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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京都,不需要理由 

作者：瓦辛文字.攝影 

索書號：731.75219 8777 2012 

條碼號：0000067798 

超過三十次的日本旅行中，有半數的地點都在京都度過…… 

  京都擁有怎麼樣的魔力，如此令他神魂顛倒？ 

  他說，在百迴千轉之後，答案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去京都，不需要理由！ 

 

  瓦辛對於京都的大小巷弄比對台北熟悉， 

  以他豐富的旅遊經驗及對京都的深刻了解， 

  完整呈現你不可不知、優遊自在的京都行。 

 

  本書列出： 

  京都 4 條人氣散步路線 

  京都 5 個追楓名所 

  京都 4 個賞櫻勝地 

  京都 15 家精選喫茶店、咖啡館及庶民美食 

  京都 5 間特色旅店 

  品味京都，必須擁有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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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街角小旅行 : emico 的散步地圖 

作者：陳婉玲著 

索書號：733.69 8775 2012  

條碼號：0000067525 

 

很多路線，很多地方，其實很多人都去過； 

但是也有很多風景，其實很多人沒發現。 

散步寫真，除了用手按快門，用眼觀察、用心感受， 

還需要加上一點點想像力，視界才會大不同。 

光圈打開眼睛，快門凝結記憶，相機彩繪出我的人生風景。          

 ─emico 

你知道嗎？Emico 所拍攝的照片具有一種神奇魔力，特別是她的散步街拍，往往能發掘出我們平常沒有觀察到

的取景視角，把原本你以為再熟悉不過、平凡無奇的巷道，拍出別具特色的風味。生活中，許多容易被忽視的

角落，透過 Emico 的敏銳觀察，重新被賦予了生命。 

  對，她的照片會說話！ 

  這一次，Emico 希望與你分享她如何用心體會生活，進而發掘台灣街角的美好。Emico 精選全台適合漫遊

的小景點，帶你初訪/重遊各個特色好所在，台北、新竹、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宜蘭、花蓮、

澎湖、蘭嶼，足跡遍及全台。即使是已經去到已經不想再去的特色老街，當你看完 Emico 的文字絮語與照片分

享，你肯定會內心激動到忍不住想再去一次！心想，自己怎麼會錯過這麼多值得細細品味的精彩畫面呢？ 

  此外，Emico 也會與你分享拍攝當下，她內心的取景想法與心情，讓我們更能發現台灣之美，找出屬於自

己的獨家視角！ 

  邀請你，帶著相機，來趟緩慢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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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去十次都不夠 

作者：袁田著 

索書號：737.19 875 2013 

條碼號：0000069282 

青春版《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以絕望與困惑造訪 

  帶清明與澄澈離開 

  在這座充滿斑斕香料、紗麗的萬神之國 

  26 歲女生橫越印度 5,531 公里 

  一段學習放下、打破框架與領悟的修行之旅 

  [這輩子，我們都該走一趟印度。前世的應許之地。] 

  二十六歲，青春正好、任職於有前途的企業； 

  作者袁田卻在生日前，對人生有了疑惑、對未來感到茫然。此時，她選擇了放下所有手邊擁有的一切，孓

然一身地前往印度，充滿靈性的國度。 

  在隻身勇闖印度的八十三天裡，袁田遇到了來自各國的背包客，互相對話、相伴一程，聆聽他人的故事，

也共譜一段偶遇的美好篇章。 

  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旅程中，袁田學會了和自己獨處、和自己對話，從此不急著往外學得安穩，而是往內

取得內心世界的平靜。 

  除了親身體驗印度這個國家的美景、人文風情，在普那的一個月，袁田參與了靜心的活動；透過靜心，爬

梳生命中的困境，解開心中過多的執著。 

  書中詳細記錄八十三天每天的出走軌跡及奇人奇事軼聞，當然也有羅曼史、與爆笑又傷感的真實記錄。 

  同時，也記錄了極實用的每日花費。 

  作者用開闊的眼光、不設限的態度去面對一切迎面而來的驚喜與驚嚇，用輕鬆幽默又不失優美流暢的文字

敘述種種經歷及心靈的感動。 

  這是一本觸動人心、引人騷動的旅遊日記。 

  出發吧，讓我們都往印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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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邁小時光 : 療癒系古都的輕旅行 

