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事，這個月
你不能錯過……

改變人生，這裡開始
‧11/16培養孩子素養導向學習，《教學力》P.03

‧11/16食療打破致病情緒的惡性循環，《情緒食療》P.05

‧11/23開始打造閱讀存摺，《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P.03

Scene 1

音樂薰陶，這裡聆聽
‧11/02 瀟灑回歸音樂，《落落大方 One Two FREE Fall》P.07

‧11/09 從古典音樂出發的人生探索，《遊藝黑白》P.03

‧11/30 別怕愛，你有許莉潔《不就範》P.07

Scene 2

夢想旅途，這裡體驗
‧11/16不輕易妥協的旅行態度，《跟Winny勇闖中美洲》P.07

‧11/24大自然懷抱，《誌麟姊姊私藏北海道公路小旅行》P.07

‧11/30現實又幽默的台灣街頭風景，《屋頂狗傳說》P.03

Scene 3

誠品桃園／新竹／台中／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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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November│活動／場次表

五、六 FRIDAY、SATURDAY 日 SUNDAY

01 fri.
《為什麼你的退休金只有別人的一半？》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02 sat.
《心靈靜瑜伽：瑜伽的文藝復興》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目川姐姐說故事《青鳥》／ 3:30pm-4:00pm 

 中壢 SOGO 店 10F 兒童館

《落落大方One Two FREE Fall》音樂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03 sun.
【口腔保健，從齒開始】宣導講座／ 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 ThinkFun找找我的頭】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9F兒童館

【魔法變變變，神奇顯色好厲害】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09 sat.
【小夫妻拌麵】知味料理分享會／ 3:0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9F Cooking Studio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問錄》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小壁虎三部曲》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維京姐姐說故事《小蝌》／ 3:30pm-4:00pm

 雲林虎尾店 2F 兒童館

10 sun.
【 KOSMOS髒小豬】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中壢 SOGO 店 10F 兒童館

【貓貓食堂】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桃園大江店 4F 兒童館

親子天下說故事《小行星故事列車－美味料理王》／ 3:30pm-4:00pm 

 新竹巨城店 5F 兒童館

【孟德爾頌─仲夏夜之夢】國臺交音樂導聆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6 sat.
《教學力》新書分享會／ 2: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情緒食療：找到你的情緒體質，吃回身心健康》新書分享會

／ 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跟Winny勇闖中美洲》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7 sun.
《 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成為自己的七堂課 》新書分享會

／ 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解憂電影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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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蝌》／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 KOSMOS髒小豬】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桃園台茂店 6F 兒童館

【鈕鈕相扣】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1F 兒童館

親子天下說故事《我的第一套食育安全知識繪本》／ 3:30pm-4:00pm

 中壢大江店 4F 兒童館

親子天下說故事《小行星故事列車─美味料理王》／ 3:30pm-4:00pm

 中壢 SOGO 店 10F 兒童館

22 fri.
【神遊黑色天堂】黑膠放送局／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音樂館

23 sat.
《興亡的世界史》書系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三十岬梅鋪】知味料理分享會／ 3:00pm-4:3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維京姐姐說故事《小蝌》／ 3:3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1F 兒童館

24 sun.
《日日物事》新書分享會／ 3:0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誌麟姊姊私藏北海道公路小旅行》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桃園統領店 B1F 書區

【 MATTEL大格鬥基本遊戲組】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10F 兒童館

誠品姐姐說故事《怪獸大餐》／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維京姐姐說故事《小蝌》／ 3:30pm-4:00pm 

 台茂店 6F 兒童館

30 sat.
《屋頂狗傳說》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不就範》音樂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親子天下說故事《我的第一套食育安全知識繪本》／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關於音樂，更包括藝術、文化、政治、社會、家庭；精彩的

一百多篇劃時代對談，字字珠璣，邀請作者焦元溥老師分享

從古典音樂出發的人生探索。

書系分享會

講者│蔡依橙（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蔡

依橙的閱讀筆記 板主）

主持│ 富察（八旗文化總編輯）

看懂時事，從閱讀開始。藉由一個新的海洋亞洲史觀，協助

我們看懂國際新聞，並在閱讀你我身邊的有趣時事時，增加

歷史感與脈絡感。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遊藝黑白：
世界鋼琴家訪問錄》
新書分享會

主講│焦元溥（本書作者）

《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
新書分享會

主講│宋怡慧（本書作者）

《小壁虎三部曲》
新書分享會

主講│鄭栗兒（本書作者）

《屋頂狗傳說》
新書分享會

主講│二搞創意 (本書作者)

《教學力》
新書分享會

主講│藍偉瑩（老師、本書作者）

1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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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六）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聯經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以平易近人的文字，譜出雋永的生命韻味，經歷二十多年時

光，以全新面貌問世！鄭栗兒將與我們分享小壁虎故事創作

與自己生命的交織旅程。

針對十二年國教課綱量身打造的教戰手冊，200本青少年閱讀

書單，118位全球華文教育工作者、各界名人專家推薦。

11/23（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木馬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1/09（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好讀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經歷標準化學習模式和聯考的家長，是否能夠翻轉過去經驗

