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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question du sujet :
Descartes et Wittgenstein

科學與科技

主體的問題

Pascale Gillot
有沒有可能透過一
場笛卡兒與維根斯坦
的對話重新思考主
體性認同的問題？

9782271119834 | 2020 | 208 pages | 15x23 cm | 25.00 €

人類
作者帶領我們潛入史前時代，進入一
個史前人類的思維，以幽默且近乎精神
分析的手法，體現史前人類對周遭世界
的感知如何使他們得以存活下來，並讓
我們更加了解在所有人科動物中，智人
這一屬的特殊性。

笛卡兒與維根斯坦
在這兩位傳統上對立的哲學家的思考
中，對於主體性都同樣地特別重視；
主體性不是一個明確之物，但也並非什
麼也不是。維根斯坦提出的思考經驗圍
繞著一種不指涉特定身體的現象經驗，
與笛卡兒分析形上的「我」（一個無關
身體的主體），進行一場對話。

Sapiens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François Bon
Aurore Callias
人科動物中，為何
只有人類存活繁衍至
今，而其他的人屬
都滅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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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271124197 | 2019 | 168 pages | 17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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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her
如何看待國界
的回歸？

Le retour des frontières

國界的回歸
新冠病毒讓我們重新體認國界的保護
功用。但怎麼看在此之前的幾年，國
界回歸的現象？重行邊境管制，不論在
事實或認知上，都是件好事；但需要被
審慎的詮釋與運用。事實上國界從未消
失（除了在旅人的心理地圖以外）。
邊界不只是抽象的線，而是整個組織制
度；即便能輕易地跨越並不表示它不存
在。消除國家與國家的分界，就是讓國
家消失。一個沒有疆界的世界是野蠻的
世界，伊斯蘭國的恐怖就是明證。
9782271133489 | 2020 | 64 pages | 12x17 cm | 6.00 €

人文社會科學

Après la philosophie :
Histoire et épistémologie
de la sociologie européenne

在哲學之後
歐洲社會學史與
其認識論

Marc Joly
社會學與心理學、
生物學一起重新定義
了過去康德分配給
哲學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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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意欲總結一個浩大研究，澄清社會
學之起源與其認識論現況；本研究旨在
理出一個統一的社會學範式，存在於多
種做社會學的方式（統計學、民族誌、
長期追蹤分析等）之上。
9782271131935 | 2020 | 568 pages | 15x23 cm | 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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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erre

人文社會科學

地球
本書由四位地質學家合撰，以豐富的圖
畫帶領讀者認識地球的組成，以及從地
殼斷層與板塊碰撞引發的地震，到火山
噴發至地表的深層岩石，與陸塊漂移等
所有地質現象，都將一一解密。
9782271124326 | 2019 | 180 pages | 17x21 cm | 18.00 €

Alexandre Schubnel
Donatien Mary
我們對於所居住
的這個星球和它地下
深藏的秘密認識
多少呢？

Nina Valbousquet
在梵蒂岡公開教宗
庇護十二世猶太大屠
殺期間的檔案之際，
不可或缺的必讀
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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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que et antisémite

天主教與反猶
本書深入傳統天主教教義派、教會法
西斯主義、和兩次大戰期間的極右派
民族主義，描述主張恢復君主制和天主
教國教地位的法蘭西運動鷹派分子、羅
馬尼亞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在紐約、倫
敦、哥本哈根、羅馬和柏林之間逃亡的
俄羅斯反共分子。這些反猶的天主教社
群，不只是傳統上基督徒的那種反猶，
而是到處放火，將反自由主義、反錫
安運動、反共運動和種族主義全都攪和
在一起。
9782271116956 | 2020 | 326 pages | 15x23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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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vention des religions

宗教的發明

人文社會科學

宗教史，不是神學，也不是任一宗教
的歷史。宗教史為西方思想世界之特
有，且受到基督信仰很深的影響。本書
呈現的是宗教這個概念在基督信仰中的
起源，並且揭露傳統的宗教史研究方法
所面臨的重大矛盾；這是一部批判的
論述，同時也引介當前在英倫時興的
「宗教的批判性研究」（« critical studies
of religion »）。

Daniel Dubuisson
破解那些用宗教解
釋宗教、原地轉圈的
假科學論點。

FIND OUT MORE
> 2020優異宗教研究獎－分析論述類

弱連結的力量
「弱連結」經常在倫理與政治思考中
被忽略，但卻是當今與他人關係和關注
他人的核心模式，不論在社群網絡中、
在文化圈、在我們與都會空間的關係
或是與環境的關係中、或甚至是在共同
的民主場域裡皆然。
9782271126221 | 2020 | 384 pages | 15x23 cm | 25.00 €

