号）２４年12月，２５年（２

月，３月）

解放

（解放社）月刊

大正８年６月（創刊号）～昭和１１年４月

欠本＝大正８年（10月～12月）９年（１月，

２月，４月～６月）１０年（２月’６月，８月、

９月，１１月）１１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

～12月）１２年（４月，５月、９月～12月）１３

年，１４年（１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５年

（２月～６月，８月，１２月）昭和２年（１月，

５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１月）３年（２月，

３月，５月を除く）４年（２月’１２月を除

く）５年，６年（11月を除く）７年～10年，

１１年（４月を除く）

※版元変更一大正14年７月より，大鐙閣から

解放社

解剖時代

（解剖時代社）月刊

昭和７年１月（２巻１号）～10年10月

欠本＝昭和７年（７月～12月）８年（４月，

１１月を除く）９年（２月，４月，５月，７月

～12月）１０年（10月を除く）

科学朝日

（朝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17年（２巻９号）～現在

欠本＝昭和17年（10月～12月）１８年～22年，

２３年６月，２５年２月，２６年（３月，６月～１１

月）２７年（２月，３月，５月，７月，８月，

１０月）２８年～33年，３４年（２月～４月，７月

～12月）３５年～38年，３９年（１月～５月，７

月，９月～12月）４０年（１月，３月，７月～

１２月）４１年（１月，２月，４月～８月，１０月

～12月）４２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９

月～12月）４３年（８月を除く）４４年（９月を

除く）４５年，４６年，４７年（12月を除く）４８年

９月，４９年１月，５２年（３月～12月）５３年～

５５年

科学警察研究所報告

（科学警察研究所）季刊

昭和34年６月（46号）～38年９月（63号）

科学と捜査

（科学捜査研究所）不定期刊

昭和25年３月（10号）～34年３月（45号）

欠本＝昭和25年（12号）２８年（22号）２９年

（25号）３０年（28号，３１号）３３年（41号，４４

号）

科学読売

（読売新聞社）月刊

２年（１月５日～６月20日，９月５日～12月

２０日）３年（１月５日～６月20日，９月５日

～12月20日）４年（１月５日～８月20日，１１

月５日～12月20日）５年（３月５日～12月２０

日）６年（７月５日～８月20日’１１月５日を

除く）７年（９月５日を除く）８年～９年，

１０年（６月20日，１２月20日を除く）１１年（１

月５日～２月20日，３月20日～４月20日，５

月20日～８月５日，１０月５日，１１月５日～１１

月20日，１２月20日）１２年（１月５日～１月２０

日，２月20日，３月20日，７月５日，８月２０

日，９月20日～10月５日）１３年（１月５日，

２月５日，４月５日，５月５日，６月20日，

８月20日，１０月５日～10月20日，１１月20日～

１２月20日）１４年（７月５日～７月20日，９月

２０日を除く）15年～17年，１８年（４月５日，

６月５日を除く）１９年～40年，４１年（１月５

日～９月５日）

※昭和18年以降40年の間に一時休刊

改造

（改造社）月刊

大正８年４月（創刊号）～30年２月（36巻２

号）

欠本＝大正８年（５月，６月，８月～１２月）

９年（２月’３月，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１０年（３月，４月，１０月，１１月）１１年

（７月、９月）１２年（１月，２月ｉ４月～７

月，９月）１３年（２月，４月，９月，１２月）

１４年（２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１５年２月，昭和２年９月，１１年８月，１６

年９月，１９年５月，２１年12月，２６年８月，２８

年９月、２９年５月

臨増＝大正10年７月’１５年７月，昭和12年

（10月～12月）１４年（９月，１２月）１５年（８

月，１２月）１６年（３月，９月）２７年（１月，

４月，７月，９月～12月）２８年（３月，６月，

１０月）

※昭和19年４月より時局雑誌「改造」の為，

号数変更

※昭和19年７月以降20年12月まで休刊

改造世界

（改造世界社）月刊

大正９年１月（３巻１号）～10年２月（４巻

２号）

欠本＝大正９年（10月，１２月）

※改題一大正９年１月より，「潮」から「改

造世界」

改造文芸

（改造社）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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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
か

学鐙

（丸善）月刊

昭和26年５月（48巻５号）～現在

欠本＝昭和26年（６月～12月）２７年（７月を

除く）２８年（９月，１２月を除く）２９年（６月，

１１月を除く）３０年'３１年（１月～３月）５３年

１２月，５４年（１月，２月）

舵

（舵社）月刊

昭和57年４月（48巻４号）～現在

価値ある情報

（ダイヤモンド社）月刊

昭和47年４月（９巻４号）～現在

欠本＝昭和49年12月，５０年～56年，５７年（１

月～４月）

別冊＝昭和57年５月

活

（活眼社）月刊

明治24年９月（創刊号）～24年11月

活動の世界

（活動の世界社）月刊

大正６年10月（２巻10号）～７年６月（３巻

６号）

欠本＝大正７年５月

家庭画報

（世界文化社）月刊

昭和34年４月（２巻４号）～現在

欠本＝昭和34年（５月～12月）３５年，３６年，

３７年（１月，２月）３９年（２月，３月）４１年

（３月，８月～10月，１２月）４３年（２月，３

月）４４年（６月～８月，１１月）４５年（１月を

除く）４６年（４月を除く）５５年７月

臨増＝38年12月

家庭世界

（大日本家庭教育會）月刊

大正３年７月（創刊号）～４年12月（２巻１２

号）

※改題一大正４年９月より，「國華寓眞」か

ら「家庭世界」

※版元変更一大正４年９月より，國華篇眞普

及會から大日本家庭教育會

家庭雑誌

（博文館）月刊

大正５年２月（２巻２号）～７年１月

欠本＝大正５年（３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１月）６年（３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家庭の友

（中央出版社）月刊

昭和55年６月（32巻６号）～現在

昭和24年４月（創刊号）～26年９月，２８年

（１月，６月）３１年４月，３４年（２月～５月）

４０年６月（17巻６号）

欠本＝昭和25年11月，２６年８月

我観

（我観社）

大正12年10月（創刊号）１３年１月，昭和３年

９月，１９年11月

学苑

（旺文社）月刊

昭和25年３月（11巻３号）～27年４月（13巻

４号）

欠本＝昭和25年（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２６年（３月，７月，８月）２７年２月

学苑

（昭和女子大光葉会）月刊

昭和25年10月（119号）～現在

欠本＝昭和25年（11月，１２月）２６年，２７年，

２８年（１月～７月，１１月，１２月）３５年２月，

３７年８月，３８年５月，３９年11月，４６年４月，

５３年４月

臨増＝昭和28年10月，３０年４月，３１年（２月，

７月，１０月）

学芸手帖

（六人社）月刊

昭和32年５月（創刊号）～33年６月

欠本＝昭和32年（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３３年

（１月，３月～５月）

学習コンピューター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56年12月（12巻１２号）～現在

革新

（民社党中央理論誌委員会）月刊

昭和47年４月（21号）～現在

学生

（富山書房）月刊

明治43年５月（創刊号）～大正６年11月

欠本＝明治43年（６月，７月，９月）４４年

（１月，３月，１０月～12月）４５年（１月～４

月，８月，１０月～12月）大正２年（４月，５

月，９月，１１月）３年４月，４年（３月，４

月，６月，７月）５年（４月，８月を除く）

６年（８月，１１月を除く）

臨増＝明治44年５月，４５年９月，大正３年９

月，４年９月，５年９月，６年９月

学生評論

（學生書房）隔月刊

昭和21年10月（３巻１号）～23年８月（４巻

１１号）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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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毎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29年５月（創刊号）～52年８月（287号）

欠本＝昭和30年12月，３３年（８月～12月）３４

年（６月を除く）３５年（５月を除く）３６年，

３７年（２月，７月を除く）３８年（10月を除

く）３９年（３月～５月，９月～11月）４０年

（11月を除く）４１年（３月～12月）４２年（８

月を除く）４４年（10月，１１月）４５年（５月～

８月，１１月）４７年（４月～12月）４８年，４９年，

５０年（11月を除く）５１年（２月を除く）５２年

（８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32年７月，３３年４月'４３年４月，

４４年11月，４５年３月，４６年５月

カメラマン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3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3年（５月～12月）５４年，５５年，

５６年（６月，８月）

鴨長明研究

（鴨学会）不定期刊

昭和11年10月（４巻５号）～13年７月（５巻

６号）

カラー小説

（芳文社）月刊

昭和44年６月（創刊号）～45年３月

欠本＝昭和44年（９月，１０月’１２月）

カレント

（昭和クラブ）旬刊

昭和41年１月５日（42号）～45年11月15日

欠本＝昭和41年（１月５日を除く）４２年

観光

（日本観光連盟）月刊

昭和22年６月（１巻９号）～23年11月（２６

号）

欠本＝昭和22年（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

２３年（１月～３月，９月）

観光

（太平観光）月刊

昭和40年３月（10号）～44年12月

欠本＝昭和40年12月，４１年１月，４４年（３月

～９月）

韓国時事

（韓国時報社）

昭和42年１月（21号）～48年２月（72号）

欠本＝昭和44年10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6年３月より月刊を隔月

刊，４７年３月より月刊

※休刊一昭和45年１月より46年２月

観世

欠本＝昭和55年10月

家庭よみうり

（読売新聞社出版局）旬刊

昭和27年７月21日（315号）～30年３月１日

欠本＝昭和30年１月11日

臨増＝昭和29年10月25日

ガーデンライフ

（誠文堂新光社）

昭和45年７月（34号）～47年12月（11巻１２

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6年４月より，季刊を月

刊

株式１こつぼん

（市場新聞社）

昭和37年５月25日（創刊号）～43年２月(138

号）

欠本＝昭和37年（９月25日～10月15日，１２月

１５日～12月25日）３８年（３月15日を除く）３９

年～41年，４２年（１月，１１月，１２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2年２月号より，旬刊を

月刊

画報近代映画

（国際文化情報社）月刊

昭和31年２月（４巻２号）～32年６月

欠本＝昭和31年（３月～７月，９月，１０月）

３２年（３月，６月を除く）

画報躍進之曰本

（東洋文化協会）月刊

昭和12年５月～13年４月（３巻４号）１７年

（11月～12月７巻12号）

鎌倉市民

（鎌倉市民社）月刊

昭和41年２月（73号）～45年12月（131号）

欠本＝昭和41年（５月，６月，８月～11月）

４２年１月

紙

（王子製紙市場開発部）季刊

昭和56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上方

（創元社）月刊

昭和６年１月（創刊号）～18年８月

欠本＝昭和６年（４月，７月，８月，１１月）

９年（１月，２月）１０年４月，１１年（２月～

６月）１３年12月，１４年７月，１７年12月，１８年

（５月，７月）

神山茂夫研究

（神山茂夫研究会）不定期刊

昭和50年10月（創刊号）～54年１月（６号）

カメラ毎日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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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42年４月（創刊号）～54年７月（終刊

号）

欠本＝昭和46年４月

季刊田中正造研究

（伝統と現代社）

昭和51年春（創刊号）～54年秋（10号）

欠本＝６号～７号

季刊邦楽

（邦楽社）

昭和49年夏（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６号，８号～10号

季刊マンパワー

（マンパワー・ジャパン）

昭和55年11月（創刊号）～現在

季刊邪馬台国

（梓書院）季刊

昭和54年７月（創刊号）～56年７月（９号）

義士精神

（中央義士會）月刊

昭和10年６月（33号）～19年４月（139号）

※改題一昭和10年７月より「中央義士會報」

からｒ義士精神」

奇想天外

（奇想天外社）月刊

昭和51年４月（復刊１号）～56年８月（６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53年（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５４年（３月，５月，６月，１２月）５５年，５６年

（２月～７月）

ギターミュージック

（ギターミュージック社）月刊

昭和56年４月（142号）～現在

奇談

（國際文献刊行會）

昭和５年（６月，８月，９月）

奇謹クラブ

（天星社）月刊

昭和35年５月（14巻８号）～45年８月（24巻

８号）

欠本＝昭和35年（６月～12月）３６年（８月，

１２月を除く）３７年，３８年，３９年（４月，１０

月）４０年～43年，４４年（１月～５月，１０月，

１２月）４５年（１月，２月，６月）

棋道

（日本棋院）

大正１３年10月（創刊号)，昭和22年７月22日，

４９年４月（50巻５号）～51年１月

欠本＝昭和49年５月，５０年（６月～10月）

キネマ旬報

（櫓書店）月刊

昭和51年４月（43巻４号）～53年８月（45巻

８号）

かんだ

（かんだ会）不定期刊

昭和45年３月（40号）～55年３月（79号）

欠本＝昭和46年（44号）４８年（52号）４９年

（56号）５０年（60号）５１年（63号，６４号）５２

年（68号，７０号）

ガンの実際相談

（蓮見ワクチン友の会）隔月刊

昭和38年12月（４号）～42年２月（23号）

欠本＝昭和39年（２月，４月）４０年10月

団
田

キ

木

（篠田銘木店）月刊

昭和45年１月（64号）～50年11月（137号）

欠本＝昭和46年，４８年（８月，１２月）４９年７

月，５０年10月

臨増＝昭和45年（１月，１２月）４９年12月

議会と自治体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月刊

昭和39年10月（61号）～55年３月（257号）

欠本＝昭和39年（11月，１２月）４０年（１月～

６月，８月，１２月）４１年（７月，８月）

臨増＝昭和42年６月，４５年（８月，１１月）４６

年９月，４７年９月，４９年（１月，１２月）５０年

１月，５３年３月

季刊アラブ

（日本アラブ協会）季刊

昭和42年６月（６号)，４４年４月（11号）～

４５年10月（15号）

季刊ＮＷ－ＳＦ

（NS-SF社）

昭和45年７月（創刊号）～47年１月（５号）

季刊科学と思想

（新日本出版社）季刊

昭和49年１月（11号）～57年１月（43号）

欠本＝昭和49年（７月’１０月）５０年１月，５３

年（１月，４月，１０月）５４年（１月，４月，

７月）５５年１月，５６年

季刊銀花

（文化出版局）季刊

昭和45年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5年夏（２号）～50年冬（24号）

季刊藝術

（季刊藝術出版）

－３６３－ 



可
、

九州文学

（九州文学社）月刊

昭和30年３月（創刊号）～54年12月（143号）

欠本＝昭和31年（７月’１０月～12月）３２年

（６月と９月を除く）３３年（１月，２月，４

月～７月）３４年９月，３５年（５月，１２月）３６

年（６月～12月）３７年～40年，４１年（１月，

９月，１２月）４２年（１月を除く）４３年～47年，

４８年（９月，１１月を除く）４９年（10月～１２

月）５０年～53年，５４年（１月～11月）

九電だより

（九州電力）月刊

昭和57年２月（306号）～現在

霞幕府

（蕾幕府雑誌社）

明治33年10月（４巻10号）～34年７月（５巻

６号）

欠本＝明治33年（11月～12月）３４年（１月，

３月，６月）

教宵

（国土社）月刊

昭和39年６月（171号）～55年４月（383号）

欠本＝昭和39年（７月～12月）４０年～43年，

４４年（７月，８月を除く）４５年（９月を除

く）４６年（２月，４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

４７年（５月，１２月を除く）４８年，４９年（１月，

２月，８月～11月）５０年～53年，５４年（５月

を除く）５５年（１月～３月）

臨増＝昭和46年（８月Ⅲ１１月）４７年11月

教育画報

（同文館）月刊

大正４年９月（創刊号）～10年４月（12巻２

号）

欠本＝大正５年６月，６年11月，７年１月，

８年６月，９年11月

教育じほう

（東京都新教育研究会）月刊

昭和39年７月（199号）～56年３月（398号）

欠本＝昭和39年（８月～12月）４０年（４月，

７月，１１月を除く）４１年（７月，１１月を除

く）４２年（７月を除く）４３年（７月，１０月を

除く）４４年（２月～７月）４５年（１月～１１

月）４６年（１月，５月，９月，１２月）４７年

（２月～12月）４８年（２月を除く）４９年（２

月，３月を除く）５０年（５月を除く）５１年，

５２年（３月を除く）５３年（１月～３月）５４年

（１月，５月，１０月～12月）５５年（１月～９

月）５６年（１月，２月）

教育評論

（キネマ旬報社）月２回（１日，15日）

昭和26年７月１日（18号）～現在

欠本＝昭和26年（７月15日～12月15日）２７年，

28年，２９年（１月15日，２月15日，３月１日，

３月１５日，４月15日～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５日，

８月１日～９月１日，１１月１日～12月１５日，

30年（２月１日，３月１日，４月１日，５月
一･･･－－－ ￣ 

15日，６月15日）３１年（２月15日～５月１日，
■.▲－．1毛戸一

６月１日，８月１日，９月１日，９月１５日，

11月１日～12月15日）３２年（１月15日，２月

１日，３月１日，４月15日～５月１５日，７月

１日～９月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15日，１１月

15日～12月15日）３３年（１月15日～３月１日，

４月１日，５月１日，６月15日７月15日，１０

月15日）３４年（２月１日，３月１日，３月１５

日，５月15日～８月１日，９月１５日，１０月１

日，１１月１日）３５年（１月１日～３月15日，

５月１日～６月１日，７月１日’８月15日，

10月15日～12月15日）３６年（１月１日，１月

15日，２月15日～３月15日，５月15日，６月

１日’７月１日，８月15日，１１月１日）３７年

（６月１日，７月15日，８月１日，９月１日）

38年（１月１日，１月15日，３月15日，４月

15日～５月15日，６月15日，７月１日，８月

１日，９月15日～10月15日，１１月15日）３９年

（１月１日，１月15日，３月１日，５月１日，

５月15日，７月１日’８月15日，９月15日，

11月１日）４０年（５月15日を除く）４１年，４２

年（３月１日を除く）４３年，４６年（10月１日

～12月15日〕４７年，４９年（１月１日，３月１５

日，５月15日，７月１日，９月15日，１１月１

日）５０年（１月１日，２月１日，３月15日，

４月15日～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５日～12月１５日）

51年（10月１日を除く）５２年（２月１日，２

月15日，４月１日，８月15日～11月１日，１２

月１日，１２月15日）５３年４月15日

臨増＝昭和42年５月15日，４６年（３月20日，

８月10日）

田

キーボード・マガジン

（リットーミュージック）月刊

昭和54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７月～56年４月

臨増＝昭和56年12月，５７年４月

ＧＡＬＬＡＮＴＭＥＮ 

（日本メールオーダー）月刊月刊

昭和52年７月（創刊号）～55年２月
ＣａｎＣｋｌｎ 

（小学館）月刊

昭和57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３６４－ 



割

３５年（１月～３月，７月，９月，１２月）３６年

（４月を除く）３７年～45年，４６年（１月～３

月）

※改題一昭和29年１月より，「京都」から

「東京と京都」後，再び「京都」（改題号不

明）

共楽

（蓬書房）不定期刊

昭和22年７月（創刊号）～23年５月（６号）

欠本＝３号，５号

巨人

（日本社）月刊

昭和９年５月（20巻５号）～10年３月（22巻

３号）

欠本＝昭和９年（６月，８月～12月）１０年１

月

虚無思想研究

（虚無思想研究社）月刊

大正14年７月（創刊号）～15年２月（２巻２

号）

キング

（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月刊

大正14年１月（創刊号）～昭和32年12月（３３

巻12号）

欠本＝大正14年11月，１５年（３月，５月，６

月，９月，１１月）昭和５年２月，６年（１月，

８月を除く）７年，８年（１月，５月を除

く）９年～11年，１２年（６月を除く）１３年↑

１４年（12月を除く）１５年～21年，２２年（８月

を除く）２３年～24年，２５年（12月を除く）２６

年７月，２８年10月，２９年（１月，７月～９月，

１１月）３０年（４月，６月）

臨増＝昭和３年11月，２８年（１月，８月）２９

年（２月，６月，１０月）３０年（２月，５月）

３１年２月

キング＆クイン

（トーキョーセブン）月刊

昭和54年11月（７巻42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12月，５５年，５６年（１月～10

