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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19

有些事，這個月
你不能錯過……
Scene 1

樂譜裡的漫遊者
• 10 / 06 耳朵裡的盛裝派對
• 10 / 12 進入樂團 & 聲樂的神秘世界
• 10 / 13 焦元溥《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問錄》

Scene 2

品味生活咀嚼人生
• 10 / 13 丁寧，成為自己的七堂課
• 10 / 18 人生流轉變化，陳冠宇的農耕音樂與人生
• 10 / 20 生命中可循的脈絡，吳錦發《人間三步》

Scene 3

未來路上的點點星光
• 10 / 04 開拓未知，邵唯晏的設計新勢力
• 10 / 05 換位思考讓法律成為解決問題的專家
• 10 / 20 該如何給對愛，凱云主播的減法教養

書籍分享 book

10月 October
活動 場次表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設計．未來．超智人》

二 TUESDAY

《一見鍾情都柏林》

新書發表會

悅 高雄悅誠店
屏 屏東店

安 台南安平店

S 高雄SOGO店

東 台東故事館

三 WEDNESDAY

2

一個女孩的冒險、實現與自己的約定。愛爾蘭，到底是怎麼

設計趨勢的大膽掌握與創新的營運策略，被中國媒體譽為「野

樣的國度? 來聽小貓分享人生旅程，帶一份追夢的勇氣回去！

蠻的80後 」，成為當代設計發展的代表。 邵唯晏2019年度新

活動包含簽書與限量手繪卡片贈送。

書《 設計智人的未來 》分享長期在大陸發展以及跨界設計的

10.12（六）15:00-16:00｜高雄SOGO店 書室EASY SPACE

五 FRIDAY

4
《設計．未來．超智人》
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 20:00-21:00
【荒野保護協會講座】循環
經濟 : 經濟成長與環境生
態永續共生之道
東 藝文空間19:30-21:00

主講｜港都小貓

活躍於亞洲設計界的邵唯晏，被譽為鬼才設計師，因其對於

10.04（五）20:00-21:00 ｜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駁 高雄駁二店
遠 高雄大遠百店

【親子時光】童話故事屋
東 兒童館16:00-16:30

新書發表會

主講｜邵唯晏

經驗，提供未來T型設計人才職涯發展的跨界心法。

1

紡 台南南紡店
文 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修改、取消活
動之權利，以現場公告為主，恕不
另行通知

六 SATURDAY

5

耳朵裡的盛裝派對
文 主題書區 15:00-16:00

《法律人4.0》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15:00-16:30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迷黑膠-人生的第一台唱盤
文 主題書區 15:00-16:00

8

9

11

12
樂團&聲樂的幕前幕後
文 主題書區 15:00-16:00

【親子時光】童話故事屋
東 兒童館16:00-16:30

《一見鍾情都柏林》
新書發表會
S 書室 15:00-16:00

主辦單位｜《漂亮家居》圖書編輯部

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
演變—談劉仲敬《遠東
的線索》

主講│周樑凱

15

16

18

【親子時光】童話故事屋
東 兒童館16:00-16:30

金曜Fun電台─
微醺黑膠夜
S 黑膠座位區 20:00-21:00
【荒野保護協會講座】
農耕、音樂與人生
東 藝文空間19:30-21:00

主講│富察
當世界史最後一本出版完畢，台灣的世界史才剛剛開始──

劉仲敬嘗試重新建立我們對於近代東亞歷史的認知，打破神

如何朝向建構「 立足台灣的歷史意象」之路邁進，變成我

話，重新理順東亞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位置、以及東亞地區

們當下最重要的任務。台灣該往何處去？台灣身處世界的何

的政治實體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真正位置。透過重構遠東的

處？人類該往何處去？有哪些重大議題需要思考和處理？海

歷史，他不只推翻了以往認知的歷史神話，也對未來中國的

洋在未來扮演何種角色？這些看似宏大的主題，最後都可以

發展指引出該走的路。

在歷史中找到答案。

10.19（六）19:30-21: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10.19（六）15:00-16:3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文 悅 兒童館19:30-20:00

