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一年，荷包與智慧並存
‧1/04 人生迷惘的半熟階段，讓凱特王陪你邁向成熟之路
‧1/19、2/01   又住又賺，人生的下半場要收入也要自在
‧2/01  逐步進行，打造富腦袋，享受財富自由的理想人生

Scene 1

側耳傾聽，那是生命的張力
‧1/18、2/16 《繪本裡的千言萬語》化為最溫柔的愛與叮嚀
‧2/09 善惡的距離，在於愛有多少，讓我們貫徹愛減少遺憾
‧2/15  以智慧毅力面對人生難題，重新看見每個人的價值

Scene 2

時間旅人，探索路上不孤單
‧1/08-1/29 在無所憑藉的荒野中，重新叫出事物的名字  
‧2/22 旅途中的老城古樹，蘊藏著古人哲學態度與千年夢想
‧2/25 人類學視角旅人思維，建構台灣的地方創生方法論

Scene 3

1-2
JAN-FEB/2020

有些事，這個月
你不能錯過⋯⋯

線上即時掌握

更多藝文活動

誠品

臺南／高屏／臺東

月



3│書籍分享 book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書籍分享 book

二 TUE／三 WED 五 FRIDAY 六 SATURDAY 日 SUNDAY

1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3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文  悅 19:30-20:00

4
春華工坊手寫春聯活動

遠  書店入口13:30-15:00

《生為自己，我很開心》

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 15:00-16:00

《足in‧動與感之境遇》
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15:00-16:00

太平洋戰爭末期

的「台灣島築城計

畫」與戰爭遺構

東  藝文空間 
19:30-21:00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屏 15:30-16:00 

5
春華工坊手寫春聯活動

文  櫃台前方13:30-15:00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8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10
帶孩子一起爬山！在

山林中找到愛與感動

東  藝文空間 
19:30-21:00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文  悅 19:30-20:00

11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屏 15:30-16:00 

12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15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17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文  悅 19:30-20:00

18
《繪本裡的千言萬語》

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15:00-16:00 

FOOD超人迎新見面會
送新春開運紅包

 紡  活動書區15:00-16:00

【野望影展】

極限巔峰安地斯

東  藝文空間
19:30-21:00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屏 15:30-16:00

19
《在家CEO！賺進
後半輩子從家開始》

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15:00-16:00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21 TUE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週二說書會

S  書室 19:00-20:30

22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31
金曜Fun電台─
膠流會社

 文  音樂館20:00-21:00

 2/1
《在家CEO！賺進後半輩子
從家開始》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15:00-16:00

《打造富腦袋！從零累積被

動收入》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15:00-16:00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屏 15:30-16:00

 2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5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7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文  悅 19:30-20:00

8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屏 15:30-16:00

9
《在愛裡活著》

全台巡迴公益演講

遠  書區中庭14:00-17:00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12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14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文  悅 19:30-20:00

15
《我不是打了就會趴下的

人》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15:00-16:00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屏 15:30-16:00

16
《繪本裡的千言萬語》

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15:00-16:00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19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21
荒野廚藝小當家

東  藝文空間
19:30-21:00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文  悅 19:30-20:00

22
《哲學樹之旅》

新書分享會

 文  主題書區15:00-16:00

【野望影展】

藍色星球II：共同的海洋
東  藝文空間19:30-21:00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屏 15:30-16:00

23
【親子時光】說故事時間

安  親子生活區11:00-11:30

遠  紡  兒童館16:00-16:30

25 TUE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週二說書會

S  書室 19:00-20:30

26 WED

【親子時光】

說故事時間

東  兒童館16:00-16:30

28
金曜Fun電台─
膠流會社

 文  音樂館20:00-21:00

29
《白嘉莉回眸》新書分享會

遠  書區中庭15:00-16:00

時尚只是女人的態度，自覺才是女人的信仰。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做了什麼不符期待的事，成為不符期待的人，那麼對不

