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EI

翻譯／校對：王卉文、李欣怡、何韋儒、林詩雅、翁士博、孫祥珊、陳郁雯、許惇純、詹文碩、賴亭卉、賴冠琳、薛智云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 2021 台北國際書展－法國出版協會參展書籍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115, bd Saint-Germain - 75006 Paris, France
t. +33 (0)1 44 41 13 13 - f. +33 (0)1 46 34 63 83
info@bief.org - www.bief.org

JC Lattès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世界酒醉史

流星情人

享受青春吧！

混亂的遺物

人質

無法擊敗的對手

又見樹林

第二任妻子

女巫情結

紅白人生

姐妹們

絲綢的記憶

孤樹之山

茉莉花紀念日

擁抱

邪惡之夜

沈沒的朱拉號

重生的四個時刻

沙漠裡的游泳池

黑暗的勝利

JC Lattès
www.editions-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JC Lattès
人文社會科學

Ivresses

世界酒醉史

個人發展 / 心靈成長

Jouissez jeunesse !

享受青春吧！

幾個世紀以來，飲酒在歷史上產生有許多深遠的
影響，酒精已經不止一次地扭轉了歷史。西元
2000年前的埃及，金字塔其實是為了大量的啤酒
建造的。而法國百年戰爭的勝利是因為一桶索莫
爾酒。在達拉斯，約翰·甘迺迪被謀殺，正是因為
他的保鏢當時已喝到爛醉。1994年12月31日晚
上，一名醉酒的俄羅斯將軍決定對車臣的格羅茲
尼發動攻擊。與酒精息息相關，就像我們從未喝
過的令人驚奇的歷史故事！

如何才能在不被綠色狂熱主義壓垮的情況下，針
對氣候和環境進行理性、進步和人文的討論呢？
崩潰學的漂移會導致我們輸掉科技戰。如果打著
保護自然名號，拒絕創新的話，那麼面對中國和
美國兩巨頭的崛起，我們只能被歷史遺忘。法國
應該擺脫錯誤的理念，再次信任文明的進步。這
必須由年輕人來實踐，面對保護生態危言聳聽所
導致政治暴力，不應該輕易讓步。我們不是在世
界末日的前夕，人類的冒險才剛剛開始！

9782709666374 | 2020 | 174 pages | 22x14 cm | 19.00 €

9782709666954 | 2020 | 445 pages | 23x14 cm | 20.90 €

Benoit Franquebalme

Laurent Alexandre

那些酒精改變世界面
貌的歷史時刻

面對崩潰主義的人性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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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Lattès
Otages

文學

人質

Nina Bouraoui
遭受世界暴力對
待的一名美麗女人，
多年下來，她的自
我早已窒息了。

Et toujours les forêts

文學

「我叫做希爾薇．梅耶，53歲，是兩個孩子的
媽。和丈夫分居一年，在一家叫做凱奇克斯的
橡膠公司上班。我是修整科的主管。我沒有犯罪
記錄。」希爾薇是一個平庸的女人，她謙虛、守
時、可信而且是個好同事，她是一個單純也很可
靠的女人。當她的丈夫離開她時，她什麼也沒多
說，她沒有掉眼淚，試圖假裝一切都很好，撫養
著兒子、繼續躺在變得太大的床上。當她的老闆
要求她加班、監督其他員工時，她沒有異議：她
的回應永遠符合別人的期待。直到11月的某天上
午，她彷彿感覺整個世界及他人的暴力、孤獨、
不公都強加於她身上。那晚，她毀掉了一切。
她的所作所為是有罪的，可能會被起訴和坐牢，
但在這次反抗中，希爾薇感到自己活著。 她感
到自己重生了。一則美麗且震撼人心的故事：
希爾薇的每一個痛苦和每句話，也都是我們的的
痛苦，呼應著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寬恕、我們對
自由與和平的渴望。

RIGHTS SOLD

又見樹林

Sandrine Collette
一部關於人類暴力，
並對生存提出質疑的
寓言式小說。

瑞典文(Elisabeth Grate)
西班牙文(Editorial Les hores)