《凱云主播的減法教養》

新書發表會

新書分享會

主講｜吳錦發

主講│鄭凱云、江坤俊、雷議宗

22

23
【親子時光】童話故事屋
東 兒童館16:00-16:30

從新聞工作者女強人、職場媽媽，到一個人帶孩子，當管
教壓力Double，該如何給對愛，孩子不崩壞？讓超抗壓的

回顧生命中，那些可尋的脈絡。

TVBS主播、《 健康2.0 》主持人鄭凱云，告訴你怎麼用「減

10.20（日）15:00-16:00 ｜屏東店 活動展演區

法 」教養小孩，打造最幸福的親子關係！

10.20（日）15:00-16:3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主辦單位│大是文化

3│書籍分享 book

施易男《明明・有點甜》
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 15:00-16:00
從《興亡的世界史》叢書
談起
文 主題書區 15:00-16:30

20
《人間三步》新書分享會
屏 活動展演區 15:00-16:00
《凱云主播的減法教養》
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15:00-16:30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屏 兒童館15:30-16:00

25

29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從小
店與職人品味高雄故事×
《親像鳳梨心：鳳山代誌》
S 書室 19:00-20:30

30
【親子時光】童話故事屋
東 兒童館16:00-16:30

26

節氣蔬果之旅
安 書區19:30-21:00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屏 兒童館15:30-16:00

金曜Fun電台─
今晚誰來當DJ？
文 音樂館20:00-21:00

《HO! SANAA》妹島和世
＋西澤立衛的溫柔建築風景
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 15:00-16:00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文 悅 兒童館19:30-20:00

主辦單位｜玉山社

《髣髣×藥師吉米：跟著
網紅聰明成家喜愛好日子》
新書發表會
紡 活動書區 15:00-16:00

《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
—成為自己的七堂課》
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 15:00-16:00

【野望影展】
《魔幻挪威峽灣》
東 藝文空間19:30-21:00

主辦單位│八旗文化、誠品書店

《人間三步》

《 人間三步 》可說是他個人的告解。吳錦發以某君自稱，坦誠

19

13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
訪問錄》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 15:00-16:00

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
演變—談劉仲敬《遠東的
線索》
文 主題書區 19:30-21:00

主辦單位│八旗文化、成功大學多元文化中心、誠品書店

台灣文學作家、前屏東縣文化處長吳錦發的自省之作。

6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屏 兒童館15:30-16:00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文 悅 兒童館19:30-20:00

主辦單位｜港都翻譯文字工作室

從《興亡的世界史》
叢書談起

日 SUNDAY

幻滅與重生：淺談南方影
展－日本當代獨立電影選
文 主題書區 19:30-21:00

27
【親子節目】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為什麼你的退休金只有
別人的一半？》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 15:00-16:00
夏普和蘿潔塔的水波爐
實演會
遠 書區中庭 15:00-16:00

音樂現場

藝文講座

live
music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黑膠市集音樂思潮】
迷黑膠 - 人生的第一台唱盤

arts &
lecture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黑膠市集音樂思潮】
耳朵裡的盛裝派對

《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
—成為自己的七堂課》

節氣蔬果之旅
主講│王浩一

新書分享會
主講｜施學勳

主講｜林太崴
主講│丁寧

類比溫暖的音聲如此動人，專輯收藏更是趣味盎然。

音樂，已經成了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外接身體零件。

影后丁寧首度道出自己混亂的童年、感情與到達谷底的人

節氣是古老的智慧，重視「 從土地到餐桌 」的知識之際，隨

且聽職人分享，現身說法入門聆聽要點，玩轉黑膠就是這麼

回顧錄音史，等同回首整個文化史的重要部分。這個盛裝派

生。後來她遇見瑜伽，透過操作身體，發現心靈的清澈強

著季節更迭的大自然律動，「有更多的新觀念」需要與時俱

簡單！

對中，包含各種非正經八百的舊款音樂樣態，從〈 愛國獎券

壯，分享會上她將帶領大家以呼吸及律動獲得比快樂更重要

進。除了吃好，我們這次來 說它們的文化八卦。

現場示範黑膠唱機使用方式以及介紹黑膠的相關知識，並播

後天要開獎了 〉、〈 統一發票宣傳歌 〉到〈 蒸汽火車之聲 〉

的平靜。

放專輯供現場聽眾聆賞，和大家聊聊實體唱片收藏的心得。

這些非主流，亦非正式發行的黑膠唱片中，我們可以聽見時

10.13（日）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10.25（五）19:30-21:00｜台南安平店 書區

