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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天1夜親子輕旅行 :

睡天使.醒惡魔

三采文化,

2

LOVE台南 :

佐佐木千繪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9[民108]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59836&m

3

Milly的春日旅路提案 :

Milly

遠足文化發行,

2014[民103]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8134&m

4

UBIKE臺北輕旅行 /

茶花小屋

晨星,

2015[民104] 腳踏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024&m

5

一日宜蘭人 :

果力文化

大雁文化發行,

2015[民104]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2903&m

6

一生中不能錯過的32條私房散
江孟樺
步路線 /

漢湘文化,

2012[民101]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5767&m

7

一看就懂古蹟建築 =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
遠足文化,

2013[民102] 古蹟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665&m

8

三峽.藍染老街 /

林寬裕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13[民102] 旅遊文學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0290&m=ss&k0

9

主播美食報 :

石怡潔,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6[民105]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6074&m

10 人文藝旅.淡水行 :

錢麗安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民99[2010]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95188&m

和平國際文化,

2014[民103]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3167&m

2013[民102]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8604&m

11

今生必去的50個親子遊樂天堂
林耀煌
/

12 來去寺廟住一晚 :

943 圓神,

2014[民103] 臺灣遊記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8789&m=ss&k0

13 來台灣旅行吧 :

游上游

大輿,

2017[民106]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9952&m

14 來趣台東 /

林龍,

出色文化,

民105[2016]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6076&m

15

全台親子FUN電小旅行 小孩開
陳淑萍,
心,爸媽不累輕鬆遊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69&m

商周出版 :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81325&m

16 六弄咖啡館 /

藤井樹

17 千里步道 :

周聖心,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新自然主義, 幸福綠光, 2012[民101] 旅遊文學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3572&m

18 南投自遊散策 /

李晏甄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3160&m

19 原來台灣好物這麼讚 /

張麗玲,, 墨刻編輯部,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68&m

20 吃喝玩樂遊臺灣 .

游上游,

大輿,

2016[民105]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6697&m

21 品 客家 :

簡如邠

客委會,

民99.12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95167&m

墨刻出版 :

民96
2015[民104] 旅遊

臺灣遊記

防疫新生活安心遊臺灣 主題書展
書刊名
Title

序號

作者
Author

出版者
Publisher

出版年
Publish year

標題
Subject

22 品味深坑 :

閻驊

北縣文化局,

民97.11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84473&m

23 哇!台灣就該醬玩 :

鄭兆翔

高見文化總經銷,

2012[民101]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5360&m

24 單車 部落 縱貫線 :

陳忠利

墨刻出版 :

2015[民104] 部落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732&m

25 單車國道 :

鄞鳳蘭

屏縣府,

2008.12 單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4024&m

26 單車環臺聖經 :

單車誌編輯小組 輪彥國際,

2013[民102] 腳踏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7530&m

27 嘉義美好小旅行 :

江明麗

四塊玉文創,

2015[民104]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729&m

28 圖解節慶觀光與民俗 :

方偉達

五南,

2013[民102] 臺灣文化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5091&m

29 圖說台灣地名故事 /

蔡培慧,

遠足文化,

2013[民102] 歷史地名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708&m

天峰文化,

2016[民105] 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5869&m

30

墾丁X高雄X台南X嘉義X澎湖+
盧峰,
東港、萬鑾、小琉球好好玩 /

31 宜蘭Power Travel /

蔡蜜綺,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5754&m

32 尋味高雄 =

危佩珍, 鄭

高市新聞處,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82018&m

33 尋幽石碇 :

姚忠誠

北縣文化局,

民97.11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84468&m

34 小小站.輕旅行 :

段慧琳

時報文化,

2012[民101] 火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3675&m

35 屏東縣 : 自遊達人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
戶外生活,

2012[民101]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1589&m=

36 後山客蹤 :

日創社文化事業公司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民99[2010]

客家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91951&m

37 愛台玩觀光工廠100 /

行遍天下記者群, 聯合總經銷,

2016[民105] 工廠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5755&m

38 散步吧!臺南老房新天地 /

繁星編輯部

繁星多媒體,

2011[民100]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99725&m

新北市觀光旅遊局,

民100.06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98659&m

2012[民101]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3882&m

三采文化,

2016[民105] 親子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6077&m

四塊玉文創,

2013[民102]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385&m

39 新北All In玩 旅遊全攻略 /
40 新北小旅行 =
41

上旗文化編輯部 上旗文化,

晴天雨天都好玩,定點親子小旅
睡天使醒惡魔,
行:

42 最Hot!觀光工廠 :

林冬梅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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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樂居台南 :

魚夫

44 深藏不露的台灣百年美味鋪 /

張麗玲,, 墨刻編輯部,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66&m

45 澎湖好好玩 :

小花

2012[民101]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1920&m

46 澎湖縣 : 自遊達人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
戶外生活 ,

[民101]2012.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63103&m

47 無障礙旅遊 :

黃欣儀

游擊文化出版 :

2018[民107]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60131&m

48 燈會!看新竹 /

黃智成

繁星多媒體出版 :

2013[民102] 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6686&m

49 爛漫年代.西門町 :

