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寒假閱讀節「臺北好風光－走讀臺北」書展書單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項 ISBN 索書號

1 200個平價旅遊景點大收錄 楊桃文化 臺北市: 楊桃文化, 2013 楊桃文化, 2013 733.6 4402

2 51家超熱門的親子露營地 Wang, Fiona ; 陳姝蓓 臺北市: 大大創意出版 ; 新北市: 昶景國際文化總經銷, 2015 大大創意出版 ; 2015 9789869096034 (平裝) 992.65 7544

3
TAIPEI : 追風水岸遊 : 臺北河濱腳踏車道逸

遊路線*
呂增娣 ; 江春慧 ; 王能佑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新聞處, 民96 臺北市政府新聞處, 2007 789860101348 (平裝) 733.9/101.6 6044

4 Ubike臺北輕旅行 李立忠, 1966- 臺中市: 晨星, 2015 晨星, 2015 9789864430277 (平裝) 733.9/101.6 4005

5 大台北25條天然步道精選 週週爬郊山社群
臺北市: 日月文化出版 ; [臺北縣新店市]: 聯合發行總經銷, 2010[民99] 日月文化出

版 ; 2010
9789862481172 (平裝) 992.77 3370

6
台北捷運小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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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創意市集, 電腦人文化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 2015 創意市集, 電腦人文化出

版: 2015
9789865751838 (平裝) 733.9/101.6 4003

7 台灣郊山地圖. 北部篇(北桃竹苗)* 黃育智 (Huang, Tony), 1961- 臺中市: 晨星發行 ; 臺北市: 知己圖書總經銷, 2010 晨星發行 ; 2010 9789861773025 (平裝) 992.77 4408

8 四季的露營 : 萬能露營技巧手冊 myX ; 吳芷璇 臺北市: 八方出版 ; 新北市: 聯合發行總經銷, 2016 八方出版 ; 2016 9789863810834 (平裝) 992.78 6221

9 全台熱門單車道完全旅圖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 臺北市: 戶外生活, 2008 戶外生活, 2008 9789866994449 (平裝) 733.6 3223

10 我的第一本親子露營 : 走吧!全家一起露營去 寶寶露營團(1-6歲限定) 臺北市: 不求人文化出版 ; 新北市: 我識總經銷, 2015 不求人文化出版 ; 2015 9789869142137 (平裝) 992.78 3319

11
走吧!適合全家一起健行的活力步道 : 大臺北地

區25條親山體驗首選
董珮君 ; 林峰瑩 新北市: 和平國際文化出版: 昶景國際文化總經銷, 2013 和平國際文化出版: 2013 9789866041952 (平裝) 33.9/101.6 4411

12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 張友漁, 1964- 臺北市: 親子天下出版 ; 新北市: 大和圖書總經銷, 2016 親子天下出版 ; 2016 9789869292009 859.6 1143

13 苦苓的森林祕語 苦苓, 1955- ; 王姿莉 ; 黃一峰 臺北市: 時報文化, 2011 時報文化, 2011 9789571354514 (平裝) 307.9 4444

14 帶孩子一起露營趣 吳易芸 ; 曾文永 臺北市: 商周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 商周出版: 2015 9789862727553 (平裝) 992.78 2664

15 第一次去露營 = I'm going camping* 林明子 (Hayashi, Akiko), 1945- ; 米雅 臺北市: 信誼, 2005[民94] 信誼, 2005 957762412X (精裝) 861.59 4461

16 第一次露營 陳愫儀 ; 王天佐 臺北市: 天衛文化, 民85 9579216819 (精裝) 528.21 4052

17
單車一日小旅行 : 跟著節氣騎車、賞花、追

蝶*
李立忠, 1966- 臺中市: 晨星, 2013 晨星, 2013 9789861777061 (平裝) 733.6 4005

18 單車小子大冒險
高森千穂, 1965- ; なみへい (Namihei), 1972- ; 張桂

娥

臺北市: 天下遠見出版 ; [臺北縣新莊市]: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2010[民99] 天下遠

見出版 ; 2010
9789862166338 861.59 0422

19
揭開臺北生態密碼 : 風火山林水 : 親山步道

生態環境解說手冊
匡憲初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2006[民95]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2006 9860066698 (精裝) 733.9/101.6 7133

20 猴可愛去爬山 伊東寬 (Ito, Hiroshi), 1957- ; 周姚萍
臺北市: 推守文化創意出版 ; 新北市: 聯寶國際文化總經銷, 2012 推守文化創意出

版 ; 2012
9789865883027 (平裝) 861.59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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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週休二日露營趣 : 四季營地看美景 錢毅, 1979- 新北市: 樂友文化出版: 易可數位行銷總經銷, 2015 樂友文化出版: 2015 9789869106450 (平裝) 992.78 8307

22
愛上安心騎 : 自行車生活禮儀與安全騎乘指南
*

林繼國 臺北市: 交通部發行, 民104[2015] 交通部發行, 2015 9789860457889 (平裝) 557.16 4426

23

新式露營教科書 : 露營觀念、基本技巧、裝

備添置、紮營祕訣、親子遊樂、野外料理一應

俱全,輕鬆享受露營樂趣的完全圖解指南 =

New! Camp

胡毓華 ; 高詹燦 ; STEP CAMP 新北市: 一起來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16 一起來出版: 2016 9789869235341 (平裝) 992.78 0419

24 慢行台北 : 16條女孩最愛的散步路線 Coco ; Joy 新北市: 木馬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14 木馬文化出版: 2014 9789863590538 (平裝) 733.9/101.6 9221

25 臺北.微旅行 強雅貞 (Fion), 1976-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2011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2011 9789860299298 (平裝) 733.9/101.6 1372

26
臺北山林嬉 : 30絕美亮點任你遊 : 半日遊/

一日遊*
徐立真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民103[201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

處, 2014
97898690417968 (平裝) 992.77 2804

27 臺北新森活* 陳譽馨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民100[2011]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2011 9789860290349 (平裝) 33.9/101.6 7574

28 趙老大玩露營 趙慕嵩, 1936-2012
臺北市: 寶瓶文化出版 ; 臺北縣汐止市 ; 聯經總經銷, 2007[民96] 寶瓶文化出版 ;

2007
9789867282958 (平裝) 855 4942

29 踏板上的夢想 : 22天的單車環島之旅 周寂琦, 1987- 臺北縣永和市: 稻田, 2002[民91] 稻田, 2002 9867882369 (平裝) 859.7 7731

30

露營,原來這麼簡單! : 從裝備、搭營、野炊、

玩樂,到全台20大營地推薦,第一本露營入門圖

解書! = Let's go camping!

貓毛 臺北市: 三采文化, 2014 (2015) 三采文化, 2014 9789863421863 (平裝) 992.78 2420

*線上寒假閱讀節出題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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