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事，這個月
你不能錯過⋯⋯

分享，生活風格
‧12/07 純天然釀造甘醇的黑豆蔭油，【丸莊醬油】P.05
‧12/22創造獨一無二的風土經濟價值，《風土經濟學》P.03
‧12/27 多肉植物的藝術與組合，《植物的翻譯師》P.03

Scene 1

向前，人生態度
‧12/07五種不同人生角色經歷的課題，《感情這件事》P.03
‧12/28 維持關係永恆的方式，《關係破繭》P.05
‧12/29失衡的世界找到舒適位置《勇敢的人請小心輕放》P.05

Scene 2

致勝，名人分享
‧12/07 五種核心力量戰勝自己，《心智鍛鍊》P.03
‧12/08 YouTuber頻道拍攝幕後完整公開《有你的旅程》P.05
‧12/14 冰冷科技與現實生活間的矛盾，《二十一》P.05

Scene 3

12
December/2019

誠品

桃園／新竹／台中／雲林



12月 December│活動／場次表

五、六 FRIDAY、SATURDAY 日 SUNDAY

07 sat.
《心智鍛鍊：成功實現目標的20堂課》新書分享會／ 2:0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型書區

《感情這件事》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丸莊醬油】知味料理分享會／ 3:00pm-4:3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誠品姐姐說故事《當聖誕老公公小時候》／ 3:30pm-4:00pm 

 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一份轉變生命的禮物】台灣世界展望會影像故事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01 sun.
《玩出屬於我的日本》日本旅遊分享會―冬季活動篇／ 2:00pm-3:0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形書區

【青春期＝難搞期？5招教你了解孩子在想什麼！】親子講座／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08 sun.
【莎士比亞在俄國】國臺交音樂導聆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有你的旅程：黃氏兄弟寫真紀實》新書分享會／ 4:00pm-6:0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形書區

【 KIDDY KIDDO諾亞方舟】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親子天下說故事《去投票吧！》／ 3:30pm-4:00pm 

 新竹巨城店 5F 兒童館

【 UNO遊戲卡】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中壢 sogo 店 10F 兒童館

小魯姐姐說故事《橙瓢蟲找新家》／ 3:30pm-4:00pm 

 桃園台茂店 6F 兒童館

13 fri.
《共讀的力量》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14 sat.  
【建築，空間與生活的美學想像】創‧能無限 系列講座／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維京姐姐說故事《小小恐龍―我不想吃豌豆！》／ 3:30pm-4:00pm 

 雲林虎尾店 2F 兒童館

《二十一》新書分享會／ 7:00pm-8:30pm 

 台中中友店 11F 環形書區

15 sun.
《誌麟姊姊私藏北海道公路小旅行》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感情這件事》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新竹巨城店 5F 兒童館

HO、HO、HO 來聽《當聖誕老公公小時候》／ 3:30pm-4:30pm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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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台中園道店 3F 兒童館

親子天下說故事《小行星故事列車》一定有辦法／ 3:30pm-4:00pm 

 中壢大江店 4F 兒童館

【遊樂園驚魂夜】桌遊Happy Time／ 3:30pm-4:00pm 

 雲林虎尾店 2F 兒童館

21 sat.
【FOOD 超人歡樂聖誕派對】／ 3:0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2 微笑廣場

22 sun.
《風土經濟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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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聖誕老公公小時候》／ 3:30pm-4:00pm 

 台中大遠百店 9F 兒童館

27 fri.
【2019 結案報告】黑膠放送局／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音樂館

《植物的翻譯師》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新竹巨城店 5F 文學書區

28 sat.  
【我想用世界史來洗腦】八旗主題講座／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目川文化說故事《樂樂貝貝的異想世界：城市老鼠與鄉下老鼠》／
3:30pm-4:00pm 

 中壢 sogo 店 10F 兒童館

維京姐姐說故事《小小恐龍―我不想吃豌豆！》／ 3:30pm-4:00pm 

 桃園統領店 B1F 兒童館

《關係破繭》新書分享會／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29 sun.
《勇敢的人請小心輕放》新書分享會／ 2:30pm-3:30pm  

 台中園道店 3F 閱讀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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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中友店 10F 兒童館 

維京姐姐說故事《小小恐龍―我不想吃豌豆！》／ 3:30pm-4:00pm 

 桃園台茂店 6F 兒童館

 