10.05（六）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主題書區

代的另外一種裝扮。甚至，各種文化連結及設計觀點，也將

主辦單位｜誠品音樂

從一張一張的黑膠唱片中超展開。

主辦單位｜王浩一
主辦單位｜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6（日）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主辦單位｜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

【黑膠市集音樂思潮】
樂團&聲樂的幕前幕後

夏普和蘿潔塔的水波爐
實演會

【黑膠市集音樂思潮】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
訪問錄》

主講｜林健吉、梁孔玲
主講｜焦元溥

對位藝術總監梁孔玲與北德基爾歌劇院男高音林健吉，分享
樂團如何經營、節目製作與歌劇演唱的幕前幕後經驗與小故

《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問錄 》12週年最新版！
分享著名鋼琴家的訪問過程發生的故事，世界鋼琴巨擘如何

事，並由男高音林健吉現場音樂示範。

暢談當代鋼琴演奏史、學派與風格變化、重要名家傳承、詮

10.12（六）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釋與演奏觀點，彷彿聆聽109篇人生的樂章。

主辦單位｜對位室內樂團

10.13（日）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從小店與職人
品味高雄故事
【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週二說書會

主講│蘿潔塔
對談｜洪榆橙、宋世祥
廚房料理神器！水波爐，蒸、烤、炒、炸、燉，一機抵用多機

生活的味道，往往就是我們與身邊的小店及職人互動交織而

使用。由料理達人-蘿潔塔使用Healsio水波爐，親自示範如

成。在地文字工作者洪榆橙將分享她在高雄鳳山區、市街與

何運用水波爐輕鬆料理出健康美味。

海線區域對小店與職人們的田野調查，帶我們認識在地的生

10.27（日）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活味道。

10.29（二）19:00-20:30｜高雄SOGO店 書室EASY SPACE

主辦單位｜SHARP

延伸閱讀｜《親像鳳梨心：鳳山代誌》
主辦單位｜百工裡的人類學家、誠品書店

主辦單位｜聯經出版

台邦建設講座

在閱讀中，活得更有力量
主講│李惠貞

10.20（日）15:00-17:00

快樂是什麼？如何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從

臺邦建設 悅世界 演講廳
台南市中西區
中華西路二段416號

《朝一座生命的山》及《成為自由人》談人生及
工作的可能性，以及閱讀之必要。

南台灣陽光城市．陽光選讀
十

月

推

薦

誠品書店與南台灣之聲FM103.9聯手策劃，於每週三10:2010:50 暢談精采好書並贈推薦書籍，歡迎按時收聽。

《張天捷在台北繞了一年
都沒遇到蔡依林》
張天捷

5│音樂現場 live music

大田出版

《用故事書培養孩子的
邏輯思考素養》
冀劍制

漫遊者文化

藝文講座 arts & lecture│4

創作者｜張溥騰

循環經濟 : 經濟成長與環境
生態永續共生之道
【荒野保護協會講座】
主講｜黃暐程

﹁ 獨夜無伴守燈下，春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看著少年家

一首關於農村﹁菁寮﹂的生命之歌

︽ 青春的彼齣戲 ︾

詞曲：謝銘祐

毋捌回的情批 猶閣鎖佇屜仔內

戲棚跤等的戲 兮暗是山伯英台

讀冊行的石仔路 哪會即久猶行未到位

電一粒時行的頭 彼時猶未拄到伊

青春的彼齣戲 猶佇夢中搬規暝

想欲演的彼个角色 哪會演成無閒的日子

青春的彼齣戲 誰佇家後笑到牽絲

詞曲：謝銘祐

天若光 雞若啼 厝內厝外 戲才拄欲開始

一首關於海口人﹁龍山﹂的生命之歌

︽ 山仔寮 ︾

7│展覽活動 exhibition

南風若透味鹹鹹 厚厚魚栽掠攏袂悿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

討海塭仔蚵臊芳 阮是靠海食穿的海口人

10.19（六）19:30-21:00｜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大漢孫 今年欲共娶 辛苦到今 哪有啥

