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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Gensburger
Gérôme Truc
這本圖文書呈現
巴黎檔案局在恐怖攻
擊後收集民眾自主
致意堆聚形成追
思地的照片。

Les mémoriaux du 13 novembre

11月13
日的追思地
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受到多起恐怖攻
擊，隔天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聚集巴黎
街頭，到攻擊地點周邊向罹難者致意，
形成了一些由數以千計的留言、蠟燭、
鮮花和各種物品堆聚而出的追思地。巴
黎檔案局在往後的數個星期，採集了這
些內容，今天已成為法國的文化資產。
本書以將近四百張照片重現這個悼念追
思的集體記憶過程，也就此變成一本名
符其實的紀念冊。

人文社會科學

Des lieux en commun :
Une ethnographie des rassemblements
publics en Chine

公共空間

中國公眾集會的
民族學研究

Isabelle Thireau

9782713228636 | 2020 | 288 pages | 17x22 cm | 19.80 €

在中國，集體行動被認為是一種對社會
穩定的威脅。然而在中國，人們還是會
聚集的，而且是以每日、經常的方式，
聚集於公園、信仰場所、或是一些廣場
上進行各種活動。作者藉由對天津市兩
種型態的公眾集會進行民族學調查，呈
現這些集會具有某種政治面向，且重新
定義當今中國的公眾參與。這些空間被
視為市民之間的共同活動場地，動搖了
官方的區隔分化與層級。
9782713228131 | 2020 | 392 pages | 14x21,5 cm | 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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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vention de Troie :
Les vies rêvées de Heinrich Schliemann

人文社會科學

創造特洛伊

勝利的苦果

海因里希．
施里曼的夢想

Annick Louis
針對海因里希．
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自
傳進行文本分析，
分析這些文本如何詰
問對某些敘事形式
的執著，以及明言
與未言之間構築
的意義。

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城在何處？還有殘
跡嗎？施里曼的四本自傳都圍繞著這個
問題。這位德國企業家在四十餘歲成為
考古學家，於1870至1890年間發掘了
層層相疊於荷馬史詩的特洛伊上方的九
座城市。他的自傳試圖平息他在學術圈
異軍突起引起的騷動。作者透過對這位
十九世紀備受爭議的學者的研究，提
出一種新型知識份子的社會文化系譜：
他並不出自某悠久的學派或理論，而是
為了證明一個假設，搜索每一寸土地進
行考古。

Subir la victoire : Essor et chute
de l’intelligentsia libérale
en Russie (1987-1993)

俄羅斯自由主
義知識份子之興衰
（1987 - 1993）
Guillaume Sauvé
深入戈巴契夫經
濟改革時代與冷戰末
年俄羅斯知識界與
公民的激盪。

9782713228490 | 2020 | 360 pages | 14x21,5 cm | 24.00 €

作者以政治學和哲學交錯分析，呈現
蘇聯一群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的思想，
以及他們與自由派同儕和敵對的國族主
義者、共產主義者間的論辯；進而為當
今俄羅斯政治與概念之生成，以及其民
主轉型失敗，提供一種新觀點。本書呈
現這些蘇聯自由論者在選擇支持將所有
權力集中到一位開明改革者的手上時，
也自己埋下了這個政治藍圖的隱患。
FIND OUT MORE
> 加拿大政治學協會 2020 法文圖書獎
9782713228216 | 2020 | 288 pages | 14x21,5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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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lonie philosophique :
Écrir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ux XVIIIe-XIXe siècles

人文社會科學

哲學的殖民地

將記憶建檔

1700年，哲學殖民思想已在德國出現，
並在該世紀末於歐洲普及。1800年左
右，哲學史的寫作將哲學視為歐洲獨有
的產物，東方作為對照的他者。因此，
本書將哲學視作一種概念秩序的知識
工具，也是一種社會實踐：當時的哲學
史學者將其論述的對象當作地緣政治和
文化的現實；並與當時的新興學科，
尤其是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等相互
作用。

過去這些年，我們見到在公部門與私
人協會口述檔案的大量出現，也見到
一些歷史或文資計畫，包含口述訪談的
建置。本書回顧口述歷史這個新史學方
法的出現，翻轉了二十世紀最後三十餘
年當代史學的方法。作者認為，口述
資料相當豐富，讓我們理解個人如何理
解時間與空間，最終人人身上都是一
個時代。

在十八－十九世
紀寫作哲學史

Catherine König-Pralong
對這個影響當今
世界深遠的轉捩點
之跨領域調查。

Archiver la mémoire :
De l'histoire orale au patrimoine
immatériel

9782713227721 | 2019 | 256 pages | 14x21,5 cm | 21.00 €

從口述歷史到國
家文化資產

Florence Descamps
本論述重新檢視
四十年來法國社會
全體屏息關注的
「歷史、記憶、文化
資產」大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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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713228056 | 2019 | 216 pages | 12x20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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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Moscou aux terres
les plus lointaines : Communications,
politique et société en URSS

