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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１８年７月，１９年４月，２０年（１月～１０

月）２５年（10月，１１月）２６年（２月，３月，

５月，１０月，１１月）２８年（１月，８月，９

月）４６年（１月～３月）

臨増＝昭和46年１月，４７年６月

新潮４５＋

（新潮社）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新天地

（早稲田大學出版部）月２回

大正４年９月２号～14年８月

欠本＝大正５年（10月１号～12月２号）６年

～12年，１３年（１月～９月）

新東洋

（新東洋社）月刊

大正６年６月（創刊号）～７年１月（２巻１

号）

欠本＝大正６年（７月～８月，１２月）

新日本

（富山房）月刊

明治44年４月（創刊号）～大正５年12月（６

巻12号）

欠本＝明治44年（４月を除く）４５年（９月～

１０月を除く）大正２年（１月，５月を除く）

３年（６月を除く）４年（２月～10月）５年

（１月～５月）

臨増＝明治44年10月，大正２年10月，３年４

月，１０月

新日本

（新日本社）月刊

大正１年２月（２巻２号）～７年７月（８巻

７号）

欠本＝大正１年（４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２年～５年，６年（３月，６月～12月）７年

（４月，５月）

新日本

（日世企画出版局）月刊

昭和44年９月（４巻９号）～57年５月（17巻

５号）

欠本＝昭和45年～47年’４８年（８月，９月を

除く）４９年（１月～６月）５０年２月，５１年

（２月，１０月，１１月）５２年２月，５３年（２月，

５月）５４年（２月’４月，７月）５５年（２月，

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６年，５７年（５月

を除く）

新日本之貿業

（新日本之寳業社）月刊

大正２年２月（創刊号）～３年１月（１巻１２

号）

～６月）８年（２月，６月，１０月）１２年，１３

年（８月，９月）１４年４月，１５年（９月を除

く）１６年～24年，２５年（７月を除く）

臨増＝大正10年８月，１１年（２月，８月）１２

年（１月，８月）１３年（１月，８月）１４年

（１月，８月）１５年（２月，８月）昭和４年

（２月，８月）５年（２月，５月，８月，１１

月）６年（２月，６月，８月，１１月）７年

（２月，８月）８年２月，９年（２月，８月）

１０年（２月，８月）１１年（２月，８月）１３年

（２月，４月，５月，７月，１１月）１４年（２

月，５月，８月，１１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16年以降，博文館から博友

社

新鮮

（祥伝社）月刊

昭和52年11月（創刊号）～現在

眞相

（眞相社）

昭和21年３月（創刊号）～32年２月（107号）

欠本＝昭和21年（７月～10月，１２月）２２年

（１月～４月，６月，８月，９月）２３年２月，

３０年（６月，８月，９月）３１年（３月，９月

～12月）

臨増＝昭和24年（１月，３月，４月，１０月↑

１２月）２５年（３月，４月，１２月）２９年（５月，

７月，１０月～12月）３０年（１月，３月，４月，

５月）３１年９月

※休刊一昭和26年２月より28年10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5年８月より，月刊を月

２回（１日，１５日)，２８年11月より月刊

新潮

（新潮社）月刊

明治37年９月（１巻５号）～現在

欠本＝明治37年（９月を除く）３８年（４月，

７月を除く）３９年，４０年，４１年（10月を除

く）４２年（１月を除く）４３年（１月，８月を

除く）４４年（４月を除く）４５年（２月、７

月）大正２年～５年，６年９月，７年（４月，

６月，７月，１１月，１２月）８年１月，９年１２

月，１０年（１月，３月，６月）１１年（２月，

８月，９月，１２月）１２年（４月～６月，９

月）１３年１月，１４年９月，１５年（２月，５月，

７月，９月）昭和２年（２月，５月，８月，

１１月，１２月）３年（６月～12月）４年（１月，

２月，４月～６月，１０月，１１月）５年（１月，

１０月，１１月）６年９月，７年（５月，７月，

８月，１１月）８年（４月，５月）９年（１月，

２月）１０年12月，１１年（２月，４月）１７年1２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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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８月）４１年３月

臨増＝昭和31年（６月，８月～12月）３２年

（１月～12月）３３年（１月，２月，４月，５

月，７月～12月）３４年（１月～12月）

人物評論

（人物評論社）月刊

昭和８年３月（創刊号）～９年３月（２巻３

号）

人物評論

（１Ｎ通信社）月刊

昭和41年11月（４巻11号）～57年２月（23巻

２号）

欠本＝昭和41年12月，４２年８月，４６年７月，

４９年（11月，１２月）５０年～56年

臨増＝昭和43年７月

新風土記

（日本郷士會）月刊

昭和15年９月（１巻２号）～17年２月（13巻

２号）

欠本＝昭和16年（１月，２月，９月）

新聞記者

（新聞記者室）不定期刊

昭和21年３月（１巻２号）～23年10月（３巻

５号）

欠本＝昭和21年９月，２２年（９月～12月）

臨増＝昭和23年１月

新聞月鑑

（新聞月鑑社）月刊

昭和25年５月（17号）～28年５月（53号）

欠本＝昭和25年11月，２７年11月

新聞研究

（日本新聞協会）月刊

昭和35年４月（105号）～50年４月（285号）

欠本＝昭和35年（１月～３月，７月～11月）

３６年（１月，３月～７月’１０月～12月）３７年

（３月，４月，８月～10月，１２月）３８年（１

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３９年（３月を除く）４０年，４１年，４２年（10月

を除く）４３年（７月を除く）４４年（１月～８

月）４６年（１月，７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７年～

４９年，５０年１月

新聞時代

（新聞之世界社）季刊

昭和32年７月（２巻３号）～33年８月（３巻

２号）

新聞通信調査会報

（新聞通信調査会報社）月刊

昭和39年２月（14号）～現在

欠本＝昭和39年（３月，５月，７月，８月，

欠本＝大正２年（４月，１０月，１２月）

新日本文学

（新日本文学会）月刊

昭和21年３月（創刊号）～50年６月（30巻６

号）

欠本＝昭和21年（８月～12月）２２年（１月～

５月，１２月）２３年（９月，１２月）２４年（５月

～12月）２５年（６月を除く）２６年（１月，２

月，１２月）２７年（５月を除く）２８年５月、３０

年（６月～10月，１２月）３１年（４月，６月，

８月）３２年（３月，５月，１１月）３４年（２月，

９月）４２年６月，４６年～48年，４９年（８月を

除く）５０年（６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36年11月

新評

（新評社）月刊

昭和41年８月（13巻９号）～現在

欠本＝昭和44年３月，４６年（９月～12月）

臨増＝昭和42年11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7年１月より，評論新社か

ら新評社

新評／別冊

（新評社）不定期刊

昭和43年４月（創刊号）～54年10月（50号）

欠本＝２号，４号～12号，１４号～17号，１９号，

２５号，２７号，３０号，３１号，３５号，３８号，４１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47年１月より，評論新社か

ら新評社

新譜ジャーナル

（自由国民社）月刊

昭和43年９月（創刊号）～51年５月（94号）

欠本＝昭和45年（４月，１１月）４６年（４月，

６月，９月）５１年２月

別冊＝昭和45年12月，４６年（５月，８月，１２

月）４７年２月】４８年６月

新婦人

（文化実業社）月刊

昭和44年５月（24巻５号）～47年７月（27巻

７号）

欠本＝昭和44年（６月～12月）４５年，４７年

（３月，６月）

人物往来

（人物往来社）月刊

昭和27年１月（創刊号）～41年４月（15巻４

号）

欠本＝昭和27年（５月～７月，１０月，１２月）

３０年６月’３１年５月，３２年12月，３３年，３４年

１月，３５年（５月，７月～12月）３６年（３月

を除く）３７年，３８年，３９年（１月，３月～６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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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29年３月（５号）～48年12月

欠本＝昭和29年８月’３３年２月，３６年７月～

38年３月’４５年７月，４６年，４７年（３月～５

月，８月～10月）４８年（３月，４月）

１０月）４０年（６月，９月，１０月）４１年（２月，

１２月）４５年10月，４６年，４７年，４８年（10月を

除く）４９年（１月～５月）

新聞と廣告

（日本電報通信社）月刊

昭和24年５月（15号)，２５年（５月～７月）

２６年（５月～７月）

新文明

（新文明社）月刊

昭和36年１月（11巻１号）～37年９月

欠本＝昭禾1136年（10月，１１月）３７年（１月，

４月）

新文林

（大日本文章學會）月刊

大正１年12月（創刊号）～２年３月

進歩

（現代文化社）月刊

昭和９年６月（創刊号）～10年４月

欠本＝昭和９年８月

人民戦線

（人民戦線社）

昭和20年12月（創刊号）～22年８月（14号）

２３年４．５月合併（21.22号）

人民評論

（伊藤書店）月刊

昭和20年11月（創刊号）～24年４月（５巻３

号）

欠本＝昭和20年12月，２１年（２月，５月）２３

年４巻４号

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社）月刊

昭和25年11月（創刊号）～28年11.12月合併

（４巻11号）

心友

（埼牧心友会）不定期刊

昭和43年３月（創刊号）～53年６月（20号）

欠本＝19号

※改題一昭和44年９月より，「心友会」から

「心友」

心霊研究

（日本心霊科學協會）月刊

昭和25年１月（35号）～28年１月（71号）

欠本＝昭和27年（８月，９月）

新ロシア

（日ソ文化協會）月刊

昭和７年７月（創刊号）～８年４月（２巻４

号）

親和

（日韓親和会）月刊

□
回

ス

彗星

（彗星社）月刊

大正８年６月（136号）～11年12月（178号）

欠本＝大正８年（９月～11月）９年（１月，

９月を除く）１０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

９月，１１月）１１年（５月，６月）

随筆

（随筆社）月刊

大正12年11月（創刊号)，１３年１月～12月

（２巻11号）

随筆

（人文會出版部）月刊

大正15年６月（創刊号）～２年10月（２巻１０

号）

随筆

（新聞月鑑社）月刊

昭和27年１月（創刊号）～11月（11号）

欠本＝昭和27年（２月，５月～７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27年９月より，随筆舎から

新聞月鑑社

随筆サンケイ

（産業経済新聞社）月刊

昭和30年４月（２巻４号）３１年11月，３２年

（１月，２月）３５年10月，４０年５月

※改題一昭和31年11月より，「随筆」から

「随筆サンケイ」

推理ストーリー

（双葉社）月刊

昭和36年12月（創刊号）～42年４月（68号）

欠本＝37年，３８年，３９年（10月，１１月を除

く）４０年（１月，３月，５月，６月）４１年

（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２年（１月，３月）

推理文学

（新人物性来社）季刊

昭和45年1月（創刊号）～46年１月（２巻１

号）

欠本＝昭和45年10月

スイングジャーナル

（スイングジャーナル社）月刊

昭和47年５月（31巻５号）～48年５月

欠本＝昭和47年（11月，１２月）４８年（１月～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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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

スウィンガー

回（SES）月刊
昭和54年10月（創刊号）～現在

スクリーン

（近代映画社）月刊

昭和27年８月（69号）３１年12月，３２年（１月

～３月，７月）３３年６月，３６年（７月，９

月）５２年６月，５４年（４月，５月）５５年（６

月，１２月）５６年（５月，７月～９月）５７年

（１月～４月）５７年６月～現在

ＳＣＯＰＥ 

（日本アップジョン）月刊

昭和47年２月（11巻２号）～55年４月（19巻

４号）

欠本＝昭和47年（３月，５月，６月，８月，

９月，１１月）４８年９月，５２年（１月，３月，

５月）

臨増＝昭和53年９月

スコブル

（奇抜雑誌社）月刊

大正５年11月（２号）～８年２月（27号）

欠本＝大正６年（２月～５月，７月～12月）

７年（１月，２月）

スコラ

（講談社）月２回刊

昭和57年４月22日（創刊号）～現在

進め

（進め社）月刊

大正12年４月（３号)，昭和２年（４月，５

月）

スタア

（平凡出版）月刊

昭和50年１月（創刊号）～51年８月（休刊

号）

スタイル

（スタイル社）

昭和21年５月（１巻３号）２１年８月，３０年１０

月，３１年１月，３１年９月（19巻９号）

臨増＝昭和29年12月

ＳＴＵＤＩＯＶＯＩＣＥ 

（スタジオＶ代表）月２回刊

昭和53年11月１日（29号）～54年５月１日

（41号）

欠本＝32号，３３号

ＳＴＡＲＬＯＧ 

（ツルモトルーム）月刊

昭和54年３月（５号）～56年２月（28号）

欠本＝昭和54年（８月，１２月）５５年（10月，
１１月を除く）５６年１月

素敵な女性

（婦人生活社）月刊

昭和54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4年12月より季刊を月刊
Stereo 

（音楽の友社）月刊

昭和46年10月（112号）～51年12月（14巻１２

号）

欠本＝昭和46年（11月，１２月）

臨増＝昭和45年７月，４６年７月，５０年７月，
５１年12月

StereoSound 

（ステレオ・サウンド）季刊

昭和45年４月（14号）～現在

欠本＝15号～56号，６１号

昂

（集英社）月刊

昭和45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４号

臨増＝昭和54年１月

※改題一昭和54年５月より，「すばる」から

ｒ昂」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2年２月（27号）より季

刊を隔月刊，５４年５月より月刊

ＳＰＡＣＥ 

（毎日新聞広告局）月刊

昭和45年３月（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45年４月～46年２月，４８年４月

臨増＝昭和47年１月，４８年３月’５０年５月

※昭和51年４月より55年３月まで休刊

スペース・イラストレイテッド

（ＫＫワールド・フォトプレス）

昭和57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SPACEMODULATOR 

（日本板硝子）不定期刊

昭和35年１月（創刊号）～53年12月（52号）

欠本＝43号

SImrtsGraPhicNumber 

（文藝春秋）月２回刊

昭和55年４月20日（創刊号）～現在

臨増＝昭和55年11月，５７年５月

※昭和55年２月創刊準備号あり

相撲

（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30年11月（４巻17号）～31年11月（５巻

１８号）

臨増＝昭和30年10月20日，３１年（１月25日，

２月１日，３月25日，４月１日，６月25日）

スリーエ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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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全国競輪施行者協議会広報課）季刊

昭和52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ズン

（双葉社）月刊

昭和48年２月（５巻２号）～49年１月（終刊

６巻１号）

寸鐘

（博文館）月刊

大正８年１月（創刊号）８年（５月，６月↑

７月）１２年１月（５巻１号）

（貯蓄増強中央委員会）隔月刊

昭和46年５月（34号）～現在

欠本＝41号，４２号，４４号～47号，４９号～62号

税経セミナー

（税務計理協会）月刊

昭和51年５月（21巻７号）～52年５月（22巻

８号）

欠本＝昭和51年（７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

５２年（１月，２月）

臨増＝昭和51年（６月，１２月）５２年５月

政策月報

（自由民主党広報委員会出版局）月刊

昭和43年１月（144号）～49年９月

欠本＝昭和45年12月，４６年１月，４９年２月

正視

（内外政治研究所）月刊

昭和36年７月（創刊号）～51年11月（185号）

欠本＝昭和36年９月，３７年12月，３８年（１月

～４月）４５年６月，４６年10月，４９年11月，５０

年（３月，５月，８月，９月）５１年（４月～

１０月）

政治

（政治研究会）月刊

昭和34年９月（１巻２号）～36年６月（３巻

４号）

欠本＝昭和35年（８月，１０月～12月）

政治公論

（政治公論社）不定期刊

昭和29年１月（５号）３１年６月，３２年（２月，

５月）３３年（１月，４月，８月，１２月）３４年

（４月，９月）３５年（１月，７月，１０月）３６

年７月，４５年４月（60号）

青春と読書

（集英社）隔月刊

昭和45年４月（10号）～現在

欠本＝11号，１６号～20号，２２号，３６号～38号，

４０号～50号，５２号～76号

青少年問題

（青少年問題研究会）月刊

昭和42年４月（14巻４号）～43年４月（15巻

４号）

青人草

（青人草社）月刊

大正12年７月（創刊号）～昭和５年12月（８９

号）

臨増＝大正12年９月

青年経営者

（青年経営研究所）月刊

昭和50年10月（13巻10号）～51年９月（14巻

図
田

セ

性

（日本鰡性學會）月刊

大正９年10月（２巻５号）１０年（１月，５

月）１１年４月，１５年（９月，１１月）

※版元変更一大正10年５月より，天下堂書房

から日本性學會，１５年９月より日本撹性學會

政界アサヒ

（青銅社）不定期刊

昭和23年12月（創刊号）～24年６月（２巻３

号）

政界往来

（政界往来社）月刊

昭和７年３月（３巻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７年（４月，５月，７月～10月，

１２月）８年（２月～12月）９年～11年，１２年

（５月，８月を除く）１３年（５月，６月，１０

月～12月）１４年（１月～６月，８月～10月）

１５年～25年，２６年（１月～９月，１２月）２７年

（２月～９月，１２月）２８年～51年，５２年（１

月～６月）５６年（８月，９月）

政界ジープ

（政界ジープ社）月刊

昭和23年９月（３巻９号）～30年12月（10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23年（10月，１２月）２４年９月，２５

年８月，２６年（２月，５月，８月～12月）２７

年（10月を除く）２８年（２月～７月，９月，

１０月）２９年（１月，６月）３０年（２月，１０

月）

臨増＝昭和23年９月，２５年（４月，５月，９

月）２６年（２月，３月，５月，６月）

生活

（博文館）月刊

大正３年３月（２巻３号）３年４月，６年４
月

生活の設計

－４０５－ 



.､ 

（７月，１０月）２７年（11月，１２月）２８年，２９

年（１月，２月）

世界ジャーナル

（世界ジャーナル社）月刊

昭和37年２月（１巻２号）～40年10月（４巻

１０号）

欠本＝昭和37年（４月，９月）

臨増＝昭和39年４月

世界週報

（時事通信社）

昭和20年９月22日（26巻23号）～現在

欠本＝昭和21年（５月25日～12月28日）２２年

（８月20日を除く）２３年～26年，２７年（５月

１日を除く）２８年，２９年，３０年（５月21日を

除く）３１年～33年，３４年（１月６日～８月１８

日）３７年（12月25日）３８年（６月11日～12月

２４日）３９年～50年，５１年（１月１日～２月２３

日）５２年６月21日

臨増＝昭和50年12月１日，５１年11月５日，５２

年11月５日，５３年11月５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20年11月10日より，同盟通

信社から時事通信社

改題一昭和20年11月10日より，「同盟世界週

報」から「世界週報」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7年５月より，週刊を旬

刊，３４年８月25日より週刊

世界春秋

（世界出版社）月刊

昭和24年11月（創刊号）～25年３月（２巻３

号）

世界少年

（新光社）月刊

大正９年９月（３巻８号）～12年（１月，６

月，８月）

世界資料

（共同通信社）月刊

昭和25年６月（４巻６号）～33年４月（12巻

４号）

欠本＝昭和25年12月，２６年（１月～３月，６

月，７月，１０月～12月）２７年～29年，３１年

（４月ｉ６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３２年（１１

月，１２月）

世界政治資料

（日共中央委員会）月２回（10日，２５日）

昭和31年７月25日（創刊号）～56年12月25日

（611号）

欠本＝昭和32年（４月25日，６月25日，８月

２５日，１０月10日，１２月10日，１２月25日）３３年

（３月25日，６月10日，７月10日～11月25日，

９号）

欠本＝昭和51年４月

青年団

（日本青年館）月刊

昭和29年７月（１巻２号）～33年２月（５巻

２号）

欠本＝昭和29年（９月，１１月）３２年（６月～

８月）

青年日本

（青年日本社）月刊

昭和14年10月（２巻10号）～15年４月（３巻

４号）

欠本＝昭和14年12月'１５年３月

性問題研究

（久保書店）月刊

昭和30年12月（創刊号）～31年11月（終刊

号）

性論

（性論社）

昭和２年８月（創刊号）～３年12月（14号）

欠本＝昭和２年９月

正論

（サンケイ出版）月刊

昭和49年12月（10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９月

世界

（岩波書店）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26年（４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２７年（１月～４月，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１