作者：林東興文.圖 

索書號：738.29 8774 2012 

條碼號：0000067912 

 

陽光爬上古城牆頭，時間在樹梢葉縫中緩步前行。 

梔子花，挺著清麗的姿態，灑落一地繽紛。 

在清邁，晃蕩著，享受這喧囂中的靜謐，俗世與出世交纏的瞬間…… 

  清邁，從前泰北蘭納王朝的古都，現今泰國第二大城，相較於熱鬧繁華的曼谷，清邁悠閒自適的氛圍，說

它是最適合用來「發呆閒晃」的城市也不為過。長期經營泰國雜貨採購的作者，除熟稔雜貨買賣根據地曼谷，

自古便是各色手工藝聚集的清邁，當然也是他時常造訪的地方。 

  本書正是作者居旅清邁，花了很長時間隨興四處晃蕩的分享。透過他真摯詼諧的筆觸，讓人彷彿也跟著邁

開步伐或跨上機車，試著放慢腳步去閱讀這一頁生命的深刻，品嘗異地文化的美好觸動。 

  偶爾聽著祈福銅鈴的清脆，讀著寺廟僧侶的性靈；偶爾則優游於充滿生活氣味的市集，狂掃在地雜貨，或

沉浸在按摩的痛快淋漓之中。當然還有美食之必然。清爽的鮮湯與米香河粉，引出勾人眷戀的庶民滋味；又或

攪和了各色辛香料的綠咖哩，則給人市井餐食的濃烈快意。 

  書中除了精彩的清邁私房體驗外，更多的是對在地人、事、物的有趣觀察。下一趟旅行的目的地還未決定？

快來趟清邁行犒賞自己，享受只屬於你的私密小時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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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哥之美 = The beauty of Angkor 

作者：蔣勳著 

索書號：738.49 848 2013 

條碼號：0000069057 

新版《吳哥之美》，還原重現 蔣勳 旅遊文學的閱讀質感 

  這不只是一本旅遊書，而是在旅行中看到一朵花、一面微笑、一塊殘石的感動。 

  蔣勳老師去過吳哥窟十四次，仍說：「我還想要再去。」他帶過徐克、林青霞等人去過，數不清的讀者都

曾拿著這本書遊吳哥。甚至，當地早已出現盜印本。 

  吳哥，如此莊嚴，如此華美，不可思議。──蔣勳 

  我覺得吳哥城像一部佛經，經文都在日出、日落、月圓、月缺、花開、花謝，生死起滅間誦讀傳唱，等待

個人領悟。──蔣勳 

  吳哥，位於柬埔寨西北方，以建築雄峻和浮雕精細聞名於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廟建築群。 

  吳哥，曾是一座輝煌繁榮的王城，卻飽受戰爭屠戮病疫的無情吞噬，在熱帶叢林裡湮沒成一片廢墟，而今，

文明重現。 

  吳哥，是印度教與佛教信仰的藝術極致；是在方正與有無中體現最深的東方哲學；是身體向上攀爬時的心

靈朝聖；是在山與水之間尋找人的定位。 

  吳哥，使每一個人走到廢墟的現場，看到成住壞空；是無所不在的微笑，被清晨黎明淡淡的陽光照亮；是

一朵花的墜落，卻從心底記起了美。 

  這二十封寄給 Ming 的信，娓娓訴說著吳哥王朝諸寺遺址、雕刻美學、儀式空間最細膩美妙的景緻，觸動你

我最本質的生命底層，那樣深刻，又如此寧靜。吳哥，曾是一座輝煌繁榮的王城，卻飽受戰爭屠戮病疫的無情

吞噬，在熱帶叢林裡湮沒成一片廢墟，而今，文明重現。 

  吳哥，是印度教與佛教信仰的藝術極致；是在方正與有無中體現最深的東方哲學；是身體向上攀爬時的心

靈朝聖；是在山與水之間尋找人的定位。 

  吳哥，使每一個人走到廢墟的現場，看到成住壞空；是無所不在的微笑，被清晨黎明淡淡的陽光照亮；是

一朵花的墜落，卻從心底記起了美。 

  這二十封寄給 Ming 的信，娓娓訴說著吳哥王朝諸寺遺址、雕刻美學、儀式空間最細膩美妙的景緻，觸動你

我最本質的生命底層，那樣深刻，又如此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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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情書 : 因為太美,一定要說給你聽的風景 

