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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智富

財經主題周刊，提供產業資訊、

致力於提供讀者專業與全面的

企業人物專訪、企業故事、財經

投資及財富管理知識。透過深

新聞等內容，為台灣地區指標

度的分析，帶領讀者放眼國際，

型的商業雜誌。

隨時掌握國際最新脈動，抓緊
獲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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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TH INVEST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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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 Development

先探投資週刊

Monthly 能力雜誌

擁有最大且最完整研究團隊的

描繪職場人從將人、將才到將

刊物。完整且深度的報導全球

將的捷徑。內容以學得來的管

及大陸的產業趨勢動態，同時

理搭配容易懂（用）的職場技

有效追蹤外資的多空動向，以

巧，由各領域職場達人分享寶

最忠實客觀的態度來掌握產業

貴的實務經驗，讓職場人聰明

動向。

工作、直覺學習、樂趣生活。

Global Views Monthly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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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Insight 經貿透視叢書

遠見雜誌特刊

本書作者巫倫娜女士目前擔任

創辦人高希均教授指出，創辦

大陸大型精品商貿企業的事業

《遠見》的宗旨有二： 第一，

發展總監，工作之故，多年來她

是傳播國際知識，包括不同的

在大陸已實地考察過百餘個城

領域、主題及人物，使中國人瞭

市，擁有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

解國際社會中的世界觀。第二，

深切了解兩岸文創產業的發展

則是要提倡遠見，期盼透過媒

現況及趨勢；她從實用的商業

體的報導，能夠讓讀者揚棄個

角度來剖析兩岸文創產業的諸

人的偏見與一己的短見，代之

多商機，深入探討大陸及台灣

以爭千秋的遠見。這就是取名

消費者行為，相信定能提供文

為《遠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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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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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8

HOW IT WORKS 知識大圖解

常春藤解析英語

國際中文版

是製作嚴謹的專業英語廣播月

將複雜的知識轉化為活潑有趣

刊。首創全國針對大學考及托

的圖解知識，以圖像化百科呈

福考試結合廣播所發行之英語

現，精簡易懂、精采動人、深入

雜誌。除延伸學校輔助教科書

淺出的圖文編排，讓各年齡層

的內容，更能讓高中升大學的

的讀者們輕鬆閱讀。

學生能提早適應大考的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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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 互動英語

是本系列雜誌中最新、難度也

本刊得到 CNN 官方授權，能

最高的一本，主要是提供給大

使用其電視新聞影音與文字，

學生與企業人士等，做為英語

作為英語學習的材料，完整呈

進深加強之用。課程內容十分

現最真實的美語環境，對於訓

廣泛，內容取材自國際媒體，提

練聽力、補充字彙、了解時事，

供讀者一扇「通往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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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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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互動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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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INTERACTIVE

每月編輯主題包含生活會話、

JAPANESE MAGAZINE 互

精選專題報導、寫作訓練、台灣

動日本語

新鮮事、台灣導遊、情境劇場等

「互動日本語」是國內第一本

豐富學習內容，讓每一個讀者

影音互動日語學習雜誌，專為

都可以享受英語閱讀的樂趣。

日語學習者編輯，以實用為出

此外，台灣的鄉土人情、生活周

發點，所有內容都從生活情境

遭的人事物也是最佳的教材，

中延伸，讓生活中的所有場景

希望讓每一個讀者英語升級，

都成為最直接的日語學習教

可以將台灣的人文風采用流利

室。閱讀「互動日本語」
，讓你

的英語與人分享。

掌握日本最新流行資訊，邊玩
邊學，輕輕鬆鬆開口說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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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ews Magazine 一手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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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 uno 男人誌