起，生為女人，我很抱歉，但生為自己，我很開心。

1/04（六）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主辦單位│時報出版

《生為自己，我很開心》
新書分享會

主講│凱特王

活動邀請本書作者貞慧老師，娓娓道來如何透過繪本故事與

深情家書，與孩子建立起溝通的橋樑，將親子間的難言之隱

通通化為最溫柔的愛與叮嚀，並一同思索成長與生命的議題。

1/18（六）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2/16（日）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主辦單位│日月文化－大好書屋

《繪本裡的千言萬語》
新書分享會

主講│李貞慧

又住又賺，人生下半場要收入也要自在！林黛羚老師告訴你，

如何從35歲準備迎接人生下半場，看各領域人士如何把家當
作起點、結合自身專長，尋得更開展的獲利模式。

1/19（日）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2/01（六）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主辦單位│原點出版

《在家CEO！賺進後半輩子
從家開始》
新書分享會

主講│林黛羚

有人說，事業與家庭無法兼顧；有人說，夢想與現實，只能兩

者擇一。但我們能做的只有單一選擇題嗎？神老師沈雅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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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內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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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六）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主辦單位│遠流出版

《我不是打了就會趴下的人》
新書分享會

主講│神老師（沈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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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累積出你的系統與資本，

打造你的富腦袋，就能踏實、穩定地走出你的理想人生！

2/01（六）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主辦單位│如何出版

《打造富腦袋！
從零累積被動收入》
新書分享會

主講│Ms. Se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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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Jan.-Feb.
活動／場次表

駁  高雄駁二店

遠  高雄大遠百店

S  高雄SOGO店

紡  台南南紡店

文  台南文化中心店

安  台南安平店

悅  高雄悅誠店

屏  屏東店

東  台東故事館

白嘉莉一生充滿傳奇與感動，本書自她的眷村童年說起，經

歷出道進入演藝圈，閃嫁黃雙安，從萬眾矚目的巨星努力適

應成為賢妻人婦，40年來，與夫婿走訪各國經商外交、公益
慈善，她記錄了期間所見所聞。2018年10月黃雙安離世後，
白嘉莉慢慢從悲傷中走出，一草一木皆是思念，她真情書寫下

點點滴滴對丈夫的傾訴與遙想。

2/29（六）15:00-16: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主辦單位│時報出版

《白嘉莉回眸》
新書分享會

主講│白嘉莉



5│藝文講座 arts & lecture      藝文講座 arts & lecture│4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藝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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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講座  arts & 
lecture

旅館： 開啟現代人自覺
與思辨，全球資本主義

革命的實踐場域
卡羅琳．菲爾德．萊凡德、

馬修．普拉特．古特爾／八旗文化

直覺思維: 你超越邏輯的
快速決策天賦
捷爾德．蓋格瑞澤／日出出版

出門買蛋去: 小川系的
一年份幸福日記
小川糸／悅知文化

成為一個新人：

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張子午／衛城出版

誠品書店與南台灣之聲FM103.9聯手策劃，於每週三10:20-10:50 暢談精采好書並贈推薦書籍，歡迎按時收聽。

南台灣陽光城市．陽光選讀

一 月 推 薦 二 月 推 薦

製作人古羅文君記述稻草人舞團過去十年台南特定空間發表

《足in》舞作，針對喜愛舞蹈一般大眾與藝術工作者，藉帶引
讀者身歷演出其境散文文筆，到製作秘辛公開與剖析，身體

與空間的哲思探問，所書寫之點滴記憶和心得。

1/04（六）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主辦單位│稻草人現代舞團

《足in ‧動與感之境遇—
稻草人現代舞團特定空間
舞蹈創作演出》

主講│古羅文君

一起過更有年味農曆年！

活動期間凡於誠品書店單筆消費滿800 /1,200元，並內含一件
春華工坊品牌商品，即贈春華工坊手寫春聯乙幅。

1/04（六）13:30-15: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店入口處

1/05（日）13:30-15:00│台南文化中心店 櫃檯前方

注意事項│兩消費金額贈品不同，依現場提供為主恕不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合作單位│春華工坊

