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EI

翻譯／校對：王卉文、李欣怡、何韋儒、林詩雅、翁士博、孫祥珊、陳郁雯、許惇純、詹文碩、賴亭卉、賴冠琳、薛智云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 2021 台北國際書展－法國出版協會參展書籍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115, bd Saint-Germain - 75006 Paris, France
t. +33 (0)1 44 41 13 13 - f. +33 (0)1 46 34 63 83
info@bief.org - www.bief.org

Balivernes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一位朋友

比十位仙女更棒

一個相反的故事

浩瀚宇宙

仙子先生

海底兩萬里

 訴我，什麼是
告
快樂呢？

直到最後一頁

圖片寶盒
小氣國王

變色獅
貓咪的冒險

小狐狸的四季

 希豪森男爵
閔
的驚奇探險

形狀玩什麼？

雨中島

愛人之書

骨頭魔法師

春天的生日

鳥類們

Balivernes
www.balivernes.com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Balivernes
童書

Christos
Charlotte Cottereau
一段講述我們與
動物之間的情誼和
友誼的故事

Un ami

Une histoire de contraires

童書

一位朋友
皮耶想要一隻寵物。「什麼動物呢？」
爸爸問。皮耶回答：「一隻海馬！」於
是爸爸打造了一個深海潛艇，接著他們
潛入海中、探索海底世界。一路上他們
看見許多不可思議的海洋生物，直到他
們來到一座巨大的珊瑚礁，這裡群居著
許多海馬家庭。然而要帶走哪一隻呢？
當然不能偷走一個海馬寶寶，也不行強
行擄走小海馬的爸爸媽嗎，那麼皮耶究
竟想怎麼做？
9782350671734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一個相反
的故事

Tullio Corda
在左頁只有一個單
字，然而在對面的那
頁，你將看見關於貓
跟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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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當貓咪醒來時，狗還在呼呼大
睡，而這不只是他們之間一連串相反
事件的起點。貓咪勇敢無畏、狗則是有
點怯懦。當狗追貓時，一個行動遲緩，
另一個則動作敏捷！當牠們將屋子內搞
得天翻地覆後來到室外，這時貓想要
抓住一隻鳥，然而事情卻與預料中的
不同……那麼貓和狗到底是敵人或是朋
友呢？
RIGHTS SOLD
英文(美國)
9782350671918 | 2020 | 32 pages | 20x26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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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vernes
Monsieur Fée

童書

仙子先生

Morgane de Cadier
Florian Pigé
世界上有很多位仙
子，家庭仙子、勇氣
仙子，當然還有更多
不同的仙子，其中也
有「仙子先生」！

Dis, c'est quoi le bonheur ?

童書

仙子先生和其它生活在森林裡的仙子不
一樣。當他試著模仿親親仙子在相愛的
人臉上留下吻，卻只引發了人們爆笑。
當他試圖和療傷仙子一樣變出繃帶，卻
將樹木變成棉花糖。仙子先生抱持著聊
勝於無的心情，他來到一座灰溜溜的城
市，在這裡的每個人都很悲傷。在那
裡，他所犯的錯誤使牆壁染上了顏色，
為人們帶來笑容！到頭來，也許他還
是擁有某種能力的……
RIGHTS SOLD
英文(美國)
9782350671567 | 2018 | 36 pages | 24x24 cm | 13.00 €

告訴我，什麼
是快樂呢？

Emma Robert
Romain Lubière
對你來說，什麼是
快樂呢？

一隻小兔子前去拜訪了附近的生命們，
並向他們提問：「什麼是快樂呢？」對
於花朵來說，感受到太陽光溫柔的溫暖
它的花辮便是快樂；對高大的橡樹來
說，快樂是感受到自己美麗又雄壯；對
鳥兒來說，自在的翱翔就是快樂；而對
於大熊來說，沒有比大啖蜂蜜更快樂的
事情。在和其它的動物交談後，小兔子
在一個孩子身上了解到快樂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形式。
RIGHTS SOLD
丹麥文
9782350671871 | 2020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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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vernes
杜普里系列
童書

