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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一起散步吧！

平和溝通
Promenons-nous dans la nuit

童書

一起在
夜晚散步吧！

Tu es le jardinier de ton cœur :
ou le secret du bonheur

童書

你是自己
的心靈園丁

夜晚降臨，該睡覺了。屋子裡，小男孩
躺在床上，媽媽過來幫他把被子包好。
這時候外面是什麼樣子呀？動物們在做
什麼呢？青蛙、刺蝟、夜蛾、狐狸和貓
頭鷹邀請我們走進他們的夜間生活，
展開一段輕巧又詩意的探索之旅。

IK
SK
每一頁都有會動
的機關喔！

9782081495098 | 2020 | 34 p | 19x25,5 cm | 15.50 €

快樂的秘密

Olivier Clerc
Gaia Bordicchia
在內心花園中播
下最美的種子……

小兔子澎澎很迷惘……他的朋友布雷思
對他做了一個惡作劇，所以他很生氣，
不想再聽見朋友們談這件事。為了幫助
他，媽媽讓他靜下心來，爸爸則告訴他
一個小秘密。心靈就像一座花園：每個
人都可以決定要播什麼種子、種什麼東
西。如果栽培的是真理的種子（可以收
獲知識）而不是謊言的種子（會帶來
恐懼），我們會更快樂。不要盲目的相
信，要思考並向他人詢問，而不是立刻
把自己關進恐懼之中……這就是快樂的
秘密。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土耳其文
9782081513686 | 2020 | 48 pages | 18x24 cm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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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情緒情緒情緒！
Pierre, feuille, ciseaux

童書

Un bol de tristesse pour Nour

童書

剪刀、
石頭、布

努兒的
一碗悲傷

這是一本教孩子玩「剪刀、石頭、布」
的有趣圖畫書。其中一項遊戲是由一隻
調皮的小老鼠來和讀者一起猜拳。五張
大折頁的設計讓猜拳更加刺激，增添遊
戲的緊張感，也讓這本書變得更有娛
樂性。

Escoffier Michaël
Karine Bélanger
準備好了嗎？一、
二、三，比賽開始！

9782081500662 | 2020 | 32 pages | 20,1x24 cm | 12.00 €

Kochka
Marie Leghima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
裝滿情緒的大櫥櫃。
這些情緒如同種子一
般在我們心中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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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努兒在窗台上發現一隻小
貓咪。友情一點一點在他們之間滋長。
可是某一天起，小貓沒有再出現。努
兒和爸爸到處找牠，當她得知貓咪已
重回牠主人的懷抱，忍不住掉下淚來。
這本書講述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情緒。
這個系列的故事環繞著四至六歲孩童
的情緒，每一本皆由心理學家路易松．
尼爾曼（Louison Nielmann）撰寫兩頁給
家長的參考資訊。
RIGHTS SOLD
英文、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文、
巴斯克文、加利西亞文、韓文…...等
9782081420922 | 2020 | 32 pages | 20x23,5 cm |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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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喵洛克

