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事，這個月
你不能錯過⋯⋯

健康看待美好日常
‧10/06 對症穴位小病痛不用藥也能緩解，《一穴解痛》P.03
‧10/12 食材創意組合打造特有滋味，《元氣滿滿肉便當》P.05
‧10/20療癒身心精油療法，《十二經絡精油辨證療癒》P.03

Scene 1

故事穿梭美好年代
‧10/20舊時代的浪漫，《畫家帶路，台中舊城街道散步》P.03
‧10/26在歷史中找到答案，《人類該往何處去 ?》P.03
‧10/27 台灣眾神明台日友好大串聯，《蔡桑說怪》P.03

Scene 2

樂音勾勒美好生活
‧10/05 夢幻的黃金組合【Taichill City─城市之聲】P.05
‧10/06 黑膠音樂故事，【她的黑膠，你／妳的歌】P.05
‧10/11 音樂時光隧道，【SONY黑膠唱盤╳四分衛虎神】P.05

Sce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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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October│活動／場次表

五、六 FRIDAY、SATURDAY 日 SUNDAY

05 sat.
【作弊人生】音樂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誠品姐姐說故事《最棒的萬聖節！貓咪雷弟》／ 3: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維京姐姐說故事《星空下的願望》／ 3:30pm-4:00pm 

 雲林虎尾店 2F 兒童館

【 Taichill City─城市之聲】2019黑膠市集系列講座／ 7:00pm-9: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06 sun.
《一穴解痛》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形書區

【數字急轉彎】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她的黑膠，妳／你的歌】2019黑膠市集系列講座／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1 fri.
【SONY黑膠唱盤 ╳ 四分衛虎神】2019黑膠市集系列講座／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2 sat. 
《元氣滿滿肉便當》新書料理分享會 ／ 3:00pm-4:3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13 sun.
《生死之間》新書分享會／ 1:00pm-5:00pm 

 台中中友店11F環形書區 

【 KOSMOS大魚吃小魚】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 Smart Games動動腦小火車】桌遊Happy Time／ 3:0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貓捉老鼠】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中壢大江店 4F 兒童館

19 sat.  
《 nailmatic指甲彩繪》萬聖節親子活動／ 3:00pm-5:15pm 

 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20 sun.
《十二經絡精油辨證療癒》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形書區

《畫家帶路，台中舊城街道散步》新書分享會／ 2: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維京姐姐說故事《星空下的願望》／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親子天下說故事《小行星故事列車─聽見好聲音》／ 3:30pm-4:00pm 

 中壢大江店 4F 兒童書區

小魯姐姐說故事《世界上最強大的⋯》／ 3:30pm-4:00pm 

 桃園台茂店 6F 兒童館

【龍的寶物】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1 兒童館

【德國心臟病極限版】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雲林虎尾店 2F 兒童館

26 sat.
《一次學會100道世界美味涼拌常備菜》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人類該往何處去？》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維京姐姐說故事《星空下的願望》／ 3:3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1 兒童館

親子天下說故事《小行星故事列車─聽見好聲音》／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給媽媽的英文繪本閱讀》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27 sun.
《蔡桑說怪》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發現密碼SET 】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 ThinkFun Cat犯罪現場】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維京姐姐說故事《星空下的願望》／ 3:30pm-4:00pm  

 台茂店 6F 兒童館

 



教學行醫30年，臨床治療超過50萬人次，鑽研穴位療法不藏

私精華大公開！50個對症穴位，只要按對，常見的小病痛不

用西藥也能快速緩解！

《畫家帶路，台中舊城街道
散步》
新書分享會

主講｜朱啟助（本書作者）

台中舊城是充滿老宅美景的寶藏之地。朱啟助以速寫記錄此

地的景色與故事，呈現舊時代的老派浪漫，並分享速寫教

學，透過本書開啟一趟「親手畫下個人紀錄」的心動之旅！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一穴解痛》
新書分享會

主講│孫茂峰（本書作者、針灸醫師）

《人類該往何處去？》
新書分享會

主講│周樑凱（史學史專家、師大歷史系兼

職教授）

主持│富察（八旗文化總編輯）

《生死之間》
新書分享會

主講│柯文哲（本書作者）

《蔡桑說怪》
新書分享會

主講│蔡亦竹（本書作者）

《十二經絡精油辨證療癒》
新書分享會

主講│褚柏菁（中醫師、本書作者）

10/20（日）2:30pm - 4:0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太雅出版社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6（日）2:30pm - 3:30pm│台中中友店 11F環形書區

主辦單位│幸福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世俗成敗在死亡面前，不過放下。怎樣才算活著？生命意義

究竟是什麼？當被生死折磨，你的邏輯會跟別人不一樣，會

懂得勇敢，會看淡挫折！

當世界史最後一本出版完畢，台灣的世界史才剛剛開始──

如何朝向建構「立足台灣的歷史意象」之路邁進，變成我們

當下最重要的任務。

10/26（六）2:30pm - 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八旗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13（日）1:00pm - 5:00pm│台中中友店 11F環形書區

主辦單位│商周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中醫植物精油療法」由中醫經絡理論和精油療法所結合，

引導民眾了解體質、精油特性，進而學會正確選擇和使用適

合自己的精油品項，療癒身心。

日本民俗學博士蔡亦竹超ㄎㄧㄤ神作，以神話鬼話做媒介，用

輕鬆易懂的鄉民語言，向大家介紹日本的「神鬼傳奇」，同時

也讓臺灣的眾神明台日友好大串聯地活躍於文字中。

10/27（日）2:30pm - 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圓神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20（日）2:30pm - 3:30pm│台中中友店 11F環形書區