Alexandre Gefen
Sandra Laugier

RIGHTS SOLD
英文

Le pouvoir des liens faibles

「弱連結」概念探源

9782271124289 | 2020 | 240 pages | 15x23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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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Jessus
Vincent Laudet
多達78幅插圖與
70個圖解

Les vies minuscules d'Edouard Chatton

愛德華．沙頓
的迷你世界
一百年前，一位偉大的生物學家，愛德
華．沙頓（Édouard Chatton），研究了
那些小到我們肉眼看不見，但令人著迷
且驚豔的單細胞原生生物。他揭開它們
的秘密，整理出一些具前瞻性的概念，
成為當代生物學的框架，並且極具天賦
地畫下這些生物。這些前所未見的彩
色圖畫，兼具科學正確性與令人驚嘆的
美，展現了愛德華．沙頓當初探索的迷
你世界。
9782271134035 | 2020 | 288 pages | 21x24 cm | 29.00 €

科學與科技

Combattre, sauver, soigner :
Une histoire de fourmis

戰鬥、
救援、治療
螞蟻的故事

Erik T. Frank
Camille Lavoix
一位年輕的生物學
家，敘述他在象牙海
岸的疏林莽原觀察
螞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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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作者在象牙海岸東北部科摩埃
國家公園每天花好幾個小時趴在地上
觀察蟻群行為的紀錄。馬塔比勒勇士蟻
（fourmis Matabele）一會兒組織成戰
士隊伍，一會兒組織成醫療隊伍，受攻
擊的白蟻群則奮勇抵抗，這些都讓作者
極為驚奇；但最吸引他的，是勇士蟻對
受傷同袍治療之效率。這種螞蟻使用的
秘方能否拿來研發新的抗生素呢？
9782271125132 | 2020 | 200 pages | 14x22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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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lonisation de l'espace

星際殖民

人文社會科學

歷史該
「寰宇化」嗎？

從對金星、彗星的研究到登月競賽，作
者回顧人類探索太空的重大歷程、對於
外星生物的各種假設、以及人類移民外
星球的可能性。本書將帶著我們出發去
太空，而且是毫無意外風險的安全星際
旅行喔！

走偏的國族
主義與國家認同

9782271126276 | 2020 | 178 pages | 17x21 cm | 14.00 €

Sylvain Chaty
Lili des Bellons
太空長久以來就
令人著迷。誰沒有
夢想過登上月亮、
登上火星或者移
民外太空呢？

Faut-il universaliser l'histoire ? :
Entre dérives nationalistes
et identitaires

Sanjay Subrahmanya
被譽為當代最偉
大歷史學家之一的
作者尚傑．蘇布
拉曼揚（Sanjay
Subrahmanyam），
預警歷史淪為國族
訴求與滿足國家自尊
心之操作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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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一個公正客觀兼顧各方的
世界史是虛幻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寰
宇化」只不過就是一個刻意操作排除異
己的過程。他寧願推動「追求關聯性的
歷史」（« Histoire connectée » ） ，
而不是「寰宇世界史」（« Histoire
universelle » ）；主張歷史學的運用應
該以一種對異文化、對他者經驗開放交
流、對世界上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感到
好奇的精神來進行，而不是用來訴求或
滿足國族與文化認同。
9782271125101 | 2020 | 144 pages | 14x20,5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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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ommeil

人文社會科學

睡眠

社際關係

人類基於生存的必要，需要規律的睡
眠；我們在睡眠中得到休息，沒有規
律地睡眠則會造成身體失調。其規律由
生理時鐘調節，與地球的轉動有密切關
係，可以進行調整。睡眠與生存關聯的
主要功能，應是所有動物皆然，雖然
還在研究中，但已經有了更多的認識，
本書對此進行盤點。

Muriel Florin
Julie Légaré
從古至今人類是
如何看待和理解睡
眠和夢呢？各個文化
又是如何看待？

9782271130662 | 2020 | 176 pages | 17x21 cm | 18.00 €

Inter-socialités :
Le monde n'est plus géo-politique

地緣政治不再是王道

Bertrand Badie
國際關係必須
進行調整

最新的國際衝突大多來自一些重大的
社會問題，如貧窮、汙染、糧食短缺、
族群間的敵意競爭、災難性的疫病等。
然而，社會態度越來越強硬，並不囿限
於群眾運動。背後，那些可以任意形塑
國際關係的輿論操縱者、媒體、社群網
絡、吹哨者、還有那些「假新聞」製造
者、或是駭客，都替某些人提供他們的
專業服務。國際關係已然變成社會與社
會間的社際關係。本書的分析也同時提
出建構新外交政策與新型態外交之迫切
必要性。
9782271134806 | 2020 | 232 pages | 14x22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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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cultisme nazi :
entre la SS et l'ésotérisme