喵洛克
Charlock : La disparition des souris

童書

喵洛克

Charlock : Le trafic de croquettes

童書

喵洛克

老鼠失蹤案

Sébastien Perez
Benjamin Lacombe
巴黎發生怪事：
老鼠瑪嘉麗失蹤了！
而且同一個街區的
所有老鼠也全部
不知去向。

狗餅乾走私案

喵洛克是一隻貓。他和所有的貓一
樣，都有好幾條命。有些人說貓有九
條命，不過這說法大有可疑之處。大
家都知道貓不會算數！喵洛克每次重
生，都有一個新主人，並跟在他身邊
好多年。這有點像買樂透，因為喵洛
克永遠不知道會遇上誰！不過更令人
吃驚的是，我們的故事主角可以在地
球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時間點誕
生。這是最大的謎團！喵洛克可能在
命運之神決定的任何一個地方降生……
本書是喵洛克的第一場冒險：他的老鼠
朋友瑪嘉麗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Sébastien Perez
Benjamin Lacombe
狗幫對上貓幫：喵洛
克的最新危險任務。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文、巴斯克文、
加利西亞文、土耳其文、義大利文
9782081519060 | 2020 | 80 pages | 14x19 cm |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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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市的屋頂上， 喵洛克與朋友克
勞德， 一隻斜視的鴿子， 正在進行一
場嚴肅的對話。突然間，他發現一群流
浪貓和狗兒們打群架。狗指控貓在他們
的狗餅乾裡下毒，所以貓偵探喵洛克便
接下了這個案子，決心要抽絲剝繭找出
真相。在他的第二場冒險中，一幫流浪
狗揭發以中毒的狗為對象的狗餅乾市
場… … 這套為兒童讀者設計的系列故
事由兩位傑出的作家塞巴斯丁．裴瑞茲
（Sébastien Perez）與班傑明．拉孔
（Benjamin Lacombe）聯手創作。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文、巴斯克文、
加利西亞文、土耳其文、義大利文
9782081511804 | 2020 | 80 pages | 14x19 cm |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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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蘇菲亞的大哉問
童書

Chapeau d'été

夏天的帽子

Maman, papa, il y avait qui avant moi ?

童書

媽媽、爸爸，
我出生之前
還有誰？

此一叢書邀請您從孩子一出生就為
他們朗讀故事，以鼓勵孩子和他
人溝通、表達自我、開口說話！
您可利用書中的故事和寶寶一起說話、
唱歌、跳舞、玩遊戲和享受快樂的時
光。請和寶寶一起分享文字的聲音、
韻律與躍動。
9782081495265 | 2020 | 20 pages | 17x21,5 cm | 12.90 €

Jo Witek
Emmanuelle Halgand
透過一年四季的
變化，以文字啟迪
寶寶的天賦。

Thierry Lenain
Stéphanie Marchal
透過家族史，蘇
菲亞將跳上時光機，
進入另一段歷史：
人類的歷史！

這次蘇菲亞的爸媽得跳上時光機，談
談他們的家族起源了，包括：他們的兩
人生活、從學生時期就互相認識的祖父
母、曾經是奴隸的曾曾祖父母、騎士時
代、法老王時代、甚至人類還住在洞穴
裡的時代。在更早之前，地球上沒有人
類，只有動物，而再往前，就只有黑洞
了……蘇菲亞下結論：「在黑洞裡……
有我！」一本講述家庭起源，同時講
述人類起源的作品，並巧妙釐清許多
成見。
RIGHTS SOLD
德文、繁體中文
9782081469174 | 2020 | 32 pages | 20x23,5 cm | 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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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巫術學院
童書

Anne-Marie Chapouton
Lili la Baleine
一段領會書寫與閱讀
樂趣的故事。

Les lettres de Biscotte Mulotte

小田鼠比斯
可的來信
這天早上，老師的桌上有一封信，是
要念給小朋友們聽的。那是小田鼠比
斯可寫來的信，她就住在櫃子後面的一
個洞裡。孩子們樂不可支，決定要回
信給她，從此他們不斷書信往來……
「海狸爸爸故事系列」不可錯過的故
事，以圖畫書形式發行，尺寸適宜閱
讀，附全新插圖。隨書附贈：信封六
個，以及比斯可的親筆信。
FIND OUT MORE
> 法文版已銷售超過十二萬冊。
9782081500624 | 2020 | 32 pages | 22x27 cm | 13.00 €