月）

銀座

（銀座）

大正14年５月（創刊号）～14年８月（３号）

銀座百点

（銀座百店会）月刊

昭和30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２月，４６年４月，５５年７月

臨増＝昭和39年７月

近事画報

（教育友の会）月刊

昭和24年11月（32号）～27年12月（68号）

欠本＝昭和25年11月，２６年５月，２７年（７月

～９月）

饗宴

（社会思想研究会）隔月刊

昭和47年５月（創刊号）～51年１月（23号）

欠本＝昭和47年７月，４８年３月，４９年11月，

５０年（５月～11月）

共産党の動き

（欧ア協会）不定期刊

昭和39年９月15日（２号）～48年１月，４９年

３月，５０年１月（50号）

共産圏問題

（l炊寸|i協会）月|:１１

昭和36年９月（５巻３号）～51年３月（20巻

３号）

欠本＝昭和41年６月，４９年５月，

※改題一昭和36年９月より，「ソ連問題」か

らｒ共産圏問題」

暁鐘

（暁鐘社）月刊

大正10年５月（創刊号）～11年２月

行政監察月報

（行政管理庁行政監察局）月刊

昭和38年10月（49号）～45年８月（131号）

欠本＝昭和41年７月

行政資料

（日本広報協会）月２回刊（15日，３０日）

昭和50年７月15日（創刊号）～52年７月30日

（56号）

欠本＝昭和52年２月28日

臨増＝昭和50年８月18日，５１年（１月15日，

３月30日，８月16日，１０月15日）

共通の広場

（独立評論社）

昭和27年６月（１巻２号）～28年７月

欠本＝昭和27年（８月，１２月）２８年（５月，

６月）

きょうと

（発行所不明）季刊

昭和30年（創刊号）～51年１月（82号）

欠本＝昭和34年４月，３６年（24号）４２年４月

４６年（７月，１０月）４９年７月，５０年１月

京都

（白川書院）月刊

昭和25年８月（創刊号）～46年４月（241号）

欠本＝昭和27年11月，２９年10月，３２年（１月，

２月）３３年（８月～11）３４年（２月を除く）

田

－３６５－ 



（近事画報社）月３回（１日，１０日２０日）

明治37年２月18日（創刊号）～39年７年１日

（92号）

欠本＝明治38年（１月１日，１月20日’２月

１０日，３月１日，４月１日，５月１日～５月

２０日，６月10日，７月１日，８月１日，８月

１０月，９月10日～10月10日，１１月１日～11月

２０日’１２月10日）３９年（１月１日，１月20日，

３月15日，４月１日，７月１日を除く）

臨増＝明治37年８月，３８年（５月25日，１０月

３１日）

※改題一明治38年10月20日より，「戦時画報」

から「近事画報」

※創刊号は「近事画報」臨時増刊

近代映画（近代映画社）月刊

昭和20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22年（５月を除く），２３年～55年，

５６年（６月，１０月～12月）５７年５月

臨増＝昭和32年９月

近代経営（ダイヤモンド社）月刊

昭和32年４．５月合併（２巻２号）３６年11月，

４０年８月，４２年６月，４３年３月～49年８．９

月合併

欠本＝昭和46年１月，４９年７月

臨増＝昭和41年６月，４３年（６月，９月，１１

月）４４年（２月，８月，１０月）４５年（９月，

１２月）４６年（４月’９月，１２月）４７年12月，

４９年９月

近代将棋（近代将棋社）月刊

昭和26年５月（２巻５号）～32年８月

欠本＝昭和27年（１月～３月，５月～10月）

２８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１月）２９年

（１月と３月を除く）３０年～31年，３２年（８

月を除く）

近代生活

（近代生活社）

昭和４年４月（創刊号）～４年８月

近代説話（六月社）不定期刊

昭和32年５月（創刊号）～38年５月（11号）

欠本＝３号～５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35年12月（６号）より六月

社から近代刊行会

近代麻雀

（竹書房）月刊

昭和48年（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３月～９月）５７年（２月～

６月）

臨増＝昭和49年（５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１年

（１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２年（５月，８月）

勤労者文学

（新日本文学会）不定期刊

昭和23年３月（創刊号）～24年８月（９号）

欠本＝昭和23年５月（３号）

田
□

ク

くい－ん

（くい－ん社）

昭和22年３月（創刊号）２２年10月’２３年５月

（２巻３号）

くうりえ

（アイデア）月刊

昭和35年２月（９号）～40年５月（70号）

欠本＝昭和39年（１月，２月）

Quark 

（講談社）月刊

昭和57年８月（創刊号）～現在

クォリティ

（太陽）月刊

昭和41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２月，４３年11月，４５年６月

臨増＝昭和55年６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3年12月より，北海道財界

研究所から太陽

草の実（草の実会）月刊

昭和51年８．９月合併（216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10月，１２月）５２年12月～５３

年５月，５４年４月，５６年５月

ＣＯＯＫ 

（千趣会）月刊

昭和38年８月（６巻８号）～49年３月（17巻

３号）

欠本＝昭和38年（９月～12月）３９年～41年，

４２年（７月，８月，１０月を除く）４３年（３月，

４月を除く）４４年，４５年（１月～４月，６月，

７月，９月，１１月）４６年（２月，３月，５月，

６月，９月～12月）４７年（１月，２月，４月，

７月１９月，１０月）４８年（１月，１０月，１２

月）４９年１月

国と政治

（日本政治経済調査会）月刊

昭和33年１月（６巻１号）～40年６月（13巻

６号）

欠本＝昭和33年８月，３５年10月

雲の柱

（雲の柱社）月刊

大正11年１月（創刊号）～昭和14年９月（１８

巻９号）

－３６６－ 



７ 

回刊，４３年２月より隔月刊

暮しの手帖２世紀

（暮しの手帖社）隔月刊

昭和44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GRAPHICATION 

（富士ゼロックス）月刊

昭和44年６月（34号）～現在

欠本＝昭和46年６月，４７年３月

グラフィック

（グラフィック社）月刊

大正15年４月（創刊号）～昭和２年４月（２

巻４号）

欠本＝大正15年12月

グラフせたがや

（世田谷区長室広報課）季刊

昭和53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３号

クリニックマネジメント

（クリニックマネジメント社）季刊

昭和48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9年４月～50年１月

グルメジャーナル

（飛鳥出版）隔月刊

昭和57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ぐるめの絵本

（光津同月堂）月刊

昭和37年２月（10号）～39年２月（34号）

欠本＝昭和37年（６月，８月）３８年（１月，

５月、１１月）３９年１月

黒潮

（太陽通信社）月刊

大正５年11月（創刊号）～昭和２年３月（３２

巻３号）

欠本＝大正５年12月，６年～15年

グロテスク

（グロテスク社）月刊

昭和３年11月（創刊号）～６年４月（復刊１

号）

欠本＝昭和４年10月

※昭和５年２月以降６年３月の間一時休刊

クロワッサン

（平凡出版）

昭和52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７月，５３年（６月10日～７月

１０日）５４年７月10日

臨増＝昭和47年８月30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3年５月10日より，月刊

を月２回（10日，２５日）

軍国画報

欠本＝大正11年（２月～12月）１４年，１５年

（２月を除く）昭和２年～３年１４年（９月

～10月を除く）５年～６年，７年（２月～３

月，５月～11月）８年，９月（１月，４月～

１２月）１０年（４月，７月，１０月～12月）１１年

２月，１２年（２月～３月を除く）１３年（１月，

４月～５月，７月）１４年（１月～３月，６月

～８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４年９月号より，警醒社か

ら雲の柱社

苦楽

（苦楽社）月刊

昭和21年11月（創刊号）～24年９月（４巻９

号）

欠本＝昭和23年（７月，１２月）

臨増＝昭和23年（７月，１１月）２４年（５月，

７月，８月）

暮らしと政治（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月刊

昭和55年７月（261号）～57年８月（288号）

欠本＝昭和57年１月

暮しと利殖

（日刊経済新聞社）月刊

昭和36年４月25日（655号）～39年３月25日

（735号）

欠本＝昭和36年（５月10日，９月10日～10月

２５日）３８年10月10日

臨増＝昭和36年（６月15日，１２月20日）３７年

（４月15日，６月20日，１０月20日）３８年（４

月15日，６月15日，１０月15日）

暮しの設計

（中央公論社）

昭和38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臨増＝昭和55年（７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６年

（３月，７月，１０月）５７年７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5年１月より，隔月刊を

季刊，４６年５月より月刊，５２年４月より隔月

刊

※休刊一昭和44年（５月～11月）

暮しの知恵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41年10月（６巻10号）～43年10月（８巻

１０号）

欠本＝昭和41年12月，４２年（１月～３月）

暮しの手帖

（暮しの手帖社）

昭和23年９月（創刊号）～44年４月（100号）

欠本＝昭和26年３月（11号）２７年３月（１５

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9年２月より季刊を年５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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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本＝昭和38年（６月，９月）４０年５月，４１

年７月，５６年（１月～５月，９月～11月）５７

年（１月，５月）

臨増＝昭和41年１月，４２年５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0年９月号より，季刊を

月刊

経済アナウンスメント

（日本経済教育センター）月２回千1

昭和50年５月15日（創刊号）～53年３月30日

（３巻24号）

欠本＝昭和51年12月30日，５２年８月15日

臨増＝昭和50年９月20日，５２年１月10日

経済往来

（経済往来社）月刊

昭和25年４月（２巻４号）～現在

欠本＝昭和27年７月Ⅲ３０年３月，３８年（10月

～12月）３９年～40年，４１年（10月を除く）４２

年～50年，５１年（１月～３月）

経済界

（経済界）

昭和47年11月（７巻９号）～現在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0年５月25日より，月刊

を月２回（10日，２５日)，５１年９月21日より

隔週

経済月報

（経済月報編集局）月刊

昭和36年12月（91号）～46年６月（205号）

欠本＝昭和39年８月，４２年（２月，１２月）

経済サロン

（経済サロン社）月刊

昭和43年７月（10巻７号）～48年４月，５０年

（１月，２月）

欠本＝昭和43年（10月～12月）４４年（１月，

３月，４月，６月，７月，９月，１０月，１２

月）４５年，４６年，４７年（１月～６月，１１月）

４８年（１月，３月）

経済ジープ

（ジープ社）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昭和24年11月15日（創刊号）～25年８月１日

（２巻12号）

欠本＝昭和24年12月15日，２５年（１月１日～

３月15日，４月15日，５月15日，６月15日～

７月15日）

経済春秋

（経済春秋社）月刊

昭和26年９月（３巻７号）～26年11月，２８年

（４月，５月）３３年８月、３４年６月，４０年２

月

経済情報

（富山房）月刊

明治37年12月（24号）～38年10月

臨増＝明治38年１月

軍事画報

（兵林館）月刊

明治45年３月（創刊号）～大正２年９月

欠本＝明治45年10月，大正２年（１月，３

月）

臨増＝明治45年８月

軍事史学

（甲陽書房）季刊

昭和40年５月（創刊号）～41年５月（５号）

軍人世界

（軍人世界社）月刊

明治43年５月（２巻５号）～大正４年11月

（７巻11号）

欠本＝明治44年（３月，５月～12月）４５年

（３月～12月）大正２年（５月を除く）

群像

（講談社）月刊

昭和21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22年８月，２４年（５月～12月）２５

年（５月～12月）２６年（２月～11月）２７年

（２月～４月を除く）２８年（２月と４月～５

月を除く））２９年～30年，３１年（７月と９月

を除く）３２年～36年，３７年10月，４１年（７月

～12月）４２年11月，４３年２月，４５年（９月～

１２月）４６年（６月～12月）４７年（１月～８

月）４８年（１月～６月）

□
曰

ケ

経営経済

（経営経済社）月刊

昭和42年８月（８巻８号）～46年４月（12巻

４号）

欠本＝昭和42年（10月～12月）４３年（１月，

２月を除く）４４年（１月を除く）４５年（１月

～９月）

経営者

（日本経営者団体連盟弘報部）月刊

昭和42年９月（21巻９号）～46年７月（25巻

７号）

経営労務コンサルタント

（経営政策研究所）月刊

昭和45年９月（263号）～46年２月（268号）

経済

（新日本出版社）

昭和37年12月（３号）５７年６月（218号）

－３６８－ 



（ダイヤモンド社）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昭和46年６月11日（４巻11号）～47年７月１５

日（15巻14号）

臨増＝昭和46年（７月20日，９月10日，１０月

１０日，１１月25日）

経済新潮

（経済新潮社）月刊

昭和28年１月（創刊号）～29年６月（18号）

欠本＝昭和28年（８月，９月）

経済セミナー

（日本評論社）月刊

昭和32年８月（５号）～51年４月（255号）

欠本＝昭和32年（９月～12月）３３年（１月～

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３４年（１月，６月

～12月）３５年～49年，５０年（９月を除く）５１

年（１月～３月）

経済展望

（経済展望社）月刊

昭和35年９月（32巻９号）～37年９月（34巻
９号）

欠本＝昭和35年（10月～12月）３６年（２月，

４月，５月，７月～12月）３７年（９月を除
く）

経済評論

（日本評論社）月刊

昭和36年１月（16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２月～７月，９月～12月）

３７年～41年，４２年（11月を除く）４３年（１月，

、３月，５月，６月，８月，９月，１１月，１２

月）４４年，４５年（７月を除く）４６年（３月を

除く）４７年，４８年（10月を除く）４９年（11月

を除く）５０年（３月，１２月を除く）５１年（１

月～３月）

臨増＝昭和39年12月，４７年10月，４８年10月，

４９年10月，５０年９月

別冊＝昭和57年（５月30日，９月30日）

経済文藝

（経済文藝社）月刊

昭和30年６月（251号）～45年12月（431号）

欠本＝昭和30年11月，３１年（３月～４月，６

月～12月）３２年～33年，３４年（３月と４月を

除く）３５年～43年、４４年（１月～８月）

経済論壇

（経済論壇社）月刊

昭和32年２月（３巻２号）～45年11月（16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32年（３月～12月）３３年，３４年

（１月～６月，１２月）３５年12月，３６年（４月，

１２月）３７年11月，４１年12月，４２年７月

警察協会雑誌

（警察協会本部）月刊

明治38年２月（57号）～昭和14年11月（474

号）

欠本＝明治38年（３月～12月）３９年（１月を

除く）４０年～昭和４年，５年（１月～２月，

４月～６月，９月，１１月～12月））６年（２

月と６月～８月を除く）７年～11年，12年

（12月を除く）１３年（２月～５月，８月，１０

月）１４年（１月～２月，７月）

警察時報

（警察時報社）月刊

昭和30年10月（10巻10号）～現在

欠本＝昭和30年（11月，１２月）３１年～34年，

３５年（11月を除く）３６年～48年，４９年（８月

を除く）５０年，５１年（１月～３月）５２年９月，

５４年２月

警察の窓

（警察庁長官官房総務課）不定期刊

昭和38年２月（創刊号）～44年８月（27号）

欠本＝４号

刑事資料

（警視庁刑事部総務課）月刊

昭和26年１月（２巻１号）～38年１月（14巻

１号）

欠本＝昭和26年（１月，８月を除く）２７年，

２８年（１月～３月，６月，９月）２９年（３月

～５月，７月，１０月）３０年（４月～７月，１１

月）３１年（１月，４月～６月，１２月）３２年

（１月，６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３３年４月，

３４年（１月～４月）３６年（７月～11月）３７年

（１月～６月，９月～11月）

藝術市場

（藝術市場）

昭和２年３月（創刊号）～２年10月（７号終

刊）

藝術新潮

（新潮社）月刊

昭和26年（２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28年（２月，６月）４３年（５月～

１２月）４４年～49年，５０年（１月～９月）５１年

３月，５２年（４月，８月）５５年６月

芸術生活

（芸術生活社）月刊

昭和38年11月（16巻11号）～55年12月（32巻
９号）

欠本＝昭和38年12月，３９年～41年，４２年（４

月，７月を除く）４３年～54年，５５年（１月～

３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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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９月～12月）３９年，４０年（１月～３月

を除く）４１年，４２年１４３年（７月，８月を除

く）４４年（11月，１２月）４５年（１月～３月，

６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６年（３月，

４月を除く）４７年（１月～３月）

月刊エコノミスト

（毎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45年５月（創刊号）～50年６月（63号）

欠本＝昭和45年（６月，９月～11月）４６年，

４７年（７月，１０月を除く）４８年（２月，５月

を除く）４９年（４月，５月を除く）５０年（１

月～５月）

月刊ALLBIKE

（愛宕書房）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月刊学習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月刊

昭和36年８月（６号）～56年７月（248号）

欠本＝昭和36年９月，３７年（２月，８月）３９

年（11月，１２月）４０年（４月，５月，８月，

１０月）４５年８月，５６年（２月～５月）

臨増＝昭和43年４月，４４年６月，５５年４月

月刊官界

（行政問題研究所）月刊

昭和55年８月（６巻８号）～現在

月刊韓国文化

（韓国文化院）月刊

昭和54年11月（１巻２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12月～56年２月

月刊教育ジャーナル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39年４月（３巻１号）～56年８．９月合