「他是會帶來不幸的孩子」科倫丁的母親是這麼
說的。 沒有人要他，疏遠他的父親不要他、背
地裡謠言被傳滿天的老婦們也不想要他，他的母
親更是一心只想擺脫他。科倫丁從一個家漂泊到
另一個家，他的童年流離不定。直到他的母親把
他遺棄在路邊，將他丟給村裡的老婦奧古絲丁。
在森林環繞、充滿敵意的山谷中，科倫丁與老婦
人開始新的生活。在他求學的大城市裡，科倫丁
沉迷於五光十色和無止盡的派對裡。他周圍的世
界像是著了火。而那股熱不停些地使土地愈發乾
燥。科倫丁的童年之流早已枯竭，樹木也在六月
開始掉葉子。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中。科倫丁和
其他人一樣：他們知道，他們感受到了。一切崩
潰的夜晚來臨，他因為藏身在地下墓穴的深處，
所以奇蹟般地倖存下來。回到地面上，世界被毀
滅，他孤獨一人。究竟是人類還是野獸幹下的行
徑？一切事物都消失了。在找到奧古絲丁的希望
指引之下，科倫丁走過漫長的森林之路。一場瘋
狂、肝腸寸斷的探求，渴望找回已逝世界的主
角，堅信世上萬物絕不可能完全消熄。

RIGHTS SOLD

英文 / 義大利文

FIND OUT MORE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三萬本
> Alef One

9782709650557 | 2020 | 151 pages | 21x13 cm | 18.00 €

> 已出售兩萬五千本
> 2020年盧森堡廣播電台閱讀大獎
2020年丁香莊園文學獎
2020年法國藍皮書書店獎

9782709666152 | 2020 | 334 pages | 21x13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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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mplexe de la sorcière

文學

女巫情結

Isabelle Sorente
本書爬梳人類獵
巫的歷史，並探討獵
巫這個行為所留
下的烙印。

某天晚上，伊莎貝爾．索倫特（Isabelle Sorente）
夢見一個剃光了頭、眼睛清澈的女巫。她是誰？
為什麼她那天晚上會出現？為什麼這個夢一直重
複出現？伊莎貝爾是一位小說家，她開始尋找原
因。夢中的女巫纏著她。三個世紀以來，在歐洲
有十萬名婦女被處決，二十多萬人受到指控。但
是伊莎貝爾·索倫特對這些女人越是瞭解，女巫的
形象跟夢就越讓她想起自己的童年跟回憶。仿佛
女巫在她身體裡躁動、與她對話，並喚起了過去
的自己，彷彿為了解救自己與其他女人，她跟女
巫簽下了一個契約。 獵巫跟女巫的犧牲，難道
沒有在婦女們的心中留下印記，貼上看不見的標
籤：獵巫所帶來的暴力、恐懼和懷疑嗎？本作探
討的是探索自我，以及我們的身分與穿著。我們
如何對待女巫，她們就如何拯救我們。

9782709666268 | 2020 | 299 pages | 21x13 cm | 20.00 €

Frangines

文學

姐妹們

Adèle Bréau
一個家庭，三個姐
妹的故事，一個埋藏
在深處的秘密及那個
改變命運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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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蒂爾德、維奧萊特和路易絲是三姐妹。
從童年開始就和父母住在聖雷米，並在那裏
度過了這輩子最美好的時光。當時村子仍然
受到旅遊禁令的保護。在生活的快樂與挑戰
中，三姊妹的關係愈來愈緊密，瑪蒂爾德既
搶眼又霸道，維奧萊特從小在姊姊的陰影下長
大，最小的路易絲則是在她們多年後才出生。
自去年發生的「悲劇」以來，今年夏天是卡彭提
爾姐妹與三姊妹首度見面。在小小的憤怒、巨大
的變化和每個人的秘密之間，這兩家庭姊妹的重
逢有如一場家庭療成的展開，在普羅旺斯宜人的
陽光下，怨恨及各種情緒交錯發酵著。

RIGHTS SOLD
瑞典文
捷克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兩萬五千本

9782709666367 | 2020 | 378 pages | 21x13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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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lline à l'arbre seul

