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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designers pour un monde durable

Gourmandise raisonnée

七十五位環境永
續設計師，打造
更美好的世界

Geneviève Gallot
看75位設計師如何
透過設計來因應今日
的環境變化。

面對嚴重的氣候變化，人類的生活方式也必
須跟著改變。有一群設計師決定將產品的永
續性納入設計考量，無論是發明新材質或是
廢物利用，將垃圾變成美麗的作品。有限的
地球資源逐漸減少，書中的75名設計師運
用專業知識，積極投入保護環境的工作，
細菌和真菌也成為設計師研究使用的素材。
一場環保革命正在興起，改變我們與自然的
關係，為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合作另闢蹊徑。
9782732492483 | 2020 | 240 pages | 22x28,5 cm | 35.00 €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健康甜點，
放縱有度

Frédéric Bau

法芙娜（Valrhona）創意總監佛德列克
（Frédéric Bau）透過科學與藝術的方法探
索健康又美好的新甜點，運用甜品食材、製
作技巧和手法重新定義甜點，兼顧健康與美
味，尊重經典糕點的口感與味道，不忘結合
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佛德列克用書中60道
可口食譜邀請讀者共赴美味的甜點世界。
9782732492568 | 2020 | 336 pages | 22x28,5 cm | 49.00 €

教你製作健康美味
的甜點，健康美食安
心吃。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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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 Maison

Le journal intime
d'un touriste du bonheur

家庭牌名
廚食譜

幸福旅人的
內在之旅

一本不可或缺的超實用烹飪書，讓你的午餐
晚餐更賞心悅目，香脆又美味。無論是自己
獨享、雙人同享，還是與家人或朋友共享，
你都能在這本書裡找到適合的食譜。穿上圍
裙，跟著西里爾．利尼亞克（Cyril Lignac）
在家學做菜，超簡單！

Cyril Lignac
名廚西里爾．利尼亞
克（Cyril Lignac）
道食譜，為你的日常
生活增添光彩。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400000冊
9782732496160 | 2020 | 112 pages | 17x24 cm | 12.90 €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充滿個人魅力又才華洋溢的年輕作家喬納
森．萊曼（Jonathan Lehmann）帶我們體驗
一場深深撼動文學與科學的精神之旅。萊曼
文筆幽默而瀟灑，在書中將每日滋養自己通
往幸福的秘訣娓娓道來。

Jonathan Lehmann
幡然悔悟的金童，
一場追尋智慧的啟
蒙之旅。

RIGHTS SOLD

荷蘭文、羅馬尼亞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50000冊
9782732486826 | 2018 | 288 pages | 14x22 cm | 16.90 €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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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âtisserie

Infiniment macaron

新版法國甜
點聖經

Christophe Felder
居家必備的大師級甜
點專書， 克里斯道夫‧
菲爾德享譽國際的甜
點秘笈手把手步驟
教學。

無限馬卡龍

克里斯道夫‧菲爾德（Christophe Felder）是
一位充滿創意的甜點導師，在他的指導之
下，搭配步驟教學攝影，以及詳細使用器
具與專業技巧介紹，讓你在家就能做出大師
級甜點。

皮耶爾．艾爾梅（Pierre Hermé）的專業知
識與創意發揮讓馬卡龍成為甜點界閃閃發亮
的寶石。他在書中不藏私地分享自己的製作
秘訣以及60款馬卡龍食譜，讓讀者能自己動
手製作這些經典口味，在家品嚐創意甜點。
本書還收錄訪談，完全解密皮耶爾．艾爾梅
的世界。

RIGHTS SOLD

9782732495163 | 2020 | 288 pages | 24x28,5 cm | 39.00 €

英國、義大利、荷蘭……已售出9國版權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400000冊
> 海外售出120000冊
9782732494067 | 2019 | 880 pages | 18,5x25 | 40.50 €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Pierre Hermé
皮耶爾．艾爾梅
（Pierre Hermé）的
經典珠寶：馬卡龍。
收錄60種經典款的
精裝大書。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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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ugal. Art de vivre et création

Légumes

葡萄牙—
生活藝術與
創意

蔬菜聖經
米其林三星級主廚瑞吉．馬爾貢（Régis
Marcon）在出版了多本熱銷的食譜書後，決
定這次以蔬菜為主題，這是烹飪藝術中很常
見但卻較少被關注的食材。 蘆筍、朝鮮薊、
酪梨、蓮藕、芋頭、菊薯……各種蔬菜分門
別類以圖卡呈現，包括介紹食材優點、保存
方式與烹調建議，製成湯、沙拉、配菜等。
瑞吉．馬爾貢教你從快速簡單易上手的食譜
到精緻大師級菜單，100多道食譜任你學。