月）２８年（１月，２月，５月，６月，８月，

９月）２９年（６月～12月）３０年（１月，３月，

５月～７月，９月）３１年（３月､９月）３２年

（２月，３月）

世界画報

（世界画報社）

昭和21年７月（４号）２１年12月，２３年（４月，

７月’８月）２４年１月

世界公論

（世界公論社）

昭和９年１月（19巻１号）１０月，１０年９月，

１１年（２月’３月，１２月）１２年（３月，５

月）

世界國家

（国際平和協会）月刊

昭和23年３月（２巻２号）～29年４月（８巻

４号）

欠本＝昭和23年（４月，５月，７月～12月）

２４年（９月を除く）２５年（１月～８月）２６年

田

－４０６－ 



可

１２月25日）３４年（１月10日，３月10日～８月

１０日，９月10日～12月25日）３５年（２月25日

～４月25日，５月25日，６月10日，８月10日，

９月10日～10月10日，１１月10日）３７年（２月

１０日，３月10日，４月10日，４月25日，５月

２５日）３８年５月25日，４１年10月25日，５２年１１

月10日，５３年（４月10日～７月25日）５４年

（３月25日，４月１０日，７月１０日，９月１０日

～10月10日）５５年（１月25日，３月25日～６

月10日，７月10日，８月10日，８月25日）５６

年（６月10日，７月25日，１０月10日，１２月１０

日）

臨増＝昭和35年（３月５日，１０月15日，１１月

１日）３７年１月30日，４２年12月５日，４３年９

月20日

世界新潮

（新国民外交調査会）週２回

昭和31年１月14日（３巻３号）～38年１月２６

日

欠本＝昭和31年（215号，216号，219号，２２０

号，226号）３２年（265号，267号，282号，２８

４号、289号，291号，300号）３３年359号，３４

年453号，３５年611号，３６年689号

世界大勢研究

（中外新論社調査部）月刊

大正11年７月（35号）～12年８月（47号）

欠本＝大正11年（８月～10月）１２年２月

世界と人口

（家族計画国際協力財団）不定期刊

昭和43年12月（５号）～46年10月（15号）

欠本＝６号

世界と日本

（内外ニュース）

昭和36年８月（４号）～52年９月25日（178

号）

欠本＝昭和36年11月，３７年（１月を除く）３８

年，３９年（12月を除く）４０年～51年，５２年

（９月５日～９月25日，１１月，１２月を除く）

※版元変更一昭和52年９月５日より，新日本

書房から内外ニュース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2年９月５日より，月刊

を旬刊

世界の動き

（毎日新聞社）月２回（１日，１５日）

昭和21年８月１日（１巻10号）～25年８月１

日（５巻11号）

欠本＝昭和21年（８月15日～９月15日，１０月

１５日，１１月15日，１２月１日）２２年（１月15日

～７月15日，９月１日～12月25日）２３年，２４

年（１月１日～３月15日，４月15日～５月１５

日，１０月１日～12月15日）２５年（１月１日～

７月15日）

世界の動き

（世界の動き社）月刊

昭和28年１月（13号）～現在

欠本＝昭和28年（２月，３月，６月～12月）

３０年（１月～５月）３６年（８月，９月）３８年

５月，３９年10月，４０年６月，４５年12月，４６年，

４７年（１月，４月を除く）４８年（１月，３月，

４月）５１年６月，５２年11月，５４年７月

臨増＝昭和27年７月，３４年３月，３６年（３月，

５月，９月，１２月）３７年（２月，３月）３９年

（３月，５月，９月）４０年（４月，５月，７

月）４１年４月，４２年４月，４３年11月，４４年

（３月，１２月）４５年（２月，９月，１０月）４７

年３月，４８年（５月，７月，９月，１０月）４９

年（５月，９月）５３年（８月，１０月）５４年

（７月，１２月）５５年８月，５６年（２月，８月）

５７年７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3年５月より，外務省情報

文化局から世界の動き社

世界の艦船

（海人社）月刊

昭和38年３月（67号）～40年12月，４９年10月，

５２年６月，５３年１月，５４年10月（274号）

世界の旅

（修道社）月刊

昭和34年８月（創刊号）～36年11月（28号）

欠本＝昭和36年（９月’１０月）

※改題一昭和36年５月より，「世界の旅日本

の旅」から「世界の旅」

世界の批判

（岩永事務所）月刊

大正11年３月（35号）～12年８月（52号）

世界パンフレット通信

（世界思潮研究會）月６回

大正10年３月20日（４号）～12年４月５日

（150号）

欠本＝大正10年（４月20日，４月30日，５月

５日，５月10日，５月20日，５月25日，６月

１０日，６月15日，６月25日，６月30日，７月

５日，７月15日～７月30日，８月20日～９月

１５日，９月30日’１０月５日，１０月15日～10月

３０日’１１月25日，１２月25日）１１年（１月30日

～２月10日，３月15日，３月25日，４月20日，

６月15日，６月20日，７月５日，７月15日，

８月10日，８月25日，８月30日，９月15日，

９月20日，１０月10日，１０月25日，１１月10日，

田

－４０７－ 



欠本＝昭和49年７月，５１年７月，５４年11月

臨増＝昭和39年（３月10日，６月10日，９月

１０日）４０年（２月10日，４月26日，７月２３

日）４５年（７月10日，１２月10日）４６年６月１０

日，４７年（４月10日，８月10日）４８年（３月

２８日，１０月10日）

セルパン

（第一書房）月刊

昭和６年５月（創刊号）～16年３月（11巻３

号）

欠本＝昭和９年２月，１０年６月，１３年１月

臨増＝昭和６年（７月，１０月）１２年２月

セールス・マネージャー

（ダイヤモンド社）月刊

昭和40年11月（創刊号）～54年12月（15巻１４

号）

欠本＝昭和46年３月，４９年６月，５１年10月，

５３年（６月，９月）

臨増＝昭和44年（４月，１０月）４５年４月，５０

年４月，５２年10月

世論調査

（総理府広報室）月刊

昭和44年６月（創刊号）～45年12月（２巻１２

号）

前衛

（前衛社）月刊

大正11年１月（創刊号）～12年３月（３巻３

号）

欠本＝大正11年（２月～８月’１２月）

前衛

（日本共産党）月刊

昭和22年10月（20号）～57年５月（478号）

欠本＝昭和22年（11月，１２月）２３年（２月を

除く）２４年（11月を除く）２５年（４月，８月

を除く）２６年（11.12月合併を除く）２８年，

２９年（８月，９月を除く）３０年（１月～３月，

５月，９月，１２月）３１年３月，３２年（３月，

１０月，12月）３３年２月，３５年（２月，７月を

除く）３６年（３月，１２月を除く）３７年（１月，

３月）３８年（７月～11月）３９年２月，４０年３

月，４１年１月，４６年～49年，５０年（５月～１２

月）５１年11月，５６年（８月～12月）５７年（１

月，３月，４月）

臨増＝昭和31年（７月，１１月）３２年３月，３３

年９月，３４年１月，３６年（７月，９月）３７年

（３月，１２月）４０年（１月’３月）４１年（１

月，１２月）４２年（１月，３月）４３年（１月、

５月，８月）４４年（１月，４月，１１月）４５年

（２月，８月，９月）４７年９月，４８年２月，

１２月10日，１２月20日～12月30日）１２年（１月

２０日，１月25日，２月25日，３月30日）

臨増＝大正10年（３月30日，４月20日，６月

３０日，８月10日，１０月10日，10月25日，１２月

５日）１１年（１月15日，１月25日，２月５日，

２月25日，３月20日，６月10日，８月10日，

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５日，１０月１０日，１１月25日，

１２月25日）１２年（２月15日，３月30日）

世界評論

（世界評論社）月刊

昭和21年２月（創刊号）～25年５月（５巻４

号）３２年１月（６巻１号）

世界文藝

（中央公論社）不定期刊

昭和11年12月（６号）～12年11月（８号）

石油開発時報

（石油鉱業連盟）

昭和39年５月（２号）～現在

欠本＝５号，７号，１４号

石油文化

（石油文化社）月刊

昭和44年12月（７巻12号）～現在

欠本＝昭和46年５月

ｓｅｓａｍｅ 

（婦人生活社）

昭和54年３月（15号）～現在

欠本＝16号～27号

世事画報

（世事画報社）

明治31年７月（創刊号）～32年２月18日（２

巻４号）

欠本＝明治32年２月３日

※版元変更一明治32年１月３日より，温古堂

から世事画報社

※発行日変更一明治32年１月３日より，月刊

を月２回（３日，１８日）

SAISONdenon･ｎｏ 

（集英社）季刊

昭和54年７月（16号）～現在

世代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38年６月（１巻３号）～39年２月（２巻

２号）

※改題一昭和38年８月より、「新世代」から

「世代」

セールス

（ダイヤモンド社）月刊

昭和31年11月（創刊号）～54年12月（24巻１５

号）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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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白文社）不定期刊

昭和23年６月（創刊号）～26年10月（39号）

欠本＝11号，１３号，１６号，１９号～27号，２９号

～31号，３４号～36号

ゼンポウ

（全貌社）月刊

昭和27年11月（創刊号）～12月，２８年（１月，

２月，１０月，１１月）２９年４月，３０年１月～３１

年12月，３２年９月，３５年（２月１日，６月１

日，６月15日，７月１日，１２月15日）３９年４

月，４１年５月，４２年11月，４４年９月，５２年５

月，５３年３月～現在

臨増＝昭和31年８月10日

※改題一途中「全貌」から「ゼンポウ」

戦友

（帝國在郷軍人會本部）月刊

大正４年５月（59号）～昭和９年３月（285

号）

欠本＝大正４年（７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

５年～９年，１０年（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１年

～昭和５年，６年（５月，７月を除く）７年，

８年（６月，７月を除く）９年（１月，２

月）

川柳しなの

（しなの川柳社）月刊

昭和25年12月（104号）～43年１月（298号）

欠本＝昭和29年（３月，７月）３２年２月，３９

年７月，４０年（４月，７月）

５１年（４月，９月）５２年（２月，９月，１２

月）５３年１月，５４年12月，５５年５月

戦旗

（戦旗社）月刊

昭和３年５月（創刊号）～６年12月

欠本＝昭和６年３月

臨増＝昭和５年（２月，３月）６年（５月，

７月28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４年２月より，全日本無産

者藝術連盟から戦旗社

※総目次あり

先見経済

（情話会）月刊

昭和34年５月（４巻５号）～10月，３６年２月，

４５年６月（15巻６号）

臨増＝昭和34年４月

全建ジャーナル

（全国建設業協会）月刊

昭和39年４月（３巻４号）～42年10月（６巻

１０号）

潜在

（潜在社）不定期刊

大正10年12月（創刊号）～11年11月（４号）

前進

（板垣書店）月刊

昭和22年８月（創刊号）～25年９月（終刊３８

号）

前進座

（前進座全国後援会）季刊

昭和12年１月（創刊号）～14年11月（11号）

欠本＝昭和12年３号

選択

（びっぷ出版）月刊

昭和50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９月～10月，１２月）５１年

（10月，１１月を除く）５２年（２月，３月，５

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宣伝会議

（宣伝会議）月刊

昭和36年４月（85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５月～11月）３７年（１月～

３月，５月，６月，１０月）３８年（３月，４月↑

７月～10月，１２月）４２年（３月～７月，１０月

～12月）４３年，４４年，４５年（１月，６月）５１

年２月，５２年４月，５３年１月，５４年12月，５５

年，５６年（１月～４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50年９月より，久保田宣伝

研究所から宣伝会議

旗風

田
□

ソ

層雲

（層雲社）月刊

明治44年４月（創刊号）～45年９月（２巻９

号）

装苑

（文化服装学院）月刊

昭和24年３月（４巻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24年（７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

２５年４月，２７年（６月～12月）２８年（５月，

７月を除く）２９年，３０年（６月，９月，１２月

を除く）３１年（１月～７月，９月）３２年（８

月，９月）３３年（７月，１０月）３４年12月，３６

年２月，３７年（１月，１０月～12月）３８年（２

月，３月，７月，１２月）３９年（９月～12月）

４０年，４１年（６月を除く）４２年～47年，４８年

（１月～８月）４９年（10月～12月）５０年～５４

年，５５年（１月～５月）

臨増＝昭和31年９月，３２年４月，３７年９月

－４０９－ 



壮快

（講談社）月刊

昭和49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50年７月～51年10月，５２年（１月，５

月，６月）

創健生活

（創健研究社）

昭和43年６月（10巻５号）～52年１月（19巻

１号）

欠本＝43年（７月～12月）４４年（１月～３月，

５月～７月，９月，１０月）４５年（４月～７月，

１２月）４６年（３月，５月～12月）４７年（６月

を除く）４８年（３月～５月，７月，８月，１０

月，１１月）４９年（５月～８月，１０月～12月）

５０年，５１年

総合

（東洋経済新報社）月刊

昭和32年８月（４号）～10月（６号）

総合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

（東京社）季刊

昭和39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4年秋，４６年冬，４７年春～秋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3年６月より，月刊を季

刊（１月，４月，７月，１０月）

総目次（45号～90号）あり

総合世界資料

（世界資料アーカイブ）旬刊

昭和33年４月上旬（創刊号）～38年３月下旬

欠本＝昭和33年（８月下旬，９月上旬，下

旬）

創作舞踊

（創作舞踊）季刊

昭和52年６月（創刊号）～56年４月（14号）

捜査研究

（警察図書出版）月刊

昭和26年12月（創刊号）～37年11月（128号）

欠本＝昭和27年１月，３３年１月，３４年６月，

３５年，３６年（９月，１１月を除く）３７年（７月，
１０月）

騒人

（騒人社）月刊

大正15年４月（創刊号）～５年８月（５巻８

号・休刊号）

欠本＝大正15年11月，３年12月，４年（１月，
２月）

相談

（平凡社）月刊

昭和８年11月（創刊号）～９年４月（２巻４
号）

創文

（創文社）月刊

昭和47年10月・１１月合併（113号）～現在

欠本＝昭和47年12月，４８年（３月～10月）４９

年～55年，５６年（１月～５月）

組國

（まさき会砠國社）月刊

昭和25年９月（２巻９号）～29年12月（６巻

１０号）

ソピエトグラフ

（発行所不明）月刊

昭和46年１月（250号）～54年10月（355号）

欠本＝昭和53年３月，５４年（１月，５月）

ソビエト婦人

（ソビエト婦人委員会）月刊

昭和51年９月～54年９月

欠本＝昭和51年（10月～12月）５２年（１月～

１０月）５３年11月，５４年８月

それいゆ

（ひまわり社）

昭和26年８月（18号）～35年９月（63号）

欠本＝21号～34号，３６号～39号，４１号～48号，

５０号～52号，５４号，５５号

そんがいほけん

（日本損害保険協会）月刊

昭和52年10月（47号）～現在

曰

夕

第一通信

（第一通信社）

大正６年４月（創刊号）～昭和13年12月(198

号）

欠本＝大正６年（１巻３号，１巻４号，１２

月）７年（２月～４月，６月，７月，９月，

１２月）８年（２月，７月）９年（２月，４月，

４巻６号～４巻10号）１０年（５巻１号～５巻

５号，１０月～12月）１１年（２月，６３号～６４

号）１５年６月，昭和４年（115号，116号）５

年（123号，124号）７年（139号，141号）８

年（144号，145号’147号，148号）９年６月，

１１年（４月，１１月）１２年（１月，183号～185

号，187号～189号）１３年（192号，193号，１９

５号～197号）

大学論通信

（自主講座「大学論」実行委員会）月刊

昭和55年３月（76号）～現在

臨増＝昭和56年６月15日

大観

－４１０－ 



旬

欠本＝昭和53年11月，５４年（１月，３月）

大正公論．

（帝國在郷軍人會本部）

大正11年１月（９号）～11年５月（14号）

臨増＝大正11年４月

大東亜戦争画報

（大阪毎日新聞社）

昭和12年８月３日（創刊号）～20年１月(139

号）

欠本＝昭和16年11月

臨増＝昭和17年１月

※改題一昭和12年10月11日より，「北支事変

画報」から「支那事変画報｣，１７年１月より

「大東亜戦争画報」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14年１月より，旬刊を月

２回（５日，２０日)，１５年６月より月刊

大道無門

（時代思潮社）月刊

昭和31年５月（４号）～現在

欠本＝昭和32年（８月～12月）３３年～51年，

５２年（１月，３月～９月）５７年１月

大日

（大日社）月２回

昭和６年２月下旬（創刊号）～６年６月上旬

（８号）

欠本＝昭和６年３月下旬

大日本

（大日本社）月刊

大正４年４月（２巻４号）～11年10月（９巻

１０号）

欠本＝大正４年（４月を除く）５年，６年

（３月，８月，１２月）７年５月，８年（１月，

２月］５月，６月，８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９年（１月，３月，４月，６月～10月）１１年

（４月～８月）

大日本名所圖會

（東陽堂）不定期刊

明治43年２月（76号）～44年10月（92号）

欠本＝82号，８４号，８５号，８７号

大肥前

（大肥前社）月刊

昭和11年11月（６巻11号）～31年11月（26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11年12月，１３年～17年，１８年（７

月を除く）１９年～26年，２７年（１月～７月，

９月，１２月）２８年（８月，１２月）２９年（６月，

１０月～12月）３０年（２月，３月，９月～１２

月）３１年（１月～４月，６月～10月）

大白蓮華

（賞業之日本）月刊

大正７年５月（創刊号）～11年４月（５巻４

号）

欠本＝大正９年10月，１０年７月，１１年２月

※版元変更一大正９年４月より，大観社から

寳業之日本社

体協時報

（日本体育協会）月刊

昭和55年４月（320号～現在

大國民

（大國民社）月刊

明治43年11月（29号）～大正５年９月（８４

号）

欠本＝明治44年（８月，１０月，１１月）４５年，

大正２年（７月を除く），３月，４年，５年

（９月を除く）

第三文明

（第三文明社）月刊

昭和38年８月（30号）～56年９月（245号）

欠本＝昭和39年12月，４０年（５月，１０月，１２

月)，４１年～55年，５６年（１月～５月，１０月

～12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4年８月より，第三文明刊

行会から第三文明社

大樹

（大樹発行所）月刊

昭和25年２月（24巻２号）～34年４月（33巻

４号）

欠本＝昭和26年（２月，１１月）３２年（５月～

９月，１１月）３３年（５月～８月，１０月，１１

月）３４年（１月～３月）

大衆文学研究

（南北社）不定期刊

昭和36年７月（創刊号）～43年６月（22号）

大衆文藝

（二十一日會）月刊

大正15年１月（創刊号）～昭和２年７月（２

巻７号）

欠本＝大正15年（９月，１０月）昭和２年６月

大衆文藝
（新小説社）月刊

昭和14年３月（創刊号）～45年10月（30巻８

号）

欠本＝昭和14年（３月を除く）１５年～29年，

３０年（１月～４月）３２年９月，３３年～41年，

４２年（１月～10月）４４年12月

大正および大正人

（大正文化）隔月刊

昭和52年９月（創刊号）～54年５月（10号）

回

－４１１－ 



雨?悪用

（聖教新聞社）月刊

昭和31年７月（62号）～現在

欠本＝昭和32年（８月～12月）３３年～37年，

３８年（１月，２月，６月～12月）３９年～48年，

４９年（２月，３月）５４年12月，５５年（７月，
９月，１０月）５６年１月

大法輪

（大法輪閣）月刊

昭和９年10月（創刊号）４１年７月，４９年１１
月～現在

大民

（大民倶楽部）月刊

大正６年９月（２巻９号）～11年９月（８巻
９号）

欠本＝大正６年12月，７年（３月，６月，７

月，９月，１２月）８年（２月，５月，６月，

９月～12月）９年（３月，１０月を除く）１０年

（２月を除く）１１年（５月，９月を除く）

※版元変更一大正９年３月より，青年大民團

から大民團，９年10月より大民倶楽部，１１年

５月より大民社，１１年９月より大民倶楽部

ダイヤモンド経済情報

（ダイヤモンド社）旬刊

昭和46年６月１日（14巻28号）～49年３月２１
日（17巻９号）

欠本＝46年（７月１日)，４７年（８月～12月)，
４８年，４９年（３月21日を除く）

臨増＝昭和46年（７月，９月～11月）
ＤＩＡＤＩＯＮＤＢＯＸ 

（ダイヤモンド社）月刊

昭和55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太陽

（博文館）

明治28年１月（創刊号）～昭和３年２月（３４
巻２号）

欠本＝明治30年８月５日，３１年（４月５日，

７月５日～８月５日，９月５日，１１月20日～

１２月５日）３２年（１月20日，４月５日，７月

５日，８月20日）３３年（５月～10月，１２月）

３４年（８月，１２月）３５年（７月，９月，１０

月）３６年（１月～３月）３７年（１月～４月，

６月～８月，１２月）３８年（１月，３月，４月，

６月，１１月，１２月）３９年（３月，７月，１１月，

１２月）４０年（１月，２月，７月～12月）４１年

（２月～５月，７月，１０月，１１月）４２年（１

月，１２月）４３年９月，大正６年11月，８年３

月，１２年12月，１３年（２月～４月，６月，１０

月，１２月）１４年（２月～５月，７月，８月，

１０月）１５年（２月～５月，７月～11月）昭和

２年（３月，７月，８月）３年１月

臨増＝明治29年５月，３０年６月，３１年４月，
３２年（４月’６月，８月）３３年（４月、６

月）３４年９月，３５年（６月，１０月）３６年６月，
３７年（１月，６月，１１月）３８年（２月，６月，
１１月）３９年（２月，６月，１１月）４０年（２月，
５月，６月，１１月）４１年（２月，６月，１１

月）４２年（２月，６月，１１月）４３年（１月］

５月，６月，１１月）４４年（２月，６月，１１

月）４５年（２月，５月１６月，８月，９月）

大正２年（３月，５月，６月，１１月）３年

（５月，６月）４年（６月５日，６月１５日，
１１月）５年（５月，６月）６年（６月，９

月）７年６月，８年（５月，６月）９年（６

月，１０月）１０年（５月，６月）１１年５月，１２

年（５月，６月）１３年６月，１４年６月，１５年

（５月，６月）昭和２年（５月，６月，１１月）

※発行日変更一明治29年１月より，月刊を月

２回（５日，２０日）３３年１月より月刊

太陽

（筑摩書房）月刊

昭和32年10月（創刊号）～33年２月（２巻２
号）

大陽

（平凡社）月刊

昭和38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9年（１月～４月）

臨増＝昭和52年５月，５６年（10月，１１月，１２

月）５７年（３月，４月，１１月）

太陽／別冊

（平凡社）季刊

昭和56年６月（35号）～現在

大陸問題

（大陸問題研究所）月刊

昭和27年９月（１巻９号）～45年11月（19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27年（９月，１１月を除く），２８年

～40年，４１年（８月，１０月～12月を除く）

台湾

（台湾青年独立連盟広報部）月刊

昭和42年１月（創刊号）～44年12月（３巻１２
号）

台湾青年

（台湾独立聯盟）

昭和35年４月（創刊号）～55年５月（235号）

欠本＝昭和41年（10月～12月）４２年～44年，

４５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１２月）４６年～51年，５３年（５月，１０月を除

く）５４年（８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を除く）

回

－４１２－ 



＝ﾛ 

短歌

（角川書店）月刊

昭和47年９月（19巻９号）～現在

臨増＝昭和48年（１月，１１月）４９年１月，５０

年１月，５１年（１月，１２月）５２年12月’５３年

（９月、１２月）５４年12月，５５年12月，５６年１２

月

短歌研究

（短歌研究社）月刊

昭和31年９月（13巻９号)’５２年１月～52年

９月（34巻９号）

探険世界

（成功雑誌社）月刊

明治39年５月（創刊号）～42年１月（７巻２

号）

欠本＝明治39年（７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４１年（５月を除く）

臨増＝明治39年10月

探偵クラブ

（共榮社）月刊

昭和25年10月（１巻２号）～26年10月（２巻

９号）

臨増＝昭和26年８月

５５年〔２月～５月を除く）

※版元変更一昭和38年４月より台湾青年社か

ら台湾青年会，４０年９月より台湾青年独立連

盟広報部，４５年２月より台湾独立聯盟

高潮

（吉川弘文館）月刊

昭和39年２月（創刊号）～39年６月（５号）

欠本＝昭和39年４月

ダカーポ

（平凡出版）月２回刊

昭和56年11月20日（創刊号）～現在

宝島

（JICC出版局）月刊

昭和49年７月（１巻７号）～55年５月（８巻

６号）

欠本＝昭和50年９月～12月，５１年～54年，５５

年（５月を除く）

別冊＝昭和51年４月（１号）

多喜二と百合子

（多喜二，百合子研究会）月刊

昭和32年６月（５巻６号）～36年３月（９巻

１号）

欠本＝昭和32年（９月～12月）３４年３月，３５

年（６月，７月，１１月）

種蒔く人

（種蒔き社）

大正10年２月（創刊号）～10年４月（３号）

種蒔く人

（種蒔き社）月刊

大正10年10月（創刊号）～12年８月（５巻２

号）

臨増＝大正13年１月

旅

（日本交通公社）月刊

昭和21年12月（20巻12号）～現在

欠本＝昭和22年（１月を除く）２３年～25年，

２６年（７月，９月を除く）２７年（６月を除

く）２８年～31年，３２年（５月を除く）３３年，

３４年，３６年３月，５０年，５１年１月

旅人・寄寓者（旅人寄寓者社）不定期刊

昭和14年１月（創刊号）～15年７月（５号）

旅の手帳

（弘済出版社）月刊

昭和57年６月（75号）～現在

臨増＝昭和54年５月，５７年（６月，８月，１０

月）

ＤＡＢＵＤＡＢＯ 

（SPIN）隔月刊

昭和45年４月（創刊号）～48年１月（18号）

回
曰

チ

小さな蕾

（創樹社美術出版）月刊

昭和47年５月（47号）～現在

欠本＝昭和47年（６月～12月）４８年，４９年，

５０年（10月を除く）５１年，５２年，５３年１月，

５４年10月，５５年（１月，２月）

地球

（博文館）月刊

明治45年４月（創刊号）～大正２年６月（２

巻６号）

らくま

（筑摩書房）月刊

昭和44年５月（創刊号）～53年７月（111号）

智光

（大本山成田山新勝寺）月刊

昭和39年１月（創刊号）～51年９月（154号）

欠本＝昭和42年12月’４６年７月

知識

（世界平和教授アカデミー）季刊

昭和55年７月（19号）～現在

地上

（家の光協会）月刊

昭和25年２月（４巻２号）～現在

－４１３－ 



－.▼ 

欠本＝昭和25年（３月，５月～10月，１２月）

２６年（２月，４月～８月）３１年11月，４６年

（３月～５月）４７年６月，４８年（１月’７月）

５０年（７月，９月）

地上天国

（世界救世教出版部）月刊

昭和26年９月（28号）～45年３月（246号）

欠本＝昭和27年（１月，８月，９月）２８年

（１月，２月，４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２９

年（１月，４月，８月～10月）３１年１月，３８

年３月

知性

（河出書房）月刊

昭和13年５月（創刊号）～19年８月（７巻８

号）

欠本＝昭和16年（11月，１２月）１７年（７月↑

１０月）１８年（３月，５月，８月～12月）１９年

（１月’３月～６月）

知性

（河出書房）月刊

昭和29年９月（１巻２号）～32年４月（４巻

４号）

臨増＝昭和31年（４月，９月）

別冊＝昭和31年（７月，９月10日，９月30日，

１１月，１２月）

特集＝昭和31年（10月，１２月）３２年（１月，

２月）

茶と珈琲

（飲料通信社）月刊

昭和29年１月（創刊号）～30年８月（２巻８

号）

欠本＝昭和30年６月

中国画報

（東方書店）

昭和29年５月～54年10月（333号）

欠本＝昭和29年11月，３１年（９月，１０月）３３

年12月，４８年５月，５４年７月

臨増＝昭和33年（12月20日，１２月30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4年１月より，月刊を月