文學

孤樹之山

Abdelhafid Metalsi
在法國東部的一個工
人階級小鎮，五個孩
子正在演出他們人生
中的《四百擊》。

故事的五個小主角今年十歲，口袋裡沒有一
分錢，但他們喜歡看電影、烤馬鈴薯和可口可
樂。為了好奇心跟銅板，這五個足智多謀的
孩子在垃圾箱撿回收，蒐集金屬、紙箱和可回
收的瓶罐，轉賣給一家不老實的垃圾回收場。
但現在競爭激烈，吉普賽人和流浪漢莫莫也
做回收。因此，在等待長大的過程中，他們
和貓咪拉香絲在郊區閒逛，想知道世界的源
頭，想知道關於那對山頂上看到裸體的夫婦。
阿卜杜勒哈菲德．梅塔爾西（Abdelhafid Metalsi）
循著羅曼．加里的《雨傘默默》、《鈕扣戰爭》
和《四百擊》的脈絡，書寫了這部淒美溫柔
的小說。

9782709667333 | 2020 | 189 pages | 22x14 cm | 19.00 €

L'étreinte

文學

擁抱
四十五歲的艾瑪是一個熱愛自由的女人。因為被
生活和痛苦的愛弄得心煩意亂，她決心好好活在
當下。然而在二月的一個早上，她遇到了一個改
變她的男人。不久之後法國開始鎖國，他們剛萌
芽的故事只能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和簡訊遠距離
維持。當我們無法觸摸對方、擁抱對方的時後，
如何在渴望對方的慾望中生活呢？當他們可以觸
碰到對方的時候，他們之間還剩下什麼？

9782709668293 | 2020 | 175 pages | 21x13 cm | 18.90 €

Flavie Flament
一部敏銳且強而
有力的小說，描寫愛
情的誕生及愛情帶
給我們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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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

Adrien Absolu
一個觸動人心的故
事，是追求真相的一
線希望，也是罹
難著的墓碑。

Les disparus du Joola

沈沒的朱拉號
朱拉號沉沒十年後，阿德里安．阿布索鲁跑到
塞內加爾的卡沙孟斯，定居在濟甘秀赫。不久
之後他遇到的每個人都跟他提到2002年9月那
一天發生的事，在那之後他們的生活全變了，
那場船難證明塞內加爾經歷了暴力革命。阿德
里安決定展開調查，能找到的書他都讀了，
他也找到可以告訴他朱拉號故事的人：這艘船
航行時違反所有規則，是一艘國家毫不關心的
船，集結眾人的貪腐與可怕的疏忽。他分秒不
停地告訴讀者這個事件。追溯到一開始，打造
這艘船的時、出租供他人使用時、被控制的時
候，及最後在缺陷下仍然執意航行的故事。阿
德里安亦提及沉船事故的發生，當時英雄們用
盡力氣拯救這艘船。對那些家人而言，真相被
剝奪了，亡者無葬身之地，時間漫長無止盡。
某天，阿德里安離開塞內加爾時，偶然遇到莫爾
萬村莊的麵包店老闆赫琳。在沉船事故中她失去
了兒子多米尼克，當時他才20歲。這次阿德里
安的調查目的更加私心。他著手調查多米尼克，
這個跟他同年紀、某種程度上與他很相似的男
孩，他的生活和旅行以及他帶到艘船上的那些事
物……。

Une piscine dans le désert

文學

沙漠裡的游泳池

Diane Mazloum
一部令人著迷的小
說，吸引讀者探索身
份認同，以及那片孕
育我們也改變我們的
土地

FIND OUT MORE

> 參與勒諾多文學獎競賽

福斯塔離開了貝魯特，在叔叔魯道夫．基里亞科
斯家裡中放鬆身心。魯道夫是一個村莊的統治
者，這作被群山環繞的村莊位於於三個交戰多年
的國家邊界上。這個地方對福斯塔來說很矛盾，
因為這裡是她夏天時度過美好童年的地方，也是
壓垮她和療癒她的地方。她因為一時興起，請人
在這片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建造一個違法的游
泳池。福斯塔只是想沈浸在泳池裡。在她注射最
後一劑助孕激素前，從加拿大來的里奧．本多斯
打亂了她的計劃。他沒來過這片祖先的土地。他
以為賣掉這片屬於他家人的土地後離開這裡，就
可以擺脫過去。他是個充滿好奇心的外國人，拿
著拍立得四處遊走。魯道夫叔叔收留他，在炮聲
連連的夜晚安撫他。福斯塔觀察著里奧。她生活
步調很慢。他們兩人都對這個村莊十分著迷，這
個村莊可能就是他們的全世界，這些跟他們息息
相關的風景與神話，彷彿是他們必須自己面對的
課題，為了追尋自我，究竟該留下還是逃離？

