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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siness Weekly商業周刊 

財經主題周刊，提供產業資

訊、企業人物專訪、企業故事、

財經新聞等內容，為台灣地區

指標型的商業雜誌。 

5 

 

Smart 智富 

致力於提供讀者專業與全面的

投資及財富管理知識。透過深

度的分析，帶領讀者放眼國

際，隨時掌握國際最新脈動，

抓緊獲利機會。 

2 

 

Manager Today經理人月刊 

台灣第一本全球化經理人專屬

的新型態管理雜誌，現在有太

多的管理理論著重的是經理人

該做什麼，而告訴經理人實際

上該如何去執行的太少，《經理

人月刊》將管理理論轉化成管

理實踐，則正好填補了這個重

要的需求。 

6 

 

Learning & Development 

Monthly 能力雜誌 

描繪職場人從將人、將才到

將將的捷徑。內容以學得來

的管理搭配容易懂（用）的

職場技巧，由各領域職場達

人分享寶貴的實務經驗，讓

職場人聰明工作、直覺學

習、樂趣生活。 

4 

 

WEALTH INVEST WEEKLY 

先探投資週刊 

擁有最大且最完整研究團隊的

刊物。完整且深度的報導全球

及大陸的產業趨勢動態，同時

有效追蹤外資的多空動向，以

最忠實客觀的態度來掌握產業

動向。 

8 

 

Global Views Monthly Special 

遠見雜誌特刊 

創辦《遠見》的宗旨有二： 第

一，是傳播國際知識，包括不

同的領域、主題及人物，使中

國人瞭解國際社會中的世界

觀。第二，則是要提倡遠見，

期盼透過媒體的報導，能夠讓

讀者揚棄個人的偏見與一己的

短見，代之以爭千秋的遠見。

這就是取名為《遠見》的原因。 

3 

 

Trade Insight 經貿透視叢書 

本書作者巫倫娜女士目前擔任

大陸大型精品商貿企業的事業

發展總監，多年來她在大陸已

實地考察過百餘個城市，擁有

豐富的實務經驗，深切了解兩

岸文創產業的發展現況及趨

勢；她從實用的商業角度來剖

析兩岸文創產業的諸多商機，

深入探討大陸及台灣消費者行

為，相信定能提供文創業者對

兩岸文創產業商機多一層的認

識，並瞭解如何切入該市場。 

7 

 

經貿透視叢書-市調報告（新

興市場） 

前瞻趨勢產業拓銷全球市場外

貿協會每年針對國家重點發展

產業及新興市場，派遣專業市

調研究員親赴當地，深入研究

並即時帶回一手商機商訊，出

版權威工具書；以圖表、章節

重點內容呈現，並分享當地業

者的實務作法、珍貴經驗、及

當地採購商名址等，協助國內

業者拓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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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vy League Enjoy English 

常春藤生活英語 

字彙程度約 200310-3500字，相

當於全民英檢初級至中級程

度。內容取材多元，兼具全民

英檢與托內容，並有完整的全

民英檢初/中級模擬試題，是養

成英語基礎能力的最佳選擇。 

13 

 

Ivy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常春藤解析英語 

是製作嚴謹的專業英語廣播月

刊。首創全國針對大學考及托

福考試結合廣播所發行之英語

雜誌。除延伸學校輔助教科書

的內容，更能讓高中升大學的

學生能提早適應大考的題型。 

10 

 

Live 互動英語 

《Live互動英語》以實用為出發

點，所有教學設計都貼近生活

情境，讓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

成為最好的學習教材，塑造出

最自然的英語學習環境。 

14 

 

ABC 互動英語 

專為英語初學者編訂的基礎英

語學習雜誌，活潑、實用、有

趣的豐富內容，學英語不再痛

苦，情境教學讓學英語像學母

語一樣輕鬆自然。 

11 

 

CNN 互動英語 

本刊得到 CNN 官方授權，能使

用其電視新聞影音與文字，作

為英語學習的材料，完整呈現

最真實的美語環境，對於訓練

聽力、補充字彙、了解時事，

皆有莫大幫助。是進修英語、

維持英語能力、準備各級考試

的最佳讀物。 

15 

 