併（20巻６号）

欠本＝昭和39年（６月，８月～12月）４０年～

５２年，５３年（１月～11月）５４年（３月，５月，

８月，～12月）５５年（１月～４月）５６年（３

月～６月）

月刊経済

（月刊経済社）月干|Ｉ

昭和44年２月（215号）～現在

欠本＝昭和45年12月，４６年～48年，４９年（１

月～３月）

月刊剣道日本

（スキージャーナル）月刊

昭和52年６月（２巻６号）～現在

月刊コンパットマガジン

（ＫＫワールド・フォトプレス）月刊

昭和55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臨増＝昭和56年（１月，６月）５７年８月

※昭和56年１月より休刊

蕊能

（芸能発行所）月刊

昭和43年２月（再刊1号）～35年７月（２巻

７号）

藝能東西

（新しい芸能研究室）季刊

昭和50年３月（創刊号）～52年７月（終刊

号）

芸林

（芸林社）不定期刊

昭和33年１月（５巻１号）～39年７月（11巻

６号）

欠本＝昭和33年（５巻２号～５巻10号）

３４年，３５年（７巻１号～７巻５号）３６年（８

巻５号，８巻７号～８巻９号）３７年（９巻２

号～９巻８号’９巻10号）３８年（10巻１号，

１０巻４号，１６巻７号～10巻９号）３９年（11巻

１号～11巻３号）

劇作

（白水社）月刊

昭和７年３月（創刊号）～13年８月（７巻８

号）

欠本＝昭和７年（５月～６月，９月～12月）

８年～９年，１０年（２月を除く）１１年（１月，

３月～５月，７月，１１月）１２年（１月，４月，

６月～10月）１３年（２月～６月）

劇場

（演劇文化社）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22年３月

欠本＝昭和21年（４月，１０月～12月）

劇と映画

（国際情報社）月刊

大正13年１月（２巻１号）～昭和３年12月

（６巻12号）

欠本＝大正14年３月，１５年（４月～９月）昭

和２年11月

劇と其他

（劇と其他社）月刊

大正13年１月（創刊号）～13年７月（７号）

激流

（国際商業出版）月刊

昭和51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８月～９月）５２年（８月～

１２月）

月刊朝日ソノラマ

（朝日ソノラマ）月刊

昭和37年10月（34号）～48年６月（165号）

欠本＝昭和37年（11月，１２月）３８年（２月，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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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ざっぼろ

（財界ざっぼろ）月刊

昭和38年５月（39号）～46年１月（131号）

欠本＝昭和38年（６月～12月）３９年（１月～

１１月）４０年７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1年11月より↑「さっぼろ

百点」からｒ財界ざっぼろ」

月刊時事

（月刊時事社）月刊

昭和35年５月（５巻５号）～54年11月

欠本＝昭和35年（５月を除く）３６年～38年，

３９年（１月～６月，１２月）４０年６月，４２年

（８月，９月）４６年（１月～３月）５１年11月

月刊事務用品

（文研社）月刊

昭和57年４月（15巻４号）～現在

月刊社会教育

（国土社）月刊

昭和51年12月（20巻13号）～53年１月（22巻

１号）

欠本＝昭和52年（10,12月）

月刊社会党

（日本社会党）月刊

昭和35年１１．１２月合併（42号）～49年11月

（214号）

欠本＝昭和36年，３７年，３８年（２月，１０月を

除く）３９年11月，４０年４月，４８年（７月～１２

月）４９年（１月～５月，８月）

臨増＝昭和40年４月，４２年１月’４９年４月

月刊ジャーナリスト

（情報センター出版局）月刊

昭和52年11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12月，５５年６月，５７年（２月，

４月）

月刊住宅相談室

（サンケイリビング新聞社）月刊

昭和54年５月（創刊号）～56年10月

月刊ずし､ひつ

（日本随筆家協会）月刊

昭和53年３月（53号）～55年11月（83号）

欠本＝昭和53年（４月，５月）

月刊政界

（政界出版社）月刊

昭和54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９月，５５年（４月，５月）

月刊政経東北

（東邦出版）月刊

昭和53年１月（７巻１号）～現在

月刊政治

（自由人クラブ）

昭和33年２月（78号）～38年１月（125号）

欠本＝91号～96号，９８号，９９号，102号，１０３

号，108号～110号，112号～114号，116号～

124号

月刊タイムス

（月刊タイムス社）月刊

昭和52年５月（創刊号）～53年６月（２巻６

号）

欠本＝昭和53年（２月～３月，５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3年１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月刊タウン

（アサヒ芸能出版）月刊

昭和42年１月（創刊号）～42年７月

月刊日本

（政策時報社）月刊

昭和50年５月（10巻４号）～現在

月刊ビデオブレイ

（冬樹社）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月刊批判

（我等社）月ｷﾘ
昭和５年５月（創刊号）～９年２月（終刊５

巻２号）

欠本＝昭和５年（５月を除く）６年（７月～

１２月）７年（１月～６月，７月，８月）８年

（２月，３月を除く）９年１月

月刊プレイカメラ

（芸文社）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月刊文章

（厚生閣）月刊

昭和10年３月（創刊号）～14年10月（５巻１０

号）

欠本＝昭和10年（４月，９月），１２年（５月，

６月）１３年３月，１４年１月

臨増＝昭和13年７月

※改題一昭和11年１月より，「月刊文章講

座」から「月刊文章」

月刊ペン

（月刊ペン社）月刊

昭和43年11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８月

月刊保健評論

（保健評論社）月刊

昭和26年３月（３巻３号）～45年11月（22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26年（５月～12月）２７年（８月を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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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を除く）２６年（１月～３月，５月～８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７年２月，１９年11月

月刊ロッキンｆ

（立東社）月刊

昭和51年７月（創刊号）５７年８月（77号）～

現在

月曜会レポート

（国民政治研究会）

昭和39年６月15日（194号）～現在

欠本＝昭和39年（195号，199号，200号，２０７

号，211号,216号,220号）４０年（245号,２４８

号，251号，254号，257号１２５９号，262号）

４１年（280号，287号，289号，311号，313号，

314号）４２年（323号，334号，336号，366号）

４３年（370号，412号，414号，418号）４４年

（425号，462号）４５年（479号,482号,495号，

498号，508～516号）４６年（517号，518号，

527号，528号，530号，545号，550号，552号

～553号）４７年（571号,572号,575号，597号，

600号，601号，603号）４８年633号,４９年(685

号↑693号～695号，701号，710号）５０年（720

号，750号）５１年（767号，772号，780号，

804号，806号）５２年（818号，821号，822号，

824号，843号，850号，856号）５３年（893号，

906号）５４年（912号，930号，932号，949号，

951号，952号，）５５年（965号，982号，９８４

号，986号，1000号）５６年（1009号，1015号，

1029号,1042号,1043号)57年（1065号，１０７３

号～1075号，1078号，1083号，1086号，１０９１

号～1095号）

臨増＝昭和46年１月20日，４７年（８月16日，

９月６日）

除く）２８年～30年，３１年（１月を除く）３２年，

３３年，３４年（２月，３月，５月～12月）３５年

（１月～４月，９月～11月）３６年（１月～３

月，５月，８月）

臨増＝昭和36年４月，４０年11月，４２年６月

月刊ホテル旅館

（柴田書店）月刊

昭和42年３月（４巻３号）～51年４月（13巻

４号）

欠本＝昭和42年（６月，９月，１０月）４３年

（６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４年（１月～３

月，５月）

月刊マイタウン東京

（エルグ）月刊

昭和56年４月（61号）～現在

月刊リクルート

（日本リクルートセンター）月刊

昭和53年10月（11巻10号）～現在

臨増＝昭和56年９月

月刊労音

（全国勤労者音楽協議会連絡会議）月刊

昭和45年12月（152号）～48年７月（183号）

欠本＝昭和46年（２月～５月，７月，１０月，

１２月）４７年（５月，１０月）４８年（１月，３

月）

月刊労働組合

（労働大学）月刊

昭和42年６月（３号）～52年10月（127号）

欠本＝昭和42年（７月，８月，１０月～12月）

４３年（５月，７月，１２月を除く）４４年１月，

４５年（３月，５月）４６年３月，５１年７月，５２

年２月

月刊労働問題

（日本評論社）月刊

昭和42年８月（112号）～56年12月（294号）

欠本＝昭和42年（９月，１１月）４３年（４月，

５月を除く）４５年９月，４９年３月，５０年（２

月，１０月）５１年１月

臨増＝昭和47年３月，４８年２月，４９年２月，

５０年２月，５３年２月

※総目次あり

※57年１月より休刊

月刊ロシヤ

（日蘇通信社）月刊

昭和10年12月（１巻６号）～20年１月（11巻

１号）

欠本＝昭和11年（10月を除く）１２年（１月，

２月，４月～９月）１３年（４月を除く）１４年

（２月～５月，８月～12月）１５年（８月，１０

曰

Ｇｅｎ 

（講談社）季刊

昭和52年６月（創刊号）～53年３月（４号）

幻影城

（絃映社）月刑

昭和50年２月（創刊号）～54年７月（５巻４

号）

欠本＝昭和50年（３月，７月）５３年（２月，

５月）５４年（２月～５月）

言語

（大修館書店）月刊

昭和51年４月（５巻４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４月

臨増＝昭和52年６月

言語生活

（筑摩書房）月刊

昭和26年11月（２号）～現在

－３７２－ 



欠本＝昭和33月３月，５３年（８月～10月）
憲政公論

（憲政公論社）月刊

大正11月１月（２巻１号）１１年４月，１５年３
月，１５年９月（６巻９号）

建設月報

（建設広報協議会）月刊

昭和36年１月（14巻１号）～39年12月（17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36年４月，３９年６月

幻想と径寄

（歳月社）隔月刊

昭和48年７月（２号）～49年１月（５号）
現代

（大日本雄辮會）月刊

大正９年10月（創刊号）～昭和19年２月（２５
巻２号）

欠本＝大正９年12月，１０年（１月～４月，６

月，７月，１２月）１１年（６月と８月を除く）

１２年（１月，２月，５月～７月，１２月）１３年
（７月を除く）１４年，１５年（３月を除く）昭

和２年（１月，２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

月）３年（３月～12月）３年（３月～12月）

４年，５年（３月，６月を除く）６年（３月

～５月，７月，９月～12月）７年（１月～３

月，１０月）８年（７月・１２月を除く）９年
（３月，１０月を除く）１０年，１１年（10月を除

く）１２～15年'１６年（２月を除く）１７年，１８

年（３月～７月，９月～12月）１９年１月
現代

（講談社）月刊

昭和42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現代劇

（現代劇社）月刊

昭和30年６月（１巻２号）～34年２月（５巻
１号）

欠本＝昭和30年12月，３１年（３月～４月）３３
年３月

現代詩手帖

（思潮社）月刊

昭和52年３月（20巻３号）～52年12月
欠本＝昭和52年４月

臨増＝昭和52年６月

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

（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所）

昭和39年１月（創刊号）～40年２月（５号）
現代宗教研究

（現代宗教研究センター）月刊

昭和54年６月（創刊号）～55年６月（13号）

現代少年文学

（現代少年文学作家集団）不定期刊

昭和38年５月（創刊号）～51年12月（55号）

欠本＝２号，８号，１８号，３０号，３２号～41号，
４３号，４６号，４８号～53号

現代政治

（現代政治研究所）月刊

昭和43年３月（創刊号）～45年６月（28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43年４月より，新政治研究
所から現代政治研究所

現代の顔

（ワールドエコノミー出版）月刊

昭和48年10月（創刊号）～49年４月

欠本＝昭和49年３月

現代之日本

（1Ｎ通信社）月刊

昭和43年９月（創刊号）～44年２月

現代の眼

（現代評論社）月刊

昭和36年７月（２巻７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８月～12月）３７年１月，４２
年12月

現代の理論

（現代の理論社）月刊

昭和43年４月（５巻３号）～51年５月（13巻
５号）

欠本＝昭和43年（５月～10月，１２月）４４年

（１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５

年（３月～６月，９月～12月）４６年（１月～

１１月）４７年，４８年（１月～７月，１０月～１２

月）４９年，５０年（１月，２月，４月～６月，
１０月）５１年（２月～４月）

建築士

（日本建築士会連合会）月刊

昭和41年９月（167号）～54年10月（325号）

欠本＝昭和41年（10月～12月）４２年（２月を

除く）４３年（３月，５月，８月を除く）４４年
（８月，９月，１０月を除く）４５年（２月，５

月を除く）４６年～49年，５０年（２月を除く）

５１年（２月，３月，６月，７月）５２年（２月
～12月）５３年（６月を除く）

建築東京

（東京建築士会）月刊

昭和41年５月（２巻５号）～54年10月（15巻
１０号）

欠本＝昭和42年（３月～12月）４３年（３月，
５月，８月を除く）４４年（３月，７月，１１月，
１２月）４５年（２月，５月を除く）４７年（５月

～12月）４８年～50年，５１年（２月，３月，６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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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８月）５２年（２月～12月）５３年（２月～

１２月）

臨増＝昭和51年８月

建築文化

（彰國社）月刊

昭和21年４月（創刊号）～51年４月（354号）

欠本＝昭和21年（５月～12月）２２年～29年，

３０年（７月，１２月を除く）３１年（１月，２月↑

４月，５月，９月～12月）３２年（１月～４月，

６月）３３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１２

月）３４年（１月～６月，９月，１１月）３５年２

月，３７年（８月，１２月）３８年１月，４４年10月、

４６年（４月～12月）４７年～50年，５１年（１月

～３月）

臨増＝昭和32年11月15日，３４年11月15日，３８

年11月20,39年11月20日，４０年11月20月，４２

年（７月15日，１１月20日）４３年11月20日，４４

年12月５日，４５年11月20日

原理日本

（原理日本社）月刊

昭和３年４月（４巻４号）～19年１月（20巻

１号）

欠本＝昭和３年（５月，８月，１２月）４年９

月，５年（７月，１０年～12月）６年～10年，

１１年（４月を除く）１２年（９月～12月）１３年

（３月，７月，１１月）１４年（３月，８月，１０

月，１２月）１５年（１月，１２月）１６年６月，１７

年（３月，６月，９月～11月）

臨増＝昭和３年６月，１６年７月

月１日，４月１日，７月１日，７月15日）３６

年（１月15日，６月15日）４０年（７月15日，

１１月１日，１２月１日）４１年３月１日，４２年

（２月１日，３月１日）４３年（３月15日，５

月１日）４４年（７月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１月１

日，１１月15日）４５年５月１日

臨増＝昭和28年４月20日，３６年９月28日，４０

年10月10日，４２年８月25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7年10月１日号より，月

３回（１０日，２０日，３０日）を月２回（１日，

１５日）

郊外

（郊外社）月刊

大正12年４月（創刊号）～15年５月（６巻６

号）

欠本＝大正12年（８月，１０月～12月）１３年（１

月～３月，７月，１０月）

校外学習

（日本修学旅行協会）月刊

昭和47年11月（195号）～51年10月（244号）

欠本＝昭和47年12月，４８年（１月～４月，７

月～９月，１２月）４９年（１月，２月，１０月～

１２月）５０年（１月，３月，５月，６月）５１年

（１月，３月，５月）

光画月刊

（光画荘）

昭和25年５月（10巻５号）～29年12月（19巻

６号）

欠本＝昭和25年（６月～12月）２６年（１月～

９月）２７年（２月，３月，５月，７月～１２

月）２８年，２９年（12月を除く）

航空少年

（誠文堂新光社）月刊

昭和17年10月（19巻10号）～19年４月（21巻

４号）

欠本＝昭和17年（11月～12月）１８年（１月～

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９年３月

臨増＝昭和18年９月

航空情報

（酎燈社）月刊

昭和39年10月（182号）～40年12月

航空ファン

（文林堂）月刊

昭和52年５月（26巻５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６月～56年６月

臨増＝昭和52年11月

広告

（博報堂）

昭和34年１月（134号）～54年７月（215号複

田
回

． 

講演

（尾崎行雄記念財団）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昭和35年９月15日（９号）～36年２月15日

（18号）

譜演

（東京講演會）

昭和13年２月20日（389号）～45年９月１日

（1094号）

欠本＝昭和13年（３月10日～４月20日，７月

３０日～12月30日）１４年，１５年（７月30日を除

く）１６年～26年，２７年（10月１日，１０月15日

を除く）２８年（１月１日，５月１日，１１月１

日）２９年（１月１日６月１日～10月15日）

３１年（１月１日～９月15日）３２年（２月１日，

５月１日，８月15日）３３年（５月15日，１０月

１５日，１１月15日～12月15日）３４年（２月１日

～８月15日，１０月15日～11月15日）３５年（２

－３７４－ 



１２号）

臨増＝昭和35年１月

講談倶楽部

（講談社）

明治44年（創刊号)，大正４年８月，８年
（４月，６月）昭和35年２月

講談雑誌

（博文）

大正５年１月（２巻１号）～13年８月（10巻
９号）

欠本＝大正５年（２月～６月，８月～12月）
６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１２

月）７年（３月を除く）８年（７月を除く）
９年（12月を除く）１０年（２月，４月～１２

月）１１年～12年，１３年（１月～５月）

行動

（紀伊国屋出版部）

昭和８年10月（創刊号）～10年９月（終刊

号）

高年齢を生きる

（地域社会研究）不定期刊

昭和49年11月（５号）～現在

臨増＝昭和53年２月

輿民

（輿民社）月刊

昭和30年６月（創刊号）～31年12月（２巻１０

号）

欠本＝昭和30年（10月～12月）３１年（４月，
８月～10月）

公務員

（産業経済新聞社）月刊

昭和25年５月（５巻５号）～29年４月（10巻

４号）

欠本＝昭和25年（７月～12月）２６年，２７年
（１月，４月～７月）２８年（８月～10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27年２月号より，大阪新聞

社東京出版局から産業経済新聞

蝋輻

（蠣幅発行所）月刊

大正２年６月（創刊号）～３年２月（２巻１

号）

欠本＝大正２年12月

公論

（第一公論社）月刊

昭和17年11月（５巻11号）～19年２月（７巻

２号）

欠本＝昭和17年12月’１８年（１月～３月，１２

月）

聾

刊４号）

欠本＝昭和34年（３月～12月）３５年（１月～

７月，１２月）３６年（３月～５月，７月，８月，

１１月，１２月）３７年（１月，２月）３８年（４月，
９月）４０年（３月～12月）４１年～53年，５４年

（１月～６月）

※途中休刊あり

※改題一復刊号より「月刊広告」から「広

告」

※発行日変更一復刊号より，月干|｣を隔月刊

広告月報

（朝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43年８月（100号）～現在

欠本＝昭和43年（９月～12月）４４年，４５年

（10月，１２月）４６年～54年，５５年（１月～６

月，１０月～12月）５６年（１月～３月）

臨増＝昭和40年10月

広告批評

（マドラ）月刊

昭和54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公私月報

（光狂堂）月刊

昭和９年10月（49号）～14年３月（100号）

欠本＝昭和９年（11月～12月）

高志人

（高志人社）月刊

昭和31年１月（21巻１号）～46年１月（36巻

１号）

欠本＝昭和31年12月，３２年（２月～３月，１２

月）３３年12月，３４年12月，３６年12月，４０年

（11月～12月）４２年12月，４３年９月

厚生

（厚生問題研究会）月刊

昭和27年９月（７巻９号)，３０年３月～46年

２月（26巻２号）

欠本＝昭和30年（４月～12月）３１年～38年，

３９年（10月を除く）４０年（１月～３月，７

月）４６年１月

臨増＝昭和45年５月

佼成

（佼成出版社）月刊

昭和44年６月（20巻６号）～現在

欠本＝昭和44年（７月～12月）４５年（１月～

８月，１０月～12月）４６年（１月～５月，７月

～12月）４７年，４８年（12月を除く）４９年～５２

年，５３年（３月，４月，６月）５５年３月

高速道路

（高速道路調査会）月刊

昭和33年10月（１巻６号）～37年12月（５巻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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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善）季刊