FIND OUT MORE

> 入圍勒諾多文學獎，費米娜獎，
梅迪西文學獎和費米娜高中生獎
（第二輪名單）

9782709666138 | 2020 | 197 pages | 21x13 cm | 19.00 €

9782709661553 | 2020 | 281 pages | 21x13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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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太陽傳奇系列作品
文學

Éloïse Cohen de Timary
悲劇之下的兩個
靈魂伴侶炙熱的愛
情故事。

Les amants météores

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3) :
La relique du chaos

文學

流星情人
「有種瘋狂已經佔據了她，沒人說得準那是甚麼
感覺，這種瘋狂慢慢地在她的內心增長，遍布
她身上的每個角落，盤據她的身體和夢境的深
處。 」某一天晚上，在巴黎18區一家地下酒吧
裡，瑪麗安遇見了維吉爾，他是一個才華橫溢、
異想天開的同性戀。戀情很快就明朗化，他們對
彼此的愛就像一輩子只會愛這麼一次。從巴黎的
街道到布列塔尼的海邊，他們的愛情有檸檬的酸
甜和瑪格麗特的乾澀，像鹹鹹的牡蠣配上一杯好
酒，也像那些瘋狂夜晚，讀者就好像聽到義大利
八零年代的歌曲、帕蒂 · 史密斯、賈尼斯 · 喬普
林作為背景音樂響起。瑪麗安和維吉爾一起過著
歡樂和幸福的生活，但當他們對未來充滿規劃，
準備要生小孩的時候，一場悲劇擾亂了他們的美
好故事。

RIGHTS SOLD

德文、義大利文、羅馬尼亞文

9782709666022 | 2020 | 328 pages | 21x13 cm | 20.00 €

混亂的遺物
1918年7月，俄羅斯皇室被革命份子處決。沙皇
尼古拉斯二世在臨死前，透露了最後一個卐 字符
號藏匿的地點。 1942年7月，戰爭的結果從來沒
有這麼不確定過。如果英國排除被入侵的風險，
俄國的史達林會在希特勒軍隊的攻擊下撤兵。 尋
找卐 字符號行動掀起了神秘戰爭，誰找到卐 字符
號就贏得勝利。與時間的賽跑分別在柏林、莫斯
科和倫敦展開，將黑太陽傳說的英雄們捲入旋渦
中：雙重特工崔斯坦．馬卡斯、德國考古學家艾
莉卡、年輕的法國抵抗軍隊蘿爾......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時間賽跑開始了，
德國考古學家艾里卡
跟年輕的法國抵抗
軍蘿拉都捲入旋
渦之中...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波蘭文
中文（簡體）
日文
義大利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六萬本

9782709663366 | 2020 | 421 pages | 21x14 cm | 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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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imbattables

文學

無法擊
敗的對手

Sarah Maeght
「作者莎拉．梅格特
不怕在作品中處理情
緒，這她可不是說說
的而已。布科夫斯基
或許會說：因為
『開心和痛苦可
以極其輕易地被混
合。』 」——
《鱷魚的黃眼睛》
作者凱特琳．彭歌

La deuxième femme

文學

薇克多在大學修完文學課程後，二十三歲的她開
始照顧九歲的巴西勒。薇克多的夢想是去美國讀
書，巴西勒的夢想則是交朋友、參觀詩人普維在
諾曼第的家。巴西勒對於什麼可以做和甚麼不能
做以及「適合」 和 「不適合」很講究。薇克多則
會在商店裡偷東西，還會跳過地鐵閘門逃票，並
且看每日星座決定她的心情。某個星期一早上，
巴西勒錯過了校外教學的校車。薇克多必須跟他
一起度過整整一個禮拜，而這將改變他們的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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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妻子