La boîte à images : Les Toupouris (vol. 1)

圖片寶盒

Le roi radin

童書

小氣國王

杜普里系列第一冊

Michaël Escoffier
Alexandre Bourdier
野人幾乎只是我們相
信存在的存在，也許
甚至更稀少一點！

某天，一位探險家來到講著單一語言、
傳說生物杜普里的村落。當探險家發現
杜普里首領令人驚豔的珠寶，便心生渴
望，首領甚至向他展示了到哪裡可以找
到像他這樣美麗的金銀財寶：寶藏就藏
在高聳的岩石山頂、巨鳥大克拉多的
巢穴。首領甚至告訴探險家自己是如
何偷到這些戰利品的，然而當探險家
按照首領的指引奪寶時，卻獲得慘痛的
教訓……
9782350671949 | 2019 | 36 pages | 23x17,3 cm | 9.90 €

Cédric Janvier
Marlène Verglas
我們永遠不該對外
表感到驕傲，也不該
瞧不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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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早上，驢子清晨便醒來了，他沿路
朝著村莊而去並遇見了母雞。「驢子，
你要去哪呢？」「我要去為小氣國王買
東西。」驢子答到。母雞想著只有愚蠢
的驢子才會在這難走的道路上去做這種
苦差事，於是便用兩顆新鮮的雞蛋與驢
子交換，讓他坐在驢背上與他同行。之
後，他們遇到了鴨子、小豬和兔子，他
們也佔了驢子的便宜，騎到了驢背上跟
母雞會合，然而驢子並不如大家所想像
的那樣愚蠢……
9782350671741 | 2019 | 32 pages | 31x22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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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狐狸系列
Les quatre saisons de Petit Renard

童書

小狐狸的四季

A quoi jouent les formes ?

童書

形狀玩什麼？

今天天氣好冷。小狐狸正在睡夢中，這
時一片雪花掉落在的臉上，吵醒了牠。
小狐狸接著穿梭在四季之中，並邂逅了
與之極其相似的女孩小狐狸。當冬天、
春天、夏天、秋天接連過去，一年的光
陰隨之流轉，小狐狸也長大了。

這是一個簡單卻溫馨的小故事，讓孩子
們伴隨著矩型的一天探索不同的形狀，
並幫助矩型找到新朋友一起玩！
9782350671123 | 2015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RIGHTS SOLD
韓文、中文

Nicolas Gouny
冬天、春天、夏天、
秋天，然後又是冬
天，探索四季的同時
我們也經歷了成長。

9782350671666 | 2018 | 32 pages | 24x24 cm | 13.00 €

Coralie Saudo
Nicolas Gouny
矩形看幾來很無
聊…… 那我來幫它
畫個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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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moureux du livre

童書

童書

愛人之書

Frédéric Laurent
只有讀者可以使他
們相遇，因為這本書
中藏有一點點神奇
的魔力。

他，住在書本的左側；她，住在書本
的右側。他深愛著她，她深愛著他。但
他們之間絲毫沒有問題嗎？錯了，他們
之間有著大大大的問題！在他們之間橫
跨著難以克服、無法跨越的鴻溝：書本
的中線！即便他們看起來並不覺得這是
件嚴重的事，然而當人們相愛時，他們
必須要能一起共度時光、相互擁抱和親
吻…… 那個書中的兩位主角究竟該如何
相聚呢？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義大利文
9782350671963 | 2020 | 40 pages | 24x24 cm | 14.00 €

Roxane Marie Galliez
Eric Puybaret
一段神話故事和一
段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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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naissance du printemps