２回（５日，２０日）３６年１月より月刊

※版元変更一昭和31年11月より，國際書店か

ら極東書店，４２年２月より東方書店

中央公論

（中央公論社）月刊

明治30年２月（12巻１号）～現在

欠本＝明治30年（３月～10月，１２月）３１年

（１月を除く）３２年（１月～３月，６月～８

月，１０月，１２月）３３年，３４年（１月，２月，

４月，６月，７月，９月～12月）３５年（２月，

10月を除く）３６年（２月，９月，１２月）３７年

(10月’１２月を除く）３８年（１月，４月～７

月，１０月，１２月）３９年（１月，２月，４月，

５月，７月～９月，１２月）４０年（１月，６月，

11月，１２月）４１年（１月～４月，７月，８月，

10月～12月）４２年（３月，６月～９月）４４年

（９月，１２月）４５年（６月，７月，１２月）大

正２年（４月，７月，１１月）３年２月，５年

３月，６年（４月，７月，１０月）７年（２月，

12月）８年（２月，１０月）１０年１月，１２年１

月，昭和６年８月，８年（１月，３月）１８年

７月，１９年（５月，８月～12月）２０年，２６年

11月

臨増＝大正２年７月，８月７月，９年７月，

10年７月，１１年７月，１２年６月，１３年６月，

14年６月，昭和９年７月，１２年10月，１４年１０

月，２４年９月，２５年（１月，４月，７月，１０

月）２６年（３月，４月，６月，９月）２７年

（１月，１０月）２８年（７月，１０月）３１年８月，

32年（３月，５月）３３年11月，３４年（１月，

５月，７月，９月，１０月）３５年７月，３７年３

月，４３年11月，４５年12月，４６年（６月，１１

月）５４年12月，５５年（６月，８月）５６年（５

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別冊＝昭和56年（７月，９月）

※改題一明治32年４月より，「反省雑誌」か

ら「中央公論」

※版元変更一明治32年４月より，反省雑誌社

から反省社，大正３年１月より中央公論社

曰

中央公論経営問題

（中央公論社）季刊

昭和37年10月（創刊号）～57年３月（21巻１

号）

欠本＝昭和38年３月

臨増＝昭和42年３月，４６年11月，５４年（５月，

１１月）５６年（４月，８月，１１月）

中央公論経営問題w、

（中央公論社）月刊

昭和57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中央史壇

（国史講習会）月刊

大正９年５月（創刊号）～昭和２年５月（８７

号）

欠本＝大正11年（10月～12月）１２年（４月，

７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３年（１月，４月～10月，

１２月）１４年（８月，１２月を除く）１５年（４月，

９月を除く）昭和２年（２月～４月）

中外新論

（中外新論社）月刊

－４１４－ 



E剤

月を除く）４４年～46年，４７年（１月～８月を

除く）

※版元変更一昭和42年12月より，中国の会か

ら徳間書店

痴遊雑誌

（話術倶楽部出版部）月刊

昭和11年７月（２巻７号）～13年９月（４巻

９号）

欠本＝昭和11年（７月，１０月を除く）１３年１

月

臨増＝昭和13年11月

中小企業会

（日新報道）月刊

昭和42年10月（１巻４号）～44年６月（３巻

６号）

欠本＝昭和43年１月，４４年１月

調査月報

（内閣官房内閣調査室）月刊

昭和43年12月（13巻12号）～50年１月（20巻

１号）

欠本＝昭和44年（１月，２月，５月，８月）

４５年（１月，２月，５月，６月，８月）４６年

（10月を除く）４７年（１月～７月，９月，１０

月）４８年（５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９年（１月，

２月，４月～９月）

調査時報

（富士銀行調査部）月刊

昭和21年８月（創刊号）～39年９月（174号）

欠本＝昭和21年（８月を除く）２２年～27年，

２８年（３月～７月）２９年（２月，５月～１２

月）３０年（１月を除く）３１年（１月，２月，

７月，１０月，１２月）３２年（１月，２月，５月，

７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３３年（２月，４月，

５月，７月～12月）３４年（１月～３月，６月，

８月～12月）３５年（１月～８月，１０月）３６年

（１月を除く）３７年，３８年，３９年（９月を除

く）

調査週報

（國策研究會）週刊

昭和14年10月７日（創刊号）～15年12月21日

（２巻51号）

欠本＝昭和41年（11月４日～12月30日）１５年

（１月５日～４月13日）

調査情報

（東京放送調査部）月刊

昭和34年１月（６号）～現在

欠本＝昭和34年（８号，９号，１１号，１２号，

１４号，１５号）４１年６月，４６年２月

臨増＝昭和55年２月

大正６年10月（創刊号）～８年３月（３巻３

号）

欠本＝大正６年（10月を除く）７年（４月，

１２月を除く）８年１月

中學世界

（博文館）

明治31年９月10日（創刊号）～大正14年６月

（28巻10号）

欠本＝明治37年10月，３９年11月，４０年（９月

～11月）４１年２月，大正３月（２月，５月）

４月11月，６年１月，７年12月，８年（１月

～３月）１１年，１２年，１３年（１月～９月）１４

年（４月，５月）

臨増＝明治31年11月，３２年（３月，６月，９

月，１２月）３３年（３月，９月，１１月）３４年

（２月，６月’９月，１２月）３５年（３月，６

月’９月，１１月）３６年（３月，６月，９月，

１１月）３７年（３月，６月，９月）３８年（３月，

６月，９月，１１月）３９年（３月，６月，９月，

１１月）４０年（３月，６月１１１月）４１年（９月，

１１月）４２年（３月，６月，９月，１１月）４３年

（６月，１１月）４４年（３月，６月，９月，１１

月）４５年（３月，６月，１０月）大正２年（６

月，９月）３年（３月，６月）４年（３月，

６月，９月）５年（２月，５月，９月）６年

（２月，５月，８月）７年（２月，５月，９

月）８年（５月，９月）９年（２月，５月，

９月）１０年（２月，５月）１４年２月

※発行日変更一明治33年１月より，月２回

（10日，２５日）を月刊

中華週報

（中華民国駐日大使館）週刊

昭和34年12月29日（26号）～42年12月18日

（393号）

欠本＝昭和35年（１月19日～２月２日，６月

１４日，１０月４日，１０月18日～12月27日を除

く）３６年（３月30日，１１月30日）３８年（８月

８日～12月26日）３９年（１月５日～５月１８

日）４０年（10月25日）４１年（１月31日～２月

１４日，４月11日，５月９日～６月６日，６月

２７日，７月18日）４２年（１月16日～１月23日，

３月20日～10月16日，１１月６日，１１月13日）

臨増＝昭和34年（10月10日）３６年（６月15日，

１０月10日）３７年（10月10日）

中国

（徳間書店）月刊

昭和39年２月（２号）～47年８月（105号）

欠本＝昭和39年（１月，３月，８月～10月，

１２月）４０年（１～３月，１０～12月）４３年（８

曰

－４１５－ 



周

※版元変更一大正８年11月より，ミツワ文庫

発行所から帝國文學會

帝國民

（大道社）月刊

大正７年２月（２号）～12年11月（６巻９

号）

欠本＝大正９年（５月，１２月）
Ｔ･ＴＥＮＭｓ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手紙雑誌

（有楽社）月刊

明治37年３月（創刊号）～39年８月（３巻８

号）

欠本＝明治37年（３月，１１月を除く）３８年，

３９年（１月，２月，５月）

哲学雑誌

（哲学会）月刊

大正２年９月（319号）～３年12月（334号）

欠本＝大正２年（10月～12月）３年11月

鉄道ファン

（交友社）月刊

昭和37年６月（12号）～48年８月（148号）

欠本＝昭和37年（７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

３８年（11月を除く）３９年（１月～４月，６月

～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０年（１月～３月，６

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１年（１月～３月，

６月，８月～12月）４２年（４月，６月～９月，

１１月）４３年（２月，４月～６月）

臨増＝昭和44年12月

TennisClaSSic 

（日本文化出版）月刊

昭和55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寺小屋雑誌

（寺小屋教室）年２回

昭和50年５月（創刊号）～52年４月（５号）

傳記

（傳記学会）月刊

昭和９年10月（創刊号）～19年２月（11巻２

号）

欠本＝昭和９年11月，１０年（３月を除く）１１

年（６月を除く）１２年（２月を除く）１３年～

１５年，１６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２月）１７年（１月，５月，８月，１１月，１２

月）１８年（12月を除く）

※版元変更一昭和11年６月より，南光社から

傳記学会

傳説

（日本傳説学会）月刊

※改題一昭和36年１月より，「ＫＲＴ調査情

報」から「ＴＢＳ調査情報｣，３６年12月より

「調査情報」

※版元変更一昭和36年１月より，ラジオ東京

調査部から東京放送調査部

朝鮮窺眞蜜報

（朝鮮写真通信社）月刊

大正４年５月（創刊号）～４年11月（７号）

朝鮮文化

（朝鮮文化社）月刊

昭和37年７月（創刊号）～37年９月（３号）

潮流

（潮流社）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25年３月（５巻３

号）

欠本＝昭和21年12月，２３年（４月，１２月）２４

年（10月，１２月）

潮流ジャーナル

（恒文社）週刊

昭和42年５月７日（創刊号）～42年９月24日

（１巻21号）

貯蓄時報

（日本銀行貯蓄推進部）季刊

昭和32年７月（33号）～46年９月（89号）

欠本＝昭和33年３月，３８年（６月’１２月）３９

年（３月，６月を除く）

曰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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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綜合評論社）月刊

昭和47年12月（２巻12号）～現在

Today 

（文化出版局）月刊

昭和55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テアトロ

（テアトロ）月刊

昭和52年１月（407号）～52年11月（417号）

帝劇

（帝国劇場文芸部）月刊

昭和２年７月（56号）～４年４月（77号）

欠本＝昭和２年（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３年

（２月，３月，５月，６月，８月～12月）４

年（４月を除く）

臨増＝大正13年７月

帝國文學

（帝國文學會）月刊

大正８年１月（25巻１号）～８年12月（25巻

１２号）

－４１６－ 



南

１日，３月１日～５月１日，６月１日，７月

１日，８月１日’９月１日～12月15日）１９年

（１月１日，２月１日，３月１日，４月１日，

５月１日，７月１日，８月１日～10月１日，

１１月１日～12月１日）

東亜画報

（國際報道工藝）

昭和17年１月（２号）～19年５月（25号）

欠本＝昭和17年（２月，５月，８月’１１月）

１８年（13号～15号，７月）

東亜芸術

（東亜藝術社）月刊

大正３年４月（創刊号）～３年10月（１巻７

号）

東亜の光

（東亜協会）月刊

明治41年１月（３巻１号）～大正10年12月

（16巻12号）

欠本＝大正２年８月，３年11月，９年12月

統一評論

（統一評論社）

昭和36年11月（４号）～43年２月（47号）

欠本＝昭和39年３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0年７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東京

（実業の曰本社）月刊

大正13年９月（創刊号）～15年12月（３巻１２

号）

欠本＝大正13年（10月、１１月）14年（１月，

６月，８月～11月）１５年（４月，１０月）

同行

（同行社）月刊

昭和26年２月（創刊号）～46年１月（21巻１

号）

欠本＝昭和34年～37年，３８年（１月～11月）

３９年３月，４０年11月，４３年３月，４４年10月

とうきょう広報

（東京都広報室広報部）月刊

昭和28年５月（24号）～現在

欠本＝昭和28年（６月，１２月）２９年（１月，

１０月を除く）３０年（１月～４月）３１年４月，

３２年（２月，５月～７月）３３年（４月～６

月）３４年（４月，５月，７月，８月，１０月）

３５年（２月，４月，６月，７月）３８年（６

月）４０年７月，４６年（６月～10月，１２月）４７

年（12月を除く）４８年（10月，１２月を除く）

４９年（１月～４月，６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０年

（４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５１年（２月～４

大正15年６月（創刊号）～昭和２年２月（３

巻２号）

欠本＝大正15年12月，昭和２年１月

天地人

（霞山倶楽部）不定期刊

昭和28年４月（４号）～31年４月（18号）

欠本＝６号，１１号

臨増＝昭和30年５月

伝統と現代

（伝統と現代社）

昭和45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3年７月

臨増＝昭和52年８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7年３月より，月刊を隔

月刊

てんとう虫

（アダック）月刊

昭和45年９月（11号）～現在

欠本＝昭和45年（10月，１２月）４９年１２月，５４

年（７月，８月）５６年（３月，９月）

※改題一昭和56年11月より，「Union」から

「てんとう虫」

電波時報

（電波振興会）月刊

昭和27年10月（７巻10号）～37年９月（17巻

９号）

欠本＝昭和27年12月，２８年（４月～12月）２９

年（３月を除く）３０年（１月～５月，８月）

３１年（８月，９月）３４年（４月，５月）

展望

（筑摩書房）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53年７月（休刊

235号）

欠本＝昭和26年（10月～12月）２７年，３８年，

３９年（１月～９月）

天文と気象

（地人書館）月刊

昭和41年２月（32巻２号）５１年10月～52年８

月（43巻８号）

欠本＝昭和52年５月

ドイツ

（日燭出版協会）月２回

昭和16年７月20日（２巻６号）～19年12月１５

日（５巻24号）

欠本＝昭和16年（８月15日，９月15日，１０月

１５日～11月15日，１２月20日）１７年（１月１日，

３月１日～４月１日，５月１日，６月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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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年（１月１日～２月

曰
□

－４１７－ 



ｒＤＯ１民宿」

同盟グラフ

（同盟通信社）月刊

昭和15年11月（259号）～19年１月（297号）

東洋奇術新報

（東洋社）月刊

明治23年７月（創刊号）～24年１月（７号）

東洋思想研究

（亜細亜文化協会研究所）月刊

大正11年11月（創刊号）～12年３月（５号）

欠本＝大正11年12月，１２年１月

東洋思想研究

（金難学院東洋思想研究所）月刊

昭和14年10月（創刊号）～17年１月（28号）

欠本＝昭和15年（５月～７月，１１月）１６年

（３月，６月）

東洋時報

（東洋協会）月刊

明治42年９月（132号）～大正10年12月（279

号）

欠本＝明治42年（９月を除く）４３年～大正５

年，６年（７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７年

（２月～４月）８年（１月～３月，５月，６

月）９年（２月～７月，１１月）１０年（１月，

４月，５月，１０月）

東洋時論

（東洋経済新報社）月刊

明治43年５月（創刊号）～45年10月（３巻１０

号）

東洋戦争寅記

（博文館）旬刊

明治33年７月５日（創刊号）～33年12月13日

（17号）

臨増＝明治34年２月，３５年12月

道樂世界

（寅文社）旬刊

明治36年２月25日（21号）～40年３月15日

（157号）

欠本＝明治36年（２月25日を除く）３７年（１

月５日～５月15日，６月５日，６月25日，８

月25日～９月５日）３８年４月25日

時

（旺文社）月刊

昭和35年10月（３巻12号）～44年３月（12巻

３号）

欠本＝昭和43年３月

臨増＝昭和40年６月

※昭和35年９月より「週刊テレビ時代」「時

の窓」合併改題

月，６月，７月，９月～12月）５２年（１月～

６月，８月～10月）

臨増＝昭和43年（２月，３月７日，３月25日，

８月）４４年（１月，３月，６月）４５年（２月，

１２月）４６年（２月，３月５日，３月11日，９

月）４７年３月，４８年（３月，４月）４９年（３

月，４月’１１月）５１年11月，５２年（３月，１２

月）５３年（３月８日，３月３０日，４月，１１

月）５４年（２月～４月，１２月）５５年（１月，

３月，４月，１２月）５６年（３月，１２月）５７年

（３月５日，３月25日，６月）

東京日日マガジン

（東京日日新聞社）週刊

大正11年２月19日（創刊号）～８月13日（１

巻26号）

欠本＝大正11年４月９日

東京パック

（有樂肚）月３回刊

明治44年11月１日（７巻31号）４５年（６月１０

日～12月10日８巻31号）

統計集誌目録

（大阪府）月刊

明治42年１月（335号）～42年12月（346号）

同志

（同志発行所）

大正５年４月（創刊号）～５年12月（１巻９

号）

東南亜細亜

（東南亜細亜開発推進会）月刊

昭和28年11月（１巻３号）～30年７月（３巻

７号）

欠本＝昭和28年12月，２９年（７月～12月）３０

年（３月，５月）

動物たち

（日本動物愛護協会）不定期刊

昭和54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同朋

（同朋舎）月刊

昭和53年８月（２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５月

同方会誌

（同方会）不定期刊

明治36年９月（20号）～41年10月（30号）

欠本＝21号～24号，２６号，２７号

ＤＯ１民宿

（民宿情報センター）月刊

昭和49年12月（３巻12号）～51年11月（５巻

１２号）

※改題一昭和50年９月より「月刊民宿」から

□ 

－４１８－ 



可

を月２回（５日，２０日）

※昭和35年９月より「時の窓」から「時」に

合併改題

読書人

（読書人）週刊

昭和33年５月５日（223号）～現在

欠本＝昭和33年（６月16日，８月４日）３４年

８月３日・１０日合併，４０年６月２１日，４１年

（１月24日，２月14日，６月６日１１月14日）

４４年11月10日，４５年（12月14日，１２月21日）

４６年（２月15日，５月24日）５３年12月25日，

５４年２月５日

読書新聞

（日本出版協会）週刊

昭和25年４月５日（536号）～現在

欠本＝昭和25年（10月11日，１０月25日，１２月

２０日）２６年（１月17日，５月16日，９月５日，

１０月３日，１０月10日，１０月24日）２７年（４月

２日，４月16日，６月４日，６月18日，７月

２日～７月16日，９月８日，９月22日～10月

２０日，１１月３日～12月15日）２８年（２月２日

を除く）２９年（１月１日～２月８日，４月１２

日）３３年８月18日，３４年６月29日，３５年（２

月22日，２月29日）３８年５月20日，４１年６月

６日，８月８日～８月22日，１１月21日）４３年

１０月14日，４４年３月31日，４６年，４７年（５月

１日，１０月５日を除く）５３年12月25日，５４年

２月５日

※休刊一昭和44年（４月７日～６月23日）昭

和50年（６月30日～９月15日）

特選街

（マキノ出版）月刊

昭和54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掴立

（日本民族濁立運動）

昭和41年６月（15巻６号）～41年12月（15巻

１２号）

独立台湾

（台湾独立連合）不定期刊

昭和42年６月（創刊号）～45年２月（20号）

欠本＝11号，１２号，１４号～16号，１９号

濁立評論

（樹立評論社）

明治36年３月（２巻３号）～42年11月（８巻

７号）

欠本＝明治36年11月，３７年，３８年２月，３９年

１１月，４０年（７月～12月）４１年12月，４２年５

月

凋立評論

時の動き

（大蔵省印刷局）月２回刊

昭和36年５月１日（130号）～57年６月15日

（652号）

欠本＝昭和40年４月15日，４１年（２月15日，

４月１日’８月15日）４２年２月15日，４４年８

月15日，４５年（12月１日，１２月１５日）４６年

（１月１日～２月１日，３月１日～４月１日，

６月15日，１０月１日，１１月15日，１２月１日）

４７年（１月１日，３月15日～８月１日，９月

１日～12月15日）４８年（４月１日，５月１日

を除く）４９年（12月１日を除く）５０年（３月

１日～８月１日，９月１日，９月15日，１０月

１５日，１１月15日～12月15日）５１年（１月１日

～２月１日，３月１日～５月15日，６月15日，

７月１日，８月15日，１０月15日，１１月15日）

５２年（１月１日～２月15日，４月１日，５月

１日，５月15日，７月１日，７月15日，８月

１５日，９月１日～10月15日）５３年（１月１日，

１月15日，２月15日，４月１５日～６月１日，

８月１日，９月15日～12月15日）５４年４月１

日，５５年11月15日，５６年（１月15日，３月１

日，６月15日，８月１日）５７年６月１日

臨増＝昭和40年９月20日，４１年12月10日，４２

年11月25日，４６年６月５日，４７年３月20日，

５０年３月20日，５２年３月20日，５３年３月20日，

５６年（３月20日，８月20日）

※改題一昭和43年４月15日より「政府の窓」

から「時の動き」

時の課題

（時事問題研究会）月刊

昭和35年７月（４巻７号）３７年（１月，１１

月）３９年（４月，１１月）４０年２月，４１年（６

月，９月，１０月）４２年５月，４４年11月，４５年

（４月，１１月）５１年２月（20巻２号）

臨増＝昭和34年８月15日）４０年８月25日

時の法令

（政府刊行サービスセンター）旬刊

昭和26年４月３日（18号）～46年12月23日

（771号）

欠本＝昭和26年（１月３日～３月23日，４月

１３日～４月23日，５月13日～５月23日，６月

２３日～12月23日）２７年～43年’４４年（８月２３

日～９月23日）

時の窓

（旺文社）

昭和33年６月（創刊号）３３年９月５日，３４年

（４月20日，８月５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3年９月５日より，月刊

□ 

－４１９－ 



欠本＝昭和22年（５月～８月，１０月～12月）

トップライト

（世界社）月刊

昭和21年７月（創刊号）～22年３月（２巻３

号）

欠本＝昭和21年（８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２２年２月

とも

（ふるさと工房）月刊

昭和54年８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11月，５５年３月，５６年１月

富山県人

（富山県人社）月刊

昭和28年７月11日（449号）～現在

欠本＝450号～460号，462号～466号，468号，

469号，471号～476号，478号～482号，484号

486号，488号，489号，494号，572号､590号，

638号，693号～710号，759号，761号，763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9年９月より，月３回刊