信步走過葡萄牙，觀察各地手工藝製品，陶
器、瓷器、羊毛編織、刺繡……等，從藝術
家、建築師、設計師、手工藝品師的美麗創
意中汲取葡萄牙的生活藝術。

Sergio da Silva

9782732492131 | 2020 | 192 pages | 22x28,5 cm | 29.90 €

一本手工藝品的精
美圖鑑，帶領讀者遇
見葡萄牙的當代生
活藝術。

Régis Marcon

9782732489551 | 2020 | 432 pages | 22x28,5 cm | 45.00 €

100道美味蔬菜
食譜，內含食材優
點介紹與烹調保存建
議，附精美照片。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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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égétal

The Cocktail book.
Le nouveau classique du bar :
Un manuel technique et créatif

蔬食滋味

雞尾酒指南
—酒吧新經典：
技術與創意

憑藉著對風土的豐富研究強調食材品質與多
樣性的威廉．勒德倚（William Ledeuil）撰寫
這了本烹飪手冊，探索植物世界，挑揀出閃
閃動人的天然食材：高麗菜、南瓜、蘆筍、
漿果、彩色胡蘿蔔……。書中介紹了70道菜
譜，依烹調方式（生食，燉煮，燒烤，悶蒸
等）分類，讓讀者遍嚐蔬食的美好滋味。
9782732490489 | 2020 | 224 pages | 19x25,5 cm | 35.00 €

William Ledeuil

Florian Thireau
Bénédicte Bortoli

展現蔬食（青菜、
豆類、穀物、蘑菇和
香草）烹調的高
尚與質樸。

一本雞尾酒技術指
南，詳細介紹各種
酒與糖漿的調配以及
混酒技術與創意。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一本針對專業人士和雞尾酒愛好者的技術
書籍，教你各種雞尾酒的技巧和美學，混
酒的基礎知識和吧檯設備，還有原料與調
酒 法。年輕的調酒師兼廚師弗洛里安．提侯
（Florian Thireau）是雞尾酒界的新星，也在
巴黎的白馬之家（Maison Cheval Blanc）餐
廳擔任主廚。本書介紹了六十種酒譜，透過
美酒藝術呈現當代調酒風貌，雞尾酒也成為
液體美味的代名詞。
9782732494463 | 2020 | 384 pages | 17x22,5 cm | 35.00 €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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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exe selon Maïa

麥雅談性

Maïa Mazaurette
Charlotte Molas
50篇專欄文章，
鼓勵性欲，擺脫罪
惡感。

自2015年11月起，麥雅．瑪鄒瑞特（Maïa
Mazaurette）持續在世界報專欄寫專欄
「麥雅談性」（Le sexe selon Maïa），經常是
世界報網站文章中點擊率和評論數最高的。
麥雅經常在專欄談論性別身體表現、性行為
與性幻想，她的言論與分析，無論是關於性
別的概念，或是性快感、危險性刺激、性誘
惑等，在「我也是」（#MeToo）運動中都激
起廣泛的討論。麥雅的中心信仰：性應該使
人凝聚，而非使人分裂。

RIGHTS SOLD
葡萄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5000冊
9782732491707 | 2020 | 234 pages | 17x22,5 cm | 22.90 €

國外版權 Séverine Zorzetto : szorzetto@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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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cuisine bio et zéro déchet :
58 recettes végétariennes pour cuisiner
responsable et mieux se nourrir

Mes soupes bio et zéro déchet :
75 recettes de veloutés, soupes
et accompagnements gourmands

我的有機
且零廢棄廚房

Delphine Pocard
零廢棄食材料理，
美味又健康

五十二 道素食料理
食譜：追求更營養且
不傷害地球生態的
飲食習慣
戴芬妮・波卡（Delphine Pocard）成長於一
個熱愛料理的家庭，一個總是盡可能避免浪
費食材並且使用有機種植食材的家庭。因為
這樣的家庭教育，讓她學會了一種更負責任
的處理食材方式，不僅更營養也更經濟！搭
配作者親自精心拍攝的照片，本書五十二道
有機與零廢棄食譜提倡一種更健康、美味且
有趣的料理方式。

我的有機
且零廢棄湯品
七十五 道濃湯、
湯品與副菜食譜
Stéphanie Faustin
原創湯品食譜：
全年都能盡情享受
的湯品

簡單又可以快速製作的湯品，不管是切塊或
攪碎、熱食或冷食、鹹或甜、加了香料，熟
食或生食，湯品料理可以千變萬化，滿足不
同味蕾並且令人驚艷。在本書中，史蒂芬
妮・佛斯汀（Stéphanie Faustin）提供了七
十五道色彩豐富且令人驚奇的湯品食譜，以
及不同的撒料和搭配湯品的小點。
9782374251899 | 2019 | 144 pages | 17x22 cm | 13.90 €

