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資料類型

我看不見, 我活得很精彩 : 林信廷的耀眼人生 林信廷 遠足 紙本書

用心看視界 : 視障按摩師生命故事作品集 林信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紙本書

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 蔣勳 有鹿文化 電子點字書

哦YA！這樣旅行就對了 苦苓 皇冠 電子點字書

大飯店 小實習生 許佑誠的輪椅小旅行 = Eeic's trainee travel / 許佑誠 著
今周刊 出版; 國立臺灣圖書館轉

製
電子書

海上旅行 文 華霞菱 圖 阿力金吉兒 國立臺灣文學館 電子點字書

柳宗元：曠野寄情的旅行者 岑澎維改寫 張瑜珊故事 陳尚 大塊 MP3有聲書

旅行之書 許常德著 時報文化 電子書

辭職旅行的意義 拉丁美洲的感動;讓自己進化成更好的人 / 上田莉棋著 啟動出版 : 大雁發行 電子書

單速車上路 : 街騎、旅行、挑戰公路, 休日人生的踩踏冒險/ 林宏瑋 著
創意市集 出版 國立臺灣圖書館

轉製
電子書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著 ; 何佩樺譯
馬可孛羅文化 電子書

凱倫愛旅行 臺灣OL的德國暴走日記 / 凱倫著 電腦人文化 電子書

小小孩愛自然輕旅行 週週帶孩子出門玩,全台52個地點推薦 / 陳雅萍著
韋田數位出版 ; 國立臺灣圖書館

轉製
電子書

我的世界在路上 走遍日澳紐蒐集微笑, 台灣大男孩Terry的動人旅

行故事 /
鍾一健著

高寶國際出版 ; 國立臺灣圖書館

轉製
電子書

大澳 在澳洲740天的人生公路上,我與自己分開旅行 = My Big

Australia /
郭銘哲編著 木馬文化事業公司 電子書

印度聖境.跟著佛陀去旅行 林許文二, 陳師蘭作 柿子文化事業公司 電子書

卸下面具去旅行 王佩于作 我們出版社 電子書

和妳直到天涯海角 帶著女兒用旅行張望世界 / 郝譽翔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 電子書