的盲鰻與螃蟹，上演從溪流到海洋的生命奇景。

港口排仔排規逝 天公伯仔祢著保庇予逐逝攏載滿滿

系中基礎能量來源—鯡魚與鯨豚們、以及深海中循環生命

門口埕仔誠秋凊 人生難得是清閒

展翅；海面下的溫暖灣流支配著四季的氣候脈動；海洋生態

吹位山仔寮南風涼 阮是靠海食穿的海口人

川挖蝕的痕跡，造就與眾不同的生態系：鳥類在峽灣中爭奇

關於 透南風

魔幻挪威峽灣位於高山到大洋的交界，特殊的地貌來自於冰

因著熱愛南方獨特的氣味，秉持著與人分享的態度，幾位長期在南部從事影像

【野望影展】

創作、社區營造、藝術文化工作的年輕人有了成立以﹁ 南方 ﹂為品牌的美麗

《魔幻挪威峽灣》

夢想，︻ 透南風 ︼工作室於是正式成立！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10.17（四）- 10.30（三）｜ 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
... 謝銘祐帶著台下一群白髮蒼蒼的長輩唱著曾經屬於他們那個

10.18（五）19:30-21:00｜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影嬉戲。

年代的歌曲，隨著曲調優雅的﹁ 望春風 ﹂，也許想起遙遠年少初

的創作遊戲，讓器與器的相遇化成多變的身影，在角落與光

談戀愛的羞澀愛慕之情。

的身上留下許多故事，他要來為大家說故事。

謝銘祐過去在中南部長照中心、療養院、安寧病房，免費唱歌

的意思，兩位移居台東的客籍手作工藝者結伴，給彼此出題

給被照顧者聽，經過許多年下來，已累積一千二百場場次的公益

經歷，也有11年的自然農法種稻資歷。人生的流轉變幻在他

表演。二零一八年開始，謝銘祐與麵包車樂團欲將這個特別的舞

角落的微光，如孕育大地的土壤。「共下」是客語「 一起」

台從有限的室內空間移至廣闊的戶外，從特定的對象開放容納更

聲，也曾忍耐炎夏酷熱揮汗田間勞動。他有20年的音樂製作

多值得關心的長輩，發起為偏鄉長輩而唱的﹁ 恁的演唱會 ﹂形式

每個人都認識至少兩個陳冠宇，他曾經流連舞台演出耽溺掌

溫燒製而成的釉色與肌理變化，成型為器，盛裝了風景，如

歲以上的人有關，但是，

竹、藤、月桃...等自然纖維材質的柔韌彈性，陶土經過柴火高

65

走入社區、深入偏遠地方，﹁ 現今我們享有富裕、快速、自由、

主講｜陳冠宇

民主的生活，絕大多數與這片土地上

【荒野保護協會講座】
創作者｜張亦蘋、林明玉

當他們老去，這社會給他們的實質回饋，特別是精神上的，實際

農耕、音樂與人生

上十分匱乏。﹂

共下•陶竹嬉遊的角落時光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二零一八年初至今，在台灣各地一共完成了十二場﹁ 恁的演

10.04（五）19:30-21:00｜台東故事館2F藝文空間

10.02（三）- 10.15（二）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唱會 ﹂，讓散落在各地的獨居、弱勢的長輩也能在自己家鄉凝聽

為。

一首首熟悉、溫暖的歌曲，並喚起曾經美好的回憶，排解心中孤

一同參與永續循環的奇幻旅程。

寂，並讓美好有所延續、發酵。

的引導，讓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同往永續循環邁進，邀請各位

見人造物融入環境，逐漸成為生物或取代生物的一種生存行

今年﹁ 恁的演唱會 ﹂更深化社區，以心靈陪伴、共同創作之精

將主宰整個地球的生態體系。在這數位影像作品裡，可以看

神，在台南菁寮及龍山二個社區以﹁ 共創實驗方案 ﹂進行，透過

有密切關聯。由「 經濟推動循環 」透過商業力量及市場機制
參與式工作坊的設計，引導長輩分享過去的生活背景，同時謝銘

單一面向的成長，而是與「 經濟活動、社會需求、環境生態 」

個新興物種努力演化出適應機制，在觸手可及的未來，它們

祐一同參與獲取養份，經過長時間的彼此相處，在有笑與淚中共

類取代了上帝成為造物主，人造物已成為地球的一份子，這

同創作一首屬於村子的生命、勞動、農作之歌，透過音樂，讓我

聯合國2015年發表的2030永續發展目標指出，人類發展不是

們有機會理解這些有酸、有苦、有點甜的生命故事。

此次個展「物.生物」所要呈現的是當代的環境思維，如今人

透南風田野現場的故事採集
—

物•生物

閱讀田野

盧龍君
∣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共創一首屬於村子的生命之歌

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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