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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人文社會科學

Serge Morand
該是時候回歸我們
的真實本性了：與大
自然共生吧。

L'Homme, la faune sauvage et la peste

人類、野生動
物與鼠疫
三十多年來賽吉．莫杭（Serge
Morand）不斷努力要讓世人知道人類
和大自然是一體的。因為對西方文明
幻滅，他決定來到東南亞生活。只是沒
想到西方現代世界還是不放過他，東南
亞國家也學會了那套永無止境消費的價
值！競相砍伐森林、經營密集畜牧業。
就這樣，人們終於自食惡果，得到一
種由人類自己製造出來的現代黑死病：
冠狀病毒。
9782213706009 | 2020 | 352 pages
15,3x23,5 cm | 21.50 €

人文社會科學

Jacques Attali
被譽為世界百大頂尖
思想家之一的雅克．
阿塔利（Jacques
Attali）分享其對於
當前全球疫情的觀
點，並對未來提
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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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onomie de la vie

以生命為本的
經濟學
雅克．阿塔利素以將複雜的議題清楚
呈現，讓眾人能了解的能力著稱。本
書是大家引領期盼之作，他分享對於當
前全球疫情的觀點，並對未來提出具體
建議。他認為世上所有事物都是相關連
的，而這次的疫情恰恰證明防範只要
一點缺口，就足以造成毀滅性的改變。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設計一套重視環
境、文化、學習並以生命為本的經濟
新體制。
9782213717524 | 2020 | 252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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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Singaravélou
Sylvain Venayre
把世界當成一
間大百貨來逛的奇
特有趣旅程。

Le Magasin du monde

全球物物觀
從十八世紀開始，工業化生產讓各種
物品史無前例地普及，不管是衣服、
工具、配件、器具等都是。然而，全球
各種交易愈來愈頻繁，也改變了人們與
物品間的關係。書中依循研究物品的取
徑，整整探索了三百多年間的歷史，瞭
解人們生活、體驗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本書邀集將近九十位歷史學家藉由各種
物品來描繪世界史。參觀這座另類百貨
公司，讀者將一窺過去人們生活中最私
密的一面，同時也將認識全球化的另一
面及其侷限。
9782213716787 | 2020 | 464 pages
15,3x23,5 cm | 25.00 €

文學

Yougoslave

南斯拉夫
作者於一九五八年在法國出生，他在
書中描繪了父親家族從東歐到法國，緩
慢而沉痛的遷徙史，整整橫跨了兩百年
的歐洲史。藉由和前南斯拉夫（書名來
由）關係密切的家族史，作者分析歷史
對一般百姓生活的影響，從小人物的人
生中找到不平凡的故事。

Thierry Beinstingel
針對歐洲、歐盟概
念的有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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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213717050 | 2020 | 560 pages
15,5x23,8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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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que ne durent que les moments doux

文學

唯願甜美時
光恆久遠

Virginie Grimaldi
那些轉變人生的
瞬間，那些改變命
運的邂逅。

兩個女人。一個剛誕下早產的女嬰，
一個剛送走成年的孩子迎向他們的獨
立人生。一個得學習當全職媽媽，一個
得面對空巢期。維吉妮．格里馬爾迪
（Virginie Grimaldi）以無比細膩而詼
諧的筆觸描繪兩人的生活，邀請讀者一
同分享她們的喜悅與焦慮，還有她們的
回憶、夢想與希望。
9782213709840 | 2020 | 360 pages
15,3x23,5 cm | 18.50 €

人文社會科學

Jean-Christophe Brisard
帶領讀者身歷其境回
到二戰期間的柏林。

Le Livre d'or d'Hitler

希特勒的訪
客簽名簿
讓．克利斯朵夫．布里薩（JeanChristophe Brisard）在調查希特勒之死
以及史達林的秘密警察如何奪取相關文
件與證物的期間，意外找到希特勒的訪
客簽名簿。於是，他將這份獨一無二的
史料和蘇聯的情報檔案和外交文件交
叉比對，將希特勒訪客們的命運串成一
部節奏明快，讓人幾乎喘不過氣的敘事
線，尤其著重在每人內心的掙扎。他
發現儘管的確有許多人表現得很懦弱，
卻也有一群勇氣可嘉的英雄。
9782213712802 | 2020 | 336 pages
15,4x23,5 cm | 2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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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Cassin
本書讚揚充滿活力
的哲學，以及文字本
身和文字造就我們
的能力。

