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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高中圖書館 47 週年校慶 

創世紀看世界書展書單 

 

主題範圍：全世界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登錄號 

欣賞建築： 觀賞名建築

物及上好音響的音樂廳 

李文枝. 科技圖書出

版 

923.07 / 8467 B28480 

旅行,重新打造自己 黎雅麗 天下文化 992.014 / B14729 

10萬元環遊世界 943 平裝本 719 / 8000 B31487 

山的世界  臺灣商務 992.7707 / 8647 B30285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 看

世界的方法 

劉必榮 先覺出版 578 / 8756 B31045 

最危險的廁所與最美的

星空 

石田裕

輔 

繆思出版 992.72 / 8453 B29999 

大旅行： 七位旅行名家

七段冒險歷程 

施伯龍 馬可孛羅 719 / 8463 B17918 

旅行之王 四方田

犬彥. 

遠流 992.07 / 8555 B22457 

流行百年的迷宮圖文

書： 暢銷全球 80年 

馬修斯 知青頻道出

版 

929 / 8384 B31690 

地球玩一年： 歌頌旅行

的魅力與樂趣 

梅耶思 臺灣商務 874.6 / 8354 B29982 

房客中的旅行 浦一也. 繆思 992.6 / 8225 B29953 

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大是文化 716 B31486 

大地手繪精選  秋雨文化 947.45 / 8459 B24933 

畫地圖.說故事： 插畫

地圖中的創作意涵 

 國立臺灣藝

術教育館 

947.45. /  B29592 

小小世界通  秋雨文化 047. / B28309 

世界建築七十奇蹟： 一

千五百年來人類最偉大

的建築 

帕金 貓頭鷹出版 923.4 / 857 B25177 

 

主題範圍：美洲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登錄號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一個小男孩的美國遊學

簡媜. INK印刻 855 / 8650 B2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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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喜歡&討厭美國的 100

個理由 

 玉山社 752.3. /  B29883 

只有在阿拉斯加： 深入

最後荒野 

 時報文化 752.7809. /  B26312 

迷走亞馬遜 金柏格 遠流 756.8219 / 8744 B31720 

拉丁美洲真相之路 張翠容 馬可孛羅文

化出版 

857.85 /  B31251 

美國文學 1607-1860： 

殖民地時代到內戰前夕 

朱立民 書林出版 874.9 / 8935 B31760 

一個印第安少年的超真

實日記 

亞歷斯 木馬 874.57 / 8445 B31241 

單車楓葉情 林姬瑩 經典雜誌出

版 

753.9 / 8772 B31314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

敦 

新潮社出版 874.57 / 876 B30636 

 

主題範圍：大洋州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登錄號 

須彌山之東  經典雜誌 719.85. / 8432 B23257 

尋找說故事的人： 追隨

史蒂文生的太平洋之旅 

白裕承 馬可勃羅文

化 

774.9 / 846 B16005 

白色南國： 南極大陸新

奇之旅 

威勒

(Wheeler

, Sara) 

馬可勃羅文

化 

778.9 / 8566 B17770 

大洋洲的逍遙列島

(上、下) 

保羅.索

魯 

天下遠見 770 / 895 B16463 

南極物語： 1/2000的旅

費,玩一趟南極 

池田宏. 宏道文化出

版 

957.1 / 8452 B29522 

足跡 : 一個女子、四隻

駱駝橫越澳洲沙漠二千

五百公 

 馬可孛羅文

化 

771.9 /  B17758 

曠野的聲音： 一個美國

婦人在澳洲沙漠的心靈

之旅 

摩根 智庫文化出

版 

874.57 / 847 B30425 

意志極境： 史上最長南

極無協助徒步之 

費恩斯 馬可孛羅 779.9 / 8345 B1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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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範圍：非州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登錄號 

夢憶非洲 高曼

(Gallmann, 

Kuki) 

馬可孛羅 765.69 / 838 

 

B18302 

堅強淑女偵探社 梅可史密斯 遠流 873.57 / 8358 B30666 

世界的盡頭： 種族與

文化的邊境之旅 

卡普蘭

(Kaplan, 

Robert D., 

1952-) 

馬可孛羅 719.85 / 8438 B17753 

聽不到與未被傾聽的

世界 

史威勒 臺灣商務印

書館 

785.28 / 8836 B31685 

巴布亞原始藝術展 漢寶德 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 

961.665 / 8737 B09437 

 