春華工坊手寫春聯活動

主講│李春華

洪震宇老師將分享他如何用人類學的方法與視角挖掘在地文

化，並將其結合旅人的思維、編劇的洞察與導演的實踐，如

何活化地方風土資源，創造長遠生機，建構屬於台灣的「地

方創生」方法論。

2/25（二）19:00-20:30│高雄SOGO店 書室EASY SPACE
主辦單位│百工裡的人類學家、誠品書店

地方創生裡的人類學家

 《風土經濟學》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週二說書會

分享人│洪震宇   主持│宋世祥

台灣的地名中其實藏著文化與歷史的密碼。原住民語言、拓

墾先民的經歷、殖民歷史都隱藏其中。劉正元教授將帶我們

到台江地區，挖掘在地歷史發展軌跡。

1/21（二）19:00-20:30│高雄SOGO店 書室EASY SPACE
延伸閱讀│《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

主辦單位│百工裡的人類學家、誠品書店

地名人類學─以台南台江
地區為例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週二說書會

分享人│劉正元  主持│宋世祥

善與惡的距離，取決於「愛」有多少。一個人不能只是活著

而已，就算他是死刑犯，也要努力活出天賦，這輩子才算真

正活過。這是一趟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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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給愛、分享愛，讓人

生減少遺憾。

2/09（日）14:00-17:00│高雄大遠百店 書區中庭

主辦單位│康健出版活動注意事項│報名讀者即可免費參加色彩療癒體驗

《在愛裡活著》
全台巡迴公益演講

主講│黃淑文

近年我開始旅行「那些人種的古樹」，去少林寺找六祖惠能手

植的古柏，去西安找唐太宗的銀杏，去滁州找歐陽脩的古梅

九位哲人，九株古樹⋯⋯有老城，有歷史美食，更有古人的哲

學態度與千年夢想。

2/22（六）15:00-16:00│台南文化中心店 主題書區
主辦單位│王浩一

《哲學樹之旅》
新書分享會

主講│王浩一

聆聽不寂寞，分享最快活，看著膠片轉轉轉，聲音如此迷人，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朋友們來和我們一起聽音樂吧！現場除

了經典專輯播放，也會解說黑膠入門訣竅，美好的生活趣

味，就將從這裡開始。

1/31（五）20:00-21:00│台南文化中心店 音樂館

2/28（五）20:00-21:00│台南文化中心店 音樂館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金曜Fun電台──
膠流會社

主講│施學勳



7│展覽活動 exhibition      故事時間 story time│6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一月號《小行星幼兒誌》以「運動身體好」為主題，提醒小

朋友天冷時，也要多多動動身體，有益健康！

1/12（日）16:00-16:30│高雄大遠百店 兒童館

1/19（日）16:00-16:30│台南南紡店 兒童館

主辦單位│親子天下

《一定有辦法》
親子天下姐姐說故事

主講│親子天下姐姐

展覽活動  exhibition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故事時間  story 
time

為了趨近自然的荒野，為了趨近自己創作限度的荒野，吳俞

萱前往美國新墨西哥州駐村創作。面對天開地闊的荒野，不

得不裸身忘形，摸索棲居的條件；在無所憑藉之際，重新叫

出事物的名字。

展期

1/08（三）-1/29（三）│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忘形──
吳俞萱攝影×詩文個展

創作者│吳俞萱

荒野親子團帶著孩子一起爬山，也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山。行程中不管大人或孩子留下珍貴的點點滴滴，讓親子團

內易子而教的互動關係，大人之間的相互扶持，山會將一家

人的心緊密相連的結合在一起。

1/10（五）19:30-21:00│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帶孩子一起爬山！
在山林中找到的愛與感動
【荒野保護協會講座】

主講│荒野親子團

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為了反擊日軍，計畫實施「跳島戰

術」，當時的台灣被認為是美軍極為可能登陸的目標，日本

「台灣軍」在「台灣島築城計畫」興建的軍事設施，依各地

自然環境與地理條件的不同，但大多留存至今，成為神秘的

戰爭遺構。

1/04（六）19:30-21:00│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太平洋戰爭末期的「台灣
島築城計畫」與戰爭遺構
【荒野保護協會講座】