LIVE INTERACTIVE JAPANESE 

MAGAZINE 互動日本語 

「互動日本語」是國內第一本

影音互動日語學習雜誌，專為

日語學習者編輯，以實用為出

發點，所有內容都從生活情境

中延伸，讓生活中的所有場景

都成為最直接的日語學習教

室。閱讀「互動日本語」，讓你

掌握日本最新流行資訊，邊玩

邊學，輕輕鬆鬆開口說日語。 

12 

 

ALL+互動英語 

每月編輯主題包含生活會話、

精選專題報導、寫作訓練、台

灣新鮮事、台灣導遊、情境劇

場等豐富學習內容，讓每一個

讀者都可以享受英語閱讀的樂

趣。此外，台灣的鄉土人情、

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也是最佳的

教材，希望讓每一個讀者英語

升級，可以將台灣的人文風采

用流利的英語與人分享。 

16 

 

PCHOME 電腦家庭 

充分運用「Step by Step」圖解

說明，讓畏懼電腦、卻又不得

不學習電腦的初學者擁有完整

的學習工具，感受到「學得會」

的成就與滿足，輕鬆達成「無

痛苦學習」及「徹底解決學習

需求」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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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arnews Magazine 

一手車訊 

每期內容涵蓋新車搶先試駕報

導、測試集評、國內車市動態

分析及獨家的特別企劃等，皆

為讀者呈現最新、最深入的專

業報導。不論內容深度、資訊

強度、閱讀質感，誠為愛車讀

者不可錯過的第一選擇。 

21 

 

ELLE 她雜誌 

ELLE 她雜誌的多元化話題，不

僅傳遞現代女性最新、最快、

最遠、最美的時尚流行觀，從

閱讀 ELLE中，妳也將重新發覺

真正的自我，找到自信與風

采，時時與最新的時尚資訊接

軌，同時體驗不同以往的生活

樂趣，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新

世紀美麗女子。 

18 

 

Taiwan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Magazine 

電路板協會會刊 

台灣電路板協會，1998年成

立，以「服務會員及提高產業

整體對外競爭力」為宗旨。會

員係由電路板製造、專業代工

及上下游原物料設備業者所共

同組成。 

22 

 

Elegant BEAUTY 大美人 

兼具名媛綺麗與 OL 充實的內

容，含括化妝、保養、髮型、

瘦身、精品、生活等等。教讀

者經濟又有效率的保養、化

妝、打扮，成為優雅又看不出

年齡的美麗女性。 

19 

 

DIGI PHOTO 

市場最早、最受歡迎的數位相

機專業媒體第一品牌，兼具專

業與生活應用的數位相機、影

像週邊採購活用玩樂誌，結合

數位影像科技資訊、專業學習

及生活化應用的全方位雜誌。 

23 

 

VOGUE時尚雜誌 

國際中文版 

被喻為「時尚聖經」的 VOGUE

雜誌是時尚類國際中文版女性

雜誌的領導者。VOGUE 時尚雜

誌每月均為您報導來自巴黎、

米蘭、紐約頂尖時裝設計大師

的流行預言及獨家專訪，還有

最新 beauty、健康、休閒等報

導，帶您永遠走在時尚與品味

的頂端！ 

20 

 

InStyle Taiwan時尚泉 

InStyle Taiwan 時尚泉分享關於

流行時尚與美容保養的議題，

藉由全球成功名女人現身說

法，打造令人嚮往的名人美學。 

24 

 

Dream Life 夢想誌 

人生因夢想而偉大，一本為您

打造夢想的好雜誌！ 

《夢想誌》是一本購物指南、

理財投資、居家空間、生活美

學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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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DSHOW 好宅秀住宅影音 

此刊跳脫傳統紙本發行模式，

將改採數位發行。 

精選收錄室內設計作品案例與

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地區精

選百大優質室內設計師，介紹

設計師之作品設計理念、裝潢

風格元素等文章案例分享，內

容豐富、精采可期。 

29 

 

