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條碼號 索書號 書目資訊 展出地點

1 C185863 744.4 8476

波蘭深度之旅 :華沙.克拉科夫.格

但斯克.托倫.波茲南 /小仙仔著臺

北市 :太雅出版 :2019[民108]

主題專區

2 C185289 733.9/101.6 8776

台北爽爽走一走 =Let's go for a

stroll /爽爽貓SECOND著臺北市 :

臺灣角川,2019[民108]

主題專區

3 C185868 732.789 8237

姊妹揪團瘋釜山2019增訂版 :地

鐵暢遊x道地美食x購物攻略x打

卡聖地，延伸暢遊新興旅遊勝地

大邱 /顏安娜著臺北市 :四塊玉文

創, 2019[民108]

主題專區

4 C185949 731.72609 8547-5

東京近郊攻略完全制霸/2019-2020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 黃雨柔主

編臺北市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2019[民108]

主題專區

5 C185948 731.72609 8547-4

一張PASS玩遍大東京 :出發前,你

一定要知道的超值票券大全 /呂

宛霖, 墨刻編輯部作臺北市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9[民108]

主題專區

6 C185947 731.72609 8666
一玩再玩!東京怎樣都好玩 /談曉

珍著臺北市 :瑞蘭國際,2019[民
主題專區

7 C186070 742.89 8456

南法.摩納哥 :普羅旺斯.蔚藍海岸

/李芷姍, 墨刻編輯部作臺北市 :墨

刻出版 ,2019[民108]

主題專區

8 C186069 738.271 8745:2

偏執曼谷 :曼谷在地設計生活導

覽，咖啡店、餐廳、酒吧、景點

11區超主觀推薦。 /rice/potato 著,

劉書伶文字新北市 :出色文

主題專區

9 C184416 731.726 8397
東京 / 戴保倫作[香港新界](I Can

Pub), 2018
主題專區

10 C183998 732.76 8454

首爾 : 最新.最前線.旅遊全攻略 /

朝日新聞出版著 ; 郭子菱譯新北

市 : 奇光出版 :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11 C184449 731.7 8547
日本絕景之旅 / K&B Publishers作

; 甘為治翻譯新北市 : 人人, 2018
主題專區

12 C183982 740.9 8856-3

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最美城市 :

歐洲精選小旅行 / 蘇瑞銘著臺北

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13 C183979 744.8 8868
瑞士 /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臺北

市 : 墨刻出版 :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14 C184409 735.3 8663
以色列好好玩 / 周庭溎作[香港] :

天峰文化, 2018
主題專區

15 C184417 731.79 8636

北海道 : 新旅遊情報.主題自由玩

/ 北海道Walker編輯部作 ; 卓惠娟

譯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8

主題專區



16 C184413 738.7 8547
新加坡 / 墨刻編輯部作臺北市 :

墨刻, 2018
主題專區

17 C184790 738.271 8436

享受吧!曼谷小旅行 :購物X文創X

美食X景點, 旅遊達人帶你搭地鐵

遊曼谷 /蔡志良著新北市 :四塊玉

文創出版 ;2018

主題專區

18 C183509 731.752 8396
享受吧！京都甜點小旅行 ; 曾柏

穎翻譯新北市 : 人人, 2018
主題專區

19 C185032 731.79 8354

北海道風格慢旅 :日常圈外的旅

行提案,感受最有溫度的北國風景

/黃晴渝著臺北市 :創意市集出版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20 C183637 731.752 8443
私京都 / 許朝益著臺北市 : 日日

幸福事業, 2018
主題專區

21 C184720 731.726 8337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2018 /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臺北市 :墨

刻出版,2018.08

主題專區

22 C184412 731.75 8547 107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18-2019 /

墨刻編輯部作臺北市 : 墨刻, 2018
主題專區

23 C184905 731.75219 8547

京都公車旅行 :六百日幣玩遍京

都 /墨刻編輯部作臺北市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8[民107]

主題專區

24 C184884 731.75219 8865

最美的京都,你都見過了嗎?攝影

名家的私房散策路線:秋楓冬雪篇

/水野克比古作 ; 張東君譯臺北市

:尖端出版,2018[民107]

主題專區

25 C184485 733.9/101.4 8824
台北慢步 / 水瓶子著臺北市 : 玉

山社, 2018
主題專區

26 C184279 746.19 8474 107

巴塞隆納,不只高第 : 跟著中文官

方導遊深度行 / 王儷瑾著新北市 :

奇光, 2018

主題專區

27 C184411 746.271 8697
里斯本,沒落的美感 / 細腿男文.攝

影臺北市 : 商周, 民107
主題專區

28 C183994 746.2 874

葡萄牙旅圖攻略 : 里斯本x波爾圖

x科英布拉x埃武拉x吉馬良斯x辛

特拉x奧比多斯x布拉加 / 栗子著

臺北市 : 釀出版,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29 C183985 744.8 8856
開始在瑞士自助旅行 / 蘇瑞銘作

臺北市 : 太雅,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30 C183978 742.89 8327
開始在普羅旺斯自助旅行 / 曾一

純作臺北市 : 太雅,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31 C184841 992.71 8692

