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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UE

GQ

AUDI

和運車主誌

COSMED

LEXUS

好房誌

美妝書

華信航空

台北101

白蘭氏-Today健康策

NEC之友

Smile玉山

玉見

TOYOTA

ARCH雅砌

ESQUIRE君子

BAZAAR哈潑時尚

COSMOPOLITAN柯夢波丹

GLA惟我

MINA米娜時尚

WITH時尚

AMI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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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文 黃寄萍 2541-423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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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誌媒體一覽表雜誌媒體一覽表雜誌媒體一覽表雜誌媒體一覽表
香港商競立媒體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康泰納仕樺舍綜合媒體 廖梅淳 2732-8899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51號1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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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快樂月刊

VIVI時尚

電擊HOBBY月刊

電玩通週刊

BMW

Benz

高鐵

ELLE 她

HERE PLUS

BANG!

BRAND名牌誌

女性名牌圖鑑

男性名牌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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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WALKER

TOP IDOL

TAIPEI WALKER

常春月刊 台視文化 周法勛 2578-2334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號11樓

DECO居家

JASMINE茉莉

HOUSE戀家誌

室內設計

髮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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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際角川 角川歷彥 2747-2433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46號5樓

三采文化 張輝明 8797-123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3巷33號8樓

原「樺樹文化」

台灣東販 小宮秀之 2577-8878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30號2樓之1

台灣赫斯特 王士平 2501-6699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90號8樓

青文 黃寄萍 2541-423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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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大美人 千晶文化 廖琇莉 2707-8227

BEAUTY美人誌 美人文化 徐聖遠 2701-8090

TVBS周刊

女人我最大

健康兩點靈

C!ty玩家

食尚小玩家

食尚玩家

CoCo哈衣族

ViVi薇薇

薇薇新娘

遠見雜誌

哈佛商業評論

未來少年

30雜誌

天下雜誌

親子天下

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

康健雜誌

今周刊

先探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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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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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見文化 高希均 2517-3688 台北市松江路93巷1號2樓

薇薇雜誌社 曾慶堂 2727-5336 台北市忠孝東路5段550號7樓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1號8樓A座

英特發/TVBS關係企業 邱一新 2341-8989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1段23號1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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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訊雙周刊

古美術

今藝術

小典藏

典藏*投資

Yisho

經理人月刊

Shopping Design設計採買誌

數位時代雙週

DIY玩佈置

LA VIE漂亮

漂亮家居

STUFF

新電子科技雜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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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ER旅人誌

CITTA BELLA儂儂

美麗佳人
儂儂國際媒體 吳麗萍 2505-8989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墨刻出版 何飛鵬 2500-7008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腦家庭出版社 詹宏志 2518-1133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7樓

城邦文化 何飛鵬 2518-1133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7樓

巨思文化 詹宏志 2707-0657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2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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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O小天才

SMART智富
GOLF
商業周刊

VOCE

CHOC恰女生

COOL流行酷 

甜芯

MONMON夢夢少女漫畫月刊 

談星 

PLAY偶像娛樂情報誌

POPTEEN

完全星座誌

東京衣芙

FF美人

CONDE當代設計 當代設計雜誌社 黃小石 2739-6388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49之16號7樓

講義 講義堂 林獻章 2754-9488 台北市信義路4段199巷11號

皇冠 皇冠文化 平  雲 2716-8888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讀者文摘 港商讀者文摘 張  青 2746-1512 台北市民生東路5段2號2F
聯合文學 聯合文學出版社 張寶琴 2766-6759 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

印刻文學生活誌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 張書銘 2228-1626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張老師月刊 張老師文化事業 李鐘桂 2369-7959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325號B1

經典 慈濟人文 王端正 2898-9990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2號12樓

誠品好讀 誠品 吳清友/廖美立 8789-8880 台北市北投區 112 立德路2號12樓

愛女生                                   

時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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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寶玲 2331-2810

商周出版社 金惟純 2505-6789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2樓

儂儂國際媒體 吳麗萍 2505-8989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2308-7111李玉生

尖端出版社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時報股份

采舍國際 台北市博愛路36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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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周刊 港壹傳媒 裴  偉 6601-6688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41巷48號

美國職棒

美國職籃

Rich Man

AUTO DRIVER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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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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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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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百科 雨生文化 程美玲 2659-3191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81號4樓

超越車訊

鐵馬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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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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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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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電影 影視實業 史金龍 2711-2534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5弄3號1樓

BRAIN動腦 動腦雜誌社 吳進生 2713-2644 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00號12F
FHM男人幫 男人幫出版社 顧宗翰 8792-1990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18號6樓

MEN'S UNO 威柏國際/子時傳媒 林浩正 2731-6690 台北市復興北路40號8樓

WE People 東西國際文化出版 李冠毅 2704-5678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92號9樓

VMAN質男幫 質男幫出版社 莊俊龍 6636-9099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50號8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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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3511 台北市中正區南京東路二段6號6樓

大師輕鬆讀 大師文化 俞國定 2729-2637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3樓3F15室

新新聞周報 新新聞文化 胡鴻仁 2698-9828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9號4樓之6

非凡新聞周刊

張錦輝婦幼多媒事業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28號10樓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8弄3號3樓