を月刊

富山と東京

（富山と東京社）月刊

昭和31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3年（３月，４月，１２月）３５年５

月，３９年４月，４２年２月，４３年８月，４６年９

月～47年12月，４８年２月，４９年７月，５０年１１

月，５３年（３月，６月）

ドライバー

（八重洲出版）月２回刊

昭和57年８月20日（19巻18号）～現在
ＤｏＬｉｖｅ 

（青人社）月刊

昭和57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どり－む

（どり－む編集局）月刊

昭和40年12月（22号）～現在

欠本＝昭和41年，４２年（２月，３．４月合併

を除く）４３年（１月～９月，１１月）４４年６月，

４５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４６年（１月，

６月～12月）４７年（１月を除く）４８年（１月，

２月，４月～７月）４９年８月

トルーストーリー

（ロマンス社）月刊

昭和24年７月（１巻３号）～30年７月（７巻

５号）

欠本＝昭和24年（９月～12月）２５年（１月，

２月，４月，８月～12月）２６年～29年，３０年

（７月を除く）

ドルメン

（凋立評論社）月刊

大正２年12月（１巻11号）～５年８月（４巻

５号）

欠本＝大正３年（１月，10月，１１月）４年

（６月，７月を除く）５年（６月，８月を除

く）

都市問題

（東京市政調査会）月刊

昭和５年1月（10巻１号）～45年12月（61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５年（１月，４月を除く）６年～

４３年，４４年（１月，２月）

図書

（岩波書店）月刊

昭和31年５月（80号）～現在

欠本＝昭和31年（６月～８月，１０月）３２年

（２月，８月）

臨増＝昭和36年７月

図書館雑誌

（日本図書館協会）月刊

昭和55年８月（681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９月～56年12月

図書新聞

（図書新聞）週刊

昭和25年４月５日（39号）～現在

欠本＝昭和25年（４月26日～６月21日，７月

５日～10月25日，１１月22日，１２月６日～12月

２７日）２６年～28年，２９年（１月１日～２月６

日，４月３日､５月15日）３３年１月11日，３５

年（４月９日，６月18日）３６年９月16日，３７

年（２月３日，６月９日）３９年（２月１日，

３月７日）４０年（６月５日，９月11日）４１年

５月28日，４３年（１月20日～２月３日）４６年

（１月１日～５月29日）５０年６月21日～54年

７月21日，５５年（４月５日，８月23日，１１月

２９日）

臨増＝昭和30年７月２日，３４年（６月６日，

１０月31日）

都政

（東京都政調査会）月刊

昭和45年10月（15巻10号）～49年12月（19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46年（３月，５月，７月，８月）

４７年（７月～12月）４８年（２月～４月，６月

～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９年（１月～８月）

トップ

（トップ社）月刊

昭和22年４月（２巻１号）～23年１月（３巻

１号）

□ 

－４２０－ 



~TＵ 

※版元変更一昭和４年５月より，長崎文献社

から藤木博英社

流れ

（流れ社）月刊

昭和39年６月（12巻６号）～42年４月（15巻

４号）

欠本＝昭和40年７月，４１年８月，４２年（２月，

３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ＩｎＣ 

（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月刊

昭和43年１月（133巻１号）～55年12月（158

巻６号）

欠本＝昭和45年（６月，８月，９月，１１月，

１２月）４６年，４７年（１月～11月）５０年～53年，

５４年11月，５５年２月

ナップ

（戦旗社）月刊

昭和５年９月（創刊号）～６年11月（２巻１１

号）

欠本＝昭和５年10月

臨増＝昭和６年11月

波

（新潮社）

昭和42年７月（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４号，４７年12月，４９年６月

臨増＝昭和53年８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4年７月より，季刊を隔

月刊，４７年３月より月刊

ナーム

（水書坊）月刊

昭和50年３月（４巻３号）～54年４月（８巻

４号）

欠本＝昭和50年（４月，５月）５４年１月

※改題一昭和53年６月より「な－む」から

「ナーム」

※版元変更一昭和53年より，水書房から水害

坊

NumberoSportsGraPhicNumber 

N０．１ 

（ナンバーワン出版）

昭和53年１月（創刊号）～55年12月（33号）

欠本＝昭和55年（８月，９月）

南北

（南北社）月刊

昭和41年７月（創刊号）～43年10月（３巻１０

号）

欠本＝昭和41年８月，４２年３月

（岡書院）月刊

昭和７年４月（創刊号）～９年12月（３巻１２

号）

Tradepia 

（日商岩井）月刊

昭和54年４月（103号）～現在

ＴＲＥＮＤＳ 

（アメリカ大使館広報文化局）隔月刊

昭和47年８月（５号）～56年10月（60号）

欠本＝昭和47年10月，４８年２月，４９年８月，

５０年（２月，４月，１０月）５１年，５２年，５３年

（12月を除く）

ＤＯＮＤＯＮ 

（プロダクションDONDON）月刊

昭和53年１月（４巻１号）～54年５月（５巻

５号）

欠本＝昭和54年（５月を除く）

□
曰

ナ

内外社会問題調査資料

（内外社会問題調査所）旬刊

昭和４年７月１日（44号）～16年２月25日

（448号）

欠本＝昭和４年（７月１日を除く）５年（３

月17日を除く）６年（１月５日，５月15日，

５月25日，６月15日，８月５日～９月15日，

１０月25日～11月15日’１２月５日～12月25日）

７年～９年，１０年（10月５日と12月５日を除

く）１１年（１月５日～３月15日，４月15日～

５月５日，６月15日，７月25日～８月15日，

９月25日，１１月25日，１２月15日，１２月25日）

１２年（２月５日，３月15日を除く）１３年，１４

年（３月25日を除く）１５年（１月５日，１月

２５日，２月15日，３月１日～３月15日，４月

５日，４月15日，５月15日，６月５日～７月

５日，８月５日，８月15日，９月15日～12月

２５日）１６年（１月５日，１月15日）

ナイジェリア

（ナイジェリア大使館）不定期刊

昭和40年６月（２巻６号）～42年３月（４巻

１号）

欠本＝昭和40年（７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１年

（11月，１２月）

長崎談叢

（藤木博英社）不定期刊

昭和３年５月（創刊号）～昭和33年４月（３８

号）

欠本＝８号，１１号，２７号～29号，３２号～37号

－４２１－ 



（１月21日～２月４日，２月18日）

日曜報知

（報知新聞社）

昭和５年７月27日（創刊号）～12年２月21日

（262号）

欠本＝昭和５年（８月３日，８月17日，８月

２４日，９月14日，９月21日，１０月５日，１２月

２８日）６年（３月15日，３月22日，５月３日

～５月17日，６月14日，７月26日，１２月13日，

１２月27日）７年（２月14日，３月20日，３月

２７日，５月１日～５月22日，６月５日，６月

１９日，７月24日、８月14日，９月11日）８年

（１月１日，２月26日，３月12日，４月９日，

４月30日，５月７日，６月１８日～７月２日，

９月３日～９月17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22日～

１１月19日，184号～186号）９年（２月４日，

２月18日，４月１日，４月15日，６月３日～

７月１日）１０年（６月２日，７月７日，８月

４日）１１年（１月19日，２月２日，３月１日，

１０月４日）１２年（１月３日，２月７日）

臨増＝昭和５年（11月21日，１２月11日）６年

（１月21日，２月11日１２月26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９年１月より，週刊を月

２回刊

曰露協會報告

（日露協會）不定期刊

大正13年10月（16号）～昭和３年６月（３５

号）

欠本＝17号，２１号～31号，３３号，３４号

臨増＝大正14年11月，１５年12月

日露戦箏賞記

（育英舎）旬刊

明治37年８月22日（22号）～38年１月８日

（38号）

欠本＝明治37年（９月８日，１０月18日～10月

２８日，１１月18日，１２月８日，１２月28日）

臨増＝明治37年（５月，７月，９月，１０月，

１１月）３８年２月

日経広告手帖

（日本経済新聞社）月刊

昭和29年１月（創刊号）～30年10月（終刊２

巻10号）３２年１月（復刊１号）～46年10月

（15巻10号）

欠本＝昭和29年（３月，５月～９月）３９年１２

月，４０年～42年，４３年（４月，８月を除く）

４４年（１月，４月，７月を除く）４５年（２月

～12月）４６年（１月～９月）

日経ジャーナル

（日本経済通信社）月刊

曰
■■■■ 

￣ 

2120321 

（毎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44年11月（創刊号）～55年３月（131号）

別冊＝昭和45年12月，４６年12月，４７年12月，

４８年12月，４９年12月，５０年12月，５１年12月，

５２年12月

※0号（昭和44年10月）あり

※昭和55年４月より休刊

西陣グラフ

（西陣たより社）月刊

昭和46年７月（177号）～現在

欠本＝昭和46年（９月～11月）４７年（２月～

４月，７月～10月）４８年10月，５１年12月，５２

年（４月，６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５３年

（４月，９月を除く）５４年１月～55年11月

20世紀

（２０世紀社）月刊

昭和41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５月～11月）４３年３月，４５

年（２月，５月～12月）４６年（１月～５月）

４７年（３月～12月）４８年（１月～３月）４９年

６月

20世紀グラフ

（２０世紀出版）月刊

昭和41年６月（２号）～43年１月（16号）

欠本＝昭和41年（11月，１２月）４２年（１月，

２月，４月，７月，１１月）

日猫旬刊

（日燭旬刊社）月２回（10日，２５日）

昭和14年10月10日（85号）～16年12月10日

（131号）

欠本＝昭和14年12月25日，１５年（２月10日，

３月10日～５月25日，７月10日～12月25日）

１６年（１月10日～１月25日，２月25日～４月

２５日，６月25日，９月25日）

日米フォーラム

（永晃社）月刊

昭和38年２月（９巻２号）～46年４月（17巻

４号）

欠本＝昭和41年８月

日曜画報

（博文館）週刊

明治43年12月30日（創刊号）～45年３月３日

（２巻10号）

欠本＝明治44年（４月14日～５月７日，５月

２１日～10月22日，１１月５日～12月10日）４５年

－４２２－ 



戸１

号）

欠本＝昭和33年４月，３４年１月，３９年１月

日本一

（南北社）月刊

大正４年11月（創刊号）～10年11月（７巻１１

号）

欠本＝大正４年12月，５年（１月，２月，４

月～11月）７年２月，８年（２月，４月～７

月，９月，１１月）９年（１月，４月，１２月）

lo年（11月を除く）

臨増＝大正６年10月

曰本及日本人

昭和44年８月（６巻９号）～46年７月（８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45年（４月，６月，７月）４６年

（３月～６月）

臨増＝昭和45年（３月，７月，８月，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６年（１月，２月，７

月）

曰経ビジネス

（日経マグロウヒル社）

昭和45年３月（６号）～51年７月５日（165

号）

欠本＝昭和47年（１月７日，４月３日～８月

７日，９月４日～10月２日，１０月30日～12月

２５日）４８年１月８日，４９年（５月13日，７月

２２日，８月19日～９月２日，１０月14日，１１月

２５日～12月９日）５０年12月22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5年９月７日より，月刊

を隔週刊

日清戦争賢記

（博文館）旬刊

明治27年９月29日（４号）～29年１月７日

（50号）

日販通信（読者版）新刊月報

（日本出版販売）月刊

昭和32年３月25日（52号）～37年３月（104

号）

欠本＝昭和32年４月５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2年９月より，月２回

（５日，２５日）を月刊

曰販通信（書店版）

（日本出版販売）月刊

昭和37年４月（266号）～42年２月（329号）

臨増＝昭和39年４月，４０年３月，４１年２月

ＮＩＰＰＯＮ 

（日本エ房）不定期刊

昭和９年10月（創刊号）～19年９月（36号）

欠本＝昭和10年（３号）１６年（25号）１７年

（29号）３４号.３５号

日本

（行地社）月刊

大正14年（創刊号）～昭和７年３月（84号）

日本

（愛國出版社）月刊

昭和28年３月（１巻２号）～29年２月（１巻

１０号）

欠本＝昭和28年（４月，８月）

日本

（講談社）月刊

昭和33年１月（創刊号）～41年７月（９巻７

曰

（日本及日本人社）

明治21年４月18日（２号）～現在

欠本＝明治21年（８月18日～９月３日）２２年

(１月３日，３月３日～５月３日，６月３日

～７月３日，１１月18日～12月３日）２４年（１

月６日，１月27日～３月17日，４月７日～５

月19日，６月２日～12月29日）２５年，２６年

(10月20日を除く）２７年，２８年（１月５日～

６月20日，８月20日～10月20日，１１月20日～

12月20日）２９年（１月５日，２月５日～４月

20日，５月20日）３０年（８月５日，９月５日

～10月５日）３１年（２月５日，１２月５日）３２

年（１月５日，７月５日～７月20日，１０月２０

日，１１月20日，１２月20日）３３年（１月５日，

２月５日，３月５日，４月20日，５月20日，

６月20日，７月20日，１２月５日）３４年（１月

５日，２月５日，６月20日，７月20日～12月

20日）３５年，３６年（１月１日を除く）３７年

（１月20日～６月５日，７月５日，８月20日，

10月５日）３８年（６月５日～11月20日）３９年

２月５日，４０年１月５日，４１年（６月20日，

７月20日～10月５日）大正12年（９月15日～

12月15日）昭和８年（７月１日，１１月１日）

11年（10月～12月）１２年（２月，３月，５月

～７月，９月～12月）１３年（２月を除く）１４

年（２月を除く）１５年（11月，１２月を除く）

16年（５月～12月）１７年～25年，２６年（１月’

11月を除く）２７年（６月，７月を除く）２８年

～30年，３１年（７月を除く）３２年，３３年，３４

年（９月を除く）３５～42年，４３年（７月～９

月を除く）４４年～50年

臨増＝明治40年11月，４１年10月，４３年９月，

大正３年９月，４年10月，５年９月，６年９

月，７年（４月，９月）８年（４月，９月）

９年（４月，９月）１０年（４月，９月，１１

月）１１年（４月，９月）１２年４月，１３年10月，

14年10月，１５年（４月，１０月）昭和２年（４

－４２３－ 



句で

８月10日，１０月20日）３１年（８月１日，１２月

１日，１２月10日）３２年２月１日，３４年（３月

１日，４月20日，６月４日，８月１日，１０月

２０日）３７年11月１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7年８月１日より，月２

回を旬刊，３８年１月より月刊

日本少年

（寳業之日本社）月刊

明治45年11月（７巻13号）大正７年８月，８

年５月，９年（１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０年（２

月，８月）１２年４月，１３年（１月，４月）１４

年（１月，１２月）１５年１月，昭和２年９月，
３年１月，１１年１月，１２年４月（32巻４号）

臨増＝明治45年10月，大正４年３月，８年

（３月，９月）

日本魂

（日本魂社）月刊

大正５年（６月創刊号，８月，１２月）６年４

月，昭和７年（５月～９月１７巻９号）

日本談義

（日本談義社）月刊

昭和34年５月（189号）～41年１月（269号）

日ボン地

（東陽堂）月２回

明治38年12月５日（６号）～38年10月５日

（24号）

欠本＝明治38年（１月５日，２月５日，８月
２０日～９月５日）

日本之時事

（博文館）月２回

明治21年（５月１日創刊号，５月15日，１０月

１日，１２月１日）２２年５月21日（22号）

日本の将来

（潮出版社）

昭和46年５月（21号・復刊１号）９月，４７年
１１月（５号・復刊25号）

日本の進路

（日本新時代社）月刊

昭和54年７月15日（11号）～57年３月（４８

号）

欠本＝昭和54年（10月～12月）５５年（１月，
２月）５６年４月

日本の風俗

（日本の風俗研究所）月刊

昭和13年９月創刊号～15年２月（15号）

日本評論

（一元社）月刊

大正５年11月（19号）～６年11月（31号）

欠本＝大正６年（６月，８月，１０月）

月，１０月）３年（４月，１０月）４年６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26年１月より，政教社から

日本新聞社，４３年７月より日本及日本人社

※発行日変更一明治23年11月25日より月２回
を週刊，２８年７月より月２回，昭和10年９月

より月刊，４３年７月より隔月刊

日本カメラ

（日本カメラ社）月刊

昭和35年１月（136号）５０年９月，５１年，５２

年，５３年（１月～８月406号）

日本経済のうごき

（政治経済研究所）月刊

昭和44年３月（187号）～47年12月（232号）

欠本＝昭和44年（４月～12月）４５年，４６年，

４７年（１月，２月，８月，９月）

日本経済評論

（日本経済通信社）月刊

昭和27年９月（１巻４号）～28年３月（２巻

３号）

欠本＝昭和27年（10月，１１月）

日本國民

（日本園民社）月刊

昭和７年５月（創刊号）～７年11月（７号）

欠本＝昭和７年７月

日本産業

（日本産業社）月刊

昭和36年６月（199号）～39年11月，４３年1０

月（274号）

欠本＝昭和36年（６月を除く）３７年（１月～

５月）

日本週報

（日本週報社）

昭和21年11月３日～41年２月15日’５２年６月

２４日（608号）

欠本＝昭和21年（11月３日を除く）２２年，２３

年，２４年（５月１日，８月15日，１１月15日を

除く）２５年（１月１日，２月１日，３月１日，

４月１日，５月１日，７月１日～８月１日，

９月１日，１０月１日～11月15日，１２月15日）

２６年２月１日，２８年11月５日，２９年12月25日，

３０年（１月５日～２月５日，２月25日～10月

２５日，１１月15日～12月５日，１２月25日）３１年

（３月15日，７月５日を除く）３２年11月15日，

３３年（２月５日，１１月５日）３４年９月25日

臨増＝昭和25年８月30日，２６年（５月５日，

１１月３日，１２月25日）２７年（２月５日，３月

５日，４月20日，５月５日，６月20日，７月

１１日，７月20日）２８年（７月１０日，９月１０

日）２９年（３月20日，４月１０日’６月10日，

□ 

－４２４－ 



欠本＝昭和30年（８月，１０月）

ニューハウス

（ニューハウス出版）月刊

昭和51年８月（250号）～53年８月（274号）

欠本＝昭和51年（10月，１１月）５２年（１月，

６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５３年（２月，３月，

５月～７月）

ニューライト・ミュージック

（ヤマハ音楽振興会）月刊

昭和45年６月（２巻６号）～51年11月（８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45年（11月，１２月）４６年～48年，