作者：謝哲青著 

索書號：740.9 8244 2013 

條碼號：0000070151 

26 個不忍獨享的風景，願你在平淡的日常裡，不忘美好的他方。 

  風景裡有故事，也有心情，若再加上你的傾聽，這趟旅行就完整了。 

  走過 86 個國家，一個人的旅行，曾是他拼湊破碎靈魂的方式。 

  因為孤獨，他看見的不只是喧囂的華麗。 

 

  在維也納的摩天輪上，他找到了沉默而持續的堅定能量。 

  在克林姆的〈擁抱〉裡，他瞥見了一瞬的幸福。 

  在巴黎的蒙帕納斯墓園，他迷戀起生命的種種。 

  搭過莫斯科 287 站地鐵後，他體悟到不見天日的自由。 

 

  哲青說：「把自己丟進荒野裡，是很容易的事，只要專心前進就好了。生命中最刺激的冒險，其實是在日

復一日、枯燥殘酷的現實中，還能繼續保有相同的衝勁。平淡的日常，才是生命最大的挑戰。」 

 

  因此，他願意將在旅程中看見的一切美麗與感悟，放進你我平淡的日常裡，陪伴你我面對生命的挑戰。歐

遊情書，是寫給他心愛的人，也寫給每個愛他的人！ 

 

本書特色 

 

  1. 講座場場爆滿的謝哲青，首度出書暢談旅行與藝術在他生命中的意義！ 

  2. 書中介紹 26 個最觸動哲青的歐洲景點與藝術作品。除了用專業又專屬的角度，為讀者開啟全然不同的

視野，更透露自己極少提及的生命故事，絕對能滿足喜愛哲青，以及喜愛旅行與藝術的廣大讀者。 

  3. 全書大量收錄哲青的攝影作品，並忠實呈現大師作品，將是一本圖文豐富、質感絕佳的全新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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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朋友一定帶你這樣玩!可愛倫敦輕旅行 

作者：娃娃作 ; 林利琬譯 

索書號：741.719 8746 2013 

條碼號：0000069233 

達人親試！倫敦人也大推！ 

  吃不停、逛不完的秘密倫敦 

  精選 108 個吃喝玩樂私路線 

  有趣市集 X 口袋美食 X 英倫時尚 X 特色店家 X 熱門景點 

  本書從傳統市場、有趣市集、流行時尚、口袋美食、熱門景點， 

  不同於一般的觀光旅遊書、隨性的散文遊記 

  以復古風照片 X 超 cute 塗鴉的英倫玩家遊記， 

  告訴你倫敦人也大推的特色店家&好玩路線&口袋美食大公開！ 

本書特色 

  1.可愛時尚達人娃娃，顛覆玩英倫 Style！精選 108 個吃喝玩樂私路線！ 

  2.第一本可愛倫敦輕旅行！背包客必備！復古風照片 X 超 cute 塗鴉的英倫玩家遊記！ 

  3.瘋美食必備！徹底顛覆倫敦食物不好吃！吃完甜的再吃鹹的！ 

  超有名的香酥披薩；逛傳統市場，享受熱呼呼的特色美食、新鮮可口的起司、煙燻火腿、雞肉派；不吃牛

肉也流口水的超 JUICY 牛肉貝果；可愛到捨不得吃的迷你杯子蛋糕；有角色扮演的咖啡店、巧克力迷心中的聖

殿、美味的手工冰淇淋…… 

  4.英倫迷的購物天堂！個性小店 X 時尚服飾店 X 復古商品店 

  實現公主夢的復古商品店 Lapin&Me；倫敦最夯二手店 absolute vintage；設計師現場製作的獨創飾品

@work；令人愛不釋手的英式雜貨、英式傳統鄉村風的時尚品牌、各式購物中心&百貨公司、平價服飾店…… 

  5.小提示大幫助！暢遊倫敦必看的１０大秘訣！ 

  6.精挑細選！最省時、最好玩！附娃娃精選 6 日可愛行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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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帶孩子翹家去巴黎 : 凱莉哥的親子旅行慢慢來 

