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書單】一日小旅行

縣市 類別 題名/著者 出版項 出版年 ISBN 索書號

臺北 散步 臺北日日有意思 發現巷弄裡的浪漫時光/蔡蜜綺 墨刻 2015.09.19 9789862892336733.9/101.6  8427-
2

散步 臺北小旅行(增修版)：26帖生活行旅 拾步、拾味、拾氛圍/上旗文化編輯部 上旗文化 2013.04.16 9789866433443733.9/101.69  8526  
102

散步 翹班小旅行 : 臺北邊走邊畫.說走就走 找回一個人旅行的愉悅時光/郭正宏 漫遊者文化 2015.06.11 9789865671488733.9/101.6  8442:2

散步 臺北週末小旅行：52條路線，讓你週週遊出好心情/許恩婷 四塊玉文創 2016.08.10 9789865661823733.9/101.6  8475:2

散步 臺北巷弄日和：雜貨、文創、小餐館，帶著手帳散步去!/ 石東藏 山岳 2014.04.1 9789862483787733.9/101.6  8475:2

散步 臺北：蒐集美好/馬吉氏 研出版 2015.06.15 9789881317797進館處理中
交通工具 臺北捷運小旅行：踏青趣+賞藝史+衝尋寶+老城遊+閒逛街，半日x單日悠遊提案/城市旅

遊編輯部
PCuSER電腦人文
化

2015.06.04 9789865751838進館處理中

交通工具 下一站!臺北捷運小旅行/ 楊雅惠 PCuSER電腦人文
化

2012.1.21 9789866009082733.9/101.6  834

交通工具 騎YouBike，趣臺北!/凱信企劃編輯小組 凱信企管 2015.2.09 9789865916459進館處理中
交通工具 Ubike臺北輕旅行/茶花小屋 晨星 2015.08.13 9789864430277733.9/101.6  8434

桃竹苗 交通工具 桃園市自遊達人/戶外編輯 戶外生活 2015.07.07 9789866139581733.9/109.6 8596
散步 漫步風城/新竹市文化旅遊導覽專刊/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市文化局 2013.03.1 9789860358544733.9/112.6 8746
交通工具 新竹縣市自遊達人/戶外編輯 戶外生活 2015.07.07 9789866139567733.9/111.6  8596-

2
交通工具 苗栗的秘密旅行/愛吃鬼芸芸 四塊玉 2011.05.11 9789866334504733.9/113.6 8955
散步 愛苗栗文創散散步/鍾文萍 遠見 2012.12.25 9789868707443733.9/113.6 8666

臺中 散步 臺中日日有意思 : 享受悠閒小日子新行旅 / 紀廷儒, 李晏甄文字 墨刻 2015.11 978986289242
8 (平裝)

733.9/115.6 8797

交通工具 臺中Power travel / 紀廷儒, 李晏甄文字 墨刻 2016.08 978986289285
5 (平裝)

733.9/115.6 8797-2

交通工具 臺中自遊散策 / 林佩君等文字 墨刻  2014.01 978986289140
7 (平裝)

733.9/115.6 8774-3

散步 臺中悠遊小旅行 / 林佩君, 李晏甄文字 墨刻  2014.09 978986289177
3 (平裝)

733.9/115.6 8774-2

散步 巷弄.隱食 : 跟著大口食遊臺中 / 大口文.攝影 華成圖書 2014.12 978986192229
4 (平裝)

483.8 875:3-2

散步 雙十散策 : 臺中市「雙十文化流域」導覽解說手冊 / 廖瓊瑤執行主編 博物園國際 2009.12 978986856641
5 (平裝)

733.9/115.6 8575

交通工具 123樂遊中臺灣 = Travel central Taiwan / 臺灣角川編輯部著 臺灣國際角川 2013.07 978986325403
4 (平裝) : 
NT$299

733.6 8477:2-3

交通工具 中臺灣一日遊 / MOOK編輯室撰文.攝影 ; 郭燕如主編 墨刻 2006 9867322525 
(平裝) : 
NT$150

733.6 85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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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中臺灣旅遊精典 / 李鎮岩著 文興 2006 986817404X 

(平裝) : 
NT$280

733.6 8455:3-3

散步 全國古蹟日. 2015 : 記憶臺中城.玩樂新地圖 / 王志誠總編輯 臺中市文化局 2015.08 978986045784
1 (平裝) : 
NT$200

733.9/115.6 8654 
104

散步 細味臺中 : 咀嚼個人與世代生活 細品老派與創新滋味 / 劉書甫, 蘇俐穎著 二魚文化 2014.06 978986581332
1 (平裝) : 
NT$340