４９年（１月，４月～９月’１１，１２月）５１年

（２月，３月）

臨増＝昭和49年８月，５０年（４月，９月，１２

月）

※改題一昭和51年４月より「ライト・ミュー

ジック」から「ニューライト・ミュージッ

ク」

女人藝術

（女人藝術社）月刊

昭和３年７月（創刊号）４年８月，５年10月，

６年12月（４巻12号）

人間

（鎌倉文庫）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26年８月（６巻８

号）

臨増＝昭和24年11月

人間専科

（人間専科社）月刊

昭和34年７月（創刊号）～36年８月（３巻８

号）

欠本＝昭和35年（４月～７月）

人間探究

（探究社）月刊

昭和25年５月（創刊号）～28年８月（35号）

欠本＝昭和27年９月

臨増＝昭和26年（５月，１２月）２７年（５月，

９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27年12月より，第一出版社

から人間探究社，２８年５月より探究社

人間の科学

（誠信書房）月刊

昭和38年７月（創刊号）～39年11月（17号）

欠本＝昭和38年（８月，９月）

人間の真理

（明玄書房）月刊

昭和39年12月（120号）～現在

欠本＝昭和40年（１月を除く）４１年～44年，

日本評論

（日本評論社）月刊

大正15年３月（創刊号）～昭和26年６月（２６

巻６号）

欠本＝昭和７年11月，８年10月，９年（１月，

４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１０年（１月，２月，

４月，６月，７月）２０年（１月を除く）２１年

（２月，４月，７月～10月，１２月）２２年（２

月～６月，８月～11月）２３年（１月，４月，

５月，９月，１１月）２４年（２月，３月，５月

～８月）２５年（１月，４月，５月）

臨増＝昭和５年10月，７年９月，８年７月，

１２年（８月，１２月）１３年１月

※改題一昭和10年10月より「経済往来」から

「日本評論」

日本評論

（益進會）月刊

大正６年４月（71号）～８年５月（96号）

欠本＝大正６年（５月～11月）７年９月

※改題一大正６年12月より「東京評論」から

「日本評論」

日本文化財

（奉仕会）月刊

昭和30年５月（創刊号）～32年６月（25号）

日本文蕊

（木人社）月刊

昭和９年２月（49号）～10年１月（58号）

欠本＝昭和９年（４月～６月）

ニューサイクリング

（ベロ出版社）月刊

昭和56年11月（206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12月

Ｎｅｗｔｏｎ 

（教育社）月刊

昭和56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昭和56年５月（１巻０号）あり

日本用水

（エ業出版社）月刊

昭和38年５月（３巻５号）～40年６月（５巻

６号）

欠本＝昭和40年４月

日本歴史

（実教出版）

昭和27年１月（44号）３０年（１月，４月８３

号）

ニューエイジ

（ニューェイジ社）月刊

昭和27年６月（４巻６号）～30年11月（７巻

１１号）

□ 

－４２５－ 



昭和26年９月（創刊号）～27年７月（９号）

農民文学

（日本農民文学会）季刊

昭和30年５月（創刊号）～36年５月（27号）

欠本＝２号～６号，９号，１０号，１２号，１３号，

１５号～17号，２４号，２５号

のびのび

（朝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49年３月（創刊号）～52年３月（４巻３

号）

欠本＝昭和49年４月，５０年（６月，９月）５１

年（２月，１０月）

ｎｏｎ・ｎｏ

（集英社）月２回（５日，２０日）

昭和47年９月５日（２巻16号）～現在

欠本＝昭和47年（９月20日～10月20日，１１月

２０日，１２月20日）４８年（２月20日，３月５日，

４月５日～７月20日，８月20日～12月20日）

４９年～53年，５４年（１月５日，２月20日～４

月20日）

臨増＝昭和56年２月15日

排句

（角川書店）月刊

昭和47年９月（21巻９号）～現在

臨増＝昭和47年12月，４８年12月，４９年12月，

５０年12月，５１年12月，５２年（９月，１２月）５３

年（10月，１２月）５４年（４月，１０月，１２月）

５５年（４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６年12月，５７年９

月

俳句研究

（俳句研究社）月刊

昭和37年１月（29巻１号）５２年１月～55年1０

月（44巻10号）

ハイファッション

（文化服装学院出版局）

昭和41年４月（29号）～55年２月（108号）

欠本＝30号～40号，４３号，４６号～64号，８７号

～104号）

臨増＝昭和55年１月

ＨＹＬＩＦＥ 

（ハイライフ出版部）

昭和52年１月（27号）～56年２月（77号）

欠本＝昭和53年（５月，６月，８月，１２月）

５４年５月

ハウスプラン

（産報）月刊

昭和47年４月（４巻４号）～55年８月（12巻

８号）

欠本＝昭和47年８月，４８年（８月，１１月）４９

４５年（７月を除く）４６年～53年，５４年（１月

を除く）５５年（８月，１２月を除く）

人情世界

（日本館本部）

明治29年７月（創刊号）～30年６月５日（２０

号）

※発行日変更一明治29年12月５日より，月刊

を月２回，３０年４月５日より旬刊

人情地理

（武侠社）月刊

昭和８年１月（創刊号）～８年５月（５号）

□
□
囚

ノ・ハ

農機ジャーナル

（マーケティング・ジャーナル）月刊

昭和55年６月（82号）～57年３月（103号）

欠本＝昭和56年（11月，１２月）

※改題一昭和56年６月よりｒＡＭＪ」から

「農機ジャーナル」

農業朝日

（朝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33年12月（13巻１２

号）

欠本＝昭和21年６月，２２年（３月，６月，１０

月）２３年（２月，３月，５月～９月，１１月）

２５年11月，２６年（８月～12月）２７年（１月～

１０月）２８年（１月，３月，７月～10月）

臨増＝昭和27年12月15日

農業の改良

（農業の改良協会）月刊

昭和34年７月（６巻７号）～44年７月（16巻

７号）

欠本＝昭和34年（８月，１０月）３７年２月

農村と都市をむすぶ

（全農林労働組合）月刊

昭和26年６月（創刊号）～33年10月（８巻１０

号）

欠本＝昭和26年（７月～11月）２７年（５月を

除く）２８年，２９年

※版元変更一昭和33年10月より，全食糧労働

組合から全農林労働組合

農民

（農民雑誌社）月刊

明治30年１月（79号）～32年２月（104号）

欠本＝明治30年（２月，４月）３１年（10月，

１１月）

農民文学

（農村文化協会）月刊

－４２６－ 



大正９年６月（６巻６号）～10年８月（７巻

８号）

欠本＝大正９年（８月，１０月）１０年７月

※改題一大正10年６月より「母」から「母と

子」

母の友

（福音館書店）月刊

昭和45年１月（200号）～47年１月（224号）

欠本＝昭和45年（３月，５月）

パブリックリレーションズ

（日本証券投資協會）月刊

昭和25年10月（創刊号）～28年1月（４巻１

号）

欠本＝昭和26年（８月，１０月）２７年１月

馬街

（日本中央競馬会）季刊

昭和54年３月（６号）～現在

欠本＝７号～14号

蓄薇族

（第二書房）月刊

昭和54年11月（82号）～現在

欠本＝83号～99号

ばれるが

（評論社）月刊

昭和49年７月（269号）～54年12月（328号）
ＶＡＮ 

（イブニング・スター社）

昭和21年11月（１巻６号）２２年（１月～１０

月）２３年（８月，９月，１２月）２４年（１月，

２月４巻２号）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ＴＫＣ政経研究会）月刊

昭和55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１月，２月）

犯罪科学

（武侠社）月刊

昭和５年６月（創刊号）～７年12月（３巻１６

号）

欠本＝昭和７年６月

臨増＝昭和６年12月，７年４月

犯罪公論

（文化公論社）月刊

昭和６年10月（創刊号）～８年12月（３巻１２

号）２３年11月（復刊１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23年11月より，四六書院か

ら文化公論社

犯罪賀話

（日本科学犯罪科学研究社）月刊

昭和７年１月（２巻1号）１１年11月～12年1０

年11月，５１年（１月，１０月）

ハガキ文學

（日本葉書會）月刊

明治37年10月（創刊号）～38年４月（２巻４

号）

欠本＝明治37年11月，３８年３月

馬上大學

（馬上大學社）

大正２年４月（創刊号）～２年７月（４号）

働く人

（友愛社）

昭和25年９月（創刊号）～25年12月（３号）

話

（文藝春秋社）月刊

昭和８年４月（創刊号）～15年５月（８巻５

号）

臨増＝昭和12年10月，１３年７月

話

（東京社）月刊

昭和26年12月（創刊号）～28年４月（３巻５

号）

別冊＝昭和27年12月

花椿

（資生堂出版部）月刊

昭和29年10月（復刊52号）～55年４月（358

号）

欠本＝昭和29年（11月，１２月）３０年～32年，

３３年（１月～11月）３４年（６月，７月，１２

月）３６年（４月，１０月）３７年（３月］６月～

１２月）３８年（２月～12月）３９年，４０年（１月

～11月）４１年（２月を除く）４２年（２月～７

月，１０月，１１月）４３年（１月，３月，５月を

除く）４４年（１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５年（１月，

２月，８月，１２月）４６年（５月，７月，１０月

～12月）４７年（３月，９月～12月）４８年（１

月～５月，１２月）４９年（11月を除く）５０年

（１月’８月～12月）５１年，５２年（１月～６

月，１０月～12月）５３年，５４年，５５年（１月～

３月）

話の特集

（話の特集）月刊

昭和41年２月（復刊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２月，３月）４３年（６月～

８月）４５年（１月～３月，５月）４６年（６月，

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７年（１月，３月を除

く）４８年（１月，３月，４月）５０年４月

臨増＝昭和49年６月

母と子

（成躍学園出版部）月刊

□ 

－４２７－ 



●P７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44年12月（創刊号）～45年６月（２巻６

号）

美術案内

（燭断社）不定期刊

昭和28年５月（創刊号）～39年３月（21号）

欠本＝８号

美術手帖

（美術出版社）月刊

昭和32年６月（126号）５１年１月～54年３月

（446号）

欠本＝昭和51年（３月、５月～10月，１２月）

５２年（11月，１２月）５３年，５４年（１月，２

月）

微笑

（祥伝社）月２回

昭和46年５月22日（創刊号）～現在

※版元変更一昭和48年11月17日より，小学館

から祥伝社

VISION・現代ビジョン

（経営ビジョンセンター）月刊

昭和55年２月（17巻２号）～現在

肥前史談

（肥前史談会）

昭和12年９月（10巻８号）１６年（３月，４月，

９月，１０月）１７年（４月，６月，８月16巻３

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17年４月より，月刊を隔

月刊

ＰＩＣ 

（創紀書房）月刊

昭和46年２月復刊号（５号）～47年２月（１７

号）

ＢＩＧtomorrow 

（青春出版社）月刊

昭和55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ＢＩＧＭＡＮ 

（世界文化社）月刊

昭和56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ＢｉｇMusic 

（講談社）月刊

昭和57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ピックリハウス

（パルコ出版）月刊

昭和50年11月（10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12月，５１年，５２年（１月～８

月）

筆心

（学苑社）月刊

月（４巻10号）

欠本＝昭和11年12月，１２年２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12年９月より，寶用雑誌社

から日本科学犯罪科学研究社

25anｓ（ヴァンサンカン）

（婦人画報社）月刊

昭和55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パンチＯｈ１

（平凡出版）

昭和43年６月（創刊号）～52年１月（10巻１

号）

欠本＝昭和43年（９月～12月）４４年，４５年，

４６年（１月～11月）４７年（１月～11月）４８年

（５月を除く）５０年（８月，９月）５１年（２

月，５月～12月）

臨増＝昭和49年２月，５０年６月

□
□
 

上

ぴあ

（ぴあ）

昭和51年11月（５巻11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12月，５２年８月，５３年（１月，

６月，７月，９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4年10月12日より，月刊

を隔週刊

ＰＨＰ 

（PI唖研究所）月チリ

昭和22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22年（５月～12月）２３年，２４年，

２５年（１月～５月，８月，１１月）２６年（４月，

８月）２７年（５月～７月）２９年（３月，１０

月）３０年（４月，８月）３１年（２月～３月）

３５年２月，３７年（９月～12月）３８年（１月，

２月，６月）４５年６月，４６年，４７年（１月～

８月）５２年３月，５３年４月，５５年５月

臨増＝昭和43年（４月，１１月）４５年７月，５２

年（１月，７月，１０月）５３年（６月，８月，

10月）５４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１２月）５５年（２月，４月，６月）

東大陸

（東大陸社）月刊

昭和18年１月（21巻１号）～18年10月（21巻

１０号）

ビジネス

（東洋経済新報社）月刊

昭和32年７月（１巻４号）～33年５月，３７年

４月，３７年７月（６巻７号）

ビジネスマン

－４２８－ 



可

欠本＝昭和30年12月

臨増＝昭和30年６月，３９年12月，４１年５月

表現

（表現社）月刊

大正10年11月（創刊号）１１年11月，１３年１月

（４巻１号）

※版元変更一大正13年１月より，二松堂から

表現社

評論

（河出書房）月刊

昭和21年２月（創刊号）～24年７月（34号）

欠本＝昭和21年７月，２３年９月，２４年（２月，

３月，５月）

ひろば

（国民懇話会）月刊

昭和36年２月（６巻２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２月を除く）３７年，３８年，

３９年（７月を除く）４０年（１月，１２月）４１年

（１月，２月）４２年（４月，７月）４６年（１

月，２月）４７年６月，５２年６月

※改題一昭和39年７月より，「はなしのひろ

ば」から「月刊ひろば｣，４１年10月より「ひ

ろぱ」

ひろば

（至光社）

昭和41年12月（32号）～50年９月（67号）

欠本＝33号～42号，４４号～53号，５６号～58号，

６０号

昭和39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9年（６月，７月，１１月）４０年

（４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３年４月，４６年

（３月，６月～12月）４７年，４８年，４９年（１

月～５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０年（１月，

３月～９月，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１５日，１２月１５

日）５２年５月，５３年（１月，７月）５４年８月

※昭和50年８月から12月の期間のみ月２回刊

人と日本

（行政通信社）月刊

昭和45年４月（20号）～現在

欠本＝昭和45年８月

臨増＝昭和53年10月

人と人

（協調会）月刊

大正11年５月（２巻５号）～14年８月（５巻

８号）

欠本＝大正11年６月，１２年，１３年、１４年（８

月を除く）

人の噂

（月旦社）月刊

昭和７年１月（３巻１号）～11年９月（７巻

９号）

欠本＝昭和７年12月，８年（１月，９月，１０

月）９年，１０年，１１年（９月を除く）

VinothbqUe 

（グループ・ヴィノテーク）月刊

昭和55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ＢＥ－ＰＡＬ 

（小学館）月刊

昭和56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批評

（番町書房）不定期刊

昭和33年11月（創刊号）～36年10月，４０年４

月（復刊１号）～43年６月（12号）

欠本＝２号，３号，５号～11号，復刊９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34年５月～36年10月の間に

現代社から論争社，４０年４月より南北社，４２

年４月より番町書房

※昭和36年11月～40年３月の間一時休刊

ひむがし

（新國學協會）月刊

昭和17年11月（２巻11号）～19年７月（４巻

７号）

欠本＝昭和17年12月，１８年（１月～10月）

評

（評論新社）月刊

昭和29年５月（創刊号）～41年７月（13巻８

号）

ロ
ロ

フ

ファイナンス・ダイジェスト

（大蔵財務協会）月刊

昭和25年12月（４巻12号）～28年７月（７巻

６号）

欠本＝昭和26年（４月，７月，１２月）２７年

（２月，８月～12月）２８年（１月～３月，５

月）

臨増＝昭和27年（１月，６月）

ファイプル

（月刊同友社）月刊

昭和49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２月，７月）５１年（２月，

８月）５２年２月，５３年２月’５５年４月

※改題一昭和51年４月より「月刊同友」から

「ファイプル」

ファイン

（日之出出版）月刊

昭和55年１月（３巻１号）～現在

－４２９－ 



ｍ－ｌＰ１Ｗ： 

大正14年２月（57号）～昭和15年５月（229

号）

欠本＝76号，７８号～81号，115号，128号～

137号，139号～204号，206号～208号，213号，

214号，216号，223号，227号，228号

夫婦生活

（夫婦生活社）月刊

昭和25年５月（11巻５号）～29年10月（15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25年（６月～12月）２６年（１月，

２月，５月，８月，１２月）２７年（９月，１１

月）２８年（１月，４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２９年（１月，５月，７月）

臨増＝昭和25年６月

ＦＡＣＥ 

（フェイス出版）月刊

昭和39年８月（創刊号）～46年12月（６巻１２

号）

欠本＝昭和39年（９月～12月）４０年（１月，

２月）４２年（４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５年９月，

４６年（２月～11月）

※休刊一昭和43年より45年８月

フォークリポート

（アート音楽出版）

昭和44年１月（創刊号）～47年秋（４巻４

号）

欠本＝昭和45年（２月，６月，８月）４６年春

※改題一昭和46年より、「うた・うた・うた」

からｒフォークリポー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6年より月刊を季刊
ＦＯＣＵＳ 

（新潮社）週刊

昭和56年10月30日（創刊号）～現在

フォト

（時事画報社）月２回刊

昭和36年５月１日（150号）～53年３月15日

（555号）

欠本＝昭和45年（12月１日，１２月15日）４６年

～48年，４９年（１月１日，２月１日，５月１

日’５月15日，６月15日，１１月１日）５０年

（５月15日，６月１日，８月１日～９月１日，

１２月１日）５１年（６月１日，７月15日，８月

１日，１２月15日）５２年（２月１日，３月15日，

５月１日１６月１日，６月１５日，７月15日，

８月15日～10月１日，１１月15日，１２月１日）

武侠世界

（武侠世界社）月刊

大正元年１月（創刊号）～12年４月（12巻５

号）

欠本＝昭和55年２月～56年６月

FamilyscienceUTAN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57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フィッシング

（産報）月刊

昭和47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8年３月

フィルムセンター

（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フィルムセンター）

昭和46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14号～16号，１８号，１９号，２２号～26号，

３０号，３２号，３４号，３８号，４０号，４３号

風景

（悠々会）月刊

昭和35年10月（創刊号）～51年４月（終刊

号）

欠本＝昭和45年12月’４６年（１月，２月）４７

年１月，４９年11月

風俗画報

（東陽堂）

明治22年２月10日（創刊号）～大正２年７月

５日（447号）

欠本＝14号，１５号，２３号，３２号，３５号，３６号，

４６号，８５号，９０号，162号，183号，193号，

222号，239号，269号，273号～283号，286号

294号，295号，297号，301号～304号，306号，

308号～311号，313号，315号，317号，319号，

321号～326号，328号，329号，333号，335号，

342号’344号，345号’348号～352号，355号

～382号，384号～389号，391号～395号，４０１

号～411号，414号～445号

臨増＝明治26年（11月30日１２月28日）２７年

（１月30日，２月25日）２９年（５月25日，１１

月20日，１２月20日）３０年（６月26日，７月２６

日，９月26日，１０月26日）３３年10月28日’３４

年（７月10日，１１月28日）３５年（５月10日，

８月５日，１０月25日）３６年（１月25日，１０月

２５日）３７年（２月25日，３月25日，８月10日，

９月25日，１０月２日，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３日，

１２月15日）３８年11月１日

※「風俗画報綜覧」「風俗画報索引」あり

風俗奇認

（文献資料刊行会）月刊

昭和42年８月（109号）４４年６月，４５年（３

月，７月）４８年10月（204号）

臨増＝昭和44年７月，４５年７月

風俗研究

（内外出版）月刊

曰

－４３０－ 



欠本＝大正元年（２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１２月）２年８月，４年（５月を除く）５年

（８月を除く）７年（４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９年（９月，１０月）１２年（１月～３月）

臨増＝大正元年（５月，９月，１１月）２年

（１月，４月，７月，10月）３年６月，４年

４月’６年１月，７年（５月，７月）８年

（４月，５月）９年（５月，７月）１０年（１

月，６月）１１年（１月，５月，７月）

複十字

（結核予防会）

昭和30年７月（３号）～48年１月（109号）

欠本＝昭和35年７月，３７年１月，４０年（３月，

７月）４３年７月，４６年，４７年

別冊＝昭和35年２月，４０年12月

富士ジャーナル

（富士ジャーナル社）月刊

昭和40年６月（11巻６号）～現在

欠本＝昭和41年８月，４２年９月，４４年10月～

５２年12月

婦女界

（婦女界社）月刊

大正４年10月（12巻４号）１２年４月，１３年

（２月，５月）１４年（２月，５月，１０月）昭

和２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１０月，１２

月）３年（１月，２月，６月，７月，９月，

１１月，１２月）４年（２月～７月40巻１号）

婦人

（白水社）月刊

大正６年５月（５号）～８月（８号）

婦人朝日

（朝日新聞東京本社）

昭和17年（11月４日創刊号～11月18日）２１年

７月～33年12月（13巻12号）

欠本＝昭和21年（９月～12月）２２年（１月，

７月～９月，１１月）２３年（１月，３月を除

く）２４年（１月，４月，８月を除く）２５年

（１月～３月，９月～12月）２６年，２７年，２８

年（１月，２月，４月～６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17年２月～21年７月の間

に週刊を月刊

婦人画報

（婦人画報社）月刊

明治40年（３号）～現在

欠本＝明治40年（11月，１２月）４１年３月，４２

年（５月，７月）４３年２月，４４年（２月，７

月Ⅲ１１月を除く）４５年（９月，１０月を除く）

大正２年（１月，６月，８月）３年（１月～

６月）５年11月，６年（６月，８月，１１月）

１２年（１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２月）１３年

（２月，３月，１０月）１５年11月，昭和４年９

月，７年（２月，３月を除く）８年～25年，

２６年（８月を除く）２７年（12月を除く）２８年

（11月を除く）２９年（３月，８月を除く）３０

年（12月を除く）３１年（３月を除く）３２年

（１月～４月、６月）３７年（６月，１０月～１２

月）４６年（２月～12月）４７年１月

臨増＝明治41年（１月，６月，１０月）４２年４

月，４３年１月’４４年１月，４５年１月，大正３

年（１月，６月）４年11月，７年５月，９年

５月，１０年10月，１１年５月，１４年５月，昭和

２年１月，５年11月，９年４月

婦人倶楽部

（講談社）月刊

大正10年６月（２巻６号）昭和２年10月，３

年（７月，１２月）４年（５月，１１月）６年

（３月～６月，８月）７年（２月，３月，８

月’１０月，１２月）８年（１月～６月）１０年６

月，１７年（１月，２月）２８年（６月，８月）

２９年（４月，６月）３０年３月，３６年１月，３７

年７月，３８年（４月，１０月）４０年（２月，５

月）４１年（６月～９月，１２月）４２年３月，４３

年（２月，８月，９月）４４年（４月，７月～

１１月）４５年，４６年（２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４７年，４８年（４月，６月，８月）４９年

（１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５０年（２月～５

月，８月，１０月～12月）５１年（１月，２月，

４月，５月，１０月）５２年９月，５３年（７月，

８月，１１月）５４年（３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１月，１２月）５５年（２月～６月61巻６号）

婦人公論

（中央公論社）月刊

大正５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大正13年（６月，７月）昭和５年１月，

９年（９月～11月）１５年（９月～12月）１８年

（７月～10月，１２月）１９年４月～21年４月，

４１年12月

臨増＝昭和28年３月，３４年（３月，６月，８

月）３５年（５月，１０月）３６年（３月，６月，

９月～11月）３７年（１月，６月，８月）４２年

１月，５４年12月’５５年（６月，９月）５６年１０

月，５７年11月

別冊＝昭和55年（７月，１０月）５６年（１月，

４月，７月，１０月）

婦人子供報知

（報知新聞社）月２回刊

昭和６年３月11日（創刊号）～11年11月22日

（137号）

□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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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本＝２年（１月１日，１月15日，２月15日

～３月１５日）

婦人文芸

（婦人文芸の会）

昭和31年11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８号，１４号，１８号～20号，２９号，
３０号，３２号，３８号，４６号～49号

二つの世界

（二つの世界社）月刊

昭和30年８月（創刊号）～32年３月（３巻３

号）

欠本＝昭和31年２月～５月

二人自身

（光文社）月刊

昭和38年４月（３巻４号）～41年３月（６巻

３号）

ふたりの部屋

（主婦の友社）隔月刊

昭和54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16号

ブッククラブ情報

（全日本ブッククラブ）

昭和45年１月（創刊号）～47年２月（10号）

Books 

（Booksの会）月刊

昭和26年（２月12号，５月）３４年４月～37年

１２月（151号）

欠本＝昭和37年（７月，９月，１１月）

不同調

（新潮社）月刊

大正14年７月（創刊号）～昭和４年２月（８

巻２号）

欠本＝大正15年９月，昭和２年（１月，１０月

～12月）３年（２月～10月，１２月）４年１月

不平

（公平會）月刊

大正７年８月（創刊号）～11月（４号）

欠本＝大正７年10月

部落

（部落問題研究所）月刊

昭和44年１月（21巻１号）～45年12月

欠本＝昭和44年（２月，３月）４５年（６月，

８月）

フリージャーナル

（貴稿会）

昭和47年６月（２号）～51年10月

欠本＝昭和47年８月

ＢＲＵＴＵＳ 

（平凡出版）月２回刊

欠本＝昭和６年（20号）７年（24号）８年

（62号～68号）９年（69号，７０号，７４号，９１

号）１０年（115号を除く）１１年（116号，１１８

号，120号～126号，128号～132号，135号，

136号）

婦人サロン

（文藝春秋社）月刊

昭和４年９月（創刊号）～７年12月（４巻１２

号）

欠本＝昭和４年11月，７年３月

婦人生活

（婦人生活社）月刊

昭和37年３月（16巻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37年４月～40年12月，４１年（２月，

１２月を除く）４２年（１月，３月を除く）４３年

（１月を除く）４４年，４５年（７月を除く）４６

年，４７年，４８年（９月を除く）４９年４月，５０

年８月，５１年（２月，５月～12月）５２年～５４

年，５５年（１月～７月）

婦人世界

（寶業之日本社）月刊

明治39年（１月創刊号，９月),､４０年９月，

４１年11月，４２年（４月，９月，１０月）４３年

（１月’７月）大正元年（６月～８月）２年

９月，３年（２月，７月，８月，１１月）４年
１月，５年11月，６年１月，１０年（８月，９

月，１１月）１１年（１月，３月，４月，６月，

８月）１２年（２月，３月，７月，１０月）１３年

１０月，１４年９月，昭和３年９月，４年５月

婦人世界

（婦人世界社）月刊

昭和26年（３月５巻３号，５月）２７年11月

（６巻11号）

婦人と暮し

（潮出版社）月刊

昭和51年３月（14号）～現在

欠本＝18号～22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2年より，隔月刊を月刊

婦人之友

（婦人之友社）月刊

大正２年４月（７巻４号）３年（３月，８

月）４年３月，１０年（１月，２月，５月，６

月，８月～10月，１２月）１１年（６月，７月，

１０月）１２年５月，昭和38年（４月’５月）５１

年９月（70巻９号）

婦人評論

（朝報社）月２回（１日，１５日）刊

大正元年９月15日（創刊号）～２年４月１日

（２巻７号）

曰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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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社）