9782374251585 | 2019 | 128 pages | 17x22 cm | 13.90 €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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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www.albin-michel.fr
La clé de votre énergie :
22 protocoles pour vous liberer
émotionnel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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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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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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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www.fayard.fr
L'Eco-anxiété : Vivre sereinement dans
un monde abimé

環境焦慮
環境焦慮，是指因為環境中熟悉元素被破壞
而產生的心理傷痛。環境健康博士愛莉絲．
戴比歐（Alice Desbiolles）在書中帶領讀者發
現環境焦慮背後的心理、社會和文化機制，
也對現代文明中出現的這種新症候進行全球
性診斷。如此一來讀者將得以重回正途，重
新思考每一個人的行動選項（包括個人的和
集體性的）。

Alice Desbiolles
如何從被動感受環
境焦慮，到成為環保
行動者，改變自己
所處的世界。

9782213717203 | 2020 | 240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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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http://editions.flammarion.com
Dialogue avec les signes du zodiaque

與十二星
座對話

Elke Faraone
一本原創的全新星
座指引，詳細檢視每
個星座，讓您更加
了解自我。

牡羊座會怎麼說話？巨蟹座和家人的關係如
何？什麼事會讓雙子座感到幸福？獅子座會
出現哪些病理癥狀？如何吸引一個天秤座？
水瓶座如何看待友誼？最重要的問題：天蠍
座為什麼是最完美的星座？作者表示：「這
本指南讓不同星座出來說話，就像我在訪問
他們一樣。透過我的提問，讀者可以走入他
們的內心深處。」
Pygmalion | 9782756432779 | 2020 | 576 pages
14x22 cm | 19.9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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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issez jeunesse !

Laurent Alexandre
面對崩潰主義的
人性解答

Ma vie en rouge et blanc

享受青春吧！

紅白人生

如何才能在不被綠色狂熱主義壓垮的情況
下，針對氣候和環境進行理性、進步和人文
的討論呢？崩潰學的漂移會導致我們輸掉科
技戰。如果打著保護自然名號，拒絕創新的
話，那麼面對中國和美國兩巨頭的崛起，我
們只能被歷史遺忘。法國應該擺脫錯誤的理
念，再次信任文明的進步。這必須由年輕人
來實踐，面對保護生態危言聳聽所導致政治
暴力，不應該輕易讓步。我們不是在世界末
日的前夕，人類的冒險才剛剛開始！

阿爾塞納．溫格——大家都稱呼他為「教
授」——他在足球比賽時的戰略、嚴謹的態度
跟創新思維，在足球界留下了響亮的名號，並
將足球教練這個職業變成了一門藝術。這位來自
阿爾薩斯的迪特勒南（Duttlenheim）的小孩，
如何成為眾多備受尊敬的足球教練之一？他又
是怎麼在兵工廠足球俱樂部創造了傳奇的無敵
隊？他是如何將70名員工且贏得多個獎項的傳
統老俱樂部，策畫改革成700名員工的俱樂部？
阿爾塞納．溫格提到他待過的每一傢俱樂部——
從坎城的足球協會到兵工廠，中間經歷了南西、
摩納哥和日本名古屋——每一次的相遇都具有決
定性。他引領自己的球員達到巔峰：喬治．維
阿、利利安．圖拉姆、伊曼紐．珀蒂、蒂埃里．
亨利、尼古拉．安耐卡等等。他在本書分享他最
重要的時刻，贏得的球賽和糟糕的失敗經驗，並
對足球運動的黯淡沒落分享自己的看法。阿爾塞
納帶將給我們充滿熱情的生命和珍貴人生經驗。

9782709666954 | 2020 | 445 pages | 23x14 cm | 20.90 €

Arsene Wenger
神話般的足球教練，
優秀的球隊經理溫格
第的首次出書

RIGHTS SOLD

德文、中文（簡體）、韓文、西班牙文、
芬蘭文、匈牙利文、義大利文、日文、荷蘭文、
波蘭文、俄羅斯文、斯洛伐尼亞語、
中文（繁體）、英文

9782709666336 | 2020 | 270 pages | 22x14 cm | 20.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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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4 temps de la renaissance :
Le stress post-traumatique
n'est pas une fatalité

重生的
四個時刻

擺脫創傷壓
力症候群的命運
Michel Lejoyeux
在這個疫情肆虐的
時刻，如何保有韌性
和正能量？

即使全世界都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是每個人
經歷的過程都不同，我們也不必因為疫情灰頭
土臉。後疫情時代跟創傷壓力都不是命中注定
的。我們懂得運用隔離政策，那我們也可以運
用思考和經驗，幫助我們在這個艱難的時代一
起抵抗疫情並獲得重生。四個重生的時刻，四
種情感語法，幫助我們克服過去式，檢視過度
焦慮的現在式，以現實樂觀的角度預見更美好
的未來式，最後用進行式充實漫長空虛的時間。
勒羅耶（Lejoyeux）教授運用近期針對腦部的心理
學、健康和生物學的研究，提供我們多種療法和
練習，讓自己與自己和解，並找到重生的方式。

9782709668316 | 2020 | 250 pages | 22x14 cm | 19.9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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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 le monde n'a pas eu la chance
de rater ses études : Comment devenir
libre, vivre à fond et réussir
en dehors du système

Coronavirus, quel minus !