人文社會科學

心懷社會

從莫斯科到最
遙遠的疆域

與文森．德貢
布 （VINCENT
DESCOMBES） 對談

蘇聯的通訊、
政策與社會
Larissa Zakharova
詳析蘇聯政權設
置的所有通訊科技

史達林如何統治蘇聯如此遼闊的疆域？
蘇聯人民如何與遠在千里之外的親人保
持聯絡？作者說明二十世紀蘇聯人日
常通訊中對空間的認知，藉由文獻資
料、宣傳品和信件，關注遠距人際交流
（書信、電話、電報）這些通訊工具、
設施以及其政治與社會運用。

Le social à l'esprit :
Dialogues avec Vincent Descombes

Francesco Callegaro
Jing Xie
何謂社會感？
對心靈有何影響？

9782713228513 | 2020 | 332 pages | 14x21,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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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其研究目標的真實情況，社會
科學一直不斷地提出一些概念層面的問
題。哲學與社會科學的合作，旨在釐清
那些介於理論和經驗之間的問題。過去
二十年中，文森．德貢布的哲學著作，
在法國內外都扮演了一個開啟交流的重
要角色。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史學家
和哲學家們齊聚本書展現這位哲學家思
想的見地。
9782713228612 | 2020 | 368 pages | 14x21,5 cm | 2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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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éder la science :
La propriété scientifique au temps
du capitalisme industriel

人文社會科學

擁有科技

政治之「體」

工業資本主義時代
的科技財產權

Gabriel Galvez-Behar
Patrick Fridenson
研究成果創造價值，
於是產生科學界與工
業界間關係與利潤
分配問題。

早自十九世紀，科學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便有關聯。作者對於法、英、美三國進
行比較分析，追溯在智慧財產權發展之
時，科學財產權（propriété scientifique）
如何出現，讓學者得以掌握他們研發的
成果。本書呈現從十九世紀末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前的發展，以及這個財產權問
題如何影響今日科學研究進行的方式。
9782713228537 | 2020 | 336 pages | 14x21,5 cm | 25.00 €

Corps politiques :
Le sport dans les luttes des Noirs
américains pour la justice depuis
la fin du XIXe siècle

十九世紀末以來體
育運動在美國黑人爭取
平等正義扮演的角色
Nicolas Martin-Breteau
本書重新整理少
數民族身體的歷史
與以身體作為抗爭力
量的歷史。

十九世紀末，加諸於美國非裔族群的種
族主義暴力，摧毀了前一代人廢除奴隸
制度的歷史性進步。既然身體是種族歧
視打壓的首要目標，於是美國黑人將體
育運動作為爭尊嚴、爭平等、求正義的
抗爭手段之一。作者透過浩大的文獻資
料呈現華盛頓市如何成為這個計劃的搖
籃，解放並提升美國非裔族群的個人和
群體社會地位，持續影響、動員。
9782713228124 | 2020 | 392 pages | 14x21,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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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la gauche du droit :
Mobilisations politiques du droit
et de la justice en France (1968-1981)

法律

人文社會科學

法律之左

Liora Israël
作者關切法國六
八年學運後續在法
律界與司法界帶來
的效應。

9782713228476 | 2020 | 346 pages | 14x21,5 cm | 25.00 €

洩底的訪談
新小說的先鋒、前衛電影與文學的代表
性人物阿蘭·羅伯-格里耶，永留人心的
是他大膽的作品和他勇於挑起問題與挑
釁的立場。這五篇於1991年至2000年
間的訪談稿，見證了他概念性思想的
活力，同時也揭露了他個性的另一面：
有時不太耐煩，但通常很熱情。

法國法律與司法的政
治動員（1968-1981）
作者在重新審視二十世紀的一些重大
事件與審判後，以本書呈現法律並非中
立，而且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抗爭甚至
是激烈抗爭的工具。回顧這段距今不遠
的歷史有助我們了解當前法律、司法和
政治之間的連動關係，不論是法律在抗
爭運動中的應用，或是司法機構與政治
權力之間的各種緊張情勢。

Entretiens complices

9782713227608 | 2018 | 208 pages | 11x16,5 cm | 9.80 €

Alain Robbe-Grillet
Roger-Michel Allemand
阿蘭·羅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在五場訪談
中分享他與文學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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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visible initiation

無形的啟蒙

人文社會科學

作者自述在法國
南部Languedoc地
區成長的童年，
以及義大利人類學
對他的重要啟蒙。

9782713228032 | 2019 | 128 pages | 11x16,5 cm | 9.00 €

王者的曼陀羅
印度的皇家模式

本書的主要內容來自2015年法國人類學
家丹尼耶．法布爾（Daniel Fabre）一場
演講「無形的啟蒙：在歐洲鄉間社會成
長的男孩與女孩」。他講述他研究過去
和現在，鄉村或學校，如何「度過青少
時期」，也就是在文化及社會化層面成
為大人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他也回顧
自己男孩與青少時期的經驗與回憶。

