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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文學

Nature humaine

文學

2030

人性

葛瑞格感覺自己夾在小舅子安東和姪女
露西之間左右為難。安東最近偽造了一
款殺蟲劑的研究結果，露西則致力於環
保抗爭。當姪女介紹薇拉給他認識後，
葛瑞格的世界觀從此天翻地覆。

一九九九年。法國身陷風暴，末日彷
彿近在眼前。住在洛特省偏僻農莊裡的
亞歷山大，心中只想著國家憲兵何時會
來逮捕他。這是誰的錯？即將摧毀他田
地的「全球化」？這個帶來極端政治對
立、車諾比核災、狂牛症的時代？還是
亞歷山大自己，因為他沒聽美麗的康絲
坦絲的期待去做？

9782081473317 | 2020 | 224 pages | 13x21 cm | 20.00 €

Philippe Djian
一天早晨，葛瑞格
無意間看見一篇十年
前的報導，關於二〇
一九年「梳髮辮的女
人」的抗爭。

Serge Joncour
一本探討農村時
代之終結、人與自
然仳離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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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OUT MORE
> 2020年費米娜獎
9782081433489 | 2020 | 400 pages | 14x22 cm |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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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emps des gens ordinaires

凡人時代

Une chance sur un milliard

文學

十億分
之一的機會

法國在歷經種種政治、社會危機之
後，當前的公衛危機像另一面鏡子，
映照出一個在中央與邊陲、菁英與普
通人、全球化發展與遊子歸鄉、青年
與老年之間撕裂的國家。風暴過後，
我們能學到教訓，構築新的世界嗎？
本書作者為評論家兼地理學家，關注平
民階層議題。平民階層已重新引起學界
關注，也是選舉行銷的最新目標客群。

Christophe Guilluy
平凡人從不起眼
的暗處站上舞台中
心，如今大眾文化已
在文化場域具有
一席之地。

9782081512290 | 2020 | 208 pages
13x21 cm | 19.00 €

Gilles Legardinier
一生之中，我們永遠
不知道何時會發生徹
底改變人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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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識到命運是什麼的時候，才剛
滿十一歲。」透過這個喜樂又動人
的故事，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帶領讀者置身決定生命中
的抉擇時刻。再沒有時間可浪費了。
不能再閃躲。放手去做吧。把事情理清
楚，去說，去做，去期待。去愛，體會
前所未有的自由。
9782081495999 | 2020 | 432 pages
14,7x22,2 cm |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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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énom Baudelaire !

文學

去你的
波特萊爾！

Jean Teulé
作品雖是瑰寶，
人卻是個討厭鬼。

這人的個性讓人不敢恭維，他不遵守
任何規則，無視社會慣習，基本上輕
視人類，唯一的野心就是捕捉淹沒他思
緒的美，並以詩的形式傳達給世人。波
特萊爾在一百首詩中巧妙結合鄙陋與絕
美，然後狠狠砸在人性的臉上。一百朵
《惡之華》徹底改變了法國詩歌的命
運。繼韓波、魏崙與維雍之後，尚．德
雷（Jean Teulé）義無反顧的潛入波特
萊爾的生命與創作。
Miallet et Barrault | 9782080208842 | 2020 | 432 pages
13x20 cm | 21.00 €

人文社會科學

Evelyne Heyer
伊芙琳．海耶
（Evelyne Heyer ）
讓DNA開口說話，為
您介紹人類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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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yssée des gênes

基因奇航記
從我們的祖先學會直立以來已過了七百
萬年，但我們並不清楚他們如何經過不
可思議的旅程，最終征服整個地球。不
過人類的遷徙與混血過程在我們的基因
中留下私密的記號。在這場令人目眩神
迷的溯源之旅中，作者帶領我們近距離
觀察消失的人種（如尼安德塔人與丹尼
索瓦人），與第一批耕種者一同漫步在
肥沃月彎。從成吉斯汗到路易十四派去
北美殖民地增產報國的「國王的女兒」
，從非洲黑奴到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請
您展讀人類的史詩。
9782081428225 | 2020 | 388 pages
16x22 cm | 2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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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科技

La science des rêves

Comme un empire dans un empire

文學

夢的科學

宛如一個帝國
中的帝國

夜晚不可或缺的一本實用指南，除了告
訴您各種記住夢境的技巧，教您如何藉
助最新神經科學成果來解讀夢境，還教
您透過做夢者心目中的聖杯──清醒的夢
──來控制自己的夢境。

他們都是三十歲，也都決心投身政治。
故事開始時，他們都感到如履薄冰：安
湍的原因是民眾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開
始波及他，Ｌ則是因為她的駭客男友被
捕之後，知道自己已被監視，甚至可能
有生命危險。

9782081499621 | 2020 | 272 pages
15x21 cm | 19.90 €

Guillaume Jacquemont

Alice Zeniter

度過夜晚的實用必
備指南，告訴您各種
記住夢境的技巧。

他叫做安湍，她自稱
「L」。他是國會助
理，她是一名駭客。
他們有共同點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9782081515437 | 2020 | 400 pages
14x22 cm | 21.00 €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Flammarion
人文社會科學

Marc Fontecave
想像一個地球，
人類社會有序且穩
定，而且終於懂
得愛護它。

Halte au catastrophisme !