童書

Le collège maléfique (Tome 1) : Le
marche-rêves

巫術學院
夢之階梯

Cassandra O'Donnell
充滿鬼怪與魔法的
新系列重磅登場，
喜愛《黑獄森林》
（Malenfer）的讀者
一定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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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瑪．德林梅克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孩
子。她擁有一股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強
大的神祕力量。有一天，她被召入一個
特殊的學校，在那裡，有魔法的孩子們
學習如何掌握自己的力量。可是，進入
別人的夢境可能會帶來極大的危險，尤
其如果夢變成了現實，就更麻煩了……
艾瑪能夠戰勝自己的魔鬼嗎？
FIND OUT MORE
> 《黑獄森林》（Malenfer）已售出15萬
冊，《四之傳說》（La légende des 4）
售出3萬冊
9782081513907 | 2020 | 256 pages | 13,5x21 cm | 1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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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我的花園世界

我的花園世界
Les insectes de mon jardin

童書

我花園裡
的昆蟲

Les oiseaux de mon jardin

童書

我花園裡
的鳥兒

這本硬頁掀翻操作書專為小小孩的手而
設計，孩子們將從中發現大自然的美。

這本附有折頁的硬頁書專為小小孩的
手而設計，孩子們將從中發現大自然
的美。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9782081493926 | 2020 | 12 pages | 16x16 cm | 9.95 €

Adeline Ruel
為幼兒設計的全新
知識性叢書。

Adeline Ruel
為幼兒設計的全新
知識性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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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081495296 | 2020 | 12 pages | 16x16 cm | 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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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斜坡上的學校

毛探記事簿
L'école de la rue qui monte (Tome 1) :
La plus belle des toiles

童書

童書

斜坡上的學校

毛探記事簿

校外教學去美術館的時候，恩佐把同學
們都叫過來，說在一幅畫認出卡蜜兒的
媽媽。卡蜜兒很困擾，她不知道有這幅
由秘密情人畫下的作品。幸好陪著大家
一起來的瑞貝卡媽媽打斷大家的追問，
解開了這個根本不是秘密的秘密：原來
卡蜜兒媽媽年輕時曾為打工賺錢，去當
畫家的模特兒，而卡蜜兒的爸爸也知道
這件事。卡蜜兒不需要為媽媽學生時期
去打工而感到丟臉，更何況因此誕生了
一幅最美的畫！

森林裡發生神秘的失蹤案件：起初
是小鹿的圍巾，接著是狐狸寶寶的
毛線帽、兔萍太太的紅蘿蔔，最後
連松鼠的核桃都不見了！每次有東西
不見，雪地就會出現奇怪的腳印……
接到委託的警探歐思洛和綺思小姐循著
小偷的足跡，竟然追到一隻小熊！撐著
兩根拐杖、腳上還包著石膏的小熊之所
以摸走動物們的東西，其實沒有惡意，
只是想做一個漂亮的雪人！適合六歲以
上閱讀。

最美的畫作

Hubert Ben Kemoun
Sess
雨貝．班．科穆
（Hubert Ben
Kemoun）為
「閱讀入門」創作
的新系列。

Des enquêtes au poil :
Mystères sous la neige

9782081505391 | 2020 | 48 pages | 14,7x18,9 cm | 5.95 €

雪裡埋的秘密

Anne-Marie Desplat-Duc
Anne Dumergue
Fabien öckto Lambert
為小讀者們設計的全
新系列，講述狗貓二
人組調查謎團的過
程。保證笑料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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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081512016 | 2020 | 32 pages | 14,7x18,9 cm | 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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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潟湖之城威尼斯
La cité lagune : Le pouvoir des sœurs

童書

潟湖之城
威尼斯

童書

瑪農的皮球
瑪農在紙箱中找到一顆皮球。她想和
弟弟西蒙一起玩球。最後全家玩在一
起，真有趣！本系列每本書都講述一
個有趣的故事，句子簡短，並針對剛
學會認字的孩子挑選適合的用字。
全書精心設計，是孩子學習閱讀的最佳
選擇！

