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標      規      範 

標的名稱：電子雜誌一批 

項目                                        

項次 

品   名 規格 單位 數量 

一 電子雜誌 1、 採購明細詳如清單。 

2、 得標廠商須提供一專屬網站作為本校之電子雜誌平

台，提供讀者查詢、瀏覽等功能。 

3、 電子雜誌閱讀功能：本網站需提供 PC、Apple iPad、

Android 平版電腦/手機三類載具閱讀電子雜誌。 

4、 IP 範圍內，每本雜誌皆可提供「線上瀏覽」,可提供校

外連線使用。 

5、 需提供單本電子雜誌之 URL連結，並確認 URL連結所顯

示之全文與雜誌內容確實相符，並且為有效連結。 

批 1 

備註 1.授權使用期間：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 

2.得標廠商須協助本校將採購電子雜誌上架至現有電子雜誌平台。 

投標廠商用印處 
 

 

 
 

 

                                                      年    月    日 

         

 

 

 

 

 

 

 

 

 

 

 

 

 

 

 

 

 

 

 

 

 



 

 

電子雜誌採購清單 

項

次 
雜誌名稱 出版社 ISSN 周期 

1.  Smart智富月刊 商周媒體 1561-4654 月刊 

2.  先探投資週刊 財金文化 1729-2468 周刊 

3.  卓越雜誌 藍海 1011-2227 月刊 

4.  理財周刊 理財周刊 1009-9832 周刊 

5.  典藏投資 典藏藝術 無 月刊 

6.  台灣銀行家 臺灣金融研訓院 2077-0103 月刊 

7.  管理雜誌 哈佛 1011-7792 月刊 

8.  Money錢 原富傳媒 無 月刊 

9.  女人變有錢 原富傳媒 無 雙月刊 

10.  廣告雜誌 Adm 滾石文化 1017-8406 月刊 

11.  Amoney財經 e周刊 豐彥財經 無 周刊 

12.  Fighting! KOREA韓語學習誌 韓語村企業社 無 雙月刊 

13.  槓桿韓國語學習週刊 韓語村企業社 無 周刊 

14.  跟我學日語 語橋 1028-236X 月刊 

15.  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 常春藤有聲出版有限公司 無 月刊 

16.  ABC互動英語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683-8548 月刊 

17.  ALL+互動英語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813-3452 月刊 

18.  biz互動英語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810-2573 月刊 

19.  A+ English空中美語 空中美語 1605-8097 月刊 

20.  English Digest 實用空中美語 空中美語 1017-804X 月刊 

21.  English 4U 活用空中美語 空中美語 1017-804X 月刊 

22.  佳音英語世界雜誌 佳音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5-0769 月刊 

23.  DigiTrend數位狂潮電腦雜誌 華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 雙月刊 

24.  數位時代 巨思 1563-1222 月刊 

25.  PC home 電腦家庭 城邦 1561-4611 月刊 

26.  電玩雙週刊 智冠科技 無 雙周刊 

27.  愛台灣旅遊誌 雨生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無 月刊 

28.  留日情報雜誌 傑士達文化 1028-8589 雙月刊 

29.  旅@天下 欣傳媒 無 月刊 

30.  Taipei Walker 台灣角川 1562-1782 月刊 

31.  
Or旅讀中國 

英屬維京群島商澤宇文化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2225-787X 月刊 

32.  旅人誌 城邦 無 月刊 

33.  戶外探索 Outside 輪彥國際 無 季刊 

34.  料理.台灣 中華飲食文化 2224-3313 雙月刊 



 

 

35.  好遊趣 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無 季刊 

36.  欣台灣 欣傳媒 無 雙月刊 

37.  單車誌 輪彥國際 無 雙月刊 

38.  ONEGOLF玩高爾夫 尼克斯高爾夫行銷有限公司 無 月刊 

39.  汽車線上情報 網梭科技 無 月刊 

40.  汽車百科 雨生文化 無 月刊 

41.  當代設計雜誌 當代設計 1023-733X 雙月刊 

42.  漂亮家居 城邦 1609-509X 月刊 

43.  大家健康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 1027-9954 月刊 

44.  DECO居家 茉莉美人文化 無 月刊 

45.  健康兩點靈 英特發 無 月刊 

46.  有機誌 ORGANIC 暢誌文化 1817-6011 月刊 

47.  瘋設計 FUN DESIGN 立詰企業有限公司 無 一年三刊 

48.  健康世界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 1607-7059 月刊 

49.  Living & design 住宅美學 圓祥大眾 無 月刊 

50.  Prime AV新視聽 普洛文化 1024-3763 月刊 

51.  Audioart音響論壇 普洛文化 1024-3755 月刊 

52.  世界電影雜誌 視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月刊 

53.  典藏古美術 典藏藝術 無 月刊 

54.  文創達人誌 文創達人誌雜誌社 2307-4133 月刊 

55.  Shopping Design 巨思 無 月刊 

56.  Bella儂儂 城邦 1015-9959 月刊 

57.  La_Vie 城邦 1812-7258 月刊 

58.  嬰兒與母親 婦幼集團 1022-4157 月刊 

59.  媽媽寶寶 城邦 1015-9959 月刊 

60.  消費者報導 消費者報導雜誌社 1020-7547 月刊 

61.  新新聞 新新聞 1007-0907 周刊 

62.  財訊雙週刊 財信雜誌社 無 雙周刊 

63.  時報周刊 時報周刊 1023-4543 周刊 

64.  
壹週刊 

香港商壹傳媒出版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無 周刊 

65.  育兒生活 婦幼集團 1022-4165 月刊 

66.  Sense好感 欣傳媒 無 月刊 

67.  big大時商業誌 時報出版 無 月刊 

68.  食尚玩家 英特發 無 月刊 

69.  PPAPER 沛報 0600-0030 月刊 

70.  放築塾代誌 放築塾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2412-1797 月刊 



 

 

71.  Girl愛女生 時報周刊 無 月刊 

72.  PPAPER Fashion 沛報 2223-070x 雙月刊 

73.  ViVi唯妳時尚國際中文版 青文雜誌 無 月刊 

74.  LOOP Hair News 聯創文化有限公司 2413-533X 季刊 

75.  Circuit Cellar 嵌入式科技 國

際中文版 
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雙月刊 

76.  Robocon機器人雜誌 (國際中文

版) 
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2226-1311 雙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