超越文化 江芳男 2331-3322 台北市長沙街2段128號4F

宬世寰宇國際媒體 陳佳成 2656-1234

2715-5820

非凡商業周刊雜誌社 台北市光復北路11巷35號11樓黃  崧 2766-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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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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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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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N國際設計家連網 長松文化 張寶玲 2511-7257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2號8樓之3
世界晼錶雜誌 世界腕錶文化 洪美惠 2773-0125 台北市朱崙街60號2樓

行遍天下 海外旅遊版

行遍天下 台灣渡假版

國家地理雜誌

T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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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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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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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累收納PLAY 何飛鵬 2500-7008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4樓 轉圖書

手機GOGO購物誌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轉圖書

完全元氣花草遊戲 何飛鵬 2500-7008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4樓 轉圖書

MAN'S STYLE 吳麗萍 2505-8989 台北市民生東路2段141號10樓 停刊

NANA娜娜 徐聖遠 2701-8090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1號8樓A座 停刊

AV CHOICE視聽玩家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汎太平洋媒體集團 潘思源 8768-1186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53號5樓

空中英語教室文摘 彭蒙惠 2533-8082 台北市大直街62巷10號

長昇文化 劉建雨 2506-0239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號6樓

宏碩文化 陳金泉 5599-9999 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三段3號9樓

現代保險雜誌社 黃秀玲 8866-5238 台北市忠誠路二段46之1號3樓

非凡商業周刊雜誌社 台北市光復北路11巷35號11樓黃  崧 2766-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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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網路學習誌 詹宏志 2707-0657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2號3樓 停刊

HIT棒球迷 何飛鵬 2500-7008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4樓 停刊

PC SHOPPER電腦買物王 詹宏志 2707-0657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2號3樓 停刊

SMART密技雙月刊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XBOX月刊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秘笈總動員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電腦上班族 詹宏志 2707-0657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2號3樓 停刊

電腦玩家 詹宏志 2707-0657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2號3樓 2009.07後停刊

網路遊戲月刊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COOL BIKERS機車人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財訊快報 謝金河 2551-2561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52號7樓 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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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寶貝 曾慶堂 2727-5336 台北市忠孝東路5段550號7樓 停刊

HIPPER 角川歷彥 2747-2433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44號5樓 停刊

HERE 小宮秀之 2545-6277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25號4樓 停刊

MEN'S JOKER時尚客 黃寄萍 2541-423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停刊

ALICE少女漫畫誌 黃寄萍 2541-423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停刊

大地地理雜誌 潘思源 8768-1186 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27巷1-2號 停刊

人車誌 顧宗翰 8791-1911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18號6樓 停刊

車壇聖經 邵長麟 2768-9907 台北市基隆路1段163號7樓-2 停刊

GTR MAGAZINE 周哲男 2794-8985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339號6樓 停刊

跳蚤市場 顧宗翰 8791-1911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18號6樓 停刊

飲食雜誌 謝秀麗 2397-9694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0號9樓之4 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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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雜誌 林信賢 2393-7798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77巷25號1樓 停刊

華納威秀周刊 陳鴻元 2570-5019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56號5樓 停刊

PR公關 2778-4783 台北市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7號8樓之2 停刊

FIGARO費加洛 甯嘉晨 2777-1560 台北市復興北路38號8樓 停刊

甜心穿 陳慧鈴 2777-5359 台北市復興南路1段45號10樓 停刊

SMART MAX達人雜誌 陳百合 8771-8022 台北市敦化南路1段245號7樓 停刊

八樂誌 陳鴻元 2577-8804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30號5樓 停刊

am:pm玩錶‧生活誌 王渝琪 2578-9328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57號4樓之6 停刊

DUNK 周哲男 2794-8985 台北市內湖區新胡二路339號6樓 停刊

Style流行風 童再興 2518-1133 台北市民生東路2段141號7樓 停刊

錢櫃 劉  英 2370-3111 台北市襄陽路9號21樓 停刊

CAFÉ 廖梅淳 2732-8899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51號15樓 停刊

台大EMBA 廖梅淳 2732-8899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51號15樓 停刊

CAWAII卡娃衣少女流行 黃寄萍 2541-423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停刊

元氣少年半月刊 黃寄萍 2541-423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停刊

電玩通PSP/PS3雙週刊 黃寄萍 2541-4234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6號3樓 停刊

養生誌 張輝明 8797-123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3巷33號8樓 停刊

ELVIS數位音樂誌 段鍾沂 2721-6121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1號6樓之1 停刊

IN HAIR美髮誌 雙月刊 周法勛 2578-2334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號11樓 停刊

女性常春月刊 周法勛 2578-2334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號11樓 停刊

ORANGE STYLE時尚橘 劉美苓 2571-2565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96號4樓 停刊

SLAM 劉建雨 2731-1639 台北市光復南路290巷48號7樓 停刊

ROSE IN STYLE玫瑰 6601-8942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2段207號1樓 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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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 COOL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COOL TOY'S玩具情報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Call流行通訊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網路遊戲密技大補帖 黃鎮隆 25007600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0樓 停刊

EUROPEAN CAR歐洲車 陳靜宜 2794-8985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339號6樓 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