昭和33年10月（創刊号）～36年10月（終刊

号）

國學院雑誌

（國學院大学）月刊

昭和５年５月（36巻５号）９年（８月，９月，

１１月)，３８年10月，５１年４月（77巻４号）～

５５年３月（81巻３号）

国語国字

（国語問題協議会）隔月刊

昭和35年12月（創刊号）～50年４月（87号）

欠本＝昭和39年（５月，７月）４１年８月，４７

年（８月，１０月）

別冊＝昭和36年９月

国際学生

（東京大学国際学生事`情研究会）

昭和33年12月（４号）３４年（２月，６月～７

月，１０月～12月）３５年（１月～２月，４月）

国際建築

（美術出版社）月刊

昭和14年１月（15巻１号）～34年８月（26巻

８号）

欠本＝昭和14年（２月～12月）１５年～24年，

２５年（１月～６月）２７年５月，２９年（３月～

１２月）３０年～33年，３４年（１月～５月，７

月）

※途中休刊あり

国際交流

（国際交流基金）不定期刊

昭和49年２月（１巻２号）～54年５月（５巻

４号）

欠本＝昭和49年（１巻３号）５０年（２巻１号，

２巻３号）５１年（３巻１号）５２年（３巻４号，

４巻２号，４巻３号）５３年（５巻１号）

国際写真情報

（国際情報社）月刊

大正11年９月（１巻２号）～43年６月（42巻
（42巻６号）

欠本＝大正12年11月，１５年12月，昭和２年３

月，３月12月，５年（１月～３月，６月，９

月～12月）６年（１月～３月，５月～８月，

１２月）７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10月，

１２月）８年（１月～４月，６月，９月）９年

（３月，６月，８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２

年～13年，１５年（10月を除く）１６年～25年，

２６年（７月，８月を除く）２７年（１月を除
く）２８年～34年，３５年（12月を除く）３６年２

月，４０年（１月，３月）４２年５月

臨増＝大正12年（６月，１１月）１３年（２月，

７月）昭和２年（１月，３月）

国際写真新聞

（同盟新聞社）

昭和10年７月１日（113号）～15年３月20日

（251号）

欠本＝昭和10年12月22日１１年（４月８日，

７月22日）１２年３月20日，１５年１月５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11年１月15日より､新聞連

合社から同盟通信社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11年９月５日より、月４

回（１日，８日，１５日，２２日）を月２回（５

日，２０日）

国際写真タイムズ

（国際情報社）月刊

大正14年８月（１巻７号）～15年12月（２巻

１２号）

臨増＝大正15年７月５日

国際写真通信

（国際文化情報社）月刊

昭和27年８月（１巻４号）～34年２月

欠本＝昭和27年（10月，１２月）２８年（１月，

５月､９月）２９年２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3年４月より，国際写真通

信社から国際文化情報社

国際商業

（国際商業研究所）月刊

昭和45年１月（３巻１号）～47年３月（５巻

３号）

欠本＝昭和45年（７月～12月）４６年（１月～

８月，１１月）

国際資料

（外務省国際資料部資料課）

昭和37年４月１日（創刊号）～38年８月（２

巻13号）

欠本＝昭和37年10月１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38年４月より，外務省国際

資料委員会から外務省国際資料部資料課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8年６月より，月２回

（１日，１５日）を月刊

国際パンフレット通信

（タイムス出版社）

大正14年９月１日（創刊号）～昭和20年１月

１０日（1546号）

欠本＝大正15年（２月26日，８月11日，１０月

６日）昭和２年（１月16日～１月26日，４月

１６日，６月16日）４年６月115年（１月26日，

４月11日６月16日，８月１日）６年（１月１

日，１月６日，３月１日，６月１日）７年

（５月21日，１２月６日）８年（１月１日，２

回

－３７６－ 



罰

月１日～３月11日’３月21日～３月26日，４

月６日，５月11日，６月１日，６月６日，６

月21日，７月26日，８月21日，９月26日，１０

月16日，11月26日，１２月21日，１２月26日）９

年（１月１日，１月６日，１月26日，２月１

日，６月21日，１０月１日，１２月１日）１０年

（６月26日Ａ，６月26日Ｂ，７月１日，７月

２６日，８月６日Ａ，８月１６日，９月６日Ｂ，

９月11日，９月16日，１０月26日）１１年（２月

１日，２月６日Ｂ，３月16日，３月26日，４

月１１日Ｂ，４月26月～５月６日Ｂ，１２月２１

日）１２年（１月11日，１月21日，２月11日Ｂ，

３月21日Ａ～３月26日，４月21日Ｂ～４月２６

日，６月１日，６月６日Ａ，６月11日Ａ，６

月26日，７月１日，７月６日Ａ，７月11日Ｂ，

９月21日，９月26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６日，

１０月16日，１０月26日～11月16日，１１月26日Ａ，

１１月26日Ｂ，１２月21日～12月26日）１３年（１

月１日，１月６日，２月21日Ｂ～２月26日、

４月１１日，７日１日，７月６日，１２月１日，

１２月６日）１４年（３月11日，３月16日，４月

１日，５月１日，７月１日，７月６日，７月

２１日，８月１日，９月26日，１０月６日，１１月

16日，１２月６日，１２月21日，１２月26日）１５年

（１月１日～１月11日，２月11日，２月21日，

３月１日，３月６日，３月２１日，４月２１日，

６日１日，７月１日，７月１６日～８月１日，

８月16日，８月21日，９月１日～９月１１日，

10月６日，１０月11日，１１月21日，１２月６日，

12月16日）１６年（１月１日～１月11日，１月

26日～２月21日，６月１日～６月11日，６月

２１日，６月26日，７月21日～７月26日，１２月

１日～12月11日）１７年（１月６日～１月21日，

２月６日～４月21日，５月１日～６月１６日，

６月26日～９月１１日，９月21日～10月１６日，

10月26日～11月１１日，１１月21日～12月21日）

18年（４月７日，６月１日，９月13日を除

く）１９年（１月15日，２月８日，１０月１日）

臨増＝昭和４年（２月３日，３月３日）５年

12月23日，６年（10月13日，１１月13日，１２月

３日）１０年２月１６

＝寓真ニュース・１号，４号，６号，１０号～
20号

＝世界日読・５７号～64号

＝世界経済日誌・１号～26号，２８号～36号，

40号，４２号～47号，４９号～52号，５４号，５８号，
59号

＝世界政治外交日誌・６５号，６７号～90号，９２

号～100号’104号，106号～111号，113号～１

１６号，118号，122号，123号

※改題一昭和３年７月１日より「邦文パンフ

レット通信」から「国際パンフレット通信」

１９年１月1日より「海外事`情通信」

※版元変更一昭和４年２月11日より，ジャパ

ンタイムス社からタイムス出版社，７年３月

１日より国際パンフレット通信社，７年５月

２６日よりタイムス通信社，１１年６月11日より

タイムス出版社，１９年２月１日より八紘書園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18年より，月６回（１日，

６日，１１日，１６日１２１日，２６日）を月５回

（１日，７月，１３日，１９日，２５日）１９年１月

１日より月４回（１日，８月'１５日，２２日）

19年11月１日より月３回（１日，１０日，２０

日）

國際文化

（國際文化研究所）月刊

昭和３年11月（創刊号）～４年６月（２巻６

号）

国際文化

（国際文化振興会）月刊

昭和32年１月（32号）～45年12月（198号）

欠本＝昭和32年３月，３７年４月，４１年（７月，

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２年７月，４３年２月

国際文化画報

（国際文化情報社）月刊

昭和26年５月（３巻５号）～35年９月（12巻

９号）

欠本＝昭和26年（９月，１１月～12月）２７年

（１月，４月，９月～10月）２８年（２月～４

月）３０年（７月～９月）３１年（３月，１１月）

３２年12月，３５年１月

臨増＝昭和34年４月

国際報道

（国際報道社）月刊

昭和42年１月（２巻１号）～43年４月（３巻

４号）

国際問題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月刊

昭和37年３月（24号）～50年１月（178号）

欠本＝昭和39年（４月～12月）４０年，４１年

（６月～７月を除く）４２年（３月～４月を除

く）４３年～46年，４７年（１月～４月，６月～

７月，１２月）４８年２月’４９年２月

国際問題資料

（外務省`情報文化局）

昭和43年６月３日（12号）～45年11月１日

（58号）

欠本＝15号，昭和45年10月15日（57号）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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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増＝昭和45年８月10日（52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5年４月１日より不定期

刊を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国策

（日本国策研究会出版部）月刊

昭和31年８月（16号）～33年12月（42号）

欠本＝昭和31年（10月～12月）３２年（１月～

１１月）３３年９月

国粋

（国粋出版社）月刊

大正９年10月（創刊号）～10年12月（２巻１２

号）

国鉄通信

（日本国有鉄道広報部）月３回

昭和39年３月21日（176号）～45年11月11日

（403号）

欠本＝昭和40年２月11日，４１年（１月11日，

４月１日，５月１日～５月21日）４２年12月１１

日，４３年（２月11日，４月１日）

黒白

（黒白発行所）月刊

大正10年１月（46号）～昭和３年７月（129

号）

欠本＝大正10年（３月，６月）１１年（１月，

４月～５月，８月～９月）１２年（８月～１２

月）13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12月）

１４年～15年，昭和２年（12月を除く）３年

（１月～３月，５月）

国防

（朝雲新聞社）月刊

昭和47年１月（227号）～47年12月（238号）

国文学一解釈と鑑賞

（至文堂）月刊

昭和14年７月（38号)，３２年４月～52年12月

（548号）

欠本＝昭和32年（５月～12月）３３年（７月を

除く）３４年（１月～３月，５月～11月）３５年，

３６年（７月を除く）３７年（７月，９月を除

く）３８年（５月を除く）３９年～40年，４１年

（６月を除く）４２年（４月を除く）４３年～５０

年，５１年（１月，３月～８月）

臨増＝昭和39年10月１月，４２年４月，４３年７

月，４５年５月，４７年11月，５０年12月

國民

（社会教育協会）月刊

昭和25年６月（588号）～28年８月（625号）

欠本＝昭和25年（８月～11月）２６年（２月を

除く）２７年，２８年（８月を除く）
国民演劇

（牧野書店）月刊

昭和16年３月（創刊号）～16年５月

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協会）不定期刊

昭和41年９月（２号）～現在

欠本＝３号，４号，６号，８号，１１号～42号，

４４号，４７号，７８号

国民サロン

（国際政経調査会）月刊

昭和33年９月（創刊号）～45年12月（13巻１２

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38年３月より，国際政治経

済文化研究会から愛正会，４０年３月より国際

政経調査会

国民百科

（平凡社）月刊

昭和37年９月（創刊号）～42年２月（54号）

欠本＝昭和37年（11月，１２月）３８年（１月～

３月）３９年（２月，１２月）４０年（２月，７月，

１０月）４１年（７月，８月）

国民評論

（国民評論社）月刊

昭和12年12月（102号）～43年11月（337号）

欠本＝昭和13年（２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１４年～27年，２８年（６月をfを除く）２９年～３１

年，３２年（10月を除く），３３年（３月，１０月

を除く）３４年（９月を除く）３５年（１月，２

月，４月～６月，９月～11月）３６年～42年，

４３年（１月～５月，１０月）

心

（平凡社）月刊

昭和24年12月（２巻12号）～30年４月（８巻

４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26年10月日本評論社から酎

燈社，２８年４月より平凡社

心と社会

（日本精神衛生会）季刊

昭和44年11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７巻３号，７巻４号）

古今桃色草紙

（発藻堂）月刊

昭和３年７月（創刊号）～４年４月（２巻４

号）

欠本＝昭和４年３月

50冊の本

（玄海出版）月刊

昭和53年５月（創刊号）～56年３月（32号）
ＣＯＳＭＯ 

（ユニバース出版社）隔月刊

曰

－３７８－ 



胃

昭和56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

COSMOPOLITAN・日本版

（集英社）月刊

昭和55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発行日変更-56年６月より，隔月刊を月刊

御即位擢画報

（御即位記念協会）不定期刊

大正３年３月20日（３巻）～５年７月25日

（12巻）

國家社會主義

（賓文社出版部）月刊

大正８年４月（創刊号）～８年８月（１巻４

号）

滑稽界

（楽天社）月刊

明治40年８月（創刊号）～41年12月（16号）

欠本＝明治41年（１月～８月，１０月～11月）

滑稽新聞

（滑稽新聞）

明治34年４月18日（４号）～41年10月20日

（173号）

欠本＝明治34年（４月18日を除く）３５年（１

月５日～12月20日）３６年（７月20日を除く）

３７年～38年，３９年（１月５日，～５月20日，

６月20日～７月20日，８月20日～10月５日，

１２月５日）４０年（１月５日～３月20日，４月

２０日～６月20日，８月20日，９月20日，１０月

２０日～12月20日）４１年（１月５日～３月20日，

４月20日，６月５日～６月20日，８月20日）

※発行日変更一明治36年７月20日号より月刊

を月２回（５日，２０日）

古集多方

（相互出版協会やんぽな書房）月刊

昭和６年９月（創刊号）～７月５月（２巻５

号）

こどもの光

（家の光協会）月刊

昭和47年１月（９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48年（１月，７月）４９年８月

此花

（雅俗文庫）月刊

明治43年１月（創刊号）～43年12月

欠本＝明治43年（６月，９月，１１月）

小鳩

（成践学園出版部）月刊

大正９年７月（２巻７号）～10年３月（２巻

３号）

欠本＝大正９年（11月～12月）

コミュニズムの諸問題

（国際文化協会）月刊

昭和28年６月（１巻２号）～29年２月（２巻

２号）

欠本＝昭和28年11月

コミュニティ

（地域社会研究所）不定期刊

昭和39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39号

娯楽よりうり

（読売新聞社）週刊

昭和30年11月４日（創刊号）～34年３月27日

（５巻13号）

欠本＝昭和30年12月30日，３１年（６月８日～

１０月19日）３２年11月15日

臨増＝昭和30年12月14日，３１年８月15日

ＧＯＲＯ 

（小学館）月２回

昭和49年６月13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9年（６月13日を除く）５０年（１

月９日～３月31日，６月26日～８月28日，９

月25日，１０月23日）５１年（２月26日～６月２４

日，８月12日～８月26日，１０月14日）

コロニア文学

（コロニア文学会）不定期刊

昭和41年５月（創刊号）～45年７月（12号）

今日の問題

（今日の問題社）

昭和13年４月（28号）～13年８月（33号）

欠本＝昭和13年５月

臨増＝昭和12年12月（23号）

コンピュートピア

（コンピュータ・エージ社）

昭和42年４月（創刊号）～43年６月（２巻１５

号）

欠本＝昭和43年（３月，５月）

回
団

サ

財界

（財界研究所）

昭和30年６月15日（３巻12号）～現在

欠本＝昭和30年（７月１日～12月15日）３１年

（７月１日を除く）３３年（１月１日を除く）

３５年（５月１日～12月15日）３６年（２月１日，

２月15日を除く）３７年（１月１日～10月１

日）

臨増＝昭和48年11月10日，５１年４月10日，５４

年（７月10日，１０月10日，１２月15日）５５年

－３７９－ 



１W可！

（４月１日，７月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２月10日）

５６年（３月15日，７月１日，１０月10日，１２月

２０日）５７年（３月23日６月１日，７月15日，

９月30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4年５月１日より，月２

回（１日，１５日）を隔週刊

財界展望

（財界展望新社）月刊

昭和44年５月（150号）～現在

欠本＝昭和44年（６月～12月）４５年（３月と

８月を除く）４６年（３月を除く）４７年（１月

を除く）４８年～51年，５２年（１月～３月）

臨増＝昭和55年（２月，５月，８月，１１月）

５６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５７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

財界経済時報

（財界経済時報社）月刊

大正３年２月（創刊号）～７年12月（５巻１２

号）

サイクルスポーツ

（八重洲出版）月刊

昭和56年８月（12巻９号）～現在

ＳＯＵＮＤＢＯＹ 

（ステレオサウンド）月刊

昭和55年10月（創刊号）～現在

作と評論

（朱雀社）月刊

大正９年11月（創刊号）～11年３月（３巻２

号）

欠本＝大正９年12月，１０年12月

酒

（酒之友社）月刊

昭和30年７月（３巻２号）～現在

欠本＝昭和30年８月，３１年（１月～３月’５

月，７月，８月）３２年７月，３３年（３月～１２

月）３５年11月，４０年12月，４６年（１月，８

月）４７年（７月，１１月）４８年（３月～５月，

１０月）４９年２月

ざ。さいくる

（動力炉・核燃料開発事業団）不定期刊

昭和54年６月（３号）～現在

ＴＨＥＳＯＦＴＢＡＮＫ 

（日本ソフトパンク）季刊

昭和57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サターン

（強制収容制度反対国際委員会東京事務所）

月刊

昭和32年４月（１巻３号）～33年４月（２巻

４号）

欠本＝昭和32年10月

座談

（文藝春秋新社）月刊

昭和22年12月（創刊号）～25年３月（４巻３

号）

欠本＝昭和24年（３月～５月）

サッカーマガジン

（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月２回刊

昭和52年６月10日（169号）～53年７月10日

（194号）

欠本＝昭和52年（９月10日，９月25日，１０月

２５日）５３年（２月10日，２月25日，４月10日，

５月25日～６月25日）

作家

（作家社）月刊

昭和27年８月（50号）～37年９月（165号）

４５年４月，４５年８月（259号）

雑誌ニュース

（東京出版販売）月刊

昭和55年12月（創刊号）～現在

雑談

（白鴎社）

昭和21年５月（創刊号）～21年12月（６号）

欠本＝昭和21年６月

サッポロ随筆特集号

（北海道）月刊

昭和51年１月（35号）～54年４月（74号）

欠本＝昭和51年（１月，５月，１０月を除く）

５２年（１月，４月，１０月を除く）５３年（１月，

４月，７月，１０月を除く）５４年（２月，３

月）

サラリーマン

（サラリーマン社）月刊

昭和４年５月（２巻５号）～13年６月，１８年

１２月（16巻10号）

欠本＝昭和５年（１月を除く）６年～10年，

１１年（３月，７月を除く）１２年，１３年（６月

を除く）

※改題一昭和13年６月，ｒサラリーマン」か

ら「時局月報」

爽

（日本コカコーラ）

昭和44年９月（34号）～56年12月（135号）

欠本＝42号～50号’５４号，５５号，５８号，５９号

※135号で休刊

San-ai 

（三愛会）不定期刊

昭和36年３月（33号）～45年10月（65号）

欠本＝55号，５９号，６２号，６３号

田

－３８０－ 



ｌ００ＨＤＦｍＳ 

（サンケイ出版社）隔月刊

昭和51年11月（創刊号）～53年１月（８号）
産業新潮

（産業新潮社）月刊

昭和52年１月（26巻１号）～現在
サングラフ

（サン写真新聞社）月刊

昭和27年１月（２巻１号）～33年５月（９巻

５号）

欠本＝昭和27年11月，２８年（１月，１０月）２９

年10月，３２年２月

サンケイカメラ

（産業経済新聞社）月刊

昭和29年７月（１巻３号）～32年12月（４巻
１３号）

欠本＝昭和29年（９月～12月）３０年（１月と

５月を除く）31年（７月と８月を除く）３２年
（７月と12月を除く）

サンケイ読物

（産業経済新聞社）週刊

昭和29年８月１日（創刊号）～31年５月20日

（93号）

欠本＝昭和29年８月29日

※改題一昭和31年１月１日より，「サンケイ

グラフ」から「サンケイ読物」

30の讃物

（世文社）月刊

昭和32年８月（創刊号）～32年11月

サンデー毎日

（毎日新聞社）週刊

大正11年４月２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大正11年12月31日，１４年（５月５日～

