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事，這個月
你不能錯過……

新，人生與生活
‧01/04 開幕即掀起狂熱的夢幻仙境，《找出路》P.05

‧01/18 內外皆美人生﹐《衣櫥醫生，帶你走入對的人生》P.03

‧02/09 退休後充實的第三人生，《享受愉快的老後》P.07

Scene 1

新，觀念與生活
‧01/05 檢視當前世局在動盪中找到曙光，《動盪》P.03

‧01/19 生活保健常見疑問指南，《顧爸媽，這樣做最安心》P.05

‧02/23 新眼光看每個人價值，《我不是打了就會趴下的人》P.03

Scene 2

新，旅程與生活
‧01/17 關於背包、旅人與自己的旅程，《相遇在世界之路》P.05

‧01/18 生命體悟與旅行意義，《18！法客》P.03

‧01/19 一場以人生為名的旅行，《穿越撒哈拉》P.03

Scene 3

誠品桃園／新竹／台中／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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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January-February│活動／場次表

五、六 FRIDAY、SATURDAY 日 SUNDAY

1/3 fri.
《未來總統學：結構魅力領袖品牌策略》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4 sat.
《找出路》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5 sun.
《動盪》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在愛裡活著》公益講座／ 2:00pm-5:0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11 sat.
維京姐姐說故事《102隻小田鼠》／ 3:30pm-4:30pm 

 雲林虎尾店2F 兒童館

1/12 sun.
【貝多芬誕辰250週年】國臺交音樂導聆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17 fri.
《相遇在世界之路》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18 sat.
《18！法客》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誠品姐姐說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 3: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衣櫥醫生，帶你走入對的人生》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19 sun.
《穿越撒哈拉》新書分享會／ 2: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已讀，回嗎？一二七封攝影往復對話，是孤單也是狂歡》

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顧爸媽，這樣做最安心》新書分享會／ 2:30pm-4:00pm

 新竹巨城店 5F 文學書區

維京姐姐說故事《小小恐龍－我不想吃豌豆！》／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2/1 sat.
《哲學樹之旅》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打造富腦袋！從零累積被動收入》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2/2 sun.
【 MATTEL大格鬥】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2/8 sat.
維京姐姐說故事《改變世界的六個點─15歲的點字發明家》

／ 3:30pm-4:00pm 

 雲林虎尾店 2F 兒童館

目川姐姐說故事《三隻小豬》／ 3:3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1F 兒童館

2/9 sun.
《享受愉快的老後》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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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壢大江店 4F 兒童館

【 the purple cow Go Fish天才思想家大解密】桌遊Happy Time

／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2/15 sat.
誠品姐姐說故事《開學了，學校也好緊張！》／ 3: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2/16 sun.
【大地之歌】國臺交音樂導聆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維京姐姐說故事《改變世界的六個點─15歲的點字發明家》

／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動物疊疊樂】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1F 兒童館

2/22 sat.
【十八養場】誠品知味料理分享會／ 3:00pm-4:3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妖刀與天劍》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在夢中》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2/23 sat.
《我不是打了就會趴下的人》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誠品姐姐說故事《媽媽變成鴨》／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賈德．戴蒙最新力作《動盪》是國家內憂外患的解套之書。

將由本書推薦人楊士範解析面臨危局的國家何以成為今日面

貌，檢視當前的世局，指引我們在動盪裡找到曙光。

《穿越撒哈拉》
新書分享會

主講│謝哲青（本書作者）

一段最捨不得想起的遠行，一個跳躍舒適圈的衝擊。一次人

生行旅的驀然回首，一場與過往記憶的總決算。這是謝哲青

的沙漠之旅、流浪者之歌，也是他遠行的意義 。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動盪》
新書分享會

主講│楊士範（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

媒體集團共同創辦人暨內容長）

《已讀，回嗎？一二七封攝
影往復對話，是孤單也是狂
歡》新書分享會

主講│陳建維 （本書作者）

與談人│玫熹Macy

《18！法客》
新書分享會

主講│王馨平（本書作者）

《我不是打了就會趴下的
人》
新書分享會

主講│沈雅琪（神老師）　

主持│沈慧蘭（賽車手）

《衣櫥醫生，帶你走入對的
人生》
新書分享會

主講│賴庭荷（本書作者）

01/19（日）2: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主辦單位│皇冠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01/05（日）2:30pm-3: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主辦單位│時報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法國交換學生的這一年是Mia的成年禮，不斷與媽媽抗爭的叛

逆女孩離開溫室到遠方後，才真正有空間去深刻省思與母親

的關係、音樂帶來的生命體悟，找到這場旅行的意義。

20年來李宗盛御用攝影陳建維，用鏡頭記錄了許多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無論藝人、素人背後都有著美麗故事。透過攝影集相

片與文字，我們明白了各種關係並非永恆，但都值得被記住。

01/19（日）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時報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01/18（六）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晨星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從衣櫥開始，打造出內外皆美的人生！透過衣櫥、衣服，帶你

