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主題：旅遊地圖及旅遊指南展
展出內容：最近一二年所出最新旅遊指南及旅遊地圖約 250 冊
日期；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止
展出地點：圖書館新書展示架

書展期間書展書籍停止借閱，六月二十三日以後圖書開始開放借閱

書展分為以下九個主題
台灣旅遊書籍區
中國（含港澳）旅遊書籍區
東北亞旅遊書籍區
東南亞旅遊書籍區
美洲旅遊書籍區
歐洲旅遊書籍區
大洋洲旅遊書籍區
特殊地區旅遊書籍區
主題旅遊書籍區
旅遊地圖區

參展書目如下：
台灣旅遊書籍區
145196 992.8232/827 玉山悠然行 心岱作 紅樹林文化出版

145197 673.29/8759 佳里火鶴紅：踏勘北頭洋西拉雅文化的蕭壟情 陳
豔秋作．攝影 紅樹林文化出版
145176 673.29/8345 天母不了情：臺北天母浪漫的夢境之旅 溫小平作
紅樹林文化出版
105195 673.29/8766 尖石櫻花落：新竹縣尖石鄉導山覽水書 陳銘番編
紅樹林文化
199668 673.29/8437 一枚來自 226 的郵戳：平溪寄遊 王惠仲、王子
丹、朱 春天出版國際
199673 855/8764 尖石夢部落：尖石鄉泰雅族的部落傳奇之旅 陳銘磻
著 春天
199554 673.26/8756 c.1 大山下,遠離臺三線 劉克襄作 皇冠
199689 673.235/8546 1/5 千台北市影像導讀地圖集=Taipel photoma 上
河文化股份有限公上河文化
199688 673.235/8546 1/5 萬台灣衛星影像地圖集=Taiwan satellite 上河
文化股份有限公上河文化
199687 673.235/8546 台灣地理人文全覽圖.南島=Formosa complete 上
河文化股份有限公上河文化
199690 673.235/8546 台灣地理人文全覽圖=Formosa complete road 上
河文化股份有限公上河文化
199693 673.235/8546 全臺灣 1:100,000 道路地圖＝Taiwan road map 上
河文化股份有限公上河文化
199691 673.26/8546 山花抒情:綠色長城=Formosa great wall:a m 上河文
化股份有限公 上河文化
210152 673.26/8533 漁鄉風情畫：台灣漁港逍遙遊 姚怡宣著 民視文
化館
144987 673.23/8752 台灣的離島 倪進誠著 遠足文化
172317 673.23/8975 台灣的自然步道 朱仙麗著 遠足文化

199517 673.26/8456 魅力野溪溫泉大發見 李麗文文字.攝影 大塊文化
199624 673.29/833 魚池日月潭步道 潘樵著 貓頭鷹出版
199629 992.8232/8836 合歡山步道 吳立萍;張瑩瑩著 貓頭鷹出版
199622 366.232/8766 基隆河翠湖步道 林智謀;陳世一著 貓頭鷹出版
199623 366.91/8836 野柳金山步道 吳立萍著 貓頭鷹出版
199632 992.8232/8646 太魯閣步道 遊登良著 貓頭鷹出版
199626 673.29/8836 三峽李梅樹藝術步道 吳立萍著 貓頭鷹出版
199625 673.29/8343 山城埔里步道 潘祈賢著 貓頭鷹出版
131559 673.29/8453 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 趙莒玲撰文;臘梅攝 貓頭
鷹
199621 673.29/8665 芝山岩步道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 貓頭鷹出版
199630 673.29/8765 蓮鄉白河步道 張溪南;李榮宗著 貓頭鷹出版
199627 336.91/8367 東北角馬崗海岸步道 曾榮政著 貓頭鷹出版
199628 375.232/8665 天母水管路古道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 貓頭鷹出
版
129304 673.29/8447 淡水深度旅遊 遠流台灣館編著 遠流
199521 673.29/8636 大臺北航空照片地圖集 楊博鈞、邱文瑞地圖 大
輿
199512 992.6026/8355 民宿咖啡.茶(2005 年升級版) 黃鵬錤等採訪.攝影
三采文化
199513 483.8/8496 台灣小吃遊(2005 年升級版) 三采文化編著 三采文
化
199537 637.26/8474 北台灣漫遊:不知名山徑指南 II 劉克襄著 玉山社
199538 637.26/8756 不知名山徑指南 劉克襄著 玉山社