看待孩子未來學習樣貌？家長的理解和陪伴，正是孩子能否

成功培養「素養導向」學習的關鍵。

超現實又充滿細節的圖像，不只展現台灣在地風情，更幽默

訴說流浪動物困境。同日不同年生的兄弟檔，將與大家分享

創作過程的大小事。

11/30（日）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水滴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1/16（六）2:30pm-4:0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親子天下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興亡的世界史》

03 │書籍分享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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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被《路透社》譽為「擊敗華爾街的無名小子」的財務規劃師

闕又上，將教你規劃出最好的長線投資法及資產配置，換上

有錢人的思維和腦袋。

《為什麼你的退休金只有別
人的一半？》新書分享會
主講│闕又上（本書作者）

11/01（五）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商業周刊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情緒食療：找到你的情緒
體質，吃回身心健康》
新書分享會

主講│謝無愁、謝小浪（本書作者）

壓抑的情緒，容易累積成疾。思維模式影響情緒模式，情緒

會反映在健康上，透過食療，打破致病情緒的惡性循環。找

到你的情緒體質，吃回身心健康。

【三十岬梅鋪】
知味料理分享會

示範│林本修

《心靈靜瑜伽：
瑜伽的文藝復興》
新書分享會

主講│ Michelle Chu（本書作者）

《日日物事》
新書分享會

主講│葉怡蘭（本書作者）

【小夫妻拌麵】
知味料理分享會

主講│王德輝 (小夫妻拌麵創辦人)

示範│周慧萍 (小夫妻拌麵共同創辦人)  

11/16（六）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主辦單位│橡實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在陽剛世界中，給自己一個留白喘息的空間，讓我們透過靜

瑜伽，重回瑜伽的根本精神，在紛擾高壓的世界中，尋得一

處僻靜，與真實的自己相遇。

梅子不只是印象中的蜜餞零食，梅子不僅僅可以入菜，寒流

來襲的冬天則是暖暖的麻油梅子雞湯，而在綠意盎然的春天

是享受悠閒下午茶佐梅子磅蛋糕。  

11/23（六）3:00pm-4:30pm │台中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示範料理│梅子雞湯、梅汁烏龍沾麵、蒜味梅香海鮮沙拉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1/02（六）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商周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一份單純作好麵的初衷、一種簡單吃好麵的心情、一碗幸福

好滋味的分享，邀請您來品嚐「這碗幸福」！只要五分鐘快

煮、加一點食材小巧思！    

餐食器皿、杯壺飲具、廚事用具、花物盆器⋯看飲食生活作

家葉怡蘭從大趨勢、小生活各方面談「今生注定」的選物心

得。

11/24（日）3:00pm-4:0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寫樂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1/09（六）3:00pm-4:30pm│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示範料理│蔥油時蔬乾拌麵、椒香麻辣乾拌麵、嘉義版私藏麻醬涼麵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05 │生活講座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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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帶著與吳青峰、張震嶽、鄔裕康、艾怡良、韋禮安、謝震

廷、蔡旻佑、羅宇軒⋯⋯等知名音樂人合作的全新專輯瀟灑

回歸音樂之路，與歌友分享音樂創作故事。

《落落大方One Two FREE 
Fall》
音樂分享會

演出│路嘉欣（歌手）

11/02（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種子音樂、發生音樂、凱渥經濟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解憂電影院》
新書分享會

主講│水ㄤ、水某（本書作者）

從學業、愛情、工作、人際到自我⋯⋯那些縈繞人生的千思

百憂，以最溫柔的方式，書寫一部電影、一封回信，陪伴此

刻的你我，在生命的轉角稍稍歇息。

《誌麟姊姊私藏北海道公路
小旅行》
新書分享會

主講│誌麟姊姊（本書作者）

《跟Winny勇闖中美洲》
新書分享會

主講│Winny（本書作者）

《不就範》
音樂分享會

演出│許莉潔（歌手）

《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
成為自己的七堂課》
新書分享會

主講│丁寧（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得主、本

書作者）

11/17（日）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遠流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旅行在神秘未知的中美洲，除讚嘆自然美景外，空氣中的

緊張氛圍更讓此行充滿挑戰！Winny再度踏上5500公里的旅

途，展開一場顛覆想像的蜜月之旅！

道友們！跟著FB北海道旅遊情報版主「誌麟姊姊」，告別北

國都會區的人潮，一起潛入自然大地的懷抱吧！

11/24（日）2:30pm-3:30pm│桃園統領店 B1書區

主辦單位│太雅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1/16（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山岳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影后丁寧首度道出自己混亂的童年、感情與到達谷底的人生。後

來她遇見瑜伽，透過操作身體，發現心靈的清澈強壯，分享會上

她將帶領大家以呼吸及律動獲得比快樂更重要的平靜。

「愛，是難以承重之輕；你的痛她懂；別怕愛，你有許莉

潔。」聲林之王首位以完整專輯出道的歌壇新人，2019華語

樂壇的重量級新聲。

11/30（六）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主辦單位│喜歡音樂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1/17（日）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主辦單位│時報文化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07 │生活講座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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