崩壞論止步！
有鑑於近來環保少女童貝里和數個非
政府組織向法院提告法國對氣候變遷
欠缺作為，我們必須從科學角度探討法
國對能源轉型的投入。面對宣稱地球勢
將毀滅的崩壞論人士與假新聞，本書以
豐富的科技創新為理由，證明我們應樂
觀期待一個在掌控內的能源順利轉型。
《崩壞論止步！》旨在提供法國人最新
最完整的資訊，以了解科學對抗氣候變
遷的能耐。
9782080207371 | 2020 | 224 pages
13x21 cm | 19.00 €

人文社會科學

La science de la résurrection

復活的科學
當我們的生命終結，大腦會發生什麼
變化？「瀕死經驗」是一種復活嗎？作
者以豐富的文獻為基礎，探索死亡的邊
界，仔細檢視賈法尼（Galvani）、杜
普宜特朗(Dupuytren)、甚至拿破崙的外
科醫師拉瑞(Larrey)驚人的研究成果。
作者並介紹最新的醫學突破，包括他最
近發表的神秘「復甦波」（onde de la
réanimation）。

Stéphane Charpier
如何定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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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081503335 | 2020 | 368 pages
14x22 cm | 2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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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ia Reznikov
愛瑪麗塔．雪吉爾
（Amrita Sher-Gil）
是二十世紀上半葉
印度繪畫史的一
顆明珠。

Amrita

愛瑪麗塔．
雪吉爾
愛瑪麗塔．雪吉爾是一位極具個人魅
力與驚人天分的女性。一九一三年出生
於布達佩斯，在巴黎、佛羅倫斯、拉合
爾、孟買與布達佩斯之間過著忙碌的波
希米亞式生活。她頻繁往返於歐洲和印
度之間，逐漸打響了傑出畫家的名號。
當愛瑪麗塔的創作正要開啟光明燦爛的
未來，卻於二十八歲驟然離世。作者將
目光投注於這位叛離常軌的女性人物，
追溯其悲劇的一生。
9782081511767 | 2020 | 384 pages
14x22 cm | 21.90 €

人文社會科學

Le bûcher des sorcières :
Les plus grands procès de sorcellerie
de l’histoire décryptés

火堆上的女巫
揭開歷史上最重大
的女巫審判之謎

Dominique Labarrière
（重新）認識史上最
著名的女巫審判

從基爾肯尼（Kilkeny）的審判到塞
勒姆鎮（Salem）的女巫，還有盧丹
（Loudon）的著魔事件與特里夫斯
（Trèves）、符茲堡（Wurtzbourg）等
地的大屠殺事件，為您解析知名的女巫
案件與遭魔附身案件。本書重現當年集
體與個人的歇斯底里與狂熱獵巫氛圍。
那兩、三百年間的社會變化劇烈卻又豐
富多彩，荒唐的蒙昧心態與思想界的
突破（如蒙田、笛卡兒、伊拉斯謨斯等
人）彼此衝突，有時也相混融……。
Pygmalion | 9782756425801 | 2020 | 200 pages
15x24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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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e Rovère
學校教導的是人際
互動的藝術。

L'école de la vie

生命的學校
學校是身體也是心靈聚集的地方。學
校加速了身體之間與心靈之間與性無關
的吸引力。這讓學校永遠是一個充滿學
習能量的地方，就算學習的對象是一個
「糟糕的」老師。學習並沒有什麼
「用」，或者說只對一件事有用：了解
如何與他人互動。這本書宣揚對知識之
熱愛，與您讀過談論學校的作品完全不
同，因為讀完之後，您將懷念還在校園
裡的日子……
9782081504295 | 2020 | 288 pages
13x21 cm | 19.00 €

Se le dire enfin

文學

終於對自己說

Agnès Ledig
雖然艾德華在充
滿力量的大自然中找
尋的是自己離開的原
因，最終他將找回
自己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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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凡恩車站的月台，年過五十的艾
德華一個衝動之下決定拋下妻子與工
作，跟隨一位隱居在布洛賽良德森林深
處民宿裡的年邁英國小說家而去。接觸
大自然、孤獨，更重要的還有民宿古怪
又誠摯關懷他人的鄰居，幫助他了解自
己條理分明的生活為何會一夕翻轉，也
讓他承認自己對愛麗絲深藏三十多年的
愛……艾涅絲．雷迪克（Agnès Ledig）
以布列塔尼最具象徵性的地點──布洛賽
良德森林為舞台，完成這部精彩絕倫的
小說，帶給讀者前所未有的深刻情感探
索與精妙文字。
9782081457966 | 2020 | 432 pages
14x22 cm | 2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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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laume Blanc
當大自然在西方
國家消逝，我們對非
洲就產生更多幻想。
當我們把自己的自然
摧毀得更徹底，
就更加倍努力拯救
他們的自然。