冠狀病毒：
好個掃興討人
厭的東西！

不是每一個
人都有幸輟學

十個說給五到十歲小朋友的故事，解除他們
面對冠狀病毒、隔離封城和其他疫情造成的
日常生活改變時的焦慮。提供家長許多有用
的建議，讓他們用影像化的、詩意的方法和
孩子們談話，減輕小朋友的擔憂與害怕。

如何走出框框，得到自
由、活得多采多姿又成功
Olivier Roland
在體制外自由、
成功又盡情生活
的關鍵！

寫給那些想要擺脫上班、下班、睡覺千篇一律的
生活，得到自由、活得多采多姿又成功的人。提
供實際可行的方法幫助你達成目的。作者同時指
出當前教育體系可能妨礙個人成長，並給予建議
以最低的風險創業，避免人生觸礁。本書提出三
條必勝原則成為聰明的叛逆者：正向懷疑主義、
尋找替代方案、帕累托八二法則。如何一邊提
升自我技能同時快樂學習、如何增進IQ、EQ和
專注力。書中並舉實際案例，讓你在創業時可
以參考。

Sophie Carquain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9360 | 2020 | 160 pages
13x18 cm | 14.90 €

弗朗索瓦絲．多爾托
（Françoise Dolto）
曾說：「什麼都可以
談…重點是談的方
式」。

Alisio | 9782379350313 | 2019 | 587 pages
16,50x23 cm | 27.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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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z vos talents :
Ils peuvent changer le monde !

Et si la méditation était la solution ? :
Répondre aux besoins et desires des ados

啟動你的天賦

如果冥想正
是解決之道？

改變全世界！

回應青少年的需
求和慾望

一本啟動天賦的指南，讓你成為改變的
力量！
Alisio | 9782379351075 | 2020 | 518 pages
14,5x22,5 cm | 25.00 €

Mathieur Dardaillon

Mathieu Brégégère

啟動每個人的天賦，
讓你成為改變的
力量！

如何讓青少年心
平氣和。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書中首先介紹馬修的個人經歷，像是他
如何第一次接觸冥想，以及他跟不同學
校攜手進行的各種計畫。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493 | 2020 | 186 pages
15x21 cm | 17.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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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éthode chrono-dodo

Les constellations familiales :
Se libérer de son histoire,
accUEIllir son présent

孩童秒睡法

Aude Becquart
幫助你的孩子睡
得更好

作者發現許多父母花費非常多心力試圖陪伴
孩童入睡，然而卻全然不得其門而入，甚至
因小朋友的睡眠問題而產生罪咎感。其實別
忘了，上床睡覺首先是一種「分離」。因
此，即便使用的方法是善意而令孩童安心
的，如果養成一些無益於睡眠品質的習慣，
反而容易引起孩童用哭鬧來表示反對。在本
書中，她釐清孩童與家長所表達出來的情
緒，並說明該如何陪伴孩子入睡的關鍵。家
長可以依個別狀況調整所有的方法。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4655 | 2019 | 223 pages
15x21 cm | 17.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家庭系統排
列療法

如何從自己的過
去解脫，迎接當下
Jean-Christophe Benas
克服家族能量瓶頸的
強大方法。

重新探索自己的過去，讓自己解脫並找到正
確的角色位置。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656 | 2020 | 192 pages
15x21 cm | 17.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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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4 sagesses du yoga :
Trouvez votre trésor intérieur

Trouvez votre équilibre émotionnel
avec la Sophrologie : Stress, anxieté,
épuisement… 20 pratiques inédites
pour éviter que ça déborde

瑜珈的四
大智慧

用心理調節找
回心理平衡

找到深藏心底的寶藏

Stéphane Ayrault
讓瑜珈的智慧融入
你的生活

史蒂芬．艾羅（Stéphane Ayrault）在本書中
分享瑜珈的四大智慧，讓我們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達到內心平和。他讓讀者知道瑜珈不
只是拜日式或其他體位，而是一種當代性十
足的靈修方式，幫助我們快樂並找到內在的
寶藏。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953 | 2020 | 253 pages
15x21 cm | 17.00 €