春天的生日
歷史從人類到來前便開始了，那時世界
上只有神祇存在：小仙子、小精靈、神
明、半獸神、泰坦巨人……每一個族群
都擁有一個力量，而在他們之中，美人
歐麗泰亞透過舞蹈和手勢動作為生命添
加色彩。除此之外還有玻瑞阿斯，野性
的風，他性格火爆、無人能控制…… 這
兩個極為不同的存在卻擄獲了彼此的
心，他們之間曾經面臨失去和重逢，最
終相愛。
9782350671444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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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ux que dix fées

童書

比十位仙
女更棒

Lenia Major
Cathy Delanssay
遇見一位仙女，實在
是太好了；十位仙女
齊聚一堂，簡直是奇
蹟！然而，實際上還
有更棒的存在呢！

Dans l'espace infini

童書

靠近一點，我要向你介紹十位仙女，
每一位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能。親親仙
女，她可以在妳傷心的時候安慰你；
還有仙女可以在夜晚為你說故事、為你
治療傷口……但其實有一個你認識的人
擁有這些仙女所有的能力。這個人是比
十位仙子加起來更棒的存在，猜猜是
誰呢？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9782350671369 | 2017 | 32 pages | 22x16,5 cm | 10.00 €

浩瀚宇宙
宇宙距離我們是如此靠近，它蔓延至
無境處，有許多衛星在我們頭上幾公里
處環繞，月亮守護我們的夜晚，而太陽
則是整個星系的主宰，其他的行星則是
我們相鄰的鄰居。然而在那之外還有銀
河、黑洞、即將在超新星爆炸中死亡的
星星，甚至其它的星系，宇宙蘊藏了各
種美而壯麗的景致。

Laurie Cohen
Marjorie Béal
一場從地球出發到宇
宙邊際、充滿想像的
旅程即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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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350671260 | 2016 | 48 pages | 21,7x31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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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幼兒的經典作品
童書

d'après Jules Verne
adapt. Pierre Crooks
Marjorie Béal
即便是最年幼的
孩子都能藉由此書
認識尼莫船長和他知
名的潛水艇。

20 000 lieues sous les mers

海底兩萬里
有海怪攻擊了船隻！阿龍那斯教授
希望能找到這隻海怪！喔！是海
怪！不對，那是艘潛艇！駕駛人正
是尼莫船長。所有的人一起探索海
底世界並遭遇了一隻巨型烏賊的攻
擊。阿龍那斯和朋友等人急忙閃
避，然而這時尼莫船長去哪了呢？
引自朱爾‧凡納的知名小說，這部改編作
品為了年幼的讀者，以極短的句子譜寫
書中的故事。(獻給幼兒的經典作品系列
全套共六冊)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9782350671628 | 2018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Jusqu'à la dernière dernière page

童書

直到最後一頁

Laura Ferracioli
Alice Coppini
生命就是為了去
發現新的事物和展開
新的邂逅，因此，
我們必須跨出家門！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非常認真的作
家，他成天都關在家裡寫作，除了出
門買東西吃，其他哪也不去。然而有一
天，作家在超級市場遇到一位非常壞
的仙女，仙女向作家下了一個可怕的詛
咒：他將永遠失去他筆下每個故事的最
後一頁。至此，詛咒真的發生了：不是
最後一頁自己飛出了窗外，就是最後一
頁陰錯陽差記到了遙遠的國度，又或著
不小心被狗給吃了……
9782350671833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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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貓咪系列
Camélion

童書

童書

變色獅

Nicole Snitselaar
Coralie Saudo
小獅子有一圈可以變
化顏色的鬃毛，然而
有著這樣特別的能力
並不總是件好事……

小獅子有一圈可以變化顏色的鬃毛，
和牠的爸爸一模一樣，然而其他動物們
總是因為牠那顏色變來變去的鬃毛嘲笑
牠。河馬們嘲笑牠，鱷魚們被牠嚇到，
鸚鵡們看到牠就大笑…… 就連爸爸邀
請牠一起去打獵時，斑馬也一點都不怕
牠！有這樣特別的能力真不是件好事...
然而，與小獅子有共同點的變色龍願
意跟牠一起玩，甚至還幫牠取了一個超
可愛的綽號！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350671239 | 2016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Les chats Venturiers

