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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Antifatigue
En 4 semaines, retrouvez 100 %
de votre énergie grâce au sommeil

醫學

L’Illusion

文學

幻影

對抗疲勞

四週內通過睡眠恢
復100％的精力

Pierre Philip
讓我們重新掌握夜
晚的時間，徹底對抗
疲勞的各種關鍵。

皮耶．菲利普（Pierre Philip）教授是知
名的睡眠專家。他出版了許多著作，都
說明好的睡眠能夠幫助我們抵抗疲勞。
三十年來，我們少掉一個半小時的睡
眠。焦慮、壓力、生活節奏紊亂……都
證明對我們的健康影響甚鉅。睡眠的時
間與品質是對抗疲勞最佳良方，能帶來
難以置信的好處，與運動、各種維他命
和營養素一樣有效，且對我們的身體器
官和大腦都至關重要。本書將為您提供
一份量身訂做的睡眠諮詢。運用睡眠日
誌和四週計畫表，幫助自己睡得更好，
精力更充沛！

Maxime Chattam
揉雜犯罪小說和奇
幻風格，講述阿爾
卑斯山的密室恐怖事
件，懸疑的情節讓
你看到停不下來、
喘不過氣！

9782226454102 | 2020 | 240 pages | 14x20,5 cm | 1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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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歲的雨果是巴黎人，他很想躲到
大自然裡。有天，他看到一張廣告，徵
求夏天滑雪場的小弟。真是個好機會，
不過瑟貢谷真是個小到不行的地方，在
阿爾卑斯山雲深不知處，沒什麼客人，
那裡的氣氛也很怪，一切似乎都跟滑
雪場老闆有關。傳言道老闆是有史以
來最偉大的魔術師，四十多年前卻悄
悄引退。這人從來沒有現身過，雨果只
有一次在重重暗影中的短暫偏見疑似老
闆的黑影。而當有天他在四處巡視時，
竟發現了一具屍體，而且還是以某種宗
教儀式式的被害。越深入這個遺世獨立
之地，雨果發現了越多令人不安的秘
密。其實這已經不是滑雪場的第一起謀
殺案，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莫名消失…
9782226319500 | 2020 | 550 pages
15,5x22,5 cm | 2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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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人文社會科學

Terra Incognita
Une histoire de l’ignorance

Les aérostats

文學

浮空器

未知之地

安格是個老氣橫秋的布魯塞爾哲學系
大學生。有天他看到一則徵人啟事，在
應徵成功後，他開始給一名有閱讀障礙
的16歲高中生"皮"上文學課。兩人的相
遇幫助彼此在人生路上跨越重重困難，
一起向前走。

關於無知的故事

Alain Corbin
這本書喚醒我們對
知識的渴望，並改變
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研究生涯結束後，亞蘭．柯賓（Alain
Corbin）回頭探索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無
知的故事，一些我們都不知道的故事，
數百年來，甚至數幾千年來，都關於一
個根本的問題：地球。在本書中，作者
揭示了史上各種稀奇古怪的理論。有些
錯誤很精彩，但通常都很奇怪。比如，
你知道在1778年，有人出版了一本書，
聲稱地球的溫度來自地心，而地球卻
持續在冷卻中？還有人寫說，在大洪水
之前，地球上有巨大的動物和人類，他
們的殘骸保存在石灰岩中，清晰可見。
無知刺激了想像力，不確定可能帶來焦
慮，也可能帶出樂觀的理論。本書將為
科學家上一堂學習謙虛的課。

9782226454089 | 2020 | 180 pages
13x20 cm | 17.90 €

Amélie Nothomb
青春是種才華，
需要多年的時間
才學得會。

RIGHTS SOLD
英文、西班牙文
9782226449313 | 2020 | 288 pages
14,5x22,5 cm | 2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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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個人發展 / 心靈成長

La clé de votre énergie
22 protocoles pour vous liberer
émotionnellement

On ne touche pas

文學

請勿觸摸

精力的關鍵

釋放情緒的22種方法

Natacha Calestrémé
燦爛且奔放的迷
人冒險，一場自我重
建的探險旅程。

「我們都經歷過考驗，不論我們幾歲，
我們都希望這些考驗不要再影響我們
了。可是，每一次新的打擊都會再次淹
沒我們，壓制我們。如何真正擺脫困
境，如何隨著時間的過去變得更好，如
何重建自己，在嘗試各種方法之後找回
喜悅與寧靜？身為記者，我得以認識一
些對內在傷痛起源有不同看法的人。我
的生命因此轉變、昇華了。這些人的身
份是治療師、磁療師、通靈師。他們將
療癒的技巧教給了我，讓我能就此脫離
嚙咬生命的有毒情緒。現在我想與你們
分享這些方法。」