蘇誠修

推守文化創意,

2012[民101] 商店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8099&m

50 琥珀記憶 :

呂政道

雲縣府,

2014[民103] 產業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3276&m

51 看見臺灣最美的風景 :

黃明君,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6188&m

52 美麗的紅毛港 /

朱秀芳

高市文化局,

2008.02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82582&m

53 老店,老滋味 :

曹婷婷

南市文化局,

2013[民102] 商店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4599&m

54 臺中Power Travel /

紀廷儒,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民105[2016]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75&m

55 台中巷弄日和 :

拔林編輯工作室 聯合發行總經銷,

2017[民106] 臺中市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9316&m

56 台中日日有意思 :

紀廷儒

墨刻出版 :

2015[民104]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879&m

57 臺北城.

魚夫,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6[民105] 人文地理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6191&m

58 台北大稻埕,遇見舊城新風景 /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73&m

59 台北巷弄日和 :

湯思穎

大大創意,

2014[民103]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7523&m

日月文化,

2014[民103]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7521&m

沐風文化,

2014.12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6536&m

61 台北故事遊 :

上旗文化編輯部 上旗文化,

2013[民102] 古蹟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5524&m

62 臺北歷史地圖散步 /

溫淳雅,,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出版
2016[民105]
:
歷史地圖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349&m

63 台南巷弄日和 =

陳婷芳

日月文化出版 :

2015[民104]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730&m

64 台南日日有意思 :

陳婷芳

墨刻出版 :

2015[民104]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387&m=ss&k0

65 臺南歷史地圖散步臺 /

李佳卉,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臺灣東販發行,

2019[民108]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59645&m

60 臺北捷運散步手帖(紅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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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台南美好小旅行 :

蔡雅芬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民103] 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8317&m

67 臺南自遊散策 /

陳婷芳

墨刻出版 :

2014[民103]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8302&m

68 台南過生活 /

王美霞

紅螞蟻總經銷,

2014[民103] 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7543&m

69 台東POWER TRAVEL /

林佩君,

墨刻,

2016[民105]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77&m

70 台東日日有意思 :

林佩瑩

墨刻出版 :

2015[民104] 臺東縣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731&m

71 台灣鐵道旅行(日文書)/

大西稚惠,

2017[民106] 火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937&m

72 台灣中北部鐵道遊 /

張振邦

活立文化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2015[民104]
:
火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3165&m

73 台灣博物館散步GO :

蘇明如,

晨星,

2017[民106] 文化觀光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80&m

74 台灣小百岳 :

黃素貞,

臺灣山岳文化 ,

民106[2017].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2201&m

75 台灣節慶百戰指南 =

黃丁盛

遠足文化,

2013[民102] 攝影集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5508&m

76 台灣老街歷史漫步 :

黃沼元

遠足,

2015[民104] 房屋建築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2790&m

77 台灣部落深度旅遊 =

羅雪柔

玉山社,

2013[民102] 部落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3170&m

78 台灣鐵道小旅行 =

吳柏青

上旗文化,

2012[民101] 火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05525&m

79 台灣鐵道經典之旅 :

蘇昭旭

人人出版 :

2014[民103] 火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8251&m

80 花蓮Power travel /

蔡蜜綺,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74&m

81 花蓮美好小旅行 =

江明麗

大和總經銷,

2015[民104]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3162&m

82 花蓮自遊散策 /

曾家鳳

墨刻出版 :

2014[民103]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8304&m

83 茶香坪林 :

賴佳昀

北縣文化局,

民97.11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84470&m

84 蔡阿嘎Fun閃玩台灣 /

蔡阿嘎

高寶國際出版 :

2016[民105]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9715&m

85 野餐小日子 =

冰蹦拉

城邦發行,

2015[民104]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7735&m

86 錯置臺北城 :

周文龍(Allen, Joseph
麥田出版
R.) :

2018[民107] 人文地理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9837&m

87 鐵支路懷舊小旅行 :

戴震宇

和平國際文化,

2013[民102] 火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5036&m

88 鐵道.祕境 :

楊浩民,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2016[民105] 台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3586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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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環台Day by day行程規劃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民105] 火車旅行
書
90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台灣真相 :
陸傳傑,
遠足文化,
2015[民104] 古地圖
89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63&m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706&m

91 雙和.綺麗迷城 /

藍田玉,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文化局,

2013[民102] 新北市- 永和區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0292&m

92 面對 :初老阿伯的徒步環島 /

張訓賓,

2017[民106] 臺灣遊記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682&m

93 騎YouBike, 趣台北! :

凱信企劃編輯小組凱信企管顧問出版 :

2015[民104] 腳踏車旅行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3168&m

94 高雄Power travel /

陳婷芳,

墨刻,

2017[民106] 旅遊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241276&m

95 高雄行旅導覽 /

陳芷萍(觀光)

晨星發行 :

2007.12

96 鶯歌.窯燒物語 /

錢麗安,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文化局,

城邦印書館,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24110&m
高雄市- 描述與遊記

2013[民102] 旅遊文學

http://120.102.52.73/webpac/content.cfm?mid=110291&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