昭和50年11月（創刊号）～57年１月（８巻１

号）

プロメテウス

（創造）

昭和52年11月（創刊号）～55年５，６月（１６

号）

欠本＝２号

プロレタリア科學

（プロレタリア科學研究所）月刊

昭和４年11月（創刊号）～８年10月（５巻９

号）

欠本＝昭和６年10月，７年５月，８年（２月，

４月～６月，８月）

臨増＝昭和６年（６月，１１月，１２月）７年

（２月，３月）８年11月

プロレタリア科學研究

（プロレタリア科學研究所）

昭和６年５月（創刊号）～７年12月（４号）

プロレタリア文化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聯盟）月刊

昭和７年１月（２巻１号）～９年１月（３巻

９号）

欠本＝昭和７年（４月～８月，１０月）８年

（１月を除く）

プロレタリア文學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作家同盟）月刊

昭和７年１月（創刊号）～８年10月（２巻６

号）

欠本＝昭和８年３月

臨増＝昭和７年（４月，６月）

文化

（日本文化学院）月刊

大正９年１月（創刊号）～14年５月（８巻５

号）

欠本＝大正９年（４月，６月～12月）１０年

（４月～６月，８月）１１年（６月～12月）１２

年（１月，７月～10月）１３年（３月，６月～

１２月）１４年（１月，２月，４月）

文化

（警文化協会）月刊

昭和20年12月５日（創刊号）３８年１月～40年

１１月（17巻11号）

欠本＝昭和38年（３月～５月，８月～11月）

３９年（10月～12月）４０年（２月，４月～１０

月）

※改題一昭和39年５月よりｒ警察文化」から

「文化」

文化活動資料

昭和55年７月１日（創刊号）～現在

古本屋

（荒木伊兵衛書店）

昭和２年４月（創刊号）～５年５月（９号）

欠本＝３号，４号

臨増＝昭和４年（５月，８月）

Brunnen 

（郁文堂）年10回発行

昭和57年４月（242号）～現在

プレイガイドジャーナル（関西版）

（プレイガイドジャーナル社）月刊

昭和46年１月（５号）～52年４月（70号）

欠本＝６号～８号，１０号～18号，２２号，２６号，

２８号～42号’４４号～53号，５５号’６８号

プレイガイドジャーナル（名古屋版）

（プレイガイドジャーナル社）月刊

昭和48年３月（10号）～51年２月（46号）

欠本＝昭和48年４月，５０年（３月，６月，９

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１年１月

プレイボーイ

（集英社）週刊

昭和41年11月15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１月17日，４３年９月３月，４５

年12月15日～46年６月１日

臨増＝昭和42年（８月15日，１１月15日）

PLAYＢＯＹ 

（集英社）月刊

昭和50年８月（２号）～現在

プレジデント

（プレジデント社）月刊

昭和49年１月（12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２月，５１年（10月，１２月）５２

年（２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49年９月，５０年９月，５１年９月

別冊＝昭和54年11月，５５年９月，５６年10月

※版元変更一途中ダイヤモンド・タイム社か

らプレジデント社

ブレーン

（誠文堂）月刊

昭和36年11月（１巻５号）～現在

欠本＝昭和36年12月，３７年（２月，６月～１２

月）３８年（１月，２月，５月，７月，８月，

１０月～12月）３９年（２月を除く）４０年（２月

を除く）４１年，４２年（11月を除く）４３年，４４

年（３月を除く）４５年～53年，５４年（１月～

３月）

臨増＝昭和46年６月15日

別冊＝昭和54年９月

プロ麻雀

曰

－４３３－ 



文化集団

（文化集団人）月刊

昭和８年５月（創刊号）～９年12月（２巻１２

号）

欠本＝昭和８年（６月～12月）９年（１月～

３月，５月’６月，９月）

文化生活

（国際文化情報社）月刊

昭和28年５月（創刊号）～34年10月（７巻１０

号）

欠本＝昭和28年６月，３０年（４月，９月）３１

年３月，３２年（７月，９月）３３年（１月～３

月，７月，１２月）３４年（１月，２月，４月，

８月，９月）

※改題一昭和34年６月より「画報文化生活」

から「文化生活」

文化の基礎

（文化生活研究会）月刊

大正13年11月（４巻11号）～14年５月（５巻

５号）

欠本＝大正14年２月

※改題一大正14年１月より「文化生活の基

礎」から「文化の基礎」

文化評論

（新日本出版社）月刊

昭和36年12月（創刊号）～57年６月（254号）

欠本＝昭和39年11月，５５年10月，５６年（１月

～４月，７月）５７年（１月～５月）

臨増＝昭和42年10月，４５年12月，４７年９月，

４９年11月，５０年10月，５１年４月

文具と事務機

（ニチマ）月刊

昭和57年１月（685号）～現在

文蕊

（改造社）月刊

昭和８年11月（創刊号）～19年３月（12巻３

号）

欠本＝昭和９年（10月，１２月）１０年（11月を

除く）１１年８月，１５年７月，１８年（11月，１２

月）１９年２月

文蕊

（河出書房）月刊

昭和20年（５．６月合併２巻５号，９．１０月

合併）２２年４月，２３年10月，２５年８月，２７年

６月，２９年（２月，５月）３０年（４月～６月，

１０月，１２月）３１年（５月，７月，８月13巻１２

号）

臨増＝昭和29年（９月25日，１２月５日）３０年

（３月１日，６月10日，８月５日，８月25日，

（全国文化運動協会）

昭和40年９月１日（83号）～45年12月（189

号）

欠本＝昭和41年７月15日，４５年３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4年４月より，月２回刊

（１日，１５日）を月刊

文化画報

（東京同文館）

大正15年３月（１巻２号）～15年８月（１巻

７号）

欠本＝大正15年７月

文学

（岩波書店）月刊

昭和８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８年（９月～12月）９年，１０年

（８月を除く）１１年～21年，２２年（８月を除

く）２３年～26年，２７年（７月を除く）２８年

（12月を除く）３４年（６月～12月）３５年，３６

年（４月を除く）３７年（７月を除く）３８年～

４２年，４４年～47年，４８年（１月，２月）

文學界

（文藝春秋）月刊

昭和８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８年12月，９年（３月～５月，７

月，１０月～12月）１０年，１９年（５月～12月）

２０年，２１年、２２年（１月～６月）２３年（４月

～６月，８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２４年（１

月，２月，７月）２６年（６月，７月）２７年

（２月，４月，５月，９月）３５年12月，４２年

１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９年６月より，文化公論社

から文圃堂書店，１１年４月より文学界社，１１

年７月より文藝春秋

文学雑誌

（文学雑誌発行所）不定期刊

昭和43年８月（45号）～現在

欠本＝49号～53号，５６号

文学時代

（新潮社）月刊

昭和４年５月（創刊号）～７年７月（４巻７

号）

欠本＝昭和４年11月，６年１月，７年６月

文化雑誌

（新文化協會）月刊

昭和13年４月（４巻３号）～13年９月（４巻

９号）

欠本＝昭和13年（５月，７月）

※改題一昭和13年９月よりｒ新文化」から

「文化雑誌」

曰

－４３４－ 



号）

欠本＝昭和12年３月

文蕊時代

（金星堂）月刊

大正13年10月（創刊号）～15年11月（３巻１１

号）

欠本＝大正14年（３月～８月，１０月，１１月）

１５年（４月～７月）

文藝春秋

１２月５日）３１年（３月５日，４月５日，５月

１５日，１０月５日，１０月15日，１１月５日）３２年

（２月15日１３月10日）

文蕊

（河出書房新社）月刊

昭和37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7年４月，４２年１月，４３年（６月，

７月，９月～12月）４４年，４５年，４６年（２月

を除く）４７年～50年，５１年（１月～６月）

臨増＝昭和46年７月

文芸朝日

（朝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37年５月（創刊号）～40年９月（41号）

欠本＝昭和37年（６月～10月，１２月）

文蕊市場

（文藝市場社）月刊

大正15年１月（２巻１号）～昭和２年７月

（３巻７号）

欠本＝大正15年（２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１月，１２月）昭和２年（１月～５月）

文蕊往来

（鎌倉文庫）月刊

昭和24年１月（創刊号）～24年10月（３巻９

号）

文藝倶樂部

（博文館）月刊

明治28年（２月１巻２号，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２９年（１月～３月，６月～11月）３０年

（１月，２月，４月～６月，９月～11月）３１

年（２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３２年（４月，７月，８月，１１月）３３年（１月，

２月，４月，５月，８月，１２月）３４年（２月，

３月，７月）３５年（２月，４月，９月～１２

月）３６年（１月，２月，４月，１０月）３７年

（１月，４月）３８年７月，３９年４月，４０年

（２月，３月，７月，１０月）４１年（３月，４

月，６月）４２年１月，４３年（１月，１１月）４４

年２月，４５年（２月，４月）大正２年（４月，

１０月）３年２月，９年１月，１０年11月，１１年

（１月，４月，７月）

臨増＝明治29年７月，３０年（１月，４月）３１

年（３月，７月）３２年（４月，１１月）３３年７

月，３６年10月，３７年（１月，４月）３８年４月，

３９年４月，４１年（４月，１０月）４３年（１月，

１０月）４４年（７月，１０月）大正７年４月，昭

和２年４月

文藝懇請會

（文藝懇話會）月刊

昭和11年１月（創刊号）～12年５月（２巻５

曰

（文藝春秋）月刊

大正12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大正12年（７月，９月～12月）１３年６

月，昭和２年11月，３年（１月，４月，７

月）４年（１月，２月）５年６月，６年９月，

７年10月，１０年１月，２０年（３月～９月）２１

年（４月，６月）２２年２月，２５年７月，３８年

２月

臨増＝昭和５年７月，１２年（８月～12月）１３

年（２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２月）１４年

（１月～５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５年（２

月～４月，８月）１７年（４月，５月）２１年５

月，２４年（７月，１２月）２５年（３月，８月，

１０月，１２月）２６年（２月，４月，７月，９月，

１２月）２７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１２月）２８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２

月）２９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３０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３１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１１月）３２年（２月，４月，６月，８月，１０月，

１１月）３３年８月，３５年８月，４３年10月，４４年

８月，４６年９月，４７年（６月，９月，１１月）

４８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１１月，

１２月）４９年１月，５４年11月，５６年（７月，１２

月）５７年（４月，１１月）

文蕊春秋デラックス

（文藝春秋）月刊

昭和49年５月（創刊号）～54年９月（終刊

６５号）

臨増＝昭和50年２月

文蕊春秋／別冊

（文藝春秋）

昭和21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１５号～32号，３４号，３５号，３７号，

３８号，４０号～44号，４６号，４７号，４９号～58号，

６１号，６３号～76号，７８号～100号，114号

文蕊世紀

（文藝世紀社）

昭和14年９月（創刊号）～18年１月（５巻１

号）

－４３５－ 



文章世界

（博文館）

明治39年３月（創刊号）～大正９年５月（１５

巻５号）

欠本＝明治40年１月，４１年（１月，４月，７

月～９月）４２年（２月，４月～７月，９月～

１２月）４３年（２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４年

（２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11月）４５

年（11月を除く）大正２年（２月を除く）３

年（４月を除く）４年，５年（１月，２月、

４月，５月，７月～９月，１１月）６年（２月，

４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７年（１月，２月，

６月，１０月，１２月）８年（１月，２月，６月

～11月）９年（５月を除く）

臨増＝明治40年（４月，１０月）４１年（１月，

２月，５月）４２年（２月，５月）４３年（２月，

１１月）４４年（４月，１０月）４５年（２月，７

月）２年６月，３年８月，４年７月

文体

（平凡社）季刊

昭和52年９月（創刊号）～55年６月（終刊１２

号）

欠本＝昭和15年（９月～11月）１７年11月

文蕊戦線

（文藝戦線社）月刊

大正13年６月（創刊号）～昭和５年12月（７

巻12号）

欠本＝大正13年（７月～12月）１４年（１月～

１１月）１５年（１月，７月）昭和２年（１月～

３月）５年（３月，９月）

臨増＝昭和２年９月‘

文藝創作講座

（文藝春秋）月刊

昭和５年６月（創刊号）～５年８月（３号）

文藝通信

（文藝春秋）月刊

昭和８年10月（創刊号）～10年６月（３巻６

号）

欠本＝昭和９年（７月～12月）

文芸展望

（筑摩書房）季刊

昭和48年春（創刊号）～53年夏（22号）

欠本＝昭和48年秋，４９年，５０年，５１年冬

※昭和53年秋より休刊

文藝日本

（文藝日本社）月刊

昭和28年１月（復刊１号）～35年４．５月合

併（８巻４号）

欠本＝昭和28年５月，３０年（３月～７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28年２月より，白鴎社から

文藝日本社

文芸復興

（文芸復興社）不定期刊

昭和31年11月（４号）～現在

欠本＝17号～29号，３１号～57号

別冊＝昭和51年７月

文章往来

（春陽堂）月刊

大正15年１月（創刊号）～15年９月（１巻９

号）

欠本＝大正15年（５月，８月）

文章倶樂部

（新潮社）月刊

大正５年５月（創刊号）～昭和４年３月（１４

巻３号）

欠本＝大正７年（２月，５月～９月）８年

（１月，５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９年３月，

１０年５月，１２年（３月，４月，７月，１２月）

１３年（２月，７月）１４年（１月，２月，４月，

６月，昭和２年（２月，６月，８月～10月，

１２月）３年（４月～７月，９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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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書だより

（米国大使館文化交換局）月刊

昭和32年７月（52号）～46年４月（216号）

欠本＝昭和32年（８月～12月）３３年（７月，

９月を除く）３４年（１月，５月，６月，８月，

１０月～12月）３５年（２月～12月）３６年（３月

を除く）３７年（１月～８月）３８年（１月，８

月～10月）３９年11月

臨増＝昭和40年６月

平凡（平凡出版）月刊

昭和25年３月（６巻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25年（３月を除く）２６年，２７年

（９月を除く）２８年，２９年，３０年（１月～３

月）３６年１月，３８年（８月～11月）３９年（５

月～12月）４０年～50年，５１年（１月～４月）

５３年３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0年４月より，凡人社から

平凡出版

平凡パンチ

（平凡出版）週刊

昭和39年５月11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9年９月21日，４３年（２月19日，

７月29日）４５年（12月14日～12月28日）４６年

（１月４日～２月１日，３月８日，４月12日

－４３６－ 



月３日～７月17日，８月７日，８月21日～９

月25日’１１月６日～12月最終号）５５年，５６年

（７月７日を除く）

※総目次（昭和53年７月～53年12月）あり

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

（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5年７月（38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８月，１１月）

ペットのあるくらし

（ペットのあるくらし社）月刊

昭和44年５月（２巻５号）～45年４月（３巻

４号）

欠本＝昭和44年７月

PETROLEUMECONOMIST・日本語版

（石油評論社）月刊

昭和36年７月（28巻７号）～現在

欠本＝昭和38年６月，３９年（９月，１１月）４０

年（４月，５月，７月）４１年（１月，２月を

除く）４２年～50年，５１年（１月～７月）

臨増＝昭和55年１月

※改題一「PETROLEUMPRESSSERVICE」

からrPETROLEuMEcONOMISrJ

ペーパームーン

（新書館）

昭和51年３月（創刊号）～53年９月（14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2年４月より，季刊を年

６回

ベピーエイジ

（婦人生活社）月刊

昭和56年11月（12巻11号）～現在

ぺ平連ニュース

（べ平連）

昭和40年10月23日（創刊号）～49年３月１日

（終刊101号）

Beruf 

（就職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57年３月（創刊号）～現在
Ｈ面ｍＭ

（舵社）隔月千Ｉ

昭和55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12号

愛態性欲

（日本精神醤學會）月刊

大正13年６月（４巻６号）～14年６月（６巻

６号）

欠本＝大正13年７月，１４年（１月，２月，４

月）

～４月26日，５月31日～６月14日，６月28日

～７月12日，９月６日，９月20日，１０月11日，

１１月15日～11月22日，１２月６日～12月27日）

４７年（１月17日，１月31日～４月17日，５月

１日～５月22日，６月５日～７月３日，７月

１４日，７月31日）５３年11月20日

別冊＝昭和54年７月

ＨＥＩＢＯＮパンチＤＥＬＵＸＥ

（平凡出版）隔月刊

昭和40年９月15日（創刊号）～44年６月５日

（23号）

平和

（青木書店）月刊

昭和27年８月（２号)～30年６月（38号）

欠本＝昭和28年（６月，８月，１１月）２９年

（４月，１２月）

臨増＝昭和29年２月

平和経済

（平和経済計画会議）

昭和36年10月（２号）～40年12月（51号）

欠本＝昭和36年（11月，１２月）３７年（２月，

３月，６月，７月，９月）３８年（１月，４月，

８月）３９年（２月，３月，１１月）

平和と社会主義の諸問題

（日共機関紙経営部）月刊

昭和36年３月（31号）～51年１月（137号）

欠本＝昭和36年（５月，６月）３７年10月，３９

年（８月，９月，１１月）４０年３月，４２年（２

月，３月）

臨増＝昭和45年６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3年１月より，月刊を季

刊

平和と民主主義

（憲法擁護国民連合）

昭和31年５月25日（創刊号）～33年10月30日

（72号）

欠本＝昭和31年（２号，４号，６号，７号，

９号，１１号～13号，１５号）３２年（27号，３０号

～41号，４３号，４８号）３３年（54号，５５号，６４

号～71号）

北京週報

（東方書店）週刊

昭和46年１月５日（384号）～56年７月７日

（925号）

欠本＝昭和47年（２月22日，３月７日，３月

１４日，６月20日～12月26日）４８年（１月２日

～10月２日，１０月23日，１２月４日）４９年，５０

年，５１年（８月10日，１０月５日，１０月12日，

１１月16日）５２年，５３年，５４年（１月２日，７

□ 

－４３７－ 



（１月，１０月）１６年（４月，６月～９月，１１

月466号）

望星

（東海教育研究所）月刊

昭和45年８月（１巻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45年（９月～12月）４６年～51年，

５４年（９月～11月）

宝石

（宝石社）

昭和37年３月（17巻４号）～39年４月（19巻

５号）

欠本＝昭和37年（６月，９月）３８年11月，３９

年２月

臨増＝昭和37年11月，３８年（１月，４月，７

月，１０月，１１月）３９年１月

宝石

（光文社）月刊

昭和40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1年（10月，１１月）４２年（１月～

10月）４５年（６月～12月）４６年，４７年，４８年

（１月～９月）

臨増＝昭和41年８月，４２年（１月，４月，６

月，１１月）４３年（１月，４月，６月，９月）

４８年（１月，５月，７月）

宝石／別冊

（宝石社）

昭和37年10月（113号）～39年４月（128号）

欠本＝昭和38年（118号）

臨増＝昭和38年11月

放送朝日

（朝日放送）月刊

昭和30年３月（11号）～50年12月（259号）

欠本＝昭和30年（４月，６月～12月）３１年

（１月，２月，４月，５月，１２月）３３年３月，

３７年（９月，１１月）４０年10月，４７年１月

昭和51年より休刊

放送批評

（放送批評懇談会）月刊

昭和42年12月（創刊号）～54年５月（125号）

欠本＝昭和51年５月，５２年８月

放送文化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月刊

昭和28年６月（８巻６号）～現在

欠本＝昭和28年７月，２９年９月，３２年８月，

３８年４月，４１年（５月，９月）４３年２月，４６

年（３月～12月）４７年（１月～３月，５月）

５１年１月

放送倫理情報

（日本民間放送連盟）

田 ホ

保育の手帖

（フレーペル館）Ｈｆｌｌ

昭和33年11月（３巻11号）～45年12月（15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35年（８月，１２月）３６年３月，３７

年（４月～６月，９月～11月）38年（７月～
９月）３９年（４月～６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０年

（11月を除く）４１年（１月～５月，８月，９

月）４２年（２月，５月）４３年５月，４４年（１

月，６月～８月）４５年（２月，９月）

Voice 

（ＰＨＰ研究所）月刊

昭和53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防衛アンテナ

（防衛弘済会）月刊

昭和42年６月（83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７月～49年１月，５２年４月，

５４年７月

臨増＝昭和50年２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9年４月より，防衛庁長官

官房広報課から防衛弘済会

※改題一昭和49年４月より「広報アンテナ」

から「防衛アンテナ」

法学セミナー

（日本評論社）月刊

昭和33年４月（24号）～52年７月（268号）

欠本＝昭和33年（６月～12月）３４年～49年，

５０年（１月～11月）５１年（２月，４月，７

月）５２年（４月，６月）

臨増＝昭和52年（２月，４月，６月，１０月，

１２月）５３年（３月，６月，１０月）５４年（１月，

３月）５５年（２月，４月）５６年３月

冒険世界

（博文館）月刊

明治41年１月（創刊号）～大正８年10月（１２

巻10号）

欠本＝明治44年（７月～９月）４５年（１月～

７月，１１月）大正２年（９月，１１月）３年

（４月，７月を除く）４年（１月～９月）５

年８月，６年（２月，３月，８月～12月）７

年（２月，３月，８月）８年（３月～９月）

臨増＝明治42年10月，４３年（４月，１０月）４４

年（１月，４月）大正２年４月

奉公

（奉公會）月刊

大正15年２月（277号）昭和14年11月，１５年

－４３８－ 



（オータパブリケーションズ）

昭和43年８月（３巻８号）～51年４月１６日

（11巻15号）

欠本＝昭和43年（９月～12月）４４年２月，４９

年（１月４日～10月18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45年９月より，ジスウイー

クイン・トーキョーからオータパブリケーシ

ョンズ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8年６月より，月刊を週

刊

ＰＯＰＥＹＥ 

（平凡出版）月２回刊

昭和52年８月25日（13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12月25日，５３年（１月25日，

２月１０日，３月10日，３月25日，５月25日，

６月25日，７月10日，９月25日，１０月１０日，

１１月10日）５４年（１月10日，１月25日，２月

２５日，３月25日，４月10日，６月10日，６月

２５日，８月25日，９月25日，１１月10日）５５年

（１月10日，１月25日）

臨増＝昭和53年（８月’１１月）５４年６月，５６

年11月，５７年４月

ポピュラーサイエンス

（ダイヤモンド社）月刊

昭和56年11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7年（２月，３月）

ホープ

（実業の日本社）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25年５月（５巻５

号）

欠本＝昭和21年（２月，５月）２２年６月，２３

年（１月，２月，５月を除く）２４年（１月，

３月，５月，６月，１０月～12月）

ホームドクター

（朝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51年７月（３巻７号）～54年３月（６巻

３号）

欠本＝昭和51年（９月～12月）５２年（10月，

１２月を除く）５３年（２月～８月，１０月，１１

月）

ホームトーク

（ホームダイヤモンド）月刊

昭和52年６月（57号）～現在

※改題一昭和54年９月より，「ホームダイヤ

モンド」から「ホームトーク」

ホリデーオート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社）月２回刊

昭和56年10月（11巻12号）～現在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7年６月10日より，月刊