作者：凱莉哥著 

索書號：742.719 8655 2014 

條碼號：0000070760 

只要一心想著一起旅行，帶孩子出國旅遊一點都不難！ 

  想讓孩子變成旅行中的好朋友，就讓他們參與旅途中的任何事情與決定， 

  先把他們當朋友，自然孩子也會有責任感。 

  從小培養孩子成為旅行的好伴侶，而不是旅途中的絆腳石， 

  得到的，會是加倍的幸福感！ 

 

  最高人氣點閱率親子部落客凱莉哥的第一本創作 

  分享最受用的親子旅遊經驗 

 

  許多父母既期待又害怕嘗試的親子旅遊，對熱愛旅行的凱莉哥而言完全不是問題，甚至成為她給孩子最直

接的生活教育！對凱莉哥來說，帶孩子出國或許不會在孩子記憶裡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只有大人的回憶裡有孩

子的身影，一切就值得了。她的每一次親子旅遊紀錄和心情分享，都屢屢創下數十萬的點閱率，說動了許多媽

媽甚至是未婚 OL 的心，也讓更多爸媽開始嘗試親子旅遊的樂趣。 

  2013 年，凱莉哥決定實現蘊釀許久的夢想，進行了一趟「攜夫帶子」的旅居之行，地點就選在她最喜歡的

國家——法國。 

  在這趟旅居之行，凱莉哥一家四口化為最道地的偽巴黎人，逛當地市集、啃棍子麵包、散步、草地野餐、

逛美術館，連一年一度的巴黎鐵塔下看國慶煙火都給遇上了。他們還開著車到南法看法國最美的修道院、在蜜

蜂群聚的薰衣草田裡拍沙龍照、迷路到坎城沙灘看比基尼女郎。沿途不斷發生烏龍事件，為旅行添增了許多驚

險。 

  這趟旅居生活，不只對大人，在孩子身上也產生了不一樣的發酵。鬧脾氣、生病、賭氣，一路上雖然狀況

不斷，最後拍拍肩膀擦擦淚，還是要一起把旅行走完，而這就是家人的意義。這是一次全新的旅居體驗，也是

學習與家人共處的一段過程。 

  凱莉哥也分享了她多次親子旅遊的經驗，以及親子旅居的地點和費用規劃、如何找到廉價機票和短期出租

公寓，還有爸媽們最想知道的建議，如出國該不該帶娃娃車、行李要怎麼打包、飛機上小孩哭鬧怎麼辦、要如

何準備口味單純的小孩吃飯問題等。豐富實用的內容，幫你輕鬆戰勝麻煩的新子旅遊，享受與孩子共遊的美好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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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倫愛旅行 : 台灣 OL 的德國暴走日記 