每期內容涵蓋新車搶先試駕報

全球最受歡迎的中文男性時尚

導、測試集評、國內車市動態分

雜誌，是打扮入時、注重品味、

析及獨家的特別企劃等，皆為

熱愛生活、追求新知、享受性愛

讀者呈現最新、最深入的專業

的都會美型男！ men’s uno 是

報導。不論內容深度、資訊強

信奉享樂主義男人的第一品

度、閱讀質感，誠為愛車讀者不

牌！ men’s uno 是 包含男人

可錯過的第一選擇。

感興趣的一切！

VOGUE 時尚雜誌國際中文版

16

ELLE 她雜誌

被喻為「時尚聖經」的 VOGUE

ELLE 她雜誌的多元化話題，不

雜誌是時尚類國際中文版女性

僅傳遞現代女性最新、最快、最

雜誌的領導者。VOGUE 時尚雜

遠、最美的時尚流行觀，從閱讀

誌每月均為您報導來自巴黎、

ELLE 中，妳也將重新發覺真正

米蘭、紐約頂尖時裝設計大師

的自我，找到自信與風采，時時

的流行預言及獨家專訪，還有

與最新的時尚資訊接軌，同時

最新 beauty、健康、休閒等報導，

體驗不同以往的生活樂趣，成

帶您永遠走在時尚與品味的頂

為一個與眾不同的新世紀美麗

端！

女子。

「AEB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華文電子雜誌 75 種」
序
17

書影

期刊介紹
Esquire Taiwan 君子雜誌

序
18

書影

期刊介紹
Ryori.Taiwan 料理‧台灣

是本來自紐約的男性生活與時

是一本涵概餐飲流行趨勢、餐

尚旗艦雜誌。自 1933 年創刊迄

飲專業知識、餐飲教育動態、以

今，獲獎無數，目前全世界共擁

及餐飲文化的專業餐飲雜誌。

有十多個不同版本，包括英國、

在讀者群界定上，以餐飲業之

瑞士、希臘、荷蘭、土耳其，以

經營者、廚師，以及大專院校之

及亞洲的日本、韓國、大陸、香

餐飲科系教師、學生等對飲食

港、泰國與即將創刊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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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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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ad 旅讀

20

Travelcom 行遍天下

針對台灣青年族群、旅遊新世

行遍天下旅遊雜誌—以拓展視

代的旅遊興趣和品味所設計，

野出發，著重文化展現、探索知

透過台灣在地編輯團隊的角

識、體驗智慧旅遊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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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GoGo XinTaiwan 走走系列

22

XXL 美國職籃

提供您最簡單、便利的閱讀方

台灣發行量最大的 NBA 美國職

式，想去各城鄉鎮走走又懶得

籃雜誌，內容涵括了 NBA 賽程

計畫、懶得找資料，別擔心，只

報導、賽況分析、球隊動態、球

要下載《欣台灣走走系列》就能

星介紹、場邊趣味剪影，內容中

邊走邊玩、邊玩邊吃，不用厚重

大量引用全球最權威的第一手

的旅遊資訊，只要點開手機，就

文字與圖片，滿足了所有籃球

能來場屬於自己的台灣之旅。

族群關心運動時勢與偶像崇拜
的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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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 Digest Taiwan 高爾夫文

24

Fundesign 瘋設計

摘

FUN DESIGN 瘋設計特刊，提

Golf Digest 有「高爾夫聖經」美

供多種設計主題之專案報導，

譽，乃全球最具影響力之高爾

讓更多對建築材料或室內設計

夫媒體，創刊 60 年來，擁有高

感興趣的人，更快了解關於居

壇頂尖人物 Jack Nicklaus、Tom

家空間的規劃與應用。 編輯團

Watson、Tiger Woods、Ernie Els、

隊皆以最優異的製作質感，每

Phil Mickelson、Butch Harmon、

期都透過豐富的圖片攝影，將

David Leadbetter .......等為其獨

引領時代風騷的設計第一線資

家撰寫評論及球技教學文章。

訊傳遞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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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透視叢書－市調報告(大陸 26

Rhythms Monthly 經典

地區)

以人文關懷為經、自然保育為

外貿協會每年針對國家重點發

緯；針對生態、歷史、地理，及

展產業及市場，派遣專業市調

人文議題做深入探討的中文月

研究員親赴當地，深入大陸一、

刊。派員遠赴世界各地採訪拍

二及三線城市鄉鎮研究並即時

攝的雜誌，是國內少數的自製

帶回一手商機商訊，出版權威

大型專題。秉著為時代做見證，

工具書；分享當地台商的實務

為人類寫歷史的理念，堅持辦

作法、珍貴經驗、及當地採購商

雜誌的初心，把知性、感性、理

名址等，協助國內業者拓銷大

性與靈性一起熔鑄而成，並傳

陸及全球市場。

達大愛、感恩、關懷、尊重、真
誠與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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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Quarterly 微笑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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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天下雜誌《微笑季刊》
，延伸「微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哈佛

笑台灣 319 鄉款款行」系列的

商業評論

人文風格，精選台灣人情物意，

與世界一流管理接軌的頂尖實

以春食、夏人、秋景、冬物為主

戰策略，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

題，挖掘隱藏在島嶼 368 個鄉

中 文 版 是 美 國 《 Harvard

鎮巷弄間的特色景點、在地好

Business Review》授權的中文版

物與慢活行程，實踐「生活台

本，2006 年 9 月起由天下遠見

灣」最多元的集結，分享「希望

出版事業群發行，用以提升台

台灣」最美好的禮物！

灣及華人世界的管理理念、改
進實務運作、增加實際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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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 Magazine 儂儂雜誌

30

Crossing Quarterly 換日線季

台灣第一本女性時尚雜誌，從

刊

美麗的需求到快樂的靈魂，

《換日線》獻給在渾沌時代中，

「Bella 儂儂」以女性為發聲主

渴望提升，想要跨出去的您。換

體，議題除了時尚之外，更橫跨

日線定期集結超過 50 個國家、

美妝、生活、品味、旅遊、社交..

