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名稱 企業名稱 負責人
業務

主管
地址 電話

VOGUE 周麗美

GQ 邵壬卿

AUDI 周麗美

LEXUS 周麗美

華信航空 周麗美

Benz 邵壬卿

ARCH雅砌

ESQUIRE君子

Instyle

MINA米娜時尚

WITH時尚

AMI愛美

快樂快樂月刊

VIVI時尚

電擊HOBBY月刊

電玩通週刊

BMW 楊可立

ELLE 她 楊可立

BAZAAR哈潑時尚 王詩絃

鏡周刊 鏡傳媒 裴  偉 洪靖智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45號4樓 6636-6800

HERE

足球王者

廣告ADM 滾石文化 段鍾沂 段鍾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1號6樓之1 2721-6121

台中WALKER

TOP IDOL

TAIPEI WALKER

常春月刊 台視文化 周法勛 羅兆億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號11樓 2578-2334

DECO居家 劉昌良

HOUSE戀家誌

室內設計 劉昌良

髮型書

BEAUTY大美人 2707-8227

BEAUTY美人誌 2701-8090

薇薇新娘 薇薇雜誌社 曾慶堂 -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9號 2727-5336

遠見雜誌

哈佛商業評論

未來少年 張勝宗

天下雜誌 葉雲

親子天下 游玉雪

CHEERS快樂工作人雜

誌
許家榮

康健雜誌 李彥慶

天下雜誌群 殷允芃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39號11樓 2507-8627

千晶文化 廖琇莉 葉芃欣 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71 號 8 樓 A 室

遠見文化 高希均
郭燕蓉

台北市松江路93巷1號2樓 2517-3688

台灣國際角川 成田聖 詹俊瑋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44號 2747-2433

茉莉美人文化/時尚 劉美苓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96號4樓 2571-2565

台灣赫斯特 霍思明 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9號 7747-1688

台灣東販 加藤正樹 吳俊葦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30號2樓之1 2577-8878

康泰納仕樺舍綜合媒體 伍漢生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51號15樓 2732-8899

雜誌媒體一覽表

青文 黃詠雪 祝安慶 10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2541-4234

華克文化 張敏君 王銘煌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2段181巷8號5樓 8797-8900



今周刊

先探月刊

股市總覽

財訊雙周刊

古美術

今藝術

小典藏

典藏投資

Yisho

經理人月刊 溫偉伶

Shopping Design設計採

買誌
劉靜茹

數位時代 邱淑萍

DIY玩佈置 郭炳輝

LA VIE漂亮 林佳育

漂亮家居 郭炳輝

新電子科技雜誌月刊 Eileen Chiu

DIGI PHOTO數位相機

採購活用

PCHOME 電腦家庭

PCHOME ADVANCE電腦

王

新通訊元件雜誌

網管人

城邦國際名錶 周詩嫻

TRAVELER旅人誌

CITTA BELLA儂儂 黃珍妮

美麗佳人 蔡素真

媽媽寶寶 王庭庭

BOBO小天才

SMART智富 邱游清

GOLF 李國榮

商業周刊 李紹齡

台北101 李國榮

VOCE 高瑞晶

COOL流行酷

MONMON

夢夢少女漫畫月刊

LOOKin

GC遊戲頻道

超神準星測

東京衣芙 采舍國際 王寶玲 卓青青 台北市博愛路36號3樓 2331-2810

CONDE當代設計 當代設計雜誌社 黃章明 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47巷1弄149-49-7號 2738 6991

講義 講義堂 林獻章 台北市信義路4段199巷11號 2754-9488

皇冠 皇冠文化 平  雲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2716-8888

讀者文摘 港商讀者文摘 張  青 曹富生 台北市民生東路5段2號2F 2746-1512

聯合文學 聯合文學出版社 趙玉瑩 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80號  2766 6759

印刻文學生活誌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 張書銘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2228-1626