昭和40年９月（33号）～44年３月（63号）

欠本＝昭和41年８月

法廷より杜會へ

（社會法律社）月刊

大正９年６月（創刊号）～10年２月（２巻２

号）

欠本＝大正９年（10月，１１月）

報道写真

（写真協会出版部）

昭和16年２月（１巻２号）～19年３月（４巻

３号）

欠本＝昭和16年（４月～８月）１７年（５月，

６月，８月～10月、１２月）１８年（５月～１０

月）

ポエチカ

（ポエチカ社）月刊

昭和７年７月（12巻１号）～７年９月（12巻

３号）

ほおゆう

（日中旅行社）月刊

昭和55年12月（13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１月

北支

（第一書房）月刊

昭和15年２月（９号）～16年９月（28号）

欠本＝昭和15年（10月，１１月）１６年（９月を

除く）

星の手帖

（河出書房新社）季刊

昭和53年８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２号～12号

Hot-DogPress 

（講談社）月２回刊

昭和54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５５年４

月，５６年12月１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6年６月10日より，月刊

を月２回刊

ポップス

（音楽の友社）月刊

昭和41年11月（５巻11号）～45年９月（９巻

９号）

欠本＝昭和42年（４月～６月，８月～12月）

４３年，４４年（２月，１２月を除く）

ＰＯＰ－ＴＥＥＮ 

（富士見書房）月刊

昭和55年11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7年７月

ホテル・レストラン

国

－４３９－ 



MicomLife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56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6年11月

毎日グラフ

（毎日新聞社）

昭和23年７月１日（創刊号）～56年12月27日

（34巻52号）

欠本＝昭和45年12月27日，４６年（１月３日～

８月１日）５１年５月30日，５３年４月16日

臨増＝昭和23年７月３日，２５年７月５日，２６

年９月25日，２８年10月25日，３１年（６月15日，

７月20日）３３年（６月10日，１２月１日）３４年

（４月15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15日，１２月10日）

３５年（８月15日，１０月15日，１２月15日）４４年

１２月15日，５０年１月１日，５５年４月19日

別冊＝35年（４月１日，６月１日）３７年10月

１日，４０年１月１日，４２年11月１日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25年４月より，月２回

（１日，１５日）を旬刊（１日，１０日，２０日）

２８年４月より週刊

毎日情報

（毎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25年９月（５巻24号）～26年12月（６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25年10月

毎日夫人

（毎日新聞社）月刊

昭和43年８月（103号）～現在

欠本＝昭和43年（９月～12月）４４年（３月，

４月，７月，９月～12月）４５年（１月，２月

を除く）４６年，４７年，４８年（１月～７月，９

月）４９年11月，５０年（５月～７月，９月，１０

月，１２月）５１年（２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０月）５２年８月，５５年10月

マイファミリー

（味の素）

昭和45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6年（４月，６月，１２月）４７年
（２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８年，４９年（２月，８

月を除く）５０年（８月を除く）３５号～38号，

４０号，５３年９月，５４年（６月，１２月）５５年
（３月を除く）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2年頃より，隔月刊を季
刊

マイホーム

（光文社）月刊

昭和37年１月（２巻１号）～38年３月（３巻
３号）

を月２回刊

ホリデーオート／別冊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6年10月（５巻10号）～現在

ほるぶ

（図書月販）月刊

昭和43年３月（７号）～44年10月（25号）

欠本＝昭和43年（４月，５月）４４年（４月，

６月～９月）

本

（講談社）月刊

昭和52年９月（14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10月，１２月）５３年（１月を

除く）５４年，５５年，５６年（１月～６月’８月，

９月）

本

（麦書房）月刊

昭和39年２月（創刊号）～41年３月（24号）

欠本＝昭和39年（３月，４号～９号）４０年９

月

本と批評

（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月刊

昭和49年９月（創刊号）～56年１月（75号）

欠本＝昭和50年２月，５１年１月

※改題一昭和54年５月より「EDITORJから

「本と批評」

※昭和56年２月より休刊

本の雑誌

（本の雑誌社）

昭和56年１月（21号）～現在

本の窓

（小学館）

昭和53年２月（創刊号）～現在

ポンプ

（現代新社）月刊

昭和54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4年（２月，３月，５月，６月，

８月～12月）５５年（１月～６月）

困
曰

マ

麻雀研究

（竹書房）月刊

昭和50年６月（２号）～52年１月（３巻２

号）

マイウェイ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43年８月（創刊号）～44年10月（２巻１０

号）

－４４０－ 



４号）

欠本＝昭和48年（８月，９月，１２月）５１年９

月，５２年（４月，５月，７月，１１月，１２月）

５３年（１月～３月，５月）５４年12月

丸

（潮書房）月刊

昭和24年１月（２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24年（３月，５月，６月，１０月，

１１月）２５年（１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２６年８月，３１年（９月～12月）３２年，３３

年，（３月～10月，１２月）３４年～39年，４０年

（５月，７月を除く）４１年～47年，５３年12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1年４月より，聯合プレス

社から潮書房

マルキシズムの旗の下に

（白楊社）月刊

大正15年５月（創刊号）～15年９月（５号）

欠本＝大正15年８月

マルクス主義

（希望閣）月刊

大正13年６月（２号）～昭和４年４月（５６

号）

欠本＝大正13年（６月を除く）１４年（１月～

６月）昭和３年（52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２年６月より，マルクス協

会から希望閣

マルクス主義の旗の下に

（プロレタリア科學同盟）

昭和５年７月（創刊号）～８年９月（改巻６

号）

欠本＝昭和５年10月，６年（２月～５月，８

月）改巻４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６年２月より，白楊社から

プロレタリア科學研究所ソヴェート同盟研究

会，７月５日よりプロレタリア科學同盟

團團珍聞

（團圃社）週刊

明治25年４月23日（854号）～40年７月６日

（1651号）

欠本＝明治25年（５月14日～６月25日，１２月

３１日）２６年（１月７日～２月４日，２月25日

～４月29日，５月13日，５月27日，７月15日，

７月29日～８月12日，９月２日，９月23日～

１０月７日，１０月28日，１１月18日～12月２日，

１２月30日）２７年（１月６日～４月28日，５月

２６日，６月２日，６月23日～７月７日，７月

２１日７月28日，９月８日，９月22日，１１月

２４日～12月29日）２８年（１月５日～３月９日，

３月23日］３月30日，４月13日，４月27日～

欠本＝昭和37年（２月，４月）

マイライフ

（グラフ社）月刊

昭和41年10月（創刊号）～46年10月（６巻１１

号）

欠本＝昭和43年（６月～12月）４４年（１月，

３月，１１月を除く）４５年（２月，４月）４６年

（８月，９月）

マーケッティングと広告

（電通開発局）月刊

昭和33年７月（23号）～46年１月（169号）

欠本＝昭和33年（８月～12月）３４年，３５年，

３８年（４月，６月，１０月）

マザーリング

（ごま書房）

昭和55年３．４月合併（創刊号）～現在

マスコミ市民

（日本マスコミ市民会議）月刊

昭和42年６月（５号）～現在

欠本＝昭和43年（２月，３月）４６年（８月～

１２月）４７年（２月，４月，７月）４８年（12月

を除く）４９年（２月，３月を除く）

マスコミ評論

（マスコミ評論社）月刊

昭和50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10月，５４年１月

マスコミ文化

（マスコミ文化協会）

昭和46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6年（３月，７月～９月）４７年３

月，４９年９月，５１年８月，５２年３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53年１月より，国民出版協

会からマスコミ文化協会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8年１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マスコミ倫理

（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倫理懇談会）

昭和39年４月（72号）～41年８．９月合併

（97.98号）

欠本＝昭和39年（７月，８月）４０年（２月～

４月を除く）４１年（１月～７月）

マドモアゼル

（小学館）月刊

昭和35年１月（創刊号）～43年３月（９巻３

号）

欠本＝昭和37年（10月，１１月）３８年５月

マミール

（佼成出版社）月刊

昭和48年７月（２巻７号）～57年４月（11巻

曰

－４４１－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9年６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漫画少年

（学童社）月刊

昭和24年８月（２巻８号）～24年12月，３０年

６月～30年10月（８巻12号）

欠本＝昭和24年（10月，１１月）３０年７月

臨増＝昭和28年１月25日，３０年（４月20日，

８月20日）

漫画譲本

（文藝春秋）

昭和30年３月（２巻２号）～45年９月（17巻

９号）

欠本＝昭和36年12月，３７年７月，３９年７月

臨増＝昭和41年９月，４３年８月

※「文藝春秋」臨時増刊から独立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3年３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漫画と寓眞

（時事新報社）週刊

昭和６年７月26日（508号）～７年７月３日

（556号）

欠本＝昭和６年11月８日，529号～531号，７

年（２月21日，３月６日，３月20日，４月３

日，４月17日，４月24日）

※改題一昭和７年５月１日より，ｒ漫画と讃

物」からｒ漫画と寓眞」

漫画読売

（読売新聞社）不定期刊

昭和30年10月（創刊号）～33年７月（９号）

漫才

（544漫才作家くらぶ）月刊

昭和43年７月（創刊号）～45年９月（26号）

欠本＝昭和44年２月，４５年（４月，５月，７

月，８月）

５月11日，５月25日～11月９日，１１月30日～

１２月14日）２９年（１月４日～１月25日，２月

８日～４月18日，５月２日～10月３日，10月

１７日～12月26日）３０年（１月９日，１月23日，

１月30日，２月20日,、３月20日，６月26日，

８月21日，９月１１日～10月１６日，１０月30日，

１１月20日’１２月25日）３１年（１月１日，１月

１５日，１月22日，２月１２日，２月19日，４月

１６日，４月23日，５月14日，６月18日，７月

３０日，８月20日～９月17日，１１月12日～12月

３日）３２年（１月７日，２月11日，４月22日，

５月６日，５月13日，６月24日～７月１５日，

８月19日，８月26日，９月９日，１０月７日～

１２月２日，１２月16日，１２月30日）３３年（１月

６日～10月13日，１０月27日～12月８日，１２月

２２日，１２月29日）３４年（１月12日，１月19日，

２月９日～３月９日，３月30日，５月４日，

５月25日～６月８日'８月17日，８月24日，

９月７日，９月21日，１０月５日，１０月１９日～

１１月９日，１１月23日，１２月７日，１２月１４日，

１２月28日）３５年，３６年，３７年（１月２日，１

月15日，２月12日～２月29日，３月７日～３

月19日，４月７日，５月19日，６月７日，７

月７日～11月19日，１２月１日～12月13日，１２

月25日）３８年（１月７日，１月13日，１月２５

日，３月７日，４月19日，５月19日，６月１３

日，６月19日，７月19日～８月７日，８月１９

日，８月25日，９月１９日～12月１９日）３９年

（６月９日，１２月25日を除く）４０年（１月５

日～１月26日，２月９日，２月23日～５月４

日，５月18日～６月８日）

漫画

（漫画社）月刊

大正６年３月（１巻３号）～昭和26年６月

（19巻４号）

欠本＝大正６年（４月，５月，９月～12月）

７年～昭和20年，２１年（６月を除く）２２年，

２３年（１月～３月，６月、７月，９月，10

月）２４年（１月，３月，４月，６月，７月，

１２月）２５年（７月～10月）

漫画サンデー

（実業之日本社）週刊

昭和34年８月25日（創刊号）～45年12月19日

（12巻49号）

欠本＝昭和34年９月15日，３５年８月７日，３８

年２月７日，４３年12月４日，４４年10月15日

漫画サンデー／別冊

（実業之日本社）

昭和38年１月（創刊号）～40年８月（23号）

□
□
 

一一一

水

（月刊水発行所）月刊

昭和35年（８月２巻８号～12月）３６年（１月

～４月）４５年（11月↑１２月12巻12号）

みすず

（みすず書房）月刊

昭和34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37年４月，４５年（４月，１０月，１１

月）４６年～48年，４９年（12月を除く）５０年４

月

ミスター・バイク

－４４２－ 



欠本＝大正５年（10月，１１月）６年（３月，

８月~12月）７年,８年(２月，３月を除｜
く）９年

ミュージック・マガジン

（ミュージック・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44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臨増＝昭和46年12月，４９年11月，５０年４月，

５２年（５月，１１月）５３年（４月，１２月）５４年

（１月～３月，５月）５５年４月，５６年（３月，

７月）

※改題一昭和55年１月より「ニューミュージ
ック・マガジン」を「ミュージック・マガジ

ン」

※版元変更一H召和57年５月より，ニューミュ

ージック・マガジン社からミュージック・マ

ガジン社

ミュージック・ライフ

（新興楽譜出版社）月刊

昭和30年１月（５巻１号）～51年12月（26巻
１５号）

欠本＝昭和30年（11月，１２月）３１年（１月，
２月，９月）３３年10月，３４年（１月～７月，

１０月，１１月）３５年（２月を除く）３６年（１月，

１１月を除く）３７年～44年，４５年（10月，１２月

を除く）４６年（１月～３月，５月，６月，１０

月）４９年11月，５１年３月

臨増＝昭和49年12月

明星

（明星発行所）不定期刊

大正10年11月（創刊号）昭和23年（２月～５

月）２４年（１月，２月，６月，１０月終刊１６

号）

明星

（三浦書房）隔月刊

昭和22年３月（創刊号）～23年１月（２巻１

号）

明星

（集英社）月刊

昭和27年10月（創刊号)，５２年６月（26巻６

号）～現在

末来

（未来社）月刊

昭和43年５月（20号）～現在

臨増＝昭和44年１月，４５年１月

民間伝承

（六人社）

昭和24年８月（13巻８号）～57年５月（46巻

３号）

欠本＝昭和24年（11月，１２月）２５年（４月，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6年10月（６巻10号）～現在
ｍｉＳＳＨＥＲＯ 

（講談社）月刊

昭和55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ミセス

（文化出版局）月刊

昭和37年１月（３号）～現在

欠本＝昭和37年２月，３９年（３月，８月）４１

年（８月～12月）４２年（１月を除く）４３年，
４４年（９月，１０月を除く）４５年，４６年（１月

～５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6年６月より，文化服装学

院出版局から文化出版局

三田評論

（慶應義塾）月刊

大正４年１月（210号）～昭和52年３月（768

号）

欠本＝大正６年11月，７年（３月，８月，９

月，１１月）９年（１月，３月～５月，１０月）

１０年（１月，５月～７月，１０月）１１年（４月

～12月）１２年（５月，１０月）１３年～15年，昭

和２年（３月を除く）３年～32年，３３年（１１

月を除く）３４年，３５年，３６年（１月～３月）

３７年11月，３９年（２月～12月）４０年，４１年

（10月を除く）４２年（１月～11月）４３年～５１

年，５２年（１月，２月）

三田文學

（三田文學會）

大正４年１月（６巻１号）～50年12月（62巻

１２号）

欠本＝大正４年（１月を除く）５年～14年，

１５年（４月を除く）昭和２年（６月を除く）

３年（５月～12月）４年～22年，２３年（５月

を除く）２４年，２５年，２６年（７月を除く）２７

年，２８年，２９年（２月，６月～９月）３２年
（７月～12月）３３年（１月～５月，７月）３６

年（４月，６月～12月）３７年～40年，４２年

（７月～10月）

※休刊一昭和37年以降41年７月まで

道

（世代群評社）

昭和42年11月（１巻11号）５２年１月（７巻１

号）５２年３月（７巻２号）５５年１月（10巻１

号）～現在

みなおもしろ

（面白會）月刊

大正５年９月（１巻６号）～10年３月（５巻

１２号）

回

夕

－４４３－ 



（民族）隔月刊

大正14年11月（創刊号）～昭和４年１月（４

巻２号）

欠本＝大正15年11月，昭和２年９月，３年３

月

民族公論

（河上社会問題調査会）

昭和34年７月（133号）～41年９月（203号）

欠本＝昭和34年８月，３５年12月，３７年（７月

～９月）３８年（10月，１２月）３９年（３月，４

月，６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０年（２月，４月，

７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１年（８月，９月

を除く）

※改題一昭和34年９月より「民族,情報」から

ｒ民族公論」

民族宗教研究

（民族宗教研究所）

昭和55年12月（創刊号）～現在

民族と政治

（民族と政治社）月刊

昭和32年８月（26号）～現在

欠本＝昭和32年（10月～12月）３３年（12月を

除く）３４年（１月～４月）３８年８月，４４年１

月，４５年12月，４６年（１月，２月）

民族と歴史

（日本學術普及會）月刊

大正８年２月（１巻２号）～９年１月（３巻

１号）

欠本＝大正８年（４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５月）２８年（１月～４月，６月，９月～１２

月）２９年（２月，９月を除く）３１年１月，３２

年，３３年（１月～６月）４２年４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4年より，月刊を不定期

刊

民衆の友

（日本民主主義文化連盟）月刊

昭和22年８月（２巻４号）～23年11月（３巻

１０号）

民衆の旗

（日本民主主義文化聯盟）

昭和21年２月（創刊号）～22年４．５月合併

（２巻３号）

欠本＝昭和21年（３月～５月，１２月）

民衆文藝

（民衆文藝社）隔月刊

昭和４年７月（創刊号）～４年11月（３号）

民主公論

（民主公論社）月刊

昭和27年２月（３巻２号）～52年３月（28巻

３号）

欠本＝昭和27年（10月，１１月）２８年（２月，

４月～６月，９月，１２月）２９年（３月，８月，

１０月，１２月）３０年（５月，１１月）３１年（２月，

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３２年（６月，１１月）３３年

（４月，１０月）３４年12月’３５年８月，３６年

（８月’１２月）３７年（６月，９月，１２月）３８

年（９月，１２月）３９年12月，４０年（８月，１２

月）４１年（６月，１２月）４２年（６月，１０月，

１２月）４３年（６月，１２月）４４年12月，４５年１２

月，４６年（１月，６月↑１２月）４７年（６月，

１２月）４８年（７月，１２月）４９年（６月，１２

月）５０年（６月，１２月）５１年（６月，１２月）

民主社会主義

（社会思潮社）月刊

昭和28年８月（４号）～34年12月（78号）

欠本＝昭和30年12月

民主文学

（新日本出版社）月刊

昭和40年12月（創刊号）～57年６月（249号）

欠本＝昭和43年（２月，４月）４４年（２月，

３月）４５年10月，５４年（３月，８月）５６年

（５月，７月，１０月，１１月）５７年（１月，３

月～５月）

民主勢働者

（民主勢働者協會）月刊

昭和25年12月（２巻12号）～26年２月（３巻

２号）

民族

曰
□
□

ム・〆・モ

昔話研究

（壬生書院）月刊

昭和11年５月（13号）～11年10月（18号）

無名通信

（無名通信社）月刊

明治42年10月（１巻11号）４４年（１月１日，

１月15日，７月１日～９月15日，１０月15日～

１１月15日）大正１年（９月～11月）２年（１

月，３月，５月，８月，１０月）３年11月（６

巻８号）

※発行日変更一明治44年より，月刊を月２回，

大正１年９月より月刊

名家談叢

（談叢社）月刊

明治28年９月（創刊号）～31年12月（40号）

明治

（月刊雑誌「明治」）月刊

－４４４－ 



（八重洲出版）月刊

昭和57年９月（32巻11号）～現在

MOTORCYCLIST／別冊

（八重洲出版）月刊

昭和53年11月（創刊号）５７年８月（５巻８

号）～現在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37年２月（８巻３号）５６年10月（27巻１２

号）～現在

欠本＝昭和57年１月

モダン日本

（文藝春秋）月刊

昭和５年（10月創刊号～12月）７年９月（２４

号）

問題小説

（徳間書店）月刊

昭和42年12月（創刊号）～現在

臨増＝昭和50年（１月，４月，７月，１０月）

５１年（１月，４月，７月，１０月）５２年（１月，

４月，７月）５３年12月，５４年（５月，８月，

１２月）

※別冊「アサヒ芸能」より独立

問題と研究

（問題と研究出版）月刊

昭和56年10月（11巻１号）～現在

モンブラン

（モンブラン社）月刊

昭和52年１月（３号）～53年12月（26号）

欠本＝昭和53年８月

昭和６年２月（４巻２号）～６年９月（４巻

１０号）

欠本＝昭和６年（５月，７月，８月）

明治大正史談

（明治大正史談會）月刊

昭和12年２月（創刊号）～13年６月（12号）

欠本＝昭和13年（６月を除く）

明治大正文學研究

（東京堂）季刊

昭和24年７月（創刊号）～33年６月（24号）

欠本＝３号，５号，７号～11号，１３号，１４号，

１６号，１７号

明治文學研究

（明治文學談話會）月刊

昭和９年１月（創刊号）～９年10月（10号）

明治文化研究

（三省堂）月刊

昭和３年９月（４巻９'号）～４年４月（５巻

４号）

欠本＝昭和３年（10月，１２月）

メカニックマガジン

（ＫＫワールド・フォトプレス）月刊

昭和56年11月（創刊号）～現在

メディア・レビュー

（東京313センター）隔月刊

昭和55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7年４月より，季刊を隔

月刊

目の眼

（里文）月刊

昭和52年９月（10号）～現在

ＭＯＲＥ 

（集英社）月刊

昭和52年７月（創刊号）～現在

模型とラジオ

（科学教材社）月刊

昭和52年１月（26巻１号）～53年３月（27巻

３号）

欠本＝昭和52年（４月，８月，１１月）５３年

（１月，２月）

モーターエイジ

（自動車週報社）月刊

昭和32年４月（17巻４号）～43年７月（28巻

７号）

欠本＝昭和32年11月，３６年（４月，５月）３９

年５月，４０年（２月，５月，７月，８月）４１

年（９月，１０月）４２年（３月，１１月）４３年

（３月，５月）

モーターサイクリスト

回
国
田

ヤ・ユ・ヨ

野球界

（博文館）月刊

大正７年１月（８巻１号）～９年５月（10巻

５号）

欠本＝大正８年

野球界

（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6年５月（創刊号）～57年５月（２巻５

号）

躍進

（伊藤ハム栄養食品）月刊

昭和42年４月（23号）～現在

欠本＝33号，４４号～63号，７８号，７９号，１１５

号

野性時代

（角川書店）月刊

－４４５－ 



月刊

やんろ－ど

（日本ヤングパワー）月刊

昭和50年８月（創刊号）～51年10月（16号）

欠本＝昭和50年11月，５１年（３月，４月，６

月）

唯物論研究

（木星社書院）月刊

昭和７年11月（創刊号）～13年３月（65号）

欠本＝昭和８年（２月，６月，１０月’１１月）

９年（４月，８月～12月）１０年（２月，３月，

７月～12月）１１年（２月，６月を除く）１２年

（１月～３月，６月，８月）

遊

（工作舎）月刊

昭和46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6年10月～53年６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5年11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千り