100 位以上新世代作者闖蕩世

等議題，主張在生活中創造美

界的真實故事，是您可以隨身

麗、在原創中展現高度。

攜帶，伴您跨越地理國境、迎向
未知挑戰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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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Talk in English 大家說英 32

Studio Classroom 空中英語教

語

室

曾獲 IBC 優良節目獎，是國內

紮實豐富的雜誌內容、配合廣

最佳的生活英語會話刊物。它

播與電視的教學，多年來，贏得

不僅幫助您說好英語，更提供

金鐘獎與金鼎獎等獎項與肯

許多實用的英語語彙與技巧，

定。目前「空中英語教室」亦於

使您能用簡單的字說漂亮的英

中國大陸、美、加、歐洲、澳、

語。

紐等地發行並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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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透視叢書－市調報告(新興 34

TPCA Magazine 電路板會刊

市場)

台灣電路板協會，1998 年成立，

前瞻趨勢產業拓銷全球市場外

以「服務會員及提高產業整體

貿協會每年針對國家重點發展

對外競爭力」為宗旨。會員係由

產業及新興市場，派遣專業市

電路板製造、專業代工及上下

調研究員親赴當地，深入研究

游原物料設備業者所共同組

並即時帶回一手商機商訊，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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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GQ 瀟灑國際中文版

36

Dream Life 夢想誌

生活可以平凡，但絕對要有品

人生因夢想而偉大，一本為您

味，人生可以平凡，但一定要有

打造夢想的好雜誌！《夢想誌》

樂趣。成功可以藉由努力更靠

是一本購物指南、理財投資、居

近，然而「品味」與「樂趣」這

家空間、生活美學的雜誌！

兩件雅事，是你非擁有不可卻
永遠不可能被滿足，因為，GQ
男人的世界永遠有屬於自己堅
持與執著。
37

ALBA TROSS-VIEW 阿路巴

38

Scientific American Chinese

高爾夫國際中文版

Edition(CN) 環球科學

ALBA 為每月 5 號發行，一年

《環球科學》為其獨家授權的

12 期。詳細的圖解式球技教學，

簡體中文版雜誌，致力於為華

解決您的困擾，看完後立即讓

語讀者提供原汁原味的《科學

您減少 5 桿。另有最新型球具

美國人》文章，最前沿科技報導

介紹、零時差日本高爾夫時尚、

與深度分析，是科技工作者、管

高爾夫賽事新聞、高爾夫假期

理層、商務人员、文化階層都喜

旅遊企劃及即時商品訊息…等

歡閱讀的雜誌。

豐富多元的內容。
39

Evergreen 常春

40

HouseFun 好房網雜誌

以「提供健康知識，實現長壽願

旨在幫助讀者以最精要的方

望」為宗旨，是台視文化公司於

式：找好房、理好財、品生活。

1983 年 4 月 1 日發行至今的刊

為讀者快速掌握房市動態，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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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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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literary Monthly 幼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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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ourism 中國旅遊

文藝

以精彩的圖片和翔實生動的文

為青年學子量身訂做的文學、

章，深入報道中國的美麗風光、

文化、藝術之入門雜誌。由知名

地理風貌、民俗風情、歷史古

作家接力執筆的專欄「閱讀與

蹟、文化藝術等，深受旅遊者和

寫作」所揭櫫的：
「大量閱讀，

攝影愛好者的喜愛。 多年來，

滿溢對文字的想像；進行寫作，

我們的報道無遠弗屆，遍及全

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閱讀了

中國，不少當今揚名天下的旅

文字，也閱讀了生命。

遊名勝都是由《中國旅遊》率先
報導。

43

READERS 讀者

44

ROAM 時尚漫旅

《讀者》雜誌主要訴求發掘人

以絕美為緣由，介紹全球最為

性中的真善美，深刻體驗人文

動人的人間天堂之旅感受人文

與關懷；融合了文化、知識與趣

城市的獨特魅力，尋找遺失在

味，雜誌內容廣泛彙集了兩岸

城市中的印記，體會原汁原味

三地及各地華人區域知名作家

的技藝之美，撿拾保存下來的

作品以共賞，遠離腥羶色，閱讀

人文薈萃。

人性真善美，體驗人文關懷。
45

Capital Week 證券市場週刊

46

hinge

《證券市場週刊》由中國證券

The magazine provides a strong

市場研究設計中心（SEEC，簡

focus for design with an attitude

稱“聯辦集團”）主辦，創刊於

that was distinctly international.