主辦單位│方言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03 │書籍分享 book   



黑膠（待補）



【SONY黑膠唱盤 ╳ 四分衛
虎神】
2019黑膠市集系列講座

主講│虎神（四分衛樂團吉他手兼團長）

【作弊人生】
音樂分享會

演出│ Chick en Chicks

混種電子樂雙人組合，結合多元電音與爵士曲風，帶點實驗

的當代極簡風格，散發微微的浪漫主義，創作過程大膽創

新，形成了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

邀請到四分衛吉他手虎神透過黑膠唱片的放送，引領中部樂

迷們走進音樂時光隧道裡。

10/11（五）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05（六）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風潮音樂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一次學會100道世界美味
涼拌常備菜》
新書料理分享會

示範│黃經典（餐旅系助理教授）、

葉光涵（廚師祥瑞公司形象主廚）

【她的黑膠，妳／你的歌】
2019黑膠市集系列講座

主講│林以樂（斑斑、雀斑樂團主唱）

邀請到雀斑樂團主唱斑斑與各位樂迷們分享，她的私藏黑膠歌

單與音樂故事。

簡單做出專業主廚級美味！一次學會 11個國家代表性料理。

78種百吃不膩醬料，忙人、懶人、料理新手、與主婦們都能舉

一反三，結合時令食材變化美味菜色。

10/26（六）3:00pm-4:3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示範料理│羅美斯扣醬料雞肉沙拉、醃韭菜配五花薄片、鮮魚蘑菇鑲蛋

主辦單位│原水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06（日）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元氣滿滿肉便當》
新書料理分享會

示範│抽屜積水Didi

（「抽屜積水」  IG版主、本書作者）

【Taichill City─城市之聲】
2019黑膠市集系列講座

主講│愛吹倫 aka. DJ @LLENBLOW、

藏鏡人 aka. DJ Mirror Man

誠品書店首度邀請 2位資深且專業的台中音樂職人，夢幻的黃

金組合讓雙耳都戀愛，【Taichill City─城市之聲】千萬別錯過！

IG超過 10萬粉絲熱烈追蹤的便當達人。每天記錄著便當日常，

擅長各種食材創意組合、自創省時省力各種祕訣，打造特有的

溫暖滋味。她將累積的便當功力不藏私分享給讀者們。

10/12（六）3:00pm-4:30pm│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示範料理│主菜：蕃茄起司雞腿排便當

               配菜：青椒午餐肉、鹽麴蛋鬆、香料烤馬鈴薯

主辦單位│悅知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05（六）7:00pm-9: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05 │生活講座 lifestyle   





10/20（日）3:30pm-4:00pm│桃園台茂店 6F兒童館

適合年齡│ 3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貓熊警察：恐龍蛋失竊事
件》
親子天下說故事

書籍出版│親子天下

【數字急轉彎】
桌遊Happy Time

快速又有趣的數字運算！玩家們要把牌堆最上面的紙牌加減

1、2或3，如果他們手上有一樣數字的牌，就可以打出來。動

作慢了點，可就沒得出囉！第一個將紙牌出完的人獲勝！

事件發生！事件發生！恐龍市場發生「恐龍蛋失竊事件」，

貓熊警察波力與他的百變助手恰恰，能突破重重難關，逮捕

狡詐的小偷嗎？

10/20（日）3:30pm-4:00pm│中壢sogo店 10F兒童館

適合年齡│ 3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06（日）3:30pm-4:00pm│台中中友店 10F兒童館

適合年齡│ 8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星空下的願望》
維京姐姐說故事

書籍出版│維京國際

 

【龍的寶物】
桌遊 Happy Time

小龍把寶箱、鑽戒、燭台以及很多玩具藏在地窖中。 為了找

到這些寶藏，你必須翻開地窖的地磚，一旦發現寶藏，可以

繼續探索！

海瑟從小就嚮往著外太空，她一直等待天外有人能看見她的

燈光。當宇宙飛船停在海瑟面前時，她的夢想成真了嗎？

10/05（六）3:30pm-4:00pm│雲林虎尾店 2F兒童館
10/20（日）3:30pm-4:00pm│台中大遠百店 9F兒童館
10/26（六）3:30pm-4:00pm│桃園統領店 B1兒童館
10/27（日）3:30pm-4:00pm│桃園台茂店 6F兒童館
適合年齡│ 3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0/20（日）3:30pm-4:00pm│桃園統領店 B1兒童館

適合年齡│ 6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世界上最強大的⋯》
小魯姐姐說故事

書籍出版│小魯文化

【SIMPLE RULES OBOi
兒童桌遊─貓捉老鼠】
桌遊 Happy Time

頑皮的老鼠又出來搗亂了，這次老鼠悄悄地偷走貓咪的起

司，貓咪決定要把老鼠都捉到，跟著箭頭方向走，你就可以

幫助貓咪搶回起司。

很久、很久以前，有隻力量最強的霸王龍，大家就趕緊逃命

去了，甚至只要聽到他的聲音，便全身發抖地找地方躲起

來。然而，隨著時間流逝，霸王龍的年紀越來越大⋯⋯

10/13（日）3:30pm-4:00pm│中壢大江店 4F兒童館

適合年齡│ 4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07 │故事時間 stor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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