199778 375.232/8665 台大校園自然步道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 貓頭鷹
出版
199704 388.8/8462 台北動物園賞鳥步道 王金源,曾淑芳文;王 貓頭鷹
出版
199702 375.232/8579 中興大學生態步道 藍天綠地工作室圖. 貓頭鷹出
版
199701 992.8232/8364 陽明山二子坪步道 李兩傳,陳碧芬,賴榮 貓頭鷹
出版
199700 375.323/8339 台北植物園步道 潘富俊,黃小萍撰文; 貓頭鷹出
版
199698 380/8836 臺北動物園完全步道 吳立萍撰文; 詹德川 貓頭鷹出
版
199697 527.5/8727 東海校園建築步道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 貓頭鷹出
版
199696 375.232/8836 動物園植物步道 吳立萍撰文;朱孝芬, 貓頭鷹出
版
199703 906.8/8769 朱銘美術館 林滿秋著 貓頭鷹出版
195602 673.26/8467 台灣南北古道大縱走 聯合報編輯部策劃、 聯經

中國（含港澳）旅遊書籍區

199515 672.19/8744 遊居上海＝Shang Haieng 林蕙君作 上旗文化
199567 855/8477 日光城市.雪之領域 鄭栗兒文 馬可孛羅文化
199593 671.26/8569 山東新天地 廖和敏文;楊艷萍攝 馬可孛羅

197868 672.19/8466 蘇州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75 671.59/8466 西安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70 672.39/8646 寧波 楊陪中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73 672.39/8466 紹興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69 672.19/8466 南京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74 672.79/8466 成都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72 673.59/8466 昆明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67 672.39/8466 杭州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7871 671.19/8466 北京 王仁定著 閣林國際圖書
199594 672.19/8754 上海七上八下風情路 張耀工作室著 馬可孛羅
199619 672.19/8526 上海流行 24 小時 上海九野文化企劃製 閱讀地球
文化
199606 671.19/8663 北京旅遊隨身書：男生愛北京＝The boy love 簡銘
甫著;艾北熊攝 棋碁文化
199533 855.26/8893 Traveler's 北京 蘇皇寧文字.攝影 太雅
199543 690/8777 藏地牛皮書 一直作 立緒文化出版
199633 690/8343 錦繡河山：中國自遊行 都會版 黃君琪;洪愷旂著 環
輿
199557 672.19/8753 張國立+趙薇的上海飯團 張國立;趙薇著 時周文化
198341 731.7269/8474 北京 李建興編輯;林小可 協和國際
158259 690/8675 中國特色遊 山東省地圖出版社編 山東省地圖出版社
168012 690/8675 中國自助遊 山東省地圖出版社, 山東省地圖
158330 628.63/8654 中國古鎮遊珍藏叢書：貴州、雲南、廣西分卷 中
國古鎮遊編輯部編 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68016 690.66111/8545 拉薩布達拉宮 多吉占堆,薛文獻編 廣東旅遊
199674 855/8342 大陸，遠足：一個自遊人走在大江南北的路上 褚士
瑩著 春天
199525 690/8733 開始聰明遊大陸 陳玉治文字.攝影 太雅
199536 719.85/863 租輛廢車上天堂 彭懿著 民生報
199531 738.79/8667 TRAVELLER'S 香港 魏國安文字.攝影 太雅
199549 733.89/8695 搭地鐵遊香港 楊逢元文.攝 宏碩文化
199727 673.36/8456 精彩廣東=Guangdong 李若姮,郭燕如作;莊 墨刻出
版
199722 671.46/8446 山西=Shanxi eng 林開富作;單汝誠,何 墨刻出版
211627 676.16/846 新疆盛宴：亞洲腹地自助之旅 沈葦著 立緒文化
199742 672.16/8767 南京. 揚州＝Nanjing. Yangzhou eng 陳美枝, 王思
佳, 林 墨刻

東北亞旅遊書籍區

199659 732.9/8767 韓國=Korea eng 陳美枝,單汝誠,黃柏 墨刻出版
199660 732.7609/8753 漢城.江原道=Seoul Gangwondo 陳昱安,陳美枝
作;莊 墨刻出版
202719 731.7260/G171 c.1 東京 Gallimard 編輯群;彭經典傳訊文化
199614 733.19/8643 HERE!PLUS 沖繩-2005 年版 片三成二著 臺灣東版
199683 855/8672 在北方想念 葛大為著 春天
199583 855/8333 東京摩登 曾志成著 馬可孛羅文化
199522 731.99/8737 北海道散步地圖 大輿編輯部 大輿