ゅうあい

（日本友愛青年協会）月刊

昭和53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楢輿

（猶興社）月刊

昭和27年６月（１巻６号）～28年５月（２巻

５号）

ＵＰ 

（東京大学出版会）月刊

昭和57年６月（116号）～現在

雄癖

（大日本圏書）月刊

明治43年（２月創刊号～６月，８月，９月，

１２月）４４年（１月，７月）４５年（３月，５

月）大正２年（８月，１２月）３年２月’５年

（２月，４月，７月～12月）６年（７月～１２

月）７年６月，８年５月，１０年（１月，４月，

８月，１０月）１３年（１月，３月）１５年（１月，

４月，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昭和２年

（１月，３月，４月，１０月）３年（１月，２

月，１０月）４年（１月，４月，９月）５年

（１月，３月，４月）６年（１月，７月）７

年（３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８年（８月，

１０月）９年（１月’４月）１０年（１月，１１

月）１１年２月’１３年４月，１５年１月（31巻１

号）

ＵＦＯと宇宙

（ユニバース出版）

昭和48年９．１０月合併（２号）～55年２月

（55号）

昭和49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11月’５３年12月

臨増＝昭和50年10月

※昭和49年１月見本誌あり

野鳥

（日本野鳥の会）月刊

昭和49年２月（329号）～現在

欠本＝昭和50年（３月～12月）５１年，５２年，

５３年（６月を除く）５４年
ＹＡＮＡＳＥＬＩＦＥ 

（サンポスト）月刊

昭和57年６月（44号）～現在

やなぎ樽研究

（柳書刊行會）月刊

昭和４年１月（45号）～７年２月（82号）

欠本＝昭和５年（１月～５月，１０月）６年

（２月，５月，７月）

山と溪谷

（山と溪谷社）月刊

昭和52年１月（460号）～現在

欠本＝昭和52年（10月，１１月）５３年，５４年，

５５年（１月～４月，１０月）

臨増＝昭和54年11月，５５年９月

山びこ

（信濃教育会）隔月刊

昭和55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ヤングギター

（シンコーミュージック）

昭和46年９月（３巻９号）～52年１月（９巻

１号）

欠本＝昭和47年８月，４８年（６月，８月）５０

年10月

臨増＝昭和46年（９月，１１月）４７年１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7年５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ヤングフォーク

（講談社）季刊

昭和47年５月（創刊号）～51年12月（５巻４

号）

臨増＝昭和52年１月

ヤングレディ

（講談社）

昭和38年９月23日（創刊号）～現在

欠本＝46年（10月11日，１１月１日）４７年（１

月10日～１月24日’２月21日，３月13日，３

月20日，３月31日～４月23日，５月７日～７

月24日，９月25日～10月２日，１０月16日～１１

月20日，１２月11日～12月18日）５１年５月11日

※発行日変更-51年５月25日より，週刊を隔

田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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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酒天国

（洋酒天国社）月刊

昭和31年４月（創刊号）～35年３月（44号）

欠本＝昭和33年（21号，２２号，８月）

幼年倶楽部

（講談社）月刊

昭和３年２月（３巻２号）～17年11月（17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３年（５月，７月～12月）４年

（３月↑４月，６月～12月）５年（２月～４

月，７月１１１月）６年（３月，４月，７月～

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７年（３月～10月，１２

月）８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１０月～

１２月）９年（２月，５月～12月）１０年（２月，

１１月を除く）１１年，１２年（10月を除く）１３年

（２月，５月～７月，９月～11月）１４年（８

月～10月を除く）１５年（３月，４月，６月～

１２月）１６年（３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１７年

（８月～11月を除く）

幼年クラブ

（講談社）月刊

昭和25年５月（６巻５号）～26年３月（７巻

４号）

欠本＝昭和25年（６月，８月～11月）

臨増＝昭和29年８月，３０年１月，３１年９月

読売グラフ

（読売新聞社）週刊

昭和30年３月８日（411号）～31年６月12日

（477号）

週刊読売スポーツ

（読売新聞社）週刊

昭和34年４月17日（１巻３号）～37年２月１６

日（４巻７号）

欠本＝昭和35年７月15日，３６年（７月７日～

１２月29日）３７年（１月５日～２月９日）

臨増＝昭和31年１月１日

読売評論

（読売新聞社）月刊

昭和24年10月（創刊号）～26年６月（３巻６

号）

讃物と漫画

（大阪新聞社）月刊

昭和18年１月（38巻１号）～21年12月（41巻

１４号）

欠本＝昭和18年（２月，５月，１０月，１１月）

１９年，２０年（２月～９月）２１年（10月，１１

月）

臨増＝昭和20年（１月，４月）

※改題一昭和21年７月より「漫画日本」から

欠本＝昭和49年10月，５０年（６月を除く）５１

年（８月を除く）５２年（４月を除く）５３年

（１月を除く）５４年（２月，３月，７月，９

月，１２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3年１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ユウモア

（圖書教育研究會雑誌社）月刊

大正15年12月（創刊号）昭和２年（１月，２

月，４月２巻４号）

猶大研究

（国際政経学会）

昭和16年10月（１巻６号）～19年12月（４巻

７号）

欠本＝昭和17年（１月，８月～10月）１８年

（７月，９月を除く）１９年（３月，７月，８

月）

ユリイカ

（青土社）月刊

昭和45年７月（２巻７号）～54年10月（11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45年（８月～12月）４６年～48年，

４９年（７月，９月，１１月を除く）５０年（１月，

７月を除く）５１年（１月，３月～６月，８月，

９月，１２月）５２年（５月～12月）５３年，５４年

（１月～９月）

妖怪學雑誌

（妖怪學雑誌社）月２回（10日，２５日）

明治33年４月10日（創刊号）～33年４月25日

（終刊26号）

欠本＝明治33年（４月25日，１０月25日～11月

１０日，１２月25日）３４年２月25日

養鶏の日本

（養鶏の日本社）月刊

昭和40年12月（５巻92号）～45年10月（651

号）

欠本＝昭和41年，４２年，４３年（４月を除く）

４４年（１月～４月）

幼児の教育

（日本幼稚園協会）月刊

昭和33年11月（57巻11号）～45年12月（69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34年（８月，９月）３５年３月，３７

年（４月～６月，９月，１０月）３８年（１月，

５月，７月～９月）３９年（５月，６月，８月，

１１月，１２月）４０年（11月を除く）４１年（１月

～５月，９月）４２年（２月，５月）４３年（５

月，１１月）４４年（６月～８月）４５年（２月，

６月，９月）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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圷豆で訂
=、I

４月～７月）

リクルートメント

（日本リクルートセンター）

昭和38年11月（創刊号）～42年12月（21号）

欠本＝２号，３号，５号，６号，８号

臨増＝昭和42年４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40年８月より，不定期刊

を隔月刊

理想

（理想社出版部）月刊

昭和12年１月（70号）１３年（１月，６月）２３

年６月，２５年（１月，８月）２６年２月，２７年

１月，２８年（２月，５月）２９年７月，３１年２

月（273号）

リーダーズ・ダイジェスト

（日本リーダーズダイジェスト社）月刊

昭和21年12月（１巻７号）～現在

欠本＝昭和22年（５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２３年，２４年（２月，６月を除く）２５年

（７月を除く）２６年（２月，６月，１０月を除

く）２７年（３月，１０月を除く）２８年（１月、

２月）２９年２月，３２年１月，３３年９月，３８年

３月，４６年（３月～６月）４９年（６月～１２

月）

臨増＝昭和26年６月

リッシュ

（ブティック社）季刊

昭和56年10月（創刊号）～現在

LivingＢｏｏｋ 

（リビングマガジン）月刊

昭和56年11月（創刊号）～現在

りぶる

（自由民主党）月刊

昭和57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りべらる

（大嬬萱書房）月刊

昭和21年１月（創刊号）～35年10月（複刊１

号）

欠本＝昭和21年（２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

２２年（３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２３年（３月，

５月，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２４年，２５年（９月，

１２月を除く）２６年，２７年（１月，１１月）２８年

（３月，５月～11月）２９年，３０年（６月を除

く）３１年～34年，３５年（10月を除く）

臨増＝昭和27年（５月，１１月）２８年（１月，

２月）

流行通信

（流行通信社）月刊

昭和54年４月（183号）～現在

｢讃物と漫画」

※版元変更一昭和18年12月より，輝文館から

大阪新聞社

※大阪パックを参照

回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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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イフケァ

（日銀マンシオン）月刊

昭和47年７月（創刊号）～51年３月（45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48年５月より，ライフケア

から中銀マンシオン

ラグビーマガジン

（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4年８月（67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２月～６月，８月，１２月）

５６年（１月，６月）

ラジオ・コマーシャル

（文化放送）

昭和36年10月（５号）～45年８月（30号）

欠本＝昭和39年（14号，１７号）

ラジオ東京

（ラジオ東京）旬刊

昭和30年11月１１日（51号）～32年３月21日

（98号）

欠本＝昭和31年９月11日

※通巻は「ラジオ東京ニュース」を継承し，

昭和30年11月11日に創刊

ラジオマガジン

（モーターマガジン社）月刊

昭和55年６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７月～56年９月

ラテンアメリカ時報

（ラテンアメリカ協会）旬刊

昭和36年11月21日（４巻33号）～39年５月１

日（７巻13号）

欠本＝昭和36年（11月21日を除く）３７年（１

月１日～１月21日）

ランナーズ

（ランナーズ）月刊

昭和54年10月（42号）～現在

欠本＝昭和55年（１月～６月，９月～11月）

臨増＝昭和56年５月，５７年（５月，７月）

理化少年

（日本少年理化學會）月刊

大正７年１月（創刊号）～10年９月（４巻９

号）

欠本＝大正７年２月，８年，９年（１月，３

月～６月，９月，１０月）１０年（１月，２月，

－４４８－ 



欠本＝昭和54年（５月～８月，１０月～12月）

５５年１月

臨増＝昭和55年10月

流通文化

（日本流通経営研究所）月刊

昭和56年５月（１巻４号）～現在

欠本＝昭和57年１月

流動

（流動出版）月刊

昭和45年２月（２巻２号）～現在

欠本＝昭和48年（１１月，１２月）４９年（９月～

１１月）

臨増＝昭和54年６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5年５月より，東亜経済研

究所から流動，５２年４月より流動出版

良友

（コドモ社）月刊

大正10年９月（６巻９号）～13年10月、昭和

３年（３月，４月13巻４号）

欠本＝大正11年（６月，７月）１２年（11月，

１２月）１３年（２月～４月，８月）

療養生活

（自然療養社）月刊

昭和28年６月（355号）～34年２月（423号）

旅客船

（日本旅客船協会）不定期刊

昭和30年12月（21号）～42年２月（71号）

欠本＝56号，６８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34年６月より，日本定期船

協会から日本旅客船協会

旅行ホリデー

（学習研究社）月刊

昭和51年４月（４巻４号）～56年５月（９巻

５号）

※改題-56年３月～５月のみ「ホリデー」

※56年６月より休刊

理論政策

（日共中央委員会）

昭和42年10月15日（創刊号）～56年12月(167

号）

欠本＝昭和46年10月，５５年（１月，５月，６

月，８月）５６年（１月，４月～11月）

隣人

（干広企画）

昭和46年７月（１巻５号）～55年４月（10巻

４号）

欠本＝昭和46年（８月～12月）４７年（２月～

１２月）４８年（１月，５月）４９年１月，５０年

（５月～11月）５１年（１月～９月）５２年（３

月，５月，１１月）５３年（１月，５月，１１月）

５４年（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５年（１月，

３月）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52年７月より，隔月刊を

月刊

□
囚
□

ル・し

瑠伯（ルパン）

（徳間書店）季刊

昭和55年夏（創刊号）～56年秋（６号）

るるぶ

（日本交通公社出版事業部）月刊

昭和48年１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５号～13号，１６号～66号

臨増＝昭和57年（４月，７月）

※発行日変更一途中，季刊を月刊

ＲＡＩＬＦＡＮ 

（鉄道友の会）

昭和45年４月（196号）～50年12月（265号）

臨増＝昭和46年１月，４７年１月

歴史科學

（白楊社）月刊

昭和７年５月（創刊号）～11年12月（51号）

臨増＝昭和10年６月

歴史教育

（歴史教育研究會）月刊

昭和７年11月（７巻８号）～14年８月（14巻

５号）

欠本＝昭和８年９月，９年（４月，８月，９

月）１０年（１月～３月を除く）１１年（１月，

２月）１２年（５月，６月，８月，１０月，１２

月）１３年（３月～９月，１１月）

臨増＝昭和７年11月

歴史研究

（歴史研究会）月刊

昭和41年６月（70号）～現在

欠本＝昭和42年９月，４３年（９月，１２月）４４

年（１月，８月，１２月）５２年４月’５３年１月

歴史公論

（雄山閣）月刊

昭和７年11月（創刊号）～14年３月（８巻３

号）

欠本＝昭和７年12月，８年４月，９年（６月

～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０年（１月～３月，６

月、７月、１１月）１１年（４月，１０月）１２年

（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３

年（３月～９月）１４年（１月，２月）

歴史鳶眞

－４４９－ 



年（３月～11月）５３年（２月，３月，６月，

７月，１０月，１１月）５４年（１月，４月，６月，

７月）

レクリエーション

（日本レクリエーション協会）月刊

昭和39年（４月43号，６月）４８年１月～50年

２月（172号）

欠本＝昭和48年２月

レコード芸術

（音楽の友社）月刊

昭和34年12月（８巻12号）４５年８月，４７年８

月，４８年10月，４９年（１月，７月，８月，１０

月，１１月）５１年（７月～12月）５２年１月（２６

巻１号）

臨増＝昭和45年12月

レコード・コレクターズ

（ミュージック・マガジン社）隔月刊

昭和57年４月（創刊号）～現在

レジャー産業

（総合ユニコム）月刊

昭和43年５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3年12月，４４年（１月～４月）４５

年12月，４９年12月，５０年（５月，１２月を除
く）５１年（１月，２月）

臨増＝昭和54年６月，５５年８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48年２月より，日本エコノ
ミストセンターからエコセン，５０年５月より

総合マネジメント､５２年３月より総合ユニコ
ム

レーニン研究

（南北書院）月刊

昭和６年12月（創刊号）～７年７月（８号）
レポート

（時事通信社）月刊

昭和23年３月（３巻３号）～25年９月（５巻
９号）

欠本＝昭和23年（５月～７月，９月，１０月，

１２月）２４年（２月，３月，９月）２５年（２月，

６月，８月）

（歴史鳶眞會）月刊

大正２年11月（８号）～昭和18年11月（366

号）

欠本＝大正４年（９月～12月）５年～10年，

１１年（１月を除く）１２年～15年，昭和２年

（２月を除く）３年（１月～11月）４年～７

年’８年（１月～５月）１０年（１月，４月を

除く）１１年（８月を除く）１２年（10月を除

く）１３年，１４年（２月～12月）１５年，１６年，

１７年（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８年（１月～９

月）

臨増＝昭和２年２月

歴史手帖

（名著出版）月刊

昭和51年４月（４巻４号）～現在

歴史読本

（新人物性来社）月刊

昭和35年１月（５巻１号）～現在

欠本＝昭和37年２月，３８年10月，４３年（11月，

１２月）４６年１月，４９年１月

臨増＝昭和47年12月，４８年（６月，１２月）４９

年（６月，１０月↑１２月）５０年（３月，７月，

１０月）５１年（１月，６月，１０月）

別冊＝昭和52年４月

歴史と趣味

（国民文化研究会）月刊

昭和２年１月（27号）～７年２月（88号）

欠本＝昭和３年（６月～８月）４年（５月，

７月，８月）５年11月，６年４月，７年１月

歴史と人物

（中央公論社）

昭和46年９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49年11月，５０年（11月，１２月）

臨増＝昭和55年10月，５６年（１月、９月，１２

月）５７年９月

歴史と旅

（秋田書店）月刊

昭和51年５月（３巻５号）～現在

臨増＝昭和53年11月，５５年１月，５６年７月，

５７年（１月，６月）

歴史日本

（雄山閣）月刊

昭和17年７月（創刊号）～19年３月（３巻３

号）

歴程

（歴程社）月刊

昭和48年３月（174号）～55年５月（259号）

欠本＝昭和48年（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４９年
（11月を除く）５０年，５１年（４月を除く）５２

□
回

ロ

勢働運動

（勢働運動社）月刊

昭和11年１月（12巻１号）～11年11.12月合

併（12巻１１．１２月合併号）

労働運動

（新日本出版社）月刊

昭和41年５月（創刊号）～57年８月（200号）

－４５０－ 



（吐夢書房）月刊

昭和56年４月（創刊号）～57年３月（２巻４

号）

※改題一昭和56年11月より「ジッパー」から

ｒろまねすぐ」

※昭和57年４月より休刊

浪曼

（浪曼）月刊

昭和47年11月（創刊号）４８年（４月～10月）

４９年（９月，１０月３巻10号）

ロマンス

（東西南北社）月刊

昭和22年11月（２巻９号）２３年（３月’６月，

９月～11月）２４年（６月，９月，１１月）２５年

（１月，４月～６月，１０月）２６年５月，２９年

（６月，８月～10月９巻10号）

※版元変更一昭和26年６月～29年６月の間に

「ロマンス社」から「東西南北社」

ローリングストーン

（ローリングストーンジャパン）月刊

昭和48年９月（創刊号）～51年５月（終刊

号）

欠本＝昭和49年８月

論争

（論争社）

昭和34年（６月創刊号，１２月）３６年３月，３７

年６月，３８年（３月，５月，８月～11月）３９

年１月（６巻１号）

※発行日変更一昭和37年６月より，季刊を月

刊

論争ジャーナル

（育誠社）月刊

昭和42年６月（１巻６号）～43年12月（２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42年（６月，８月を除く）４３年

（１月，２月，１０月）

論展

（今週の日本）隔月刊

昭和49年３月（創刊号）～52年６月（20号）

欠本＝昭和52年４月

欠本＝昭和53年４月，５６年５月，５７年１月

臨増＝昭和42年２月，４７年10月，４８年10月，

４９年８月

※改題一昭和49年10月より「労働農民運動」

から「労働運動」

労働組合の為の統計資料

（労働経済社）月刊

昭和43年１月（112号）～45年12月（147号）

労働の科学

（労働科学研究所）月刊

昭和37年１月（17巻１号）～45年12月（25巻

１２号）

欠本＝昭和37年11月，３８年12月，３９年１月

労働文化

（労働文化社）月刊

昭和25年10月（１巻２号）～45年11月（21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25年11月，２６年（１月～８月）４３

年４月

労働法律旬報

（労働旬報社）旬刊

昭和34年12月25日（366号）～40年12月25日

（582号）

欠本＝昭和35年（１月５日，２月15日，３月

２５日，４月５日，５月15日，６月５日，６月

２５日，７月５日，１１月15日～12月25日）３６年

（１月15日，２月５日，２月25日～５月５日，

６月５日，６月25日，８月15日，１２月５日～

１２月25日）４０年４月25日

※版元変更一昭和37年１月より，労働法律旬

報社から労働旬報社

螢農

（勢農社）月刊

昭和２年12月（創刊号）３年（１月，３月）

４年１月，７年４月（６巻４号）

露西亜評論

（進文館）月刊

大正７年３月（創刊号）～９年２月（３巻２

号）

欠本＝大正８年10月

ロシヤ研究

（春陽堂）月刊

大正12年４月（創刊号）～12年７月（４号）

ロッコール

（千代田光学精工）月刊

昭和30年９月（５号）～33年10月（39号）

欠本＝昭和32年３月，３３年（５月，７月，９

月）

ろまねすぐ

回
回

ワ

ＹＴＶ･Report 

（読売テレビ放送）隔月刊

昭和35年２月（６号）～45年11月（71号）

欠本＝昭和41年８月

別冊＝昭和44年（８月，９月）

若い女性

－４５１－ 



（第７次終刊７巻１号）

欠本＝昭和48年７月，４９年10月

私たちの広場

（明るい選挙推進協会）月刊

昭和54年７月・８月合併（524号）～現在

わたしの赤ちゃん

（主婦の友社）月刊

昭和50年11月（３巻11号）５１年１月（４巻１

号）５１年３月（４巻３号）５１年５月（４巻５

号）５１年７月（４巻７号）５６年10月（９巻１０

号）～57年２月（10巻２号）

わたしの健康

（主婦の友社）月刊

昭和51年10月（創刊号）～現在

欠本＝昭和51年11月

私は知りたい

（自由国民社）月刊

昭和32年12月（創刊号）～33年４月（２巻４

号）

欠本＝昭和33年２月

私の部屋

（生活の絵本社）隔月刊

昭和56年10月（57号）～現在

欠本＝58号’５９号

笑

（光村出版部）月２回

明治41年７月５日（２巻14号）～42年12月１

日（３巻25号）

欠本＝明治41年（８月５日，８月20日，１１月

２０日，１２月20日）４２年（２月15日，４月15日，

６月15日，７月１日↑８月１日，９月15日，

１０月15日）

笑の泉

（一水社）月刊

昭和28年（５．６月合併63号）２９年（１月～

３月，５月，７月）３０年（３月～６月，８月，

９月，１１月，１２月）３１年（１月～４月，７月，

８月，１１月）３２年（１月，３月）３４年（11月，

１２月）３５年（２月，７月）３６年11月，３７年２

月，３８年２月，３９年７月

臨増＝昭和25年５．６月合併，３４年10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0年３月より，白鴎社から

笑の泉社，３４年11月より一水社

我等

（我等社）月刊

大正８年３月（１巻２号）～昭和５年１月

（12巻１号）

欠本＝大正８年（５月，７月，９月～12月）

９年（１月，３月，５月）１０年（４月，６月，

（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月刊

昭和30年10月（１巻２号）～57年11月（28巻

１１号）

欠本＝昭和30年12月，３５年11月，３６年（４月，

８月～10月）３７年（２月，５月）３８年１月～

５５年６月

臨増＝昭和35年10月，５３年11月

早稲田学報

（早稲田大学校友會）月刊

大正11年４月（325.326号）昭和39年10月

（復刊18巻８号）～53年11月（32巻９号）

欠本＝昭和40年（２月～４月，７月，８月，

１１月）４１年４月，４２年（10月，１１月）４３年

（９月～12月）４４年，４５年（５月を除く）４６

年，４７年，４９年（１月，９月～12月）５０年

（１月～３月）５２年11月，５３年（32巻２号）

臨増＝昭和43年８月

早稻田講演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月刊

明治43年５月（創刊号）～大正５年３月（６０

号）

欠本＝明治44年（３月，４月，６月，７月，

１０月～12月）４５年（２月～７月，９月～１１

月）大正２年（11月を除く）３年11月，４年

（５月，６月，９月～12月）５年１月

早稲田公論

（早稲田公論社）月刊

昭和37年（６月創刊号，８月～11月）３８年1２

月（19号）

早稲田文学

（早稲田文学社）月刊

明治25年４月（13号）３０年10月，３９年（１月

～４月，６月，７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４０

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８月，１０月，

１２月）４１年（１月～３月，５月～７月，９月，

１０月）４２年（１月，２月）４３年１月，４４年

（２月，４月～12月）大正元年11月，２年

（１月～６月，８月，９月，１１月）３年（４

月，８月）４年（１月，９月）５年10月，１０

年12月，13年（８月’１１月，１２月）１４年（３

月，６月，７月）１５年（１月，４月，６月，

１１月）昭和２年（１月，２月，４月，６月，

１０月）９年６月，３４年（１月～８月）

※版元変更一昭和30年10月より，東京専門学

校から早稲田文学社

※休刊一昭和34年９月より44年１月

早稲田文學第７次

（早稲田文学社）月刊

昭和44年２月（第７次復刊１号）～50年１月

回

－４５２－ 



６月～９月Ⅲ１１月）昭和２年（３月～６月，

８月～10月）３年（１月～７月，９月，１２
９月）１１年（１月，２月，６月’７月，１０月

～12月）１２年（１月を除く）１３年（２月，６

月，１１月）１４年（２月～11月）１５年（４月，

回
月）４年（６月，７月を除く）

－４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