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理解內在對自我的想法，最終幫助解開

身體密碼，找到專屬穿衣公式，進而活出最自在自信的人設。

從親子間的暖心對話、家庭情感經營的絕妙智慧、教育現場

的關懷與平等、回歸內心初衷等不同面向切入，以智慧、毅

力面對人生種種難題，並以新的眼光看到每一個人的價值。

0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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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8（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究竟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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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大魯閣新時代購物中心 1F廣場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 週一至週五 11:00―22:00 週六及週日 10:30―22:00   
桃園遠東百貨 11F特賣會場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20號） 週一至週日 11:00―22:00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老樂園如何翻轉成一夜難求的夢幻仙境，一開幕就掀起狂熱

的豪華露營潮，勤美學，是如何辦到的？來聽他們的故事，

找回自己的出路，轉個念，不便就能轉化為你最珍貴的寶藏。

《找出路》
新書分享會

主講│何承育（勤美學執行長） 

         林保寶（本書作者）

         張逸軍（表演藝術家）

01/04（六）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康健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顧爸媽，這樣做最安心》
新書分享會

主講│詹鼎正（台大醫院竹東分院院長、

本書作者）

照顧父母有13大難題，你遇過幾個？由少數受過完整正規老

年照顧訓練的醫師詹鼎正，專業解答常見病患疑問及照護困

境，給予食、衣、住、行、育、樂等日常生活保健指南。

01/19（日）2:30pm-4:00pm│新竹巨城店 5F 文學書區

主辦單位│天下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在愛裡活著》
公益講座

主講│黃淑文（本書作者）

陪伴死刑犯學生最後五個多月的生命歷程，願我們都能學會

珍愛自己，及時給出愛、分享愛，讓人生減少遺憾，邀請你

加入這份緣的流動，一起在愛裡活著，在愛裡圓滿。

01/05（日）2:00pm-5:00pm│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康健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貝多芬誕辰250週年】
國臺交音樂導聆分享會

主講│Zoe黃瑞芬（音樂家、作家）

2020年為樂聖貝多芬誕辰250週年，國臺交為向偉大作曲家致

敬，規劃多場音樂會演出貝多芬第四、七、八、九交響曲，及

第一號、三號鋼琴協奏曲、《里奧諾雷》序曲等經典樂曲。

01/12（日）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未來總統學》
新書分享會

主講│Harry許復（本書作者）

2020總統大選在即，面對槍林彈雨的選戰，當中蘊含了許多

不為人知的品牌攻心密碼，等著你學習效法。讓我們跟著國

內外領袖們，一起為自己的個人品牌開掛，晉升上流人生。

01/03（五）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遊讀世界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相遇在世界之路》
新書分享會

主講│Aida（本書作者）

「途中遇見的人、聽到的故事，在無形中漸漸變成養分，成

就了現在的自己。」一場關於背包、關於旅人、關於自己的

旅程，讓Aida帶你找回生活的初衷！

01/17（五）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沐風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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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雞吃最好的，自然就會回饋我們最棒的！十八養場擁首創

選用非基改素食飼料以及有機紅玉紅茶餵養，以雞肉取代其

他肉品，為大家演繹春天的清甜美味雞肉饗宴。      

【誠品知味╳十八養場】
誠品知味料理分享會

主講│呂翰駮（「十八養場」業務副理）

示範│吳志杰（料理名師、台中「飯菜舖

子」負責人）  

02/22（六）3:00pm-4:3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Cooking Studio

示範料理│紅玉雞肉、醬燒鳳翼、紅玉雞香鬆鹹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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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刀與天劍》
新書分享會

主講│上官鼎（劉兆玄，本書作者）

從母親的家族史出發，以豐富的創意想像，梳理四百年前明

末時期的風雲變幻，刻劃鄭芝龍、鄭成功家族世代的恩怨情

仇，譜寫家國與利益的衝突、背叛或忠誠的人性抉擇。

02/22（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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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富腦袋！從零累積被
動收入》
新書分享會

主講│Ms. Selena（本書作者）

還在羨慕旁人年紀輕輕就退休，享受自在生活嗎？財富自由

並沒有那麼難，只要逐步進行，慢慢累積你的系統與資本，

打造你的富腦袋，就能踏實、穩定地走出你的理想人生！  

02/01（六）7:30pm-8: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主辦單位│如何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在夢中》
新書分享會

主講│但唐謨（影評人、本書譯者）

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大衛‧林區自傳，跨世紀影史最令人

不安的關鍵拼圖，首度揭露作品靈感來源與不為人知的私人

生活。由影評人、本書譯者但唐謨分享名導豐富的人生經歷。

02/22（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時報出版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享受愉快的老後》
新書分享會

主講│阿默（本書作者）

經營汽車修配廠的阿默與赤牛仔，退休後展開充實的第三人

生，種菜、採集、伐竹挖筍、經營溫暖用心的店鋪。將與大

家分享如何感受老年的美好滋味，活出自己喜歡的生活樣貌。

02/09（日）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晨星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哲學樹之旅》
新書分享會

主講│王浩一（本書作者）

出入千年古城，走進歷史扉頁，輕觸眼前古樹，思索誰種下

了它們？這些先賢哲人所種植的古樹，為何顏色依舊？撫樹

思哲人，也許有部分想像，但更多是未曾看清的歷史曾經！

02/01（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有鹿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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