1992 年 7 月，是中國證監會指

Our stories meet the expectations

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唯一刊物

of today's professional designers -

媒體。曾被美國期刊協會評為

newsy, dynamic and stimulating

“世界十大財經媒體之一”。

but the focus will always be
directed towords design.

47

Wealth Magazine Special 財訊 48

Harper's BAZAAR Taiwan

趨勢贏家

1867 年，全球時尚雜誌始祖

《財訊》是創造兩岸三地政經、

Harper's BAZAAR，在美誕生。

投資理財議題，洞燭市場投資

是孕育偉大時尚設計師、藝術

趨勢的先行者，專業且優質的

家的搖籃。也是首本與台灣讀

財經雜誌領導品牌。讀者以 30-

者見面的國際中文版時尚雜

50 歲的社會菁英、中高階主管、

誌。內容涵蓋全新高端時尚、最

中小企業主、CEO 為主，具崇

新美妝，藝術與品味生活等內

高的社經地位，為意見領袖和

容，將徹底顛覆你對時尚雜誌

深具影響力的決策人士。

的刻板印象。

「AEB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華文電子雜誌 75 種」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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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

期刊介紹

序

Marie Claire 美麗佳人國際中

50

書影

期刊介紹
Airway Magazine 世界民航雜

文版

誌

美麗佳人雜誌，全球每月超過

Airway 世界民航雜誌於 1997 年

二千三百萬人閱讀，橫跨五大

7 月創刊，是目前大中華地區繁

洲 34 個國家，發行四百萬冊，

體中文民航主題雜誌的領導品

從流行時尚到人文品味，從美

牌，發行兩岸三地，是最佳的中

容保養到生活靈感，為全世界

文航空知識來源。80 頁內文全

女人發聲。

彩印刷，提供讀者最新的世界
航空消息，最精闢的報導、獨家
消息及精美圖片。

51

Global Views Monthly 遠見雜

52

Business Today 今周刊

誌

堅持提供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全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自許，期以

球財經趨勢，引介讀者最關心

財經知識為國人拓展前瞻視

產經時事議題，是專業經理人

野，人文養分積累國人的素質

最重視的財經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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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ealth Magazine 財訊雙週刊

54

Manager Today 經理人

迅速的反應新聞的變化，更快

台灣第一本全球化經理人專屬

速地為讀者篩選出真正有用的

的新型態管理雜誌，現在有太

資訊，深入報導新聞始末。除了

多的管理理論著重的是經理人

既有的財經及政治深入報導之

該做什麼，而告訴經理人實際

外，還有金融訊息與投資含量，

上該如何去執行的太少，
《經理

給讀者更專業、更豐富、更實用

人月刊》將管理理論轉化成管

的財經資訊。

理實踐，則正好填補了這個重
要的需求。

55

Trade Insight Biweekly 經貿透 56

PM Magazine 專案經理雜誌

視雙周刊

專案經理雜誌的定位為華人專

是一本專為貿易人士所編輯的

案管理雜誌的「龍頭」
，故每一

專業經貿中文雜誌，蒐集全球

期的封面故事都是當代最強勢

各地重要經貿商情資訊編輯而

的專案管理議題。免費授權大

成，從全球發展趨勢的角度，深

學申請封面故事為教學研究教

入報導國際市場及重要產業最

案。

新情況，提供廠商掌握產業趨
勢與市場脈動。

「AEB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華文電子雜誌 75 種」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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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MASTER60 Weekly 大師輕鬆

