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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童書

Marie-France Painset
Judith Gueyfier
一本為了歡迎即將降
生的孩子、滿溢著人
情味和溫柔的作品！

Un très beau jour

一個非常
美好的日子
本書描繪了寶寶在媽媽肚子裡生活的
溫柔回憶，讀者將一起探索外面的
世界、感受感知和夢想的喜悅……
一本令人動容的作品，才華洋溢的插畫
家茱蒂絲‧凱菲爾(Judith Gueyfier)以精緻
且詩意的手法詮釋了書中的世界。書中
字字句句皆為獻給即將誕生嬰兒、甫呱
呱落地的新生兒以及已經稍微長大、開
始想要了解出生前故事的幼兒。
9782278097975 | 2020 | 24 pages | 25x25 cm | 14.90 €

Le portrait du lapin

童書

兔子的畫像

Emmanuel Trédez
Delphine Jacquot
為了擄獲美人心，
兔子決定找畫家幫他
畫張肖像，卻激起了
他對於藝術世界
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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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擄獲美人心，兔子決定找畫家幫
他畫張肖像。幸好，他的朋友小豬是
這方面的專家，並向他介紹了驢子的藝
廊。在藝廊內展示了狐狸大師的傑作。
就這麼決定了，就請狐狸大師來為他畫
肖像吧！然而當兔子看見成果時卻感
到相當失望，正確的說，他什麼都沒看
到！可他的失望不可能說出口，因為他
的朋友們已經接連讚美了畫作的工法。
終於，黃鼠狼發現了兔子的秘密，但
狡猾的兔子最終仍是最大的謊言家！
一段充滿幽默感的寓言故事，韻律十足
且以藝術為鏡。
9782278097777 | 2020 | 36 pages | 27x30 cm | 1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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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自然中細微的聲音
Cache cache lapins

童書

兔子躲貓貓

Petits bruits du soir

童書

夜晚細微
的聲音

某天，一隻飢腸轆轆的野狼靠近了兔
子窩。「小矮子，我來吃掉你了！」
「吃掉我？大寶貝！那你得先抓到我才
行！」兔子爸爸回答道。 這個來自日本
的童話故事屬於《獻給小腳丫》系列，
看看兔子一家人怎麼把大野狼耍得團
團轉吧！
9782278100040 | 2020 | 24 pages | 24x23 cm | 12.50 €

Christine Kiffer
Béatrice Rodriguez
使人大笑、使人害
怕，一個翻玩對野
狼恐懼的浮誇、
淘氣故事！

Mathieu Prual
Lisa Zordan
你能聽見風吹過蘆
葦、水邊的蛙鳴、
風雨和所有動物的聲
音嗎？這正是夜
裡細微的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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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蒂厄‧普魯阿(Mathieu Prual)編曲，
別出心裁，使我們被落日時的聲音環
抱。自然和寶寶一樣，會躁動然後漸漸
平靜下來……書本內有五個按鍵，讓寶
寶可以聆聽自然中不同的晚間聲音。
這本迷人的有聲書為針對三個月起寶
寶設計的全新書系中的一本。
9782278100200 | 2020 | 14 pages | 19x15 cm | 1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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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Groléfant & Tit'Souris (Tome 2) :
La vie à deux

童書

Ours et les choses

童書

大熊和那
些東西

大大象和小小
鼠(第二冊)
相伴人生

Pierre Delye
Ronan Badel
大大象和小小鼠
回來啦！一本由笑話
和溫情時刻串聯而
成的漫畫。

某天，一隻大象，大大象，和一隻老
鼠，小小鼠相遇了，且一見如故。大
大象和小小鼠自此便生活在一起，相伴
品嘗生命的美好。本書收錄許多讓人沒
有壓力、極其有趣的寓言故事，透過溫
馨動人的短篇故事和令人忍俊不禁的
事件，以毫不刻意的手法點出許多哲
學性的問題，使人去思考人與人之間的
差異、對道理的追求和他人的認同……
9782278097791 | 2020 | 48 pages | 21x29 cm | 12.90 €