姊妹的力量

Anne Kalicky
結合探秘、調查與
魔法的新系列，登場
的兩位少女既堅強
且絕不放棄！

Le ballon de Manon (Tome 7) :
Je rentre en CP

卡拉和蘿莎這對雙生姊妹當年是被拋棄
在一張小木筏上的棄嬰，席蒙涅塔與麥
斯托．卡洛夫婦救了她們。當她們十歲
時，卡拉在一場舞會中失蹤了。蘿莎不
顧一切，誓言找回自己的姊妹！
9782081451131 | 2020 | 152 pages | 14,5x20 cm | 10.00 €

Magdalena
Charlotte Roederer
專門為孩子設計，
所有閱讀初學者都會
喜愛的的一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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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081495562 | 2020 | 32 pages | 15x19,5 cm |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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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La folle épopée de Victor Samson

童書

維多．山姆森
的瘋狂冒險

Laurent Seksik
暢銷作家羅宏．
塞克席克（Laurent
Seksik）的第一
本青少年小說。

維多．山姆森住在義大利的小鎮蒙迪
諾，他不是普通的男孩，他可是雅可．
山姆森的兒子。雅可發明了神奇的「雅
可賓」氣泡水，能夠像治療濕疹一樣治
療失戀的痛苦！在父親驟逝後，維多立
志要實現父親的夢想：讓「雅可賓」外
銷美洲。一趟意想不到的旅程從此展
開：從莫斯科到北京，結識卓別林和法
國的饒瑞斯（Jaurès），他的足跡遍及
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大陸。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超過五十萬冊
9782081522312 | 2020 | 352 pages | 13,5x21 cm | 15.90 €

Le Croco Blues Band

童書

藍鱷魚樂隊

Alexandre Lacroix
Marie Novion
暢銷系列《龍家
父子》（Dragons,
père et fils）作者
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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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住在父母經營的鱷魚養殖場裡，照
顧動物是他的工作。不過他真正熱愛的
其實是音樂！所以當他聽見兩隻鱷魚一
邊有節奏的敲打一邊吹口哨，就和牠們
組成了「藍鱷魚樂隊」！湯姆的爸爸發
現後大為光火，禁止他玩音樂，認為兒
子只會浪費時間！不過動物們把樂團重
新組織起來，在訪客面前演奏湯姆的新
作品。沒想到，爸爸竟成了第一位為藍
鱷魚樂隊鼓掌的人！
9782081486195 | 2020 | 32 pages | 24x30 cm | 1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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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貓老伯的故事
童書

Emmanuel Bourdier
一個關於家庭與友誼
的趣味感人故事。

Qui dit mieux ?

誰更有道理？
柔依和媽媽、姊姊與狗兒尚路易住在
一起。執行官常常到她們家取走一
些物品，抵償家裡的債。儘管如此，
她們還是過得很幸福！這次執行官來
按鈴，沒有拿走任何東西，只帶走
尚路易。這個一向以笑容面對一切的
家庭展開反擊。尚路易是家庭的一分
子，不能拿去拍賣！在朋友的幫助
下，柔依要設法將她的狗買回來！
取材自真實事件！作者以謹慎的手法表
現貧窮議題。
9782081512634 | 2020 | 192 pages | 13,5x21 cm | 13.00 €

Pépère le chat : Une famille au poil

童書

貓老伯的故事
起毛一家人

Ronan Badel
一起加入貓伯伯
的冒險吧！這隻貓不
好相處，但是超級
有意思！

貓老伯是一隻很胖的流浪貓，生活很
自由，但是在屋頂上和廢棄倉庫裡的
生活令牠感到疲倦。滿七歲那一天（相
當於人類四十二歲），貓老伯做出重大
決定：要改變生活，找個家，找間有花
園又有沙發的房子。機緣和壞天氣將
他帶到皮耶、瑪麗翁、路易絲和維多的
家。剛開始住在一起時，多少都會起毛
球，不管是頭上有毛的，還是全身有毛
的……家庭生活需要人人各退一步。溫
馨的家庭畫面隨時可能破滅，演變成一
場大戰。誰會想到貓老伯竟然對鬍鬚過
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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