壓力、焦慮、疲勞…
二十個避免崩潰的方法
Catherine Aliotta
發現心理調節的
神奇力量。

一天當中，我們的情緒都不斷在變：從開心到生
氣、傷心到害怕，每一種情緒都是真實的，就連
負面情緒也是。然而，當情緒潰堤的時候，該
怎麼辦？這時候心裡調節或許是找回平靜最自
然的方法。在書中凱特琳．艾瑠塔（Catherine
Aliotta）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重點解說情緒的機制，
以及情緒對我們身體的影響。她在書中提供一個
測驗讓讀者知道自己的情緒模式：如此一來就能
了解自己如何面對情緒，也才能在自己被情緒淹
沒之前，先一步接納它們。接著，作者教導一系
列放鬆動作和視覺化練習，讓你重拾平靜狀態。
配有豐富插圖，是與情緒共處、找回優遊自在不
可或缺的最佳拍檔。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486 | 2020 | 223 pages |
15x21 cm | 18.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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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s de guérisseuse :
Renouer avec les pouvoirs
extraordinaires de votre energie

Histoires du soir pour les adultes
qui ont peur du noir : Des histoires
méditatives pour le bien-être psychique

療癒的秘密

說給怕黑的大
人的床邊故事

重新連結內在不
可思議的力量

Lila Rhiyourhi
善用磁場療癒自己，
預防疾病。

自遠古以來全球各地代代相傳著各種動作、
祈禱、咒語可以減緩疼痛、治療扭傷或和緩
燒燙傷。多年來這樣的傳承都是秘密進行
的，彷彿說出來就不靈了。事到如今，該是
時候讓人人都成為療癒者，幫助我們的朋友
和家人，讓相關知識可以分享給多數人而不
僅限於少數幸運者。該是時候跟所有人分享
這些資訊、祈禱和有效的療法。

引人省思、療癒
心靈的故事
Anne-Charlotte Sangam
適合睡前閱讀的
療癒故事。

誰說只有小朋友可以聽故事睡覺？大人在經
歷了一天的勞累後也該享有這段讓他們放鬆
的溫馨時刻。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731 | 2020 | 127 pages
17x22 cm | 14.90 €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6758 | 2020 | 277 pages
15x21 cm | 18.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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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réaliser grâce aux anges :
Accueillir leurs messages pour
retrouver sa lumière intérieure

讓天使協助你
實現自我
接受天使的訊息，
找回內在的光芒
Virginie Robert
與你的守護天使
對話。

在一次車禍後，維吉妮．羅伯（Virginie
Robert）突然可以聽得別人聽不到的聲音。
從此揭開了她傾聽天使們珍貴訊息與教誨的
時光。在本書中，這位天使療癒專家首次選
擇在不違逆上天指示的原則下，分享她學到
的東西。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632 | 2020 | 173 pages
15x21 cm | 17.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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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ps en yoga :
À la lumière de l'anatomie pour
une pratique plus consciente
et plus respectueuse

Guide des compléments
alimentaires pour sportifs

運動員的
營養補給指南

做瑜伽的身體

藉助解剖學，更有
意識且正確的練瑜伽
Pascale Jaillard
Dorothée Hrmo
學習如何在練瑜伽時
正確的擺放身體。

練瑜伽時，擁有基本的解剖學知識相當重
要。除了教導如何正確擺放骨盆、脊椎、以
及肩胛骨鎖骨等構成的胸帶，以建立穩固的
基本姿勢，本書提供許多瑜伽教學，說明有
爭議的論點，並附超過兩百張一目瞭然的解
剖圖與示意圖。這本必備的指南有助您更了
解瑜伽運動中的身體，不只適合瑜伽教師，
也適合學員使用。
9782711426003 | 2020 | 240 pages | 21x21 cm | 25.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Frédé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
給尋求調整營養補給
以改善表現的運動
員的指南。

這本運動員必備的營養手冊以深厚的科學研
究為基礎，解釋營養補給品的作用。透過本
書，運動員將可學會如何選擇營養品，了解
哪些營養品會有所助益，以及如何判斷正確
的劑量。從特定的體能目標到防止受傷，這
本指南對認真想要提高體能表現的運動員是
不可或缺的。

RIGHTS SOLD

波蘭文、西班牙文
9782711425501 | 2019 | 208 pages
19,5x25,5 cm | 21.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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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de musculation pour les sportifs

運動員肌肉鍛
鍊指南

Frédé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
如何使您的訓練
效果最大化。

肌肉強化運動在運動員的訓練中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練習不只可以強化肌肉，也可以用
來熱身或在訓練後讓身體更快恢復。這本指
南比較不同運動領域中，高階運動員的肌肉
型態特性，推薦一些練習及其變化，並詳細
說明，同時提供一系列鍛鍊計畫以及適用於
不同運動的個別強化目標。