作者：凱倫著 

索書號：743.9 857 2013 

條碼號：0000068430 

德國包租公、包租婆都是吸血鬼？情侶就算愛得再火熱，也要明算帳？ 

  德國人，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樣！ 

  》》》》一個台灣 OL 在歐洲爆笑、暴走的生活觀察實錄！ 

  甩開一成不變的生活，平凡上班族也能精彩實踐自己的夢想！ 

  和許多人一樣，在小學畢業紀念冊上寫下「長大後要環遊世界」願望的凱倫，取得澳洲 Wollongong 大學

MIB 碩士學位回台後，加入了朝九晚十的上班族行列，卻依然沒有忘記小時候的夢想。 

  2006 年，世界盃在德國舉行時，喚醒了她血液裡狂熱的足球因子，對歐洲產生了莫名的綺麗想像，下定決

心一定要赴歐洲朝聖，實現內心想望。憑藉著死忠支持德國足球隊的澎湃熱情，兩年後她終於存到了錢，踏上

德國的土地。 

  來到歐洲後，她從一個在台灣沒日沒夜工作、就算有錢也沒命花的可憐爆肝上班族，變成瘋狂小球迷。在

科隆讀語言學校時，更幻想著有一天能夠操著一口流利德文，擔任足球隊經理，沒想到卻被艱深難懂的德文給

徹底打敗！「旅行達人」頓時取代了「經理人」的計畫，立志要把歐洲的每寸土地都踏遍不可！ 

  夢想轉了個彎，於是凱倫一邊在德國工作，一邊在歐洲旅行，也因此有機會和價值觀迥異的歐洲人一起共

事，見識與學習到了德國人「會吵才有糖吃」、「不要只是埋頭苦幹，要懂得向僱主說 NO」的工作最高指導

原則！從此她的生活重心不再只有工作，而是懂得好好享樂過生活。她 play hard，努力在歐洲四處趴趴走；在

旅行途中，體驗不同文化，結交各地朋友，即使買不起品牌包，卻因為能品嚐各地美食，看見更開闊的世界而

感到心靈飽足快樂。 

  雖然，凱倫在部落格上的詼諧幽默發文多以抱怨德國為主，但事實上，她骨子裡對德國的熱愛，卻是其它

國家所不能取代，一如她始終支持的德國足球隊。現在，凱倫要將自己在歐洲五年的旅行經驗，以及在德國道

地生活的點點滴滴，全都寫進《凱倫愛旅行：台灣 OL 的德國暴走日記》，希望能把更多面向的德國跟旅人分

享，也希望大家能和她一樣，愛上這趟旅程，愛上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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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小步旅 = Italia  

作者：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著 ; 柯璇譯 

索書號：745.9 8537 2014 

條碼號：0000070747 

這次旅行，又是和大家一樣的老套行程？ 

「大家好像都會去耶」、「好像是很熱門的景點耶」 

總之先去了再說吧。雖然行程也可以這樣安排…… 

但是，這樣真的是最好的嗎？ 

既然是難得到手的休假，何不來一趟和大家小小不同的特別旅行？ 

 

  長靴狀南北狹長的義大利，過去有無數大小國家在此經歷興衰榮枯，因此形成各地自身獨特的文化，即使

是國家統一的現在，也是集合多樣魅力於一身的國度。想吃道地的義大利麵，也想喝葡萄酒，還想去美術館，

當然逛街購物也不可欠缺！想嘗試的事情數都數不完，可是時間只有這幾天，早知道應該要去那裡的……為了

不要在回國後後悔，趕快跟著《aruco》規劃的行程，享受加倍的樂趣。 

 

  你的小小冒險之旅，《aruco》會幫你達成！ 

 

  ★ 編輯團隊也想保密的祕密景點、內行人才知道的店家，毫不保留！詳盡介紹！ 

  ★ 到了不去會後悔的定番景點 etc.，告訴你玩得比大家更盡興的方法！ 

  「我在義大利玩了這些喔。」這裡有一堆回國後可以向朋友好好炫耀一番的體驗。 

  

作者簡介 

 

地球步方編集室 

 

  地球步方姊妹作《aruco》，是為了支援喜愛旅行的讀者，所規劃的小小冒險之旅。由日本 No.1 自助旅行指

南書品牌：地球步方編輯群共同執筆、共同編輯而成，針對人氣地點，規劃出「與大家有點小小的不同，卻又

充滿新鮮感、讓人興奮的旅程」。 

  目前 aruco 系列共出版 25 個書目，自 2010 年 3 月在日本發行以來，便深受歡迎，是所有喜愛旅行的人都

想要體驗看看，充滿魅力的主題式旅行。 

  相關著作：《倫敦》《北歐》《吳哥窟 柬埔寨》《土耳其 伊斯坦堡》《埃及》《峇里島小步旅》《希臘愛琴海》

《德國》《杜拜&阿拉伯半島》《法國》《泰國》《澳洲》《紐西蘭》《美國》《美國西岸》《義大利》《荷蘭 比利時 盧

森堡》《西班牙》《韓國》《首爾小步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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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隆納,不只高第 : 跟著中文官方導遊深度行 

作者：王儷瑾著 

索書號：746.19 8474 2013 

條碼號：0000069247 

高第家鄉、建築瑰寶、美食之都、藝術人文薈萃之地、 

  加泰隆尼亞之光、西班牙第一觀光大城、全球十大旅遊城市…… 

  這些都是巴塞隆納，但巴塞隆納也不只如此。 

  跟著官方導遊，體驗「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位於地中海西岸，擁有 2000 年文明歷史和百萬人口，是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也是西班牙