L'Invention du colonialisme vert

綠色殖民主義
的誕生
非洲總在我們心中挑起充滿奇幻異想色
彩的畫面：原始森林、乾草原、綠洲、
獅子、大象、長頸鹿、犀牛等等。這樣
的非洲從未存在過。本書帶領讀者打開
眼界，認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世界自
然基金會的種種行動：因為非洲有三百
五十個國家公園與至少一百萬流離失所
的人。人民被迫遷徙、賠償、監獄、社
會崩潰、毆打、強暴與謀殺──這就是西
方觀點為非洲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9782081504394 | 2020 | 352 pages
13x21 cm | 21.90 €

個人發展 / 心靈成長

Elke Faraone
一本原創的全新星
座指引，詳細檢視每
個星座，讓您更加了
解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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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avec les signes du zodiaque

與十二星
座對話
牡羊座會怎麼說話？巨蟹座和家人的關
係如何？什麼事會讓雙子座感到幸福？
獅子座會出現哪些病理癥狀？如何吸引
一個天秤座？水瓶座如何看待友誼？最
重要的問題：天蠍座為什麼是最完美的
星座？作者表示：「這本指南讓不同星
座出來說話，就像我在訪問他們一樣。
透過我的提問，讀者可以走入他們的內
心深處。」
Pygmalion | 9782756432779 | 2020 | 576 pages
14x22 cm | 19.90 €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Flammarion
人文社會科學

Sandor Ferenczi

人文社會科學

費倫齊
長期以來，費倫齊（Sandor Ferenczi）
為他和佛洛依德形同父子衝突的關係所
苦。不過費倫齊和情婦吉賽拉及其女艾
爾瑪之間的糾葛才是矛盾的根源：費倫
齊為這兩位女性分析，後來愛上艾爾
瑪，再將她送去讓佛洛依德進一步治
療。本書並非學術論著，亦非典型傳
記，而是一個翻轉一切的故事，講述一
段也許根本不可能成真的友誼。

Benoit Peeters
精神分析發展初期最
有魅力的人物之一，
亦是最多產的一
位理論家。

9782081347274 | 2020 | 384 pages
15x21 cm | 23.90 €

Vincent Azoulay
Paulin Ismard
一個共同體是如
何走到彼此撕裂，
甚至崩解，又重新
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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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ènes 403

雅典西元
前403年
繼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雅典於西元
前四〇四年戰敗後，雅典人組成三十人
委員會，終結民主體制。民主派人士立
刻反擊，經過幾場餘波盪漾的大戰後，
雙方終於在西元前四〇三年秋天談和。
本書從十位獨特人物的一生交織而成的
歷史，反轉傳統階級觀點（外地人、
公民、奴隸），以全新視角呈現此一事
件。作者也揭露了以幾位關鍵人物，如
蘇格拉底、女祭司呂西瑪可等為中心組
織的好幾個團體。
9782081334724 | 2020 | 464 pages
15x24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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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héorème du parapluie :
ou L'art d'observer le monde
dans le bon sens

Sale bourge

文學

骯髒的
資產階級

雨傘定理

理解並觀察世界
的方法

Mickael Launay
你眼中的世界將從
此完全不同！

如果你發現巴黎的人口組成比起紐約
來說，更接近一個十二人的村莊，會不
會覺得很有意思？人們常指責數學家只
關心抽象事物，甚至認為他們對日常生
活沒有幫助，然而人類的進步正是從起
初看來平凡無奇的觀察中誕生的。世界
並不是以有用和無用來劃分，可知我們
人生中習得的技能有多少是在看似無意
義的操演中形成的？要解決大問題未必
一定要更聰明或更強的人：靈活巧思才
是關鍵。

Nicolas Rodier
皮耶揍了人，
像他曾被揍那樣。

9782081427525 | 2019 | 304 pages
15x24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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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耶在警察局待了一天，因為妻子控
告他家暴。他的「好家教」一直如影隨
形：從小生長在凡爾賽市的他，是家中
長子，在這個「高人一等」有眾多弟妹
的大家庭中，為了確保自己的優勢、充
分享受自己的權利，使出任何暴力手段
都不奇怪。但是皮耶也曾試著反抗命令
與拳頭。他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9782081511514 | 2020 | 224 pages
14x21 cm | 17.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