科學與科技

納粹神祕主義：

綠金

黨衛軍與秘教論

Stéphane François
圖勒協會（société
Thulé）的傳說完全
是子虛烏有。

《魔術師的早晨》（Le Matin des
magiciens）一書營造了秘密協會「圖
勒」是納粹幕後核心的說法，然而這個
團體的影響力不過是出於想像的迷思。
作者回溯這個假訊息的起源、建構、炒
作，以及那些結合秘教、對納粹與黨衛
軍的迷戀，而成功營造某種激進且邪惡
的反文化。同時也描述了某幾位操作這
種迷思的作者，如義大利隱微論者埃佛
拉（Julius Evola）、世人不熟悉的德馬
修（Jacques-Marie de Mahieu）、或是
法國作家布赫（Jean-Paul Bourre）。
9782271131355 | 2020 | 232 pages | 15x23 cm | 24.00 €

L'or vert :
Quand les plantes
inspirent l'environnement

源於植物的創
新靈感

Agnès Guillot
Jean-Arcady Meyer
植物既沒有大腦
也沒有肌肉，而且無
法移動。可是……

本書圖文並茂地匯集了如工業、醫學、
建築、設計、資訊與機器人等各領域的
最新發明。人類從植物取得靈感，向植
物學習，製造出各種黏著劑、找到對
抗床上臭蟲的方法、學習避免水患、
或是如何儲水、學習掌握運用太陽能
或風力、回收二氧化碳、學習避熱保存
疫苗，並且設計無「肌肉」且無「大
腦」的機器人。在不久的未來，人類將
創造出利用植物有機質作為迴路的植生
電腦。
9782271126191 | 2020 | 224 pages | 16x21 cm | 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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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Rechtman
為什麼屠殺他人性
命就是這些不知名殺
人者的日常？

La vie ordinaire des génocidaires

群體滅
絕者的日常
針對巴黎2015年的聖戰者恐攻事件，
作者認為，殺人的，不是意識形態，
是人；這些人執行動作就像其他人上
班一樣。作者潛入這些每天終結數十、
數百人性命的群體滅絕者平凡無奇的人
生，觀察他們的日常。佔據這些人思想
的，不是殺人這件事，而是精密的準備
工作，用最經濟的手段殺最大量的人。
RIGHTS SOLD
英文
9782271095077 | 2020 | 256 pages | 15x20,5 cm | 19.00 €

人文社會科學

Essai de métaphysique animale :
Un même élan

論動物形上學
本是同根生

Charles-Martin Fréville
重新思考人類與
動物的關係，跨越傳
統上人類與非人類
的絕對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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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動物在生理機制的運作是相同
的，但人類基於語言能力與認知思考能
力的特殊性，而否定了動物具備形而上
能力的可能性。本書帶領讀者從動物的
角度重新思考動物性的概念，同時對照
動物行為學的研究發現與文化上的動物
形象，以終結那些只以人類為中心導致
動物受苦受難的想法。
9782271119858 | 2020 | 330 pages | 15x23 cm | 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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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hage :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d’une métropole méditerranéenne
814 avant J.-C. – 1270 après J.-C.

人文社會科學

非洲國家
的邊界

迦太基

西元前九世紀到
第十三世紀的地中
海歷史與考古
Samir Aounallah
一個與羅馬匹敵
的古代大城

迦太基城，於西元前一四六年遭羅馬摧毀，
但阻擋不了這些斷垣殘壁在一個世紀後重
生，商貿再度發達。該城於西元前八一四年
由腓尼基人創建，直到西元一二七〇年聖路
易出征敗北後，遭哈夫斯王朝剷平；這個千
年古城是非洲行省的首邑，與亞歷山大港和
安提阿齊名，更曾是羅馬城的勁敵。今日，
突尼斯城市擴張覆蓋了迦太基城的遺跡，卻
掩不住這座古代大都會的光華。從艾黎薩公
主用一張牛皮圈得建城土地的傳說，到汪達
爾人和拜占庭時期，本書是資料最豐富的一
本集成，展現這顆世間遺產之明珠。

Frontières d'Afrique :
Pour en finir avec un mythe

Michel Foucher
終結一個長久
的迷思。

9782271134714 | 2020 | 240 pages | 17x23 cm | 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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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非洲各國獨立時，決議原則上不
變更各國疆界，之後，各國沿用了這個殖民
時代的遺緒。是時候終結這個殖民傷痕的迷
思了。非洲地理的邊界已經變成非洲的邊
界，儘管有時候不太明確，或成為不安定的
來源，但是這些疆界也起著資源的功用，並
作為貿易網絡的介面，從底層進行全球化。
9782271133731 | 2020 | 80 pages | 12x17 cm | 6.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