RIGHTS SOLD
英文

9782711425280 | 2019 | 288 pages
19,5x25,5 cm | 24.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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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ois pour broder
les indispensables de bébé :
20 Projets dans l'air du temps
pour équiper bébé

Couture maison durable :
20 projets zéro déchet
pour remplacer les objets jetables
du quotidien

九個月縫
出寶寶需要的
一切

居家縫
紉做環保

二十個縫紉計畫取代
家中的拋棄式物品

二十個正夯的縫紉計畫
Sarah Despoisse
為寶寶發揮創意。

懷孕期間時光彷彿慢了下來，適合讓妳發揮
創意。該是時候動動手，讓身體休息並準備
寶寶的到來。能夠自己縫出寶寶裝，多快
樂呀！

Sarah Despoisse
自己縫出日常用品。

創意製品：側背袋、束口布袋、蛋糕提袋、
保鮮布蓋、點心布袋、卸妝布、肥皂袋、
碎布製的花冠吊飾、小毯方巾、布製花束…
L'Inédite | 9782350323848 | 2020 | 93 pages
22x22 cm | 19.00 €

L'Inédite | 9782350323831 | 2020 | 102 pages
21,5x28,5 cm | 23.0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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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tylo 3D :
Dessiner en trois dimensions

Réussir ses galops 1 à 4 :
Préparation aux examens fédéraux
d'équitation

3D列印筆

「GALOP馬
術考試」一至四
級教戰手冊

繪製3D藝術品

Marie Rauzy
介紹3D列印筆這種
新工具的使用技巧，
期待已久的一本書！

以3D列印筆繪圖是一種嶄新的技術，它不
需要運用太多特殊技巧，許多藝術家都躍躍
欲試。本書向您介紹如何選擇並使用合適的
工具，提供實用的練習，並輔以插圖一步一
步分解教學，讓您學會製作3D作品。從平
面繪製到立體造型，還可學習製作面具與裝
飾性設計，這本書充滿創意，為您帶來豐沛
靈感。
Ulisse | 9782844152626 | 2020 | 80 pages
19x26 cm | 14.90 €

官方教材
Guillaume Henry
通過Galop一至四
級考試不可不知的複
習重點。

這本手冊包含「Galop馬術考試」一至四級的
完整內容，可輔助馬術學生精進其騎馬、牽
馬步行、照顧及控制一般馬或小馬的技術。
課程內容簡單易懂且詳盡，提供重要資訊及
關鍵技巧，並附超過一百五十張插圖及五十
部教學影片。本教材是您晉升馬上好手的關
鍵之鑰！
9782711425532 | 2019 | 224 pages | 19,5x26 cm | 22.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5...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休閒

藝術與精裝書 漫畫與圖像小說 童書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Pastel sec :
Visages du monde

50 activités à faire avec les végétaux

乾粉彩

五十種植
物創作

好的肖像能表現模特兒的靈魂，講出人物的
故事。而指繪粉彩的技巧又特別適合表現情
感。這本圖解教材帶您了解粉彩工具及基本
材料，提供分解步驟的教學說明，並帶您仔
細觀察世界各地臉部肖像的差異。透過本
書，您將了解以粉彩繪製寫實肖像的必備
技巧。

本書提供您豐富的全天然素材手工藝創作靈
感，教您利用植物進行藝術設計、美妝、家
居裝飾……。您可學會用植物編織，或製作
天然植物染料等等。五十多個創作範例中皆
包含所需的植物材料以及詳細的製作步驟，
搭配一目瞭然的插圖，更能豐富您的想像。
看了這些創作範例，讀者們想必也會躍躍欲
試，想發揮自己的創造力！

世界的臉龐

Ève Roussel
學習使用乾粉彩畫
出栩栩如生且富有生
命力的人物肖像。

Ulisse | 9782844152510 | 2020 | 128 pages
12,5x28 cm | 19.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Christelle Bonnal
利用全天然素材，
製作五十樣手工藝
作品。

9782711425785 | 2020 | 144 pages | 17x24 cm | 14.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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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age du corps humain :
Pieds, mains, tête

La peinture à l'aérographe :
Techniques et réalisations

人體雕塑

噴筆畫

一般而言，頭、手與腳是最難雕塑的人體部
位。這本教材以豐富的圖片向讀者介紹這些
人體部位的解剖構造，並解釋如何一步一步
完成作品，藉助作者獨到的建議，保證您可
以做出精確又寫實的效果，並避免常見的錯
誤。不論您是初學者或經驗豐富的雕塑家，
本書都是您提升細節表現水準不可或缺的
指南。

這本全圖解教材帶領初學者進入噴筆畫的世
界，並幫助有經驗的藝術家精進技巧。作者
仔細說明十一種創作範例，介紹噴筆畫的常
見問題：如噴筆的使用方式、如何創造立體
感、如何避免及挽救錯誤。這本教材可幫助
藝術創作者熟悉噴筆畫技巧，從模仿範例提
升至創作屬於自己的藝術。