結合心理學與運動精神，獨創五種「核心力量」，讓我們克

服惰性、戰勝負面的自己，加入心智鍛鍊的二十堂課，一起

為了成為更喜歡的自己而加油！

《植物的翻譯師》
新書分享會

主講｜許小琬（本書作者）

我教導多肉植物的藝術與「組合」，種下三棵就有三的三次

方種組合，每做一個決定就有更多方法。選擇一個向內突破

的力量，及這一本寫給大人的心靈植栽書。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心智鍛鍊：成功實現目標
的 20 堂課 》
新書分享會

主講│許皓宜（諮商心理師、本書作者）

周思齊（職棒國手、本書作者）

《風土經濟學》
新書分享會

主講│洪震宇（本書作者）

《感情這件事》
新書分享會

主講│陳永儀（西點軍校首位台籍教師、國

際心理專家、本書作者）

【我想用世界史來洗腦】
八旗主題講座

主講│黃惠貞（歷史教師）、陳中芷（德國

歷史學博士）

主持│ 富察（八旗文化總編輯）

《共讀的力量》
新書分享會

主講│林揚程（本書作者）

12/27（五）7:30pm - 8:30pm│新竹巨城店 5F文學書區

主辦單位│商周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2/07（六）2:00pm - 4:00pm│台中中友店 11F環形書區

主辦單位│天下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透過「五種不同人生角色所經歷的課題」，用傾聽與對話，

引導面對感情問題，隨著問題的進展，持續五週，逐步幫助

每個人在感情中深度思考，尋得最適合自己的解答！

作家洪震宇長期在農村小鎮蹲點，挖掘風土資源與文化脈

絡，今以創新思維，提出風土設計的方法架構，期能創造每

個地方獨一無二的風土經濟價值。

1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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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六）2:30pm - 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12/15（日）2:30pm - 3:30pm│新竹巨城店 5F文學書區

主辦單位│三采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一套速成、有效，無論個人與企業都能立刻上手的「 RSC社

群讀書引導術」，step by step帶領讀者從無到有，建立起成

功的讀書會，並可運用在任何社團、組織中。

不是「台灣以外的歷史」就是世界史，從「台灣史和中國史」

小心翼翼地並存，再到「台灣史＝世界史」的創想，一路阻

力，走了幾十年。

1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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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五）7:30pm - 8:3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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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書籍分享 book   



黑膠（待補）

12/6 Fri.—12/29 Sun. 
桃園台茂購物中心B2微笑劇場

12/12 Thu.—2020/1/1 Wed. 
新竹遠東巨城購物中心1F創藝廳

11/22 Fri.—12/25 Wed. 
台中新光三越9F

12/3 Tue.—2020/1/2 Thu. 
台中勤美誠品綠園道2F特賣場

12/14 Sat.—12/26 Thu. 
台中大遠百南棟11F

凡於各展場活動期間，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
贈 氧顏森活微金超導系列面膜 乙份

市價276元╱單入

元元元元元

誠品書店
耶誕禮物市集

滿額
贈禮



《二十一》
新書分享會

主講│陶晶瑩（藝人、本書作者）

【玩出屬於我的日本】
日本冬季旅遊分享會

主講│日本藥妝失心瘋俱樂部、旅行的小星

星

日本觀光局針對冬季旅遊，邀請對於日本旅遊專精的知名 

KOL，以女性、親子家庭的角度，介紹日本的私房冬季旅遊

必去景點，相當適合正在計畫冬季旅遊的您。

全方位創作才女陶晶瑩首部科幻小說創作，挑戰人倫禁

忌、犀利直指現代人在冰冷科技與現實生活間的矛盾掙

扎！當 AI足以取代體溫，我們之間還剩下什麼？

12/14（六）7:00pm-8:30pm│台中中友店 11F環形書區

主辦單位│圓神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2/01（日）2:00pm-3:00pm│台中中友店 11F環形書區

主辦單位│日本觀光局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勇敢的人請小心輕放》
新書分享會

主講│艾莉（本書作者）

《有你的旅程：黃氏兄弟寫
真紀實》
新書分享會

主講│YouTuber黃氏兄弟（本書作者）

百萬訂閱 YouTuber黃氏兄弟首本寫真書，頻道拍攝心路歷程

與極祕幕後完整公開！一點點的厭世、頑皮，極度誠懇、無

害、溫暖～一起進入他們的 YouTuber旅程……

總把那些別人留下的傷，視為長大的勳章。總是佯裝堅強、故

作大人樣的你，不該再放心「自己」，而是懂得在這失衡的世

界，找到舒適位置，讓心好好安置。

12/29（日）2:30pm-3: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悅知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2/08（日）4:00pm-6:00pm│台中中友店 11F環形書區