58

書影

期刊介紹
Ivy League Enjoy English 常

讀

春藤生活英語

嚴選國外商管類當前最新暢銷

字彙程度約 2000-3500 字，相當

書籍，將全書內容濃縮萃取為

於全民英檢初級至中級程度。

精華本，再經過台灣資深編輯

內容取材多元，兼具全民英檢

團隊精心編譯，以中英文對照

與托內容，並有完整的全民英

方式呈現，配合「五分鐘摘要」
、

檢初/中級模擬試題，是養成英

詳實的目錄系統、匯整章節重

語基礎能力的最佳選擇。

點的「關鍵思惟」
，讀者可在最
短時間輕鬆瀏覽，掌握關鍵內
容，獲得新知。
59

61

Live 互動英語

60

ABC 互動英語

《Live 互動英語》以實用為出

專為英語初學者編訂的基礎英

發點，所有教學設計都貼近生

語學習雜誌，活潑、實用、有趣

活情境，讓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的豐富內容，學英語不再痛苦，

都成為最好的學習教材，塑造

情境教學讓學英語像學母語一

出最自然的英語學習環境。

樣輕鬆自然。

Business Next 數位時代

62

Ctimes 零組件雜誌

即時追蹤創新動能，捕捉創意

以「連結科技、觸動人心」為目

價值，尋訪創業英雄，追問成功

標，內容除了報導電子產業的

品牌 know-how，探索網路新經

市場議題與技術應用外，也觸

濟，尋找時代新典範，發現成功

及人文與美學設計的面向，是

新規則。

一本站在人文與科技交會點的
專業電子科技產業雜誌。

63

PC HOME 電腦家庭

64

DIGI PHOTO

充分運用「Step by Step」圖解說

市場最早、最受歡迎的數位相

明，讓畏懼電腦、卻又不得不學

機專業媒體第一品牌，兼具專

習電腦的初學者擁有完整的學

業與生活應用的數位相機、影

習工具，感受到「學得會」的成

像週邊採購活用玩樂誌，結合

就與滿足，輕鬆達成「無痛苦學

數位影像科技資訊、專業學習

習」及「徹底解決學習需求」的

及生活化應用的全方位雜誌。

期望。

「AEB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華文電子雜誌 75 種」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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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Auto 智動化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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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

期刊介紹
id SHOW 好宅秀住宅影音誌

以最專業、完善的內容，深入探

此刊跳脫傳統紙本發行模式，

討自動化產業的技術進展與應

將改採數位發行。精選收錄室

用趨勢，並加入觀點剖析與業

內設計作品案例與台灣北部、

界動態，讓讀者快速掌握自動

中部、南部地區精選百大優質

化與智慧化產業的全貌，以網

室內設計師，介紹設計師之作

路與平面雙重平台，提供翔實

品設計理念、裝潢風格元素等

而綿密的產業訊息。

文章案例分享，內容豐富、精采
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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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Taiwan 室內

68

House Style 時尚家居

多年來以精湛編輯團隊深耕台

以專業雜誌編輯針對建築師、

灣室內設計，引領全球目光聚

設計師最新建築與室內空間設

焦台灣非凡創意文化。每年 12

計案，深入採訪報導。並將設計

期的雜誌出版，確切掌握設計．

融入生活，提昇讀者家居生活

人文與生活的精采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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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mmonWealth Parenting 親

70

Common Health Magazine 康

子天下

健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親子

康健雜誌是一本普及健康常識

天下提供「教育與學習」
、
「家庭

的雜誌，報導一系列從人到環

與生活」全方位資訊，讓所有家

境，從食品到營養，從運動到心

長照書教、不焦慮。

情，從對身體的認知到疾病的
預防與醫療，提供健康、快樂、
均衡、自信的生活秘訣與最實
用的健康生活保健知識。

71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72

BABY & MOTHER 嬰兒與母

Culture 中國飲食文化

親

主旨在於推動對中華飲食文化

是台灣一本有關於懷孕、生產、

之內涵、技術、儀節、書寫之社

育嬰的專業婦幼類雜誌，創刊

會與文化相關研究。希望能藉

於 1976 年 9 月 1 日，是婦幼多

此了解中華飲食文化之區域

媒體事業集團旗下發行量最大

性、整體性，及其社會與歷史過

的雜誌，屬於月刊形式。

程，以及「飲食」在人類文明中
的一般意義，並為學者提供一
意見交流之園地。

「AEB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華文電子雜誌 75 種」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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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st 豐年雜誌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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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Road 鄉間小路

秉持著「農民之友，生產之道」

秉持「好農、好食、好台、好安

服務農友的精神，詳實紀錄了

心」
，以感性為訴求，以趣味性

台灣農業發展的經過。隨著時

與實用性為賣點，將節令蔬果、

代演進，
《豐年》的內容也隨之

養生保健、環境生態、生活園藝

調整，除強調生產外，也注重生

及鄉村旅遊，向消費者推薦高

活與生態的問題。是目前台灣

品質的農業，表現農村的活力、

農業產銷技術權威刊物。

自然與尊嚴；拉近民眾與農業
生活。

75

Mombaby 媽媽寶寶雜誌
全方位豐富、完整的懷孕、生產
保健資訊報導，並針對 0-1 歲寶
寶教養方面，設計各類育兒話
題，協助指導新手父母照顧寶
寶大小問題，讓 e 世代爸媽，時
時接受最新養育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