Ketty Rouf
我的夜生活比起白天
生活更加精彩萬分！

喬瑟芬在德朗西一所高中教哲學。她的
人生周旋於教師辦公室抽屜裡治焦慮症
及心悸的藥物之間。她實在受不了教育
部的蠢規定：「不能讓學生覺得學習困
難。」，但她仍順從這個規定，只給學
生出選擇題，選擇題只有三個選項，閱
卷也只用綠色原子筆畫註記，因為紅色
會給學生帶來創傷…就這樣吧。直到有
一天她推開香榭麗舍大道上一家脫衣舞
夜總會的門，她的人生從此大大翻轉。
在那裡，她學到夜生活的規矩，得到友
情，也學到喜愛男人的慾望，這一切帶
給她力量，讓她找回自己。於是，夜晚
的她成了一名脫衣舞孃，而白天的她繼
續在學校教書。但這個情況在某天晚上
有了變化，她在夜總會遇到了一個自己
的學生…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RIGHTS SOLD
英文、義大利文

9782226445605 | 2020 | 256 pages
14,5x22,5 cm | 19.90 €

9782226454102 | 2020 | 240 pages
14x20,5 cm | 1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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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La planète des chats

文學

貓星球

Bernard Werber
《貓星球》是一本
情節曲折，峰迴路轉
的小說，描繪了人
類的複雜性。

Sous le parapluie d’Adélaïde

文學

人類文明崩潰之後，貓聯合了人類和好
幾種動物，都無法抵抗老鼠入侵歐洲。
人、貓、動物們拼湊組成的團隊由一隻
名為芭斯特的貓帶領，一起前往紐約。
但到了應許之地，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
災難：自由女神像爬滿了老鼠，人類也
消失不見。幸好，還有一小隊美國人撤
守到幾棟建築物，他們迎接了芭斯特
和她的同伴們的到來。在這寶貴的庇護
所，即便芭斯特終於將她最重要的隨身
碟接上了，她仍必須想辦法重建自己的
地位，因為在這個奇怪的民主國家裡，
貓並不處於統治地位，而外面蜂擁而
至的鼠群卻比從前更強大、更有組織。
人類一直以來都很難並肩作戰，芭斯特
能成功號召大家一起反攻嗎？

阿德萊
德的保護傘

Romain Puertolas
《我在衣櫥寫作的
日子》作者侯曼・
普耶多拉斯新作，
絕無冷場，令人驚
喜連連的偵探小說。

9782226455857 | 2020 | 432 pages
15,5x22,5 cm | 21.90 €

3 4 5 6 7

蘿絲・麗薇耶是個年經漂亮的女子，聖
誕節當天被勒死在M城廣場上，當時廣
場上正在舉行聖誕演出。但是，沒有人
看到發生了什麼事。唯一的目擊證據只
有一張當地新聞記者拍下的黑白照片，
上面是兩隻黑色的手掐住蘿絲的脖子。
不過，當時M城中只有一名黑人…他很
快地便被逮捕，但他的指定律師堅信他
的清白，決定竭盡所能幫他洗清罪嫌，
因為很有可能有一名唯一的目擊證人，
就躲在阿德萊德的保護傘下…
9782226454171 | 2020 | 336 pages
14x20,5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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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Les évasions particulières

文學

非凡出走

Véronique Olmi
成為女人的三
種人生。

Buveurs de vent

文學

1970年，海倫11歲，她生活在兩個世
界之間。求學時與虔誠的天主教家人住
在艾克斯普羅旺斯，假期則與叔叔嬸嬸
在塞納河畔納伊鎮共度。兩地的生活方
式截然不同，叔叔嬸嬸家人間談話客氣
有禮，乘船騎馬，有僕人，穿新衣……
海倫身邊圍繞著許多人，帶領她探索這
個正充滿變化的世界：她懷抱著演員明
星夢的姊姊莎賓娜，神秘的妹妹小瑪麗
特，還知道家中女人們的各種秘密，以
及她們高貴卻承受悲慘命運的母親阿涅
斯。而在女權意識逐漸抬頭的這段時期
中，男人們呢？雖然士氣略減，但仍堅
守父權地位並且起身反抗這一切。

飲風者

Franck Bouysse
與眾不同的世界。

黑丘位於群山之間，遺世而孤立。
出生在此地的三兄弟與妹妹，四人的
羈絆緊緊相連。馬克一直偷偷讀書，
雖然爸爸禁止他閱讀；馬堤爾能與樹
木溝通；瑪貝樂美得出奇，既有野性
美又優雅；律可看起來是個可憐的笨
蛋，但可能其實是最聰明的孩子，他
能和青蛙、母鹿和鳥兒說話，幻想
著自己有天能變成牠們其中的一員。
他們跟父親和祖父從前一樣，都在暴
君喬伊斯這個冷血動物的採礦場和
堤壩工作。一本傑出的寓言小說，書
寫大自然的力量以及反叛的誓言。

RIGHTS SOLD
德文

RIGHTS SOLD
英文

9782226448071 | 2020 | 512 pages
14x20,5 cm | 21.90 €

9782226452276 | 2020 | 400 pages
14x20,5 cm | 2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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