Global Tourism Vision 

旅@天下 

為觀光產業供應鏈，提供更精

準的行銷渠道，同時定位為橫

跨兩岸、連結世界的觀光產業

期刊， 除了網羅全球觀光產業

最新訊息，以專題深度報導的

方式，將觀光產業供應鏈的市

場趨勢，提供給觀光產業相關

之產、官、學及企業客戶參考。 

26 

 

Ryori. Taiwan 料理台灣 

是一本涵概餐飲流行趨勢、餐

飲專業知識、餐飲教育動態、

以及餐飲文化的專業餐飲雜

誌。在讀者群界定上，以餐飲

業之經營者、廚師，以及大專

院校之餐飲科系教師、學生等

對飲食有興趣的相關人士為

主。為國內餐飲界提供一份專

業人士必看的前瞻性雜誌。 

30 

 

Go Go Xin Taiwan 

欣台灣走走系列 

提供您最簡單、便利的閱讀方

式，想去各城鄉鎮走走又懶得

計畫、懶得找資料，別擔心，

只要下載《欣台灣走走系列》

就能邊走邊玩、邊玩邊吃，不

用厚重的旅遊資訊，只要點開

手機，就能來場屬於自己的台

灣之旅。 

27 

 

Or 旅讀中國 

針對台灣青年族群、旅遊新世

代的旅遊興趣和品味所設計，

透過台灣在地編輯團隊的角

度，加上和台灣文化、生活上

有趣的差異，以台灣人熟悉的

筆調，介紹兩岸四地的文化、

生活、藝術、人文、思潮、科

技、娛樂及趨勢的各種面向。 

31 

 

XXL 美國職籃 

台灣發行量最大的 NBA美國職

籃雜誌，內容涵括了 NBA賽程

報導、賽況分析、球隊動態、

球星介紹、場邊趣味剪影，內

容中大量引用全球最權威的第

一手文字與圖片，滿足了所有

籃球族群關心運動時勢與偶像

崇拜的所有需求。 

28 

 

Travelcom 行遍天下 

行遍天下旅遊雜誌—以拓展視

野出發，著重文化展現、探索

知識、體驗智慧旅遊新感受 

32 

 

Interior室內 

多年來  以精湛編輯團隊深耕

台灣室內設計，引領全球目光

聚焦台灣非凡創意文化。每年

12 期的雜誌出版，確切掌握設

計．人文與生活的精采脈動。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華文電子雜誌 50種」 

序 書影 期刊介紹 序 書影 期刊介紹 

33 

 

House Style 時尚家居 

以專業雜誌編輯針對建築師、

設計師最新建築與室內空間設

計案，深入採訪報導。並將設

計融入生活，提昇讀者家居生

活品質，美學觀點。不論有沒

有學過設計，都能自行打造個

性化、機能化的居家新空間。 

37 

 

Evergreen 常春 

以「提供健康知識，實現長壽

願望」為宗旨，是台視文化公

司於 1983年 4月 1日發行至今

的刊物。 

34 

 

Fundesign 瘋設計 

FUN DESIGN 瘋設計特刊，提供

多種設計主題之專案報導，讓

更多對建築材料或室內設計感

興趣的人，更快了解關於居家

空間的規劃與應用。 編輯團隊

皆以最優異的製作質感，每期

都透過豐富的圖片攝影，將引

領時代風騷的設計第一線資訊

傳遞給您。 

38 

 

HouseFun 好房網雜誌 

旨在幫助讀者以最精要的方

式：找好房、理好財、品生活。

為讀者快速掌握房市動態，以

精準的報導，提供深入的買屋

賣屋技巧與在地生活資訊，不

僅是最專業的房產財經雜誌，

也是最值得你信賴的住居工具

書。  

35 

 

Scientific American Chinese 

Edition(CN) 環球科學 

《環球科學》為其獨家授權的

簡體中文版雜誌，致力於為華

語讀者提供原汁原味的《科學

美國人》文章，最前沿科技報

導與深度分析，是科技工作

者、管理層、商務人员、文化

階層都喜歡閱讀的雜誌。 

39 

 

