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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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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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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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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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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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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STER60 Weekly 大師輕鬆

讀 

嚴選國外商管類當前最新暢銷

書籍，將全書內容濃縮萃取為

精華本，再經過台灣資深編輯

團隊精心編譯，以中英文對照

方式呈現，配合「五分鐘摘要」、

詳實的目錄系統、匯整章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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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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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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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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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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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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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C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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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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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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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d SHOW 好宅秀住宅影音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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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nteri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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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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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ommonWealth Parenting 親

子天下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親子

天下提供「教育與學習」、「家庭

與生活」全方位資訊，讓所有家

長照書教、不焦慮。 

18 

 

Common Health Magazine 康

健 

康健雜誌是一本普及健康常識

的雜誌，報導一系列從人到環

境，從食品到營養，從運動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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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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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中國飲食文化 

主旨在於推動對中華飲食文化

之內涵、技術、儀節、書寫之社

會與文化相關研究。希望能藉

此了解中華飲食文化之區域

性、整體性，及其社會與歷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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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ABY & MOTHER 嬰兒與母

親 

是台灣一本有關於懷孕、生產、

育嬰的專業婦幼類雜誌，創刊

於 1976年 9月 1日，是婦幼多

媒體事業集團旗下發行量最大

的雜誌，屬於月刊形式。 

21 

 

Harvest 豐年雜誌 

秉持著「農民之友，生產之道」

服務農友的精神，詳實紀錄了

台灣農業發展的經過。隨著時

代演進，《豐年》的內容也隨之

調整，除強調生產外，也注重生

活與生態的問題。是目前台灣

農業產銷技術權威刊物。 

22 

 

CountryRoad 鄉間小路 

秉持「好農、好食、好台、好安

心」，以感性為訴求，以趣味性

與實用性為賣點，將節令蔬果、

養生保健、環境生態、生活園藝

及鄉村旅遊，向消費者推薦高

品質的農業，表現農村的活力、

自然與尊嚴；拉近民眾與農業

生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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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nager Today 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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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Ivy League Enjoy English 常

春藤生活英語 

字彙程度約 2000-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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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