Andrée Prigent
過去，大熊的生活
恬靜無慮，然而在牠
撿到一台小推車後，
一切都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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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大熊的生活恬靜無慮，然而在牠
撿到一台小推車後，一切都改變了……
牠總是垂著頭、彎著腰希望能將小推車
裝的越滿越好，除此之外牠什麼都看不
見、也聽不到，甚至沒有感覺到風雨即
將襲來。幸好，雲雀和牠的叫聲及時救
了大熊一命，也使牠從盲目的執著中走
了出來。故事一首童詩，以細膩的手法
談論過度消費和物質主義的議題。作者
安德烈‧布理瓊(Andrée Prigent)使用版畫
來完成整部作品，一本結合力道和精緻
的傑作。
9782278097937 | 2020 | 32 pages | 22x26 cm | 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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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Familles

童書

Barnabé soigne la planète

童書

家

巴納貝的地球
治療行動

家，就像是個巢穴。有時候，一個家
只有兩個人，或三個；有時候，會有
很多人。有時候，會有兩個爸爸或兩
個媽媽。有時候，家是心中存在的回
憶，有時候，是來自他人的禮物。
這本書以膠印的方式製於美麗的紙張
上，是獻給每個有天誕生於肚子或產生
於真心的家庭。

Georgette
在生命中我們用同
樣的愛但很多不同的
方式組成家庭。

9782278097968 | 2020 | 24 pages | 18x22 cm | 10.90 €

Gilles Bizouerne
Béatrice Rodriguez
巴納貝和他的兩
個朋友們即將展開新
任務：治癒地球！

巴納貝是一隻獾，而一隻獾並不能成
為醫生。然而，一天早上，當廣播
宣布地球生病的時候，巴納貝離開他
的巢穴，驚慌和堅定地跑向他的朋友
們，烏龜康斯坦和鼴鼠克萊兒！嗡
咿嗡咿！緊急事件，快讓牠們通過。
嗡咿嗡咿！我們要趕快治療地球！
本書為系列作品第二冊，並延續了前作
的優點：天真迷人的動物角色、冒險故
事、團結、幽默，以及書中滿滿的精美
插畫。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加泰羅尼亞文、
巴斯克文、簡體中文、義大利文
9782278097906 | 2020 | 32 pages | 22x17 cm | 1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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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La fée sous mon lit

童書

床下的仙子

Poucette

童書

拇指姑娘

這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必須
為森林國王蓋一棟冬天的房子；邀請獨
角獸來喝茶；為海盜們做一艘巡領艦；
幫飛龍準備熱水澡……當一天好不容易
結束，家裡簡直是一團亂！幸好大家
都會來當我收拾，包含爸爸和媽媽！
一本充滿想像人物的折頁繪本，書中荒
誕的故事中滿是驚喜。

Rosalinde Bonnet
在我的床下住著一
名仙子，這天她生病
了，她希望我能暫代
她的工作…...

9782278097807 | 2020 | 48 pages | 24x21 cm | 13.90 €

Carl Norac
Claire de Gastold
由卡爾·諾拉克
(Carl Norac)帶領我
們再次翻開安徒生
童話，重溫一個小
女孩獲得解放、
使人啟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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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在一朵花中發現了一個無比嬌小
的女孩，甚至大不如一根手指。很快
的，令人不敢置信，花朵中的女孩開始
講話，且不是言之無物：「不管我的個
頭大或小，我的夢想都如天高，就連天
上星星都能聽見……卡爾·諾拉克(Carl
Norac)對於原著童話的題材心存敬重，
但他仍跳脫其中、為拇指姑娘形塑了更
自信、不畏表現和表達意見的形象。
一本開數極大的繪本，以此表現繪者克
萊兒‧德-卡斯多(Claire de Gastold.)筆下
令人目不暇給的畫面。
9782278100125 | 2020 | 40 pages | 29x29 cm | 1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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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自然中細微的聲音
Sous le soleil de Paris