貓咪的冒險
馮杜里耶貓咪們自始自終都期待能出
發遠行、尋找失落的寶藏或探索各個
大陸。在經歷了許多旅行後，他們新的
冒險將他們引領至埃及，尋找最神秘的
法老杜坦察統陵寢。在貓咪教授奴比的
協助下，他們發現了消失的金字塔，卻
仍然被塔中的黑暗迷宮陷阱給困住了。
牠們是否能成功找到寶藏並逃離呢？
系列第22本作品。

Stéphanie Dunand-Pallaz
Sophie Turrel
很久很久以前，
兩隻小貓咪始終在尋
找全新的冒險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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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350672045 | 2020 | 40 pages | 20x15 cm | 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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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vernes
童書

Les surprenantes et extraordinaires
aventures du baron de Münchhausen

Une île sous la pluie

童書

雨中島

閔希豪森男爵
的驚奇探險

d'après R.E. Raspe
adapt. Pierre Crooks
Federico Combi
和最具英雄特色、
荒誕的虛構角色一
同去冒險吧！

閔希豪森男爵的一生曲折，跟隨著本
書，一起看男爵是如何扮成北極熊、
一同參與他乘著砲彈攻打土耳其人的戰
役、和他一起前往海邊騎海馬，甚至眼
看他被颶風捲上了月球。也許你還將聽
見關於男爵是如何在火山中心遇見瓦爾
根的故事……
9782350671017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Morgane de Cadier
Florian Pigé
每個人身上都有值
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即便他們是如此的不
同甚至來自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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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終日下雨的島上住著一群舉止
高雅的貓咪。某天，一隻滑稽的貓游
泳來到島上。滑稽貓不懂得用雨傘，更
別說刀叉了，牠甚至毫不猶豫就跳進水
窪中。島上的貓試圖教滑稽貓正確的禮
儀，卻以失敗告終，最後他們選擇遠離
這個太過不一樣的存在。然而雨越下越
大，一場水災危機即將襲來。島上的貓
需要協助，他們需要某個會游泳且不怕
水的貓…….
RIGHTS SOLD
德文、荷蘭文、中文
9782350671185 | 2015 | 40 pages | 29,5x21 cm | 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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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語圖冊
童書

Éric Sanvoisin
Gilles Francescano
一個同時兼具哥德風
格和現代感的精采故
事，黑白交錯，悲傷
和樂觀交織其中！

Le magicien d'Os

骨頭魔法師
盧恩公主和魯恩王子的婚禮被粗暴地打
斷了，因一顆子彈擊中了王子的心臟。
公主悲傷欲絕，她跟隨著星象家的指
引，向邪惡的骨頭魔法師提出請求。魔
法師同意拯救魯恩的性命，但前提是盧
恩公主必須永遠留在他的身邊。在公主
接受了這個條件後，她被魔法師監禁在
他詭異的宅邸內。而醒來後的魯恩王子
感到悲痛萬分，並決心有朝一日要出發
去找回所愛。
9782350671758 | 2019 | 118 pages | 22x13 cm | 15.00 €

童書

Oiseaux

鳥類們
這本圖冊中的插圖以相當具新穎的拼
貼方式完成，使孩子能輕鬆理解其中
的內容。書中將字彙分別用不同的語言
轉譯，如：法文、英文、西班牙文、阿
拉伯文、日文、中文和世界語。本書鼓
勵從極年幼的孩子到普羅大眾讀者去探
索世界和新的語言，對於多國籍家庭或
想要讓幼兒認識家族根源的人們來說，
這也是極其有趣的一本作品。

Motomitsu Maehara
激發孩子的好奇心並
鼓勵他們探索世界不
同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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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英文(美國)
9782350671840 | 2019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