199520 731.7269/8737 東京散步地圖 大輿編輯部 大輿
199508 731.9/8286 日光‧場之原‧奧鬼怒 實業之日本社;洪玉 人人
199504 731.789/8286 九州 實業之日本社;廖梅 人人
199510 731.74819/8286 名古屋.岐阜 實業之日本社;劉滌 人人
199509 731.72709/8286 箱根 實業之日本社;張雲 人人
199503 731.72609/8286 東京.橫濱：親子同遊版 實業之日本社;蘇雅
人人
199502 731.789/8286 長崎.豪斯登堡.博多 實業之日本社;楊明 人人
199505 731.7909/8286 札幌.富良野.小樽{212226}函館 20042005 全新
實業之日本社;賴宗 人人
199506 731.75219/8286 京都 20042005 全新版 實業之日本社;蔡宜 人
人
199507 731.7909/8286 北海道 2004-2005 全新版 實業之日本社;陳世
人人
141061 731.7260/8686 東京 周業永文字、攝影 太雅
123655 731.759/8643 大阪‧神戶‧京都 楊春龍文字‧攝影 太雅
141063 731.7909/8686 北海道＝Hokkaido 周業永著、攝影 太雅
120607 731.75219/8686 京都 周業永文字‧攝影 太雅
198339 731.7269/8474 東京 李建興編輯;陳亮希 協和國際
199544 742.9/8777 行家帶你遊東京 : 16 條電車逍遙遊路線 中川翔詠,
曹姮著 如何
199599 731.9/8596 遇見愛情的場所：日本偶像劇熱門拍攝景點全 偶
像劇地圖計畫著; 商周
158870 731.9/8553 開始在日本自助旅行 魏國安著 太雅

199616 538.831/8743 走看日本名物 林嘉翔著 遠流初版發行
199725 731.9/8359 東北亞雪季大體驗=North-East Asia 尤可欣等著 墨
刻出版
199724 731.7569/8765 日本伊勢志摩=Mie Japan 李若姮,王美玲,尤可
墨刻出版
199723 731.9/8446 日本春夏花紀行=Japan sakura 李嘉文等作.攝影 墨
刻出版
199732 731.72609/8456 東京.日光＝Tokyo Nikko 李若姮,吳素馨作;王
墨刻出版
199743 731.7909/8456 北海道 李若姮等作;戴鎂珍 墨刻

東南亞旅遊書籍區

199653 738.9/874 中南半島=Indochina 張芸等作;朱月華等 墨刻出版
199661 738.39/874 越南=Vietnam eng 牟秀茵,林玉緒作;王 墨刻出版
199532 738.79/8667 Traveller's 新加坡 王之義文字.攝影 太雅
199545 738.79/8266 花小錢遊新加坡 : 女性.學生.親子的新天堂 孫玉
銘著 朱雀文化版
199647 738.29/8733 清邁、泰國北部＝Chiang Mai. north Thaila 陳玉治
著 太雅
199645 738.79/8753 新加坡 劉代宜著 太雅
199644 738.69/8643 馬來西亞：吉隆坡.邦喀.檳城.蘭卡威＝Malay 楊春
龍著 太雅
199649 738.29/8352 普吉島.蘇梅島＝Kon Phuket. Koh Samui eng 溫明
誌著 太雅

199528 739.19/8777 印度 = India 王瑤琴文字.攝影 太雅
199547 739.629/8557 迷戀峇里島 : 住 Villa.做 SPA.玩夜店 = Roma 峇
里島小婦人 Isabel 朱雀文化版
199514 739.629/8546 大人的 Bali＝Villa,boutique hotel,spa&spe 廖惠萍
作;黃進善攝 上旗文化
198340 731.7269/8474 峇里島 李建興、徐芳茹編輯 協和國際
199676 855/8446 巴里島狂想曲 王隆華著 春天出版國際
199746 739.629/8457 峇里島味聚購物 SPA 新魅力＝ Bali 郭瑋芬 ,
淩雲 , 朱月華 黑刻

美洲旅遊書籍區

199667 753.9/8363 加拿大西部＝West Canada 高文怡, 孫崇慧撰文 秋
雨文化
199558 752.9/8724 凝固的波浪：科羅拉多高原 林心雅著 時報文化
199529 752.7716/8777 Traveller's 舊金山 陳婉娜作.攝影 太雅
202715 752.7719/G171 c.1 洛杉機 Gallimard 編輯群;嚴經典傳訊文化
123654 753.9/8875 加拿大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 吳友平文字;洪
元煌, 太雅
120608 752.7689/8763 拉斯維加斯＝Les Vegas 劉曉甄文字;溫明誌 太
雅
202720 752.7179/G171 紐約 Gallimard 編輯群;何經典傳訊文化
199595 861.6/846 紐約.街道.風情畫 野中文繪圖;婁美蓮 馬可孛羅文化
199664 992.6026/8844 選擇你的紐約旅館情人【曼哈頓版】 髒橘子編
輯部著 髒橘子