５月26日，６月14日，６月28日，７月５日）

１５年（４月11日，５月16日～12月最終号）昭

和２年（１月２日，１月23日，１月30日，２

月６日，３月20日～６月26日，８月14日，１１

月13日～12月最終号）３年（１月22日，４月

１日～11月４日，１１月18日～12月最終号）４

年（６月15日を除く）５年（12月７日を除

く）６年（１月４日，７月５日，８月２日，

９月６日を除く）７年（４月３日，９月４日，

１０月16日を除く）８年（２月19日，３月12日

を除く）９年（１月７日，２月４日～３月１８

日，６月17日、８月５日，８月26日，１１月１８

日を除く）１０年（２年17日，４月14日，６月

２日，８月18日，８月25日，９月15日，９月

２６日’１０月６日，１０月20日，１１月３日，１１月

１０日，１１月24日～12月22日を除く）１１年12月

２７日，１２年（１月31日～２月28日，４月12日，

６月20日，１０月３日，１０月17日，１２月５日，

１２月12日を除く）１６年，１７年（９月６日，１２

月20日を除く）１８年（１月３日～１月31日，

３月７日，６月20日，６月27日）１９年（２月

６日，５月28日～６月11日，９月17日，１０月

８日，１０月29日～11月19日，１２月３日，１２月

１７日～12月31日）２０年（１月14日～１月28日，

２月18日～５月20日’６月３日～８月５日，

12月30日）２１年（１月13日～１月27日，３月

１０日，３月17日，４月７日，４月14日，５月

１２日，６月９日，６月30日，１２月22日，１２月

２９日）２２年（１月５日～３月16日，４月20日，

４月27日，６月15日，７月６日，７月１３日，

７月27日，９日28日，１０月12日，１０月19日〕
２３年（１月11日，１月18日，２月２日～３月

２日，３月23日～５月23日，６月６日～６月

２７日，７月11日～７月25日，８月８日，８月

２２日～９月12日，９月26日）２４年（４月３日，

５月８日，５月15日，７月３日，９月25日）

２５年（１月29日，２月19日～３月５日，９月

３日，１１月12日，１１月26日～12月最終号）２６

年（１月７日，１月28日～２月18日，３月１８

日～３月25日，６月24日，７月１日，８月１２

日，９月23日，１１月11日，１１月25日，１２月２

日，１２月16日，１２月23日）２７年（１月６日～

１月27日，２月１０日～３月23日，４月13日，

４月27日～６月１５日，７月６日，７月13日，

８月24日，８月31日，１１月９日，１２月７日）

28年（１月４日，１月11日）３１年９月16日，

35年（９月11日，１１月27日）３６年６月25日，

40年５月２日，４１年６月12日，４６年６月６日

臨増＝大正11年（７月10日，１０月５日）１２年

（１月１日，３月20日，７月５日，１０月５日）

13年（１月１日，１月26日，４月１日，７月

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４年（１月１日’４月１日，

７月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５年（１月１日，４月

１日）昭和２年（１月１日，４月１日）３年

３月５日，５年（１月１日，３月20日，６月

10日，９月10日）７年１月１日，１１年（１月

７日，４月１日，７月１日）１２年12月５日，

22年10日１日，２３年３月１日，４４年（２月２０

日，３月27日）５０年３月27日，５１年６月15日，
53年４月15日

曰

サンデー毎日特別号

（毎日新聞社）不定期刊

昭和32年５月（創刊号）～35年３月（37号）

欠本＝２号～５号,７号～10号，１１号～13号，

１５号～22号，２５号，２７号，２８号，３２号～36号

－３８１－ 



Ⅲ夕５F

欠本＝昭和22年（５月～12月）２３年～42年，

４３年（８月を除く）４４年～45年，４８年（６月，

１１月）５０年（４月～６月，８月，１２月）５２年

４月，５４年２月

嗜好

（明治屋）不定期刊

大正６年１月（10巻１号）昭和31年６月（3９

２号）～現在

欠本＝393号，435号，454号，467号，472号

別冊＝昭和35年（４月，１１月）３６年（６月，

１２月）３７年（６月，１０月）３８年（５月，１１月，

３９年（７月，１０月）４０年（６月，１１月）４１年

（６月，１１月）４２年（６月，１２月）４３年（６

月，１２月）４４年（６月，１２月）４５年（６月，

１０月）４６年（３月，６月）４７年（３月，７月，

１２月）４８年（３月，６月，１０月）４９年（３月，

１１月）５０年（３月，６月，１２月）５１年（３月，

６月，１０月）５２年（３月，６月）５３年（３月，

６月，８月，１０月）５４年（３月，６月，１０

月）５５年（３月，６月，１０月）５６年（３月，

６月，１０月）５７年（３月，６月）

恩索

（思索社）月刊

昭和24年８月（25号）～24年12月（29号）

欠本＝昭和24年10月

時事英語研究

（研究社出版）月刊

昭和32年11月（12巻11号）～51年12月（31巻

１０号）

欠本＝昭和33年（６月～12月）３４年～49年，

５０年（２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５１年

（１月～11月）

時事寓眞

（毎日通信社）月２回刊

大正３年６月１日（２巻11号）～５年６月１５

日（４巻12号）

※大正４年４月～４年７月の間，月刊

時事評論

（外交知識普及会）不定期刊

昭和44年４月15日（創刊号）～47年10月25日

（121号）

欠本＝昭和44年（３号，１８号）４６年（67号～

７０号）４７年（112号）

時事漫画

（時事新報社）

大正11年８月13日（77号）～昭和６年６月２６

日（504号）

欠本＝大正12年（２月18日，９月２日～12月

３０日）１３年（１月５日～３月23日，４月13日

SUNＰＯＷＥＲ 

（倫理研究所）月刊

昭和43年１月（創刊号）～44年９月（21号）

※改題一昭和43年５月より，「MANPOWER」

からｒＳＵＮＰＯＷＥＲＪ

三友

（三友会）不定期刊

昭和33年５月（創刊号）～39年12月（51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34年１月より，三友社から

三友会

回
□

シ

ジ・アニメ

（近代映画社）月刊

昭和55年４月（５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５月～12月）５６年（１月～

５月，１０月）５７年（３月，４月）

ＪＪ 

（光文社）月刊

昭和51年２月（２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３月～12月）５２年～54年，

５５年（１月～５月，９月）

史海

（経済雑誌社）不定期刊

明治24年８月20再版（２巻）～25年４月（１１

巻）

欠本＝３巻，５巻～６巻，８巻～10巻

時局情報

（毎日新聞社）

昭和12年４月（創刊号）～19年12月25日，２０

年12月’２１年１月（10巻１号）

欠本＝昭和12年６月，１３年（１月，８月，９

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４年（１月，３月～６月，

８月，１２月）１８年11月，１９年（６月25日～８

月25日，９月25日～11月10日）

臨増＝昭和16年12月25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19年４月10日より，月刊

を毎月２回（10日，２５日）

時局ダイジェスト

（時局情報社）月刊

昭和25年３月（２巻３号）～27年６月（４巻

６号）

欠本＝昭和25年（４月，６月～12月）２６年

（４月～６月を除く）２７年（６月を除く）

自警

（自警會）月刊

昭和22年４月（29巻４号）～56年９月（63巻

９号）

－３８２－ 



刃

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８年，９年，１０年（11月

を除く）１１年～23年，２４年（８月を除く）２５

年～29年，３０年（２月’４月を除く）３１年

（１月～４月，６月，１０月）３２年（５月，９

月）３３年（１月，７月，１１月）３４年（６月，

１１月）３５年（５月，１１月）３６年，３７年，３８年

（６月を除く）３９年，４０年（７月～９月を除

く）４１年（５月，６月を除く）４２年（５月を

除く）４３年（３月，４月を除く）４４年（１月

～４月）４５年５月，４６年（９月，１２月）４７年，

４８年（１月，２月）

思想研究

（小島玄之思想研究所）月刊

昭和35年８月（８号）～41年４月（72号）

欠本＝昭和35年９月，３８年（１月，７月～１２

月）３９年（５月，６月，８月～12月）４０年，

４１年（１月，２月）

思想の科学

（先駆社）

昭和21年５月（創刊号）～24年10月（５巻１

号）

欠本＝昭和22年６月，２４年（４月，５月，７

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2年10月より季刊を月刊，

２４年10月より季刊

思想の科学

（思想の科学社）月刊

昭和34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5年６月号，３７年（５月～12月）

３８年，３９年（３月を除く）４０年，４１年（12月

を除く）４２年，４３年（１月，３月）４４年，４５

年，４６年（12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47年（４月，７月，１１月）４８年１０

月’４９年（５月，９月，１１月）５０年（１月，

４月，１０月）５１年（２月，６月，１０月）５２年

（５月，１１月）５３年（３月，５月，10月）５４

年（４月，１０月）５６年（２月，７月，１１月）

５７年（２月，６月，１１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7年４月より，中央公論社

から思想の科学社

時代

（マネーライフ社）

昭和48年12月15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１月10日，１０月16日）

※改題一昭和50年５月１５日よりｒＭｏｎｅｙ＆

Life」を「週刊時代｣，５４年12月２０日より

「時代」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9年11月より月刊を隔週

刊，５４年11月20日より月２回（５日，２０日）

～５月11日，６月15日，６月22日，７月６日，

７月20日，１０月19日，１１月16日～11月30日，

１２月14日，１２月28日）１４年（１月４日，１月

１１日，１月25日，２月８日］８月22日，４月

１９日，４月26日，６月21日，７月26日，１２月

２８日）１５年（２月14日，５月23日，６月13日，

７月18日，８月８日～８月22日，９月１２日）

昭和２年（１月２日～１月９日，８月１４日，

１０月９日，１１月６日，１１月27日～12月１１日，

１２月25日）３年（１月８日，１月22日，２月

５日，３月11日，３月18日，４月１日～４月

１５日，５月13日，９月16日，１０月７日，１０月

２８日，１２月23日）４年（１月６日，６月23日，

１２月22日）５年（４月27日，１０月19日，１２月

７日）６年（３月29日，４月12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２年４月10日より，週刊

を隔週刊，昭和２年11月20日より週刊

使者

（小学館）季刊

昭和54年５月（創刊号）～56年11月（11号）

自主講座

（自主講座編集室）

昭和47年６月（15号）～52年10月（79号）

欠本＝昭和47年（８月，１０月～12月）４８年～

４９年，５０年（１月，１１月）５１年（１月～３月，

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１月）５２年（１月，５月，

８月，９月）

臨増＝昭和51年12月

市政

（全国市長会）月刊

昭和32年12月（６巻12号）～45年12月（19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33年～43年

自然

（中央公論社）月刊

昭和33年11月（13巻11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３月，４１年（４月～12月）４２

年～46年，４７年（１月～８月）

自然と盆栽

（三友社）月刊

昭和45年４月（創刊号）～51年７月（76号）

欠本＝昭和46年（１月～11月），４７年，４８年

（10月，１２月を除く）５１年（２月～６月）

思想

（岩波書店）月刊

大正10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大正10年（11月，１２月）１１年～昭和３

年，４年（１月～３月，５月）５年（３月，

８月）６年（１月，４月，１０月）７年（６月，

曰

－３８３－ 



月１日～３月15日を除く）１４年（10月１日を

除く）１５年（１月１日～３月15日，４月15日

～５月15日，７月１日，８月１日～９月１日，

１０月１日～12月15日）１６年（８月１日，８月

１５日，１１月１日を除く）１７年～31年，３２年

（８月15日を除く）３３年～35年，３６年（８月

１日を除く）３７年，３８年，３９年（４月１日を

除く）４０年～48年’４９年（12月15日を除く）

臨増＝明治38年10月，４０年10月，大正３年９

月，４年３月，５年10月，７年10月，８年４

月，昭和52年（７月，１０月，１１月）５５年１月，

５６年８月，５７年９月

※版元変更一明治33年６月１日より，大日本

実業学会事務所から実業之日本社

実生活

（実生活社）月刊

大正５年12月（３号）～12年９月（84号）

欠本＝大正６年（４月を除く）７年，８年

（１月～７月，１０月）９年12月，１０年，１１年

（２月～10月，１２月）

室内

（工作社）月刊

昭和48年10月（226号）～現在

欠本＝昭和48年（11月，１２月）４９年，５０年

（12月を除く）５１年，５３年11月

賢力世界

（讃寳新聞調書會）月刊

大正３年４月（４巻１号）～５年２月（７巻

２号）

※改題一大正５年１月より，「請書世界」か

ら「實力世界」

実話雑誌

（三世社）月刊

昭和６年４月（創刊号）～34年12月（14巻１３

号）

欠本＝昭和６年（６月，８月，９月，１２月）

７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１２月）８年

（１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９

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１２月）１０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１２月）１１年（８月を除く）１２年（１月～３月，

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３年（１月，３月，５月，

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４年（１月，３月，

５月，６月，８月～11月）１５年（２月，１１月

を除く）１６年（１月，３月～８月，１０月，１１

月）１７年（２月を除く）１８年～26年，２７年

（10月を除く）２８年～33年，３４年（12月を除

く）

臨増＝昭和12年７月

思潮

（岩波書店）月刊

大正６年５月（創刊号）～７年12月

実業往来

（実業往来社）月刊

昭和38年５月（139号）～現在

欠本＝昭和38年（５月を除く）３９年～45年，

４６年（12月を除く）４７年～50年，５１年（１月，

２月）

実業界

（実業界）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昭和29年８月１日（95号)，３０年３月１日，

４５年２月15日～46年６月１日（383号）

欠本＝昭和45年（３月１日～９月15日，１２月

１５日）４６年（５月１日，５月15日）

実業画報

（近事画報）月刊

明治39年２月（創刊号）～39年５月

実業の世界

（実業の世界社）

大正３年11月１日（11巻23号）～現在

欠本＝大正３年（11月15日～12月15日）４年

～昭和12年，１３年（２月を除く）１４年】１５年

（３月，９月を除く）１６年（８月を除く）１７

年～25年，２６年（１月～５月，１０月～12月）

２７年（２月を除く）２８年（７月を除く）２９年

～32年，３３年（１月～４月，６月，９月，１１

月，１２月）３４年，３５年，３６年（１月を除く）

３７年，３８年（１月～４月，９月～12月）３９年

～50年，５１年（１月～３月）５２年（11月，１２

月）

実業の日本

（実業の日本社）月２回刊

明治33年１月（３巻１号）～現在

欠本＝明治33年（11月１日～12月15日）３５年

（３月１日～４月15日）３６年（６月15日～１２

月15日）３７年～40年，４１年（９月１日～10月

１５日を除く）４２年（１月15日～４月15日，６

月１日，１１月１日）４３年（７月１日～12月１５

日）４４年，４５年（８月15日を除く）大正２年

～８年，９年（３月15日を除く）１０年，１１年

（２月１日，４月15日，７月15日）１２年，１３

年（１月15日～６月15日，７月15日～９月１５

日，１０月15日～12月15日，１４年，１５年，昭和

２年（１月15日を除く）３年（３月15日，５

月１日を除く）４年～11年，１２年（１月１日

～２月15日，４月１日～４月15日，５月15日

～７月１日，８月１日～９月１日，１０月１日

～11月１日，１２月１日，１２月15日）１３年（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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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元変更一昭和16年９月より，非凡閣から