733.9/115.4 8743 
103

散步 手作鋪的微旅行 : 就是要慢慢逛、買好物、吃好料、品美學 : 設計控X咖啡癡X美食客X攝
影咖X生活道具迷的臺中美好散策 / 林佩君企劃暨文字

墨刻 978986289125
4 (平裝) : 
NT$330

733.9/115.6 8774

散步 臺中慢慢走 : 喧嚷都市裡的慢生活 / 戈千惠, 鄭茵茵, 李晏慈文.圖 靜宜大學臺灣文
學系

2012.05 978986619545
7 (平裝) : 
NT$280

733.9/115.6 8373

交通工具 悠游達人 : 臺中市 : 好吃好玩都在這 / 游上游總編輯 大輿 2013.09 978957791967
0 (平裝) : 
NT$250

733.9/115.6 8353

散步 大臺中吃逛遊樂達人 : 大臺中の時尚休閒.遊程食宿.交通轉乘.吃喝玩樂通! / 都會通情報小
組編著

戶外生活 2012.01 978986613908
6 (平裝) : 
NT$396

733.9/115.6 8567-2

散步 悅讀大臺中 = Enjoying Taichung 臺中市新聞局 2011-2015 每年NT$400 
(平裝)

P 733.905 8427

彰化 散步 彰化歷史散步 : 半線文化資產巡禮與八卦山文史行腳導覽解說手冊 / 陳仕賢, 許嘉勇, 邱麗
琴著

鹿水文史工作室 2005 9572977229 
(平裝) : NT$400

733.9/121.2 8763

散步 彰化社區深度之旅. 98 : 攜手遊賞彰化社造 / 林田富著 彰化縣文化局 2009.12  
978986021804
6 (平裝) : 
NT$190

733.9/121.6 8753 
98

南投 散步 文學記遊.南投散策 : 南投縣文學藝術旅遊書 / 吳𥡪莛等執行編輯 南投縣文化局 2009.10-  
978986049707
6 (第7冊 ; 平裝) 
: NT$350

733.9/119.69 8868 
v.7

散步 論南投縣玉山文學獎散文得獎作品中的地景 / 賴穎慧[撰] 南投縣文化局 2013.11 南投學研討會論
文集. 2013 : 走
讀南投

733.9/119.07 8576 
102

散步 來去南投.小旅行 / 蔣孟岑文.攝影 華成圖書 2015.03 978986192236
2 (平裝) : 
NT$320

733.9/119.6 8445-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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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 南投悠遊小旅行 / 李晏甄文字 墨刻 2014.12 978986289192

6 (平裝) : 
NT$269

733.9/119.6 8453

雲林 散步 雲林小鎮輕旅行/吳怡蓁, 張寧芮, 林妤璟作  臺中市 : 靜宜大
學臺灣文學系

2014.05  
978986573305
6 (平裝) : 
NT$350

733.9/123.6 8834

散步 雲林輕旅行：魚夫手繪散步地圖/魚夫 雲林縣文化局 2016.12 9.78986E+12 進館處理中
嘉義 散步 嘉義美好小旅行 : 吮指小吃x懷舊建築x人文風情/江明麗 臺北市 : 四塊玉文

創出版
2015.01  

978986907322
6 (平裝) : 
NT$350

733.9/126.6 8355

臺南 散步 散步臺南 漫時光.私旅行 = Tainan guide book/Taipei Walker編輯部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5.08 978986366687
5 (平裝) : 
NT$320

733.9/127.6 8754

散步 臺南悠遊小旅行/陳婷芳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2014.08 978986289172
8 (平裝) : 
NT$269

733.9/127.6 8777-4

散步 臺南自遊散策/陳婷芳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2014.02 978986289145
2 (平裝) : 
NT$320

733.9/127.6 8777-5

散步 臺南美好小旅行 : 老城市。新靈魂。慢時光 /凌予 臺北市 : 四塊玉文
創出版

2014.07 978986907329
5 (平裝) : 
NT$320

733.9/127.6 8447

散步 府城文青地圖 : 到古都閱讀 看展 品味生活/臺南一中105級數理資優班作 臺南市 : 國立臺南
第一高級中學

2015.1 978986046137
4 (平裝) : 
NT$380

733.9/127.6 8452

散步 臺南日日有意思 : 尋找府城難忘的好味道/陳婷芳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2015.08 978986289227
5 (平裝) : 
NT$360

733.9/127.6 8777-6

散步 臺南Power Travel/陳婷芳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2016.09 978986289296
1 (平裝) : 
NT$320