商周出版社 何飛鵬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2樓 2510-7713

尖端出版社 黃鎮隆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2500-7600

墨刻出版 葉君超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2518-1133

儂儂國際媒體 吳麗萍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2505-8989

電腦家庭出版社 詹宏志 連淑玲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7樓 2518-1133

巨思文化 詹宏志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 2707-0657

城邦文化 何飛鵬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7樓 2518-1133

典藏藝術家庭 簡秀枝 林素珍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號3樓 2560-2220

財信傳媒 謝金河 葉陶聖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52號11樓 2551-2561



張老師月刊 張老師文化事業 李鐘桂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325號B1 2369-7959

經典 慈濟人文 王端正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2號12樓 2898-9990

愛女生

時報周刊 黃慧芳

第一手報導 一手文化 張震東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285號7樓之1 8712-8128

美國職棒

美國職籃

AUTO DRIVER車主

一手車訊 車訊國際 顧宗翰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18號6樓 8791-1911

CA汽車鑑賞 奧特邦文化 藍偉群 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388號3樓 2820-1335

汽車購買指南 汽車購買指南雜誌社 謝璧騰 林純玲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356號7樓之1 2747-3818

汽車百科 雨生文化 陳雨生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69之12號 2572-1788

超越車訊

鐵馬拜客

汽車線上情報 汽車線上情報 黃瑋玲 黃瑋玲 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三路131號4樓 2823-4643

AG汽車雜誌 永晨國際 林薦寬 台北市忠孝東路5段1之3號10樓 6636-3030

MY COLOR五言六社 五言六社文化 蔡耀文 劉易昇 台北市和平東路3段63號5樓之6 2377-6936

世界電影 影視實業 王海娟 王海娟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71巷26-1號  2769 2979

BRAIN動腦 動腦雜誌社 吳進生 王彩雲 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00號12F 2713-2644

FHM男人幫 男人幫有限公司 楚怡萱 范晉誠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22號 2707 5169

MEN'S UNO 威柏國際/子時傳媒 呂永元 鄭哲明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8號6樓 2731-6690

WE People 東西全球文創 李冠毅 田又心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376號 2754 8588

VMAN質男幫 質男幫出版社 莊俊龍 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50號11樓 7715-3158

媽咪寶貝

嬰兒母親

Baby Life育兒生活

MONEY錢雜誌 原富傳媒 童再興 郭祐作 台北市中正區南京東路二段6號6樓 2511-3511

新新聞周報 新新聞文化 張果軍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3巷33號 2658-1158

理財周刊 理財周刊股份有限 洪寶山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7號6樓 2392-6680

萬寶週刊 萬寶週刊出版社 黃　河 台北市松江路87號4樓 6608-2998

IDN國際設計家連網 長松文化 張寶玲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2號8樓之3 2511-7257

世界晼錶雜誌 世界腕錶文化 洪美惠 謝芬貝 台北市朱崙街60號2樓 2773-0125

行遍天下 海外旅遊版

行遍天下 台灣渡假版

國家地理雜誌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熊曉鴿 翁虹玉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段179號 8797 1758

TOGO 新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潘思源 游美雲 台北市民生東路一段54號2樓 2571-0369

AZ旅遊生活 華訊事業 黃文靜 薛郁雯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90號10樓之2 2517-7099

DYNASTY華航雜誌 先傳媒 趙國帥 朱彥蓉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57號12樓 2706-4660

高爾夫文摘

NBA美國職籃

聯盟雜誌

ADVANCED

空中英語教室

大家說英語

現代保險健康+

理財雜誌

L.I.F.E 季刊

長昇文化 劉建雨 樓乙閑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號6樓 2506-0239

婦幼多媒事業 張錦輝 涂序梅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28號10樓

宏碩文化 廖文政 洪檍喬 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三段3號9樓 5599-9999

現代保險雜誌社 黃秀玲 台北市忠誠路二段46之1號3樓 8866-5238

空中英語教室文摘 彭蒙惠 陳全華 台北市大直街62巷10號 2533-8082

時報股份 李玉生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 2308-7111

2715-5820

宬世寰宇國際媒體 王伯鑫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8弄3號3樓 2656-1234

超越文化 江芳男 台北市長沙街2段128號4F 2331-3322范靜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