主講│劉還月

一隻北極熊突然闖進森林裡，森林裡的動物因為沒見過這種

龐然大物，便認為這個白色的巨大生物是危險的傢伙，又做

著奇怪、詭異的行為，老是蒐集大大小小的葉子⋯⋯動物們

刻意躲避他，直到有一天⋯⋯

1/10（五）19:30-20:00│台南文化中心店 兒童館

1/19（日）16:00-16:30│高雄大遠百店 兒童館
主辦單位│維京國際

《一隻叫做葉子的北極熊》
維京姐姐說故事

主講│維京姐姐

安地斯位於南美大陸的背脊，是地球上最長的山脈，荒原、

鹽沼、高山、沙漠與冰川等不同的極端生態環境分佈其上。

透過安地斯所呈現豐富的生態系多樣性，大家一起重新思考

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以及未來。

1/18（六）19:30-21:00│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

極限巔峰安地斯
【野望影展】

木叔叔和小木父子牽著驢子到城裡，一路上遇到了好多好多

人，有人說有驢子不騎是傻瓜，也有人說爸爸該騎驢子，又

有人說爸爸不該騎驢子，還有人說他們虐待動物⋯⋯到底誰

該騎驢子呢？

1/10（五）19:30-20:00│高雄悅誠店 兒童館

1/12（日）16:00-16:30│台南南紡店 兒童館

1/17（五）19:30-20:00│台南文化中心店 兒童館

主辦單位│目川文化

《樂樂貝貝的異想世界： 
誰該騎驢子》
目川文化說故事

主講│目川姐姐

我叫「珠珠」。

說到我媽媽─住在雜貨店的「小水滴」，是本社區最厲害

的媽媽。社區裡的狗狗們，說不定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有噹

噹、點點、小花、萊姆、露比⋯⋯

還有⋯⋯還有⋯⋯一個不大一樣的五歲的他⋯⋯

1/05（日）16:00-16:30│高雄大遠百店 兒童館

主辦單位│小魯文化

《我是狗》
小魯姊姊說故事

主講│阿松爺爺

如何改變孩子一切依賴父母的狀況？如何讓他們了解父母的

辛苦與不易？如何培養成一個獨立的孩子？親子團的孩子從

菜單討論，器具準備，食材採購，洗菜煮飯到烹飪，大人都

不經手下完成一道道的美食，家長的你嘗試過放手讓孩子自

己下廚嗎?

2/21（五）19:30-21:00│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荒野廚藝小當家
【荒野保護協會講座】

主講│楊繡鳳

你知道座頭鯨怎麼睡覺嗎？快來看看到底是哪一種魚？連天

上飛的鳥也不放過！海裡居然有海豚專屬的護膚中心？在那

深不可測的湛藍裡，從溫暖的熱帶水域到寒冷的極區，前所

未有的海洋生物行為即將衝擊你的感官與認知！

2/22（六）19:30-21:00│台東故事館 2F藝文空間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

藍色星球II：共同的海洋
【野望影展】

農曆新年將至，想感受濃濃的年節喜慶氣氛嗎？ 快邀請親朋
好友來與FOOD超人共同歡度，迎接「鼠」不盡的快樂幸福
年來臨！農曆過年是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也是小朋友最期待

的領紅包的快樂時光，邀請全家人一起來同樂共享過鼠年。

1/18（六）15:00-16:00│台南南紡店 活動書區

主辦單位│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風車FOOD超人活動
送新春開運紅包

主講│火龍果姐姐

宇宙其實有一千億兆顆星星！那你知道地球有多少棵樹木？

我們一輩子可以走多少路？全世界總共有幾隻兔子呢？這世

界充滿各種神奇數字數字裡藏著好多好玩的事！連結數字，

由觀察閱讀激發超級想像力！

1/05（日）16:00-16:30│台南南紡店 兒童館

主辦單位│親子天下

《億萬億顆星星》
親子天下說故事

主講│親子天下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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