新手出發!走進台灣步道小旅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

作臺北市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2018[民107]

主題專區



32 C185864 731.726 8728

東京迪士尼樂園&海洋親子遊完

全攻略手冊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研究會作 ; 珂辰譯臺北市 :墨刻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018[民

主題專區

33 C184201 744.4 824

波蘭自助超簡單 : 波蘭女孩X台

灣男孩帶你去旅行 / 蜜拉(Emilia

Borza-Yeh), 葉士愷作 臺北市 : 太

雅, 2018

主題專區

34 C183944 731.752 8563

京都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

/ 昭文社編集 ; 陳聖怡譯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35 C183943 731.754 8563

大阪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

/ 昭文社編集 ; 甘為治譯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2018[民107]

主題專區

36 C184831 733.6 8355

台中, 台南, 南投, 花蓮旅遊全攻

略/蕭敏, 黃琍琍, 林美婷, 黃雅詩

編採及攝影香港 :正文社出版;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37 C182535 745 8542

樂遊義大利 : 威尼斯、米蘭、佛

羅倫斯、羅馬、拿坡里 / 尹慶?著

; 尹嘉玄、陳曉菁譯臺南市 : 日月

文化社,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38 C185870 731.9 8663

去日本自助旅行!給超新手的旅遊

密技全圖解 :交通攻略X食宿玩買

X旅程規劃,有問必答萬用QA/梁

詠怡文 ; 梁匡民攝影臺北市 :創意

市集出版 :2019[民108]

主題專區

39 C182654 731.726 8547

出發!東京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

遊圖解Step by Step / 墨刻編輯部

作臺北市 : 墨刻, 2017

主題專區

40 C181539 743.9 8834

哼著旅行的曲,在南日耳曼 : 讓風

情各異的8個旅行樂章,帶您深入

一訪德國南部! / 葉育青著臺北市

: 瑞蘭國際,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41 C183578 752.9 854:2 c.1

西雅圖.波特蘭.黃石國家公園 =

Seattle Portland Yellowstone / 墨刻

編輯部作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民

106[2017]

主題專區

42 C183976 744.8 8567

最完美的瑞士之旅. 2 / 傅美璇文

字 ; 文少輝繪畫及攝影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43 C181543 732.9 8364
首爾王 / 黃慶雄編[香港] : 經緯文

化, 2017
主題專區

44 C184837 733.95 874-5
嘉義平地休閒好景點 /林拓作新

北市 :快樂遊出版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45 C182409 744.1 8868
奧地利 / 蒙金蘭,墨刻編輯部作臺

北市 : 墨刻出版,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46 C184835 733.95 874-3
南投好山好水另類玩法 /林拓作

新北市 :快樂遊出版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47 C185374 733.961 8777

台南PLUS /陳婷芳作臺北市 :墨刻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2019[民108]

主題專區

48 C182177 746.1 8467

巴塞隆納HOLIDAY : 高第建築.狂

熱慶典.現代藝術.平價時尚.地中

海美食, 一本就GO! / 孟智娜著 ;

王品涵譯臺北市 : 日月, 2017[民

主題專區

49 C184833 733.95 874
中部最美的楓葉櫻花民宿 /林拓

作新北市 :快樂遊出版 :2017[民
主題專區

50 C183980 744.8 8677

慢遊.旅人的瑞士 : 瑞旅教父20年

的私路線筆記書 / 楊振發著臺北

市 : 樂木文化,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51 C184836 733.95 874-4
中台灣的三個浪漫莊園 /林拓作

新北市 :快樂遊出版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52 C182658 733.9 8446
花東走走 : 漫時光私旅行 / 台灣

角川編輯部作臺北市 : 台灣角川,
主題專區

54 C182408 731.752 8453
一個人的京都夏季遊 / 柏井壽著 ;

馮鈺婷譯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
主題專區

55 C181924 731.7889 845

沖繩 : 最美好假期. 2017 / JTB

Publishing, Inc.作臺北市 : 大輿,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56 C183165 740.9 845:2 c.1

跟著陸客遊歐洲 : 一個德國人臥

底陸客團13天的貼身紀錄 / 雷克

(Christoph Rehage)作 ; 麻辣tongue

譯新北市 : 遠足文化, 2017[民106]

主題專區

57 C183066 731.75219 8435

卡瓦納X京都自由自在 / 卡瓦納

著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2017[

民106]

主題專區

58 C183973 740 8696 c.1

法國瑞士(18-19年版) : 沉醉夢幻

國度Easy GO! / 跨版生活圖書出

版編[香港] : 泛華發行, 2017[民

主題專區

59 C181541 732.9 8237

姊妹揪團瘋首爾 : 美妝保養X時

尚購物X浪漫追星X道地美食,一

起去首爾當韓妞 / 顏安娜著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 2017

主題專區

60 C182655 746 8547
西班牙.葡萄牙 / 墨刻編輯部作臺

北市 : 墨刻, 2017
主題專區

61 C184788 738.271 886

曼谷 :時尚.可愛.慢步樂活旅 =

Bangkok /JTB Publishing. Inc作 ; 黃

琳雅翻譯新北市 :人人出版 :2017

主題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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