733.9/127.6 8777-8

散步 臺灣府城經典 : 導覽指南/潘世昌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

2014.07 978986236910
4 (平裝) : 
NT$395

733.9/127.6 8355 
103

交通工具 大臺南幹線公車輕旅行：嬉遊臺南 巴士好站/王宣一等文字 ; 張政源總編輯 臺南市 : 臺南市交
通局

2014.05  
978986040752
5 (平裝) : 
NT$150

733.9/127.6 8772

交通工具 走走、停停、享生活：坐巴士遊臺南/一青妙等 30雜誌 2015.12 9.78986E+12 進館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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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府城。老時光 : 從安平到舊城區/曹婷婷 臺南市 : 臺南市文

化局
2014.12 978986043031

8 (平裝) : 
NT$370

733.9/129.4 8477

高雄 散步 高雄悠遊小旅行/陳婷芳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2015.03 978986289201
5 (平裝) : 
NT$269

733.9/131.6 8777-4

散步  高雄日日有意思 : 尋味港都好食光輕旅行/陳婷芳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2016.03 978986289259
6 (平裝) : 
NT$360

733.9/131.6 8777-5

散步 高雄美好小旅行：在地美食 × 文創新星 × 懷舊古蹟/江明麗 四塊玉文創 2016.06 9.78987E+12 進館處理中
散步 高雄Power Travel/陳婷芳 墨刻 2017.01 9.78986E+12 進館處理中
散步 慢行高雄：14種美好生活路線/凌性傑等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出版
2015.07 978986359133

7 (平裝) : 
NT$320

733.9/131.6 8639

交通工具 高雄巷弄日和：文創聚落、朝氣小舖、輕食咖啡，暢遊陽光海港城新亮點/陳婷芳 山岳 2016.01 9.78986E+12 進館處理中
屏東 散步 屏東鄉鎮輕旅行 : 走讀文化之旅/翁禎霞 屏東市 : 屏東縣政

府
2015.12 978986046731

4 (平裝) : 
NT$250

733.9/135.6 8627

宜蘭 交通工具 宜蘭小旅行：巷道、老街、漁港、小鎮散策(2014修訂版)/ 上旗文化編輯部 上旗文化 2013.12.26 9789866433542733.9/107.69 8526 
103

交通工具 宜蘭日日有意思 念念不忘旅行中的美好/蔡蜜綺 墨刻 2015.06.20 9789862892169733.9/107.6  
8427:2-2

交通工具 宜蘭Power Travel/蔡蜜綺 墨刻 2016.07.23 9789862892763進館處理中
交通工具 一日宜蘭人 : 親水樂農,依山傍海,舊城慢遊的理想生活 / 果力文化編 果力文化 2015.04 978986914152

9 (平裝) : 
NT$380

 733.9/107.6 8666

交通工具 宜蘭自遊散策/ 林世傑 墨刻 2013.08.10 9789862891223733.9/107.6 8759-3

花蓮 交通工具 花蓮Power Travel/蔡蜜綺 墨刻 2016.10.20 9789862892978進館處理中
交通工具 花蓮日日有意思 慢行山海間的私房絕景/ 蔡蜜綺 墨刻 2016.1.28 9789862892503733.9/137.6 8427-2

交通工具 花蓮悠遊小旅行/蔡蜜綺 墨刻 2014.10.23 9789862891766733.9/137.6 8427
交通工具 花蓮365：春夏篇-每天在花蓮發現一件美好!/王玉萍 時報出版 2016.1.19 9789571364957進館處理中
交通工具 花蓮365：秋冬篇-每天在花蓮發現一件美好!/王玉萍 時報出版 2016.1.19 9789571365138進館處理中
交通工具 花蓮自遊散策/曾家鳳 墨刻 2014.07.19 9789862891698733.9/137.6  8365:2

交通工具 花蓮美好小旅行：巷弄小吃X故事建築X天然美景/ 江明麗 四塊玉文創 2015.03.10 9789865661267733.9/137.6 8355
散步 花蓮好日子：Iris的慢城徒步旅行/張瓊文Iris 四塊玉文創 2015.03.10 9789865661267733.9/137.6 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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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 散步 臺東日日有意思 : 開始在太平洋畔慢旅行 / 林佩瑩, 林佩君文字 墨刻 2015.1  

978986289238
1 (平裝) : 
NT$360

733.9/139.6 8772

交通工具 臺東悠遊小旅行 / 林佩君文字 墨刻 2015.05 978986289213
8 (平裝) : 
NT$269

733.9/139.6 8774-2

交通工具 緩慢臺東.旅 / 蕭裕奇作 玉山社 2012.07 978986294030
3 (平裝) : 
NT$399

733.9/139.6 8635

交通工具 山海尋秘慢活Easy GO!：東臺灣 / 宋維哲, 陳奕祺 跨版生活圖書 2014.06 978988134071
9:320元

進館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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