実話雑誌社’２７年10月より三世社

シティロード

（エコー企画）月刊

昭和47年６月（２巻６号）～現在

欠本＝昭和47年（７月～９月）４９年（１月～

２月，５月）５０年（10月～12月）５１年８月，

５２年（１月を除く）５３年，５４年（11月９日～

１２月21日を除く）

臨増＝昭和51年10月

※改題一昭和49年９月より，ｒコンサートガ

イド」からｒシティロード」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2年２月～54年10月の間

に月刊を月２回刊，５５年１月から月刊

信濃教育

（|笥濃教汀会）月ｆｌｌ

昭和51年４月（1073号）～現在

シ一・パワー

（エス・イー・エー）季刊

昭和57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ＣＢＣレポート

（中部日本放送）月刊

昭和32年６月（創刊号）～40年９月（９巻９

号）

時報

（斉藤報恩会）月刊

昭和３年４月（16号）～18年６月（198号）

欠本＝昭和３年（５月，６月，１１月，１２月）

４年（６月12月）５年（１月～９月）６年

（１月，４月～12月）７年～12年，１３年（９

月を除く）１４年（11月を除く）１５年（５月～

１２月）１６年，１７年，１８年（４月，６月を除

く）

島根評論

（島根評論社）月刊

大正13年９月（創刊号）～昭和４年12月（６

巻12号）

欠本＝大正13年11月

市民

（市民編集委員会）隔月刊

昭和46年３月（創刊号）～49年５月（終刊１９

号）

斯民

（中央報徳会）月刊

大正２年３月（７巻13号）～５年８月（11巻

５号）

欠本＝大正２年（４月，７月～12月）３年

（２月～11月）４年（１月，３月～11月）５

年（８月を除く）

自鳴鐘

□ （自鳴鐘）月刊

昭和43年５月（236号）～55年６月（382号）

欠本＝昭和43年（６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

４４年（９月を除く）４５年，４６年（６月，７月，

９月を除く）４７年（１月，８月を除く）４８年

（１月～４月↑７月，８月，１１月）４９年（１

月～３月，１２月）５０年（１月，４月，６月～

８月，１０月）５１年（５月，７月，１１月）５２年

６月，５３年（２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２

月）５４年（２月～６月）

Ｇメン

（Ｇメン社）月刊

昭和22年10月（創刊号）～23年11月（２巻１１

号）

欠本＝昭和23年（２月，６月、８月～９月）

社會

（鎌倉文庫）月刊

昭和22年９月（創刊号）～23年11月（３巻１１

号）

欠本＝昭和21年（10月～12月）２２年，２３年

（２月，３月，５月，７月～10月）

社会改良

（刑罰と社会改良の会）季刊

昭和31年５月（１巻４号）～42年６月（11巻

１号）

欠本＝２巻１号～７巻１号，７巻３号，７巻

４号，９巻３号，９巻４号，１０巻３号，１０巻

４号

社会教育

（全日本社会教育連合会）月刊

昭和34年６月（14号）～36年７月

社会思想

（社会思想社）月刊

大正11年４月（創刊号）～昭和３年９月（７

巻９号）

欠本＝大正12年（４月～11月）１３年（２月，

３月，５月，６月，９月）１５年７月，昭和３

年１月

社会思想研究

（社会思想研究会）月刊

昭和36年８月（13巻８号）～47年３月（24巻

３号）

欠本＝昭和45年（４月～12月）４６年（１月，

２月）

臨増＝昭和37年10月15日

社會思潮

（社会思潮編集局）月刊

昭和22年２月（創刊号）～24年11月（３巻1１

－３８５－ 



社会問題研究

（同人社書店）月刊

大正８年１月(創刊号)～昭和５年２月(100

号）

欠本＝昭和４年４月

臨増＝大正14年７月，１５年８月，昭和２年８

月，４年（５月，１０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４年３月より，弘文堂書房

から上野書店，４年７月より永田書店１４年

１０月より同人社書店

写楽

（小学館）月刊

昭和55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写真画報

（博文館）月刊

明治39年１月（創刊号）～40年12月（２巻１４

号）

欠本＝明治40年（１月～４月，６月，７月，

１０月，１１月）

臨増＝明治37年（９月15日，１０月８日，１０月

１５日）３８年（２月20日，３月８日，３月20日，

４月１日，４月８日，４月20日，６月20日，

７月１日，７月８日，７月20日，７月25日，

８月８日，８月15日，９月８日，９月20日）

３９年（２月20日，３月25日，５月３日，６月

１８日，７月１日，７月８日）

写真芸術

（写真芸術社）月刊

大正12年１月（３巻１号）～12年９月

写真サロン

（玄光社）

昭和26年９月（復刊１号）～28年３月（109

号）３２年12月（168号）

写真時代

（白夜書房）隔月刊

昭和56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写真時代ジュニア

（白夜書房）隔月刊

昭和57年８月（創刊号）～現在

寓眞通信

（大正寓眞通信社）月刊

大正３年９月（５号）～11年５月（99号）

欠本＝大正４年４月，５年（７月，８月）６

年，７年，８年（１月，３月，６月～10月，

１２月）９年，１０年（10月を除く）１１年（１月

～４月）

臨増＝大正10年７月８日

ＪａｚｚＬｉｆｅ 

（立東社）月刊

号）

欠本＝昭和22年（２月’４月を除く）２３年

（２月，９月を除く）２４年（５月，６月，８

月，１０月）

社会主義

（社会主義協会）月刊

昭和26年９月（４号）～42年７月（189号）

昭和42年９．１０合併（再建１号）～51年７月

（119号）

欠本＝昭和26年（11月，１２月）２７年～29年，

３０年（３月を除く）３１年～38年，３９年（１月，

３月，８月～12月）４０年（５月～12月）４１年，

４２年（１月～６月）４５年（９月，１０月，１２

月）４８年12月，５１年（１月，４月）

臨増＝昭和43年（３月，１０月）４４年（５月，

１０月）４５年（４月，１２月）４６年（７月，１１月↑

１２月）４７年（６月，１２月）４８年（７月，１１

月）４９年８月，５１年６月

社会主義運動

（社会主義運動研究会）

昭和40年４月（創刊号）～42年12月（29号）

欠本＝昭和40年（５月，６月，８月，１２月）

４１年（２月，３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2年10月より，月刊を隔

月刊

社会主義研究

（社会主義研究社）月刊

大正８年４月（創刊号）～11年８月（６巻１

号）

欠本＝大正９年（２月～12月）１０年，１１年

（８月を除く）

※版元変更一大正11年８月より，平民大学か

ら社会主義研究会

社会主義研究

（日本フェピアン協会）月刊

大正13年５月（創刊号）～14年４月

欠本＝大正13年（８月～10月）

社会主義文学

（社会主義文学クラブ）不定期刊

昭和28年９月（創刊号）～33年６月（９号）

欠本＝２号，７号

社会文蕊

（日本社会党出版部）月刊

昭和26年２月（創刊号）～26年７月（５号）

社会評論

（ナウカ社）月刊

昭和10年３月（創刊号）～24年６月（６巻４

号）

※休刊一昭和11年９月より21年１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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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昭和56年５月（40号）～現在

ＪＵＤＧＥ＆ＡＰＰＥＡＬ 

（ジェー．アンド・エー出版）

昭和52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７月～55年３月，５６年５月

ジャテック通信

（ジャテックセンター）

昭和46年３月（創刊準備号）～48年３月（終

刊７号）

社内報レビュ

（社内報編集協議会）月刊

昭和34年11月（創刊号）～36年10月

ジャパン・レヴュー・オブ・レヴュー

（ジャパン・レヴュー・オブ・レヴュー）

昭和27年８月10日（79号）～30年７月（106

号）

欠本＝99号，105号

じゅう

（大蔵屋）

昭和54年１月（107号）～現在

士友

（士友團本部）月刊

明治42年12月（45号）～43年５月（51号）

欠本＝明治43年（１月，３月，４月）

自由

（自由社）月刊

昭和12年（創刊号）～12年12月（1巻12号）

欠本＝昭和12年（２月～５月，７月～11月）

自由

（自由社）

昭和34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5年（５月～12月）３６年（１月，

３月，４月）３７年10月，３８年（５月～11月）

３９年，４０年（２月を除く）４１年（１月，３月

～６月）４２年12月，４４年１月，４６年（１月，

８月～12月）４７年～50年，５２年10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6年２月より，至誠堂から

自由社

修学旅行

（日本修学旅行協会）月刊

昭和40年６月（105号）～56年11月（306号）

欠本＝昭和40年（７月～10月，１２月）４１年

（２月，３月，５月，６月，１２月）４２年（４

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４３年（１月，４月～

８月）４４年（１月、９月）４５年（３月，１０月

を除く）４６年（７月，８月，１０月）４７年（１

月，３月，４月，６月，９月～12月）４８年～

５５年，５６年（１月～10月）

週刊朝日

（朝日新聞社）週刊

大正11年２月25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大正11年12月31日，１２年（１月７日，

10月～11月，１２月23日）１３年（５月11日～６

月１日，６月29日，７月６日，８月24日，９

月21日，１２月７日）１４年（３月１日，３月８

日，４月19日，７月12日，７月26日，８月９

日，１０月４日～10月18日，１１月１日，１２月２７

日）１５年（１月10日，１月24日，６月13日，

７月18日，８月１日，９月５日）昭和２年

（３月27日，４月24日，５月１日，５月29日，

６月26日，11月20日～12月11日）３年（７月

～12月最終号）４年（新年号～６月，８月２５

日，９月１５日，９月29日，１２月22日）５年

（１月19日，７月～12月最終号）６年（５月

３日，６月７日，７月５日，８月２日を除

く）７年（２月21日を除く）８年，９年（１

月14日～１月28日，３月25日～４月８日，７

月８日～７月22日，８月５日，１１月25日～１２

月９日）10年，１１年（新年号～５月17日，５

月31日～６月28日）１６年，１７年，１８年（５月

９日を除く）１９年（１月16日，３月５日，５

月14日，５月21日，１１月～12月最終号）２０年

(新年号～４月15日，４月29日，５月６日～

５月20日，６月３日～８月19日，１２月23日）

21年１月27日，２２年（１月５日，３月２日～

３月16日，４月６日，４月13日，５月～12月

最終号）２３年（１月４日，１月11日，２月１

日，２月15日，３月21日，５月９日，７月４

日，８月８日，８月22日，１０月３日，１１月２１

日）２４年（１月２日，１月９日，１月23日，

２月20日，３月20日，４月３日，４月24日，

７月24日）２６年11月18日，２７年３月16日，３０

年１月９日，３２年１月27日，３５年９月11日，

36年１月８日，４９年１月11日

臨増＝大正11年９月15日，１２年（１月１日，

４月10日，１０月10日，１１月10日）１３年（１月

１日，１月26日）１４年（１月１日，４月１日，

６月３日，７月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５年（１月

１日，４月１日，７月１日，１０月１日）昭和

２年１月１日，９年１月１日，１０年４月１日，

16年９月15日，２３年４月５日，２４年（３月１

日，７月１日，９月１日，９月15日，１２月１

日）２５年（５月20日，８月５日，１０月10日，

12月１日）２６年（２月１日，３月15日，６月

10日，９月10日，１２月１日）２７年（３月25日，

３月28日，６月15日）２８年（３月20日，４月

15日，６月15日，９月15日）２９年（１月１日，

３月１日）３１年11月12日，３２年（５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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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５２年（３月９日’７月27日）５３年（５月

１０日～５月17日，１１月８日）

臨増＝昭和49年９月９日，５０年（７月５日，

８月25日）５１年（５月12日，１１月28日）５３年

（５月５日，９月１４日，１１月24日）５４年（５

月８日，１１月30日）５５年（５月９日，１１月２１

日）５６年（５月８日，１１月20日）５７年（５月

７日，１１月19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52年７月20日より産報出版

週刊アルファ

（日本メール・オーダー社）週刊

昭和45年９月30日（創刊号）～50年９月３日

（260号）

週刊アンポ

（アンポ社）隔週刊

昭和44年11月17日（創刊号）～45年４月20日

（12号）

※創刊０号あり

週刊求人タイムズ

（学生援護会）週刊

昭和55年12月25日～現在

欠本＝昭和56年２月12日，５７年（３月４日，

３月18日）

週刊競馬ブック

（ケイバブック東京）週刊

昭和53年４月３日（328号）～55年３月17日

（428号）

欠本＝昭和53年（４月17日，５月１日，５月

２９日～７月３日’７月17日～９月４日，９月

１８日～10月30日，１１月13日，１１月27日，１２月

最終号）５４年（新年号～１月15日，１月29日

～２月12日，２月26日～３月26日，４月９日

～７月９日，７月23日～８月６月，８月20日，

１０月８日，１０月15日，１１月12日，１１月26日，

１２月３日，１２月17日～12月最終号）５５年（新

年号～１月28日）

週刊競馬報知

（報知新聞社）週刊

昭和46年５月13日（11巻７号）～55年３月２７

日（20巻12号）

欠本＝昭和46年（５月20日～12月最終号）４７

年～51年，５２年（新年号～11月３日，１２月１

日，１２月８日）５３年（１月19日，２月２日，

４月６日，４月20日～５月25日，＿６月８日，

６月22日～10月５日，１０月26日，１１月９日～

１２月最終号）５４年（新年号，１月25日～２月

１日７月12日～８月２日］９月６日～10月

４日，１０月18日，１０月25日，１１月８日～12月

最終号）５５年（２月14日、３月６日，３月2７

１０月28日）３３年（５月14日，８月16日）３４年

４月１日，３６年５月１日，３７年４月15日，３８

年12月10日，３９年（８月９日，９月20日）４０

年（７月１日，８月15日）４１年10月15日，４２

年６月25日，４３年４月20日，４４年８月５日↑

４６年４月５日，４６年（８月25日’９月15日）

４８年３月10日，４９年（３月５日，３月25日）

５３年４月20日，５４年11月５日，５７年３月１日

週刊朝日カラー別冊

（朝日新聞社）季刊

昭和44年４月（創刊号）～45年10月（７号）

週刊アサヒ芸能

（徳間書店）週刊

昭和32年９月29日（通巻587号）～現在

欠本＝昭和32年（９月29日を除く）３３年（６

月８日，９月28日，１０月１２日を除く）３４年

（３月22日，４月５日’５月17日，６月21日，

９月13日，９月20日を除く）３５年，３６年（１

月１日，１月８日を除く）３７年，３８年，３９年

（３月１日を除く）４０年（４月11日，９月２６

日を除く）４１年（１月２日～７月24日，８月

７日）４５年５月14日，４６年７月22日，４７年９

月21日

臨増＝46年12月８日，５６年12月23日

別冊＝36年10月20日４７年４月１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34年東西芸能出版社よりア

サヒ芸能出版，４２年１月15日より徳間書店

週刊アサヒ芸能新聞

（アサヒ芸能新聞社）週刊

昭和27年５月25日（314号）～30年３月20日

（457号）

欠本＝昭和27年（６月１日～７月６日，７月

２７日，８月31日，９月７日，９月21日，９月

２８日，１０月19日，１２月28日）２８年（２月８日

～２月22日，３月22日，４月５日，５月17日，

６月７日～６月28日，７月19日，８月23日，

９月６日，９月13日，１０月11日，１０月25日，

１２月13日，１２月20日）２９年（１月３日，２月

７日’２月14日，３月，５月９日，７月４日，

７月１８日，８月１日～８月１５日，９月１９日］

１０月10日，１０月31日，１１月14日～11月28日↑

１２月12日，１２月１９日）３０年（１月～３月１３

日）

週刊アサヒゴルフ

（産報）週刊

昭和47年３月１日（２巻８号）～現在

欠本＝昭和48年（10月17日，１２月５日，１２月

２６日）４９年（11月７日，１２月５日）５０年（１０

月９日、１１月27日）５１年（１月29日，２月1９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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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を除く）

週刊現代

（講談社）週刊

昭和34年６月21日（１巻11号）～現在

欠本＝昭和34年（８月23日，１０月11日，１２月

１３日）３５年（１月17日，２月14日，３月６

日）３７年７月22日，４６年12月23日，４７年（９

月21日～９月28日）５１年３月18日

臨増＝昭和45年（10月１日，１１月２日，１２月

１２日）４７年（５月８日，６月５日）

週刊言論

（自由言論社）週刊

昭和40年11月10日（64号）～47年11月24日

（終刊号）

欠本＝昭和40年（11月24日～12月29日）４１年

（１月２日～３月16日）４５年（12月11日～１２

月25日）４６年（１月１日～１月８日，８月２０

日～11月19日）

週刊公論

（中央公論社）週刊

昭和34年11月３日（創刊号）～36年８月21日

（３巻33号）

週刊サンケイ

（サンケイ出版）週刊

昭和27年４月13日（１巻８号）～現在

欠本＝昭和27年（４月27日，５月11日～５月

２５日，６月８日～７月13日，７月27日～８月

１０日）３３年（５月18日，１２月７日）３６年12月

２５日，４２年１月２日

臨増＝昭和29年１月６日、４８年（１月２日，

３月６日，７月７日）５０年12月１５日，５１年

（３月７日，１１月17日）５３年10月15日，５５年

４月15日，５６年11月９日

※「別冊週刊サンケイ」は，への項参照

週刊サンケイ／別冊

（産経新聞出版局）

昭和31年10月（創刊号）～38年２月（80号）

欠本＝昭和32年６月，３４年（１月，３月）３６

年９月

臨増＝昭和35年11月，３７年４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2年７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週刊サンケイスポーツ

（産業経済新聞社）週刊

昭和33年７月30日（創刊号）～34年４月15日

（２巻15号）

欠本＝昭和34年（２月４日～４月８日）
週刊サンデー

（文星社）週刊

明治42年７月４日（32号）～45年３月17日

（169号）

欠本＝明治42年（７月４日，１０月10日，１１月

７日，１１月21日を除く）４３年（新年号～１月

16日，１月30日～５月22日，７月３日～10月

３０日，１２月25日）４４年（新年号～１月15日，

１月29日～２月５日，３月５日～６月25日，

７月23日，８月６日～８月27日，９月10日～

１０月22日，１１月10日～12月１０日，１２月24日）

４５年（新年号，２月11日，２月25日，３月１０

日）

※版元変更一明治44年３月～７月の間に週報

社から文星社

週刊時事

（時事通信社）週刊

昭和34年10月10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5年～47年，４８年（１月６日～６

月２日，６月16日～６月23日，７月７日～８

月18日，９月22日～12月１日，１２月15日～１２

月29日）４９年，５０年，５１年（１月２日～３月

１３日）５２年１月８日

週刊実話

（日本ジャーナル出版）週刊

昭和34年４月20日（２巻16号）～現在

欠本＝昭和34年（４月20日と７月20日を除

く）３５年（12月12日を除く）３６年～49年，５０

年（１月２日～12月４日）５１年５月27日，５２

年９月１日，５３年（５月25日～６月８日，６

月22日）５６年５月28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50年12月11日号より，実話

出版から日本ジャーナルプレス新社，５３年６

月29日より日本ジャーナル出版

週刊寓眞報知

（報知新聞社出版部）週刊

大正12年１１月11日（１巻５号）～13年５月１８

日（２巻20号）

欠本＝大正12年（12月９日，１２月16日）１３年

（１月６日，１月13日，１月27日，２月３日，

２月10日，２月24日，４月６日，４月20日，

４月27日）

週刊少國民

（朝日新聞社）週刊へ

昭和17年５月17日（創刊号）～19年２月27日

欠本＝昭和17年（６月21日，８月23日，９月

２０日，１２月27日）１８年（５月23日，８月１日

を除く）１９年（２月27日を除く）

週刊小説

（実業の日本社）

昭和47年９月１日（１巻30号）～現在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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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本＝昭和47年（９月８日～12月１日）４８年

８月17日，４９年12月27日

臨増＝昭和51年９月２日，５３年（８月10日，

１０月19日）５４年（２月８日，４月19日，８月

９日，１０月18日）５５年（２月14日，４月24日，

８月14日，１２月４日）５６年（１月５日４月

１６日’８月20日，１１月12日）５７年（５月14日，

８月１９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3年４月より，週刊を隔

週刊

週刊女性

（主婦と生活社）週刊

昭和32年３月17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2年（３月24日～３月31日’４月

１４日～８月11日）３３年（７月６日，７月20日

～８月10日）３４年（３月８日～９月６日，９

月27日～12月27日）３５年（１月３日～２月７

日，８月14日～９月18日，１０月２日～11月６

日，１１月20日～12月18日）３６年（３月12日，

９月17日を除く）３７年（１月３日～２月27日，

３月１４日～５月９日､５月23日’６月６日，

６月13日’６月27日）４０年３月10日

臨増＝昭和46年８月７日

週刊新潮

（新潮社）週刊

昭和31年２月19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5年８月29,37年５月７日，３９年

９月21日，４４年11月15日

週刊スリラー

（森脇文庫）週刊

昭和34年５月１日（創刊号）～35年11月11日

（２巻46号）

欠本＝昭和34年（５月８日～５月15日，５月

２９日～７月17日，７月31日～12月25日）３５年

（１月１日～９月16日）

週刊大衆

（双葉社）週刊

昭和33年４月21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3年（５月５日～６月２日，１０月

２０日～11月３日，１２月１日～12月29日）３４年

（２月２日を除く）３５年（２月１日を除く）

３６年，３７年（１月６日～10月13日，１０月27日

～12月29日）３８年（新年号～11月28日）４２年

（８月31日，９月７日）４３年（１月18日，４

月４日）４４年（６月５日，６月19日，７月３１

日，８月14日～８月21日，１１月20日～11月２７

日'１２月25日）４５年（４月２日，４月16日，

５月21日，８月27日，１２月10日～12月３１日）

４６年（１月７日～７月15日，７月29日～10月

１４日）４７年３月２日’５０年（５月１日，１２月

２５日）５１年（５月13日，７月１日，８月１２

日）

週刊ダイヤモンド

（ダイヤモンド社）

昭和23年１月１日（36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23年（10月１日～12月21日）２４年

（７月１日～１２月２１日）２５年～31年，３２年

（５月21日を除く）３３年，３４年（１月17日を

除く）３５年（４月16日と７月２日を除く）３６

年（１月９日を除く）３７年～39年，４０年（３

月22日を除く）４１年，４２年（１月２日～５月

２９日，６月12日）４３年（２月５日～２月12日，

２月26日～９月23日）４６年９月11日，５０年７

月５日

臨増＝昭和23年１月，２６年（６月，１２月）３７

年５月，４１年２月，４２年（７月，１０月，１１月、

１２月）４３年（11月，１２月）４４年（１月，３月，

５月，１１月）４５年（１月，１２月）４６年５月，

５４年12月，５５年10月，５６年11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4年１月17日号より旬刊