199672 483.8026/8844 預約你的紐約餐廳情【曼哈頓版】：Eat in N 髒
橘子編輯部編 髒橘子
199730 754.99/8765 墨西哥＝Hola! Mexico 牟秀茵著；李美玲攝 墨刻
出版

歐洲旅遊書籍區

172340 742.9/8736 法國‧城堡 陳慧如著 墨刻出版
116077 742.235/8737 羅亞爾河城堡傳奇 林裕森等作 大地地理
202712 743.719/G171 柏林 Gallimard 編輯群;彭經典傳訊文化
202716 745.9/G171 米蘭 Gallimard 編輯群;蘿經典傳訊文化
202708 660/G171 倫敦 Gallimard 編輯群;朱經典傳訊文化
202724 660/G171 巴黎 Gallimard 編輯群;經 經典傳訊文化
202726 746.19/G171 馬德里 Gallimard 編輯群;周經典傳訊文化
202710 745.9/G171 羅馬 Gallimard 編輯群;周經典傳訊文化
154968 742.719/8533 巴黎＝Paris 方素惠作 天下雜誌發行
154970 741.719/8533 倫敦＝Londan 蘇育琪作 天下雜誌發行
188079 740.9/8764 帶這本書去歐洲＝Travel in Europe 張榜奎著 時報
198342 731.7269/8474 比利時 李建興、蔡欣倫編輯 協和國際
841345 742.9/8479 巴黎 郭大微譯 遠流
129303 741.719/8375 倫敦 黃芳田等譯 遠流
081522 744.39/8975 布拉格 朱紀蓉等譯 遠流
101664 745.9/8736 c.2 羅馬 陳澄和譯 遠流

158861 744.89/8446 瑞士 李芸玫著 太雅
112387 742.719/Y11 Paris Swing:巴黎逛街地圖 文/YAN & COCO ;攝
商智文化
199663 745.9/8466 義大利北部＝North Italy 李美華, 劉升華撰文 秋雨
文化
199680 856.9/8746 希臘 N66 度 33'：聽說峰的顏色是藍的 林君萍著
倫華出版
199695 855/8455 從不曾離開過巴黎 趙于萱著 春天出版國際
199678 529.25/8546 早安!法蘭西斯：留學法國一千個日子＝Bonjo 徐
亞力著 水晶
199682 529.25/857 早安!德意志：留學德國一千個日子＝Guten T 孔琳
著 水晶
199681 529.25/8752 早安!英倫：留學英國一千個日子＝Morning, 林瑞
冠, 姚嘉南著 水晶
199555 742.9/8562 我在法國西南，有間小屋 韓良憶著 皇冠
158859 746.19/8636 馬德里與安達路西亞 蕭惠鈺著 太雅
199731 742.9/8736 法國酒鄉＝France wine travel 陳慧如,齊仲嬋作;王
墨刻出版
199737 746/8765 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Spain.Portugal.Mor 牟秀茵；
朱月華；陳墨刻出版
199736 741.719/8736 倫敦時尚旅行＝Loudon Fashion Travel 陳慧如著;
戴鎂珍等 墨刻出版
199735 748.9/8359 俄羅斯＝Russia 尤可欣著;朱月華等 墨刻出版
199530 740.9/8656 一口氣玩遍歐洲 楊鎮榮著 太雅
199527 742.9/8777 開始在法國自助旅行 陳翠霏文字.攝影 太雅
199566 855/8326 舞動歐洲嘉年華 孫守仁文 馬可孛羅文化

199733 745.9/8736 羅馬＝Rome 林玉緒;張季玫;謝明 墨刻出版
199744 742.9/8736 法國.羅亞爾河 陳慧如,牟秀茵作;李 墨刻
158857 742.9/8367 亞爾薩斯‧香檳亞丁 附勃艮第著 太雅
199793 742.9/86 一派青橄欖的蟬聲：普羅旺斯 蟬&石頭著 商業周刊
145534 938/8268 法國磁器之旅 淺岡敬史文.攝影;蘇 麥田出版城邦文
化
199741 744.19/8436 奧地利 . 維也納＝ Austria.Vienna 郭燕如 . 謝明
蓉作 ; 莊 墨刻