Daniel Fabre
J-Claude Schmitt

Raja-mandala : Le modèle royal en Inde

Emmanuel Francis
Raphaël Rousseau
本書詳述印度皇
家象徵之斷續使用，
尤其是在當今民主
國家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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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的認知中，印度的王者——
羅闍（Rājas）通常令人想起一種過氣
的奢華；一直以來都還是從種姓制度的
不平等或是從印度經文傳統來理解印度
社會。本書宗旨並非再次挑起對於印度
皇室本質的論辯，而是想將宮廷社會
（除了王以外）作為一個關係與慣習的
整體，換言之，將皇室視為一種文明的
模式進行探討。
9782713228193 | 2020 | 336 pages | 16x24 cm | 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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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ette Farge
Clémentine Vidal-Naquet
作者在這五篇訪
談中自述身為史家與
歷史寫作的關係。

Instants de vie

人文社會科學

生命的某
些片刻
在本書中，阿萊特．法哲（Arlette
Farge）自述生命中的那些偶然，與成
為歷史學家的過程中所遇見的人。例如
她為了撰寫兩性關係史而奮鬥、自從她
發現十八世紀的司法檔案後對檔案文獻
的重視、她投入為大眾所遺忘的人書寫
歷史、為那些人們不曾聽到也不願面對
的人寫歷史，還有她對書寫、口述、
以及各種不同講述歷史的方式的關注。
9782713228155 | 2021 | 128 pages | 11x16,5 cm | 10.00 €

Piero della Francesca : Une conversion
du regard

皮耶羅·德拉·
弗朗切斯卡
眼神交會

Franck Mercier
義大利文藝復興
被保存得最好的其中
一幅謎樣畫作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本書追溯十五世紀弗朗切斯卡與其所繪
《鞭打耶穌》（Flagellation du Christ）
的故事，這幅畫是義大利文藝復興被保
存得最好的其中一幅謎樣畫作。作者從
畫的內容開始調查，彰顯出一種緊密結
合了數學與線性透視空間與強烈靈性需
求的繪畫手法，同時作者也進行弗朗切
斯卡其他作品的比較。
9782713228599 | 2021 | 400 pages | 17x22 cm | 3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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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Marin
Pierre Antoine Fabre
匯集1992年4月法
國文化廣播電台節
目« À voix nue »播出
的一系列五段訪談

La traversée des signes

人文社會科學

穿越符號
路易．馬航（Louis Marin）是哲學家、
史學家、也是符號學家，在訪談中回顧
個人學思歷程，提及滋養他思考權力與
權力表現的種種交流、旅行和令他畢生
難忘的相遇：從丹麥語言學家格雷馬斯
（Greimas）到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斯
（Elias），以及法國人類學家杜梅奇爾
（Dumézil） 和哲學家德希達。他畢生
展現了思想的開放性，並以此進行對古
典與現代繪畫、當代民主制度、以及娛
樂文化的省思。
9782713227295 | 2019 | 96 pages | 11x16,5 cm | 9.00 €

Ethnographie de l'action :
L'observation des détails

行動民族學
對細節的觀察

Albert Piette
究竟社會學家或
人類學家的眼睛觀察
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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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觀察，是當代社會科學的一個重
要趨勢。事實上，這樣的視線建立了
一種分野：與主題直接相關與不相關
的（或較不相關的），也就是重點與枝
微末節。因此所有觀察都會產生選擇遺
落的部分。本書初版於1996年，作者
探究不同的社會學或民族學傳統，旨在
釐清這些學門判定「主要」與「次要」
的原則。
9782713228148 | 2020 | 262 pages | 12x20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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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ire la guerre, produire le genre :
Des Françaises au travail
dans l'Allemagne nationale-socialiste
(1940-1945)

人文社會科學

談論自己

製造戰爭、
製造性別

社會科學中的
自傳方法

在納粹德國工作的法國
女性（1940 - 1945）
Camille Fauroux
作者探索那些法
國女工在柏林的日
常生活

本書講述二十世紀「全面戰爭」的特
色——大量製造武器的方式如何顛覆
了對戰國社會中的兩性關係。作者關注
八萬多名法國女性前往納粹德國的武器
工廠工作的這段歷史，昭顯這種營造新
女性的跨國動力，讓我們以相互依存彼
此關聯的現實來思考二戰期間歐洲的婦
女史，而非以個別國家經驗的面向來
思考。

Parler de soi :
Méthodes biographiques
et sciences sociales

Collectif B.
這些展現自我及生
命述事的方式，對我
們如何理解世界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

9782713228605 | 2020 | 300 pages | 14x21,5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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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來越強調個性的社會，生命歷程引
起關注，進而引發傳記敘事的多樣性，
不論是透過公共管道、傳記/自傳敘事、
或社群網絡中自我展演的方式發言。
本書從1960年代末傳記方法引進法語世
界的社會科學開始，對其進行批判性的
探論，並對近年的創新方法進行省思。
9782713228179 | 2020 | 320 pages | 14x21,5 cm | 27.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