主辦單位│台灣角川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關係破繭》
新書分享會

主講│楊晴翔（律師、本書作者）

【丸莊醬油】
知味料理分享

示範│莊偉中（丸莊醬油副總經理）

生產真正的MIT傳統黑豆蔭油，配合西螺地區獨特的水質

與氣候，釀造出口感甘醇的純釀造黑豆蔭油，奠定了丸莊

醬油日後雄厚的根基。

當生命遇到難解的課題時，法律是維持關係的選項之一，分離

不代表失去，健康的離去是維持關係永恆的方式。就聽楊晴翔

律師來為大家細說這其中的故事。

12/28（六）7:30pm-8:30pm│台中園道店 3F閱讀書區

主辦單位│悅知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2/07（六）3:00pm-4:30pm│台中大遠百店 9F Cooking Studio

示範料理│三杯雞、豆豉蒸排骨、蒜香油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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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9

 Fri.11.22 Fri.12.20 台中園道店

【你的小心意，我的大心願】聖誕募書

【一份轉變生命的禮物】
台灣世界展望會影像故事分享會
主講│洪瑞陽／攝影師

Sat.12.07 
7：30pm─8：30pm
台中園道店3F 閱讀書區



12/28（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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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力單位│目川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HO、HO、HO 來聽
《當聖誕老公公小時候》
主講│陳瀅如（繪本推廣人）

《小小恐龍―我不想吃豌
豆！》
維京姐姐說故事

主講│維京姐姐

南希的爸爸喊著，小南希準備吃晚餐了！什麼？晚餐是滿滿

的豆子 ！這太可怕了，小南希該怎麼辦呢？

你知道最受小朋友喜愛的胖老爹─聖誕老公公，小時候是個

怎樣的孩子嗎？HO、HO、HO！讓瀅如老師為你講一個連爸

媽都好吃驚的聖誕故事。帶你聽故事，也動手作！

12/15（日）3:30pm-4:30pm│台中中友店 10F兒童館

12/22（日）3:30pm-4:30pm│中壢大江店 4F兒童館

適合年齡│ 3歲以上
主辦單位│木馬文化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2/08（日）3:30pm-4:00pm│台中大遠百店 9F兒童館

12/14（六）3:30pm-4:00pm│雲林虎尾店 2F兒童館

12/28（六）3:30pm-4:00pm│桃園統領店 B1F兒童館

1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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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力單位│維京國際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去投票吧！》
親子天下說故事

主講│親子天下姐姐

 

FOOD 超人歡樂聖誕派對

一年一度最溫馨的聖誕節季，FOOD超人將舉辦史上最歡樂聖

誕派對，FOOD超人帶領小朋友們一起跳聖誕組曲嗨翻天！當

天FOOD超人與心心水餃將會打扮成什麼角色呢？

什麼是選舉？競選活動都在做什麼？投票完以後會發生什麼

事？支持的那方輸了，應該要怎麼辦？從選擇冰淇淋或蛋糕

開始，帶孩子明白選舉的意義，從日常落實民主素養！

12/08（日）3:30pm-4:00pm│新竹巨城店 5F兒童館
12/15（日）3:30pm-4:00pm│中壢 SOGO店 10F兒童館
12/28（六）3:30pm-4:00pm│台中中友店 10F兒童館
適合年齡│ 4歲以上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協力單位｜親子天下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12/21（六）3:00pm-4:00pm│桃園台茂購物中心 B2微笑劇場

主辦單位│風車圖書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樂樂貝貝的異想世界：
城市老鼠與鄉下老鼠》
目川文化說故事

主講│目川姐姐

《橙瓢蟲找新家》
小魯姐姐說故事

主講│小魯姐姐

有一天，好多住在田裡的昆蟲和小動物一一倒下了！橙瓢蟲

和腳蛛急急忙忙逃走，來到另一片稻田。這片稻田看起來不

太一樣，秧苗有點稀疏、田埂長滿了花草……

城市老鼠小強來到鄉下，邀請阿萌和樂樂、貝貝一起到城市

玩。他們在城市到處參觀，經歷了有趣又刺激的城市大冒

險，發現城市真的很棒，但也很危險……

12/08（日）3:30pm-4:00pm│桃園台茂店 6F兒童館

適合年齡│ 4—7歲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協力單位│小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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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