旅行私想 謝謝天地接納我 / 蔡穎卿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電子書

小說家的旅行 三島由紀夫著 ; 吳季倫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國立臺灣圖

書館轉製
電子書

小雞妙妙的幸福旅行(5)媽媽生病了 甘薇/著 吳波.謝晶/繪 幼福 雙視書

小雞妙妙的幸福旅行(6)不！不！不！ 甘薇/著 吳波.謝晶/繪 幼福 雙視書

小雞妙妙的幸福旅行(2)最喜歡你 甘薇/著 吳波.謝晶/繪 幼福 雙視書

小雞妙妙的幸福旅行(3)我有妹妹了 甘薇/著 吳波.謝晶/繪 幼福 雙視書

小雞妙妙的幸福旅行(4)超級大謊話 甘薇/著 吳波.謝晶/繪 幼福 雙視書

小雞妙妙的幸福旅行(1)都是我的 甘薇/著 吳波.謝晶/繪 幼福 雙視書

手作輕旅行‧語個晴天 鄭雯芳 MP3有聲書

怪傑佐羅力之地獄旅行 原裕 文.圖 ; 王蘊潔 譯 天下雜誌 MP3有聲書

帶一首詩去旅行 蕭辰羽作 推守文化出版 電子書

生命,才是最值得去的地方 敘事治療與旅行的相遇 / 黃錦敦著 張老師文化出版 電子書

旅行餐桌/ 曾心怡 著
時報文化出版 國立臺灣圖書館轉

製
電子書

孩子們教給我的旅行意義：用旅行帶給孩子不一樣的教養 萬之逸/著 博碩文化 MP3有聲書

稀遊記/ 楊照、馬家輝、胡洪俠 著 遠流出版 電子書

一個人的心旅行：走一趟寶靈老師私藏的京阪四季能量點，享

受心靈、愛情、運勢大幅提升的蛻變之旅!
寶靈/著 尖端 電子點字書

坐輪椅也要旅行/ 鄭鈴 文字.繪圖 國立臺灣圖書館 電子書

旅行魂 褚士瑩 著 大田出版 電子書

旅行與讀書 詹宏志著 新經典圖文傳播
電子點字書/MP3

有聲書

單人旅行 蘇偉貞著 華品文創 電子書

第二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成人組散文、新詩、短篇小

說、小品文暨青春組旅行短詩、旅行小品文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電子點字書

美國心電影夢 : 帶著電影旅行去 黃作炎 遠景 電子點字書

旅行中的小奢華 里維 時報 電子點字書

旅行臺灣感動一百 交通部觀光局 文化部 電子點字書

魚的台中旅行手記 趙于萱 遠流 電子點字書

給未來的旅行者：55個你最想知道關於旅行的事 劉哲瑜（藍白拖） 遠流 電子點字書

在旅館房間裡旅行 丁一 時報 電子點字書

小小站‧輕旅行：一個人也好玩的26個鐵道私景點 段慧琳 時報 電子點字書

旅行給我的12種覺醒 劉子瑜 凱信
電子點字書

/DAISY有聲書

80天環遊地球：開拓視野的50個旅行故事 邱嘉怡 智學堂 電子點字書

佐賀阿嬤的幸福旅行箱 島田洋七 先覺 DAISY有聲書

海角,天涯,臺灣:心境旅行.詩情散步 李敏勇 圓神出版 DAISY有聲書

機場裡的小旅行: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 狄波頓 (De Botton; Alain) 先覺出版 DAISY有聲書

11元的鐵道旅行/ 劉克襄 著 遠流出版 MP3有聲書

秘密的旅行:角子和大明星的另類之旅 莊鎧壎 圓神出版 DAISY有聲書

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 舒國治 遠流出版 DAISY有聲書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261937&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26193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20267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91980&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71707&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5620&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534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81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60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38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97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974&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974&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02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02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12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226&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22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430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69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61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61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615&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616&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620&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359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292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272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2137&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227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248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95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84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710&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710&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67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46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387&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51174&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48020&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48020&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47986&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47755&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44894&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40024&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4000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35257&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3527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3515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3461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689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818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832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622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736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797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旅行的藝術 狄波頓 (De Botton; Alain) 先覺出版 DAISY有聲書

一個環球旅行家的印記 翁維民 德威國際文化 電子點字書

旅行,是最好的教養 沈佳慧 凱信 電子點字書

旅行,是最好的教科書 沈佳慧 凱信出版 電子點字書

在旅行中遇見感動（溫情增訂版） 陳銘磻/著 凱信企管顧問出版 電子點字書

「旅行台灣 感動100」宣傳手冊-中文版 交通部觀光局 交通部觀光局 電子點字書

一座島的43種旅行：青年壯遊台灣的感動地圖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電子點字書

烏來台車時間旅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

竹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

區管理處
電子點字書

臺灣糕餅50味:舌尖上的懷舊旅行 張尊禎 遠流出版 電子點字書

好時光旅行社(1)回到古埃及 貝里 (Bailey; Linda) 天下遠見出版 電子點字書

好時光旅行社(2)回到古中國 貝里 (Bailey; Linda) 天下遠見出版 電子點字書

好時光旅行社(3)回到古希臘 貝里 (Bailey; Linda) 天下遠見出版 電子點字書

好時光旅行社(4)回到古冰原 貝里 (Bailey; Linda) 天下遠見出版 電子點字書

愛德華的神奇旅行 狄卡密歐 (DiCamillo; Kate) 臺灣東方出版 電子點字書

佐賀阿嬤的幸福旅行箱 島田洋七 先覺 電子點字書

非寫不可,不寫會死:寫作.創意.旅行與人生的50問 李欣頻 方智出版 電子點字書

兒童第一座圖書館 第28冊:坐輪船旅行 鹿橋出版 電子點字書

兒童第一座圖書館 第29冊:坐飛機旅行 鹿橋出版 電子點字書

兒童第一座圖書館 第26冊:坐汽車旅行 鹿橋出版 電子點字書

兒童第一座圖書館 第27冊:坐火車旅行 鹿橋出版 電子點字書

猛鬼旅行團 羅問 希代書版集團出版 電子點字書

我們去旅行 啟思編輯部編 啓思文化出版 電子點字書

我的知識繪本系列:第7冊:在地球上空旅行 岑建強 魔力書屋工作室出版 電子點字書

蘇小鴨去旅行 黛絲茉諾 (Desmoinaux; 三之三文化出版 電子點字書

旅行 王宣一 遠流出版 電子點字書

淡季旅行 吳淡如 方智 電子點字書

御飯糰&糯米糰的旅行手記 見榮子 圓神 電子點字書

秘密的旅行:角子和大明星的另類之旅 莊鎧壎 圓神出版 電子點字書

美麗的旅行荷包 鄭華娟 圓神出版 電子點字書

羅曼蒂克路:鄭華娟亂走亂逛亂畫旅行簿 鄭華娟 圓神出版 電子點字書

小雨點的旅行.飛走了的小雲朵 甘喬夫(Gantshev; Ivan) 時代-生活叢書出版 電子點字書

衣櫃裡的秘密旅行 郝譽翔 天培文化出版 電子點字書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872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5955&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577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5746&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25776&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35517&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3552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135548&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8043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8026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8026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8026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80264&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8011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7956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79281&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78032&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78033&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http://viissys.ntl.edu.tw/GipEdit/DsdXMLEdit.asp?icuitem=77929&phase=edit&nowpage=1&pagesize=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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