大洋洲旅遊書籍區

199662 772.9/8767 活力紐西蘭=New Zealand 王思佳作 墨刻出版
199658 771.9/8736 探索澳洲=Exploring Australia 陳慧如等作 墨刻出版
199646 771.9/8456 澳洲 鄭明華譯 遠流
116241 771.9/8464 邂逅澳大利亞：雪梨、墨爾本、昆士蘭私房旅 王
文珊著 商智文化
199539 992.6026/8495 見藝思遷-雪梨.墨爾本 博物館私旅行 李俊明文
字.攝影 田園城市文化
199710 772.9/8736 紐西蘭莊園之旅 木村結子, 水野靖範 麥田出版
199726 771.7519/8456 雪梨=Sydeny's top 100 牟秀茵等著 墨刻出版
199797 771.7519/8955 雪梨三十天 彼得.凱瑞著;李宛蓉 馬可孛羅文化

特殊地區旅遊書籍區

187519 719.85/8563 南方以南.沙中之沙：南極.北非印象 羅智成文.攝
影 天下遠見出版黎銘總
128422 730.9/8767 發現亞非之美：奇幻秘境探險遊 行遍天下特搜小
組著 宏碩
199541 907/8467 旅遊指南上找不到的藝術地圖 章光何著 田園城市
199620 734.19/8359 西伯利亞＝Siberia 尤可欣;朱月華著 城邦文化
199631 718.3/8373 大地無盡處-世界名山導遊 黃友輔著 商周出版
199677 690/8762 N 個隱祕之地 稅曉潔著 高談文化
199559 719.85/8867 40 個天堂：此生不可錯過的美景 史蒂夫‧戴維著;
杜 時報文化
199671 779.9/8763 夢想南極：荒冰野地的魅力 An Antarctic jou 陳維滄
著 山岳文化
199511 752.7809/8266 追著極光跑：阿拉斯加費爾班克斯雪地風情 洪
家輝撰文.攝影 人人
158860 761.9/8574 埃及 陶天麟著 太雅
199652 675.26/8463 蒙古國＝Mongolia 王光玉;陳國瀚著 太雅
199518 719.85/8765 兩台灣女生的新環遊世界 80 天 陳美筑文;陳美倫
攝 大塊文化

主題旅遊書籍區

199617 719.85/8462 辣得好吃！ 椎名誠著;江明玉譯 遠流初版發行
199582 719/8865 歷史鐵道大旅行：七位名家七段火車浪漫遊 艾力克
賽.賽爾等作; 馬可孛羅文化

199551 992.6026/8427 住 Villa,聽海在唱歌:22 家精選海濱渡假別墅 曹
憶雯著 宏碩文化
187389 388.5232/8574 臺灣淡水魚地圖 陶天麟著 晨星
199603 487.6232/8474 台灣書店地圖 陸妍君文字攝影 晨星
199602 673.26/827 臺灣單車旅行地圖 洪川撰文攝影 晨星
199679 463.821/8764 啤酒不只是啤酒：日耳曼人的液體麵包 劉放君
著 水晶
199516 731.9/8338 幸福的卡通之旅 黃玉蓮著 大塊文化
199565 731.9/853 真夏的海洋 阿潼文 馬可孛羅文化
199540 992.6026/8557 旅店如家 = Hotel as home eng 張智強作 田園城
市文化
854975 487.6/8673 書店風景＝My love affair with bookshops 鍾芳玲
文‧攝影 宏觀出版啟現總經銷
199618 855/8663 最美的旅程 鍾文音著 閱讀地球文化
199560 673.26/8754 戀上蜜月之旅 皮可西文字工坊著 時報文化
199745 923.8/8733 偉大建築奇蹟 林志恆等作 墨刻
199734 411.14/8435 東南亞頂級 SPA＝Best SPAs in Southeast As 汪雨
菁著;單汝誠等 墨刻出版
199546 690/883 唐詩地圖：90 唐詩經典場景 吳真著 如何
199699 366.2/8386 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步道 唐錫陽作 貓頭鷹出版
199552 992.7/8467 第一次自助旅行就上手 尤紀凡作 易博士文化出版:
城
199613 990/8366 去玩吧＝Have fun 黃秀如著 網路與書
199548 992.026/8266 一本書搞定海外旅行 謝家凌作 宏道文化出版

199615 992.77/8348 攀岩 黃柏勳著 輕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