Rhythms Monthly 經典 

1998年經典雜誌創刊，以人文

關懷為經、自然保育為緯；針

對生態、歷史、地理，及人文

議題做深入探討的中文月刊。

是國內少數有能力自製大型專

題，並派員遠赴世界各地採訪

拍攝的雜誌。 秉著為時代做見

證，為人類寫歷史的理念，堅

持辦雜誌的初心，把知性、感

性、理性與靈性一起熔鑄而

成，並傳達大愛、感恩、關懷、

尊重、真誠與美善。  

36 

 

How it works 

知識大圖解國際中文版 

將複雜的知識轉化為活潑有趣

的圖解知識，以圖像化百科呈

現，精簡易懂、精采動人、深

入淺出的圖文編排，讓各年齡

層的讀者們輕鬆閱讀。 

40 

 

WIJAZZ 爵式生活誌 

是全球唯一中文爵士樂雜誌，

透過數位平台發行，結合影

音、社群，報導介紹爵士音樂

與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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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經貿透視叢書-市調報告（大

陸地區） 

外貿協會每年針對國家重點發

展產業及市場，派遣專業市調

研究員親赴當地，深入大陸

一、二及三線城市鄉鎮研究並

即時帶回一手商機商訊，出版

權威工具書；分享當地台商的

實務作法、珍貴經驗、及當地

採購商名址等，協助國內業者

拓銷大陸及全球市場。 

45 

 

Trade Insight Biweekly 

經貿透視雙周刊 

是一本專為貿易人士所編輯的

專業經貿中文雜誌，蒐集全球

各地重要經貿商情資訊編輯而

成，從全球發展趨勢的角度，

深入報導國際市場及重要產業

最新情況，提供廠商掌握產業

趨勢與市場脈動。  

42 

 

English Island 英語島 

英語島 English Island，是一本

「中文裡包含英文；英文裡包

含中文」的雙語月刊；讓人在

閱讀知識的過程中，不知不覺

地學會英文。不背單字、不記

文法，英文變成一種一口入

魂。你讀了英文自然就變好。 

46 

 

PM Magazine專案經理雜誌 

專案經理雜誌的定位為華人

專案管理雜誌的「龍頭」，故

每一期的封面故事都是當代

最強勢的專案管理議題。免

費授權大學申請封面故事為

教學研究教案。 

43 

 

Global Views Monthly  

遠見雜誌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自許，期以

財經知識為國人拓展前瞻視

野，人文養分積累國人的素質

品味。將領先的管理觀點，親

自傳遞給台灣的讀者；融會東

西經營思惟，前瞻管理模式，

協助企業掌握產業發展脈動。 

47 

 

Ctimes 零組件雜誌 

以「連結科技、觸動人心」為

目標，內容除了報導電子產業

的市場議題與技術應用外，也

觸及人文與美學設計的面向，

是一本站在人文與科技交會點

的專業電子科技產業雜誌。 

44 

 

Business Today 今周刊 

堅持提供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全

球財經趨勢，引介讀者最關心

產經時事議題，是專業經理人

最重視的財經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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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Next 數位時代 

即時追蹤創新動能，捕捉創意

價值，尋訪創業英雄，追問成

功品牌 know-how，探索網路新

經濟，尋找時代新典範，發現

成功新規則。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華文電子雜誌 50種」 

序 書影 期刊介紹 序 書影 期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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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th Magazine  

財訊雙週刊 

迅速的反應新聞的變化，更

快速地為讀者篩選出真正有

用的資訊，深入報導新聞始

末。除了既有的財經及政治

深入報導之外，還有金融訊

息與投資含量，給讀者更專

業、更豐富、更實用的財經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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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Auto 智動化 

以最專業、完善的內容，深入

探討自動化產業的技術進展與

應用趨勢，並加入觀點剖析與

業界動態，讓讀者快速掌握自

動化與智慧化產業的全貌，以

網路與平面雙重平台，提供翔

實而綿密的產業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