Louise Mey
一部令人深感不
安的黑色小說，
講述一名年輕女子陷
入有毒與暴力關
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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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琳童年是在被父親羞辱、性別歧視、辱罵下
成長，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被騷擾的她，無法擺
脫自我厭惡並且習慣孤立自己。直到某天她在慢
跑時發現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失踪了，她就這麼取
代了那位婦女的位置。此事被媒體廣為宣傳，桑
德琳在白色遊行中接觸到了那位深受打擊的丈
夫，看著這個痛哭流涕、和她一樣受苦的男人，
她深深地被打動。兩人在多次交談後，感情開始
萌芽。這對桑德琳有如夢想成真，因為終於有人
關心她、觸摸她，這個男人愛她並請需要她。於
是她搬進了男人和他兒子的家，小男孩的個性難
相處又孤僻，桑德琳無怨地照料整個家。直到有
一天，消失的女人突然出現了。桑德琳的世界瞬
間崩潰。男人當初的眼淚，到底是為了誰而流？

RIGHTS SOLD
英文

FIND OUT MORE

> Gaumont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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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ene Wenger
神話般的足球教練，
優秀的球隊經理溫格
第的首次出書

Ma vie en rouge et blanc

紅白人生

阿爾塞納．溫格——大家都稱呼他為「教
授」——他在足球比賽時的戰略、嚴謹的態度跟
創新思維，在足球界留下了響亮的名號，並將足
球教練這個職業變成了一門藝術。這位來自阿爾
薩斯的迪特勒南（Duttlenheim）的小孩，如何成
為眾多備受尊敬的足球教練之一？他又是怎麼在
兵工廠足球俱樂部創造了傳奇的無敵隊？他是如
何將70名員工且贏得多個獎項的傳統老俱樂部，
策畫改革成700名員工的俱樂部？阿爾塞納．溫格
提到他待過的每一傢俱樂部——從坎城的足球協
會到兵工廠，中間經歷了南西、摩納哥和日本名
古屋——每一次的相遇都具有決定性。他引領自
己的球員達到巔峰：喬治．維阿、利利安．圖拉
姆、伊曼紐．珀蒂、蒂埃里．亨利、尼古拉．安
耐卡等等。他在本書分享他最重要的時刻，贏得
的球賽和糟糕的失敗經驗，並對足球運動的黯淡
沒落分享自己的看法。阿爾塞納帶將給我們充滿
熱情的生命和珍貴人生經驗。

RIGHTS SOLD

德文、中文（簡體）、韓文、西班牙文、
芬蘭文、匈牙利文、義大利文、日文、
荷蘭文、波蘭文、俄羅斯文、斯洛伐尼亞語、
中文（繁體）、英文

Mémoire de soie

文學

絲綢的記憶

Adrien Borne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一座被家族的沈默及
秘密環繞的蠶業農場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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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9日，滿20歲埃米勒即將服兵役。然
而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改變他在拉科爾多的父母的
習慣。埃米勒即將離開他們兩年，這件事對他們
來說一點也不重要，他們不感到驕傲也不擔心埃
米勒。坦白說，在他們家裡沒有所謂穿制服的英
雄，即使他的家人倖存於一戰，他們也避談那段
回憶，除了想起在1918年之前家族引以為傲的蠶
業農場。這天早上，他的母親沒有格外溫柔。在
兒子搭上前往蒙托利瑪律的公車前，只有一本簿
子塞在兒子包包深處。那是他們家的戶口名簿，
裡面有兩個名字，他媽媽蘇珊娜，還有一個叫做
巴蒂斯汀的人，那不是他父親的名字，那這個人
是誰？要追根究底的話必須抽絲剝繭，直到找到
家庭詛咒的第一個原點。這本傑出的處女作將帶
領我們深入一個世界的核心，在這個世界裡沉默
是法則，溫柔是奢侈。這本小說探索內心的悲劇
和虐心戰爭，以尖銳的角度繪出家族地圖，小說
講述遺忘的機制， 細說愛和生命的頑強與堅韌。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超過一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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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es de jasmin

文學

茉莉花紀念日

Hella Feki
小說中三個人物的
不同命運帶出了突尼
西亞大革命，以瘋狂
浪漫、全新的角度看
待《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於突尼西亞，梅迪在牢房裡繞著圈子
轉，牢房裡有小便跟血的臭味，他不知道一直待
在牢裡，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牢房知道，
它看過獄卒是怎麼對待其他囚犯的。牢房在梅迪
的耳邊低語。外頭的世界，在法國研究院工作的
愛西亞很擔心她的新歡失蹤了。她去過他工作的
報社試圖找人，也去過他的故鄉斯法克斯。愛西
亞的父親亞辛記得突尼西亞獨立事件。他的左腳
受了傷，就像1956年法國人離開時那樣，藥劑師
比平時更常來幫他看診，尤其是年輕的藥劑師。
突尼西亞社會蠢蠢欲動，報紙一一遭到審查，但
資訊在網路上流傳。梅迪是唯一知道內情的人：
這是一場革命。透過海拉．費基（Hella Feki）
引人入勝、感性且有力的文筆，利用獨特的細
節感描述茉莉花革命運動。小說裡的角色敘回
憶著他們的創傷、希望、恐懼、失敗以及他們想
改變現況的心。要把一切摧毀殆盡，才能做更好
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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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2) :
La nuit du mal