を週刊

※改題一昭和43年９月30日より，ｒダイヤモ

ンド」から「週刊ダイヤモンド」

週刊中国事情研究

（中国事情研究会）週刊

昭和55年３月10日（326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３月17日～56年２月23日，５６

年４月６日

週刊テレビガイド

（東京ニュース通信社）週刊

昭和37年８月３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7年（９月29日，１２月28日）３８年

１２月６日，３９年（７月24日～７月31日）４０年

１月29日，４１年９月30日，４２年12月13日，４６

年（３月19日，７月30日）４９年，５０年（１月

４日～２月14日，４月18日～12月最終号）５１

年～55年１５６年（新年号～４月17日）

臨増＝昭和55年12月10日，５７年１月25日

別冊＝昭和57年２月８日

週刊テレビ時代

（旺文社）週刊

昭和35年４月３日（創刊号）～35年８月28日

（1巻22号）

※昭和35年９月より↑週刊テレビ時代から

「時」に合併改題

週刊テレビ番組

（東京ポスト）週刊

昭和51年（７月23日３巻29号～８月６日，１１

曰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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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５２年（１月21日～２月11日，３月１１

日，９月２日，１０月14日，１２月16日）５３年

（３月17日，３月31日，４月21日，５月26日，

６月２日，６月９日，１０月20日，１０月27日，

１１月17日，１２月22日）５４年（１月５日１月

１２日，１月26日，２月９日，４月６日’４月

１３日，４月27日～５月11日，８月17日，８月

２４日，１０月５日，１０月19日，１０月26日６巻４３

号）

週刊テレピファン′

（共同通信社）週刊

昭和49年（９月６日創刊号，９月13日）５６年

（４月18日～７月17日44号）

欠本＝昭和56年（５月23日，７月３日，７月

１０日）

週間展望

（米国大使館）週刊

昭和39年２月15日（64巻５号）～43年12月２１

日（終刊68巻48号）

欠本＝昭和39年（３月14日～３月31日，４月

１８日～５月30日，６月13日～７月18日，８月

１日～12月最終号）４０年（３月20日を除く）

４１年，４２年（新年号～６月24日，１１月18日）

４３年（２月10日，５月４日'５月18日，８月

３１日～９月14日，１１月２日，１１月30日）

臨増＝昭和39年４月13日，４２年８月29日，４３

年（６月19日，６月26日，７月10日，９月２９

日）

週刊東京

（東京新聞社）週刊

昭和30年８月20日（創刊号）～34年12月19日

（222号）

欠本＝昭和31年９月15日，３２年１月５日，３３

年１月４日，３４年３月14日

週刊東洋経済

（東洋経済新報社）週刊

昭和15年３月２日（1910号）～現在・

欠本＝昭和15年（３月９日，３月23日，４月

６日～12月最終号）１６年，１７年（５月16日，

５月23日，６月20日，６月27日を除く）１８年

～33年，３４年（11月７日を除く）３５年（10月

２９日を除く）３６年（７月１日，１０月28日を除

く）３７年（５月５日を除く）３８年，３９年，４０

年（１月16日，３月27日を除く）４２年（１月

７日，１月21日～６月17日，１２月23日）４５年

３月28日，４６年（１月30日，１２月18.25日合

併を除く）４７年（２月26日を除く）４８年（２

月17日，１０月13日を除く）４９年（１月12日，

１０月19日，１０月26日を除く）５０年，５１年（１

月２日～３月６日）

臨増＝昭和33年11月５日，３９年８月６日，４２

年（８月22日，９月25日，９月28日，１０月２

日）４３年７月３日’４４年（４月14日，７月３１

日，８月２９日，１０月９日，１０月１６日）４５年

（10月２日，１２月23日）４６年９月16日，４８年
１２月７日，４９年（４月25日，１１月７日）５５年
６月６日

別冊＝昭和27年（１月，３月，５月，１２月）
２８年（３月’１２月）

※改題一昭和35年12月17日より，「週刊東洋
経済新報」より「週刊東洋経済」

週刊曰販速報

（日本出版販売）週刊

昭和54年12月10日（1143号）～55年５月５日
（1162号）

週刊ピーナッツ

（ロッキード問題共同デスク）週刊
昭和51年３月27日（創刊号）～52年１月15日
（終刊38号）

週刊文春

（文藝春秋）週刊

昭和34年４月20日（創刊号）～現在

週刊平凡

（平凡出版）週刊

昭和34年５月14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7年９月27日，３８年（６月27日～

１２月19日）３９年（１月２日，２月13日～２月
２７日，４月30日～５月７日，５月21日～10月

２２日，１１月５日～12月31日）４０年（１月７日

～３月４日，４月１日，１２月９日）４３年（２

月22日，５月30日）４７年（８月31日～12月１４

日１２月28日）４８年（１月４日～２月15日，

３月１日，３月１５日～３月22日，４月12日，

５月10日，５月24日～６月21日，７月12日～

８月９日，８月23日）

週刊ベースボール

（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週刊

昭和35年１月20日（94号）～現在

欠本＝昭和35年（１月20日を除く）３６年～４９

年，５０年（６月23日を除く）５１年～54年，５５

年（１月７日～１１月24日）

週刊ポスト

（小学館）週刊

昭和44年８月22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4年10月17日，４６年１月22日，５１

年５月７日

臨増＝昭和57年（４月22日，７月１日，１１月
１５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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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２１日）２７年７月13日より週刊

※改題一昭和26年11月１日より，「月刊読

売」から「旬刊読売」２７年７月13日よりｒ週

刊読売」

週間レース

（週間レース社）月２回刊

昭和39年４月20日（108号）～40年１月５日

（125号）

欠本＝昭和39年（９月20日，１０月５日）

宗教

（宗教社）月刊

昭和32年５月（336号）～41年10月（447号）

欠本＝昭和33年（１月～３月，５月，６月）

３４年（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３５年（３月，４月，

９月，１１月）３６年（１月，２月，４月～９

月）４０年11月

宗教評論

（日本宗教放送協会）不定期刊

昭和51年１月（４巻１号）～53年４月（６巻

４号）

欠本＝昭和51年（10月～12月）５２年１月，５３

年２月

自由公論

（自由公論社）月刊

昭和20年11月（創刊号）～24年７月（５巻７

号）

欠本＝昭和20年12月，２１年（４月，５月を除

く）２２年，２３年，２４年（１月～３月，５月）

就職情報

（日本リクルートセンター）

昭和50年６月28日（創刊号）～現在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1年６月12日より，隔週

刊を週刊

修親

（防衛庁陸上幕僚監部修親刊行事務局）

昭和33年11月（創刊号）～43年７月（11巻７

号）

欠本＝昭和36年～42年，４３年（１月～４月）

自由世界

（自由アジア社）月刊

昭和39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0年（７月～９月）４５年12月，４６

年１月

集革時報

（集華社）月刊

大正６年10月（１巻３号）～７年３月（２巻

３号）

自由評論

（自由評論社）月刊

別冊＝昭和57年９月１日

週刊ホーム

（集英社）週刊

昭和44年10月29日（創刊号）～45年２月25日

（２巻７号）

※昭和45年３月より休刊

週刊漫画TIMES

（芳文社）

昭和31年12月12日（１巻２号）～37年８月１５

日（７巻32号）

欠本＝昭和32年（１月２日～５月22日，７月

３１日～12月25日）３３年（１月１日～４月30日，

５月21日）３５年（４月13日，４月20日，５月

４日～12月28日）３６年（１月11日，３月15日

を除く）３７年（３月14日，８月15日を除く）

別冊＝昭和33年12月１日，３５年12月15日，３６

年４月６日

週刊明星

（集英社）週刊

昭和33年７月27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3年（８月31日，９月28日，１０月

１９日）３４年３月29日，３５年12月18日，３６年

（８月６日，１０月１日，１２月10日）３７年（２

月４日～５月20日，６月３日～６月17日，７

月１日～９月９日，９月23日～12月30日）３８

年（９月８日を除く）３９年（６月14日と９月

６日を除く）４０年，４１年（３月13日を除く）

４２年（６月４日を除く）４３年，４４年，４５年

（７月12日と11月15日を除く）４６年（12月１９

日～12月26日を除く）４７年12月31日

週刊読売

（読売新聞社）

昭和21年７月（４巻９号）～現在

欠本＝昭和21年（７月を除く）２２年（９月を

除く）２３年（10月を除く）２４年（３月を除

く）２５年（１月～８月）２６年（２月１日，６

月１日～８月１日）２７年８月24日，２８年10月

１１日，２９年８月22日，３０年（１月30日，２月

１３日，２月20日，４月24日，１２月11日）３１年

９月２日，３２年２月17日，４２年６月30日４６

年７月９日

臨増＝昭和21年７月，２４年７月，３１年（５月，

７月，１２月）３２年（６月，１０月）３３年（２月，

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３４年（２月，３

月）

別冊＝昭和44年６月，４５年５月，４７年９月，

５５年12月，５６年（８月，１１月）５７年４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6年４月15日より，月刊

を月２回，２６年11月１日より旬刊（１日，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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贄

（春秋社，冬夏社）不定期刊

大正８年４月（創刊号）～８年11月（６号）

欠本＝大正８年７月（４号）

主張

（主張社）月刊

大正１１年12月（１巻６号）～12年２月（２巻

２号）

主張と解説

（世界民主研究所）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昭和27年１月15日（２巻２号）～27年６月１５

日，４２年４月15日（390号）

欠本＝昭和27年（４月１日，５月15日，６月

１日）

出版ニュース

（出版ニュース社）旬刊

昭和24年12月下旬（113号）～現在

欠本＝昭和29年（10月上旬～12月下旬）３０年

（２月上旬と12月上旬を除く）３１年（１月中

旬を除く）３２年～34年，３５年（11月下旬を除

く）３６年（６月中旬を除く）３７年～42年，４３

年（８月中旬を除く）４４年（10月上旬を除

く）４５年，４６年（５月中旬と11月中旬を除

く）４７年（１月中旬，下旬合併と２月下旬を

除く）４８年，４９年，５０年（３月中旬を除く），

５１年～54年，５５年（５月下旬，６月下旬）

シューティングライフ

（ライフ出版）月刊

昭和54年７月（４巻７号）～55年９月

ジュニアそれいゆ

（ひまわり社）隔月刊

昭和32年１月（13号）～34年９月（29号）

欠本＝昭和32年（３月，５月）３３年（１月を

除く）３４年（３月～７月）

ジュノン

（主婦と生活社）月刊

昭和51年12月（４巻12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１月～56年10月

別冊＝昭和54年５月

主婦と生活

（主婦と生活社）月刊

昭和27年２月（７巻２号）～現在

欠本＝昭和27年（３月，５月～８月，１０月，

１２月）２８年（１月～10月）２９年（２月～９月，

１１月）３０年（２月～３月を除く）３１年，３２年

（１月～４月，１１月）３３年（３月と５月を除

く）３４年（１月を除く）３５年（９月を除く）

３６年（７月を除く）３７年，３８年（12月を除

く）３９年，４０年（２月，４月，５月，７月，

９月～11月）４１年（１月～９月）４２年（２月

大正７年10月（６巻11号）～昭和３年３月

（17巻３号）

欠本＝大正８年（１月～５月）９年（７月～

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０年～15年，昭和２年

（９月～11月を除く）

自由評論

（政治経済問題懇談会）月刊

昭和34年７月（創刊号）～35年５月（11号）

週報

（内閣印刷局）週刊

昭和11年11月１８日（６号）～20年６月27日

（449号）

欠本＝昭和11年（12月９日～12月30日）１２年

（１月６日，１月20日～２月10日，３月17日，

３月24日，４月14日，４月28日）１３年２月１６

日，１５年８月14日，１６年１月15日，１９年４月

２６日，２０年（２月28日，５月２日～５月３０

日）

臨増＝昭和15年10月７日，２０年３月10日

終末から

（筑摩書房）隔月刊

昭和48年６月（創刊号）～49年９月（終刊

号）

住民と自治

（自治体研究社）月刊

昭和51年10月（161号）～52年11月（174号）

欠本＝昭和52年２月

臨増＝昭和51年12月，５２年11月

淑女かがみ

（朝報社内入念舎）月刊

明治44年12月（創刊号）～45年５月（６号）

欠本＝明治45年（１月，３月，４月）

淑女画報

（博文館）月刊

大正３年１月（３巻１号）～３年４月（３巻

４号）

主治医

（松寿クラブ）月刊

昭和36年８月（１巻４号）～54年８月（19巻

８号）

欠本＝昭和36年（８月を除く）３７年（４月～

６月）４１年６月，４３年５月，４６年（８月，１０

月，１１月）４７年（１月を除く）４８年，４９年

（７月を除く）５０年（４月～12月）５１年，５２

年（10月を除く）５３年，５４年（８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43年９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9年５月より，主治医社か

ら笹クラブ，４４年１月より松寿クラブ

主潮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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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４４年１月，４５年５月，４６年（１月，

５月）４７年４月，４８年（４月～12月）４９年～

５５年，５６年（１月～10月）

主婦の友

（主婦の友社）月刊

大正８年１月（３巻１号）～現在

欠本＝大正８年（２月～11月）９年（４月を

除く）１０年（９月を除く）１１年～13年，１４年

（４月を除く）１５年（１月～４月’６月，７

月，１０月～12月）昭和２年（７月，１０月，１２

月）３年（１月，２月，４月～６月，１０月，

１２月）４年（２月，４月～７月，１０月）５年

（６月、９月）６年（５月～９月）７年（１

月～４月，６月～11月）８年（３月，８月，

１０月，１１月）９年（３月と８月を除く）１０年，

１１年（１月，５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３年（７月，

１１月）１４年（１月，７月）１９年（６月，９月，

１１月）２０年１月，３０年１０月

ジュリスト

（有斐閣）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昭和50年５月15日（587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11月15日，５１年２月15日，５３

年（11月15日～12月15日）５４年（１月１日～

３月１日）

臨増＝昭和50年12月10日，５１年10月20日，５２

年（１月25日，３月26日，４月18日，４月３０

日，５月３日，５月20日，６月25日，８月２０

日，１０月20日，１１月５日，１２月20日）５３年

（５月２日，５月５日，５月30日，６月10日，

７月20日，８月１日，８月５日,１０月25日）

５４年（３月20日，４月10日，４月20日，４月

２５日，５月20日，６月10日，６月14日，７月

１０日，７月31日，９月25日，９月30日，１１月

２０日，１２月１日）５５年（１月１日，１月10日，

２月10日，２月12日，２月20日，３月10日，

４月５日，４月20日４月25日，５月５日，

６月１０日，７月18日’７月20日，８月20日，

１０月５日）５６年（１月２日，４月５日，４月

10日，７月５日，９月30日）５７年（１月２日，

３月25日，６月25日，９月25日）

純情

（純I情社）月刊

大正10年10月（１巻７号）～11年１月（２巻
１号）

欠本＝大正10年12月

純正詩社雑誌

（純正詩社）月刊

大正12年６月（２巻１号）～12年９月（２巻
４号）

欠本＝大正12年７月

春燈

（春燈社）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30年３月（10巻３
号）

欠本＝昭和21年（４月，５月）２２年（１月～

３月）２３年（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２４年（２月，
３月，１２月）２５年（２月，７月，９月）２６年
（４月，１０月）２７年（２月，８月～10月）２８
年（７月，９月）２９年１月

将棋世界

（日本将棋連盟）月刊

昭和42年８月（31巻８号）４７年９月，５２年５
月～52年12月（41巻12号）

欠本＝昭和52年７月

情況

（情況出版）月刊

昭和43年８月（創刊号）～51年９月（99号）

欠本＝昭和45年（６月，１１月）４６年（２月、

６月，８月～10月）４７年（１月，５月～10月，
１２月）４８年（１月～３月，７月，11月，１２

月）４９年（１月，４月を除く）５０年（１月，
２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５１年（１月，
２月）

臨増＝昭和44年３月，５０年６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3年10月より，柏書房から
情況社，４５年12月より情況出版

少女

（時事新報社）

大正９年２月（87号）１２年５月（126号）１３

年９月（146号）

少女

（光文社）月刊

昭和24年12月（５巻11号）２５年12月，２６年３

月（７巻４号）

臨増＝昭和30年８月，３１年８月

少女蜜報

（東京社）月刊

大正10年４月（10巻４号）～昭和６年８月

（20巻８号）

欠本＝大正10年（４月，８月を除く）１１年，

１２年（３月～４月を除く）１３年（１月～３月，

５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４年（７月，９月

を除く）１５年（10月を除く）昭和２年～４年，

５年（11月を除く）６年（２月，５月～７

月）

少女倶楽部

（講談社）月刊

大正12年１月（創刊号）～昭和37年12月（4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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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巻14号）

欠本＝大正12年（１月を除く）１３年（９月を

除く）１４年（１月，４月を除く）１５年～昭和

２年，３年（７月，１１月を除く）４年（５月

６月を除く）５年（７月，９月を除く）６年

（10月を除く）７年（２月を除く）９年（２

月～５月，８月，９月）１１年（１月～３月，
５月，６月，８月，１２月）１２年（３月，１２月

を除く）１３年（２月，５月～７月，１０月，１１

月）１４年（１月，７月，１０月）１５年（３月，

４月，６月，１１月）１６年（10月，１１月を除
く）１７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１１月）

１８年（３月を除く）１９年～21年，２２年（１月

～４月，７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２３年，２４

年，２５年（９月，１０月を除く）２６年（６月，
７月を除く）２７年（１月，３月，９月）２８年
（１月，８月）３０年（７月～12月）３１年～３６
年，３７年（12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11年11月，１４年10月，２８年（１月，
８月）２９年８月，３０年１月

少女世界

（博文館）月刊

明治41年５月（３巻７号）～昭和６年４月
（26巻４号）

欠本＝明治41年（５月を除く）４２年～大正８

年，９年（９月を除く）１０年（１月～５月，
９月，１１月）１１年，１２年（４月を除く）１３年

（７月，１１月を除く）１４年（６月，１１月を除

く）１５年（１月を除く）昭和２年～５年，６
年（４月を除く）

少女の友

（寳業之日本社）月刊

大正９年８月（13巻８号）～昭和30年５月
（48巻５号）

欠本＝大正９年（10月～12月）１０年，１１年
（２月，６月を除く）１２年，１３年（１月～２

月，６月，１０月～12月）１４年～昭和５年，６

年（４月を除く）７年，８年，９年（３月，
１０月を除く）１０年，１１年（５月を除く）１２年，
１３年，１４年（12月を除く）１５年～29年，３０年
（５月を除く）

小説朝日

（小説朝日社）月刊

昭和26年８月（１巻２号）～27年11月（２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26年（11月，１２月）２７年（２月，
３月，９月）