童書

Petits bruits du matin

童書

日下巴黎

早晨細
微的聲音

在美好年代的巴黎塞納河畔，一位畫
家正在創作。在他的畫布上，他畫了
一個藍色的太陽，有如幸福的藍色，他
在作畫中也感受到了自由。多麼滑稽的
作品阿！一手過一手，從畫廊老闆到舊
貨商，從藝術愛好者到專家，這幅畫遊
經整座巴黎，遭遇取笑、貶低、棄置、
裱框、被竊……最後成為博物館典藏、
為人稱道！

Éric Battut
一本聚焦在一幅畫作
傳奇命運的傑出繪本
作品。我們從中認識
了一位選擇將太陽畫
成藍色的藝術家……

Mathieu Prual
Lisa Zordan

RIGHTS SOLD
韓文
9782278097869 | 2021 | 32 pages | 22x29 cm | 12.90 €

你能聽見鳥在唱歌、
小河流水、自然甦醒
的聲音嗎？這正是早
晨裡細微的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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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蒂厄‧普魯阿(Mathieu Prual)編曲，
別出心裁，彷彿能穿越音響，使我們被
豐富熱情且的早晨聲音環抱。自然和寶
寶一樣，會漸漸甦醒、伸展然後開始絮
絮叨叨……書本內有五個按鍵，讓寶
寶可以聆聽自然中不同的早晨聲音。
這本迷人、具有療癒性的有聲書為針
對三個月起寶寶設計的全新書系中的
一本。
9782278089611 | 2020 | 14 pages | 19x15 cm | 1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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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童書

Comme on s'aime

最開心和你
在一起

Pompon gardien de phare

童書

燈塔守望
人彭彭

當我倚靠著你，我親愛的娃娃，我的
鼻子藏在你的毛髮下，我感覺就像巧
克力中的榛果般美好。我們是多麼的
幸運…… 你是否有點了解我們多麼相
愛呢？一本相當感性，探討重要話題的
繪本，將成為出版社不可錯過的佳作。

Marie-Sabine Roger
Rosemary Shojaie
一位小女孩透過令
人極具魅力的文字，
對會保護自己、安慰
自己、逗樂自己的布
偶熊愛的大告白。

9782278097982 | 2020 | 32 pages | 22x26 cm | 12.90 €

Leatitia Le Saux
來自阿道克船長
充滿絢麗文字的老生
常談。

在歷經各大洋上的遠航後，彭彭和他的
愛犬柯威特成為了燈塔守望人，守護著
坐落在大海和土地之間的燈塔。不管是
如鯨魚般湛藍的晴天，還是如老鼠般灰
暗的壞天氣，一狗一人總是堅守他們的
崗位，然而有天自動化電流卻進駐了燈
塔……幸運的是彭彭他們將夢想裝進瓶
子裡，以期未來還能重燃念想。萊蒂雅‧
勒-索(Laetitia Le Saux)既是本書的作者
也是繪者，這是她的第二部繪本作品，
她為書本染上恣意的色彩、打造了專屬
的圖像世界。
9782278097838 | 2020 | 32 pages | 21x29 cm | 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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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Un nouveau printemps pour Pépé Ours

童書

爺爺熊的
新春天

Elodie Balandras
爺爺熊老了，小熊
則長大了。前者已經
老的爬不上樹，另一
個則準備第一次嘗試
這麼做。

正如每個春天一般，小熊來到他的爺
爺家。和爺爺在一起就是一場冒險！
然而今年，當他們如同慣例般出發採
蜂蜜，卻發現爺爺熊已經不如以往敏
捷……對小熊來說要牠放棄是不可能
的，這次，就由牠來打下蜂巢吧！
一段發生在這對老幼拍檔上的溫馨故
事！孩子們總是詢問著關於變老的
問題，作者艾洛蒂‧巴朗德拉(Elodie
Balandras)於此書中以細膩且純真的方
式探討了這個議題。
9782278097814 | 2020 | 36 pages | 22x30 cm | 13.90 €