第二大城。自 1992 年成功舉辦奧運後獲得舉世矚目，打響國際名聲。如今，這個多元現代的大都會已躋身旅

遊大城，每年有 750 萬名觀光客造訪；每年超過 2000 次的國際會議和大型展會在此舉行，更因連年舉辦世界

手機大會而在 2011 年贏得「世界手機之都」的封號。 

  終年燦爛的陽光和連綿 4.58 公里的海灘、舉世聞名的世界遺產和千年古蹟、各種博物館和展覽空間、豐富

多采的藝文活動、百年老店和時尚品牌、星級料理、Tapas 小吃和誘人甜點、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建築和當代

建築大師作品等種種優勢條件，讓巴塞隆納即使身處歐債風暴和西班牙經濟蕭條危機中，仍不減其風華，依舊

屹立不搖！ 

  而在古老的舊建築和創新的當代建築的新舊融合並存之間，巴塞隆納有大城的喧囂、古城的悠靜和現代都

市的活力。在這裡，作者知道什麼叫百看不厭，可以天天經過聖家堂，天天驚歎，可以天天經過正在興建的當

代建築，看羅傑斯（Richard Rogers）設計的 Hesperia 飯店、努維爾（Jean Nouvel）設計的阿格巴塔、米拉

耶斯（Enric Miralles）設計的天然氣公司辦公大樓、伊東豊雄設計的巴塞隆納國際會展新場地的雙塔、札哈哈

蒂（Zaha Hadid）設計的螺旋塔等是怎樣一磚一瓦地建造起來。 

  旅遊不只是走馬看花而已，在每個景點背後，都有她動人的歷史故事、民俗風情和文化底蘊。巴塞隆納不

是只有高第，在這個國際大城背後，還有豐富的節慶活動和飲食文化可以深入感受了解，以及作者的私房景點、

人氣餐廳店家、特別市集和不能錯過又別具特色的巴塞隆納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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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性 X 大麻 X 紅燈區 : 喔不!我愛的是

梵谷, 林布蘭 

作者：白晢賢著 ; 邵磊譯 

索書號：747.2719 8643 2013 

條碼號：0000069238 

旅遊指南上不能說的秘密！  

在這裡，不只有鬱金香和博物館、運河和風車， 

更多你所想像不到的： 

紅燈區的豔遇、Sex 秀和 Peep 秀、Coffee shop 吸大麻…… 

韓國導演逐字寫下的親筆紀錄， 

不知道這些，就別說你了解阿姆斯特丹！ 

  知名的韓國導演兼編劇-白哲賢，接受妻子的提議，前往阿姆斯特丹，以一名背包客身

分，騎著單車，優閒度過 1 個月。風車村、梵谷和林布蘭的畫作、凡德爾公園、女王節的

橙色狂歡……許多平時可看不可及的景點名勝，懶洋洋的旅行生活點滴中，融入景點介紹，

隨著作者的腳步，體驗鬱金香王國的美好時光。 

作者簡介 

白哲賢 

  出生於韓國首爾，畢業於仁荷大學機械工學系、韓國藝術綜合學校影像院電影系。小學繪製過蒸汽機設

計圖，國中獲得過全校模範生獎，高中能夠熟記所有流行歌曲的歌詞，大學製造過機器人；大學畢業後，獨

自在歐洲背包旅行 60 天。後來進入電影《殺人回憶》攝製組，度過 30 歲生日；並執筆《怪物》的劇本，電

影殺青後結婚。在準備以導演身分出道前，接受妻子的提議出門旅行，回國後完成這本書。現回歸本行，進

行電影劇本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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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未來的極光旅人 : 二十年專業嚮導帶你圓極光夢 

作者：洪家輝著 

索書號：752.7809 8266 2015 

條碼號：0000071275 

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極光 

 

在浩瀚的極光前 

你將落下感動的淚水 

 

  極光，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絕美之景。 

  作者洪家輝自 1995 年，首度前往阿拉斯加費爾班克斯觀賞極光後，深受震撼，就此一頭栽入極光世界，

搖身極光嚮導，至今每年往返費爾班克斯，追逐極光長達二十年。作為台灣最權威的極光獵人，他至今已帶團

超過 48 次，上千人都曾在他的帶領下，在浩瀚的極光面前落下感動的淚水。 

  「沒有兩道極光會一模一樣」，作者為了捕捉瞬息萬變的極光，至今已累積逾一萬張以上的美照，各種顏

色、形態的極光都在他驚人的毅力下，一一被捕獵入鏡。近幾年前往阿拉斯加看極光掀起風潮，書中各種實用

豐富的知識，不僅滿足旅人所有行程需求，作者更以多年實戰經驗，教你如何在嚴寒的極地夜晚中拍下最美的

極光。 

  這本書對現代人很危險，因為會想拋下身旁一成不變的風景奔向美麗的極光；但也唯有這樣的絕景，才能

讓值得追夢的靈魂甦醒。走吧走吧！第一次看極光的你，想看到更多浩瀚極光的你，就讓專業帶領你出發追極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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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彼端呼喊愛情 : 非洲.愛的私旅行 