手、腳、頭篇

Philippe Chazot
學習雕塑最難表現
的人體部位：腳、
手與頭。

RIGHTS SOLD

德文、簡體中文、荷蘭文

技法與繪製

Jean-Jacques Gondo
學習噴筆畫的基
本技巧。

Ulisse | 9782844152541 | 2019 | 80 pages
19x26 cm | 14.90 €

Ulisse | 9782844152619 | 2020 | 80 pages
19x26 cm | 14.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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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dessine des animaux :
65 modèles d'animaux sauvages,
de la ferme et bébés animaux !

Je dessine des plantes superjolies

我會畫色
彩繽紛的植物

我會畫動物

六十五種野生動物、
農場動物與動物
寶寶造型！
Thierry Beaudenon
學習畫出各種外形
與大小的動物。

動物的外觀和體型變化多端，有可愛的小動
物，也有強壯的大型動物。這本書教您如何
畫出各種動物的小寶寶，以及各種野生動物
與農場動物。超過六十組分解圖，帶您從第
一筆開始輕鬆畫出自己喜愛的動物。您只需
要準備一隻鉛筆、一張紙，就能把簡單的線
條與形狀轉化為逼真的形象。初學者的最佳
選擇！

RIGHTS SOLD

Victoria Dorche

打開本書，學習如何畫下形狀與色彩變化多
端的大自然。如果您是充滿熱忱的業餘藝術
愛好者，本書將詳盡介紹各種基本工具、八
十種適合繪畫的花朵與植物，並提供構圖建
議。在作者充滿魅力的圖像風格下，您將會
感受到一種不受傳統規範拘束的自由，展開
屬於自己的植物繪畫之旅。
9782711425815 | 2020 | 112 pages | 19,5x21 cm | 14.90 €

一步一步學習如何
描繪美麗的花朵與各
種植物，並為他
們上色。

英文

9782711422579 | 2013 | 144 pages | 22x31 cm | 14.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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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élisme et couture (vol. 1) :
Maîtriser les bases du patron,
de la coupe à plat et de l'assemblage

Jeux d'aquarelle :
Technique de « l'humide sur humide »

水彩好好玩

打版與縫紉
（第一冊）

濕水彩技巧

掌握紙樣、平面剪
裁與縫製的基礎技巧
Patrick Genevey
介紹時裝設計基礎
知識的教材。

由巴黎時裝學校教授撰寫，本書為熱愛時
尚的讀者（不論您是業餘愛好者或未來的
職人）詳加解說設計紙樣的關鍵知識。讀者
可以在書中找到實用建議與圖解引導，學習
如何製作各種服裝，包括長褲、裙子及不同
種類的袖子，是學習專業打版技術的基本入
門書。

Isabelle Gagneux
一邊玩一邊學習並提
升您的濕水彩技巧。

學會調配水、紙張與墨水的組合並非易事，
但是這本書提供各種有趣的練習，幫助您學
習水彩的基本技巧。藝術創作者亦可從中找
到許多教學活動，以及針對許多水彩作品所
使用技巧的詳盡解說。不論是初學水彩者或
是有經驗的畫家，這本搭配生動彩圖的教材
一定能為您來帶豐富靈感！
Ulisse | 9782844152527 | 2019 | 128 pages
21,5 28 cm | 19.90 €

9782711424238 | 2017 | 272 pages
19,5x27,5 cm | 39.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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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einture à l'huile :
Peinture au couteau

Survivre : Apprendre à faire face

生存技巧

油畫

野外危機處理

畫刀創作技法

Nelly Lestrade
一步一步學習以油
畫刀繪製油畫。

從烏雲密佈的天空到柔嫰的花苞，只要運用
一把油畫刀，藉由不同的位置、角度和力
道，都能畫得出來。透過圖解示範，本書教
您油畫刀的基本技巧，並解說如何製造空間
深度與立體感，如何利用特別的色彩組合、
倒影、陰影、動態來創造畫面氛圍，使用油
畫刀完成一幅精彩的作品。
Ulisse | 9782844152596 | 2020 | 128 pages
21,5x26,8 cm | 19.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無論是為戶外健行或可能的天災未雨綢繆，
預做準備才是上策。這本圖解實用指南教您
如何具備野外求生的基本技能。書中介紹讓
身心快速做出反應的技巧、需要鍛鍊的技
能，以及必須帶在身邊的基本裝備。這本
指南可以幫助您做好準備，度過一切災難，
成功在野外存活。

Claude Lux

9782711425181 | 2019 | 144 pages | 15x21 cm | 14.90 €

這本實用指南提供
您在野外遭遇危險時
的關鍵指引。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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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z l'abstrait :
Techniques et expression personnelle