Le Bonheur, sa dent douce à la mort

幸福、
慈悲與死亡
〇一八年，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成為有史以來第九位入選法
蘭 西學術院的女性。身為哲學家和語言
文 字學家，芭芭拉．卡桑在這本哲學自
傳 中講述許多生命中的小故事，讓讀者
了 解為何某些字配合上生活體驗，對她
作為知識份子的生涯和個人的成長有重
大影響。她藉此回顧了包括童年回憶、
一九六八年學運，以及婚姻和為人母的
甘苦。
9782213713090 | 2020 | 252 pages
13,5x21,5 cm | 20.00 €

Sauve-la

文學

救她吧
亞歷西斯．勒巴即將結婚，卻突然在手
機上接到初戀情人克拉拉的消息。當她
央求他幫助自己找尋女兒，亞歷西斯不
禁猶豫起來。為什麼克拉拉不願見他？
亞歷西斯陷入這段他從未放下的過去，
開始尋找這位他一無所知的女孩，而這
場調查卻領著他直墜地獄。當真愛的距
離只差按下確定鍵，夢魘其實也在不遠
處等著。

Sylvain Forge
一本關於數位科
技如何侵入我們的
生活、影響我們的世
界觀和對死亡觀點的
懸疑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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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213717234 | 2020 | 400 pages
13,6x21,6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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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Monnet
一位徘徊在歐洲
眾多語言和文化之
間，既隸屬於中世紀
又現代的國王。

Charles IV

人文社會科學

查理四世
查理四世（1316-1378）在位時期，正
值十四世紀歐洲最危急的年代（黑死病
大流行、英法百年戰爭、天主教會分
裂前）。他出身歐洲貴族世家盧森堡王
朝，出生於布拉格，在巴黎受教育，
年輕時在義大利參戰。接著，他在波希
米亞加冕為王，在德意志地區成為活
躍的君主，最後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
皇帝。他是名符其實的歐洲人，能說寫
捷克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和義大
利文。一三五六年頒布《金璽詔書》的
也是他，該份憲政文件的影響力，至今
不輟。

Frédéric Lenoir
讓哲學教你如何
完全活在當下。

Vivre ! dans un monde imprévisible

活著！
在這無法預測
的世界中
當紅哲學家弗德瑞克．勒諾瓦（Frédéric
Lenoir）告訴你如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
界中快樂過生活。當前全球疫情的確讓
所有人的現實都充滿變數，然而要找回
安全感得到心靈慰藉其實有方法：從歷
史上偉大哲人的智慧中去找。與其後悔
過去，不如檢視當下我們能做點什麼，
讓自己更好，也讓世界更好。
9782213717609 | 2020 | 144 pages
12,5x19,2 cm | 14.00 €

9782213699233 | 2020 | 404 pages
15,3x23,5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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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 va me manquer

文學

無窮無盡
的思念

Juliette Adam
一則讓人暈頭轉
向的故事，解開青澀
愛戀的浪漫想法。

十九歲天才女作家的第一本小說。故事
描述兩個生活在平凡無奇小鎮上的二十
出頭年輕人，克蘿伊與艾提安，那彷彿
受到命運詛咒般的戀情。艾提安在其家
族經營的玩具店工作，是個害羞沒有自
信的男孩，而克蘿伊卻是精力旺盛的叛
逆性格，容易生氣，有時粗暴，而且總
是心有千千結。他們倆的相遇即將在彼
此的生命中激發一連串的大爆炸。
9782213717449 | 2020 | 270 pages
13,5x21,7 cm | 18.00 €

Et puis mourir

文學

然後就去死
正當法國所有警力連續三個星期六都被
動員去警戒「黃背心示威運動」，巴黎
的高級住宅區卻接連發生多宗謀殺案。
有人懷疑是瘋子因為不滿社會不公，
進而對有錢人展開報復行動，但讓．
伊夫．勒關警長並不這麼認為。他跟他
的助手派翠鳩．阿古斯汀尼，於焉展開
一場和時間賽跑的調查。

Jean-Luc Bizien
一本將社會訴求
與個人恩怨交織在一
起的警探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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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213717272 | 2020 | 342 pages
13,6x21,6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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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ine Cousteau
看席琳．庫斯托
（Céline Cousteau，
海洋學家庫斯托船
長的孫女）如何帶領
讀者從亞馬遜到巴塔
哥尼亞，上山下海，
穿過野生叢林和
海底世界。