作者：施諾, 彼岸木著 

索書號：760.9 843 2012 

條碼號：0000068160 

 

內容簡介 

  一個是獨自在科技城市裡，整日與數字拚博的職業經理人，一個是置身在未開發的異國鄉鎮，不斷與自然

對話的駐外記者，時間空間的阻隔，讓他們的愛情看似走到盡頭，不知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於是，他們決定最後一搏，踏上原始的非洲國度；清晨，攀上雪山在晨曦下，喚醒最初的夢想；午後，在

河馬背上喝酒，解開文明的束縛； 

  夜晚，登上雲屋在月光下，重新愛上自己！ 

  日復一日，在馬賽原住民的舞蹈中、在草原上打滾的小獅子身上， 

  卸下心防、摘下冷面具，重拾對生命對彼此那一份深深的感動!! 

  「旅行是生活方式，就如同愛情是美好旅程」隨著本書的足跡，帶領讀者在馬賽馬拉的大草原上與獅子辛

巴做朋友，在蒙巴薩古城探訪最恐怖的食人查沃獅，在基蘇木一睹歐巴馬總統祖母的風采，在馬拉喀什重遊 12

世紀的北非雅典，在開普敦與非洲企鵝邂逅，在人間最後的天堂─塞席爾擁抱銀色海灘…體驗擁抱非洲與自然

共舞的美好時光。 

目錄 

前言：脫掉鞋子，開始心的旅程…… 

第 1 站肯亞：神秘狂野的放逐之地 

第 2 站摩洛哥：迷失在北非珍珠之美 

第 3 站南非：踏上微醺的浪漫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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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旅行 

作者：松浦弥太郎著 ; 若木信吾攝影 ; 黃碧君譯 

索書號：861.67 8323 2013 

條碼號：0000068474 

置身未知的所在 

  讓自己感受陌生的魔力 

  也讓這未知激起我們生活的光芒 

  本書為日本《生活手帖》總編輯松浦彌太郎 2005 至 2007 年於《COYOTE》雜誌的旅遊專欄「Good Day！」

集結。此專欄的主題為在自已喜歡的城市漫步，畫出自己專屬的地圖。去旅行時，不使用外面買來的現成地圖，

而是把自己散步的地圖畫出來。「自己散步畫地圖」──如果能擁有好幾張自己專屬的地圖，是多麼美好開心的

一件事。松浦與知名攝影師若木信吾一同旅行，足跡遍佈美加、歐洲，也造訪了台灣台北及台東兩地；兩人皆

不事先規畫旅程，也不上網查景點資訊，背起背包，隨性散走，以自己的擅長的方式用文字或攝影紀錄下對未

知地方的感受。 

「如果要問我旅行的樂趣是什麼？就是即使到了幾乎一無所知的地方， 

  那裡也必定有耀眼之處，而自己親自將這些光芒一個一個拾起收集起來。 

  希望讀者能在書中，感受到這些小小的耀眼的美好。」──松浦彌太郎 

  在喜歡的街道， 尋找喜歡的地方，展開屬於自己的旅程吧！我們就是這樣旅行的── 

  在迷惑中，找到自己的步調，愉快享受 12 個城市的方法。 

到了舊金山必去北灘 

  夏威夷則是要去希洛 

  紐約要徹底走過曼哈頓 

  到巴黎要去奧貝爾康普夫 

  在柏克萊的古書天堂徜徉 

  到麻州布林菲爾德的跳蚤市場採購 

  東京要去逛逛中目黑 

  加拿大不可錯過溫哥華 

  洛杉磯的夕陽絕美 

  感動於台北的書香文化和好吃麵包 

  拜訪台灣台東的原住民 

  也別忘了 

  到倫敦要去紅磚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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