主題範圍：亞洲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登錄號 

細水長流： 施並錫溪流

系列畫集 

施並錫 舞陽美術 947.5 / 8438 B16739 

台灣飛行 梁正居 漢光 957.2 / 8644 B10363 

烏來的山與人 鄭安晞 玉山社 733.9 B31714 

台灣的國家公園 魏宏晉 遠足文化 992.8232 / 8524 B30050 

內灣往前 7.6公里的仙

境： 尖石鄉的神話 

陳銘磻 知青頻道出

版 

673.29 / 8764 B30347 

非玩不可!臺灣二日遊  商周出版 733.6 / 8485 B31764 

臺灣設計力  積木文化出

版 

960 / 8576 B29073 

臺灣的休閒農業 林詩音 遠足文化 992.3 / 8723 B29049 

島內出走 楊明晃 遠流 673.26 / 8656 B30455 

旅行台灣： 名人說自己

的故事 

 時報文化 855 / 8480 

 

B30570 

轉山： 邊境流浪者 謝旺霖 遠流 855 / 8257 B29802 

淡水： 輝煌的歲月 周宗賢. 臺灣商務 673.29 / 8623 B30035 

台灣的國家步道 林澔貞 遠足文化 992.38 / 8734 B30000 

淘金印度  天下雜誌 737.1 /  B31335 

柴門文 日本入門 柴門文 時周文化 731.9 /  B30234 

日本戰國風雲錄： 群雄 洪維揚 遠流 731.254 / 8266 B3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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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起 

台灣海岸攝影, 初階 劉泰雄 人人出版 953.1 / 8734 B25912 

神塔夕照－驚艷吳哥文

明 

 世潮 738.4213. / 8743 B22572 

六堆： 地圖上找不到的

客家桃花源 

黃瑞芳 野人文化出

版 

733.9// 8357 B30202 

東京建築酷斯拉： 李清

志的城市漫遊地圖 

李清志 遠流 923.31 / 8433 B28668 

和風浮世繪： 日本設計

的文化性格 

李佩玲 田園城市文

化 

962 / 8473 B20780 

說走就走： 父子徒步環

島 51天 

魯文學 木馬文化 929.32 / 8666 B30742 

 

 

主題範圍：歐洲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登錄號 

窺看歐洲 / 妹尾河

童 

遠流 740.9 / 8954 B26402 

歐洲美術館導遊  雄獅美術 950.4.66 / 4042 B09428 

沒有資優班： 珍視每個

孩子的芬蘭教育 

陳之華 木馬文化

出版 

520.9476 / 8766 B31282 

托斯卡尼艷陽下 梅耶斯 臺灣商務 745.9 / 8355 B26063 

義大利古建築散記 陳志華 三言社出

版 

923.45 / 8736 B28008 

北歐魅力 I.C.E 黃世嘉 天下雜誌 747.03 / 8354 B29068 

交換日記： 1-10 張妙如. 大塊文化

出版 

855 / 8786 B27439 

驚歎愛爾蘭： 愛爾蘭人

的心一無所有,除了想

像 

吳祥輝. 遠流 741.789 / 8846 B29337 

漢寶德歐州建築散步 漢寶德 木馬文化

出版 

923.4 / 8625 B29123 

義大利家具風情 劉永仁 藝術家 969 /  B14752 

美麗托斯卡尼 梅耶思 臺灣商務 745.9 / 8354 B26392 

希臘人為什麼有智慧： 

生命應該打造的八根柱

子 

博特曼 時報文化 141 / 8358 B31693 

啊! 布達佩斯： 蔡瀾遊 蔡瀾. 遠流 855 / 8460 B2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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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設計： 讓世界看見芬蘭 涂翠珊 田園城市 960 / 8354 B29310 

在自己房間裡的旅行 德梅斯

特 

網路與書

出版 

876.6. / 8535 B27161 

放大義大利 歐陽應

霽 

大塊文化

出版 

855 / 8762 B29076 

雪貓在巴黎 權潤珠 大塊文化

出版 

862.6 / 8437 B30264 

北歐之愛 方鵬程. 臺灣商務 747.09 / 8556 B30077 

流金光影莫斯科 景小佩 聯經 748.7 / 8447 B23639 

芬蘭驚艷： 全球成長競

爭力第一名的故事 

吳祥輝. 遠流 747.69 / 8846 B27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