1 000 Trucs & astuces du cavalier

給騎士的一
千個錦囊妙計

第一次畫
抽象畫就上手
技法與個人風格

Juliane Quérard-Schack
學習如何構思一
幅抽象畫，並發展具
有個人色彩與創意
的表達方式。

對抽象畫創作而言，色彩、形狀、線條和主
題的交互作用非常重要。這本書為有心成為
抽象畫家的讀者介紹其基本概念（如構圖與
平衡）、並鼓勵創作者發揮個人創意。讀者
可在書中找到各種練習、技法解說與許多可
啟發靈感的藝術作品。快來鍛鍊您的抽象畫
技巧，自由展現您的創作風格吧！

RIGHTS SOLD

Claude Lux
每位騎士必備的書！

不論是初學者、資深騎士或專業騎士，都會
經常遇到關於服裝、馬術裝備、交通、訓練
或調教的困難或疑問。本書提供讀者實用解
答，和幫助您省下時間、節省開支及協助他
人的訣竅。這本給騎士的全圖解必備指南為
修訂增補後的第七版，最佳的馬術建議盡在
其中。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9782711425884 | 2020 | 192 pages | 17x24 cm | 19.90 €

簡體中文

Ulisse | 9782844152572 | 2019 | 80 pages
19x26 cm | 14.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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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50 jeux et activités
pour éduquer votre cheval

Le Modelage : Têtes et expressions

雕塑技法

訓練馬匹的五十
種遊戲與活動（
第二版）

Claude Lux
讓馬兒與騎士拉近關
係的教育性遊戲。

透過書中有趣且富教育作用的活動，和您的
馬兒建立默契。這本全圖解指南提供您五十
種遊戲與活動，分為三種難度，並附多篇
「專家建議」，讓您能順利進行這些活動。
不論您是初學者還是已受過訓練的騎士，這
本書適合每個希望與馬兒建立關係，並在遊
戲中達到訓練效果的人！
9782711425365 | 2019 | 128 pages | 17x24 cm | 19.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頭部與臉部表情篇
肖像是雕塑中相當重要的練習項目，因為肖
像是學習忠實表現比例的最佳途徑。這本圖
解教材提供您必要的工具、多種收尾技巧，
並解釋頭部的解剖構造與比例。書中示範如
何表現人的基本情緒，並依照製作步驟分解
說明。不論您是初學者或有經驗的創作者，
本書都是您學習肖像雕塑不可或缺的指南。

Berit Hildre
透過圖解教材，
按部就班學習雕塑
逼真的人臉肖像。

RIGHTS SOLD

德文、英文、簡體中文、荷蘭文
Ulisse | 9782844152534 | 2019 | 80 pages
19x26 cm | 14.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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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Le Modelage : Les animaux

Le stretching pour votre cheval :
Des mouvements simples et sans risque
pour le bien être de votre monture

雕塑技法

馬匹伸展運動

動物篇

幾個簡單安全的動作，
讓您的馬舒服又健康

從簡單的型態著手，您也能做出一流的動物
雕塑。這本教材介紹重要的雕塑技巧、工具
與必備材料清單，藉由分解步驟的圖解教
學，加上獨到的建議，讓您理解如何造就栩
栩如生的效果。不論是雕塑初學者或經驗豐
富的創作者，都可以透過本書簡單易懂的方
法創造出逼真的作品。

Philippe Chazot
一步一步學習雕
刻動物。

RIGHTS SOLD

德文、簡體中文
Ulisse | 9782844152589 | 2019 | 80 pages
19x26 cm | 14.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Jean-Michel Boudard
改善馬匹的表現，
舒緩牠的疼痛。

以整骨療法、神經肌肉學及伸展運動技巧為
基礎所發展出的馬匹伸展運動，對馬的暖
身、恢復及復健都至關重要。本書解說實施
伸展運動需知的解剖學及生理學基礎知識，
內含超過一百張實拍照片，呈現照顧馬兒健
康時的基本手法。除了照護知識，騎士亦可
藉由本書增進對馬匹的了解。
9782711425891 | 2020 | 128 pages | 24x17 cm | 25.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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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Initiation au shiatsu pour chevaux

馬匹指壓入門
指壓療法結合了伸展運動及肢體旋轉等多種
手法，對所有馬匹都有助益。本書詳盡介紹
何謂指壓療法與傳統中醫，以及實用的圖解
療法教學，可按步驟學習。騎士可藉由本書
了解如何利用馬匹指壓療法來改善馬兒的健
康狀況。
9782711425969 | 2020 | 176 pages | 17x24 cm | 26.00 €

Christelle Pernot
指壓是一種溫和的照
護方法，讓馬匹能維
持最佳的身體狀態。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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