文學

邪惡之夜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如果說真相就藏
在希特勒青少時期
的秘密中？

雖然發生了戈林爆炸事件，倫敦的生活仍逐漸回
復正常。英國官員馬婁利（Mallorley）負責特種
行動。事情的結論還未定調，他為了改變結果，
試圖破解關在倫敦塔的囚犯、秘教SS級大師魯
道夫．赫斯（ Rudolf Hess）的秘密。在歐洲的
另一端，專門研究神秘主義和考古學的納粹研
究所祖先遺產學會（Ahnenerbe）正在希臘克里
特島發掘探勘，該遺址位於克諾索斯的古遺跡
上。德國人希望找到第三個卐字符號。但是一連
串神秘暗殺事件阻礙了他們的行動。崔斯坦和艾
利卡隨後就被希姆萊派去尋找卐字符號的下落。
因此開始了一場瘋狂的競賽，這場比賽從維威爾
斯堡（Wewelsburg）到希特勒年輕時常去奧地
利修道院，最後在威尼斯結束，而這個影子戰爭
的最終決鬥將在那裡進行。為了奪取卐字符號，
最終將與希特勒本人交手。

RIGHTS SOLD

英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
日文、塞爾維亞語、簡體中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超過六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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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4 temps de la renaissance :
Le stress post-traumatique
n'est pas une fatalité

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1) :
Le triomphe des ténèbres

文學

黑暗的勝利

重生的四個時刻
擺脫創傷壓力症
候群的命運

Michel Lejoyeux
在這個疫情肆虐
的時刻，如何保有
韌性和正能量？

即使全世界都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是每個人經歷
的過程都不同，我們也不必因為疫情灰頭土臉。
後疫情時代跟創傷壓力都不是命中注定的。我們
懂得運用隔離政策，那我們也可以運用思考和經
驗，幫助我們在這個艱難的時代一起抵抗疫情並
獲得重生。四個重生的時刻，四種情感語法，幫
助我們克服過去式，檢視過度焦慮的現在式，以
現實樂觀的角度預見更美好的未來式，最後用進
行式充實漫長空虛的時間。勒羅耶（Lejoyeux）
教授運用近期針對腦部的心理學、健康和生物學
的研究，提供我們多種療法和練習，讓自己與自
己和解，並找到重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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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深入探討戰爭的秘
密，揭開納粹主義深
藏不露和不為人
知的一面。

1939年1月的西藏，一支黨軍SS探險隊發現一
種未知金屬鑄成的卐字符號。它是四個元素之一
（火、空氣、水和土），根據古老的預言，擁
有這些元素的人就可以主宰世界。1939年1月的
西班牙，法國冒險家崔斯坦率領共和黨突擊隊搶
劫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他們發現了一幅畫與其
中一個元素的藏身之處有關。1940年10月，納
粹德國統治著歐洲。這是邪惡的勝利。隨後開啟
了尋找其他三種元素的競賽。祖先遺產學會（專
門從事神秘主義和考古學研究所）的負責人維斯
托特上校，將崔斯坦從佛朗哥監獄釋放出來，強
迫他合作尋找元素，他們去了卡達的蒙塞古爾，
那裏是最後堡壘。在英國的特種作戰單位（邱吉
爾的新特勤局）裡，指揮官馬婁利發起了一次行
動，欲奪取第二個元素，於是開啟了「星星」和
「卐字符號」之間的鬥爭，並決定了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結果。

RIGHTS SOLD

英文(Hodder & Stoughton) / 波蘭文(Sonia Draga)
西班牙文 (Penguin Random House Spain) /
義大利文 (Mondadori) / 日文 (Take Shobo)
塞爾維亞語(Vulkan) / 中文（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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