Doux dodo

童書

美好的夢鄉

Cécile Hudrisier
一本值得和寶寶一
起分享的口風琴摺頁
書，各種動物和奇妙
的國度等著你展
開書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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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本的正面，寶寶可以認識各種不
同的動物、觀察牠們的晚安儀式並向
他們說晚安，從中獲得樂趣。小熊、
小鳥、小青蛙、小兔子、小刺蝟和
小老鼠，每一隻動物都可愛無比！
在背面，一個黑白的國度向我們展
開，上面以鮮明的黃色和其它的顏
色妝點。這色彩對比鮮明的部分不
只可以刺激孩子的感官發展，同時也
帶領寶寶進行一場有趣的捉迷藏。
摺頁書附有一個精美的盒子，方便收
納。
9782278100101 | 2020 | 12 pages | 16x16 cm | 9.50 €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Didier Jeunesse
探索系列
Chouchou Balourd

童書

Je découvre Vivaldi

童書

親親傻傻

認識韋瓦第

你認識親親傻傻嗎？他是世界上最棒
的寶貝！但隨著故事進行，這位滑稽的
傢伙弄丟了一切：他的嘴巴、鼻子、臉
頰、錢…… 真是個冒失鬼，可憐的小
親親！一本專位寶寶設計，令人愉快的
厚頁書，書中大玩字彙和音韻，宛如一
場輕快、幽默的舌頭彈跳遊戲，並帶領
幼兒學習不同的身體器官單字。

Edouard Manceau
當你認識親親傻傻，
你將會永遠愛著他！

9782278100156 | 2020 | 32 pages | 15x21 cm | 9.50 €

本書收錄：四季中的兩段曲目(冬天和春
天)、長笛協奏曲、雙簧管協奏曲和小提
琴協奏曲。本書為《經典樂曲》知名有
聲書系列的第六本作品，該系列以精緻
的視覺和聽覺呈現為人稱道。
RIGHTS SOLD
德文
9782278100217 | 2020 | 14 pages | 19x15 cm | 11.90 €

Delphine Renon
搭配插畫家黛芬妮‧赫
農(Delphine Renon)
迷人的插圖，讓我們
一起認識著名的義大
利作曲家安東尼奧‧
韋瓦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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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Qui s'est bien brossé les dents ?

童書

誰最會刷
牙呢？

Christine Beigel
Christine Destours
你覺得王子很會刷牙
嗎？可不是呢！

童書

Comptines et berceuses de Vanille :
Des rives de l'Afrique
aux îles de l'océan indien

香草豆莢之歌

精彩的多角色故事！和多位來自不同童
話故事、對小朋友來說耳熟能祥的角色
穿著睡衣相見歡吧！然而這些童話故事
人物可真是半斤八兩：看看他們牙齒上
都是髒東西，顯然沒有一個人有好好刷
牙！那麼，你呢？書中的文字宛如迴旋
曲般，極適合高聲朗讀。
9782278100064 | 2020 | 32 pages | 15 x21 cm | 9.50 €

從非洲的河岸到印
度洋島嶼

Nathalie Soussana
J-Christophe Hoarau
Magali Attiogbé
25首兒歌及搖籃
曲帶我們從非洲河岸
瀏覽到印度洋島嶼，
其中風格交錯的樂
曲更揭示了人類
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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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音樂總監尚-克里斯多夫‧歐羅(JeanChristophe Hoarau)將不同的樂器穿針
引線，編織出一段愉快的音樂之旅，參
與的包含許多傳統樂器：瓦利哈琴、留
尼旺的卡楊博搖鈴、音樂短弓、馬達
加斯加吉他、非洲鼓、手拍鼓、葛摩音
箱和短頸琵琶。插畫家瑪珈莉‧阿提歐
貝(Magali Attiogbé)以大方、純真美好
的插圖駕馭了這本音樂集，向讀者們展
示能與音樂產生共鳴、色彩濃厚的視覺
畫面。
RIGHTS SOLD
英文
9782278091348 | 2020 | 60 pages | 27x27 cm | 24.9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