臨増＝昭和26年７月，２７年８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26年６月，太陽出版，２６年

８月より小説新社，２７年４月より小説朝日社

小説朝日・話の手帖

（小説朝日社）

昭和27年９月（１巻２号）～27年10月20日

（１巻４号）

小説エース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43年10月（創刊号）～44年12月（２巻１２

号）

小説会議

（小説会議同人会）不定期刊

昭和33年12月（８号）～48年10月（39号）

欠本＝11号，１３号，１７号，１８号，２１号，２２号，
２８号～38号

小説CLUB

（桃園書房）月刊

昭和45年11月（23巻11号）～50年４月

欠本＝昭和46年（２月，３月，５月，７月～

１２月）４７年（５月を除く）４８年（７月を除

く）４９年（３月を除く）５０年（４月を除く）
小説現代

（講談社）月刊

昭和38年３月（１巻２号）～現在

欠本＝41年９月，４６年（２月～８月，１０月）
５３年１月

臨増＝昭和56年６月，５７年（５月，１２月）

小説現代／別冊

（講談社）

昭和42年１月（２巻１号）～51年10月（11巻
４号）

欠本＝昭和46年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7年１月より季刊を隔月
刊，４９年１月より季刊

小説公園

（六興出版社）月刊

昭和27年１月（３巻１号）～33年５月（９巻
６号）

欠本＝昭和27年（２月～４月，１１月，１２月）
２８年８月，２９年12月

臨増＝昭和33年４月

小説サンデー毎日

（毎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45年４月（２巻４号）～52年９月（終刊
９巻９号）

欠本＝昭和45年６月

小説ジュニア

（集英社）月刊

昭和54年11月（14巻12号）～57年６月（17巻
６号）

回

－３９５－ 



※57年７月より休刊

□小説新潮
（新潮社）月刊

昭和22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22年（10月，１２月）２３年（２月～

５月）２５年（７月～12月）２６年，２７年（７月

～10月）２８年（５月，９月）２９年（２月、６

月，９月～12月）３０年（１月～３月）

小説新潮／別冊

（新潮社）季刊

昭和24年10月～55年10月（32巻４号）

欠本＝昭和24年（10月を除く）２５年，２６年

（１月を除く）２７年’２８年，２９年（４月を除

く）３０年１月，４６年１月

※昭和54年１月（31巻１号）～55年10月（３２

巻４号）までは「小説新潮別冊」

小説セブン

（小学館）月刊

昭和43年11月（３号）～45年12月（27号）

別冊＝昭和44年１月

小説中央公論

（中央公論社）

昭和35年10月（創刊号）～38年12月（４巻１１
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7年８月より，季刊を隔
月刊，３８年３月より月刊

小説と詩と評論

（小説と詩と評論社）月刊

昭和42年１月（５巻１号）～44年12月（７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42年12月，４３年12月，４４年10月
小説宝石

（光文社）月刊

昭和43年11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8年９月

小説宝石／別冊

（光文社）

昭和42年８月（創刊号）～現在

※改題一昭和51年７月より「別冊小説宝石」

から「カッパマガジン｣，５２年８月より再び
「別冊小説宝石」

小説護物街

（高島屋出版部）月刊

昭和24年８月（１巻４号）～25年６月（２巻
５号）

欠本＝昭和24年（９月～11月）２５年３月
少年

（時事新報社）月刊

明治42年３月（66号）～大正13年９月（258

号）

欠本＝明治42年（３月を除く）４３年，４４年Ｉ
４５年（１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０月↑１１
月）大正２年（２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１

月）３年（３月を除く）４年（５月，６月を
除く）５年（９月を除く）６年，７年，８年
（２月を除く）９年（７月を除く）１０年，１１

年（12月を除く）１２年（５月～12月）１３年
（９月を除く）

少年倶楽部

（講談社）月刊

大正３年11月（創刊号）～昭和29年12月（４１
巻14号）

欠本＝大正３年12月，４年（７月を除く）５

年～９年，１０年（７月を除く）１１年（２月を

除く）１２年（１月，２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３年

（５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１４年（８月を除
く）１５年～昭和２年，３年（３月，８月を除
く）４年（８月を除く）５年（11月を除く）

６年（１月を除く）７年（２月，６月を除
く）８年（１月，２月，４月～６月，８月～

１１月）９年（１月～４月，６月，７月）１０年

（１月，５月，８月，１０月）１１年（３月，６

月，８月’１２月）１２年（２月，３月，７月，

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３年（３月～５月，７月，

８月，１０月）１４年（６月～８月）１５年（５月

～９月，１１月）１６年（２月～４月，７月～９

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７年（２月，１０月を除く）

１８年，１９年（11月を除く）２０年（１月，１０月

を除く）２１年～25年，２６年（１月を除く）２７

年，２８年（１月を除く）２９年（12月を除く）
少年世界

（博文館）

明治28年１月１日（創刊号）～昭和２年８月
（33巻８号）

欠本＝明治28年（４月～12月）２９年，３０年

（７月15日を除く）３１年～大正４年，大正５

年（７月を除く）６年～８年，９年（８月を

除く）１０年（８月を除く）１１年，１２年，１３年

（３月，４月を除く）１４年，１５年，昭和２年
（８月を除く）

臨増＝明治30年８月10日，４５年６月

※発行日変更一大正５年７月号より，月２回

（１日’１５日）を月刊

少年タイムス

（少年タイムス社）月刊

大正11年11月（１巻８号）～12年９月（２巻
９号）

欠本＝大正12年（１月～２月）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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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補導

（大阪少年補導協会）月刊

昭和50年９月（20巻９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10月～12月）

情報メモ

（外務省情報文化局）不定期刊

昭和35年12月16日（241号）～44年２月10日

（386号）

欠本＝256号，262号～273号，275号，278号，

279号～307号，314号～316号，318号～320号，

325号～328号

勝利

（勝利出版社）月刊

昭和42年７月（創刊号）～45年６月（４巻６

号）

欠本＝昭和43年２月，４４年（１月，５月，６

月，８月，１２月）４５年（４月，５月）

女學世界

（博文館）月刊

明治35年11月（２巻14号）～大正12年10月

（23巻10号）

欠本＝明治35年12月，３６年，３７年（９月を除

く）３８年（７月，８月を除く）３９年（２月，

３月，５月～９月，１１月，12月）４０年～42年，

４３年（５月を除く）４４年，４５年，大正２年

（１月を除く）３年～10年，１１年（10月を除

く）１２年（１月～９月）

藷君

（文藝春秋）月刊

昭和44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7年10月

書斎の窓

（有斐閣）月刊

昭和44年４月（172号）～現在

欠本＝昭和44年（５月～12月）４５年～47年，

４８年（３月・７月）４９年（１月，７月）５０年，

５１年，５２年（10.11月合併を除く）５３年～５６

年，５７年（１月～６月）

書誌索引展望

（日外アソシエーッ）

昭和52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７月’１１月）５５年（５月～

１１月）５６年（２月～５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4年２月より，隔月刊を

季刊

女性

（プラトン社）月刊

大正11年５月（創刊号）～昭和３年５月（１３

巻５号）

欠本＝大正11年８月，１２年（１月，１２月）１５

年４月

女性改造

（改造社）月刊

大正11年10月（創刊号）～12年４月（２巻４

号）

欠本＝大正11年12月，１２年（１月～３月）

女性改造

（改造社）月刊

昭和21年６月（創刊号）～26年７．８月合併

（６巻７号）

欠本＝昭和22年（９月，１２月）２３年（４月，

１２月）２４年（１月，６月，７月，１０月～１２

月）２５年（６月～８月）２６年１月

女性史研究

（家族史研究会）年２回刊

昭和50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１１号～13号

女性自身

（光文社）週刊

昭和33年12月12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4年５月22日，３５年（１月20日，

３月２日～３月９日）４１年（４月４日，４月

２５日）４５年12月５日

臨増＝昭和45年４月１日

女性セブン

（小学館）週刊

昭和38年６月５日（１巻５号）～現在

欠本＝昭和38年（６月19日～７月10日，７月

２４日～８月７日）４０年（６月16日，６月２３

日）４１年10月５日

女性線

（女性線社）月刊

昭和23年11月（３巻11号）～25年４月（５巻

３号）

欠本＝昭和24年（５月，７月，１０月）２５年

（１月～３月）

女性創造

（女性創造社）不定期刊

昭和46年11月（65号）～47年８月（72号）

女性明星

（集英社）月刊

昭和37年12月（創刊号）３８年（１月，１０月）

女性のひろば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月刊

昭和54年３月（創刊号）～57年７月（41号）

欠本＝昭和54年５月，５７年（５月，６月）

書窓

（東洋経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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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昭和46年８月（創刊号）～49年４月（16号）

欠本＝12号

ショッピング

（日本経済新聞社）月刊

昭和44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8年（４月～７月，１０月～12月）

４９年、５０年，５１年（８月を除く）５２年～55年
書店Iまうもん

（保育社）月刊

昭和56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書道

（五禾書房）月刊

昭和42年１月（13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２月～12月）４３年～45年，

４６年（６月を除く）４７年（１月～９月）

ショートショートランド

（講談社）季刊

昭和56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秋

書物往来

（従吾所好社）月刊

大正13年５月（創刊号）～15年３月（17号）
欠本＝大正15年１月

書物春秋

（明治堂書店）

昭和５年10月（創刊号）～10年２月（25号）
シー・レック

（マリンプックス）月刊

昭和49年６月（５巻６号）～51年１月（７巻
１号）

欠本＝昭和49年（９月～11月）５０年（２月，
５月，６月）

※改題一昭和51年１月より，「ボート＆ヨッ

ト」から「シー・レック」

白と黒

（政治評論社）

昭和27年１月１日（創刊号）～27年７月（９
号）

欠本＝昭和27年（２月15日，４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7年３月より，月２回

（１日，１５日）を月刊
ＪｉＮ 

（冥草舎）年刊

昭和55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新演藝

（玄文社）月刊

大正５年８月（１巻６号）～11年12月（７巻
１２号）

欠本＝大正５年（８月を除く）６年（９月を

除く）７年，８年（12月を除く）９年（12月
を除く）１０年，１１年（２月と12月を除く）

新沖縄文学

（沖縄タイムス社）不定期刊

昭和41年９月（３号）～53年５月（38号）

欠本＝４号，５号，１２号，１３号，１８号，２１号，
２５号，２７号，３０号

新家庭

（玄文社）月刊

大正８年１月（４巻１号）～11年９月（７巻
９号）

欠本＝大正８年（１月を除く）９年，１０年
（１月～９月，１１月）１１年（２月～８月）

新刊月報

（日本出版販売）月刊

昭和28年10月～32年２月

新刊展望

（日本出版販売）

昭和37年４月１日（６巻７号）～46年１月
（15巻１号）

欠本＝昭和39年（４月１日，５月１日～12月

１５日）４０年（８月15日を除く）４１年（８月１５

日，１０月15日を除く）４２年（１月15日～３月

１５日，４月15日，５月15日，６月１日，７月

１日～12月15日）４３年，４４年（１月，２月）

４５年10月

臨増＝昭和38年４月20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4年３月より，月２回

（１日，１５日）を月刊

新刊ニュース

（東京出版販売）

昭和26年４月（２巻７号）～現在

欠本＝昭和26年（４月15日～11月15日，１２月

１５日）２７年（１月１日，７月１日～７月15日，

９月15日，１１月１日）２８年（２月15日，３月

１５日，４月１日～４月15日，５月１日～５月

１５日，６月１日～６月15日，７月１日～７月

１５日，８月１日～８月15日，９月１日～９月

１５日，１０月１日～10月15日，１１月１日～11月

１５日，１２月１日～12月15日）２９年（１月１日

～１月15日２月１日～２月15日，３月１日

～３月15日，４月１日～６月15日，７月１日

～７月15日，８月１日～８月15日，９月１日

～９月15日，１０月１日～10月15日，１１月１日

～11月15日，１２月１日～12月15日）３０年（１

月１日～１月15日，２月１日～２月15日，３

月１日～３月15日，４月１日～４月15日，５

月１日～５月15日，６月１日～６月15日，７

月１日～８月15日，９月１日～９月15日，１０

□ 

－３９８－ 



齋

月１日～10月15日，１１月１日～11月15日，１２

月１日～12月20日）３１年（毎月１５日２０日）

３８年１月15日，３９年（11月15日，１２月15日）

４０年（１月15日～２月１日を除く）４１年（１１

月15日，１２月15日を除く）４２年（１月１日～

２月１日，３月１日～３月15日）４３年４月１

日，４６年（１月１日～５月１日，６月１日，

７月15日～８月15日）５３年３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8年１月20日より，月２

回（１日，１５日）を旬刊，３２年４月より月刊，

３７年４月１日より月２回（１日，１５日）４９年

３月より月刊

新麓時代

（明治文化研究會）月刊

大正14年２月（創刊号）～15年12月（２巻９

号）

新興科學の旗のもとに

（新興科學社）月刊

昭和３年10月（創刊号）～４年11月（２巻１１

号）

欠本＝昭和３年11月，４年（２月，４月，７

月～９月）

新公論

（新公論社）月刊

明治37年２月（19巻１号）～大正６年12月

（32巻13号）

欠本＝明治37年12月，３８年（３月を除く）３９

年（４月，５月，８月）４０年３月，４１年12月，

４２年（４月，７月’９月～12月）４３年，４４年

（５月と９月を除く）４５年，大正２年（２月

～６月）３年（１月～５月，１２月）４年，５

年，６年（12月を除く）

新國民

（大日本國民中學会）月刊

明治41年10月（８巻1号）～大正４年４月

（21巻１号）

欠本＝明治41年（11月，１２月）４２年，４３年

（１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４

年（１月～４月，９月～12月）４５年（３月，

６月，７月，９月）大正２年（１月，４月，

６月～８月，１２月）３年（１月，５月，７月，

８月，１０月～12月）４年（４月を除く）

新時代

（新時代社）不定期刊

昭和25年７月（創刊号）～29年３月（36号）

欠本＝昭和25年10月，２６年（１月，３月，６

月～12月）２７年，２８年（１月～５月）２９年２

月

※「インタナショナル」を改題して復刊

新指導者

（精神科學出版部）月刊

昭和16年８月（４巻６号）～17年９月（５巻

９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17年６月より，日本学生協

會から精神科學出版部

紳士読本

（人物往来社）月刊

昭和36年６月（創刊号）～37年７月（２巻７

号）

欠本＝昭和36年７月，３７年（２月～６月）

新週刊

（新週刊社）週刊

昭和36年５月11日（創刊号)，３７年（２月８

日，５月３日，６月14日）

臨増＝昭和37年（２月26日，４月20日）

新週刊

（新週刊新社）週刊

昭和37年７月24日（創刊号）～37年10月16日

（13号）

新週報

（新週報社）月２回刊

昭和25年２月15日（創刊号）～25年８月１日

（１巻11号）

新宿プレイマップ

（新都心新宿ＰＲ委員会）月刊

昭和44年７月（創刊号）～46年５月（23号）

欠本＝昭和46年４月

心情圏

（心情圏出版）月刊

昭和43年８月（２巻８号）～45年７月（４巻

７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44年１月より，心情圏出版

局から心情圏社､４５年１月より心情圏出版

新女苑

（寳業之日本社）月刊

昭和23年４月（12巻４号）～34年７月（23巻

７号）

欠本＝昭和23年（５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１２月）２４年，２５年，２６年（９月～11月を除

く）２７年（８月を除く）２８年（９月を除く）

２９年，３０年（１月，２月，、４月～６月）３１年

９月，３２年９月，３３年（９月，１０月，１２月）

新小説

（春陽堂）月刊

明治29年７月（創刊号）～大正15年11月（３１

巻11号）

欠本＝明治30年４月，３１年11月，３２年（８月，

１２月）３３年12月，３５年11月，３８年９月，３９年

□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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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３月，９月）４４年（２月，５月）大

正５年（４月，９月）６年（２月，５月，８

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７年（２月，５月，

７月，８月，１２月）８年11月，１２年（９月～

１２月）１４年３月

臨増＝明治29年11月，３０年４月，３１年４月，

３２年７月，３３年（１月，５月，７月）３６年５

月，大正６年１月，１１年８月

新小説

（春陽堂）月刊

昭和25年２月（５巻２号）～25年５月（５巻

５号）

新人

（新人社）月刊

明治36年（11月４巻11号，１２月）３９年５月，

４５年（５月，７月）大正４年５月，８年８月，

１０年（１月～11月）１１年５月，１４年（１月，

３月26巻３号）

神人國

（木人社）月刊

昭和５年１月（創刊号）～５年７月（７号）

新人物

（新世界文化社）不定期刊

昭和26年７月（４号）～29年４月

欠本＝昭和26年（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２７年

（１月，５月を除く）２８年（１月を除く）２９

年３月

新聾

（隆文館）月刊

明治33年５月（３巻６号）～41年３月（18巻

３号）

欠本＝明治33年（６月，１１月）３４年（２月～

４月を除く）３５年（８月，１０月～12月）３６年

（５月～11月）３７年，３８年（５月を除く）３９

年（６月，１２月を除く）４０年（６月，９月～

１２月）４１年（３月を除く）

臨増＝明治33年９月

新生

（新生社）月刊

昭和20年11月（創刊号）～33年３月（復刊３
号）

欠本＝昭和21年10月～32年12月

新生

（新生新社）月刊

昭和41年３月（復刊１号）～42年２月（２巻
２号）

欠本＝昭和41年９月～10月，４２年１月
新政

（新政社）

昭和28年４月（創刊号）～29年７月５日（２

巻８号）

欠本＝昭和28年（12月15日，１２月25日）２９年

（５月１日，５月15日，６月15日，６月25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8年４月より，月刊を旬
刊

新世

（倫理研究所）月刊

昭和42年１月（21巻１号）～52年３月（31巻

３号）

欠本＝昭和42年７月，４５年７月，４６年（10月

を除く）４７年，４８年（10月を除く）４９年～５１

年，５２年（１月，２月）

新生アジア

（新生アジア社）月刊

昭和33年８月（創刊号）～34年1月（２巻１

号）

新生亜細亜

（世界民主出版部）月刊

昭和28年10月（創刊号）～30年９月（３巻９

号）

欠本＝昭和29年（１月～７月）

新政経

（新政治経済研究会）月刊

昭和29年１月１日（37号）～41年11月（193

号）

欠本＝昭和29年（１月11日～９月）４１年（８

月，１０月）

※改題一昭和31年５月より↑ｒ新政経ニュー

ス」から「新政経」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9年に月３回ﾁﾘを月刊

新政治

（新政治研究会）月刊

昭和29年９月（創刊号）～30年８月（２巻８

号）

欠本＝昭和30年１月

人生創造

（人生創造社）月刊

大正13年６月（創刊号）～15年３月（22号）

※版元変更一大正13年８月より，大阪屋號書

店から人生創造社

人生道場

（人生道場出版部）月刊

昭和32年８月（68号）～43年４月（188号）

新青年

（博文館）月刊

大正９年１月（創刊号）～昭和25年７月（３１

巻７号）

欠本＝大正12年12月，昭和２年，３年（１月

回

－４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