Le Monde après mon grand-père

爺爺走後
的世界
席琳．庫斯托繼承了爺爺的遺志。她
在九歲時就參加了卡呂普索號的亞馬遜
河探險。她在叢林中學了重要的一課：
生存的意義。成年後，她舊地重遊。一
來為了自我充實，二來為了揭發眼下正
在發生的森林大滅絕。伴隨著她的旅遊
記憶，人類這個共同體再度被擺放回中
心，以此試圖修復支離破碎、與土地失
去連結的現代社會。
9782213717258 | 2020 | 192 pages
13,5x21,8 cm | 18.00 €

人文社會科學

Journal de guerre écologique

環境戰爭日誌
雨果．克雷蒙（Hugo Clément）是一
位投入環保議題的記者，他採訪了許
多環境議題的最前線，例如：被塑膠垃
圾淹沒的印尼鄉村、不斷溶化中的北極
冰河，以及墨西哥海域瀕臨絕種魚類的
過度捕撈等。他不畏風險地投入抗爭行
列。在我們想像未來之際，他的書猶如
一記警鐘。

Hugo Clément
一本讓讀者了解
地球危急狀態並起身
行動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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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213717036 | 2020 | 216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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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L'Eco-anxiété :
Vivre sereinement dans un monde abimé

人文社會科學

環境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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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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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 Cagé
重新思考並檢討
如何超越整個民主體
制和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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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es et égaux en voix

票票等值
的自由選舉
茱莉亞．卡熱（Julia Cage）在這本書中
有犀利的論述，她認為當前的代議政治
系統必須全面重新設計。首先要把話語
權還給長期以來被忽視的弱勢：女性、
窮人、工人、移民。接著是在代議間接
民主和理性運用公投直接民主之間找到
新的平衡。最後要讓公民得以重新掌控
黨派、媒體和慈善機構。
9782213717500 | 2020 | 272 pages
13,5x21,5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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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é sous une bonne étoile

文學

福星高照

Aurélie Valognes
一個人一生的好壞，
往往只在一念之間。

在學校，總是有好學生…...還有古斯塔
夫。他也想帶張漂亮成績單給媽媽，
但拿到的總是害媽媽被校長叫到學校的
通知單。其實古斯塔夫花在課業上的時
間可能還比其他同學多，卻偏偏讀不進
去，不像他那討人厭卻總是班上第一名
的姊姊。由於他不斷被罵成是又懶又笨
的壞學生，最後自己都相信了，殊不
知貴人即將來臨，扭轉乾坤。一本幽默
詼諧、感人肺腑、全球都能引起共鳴的
小說。
Mazarine | 9782863744826 | 2020 | 342 pages
13,7x21,5 cm | 18.90 €

人文社會科學

Erik Orsenna
藉由對豬的介紹，
了解眾生一體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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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ons. Voyage aux pays du vivant

豬隻面面觀。
遨遊生物界
在這趟了解生物共同體的旅程中，讀
者將首先認識「豬」這種和人類非常
相似的動物，而豬其實也是最能代表全
球化所帶來破壞的象徵性動物。途中也
將陸續認識許多有趣，卻也可能危及人
類健康的動物，例如：駱駝、鴨子、章
魚、蝙蝠以及穿山甲等等。進而了解不
管是動物、人類、植物，其實生物界是
一體的，所有生物的健康也是連結在一
起的。
9782213712871 | 2020 | 414 pages
13x20 cm | 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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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e de Jacob

文學

文學

雅各島
在一個不久的將來，敘事主角遇到一位
青年時期認識的女性朋友。兩人當年是
在聖誕島上認識，該島當時被澳洲拿來
當作是尋求庇護者的臨時拘留所。這次
重逢讓敘事者陷入回憶中，想起自己和
一名叫做雅各的男子的情誼。當雅各和
拘留所中的一位女性交往，也展開了毀
滅崩壞的人生，同時也讓敘事者從此不
再天真。

Dorothée Janin
一本強而有力的
預言小說，隱隱約約
呼應著現下世界。

9782213713168 | 2020 | 208 pages
15,3x23,5 cm | 18.00 €

Le Sourire de l'aube

黎明的微笑
卡蜜兒住在巴黎聖母院附近，一間頂
樓的小公寓裡。她跟女兒阿珠在險些
喪命後，正在重新學習生活、再次學會
享受溫暖的時光，以及那位即將擄獲她
芳心的陌生人所送的花所散發的芬芳。
住在樓下的老人也與她們分享生命中的
大大小小秘密，像是簡單生活的秘訣或
者活在當下的幸福。喜歡保羅．柯艾略
的讀者，一定會喜歡這本小說。

Blanche de Richemont
卡蜜兒本以為失
去了人生，沒想到
其實是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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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213717227 | 2020 | 208 pages
12,5x19,2 cm | 17.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