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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Melody
7 > 16

> 28號電車
> 你好，我是倫敦
男孩查理
> 你好，我是愛爾
蘭女孩茉莉
> 你好，我是紐約
女孩莉莉
> 和貓咪、
老鼠一起學英文：
上學去
> 和貓咪、老鼠
一起學英文：情緒
> 大白熊的旅程
> 尼克和小猴的
天空之旅
> 尼克和小猴的
森林冒險
> 尼克和小猴的
深海探險
> 尼羅河神秘事件
> 巴黎女孩瑪莉

> 我親愛的老狗狗
> 查理和加拿
大暴風雪
> 查理和愛爾
蘭派對
> 獻給好奇寶寶的超
大英文單字書
> 羅馬神秘事件
> 飛龍任務(一)
之落難公主
> 馬雅神秘事件

> 小鹿斑比
> 我的大貓咪
> 我的環球想
像之旅
> 我的貓
> 時間四部曲
> 無風無雲之雨
> 熊之舞
> 番茄的森林
> 金剛
> 金銀島

 lbin Miche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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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vernes

17 > 24

> 借我你的雙眼
> 叮咚狗吵架了
> 叮咚狗玩彈跳床
> 大自然超酷，
一起來模仿吧！
> 小柚子的異
想世界
> 小灰狼

25 > 34

> 一位朋友
> 一個相反的故事
> 仙子先生
> 告訴我，什麼是快
樂呢？
> 圖片寶盒
> 小氣國王
> 小狐狸的四季
> 形狀玩什麼？

> 愛人之書
> 春天的生日
> 比十位仙女更棒
> 浩瀚宇宙
> 海底兩萬里
> 直到最後一頁
> 變色獅
> 貓咪的冒險
> 閔希豪森男爵
的驚奇探險
> 雨中島
> 骨頭魔法師
> 鳥類們

Casterman
35 > 41

> 1、2、3，
上學去！
> 充滿故事的一班
> 又臭又愛放
屁的公主
> 嫉妒心太強囉！

> 小湯匙，
快躲起來！
> 我不想再當
小孩了！
> 我的家裡有
好多東西
> 投給大狼
巴斯卡！
> 無尾熊哲學
（二）
> 無眠之屋
> 牧璐與洞穴
裡的壁畫
> 艾菲爾鐵
塔有什麼用？
> 解神話
> 這個我無比
珍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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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audD
Le Lombard
42 > 43

> 世界上最美
麗的便便
> 尋找小紅帽
> 我的小天堂
> 魔法小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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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53

> 一個非常美
好的日子
> 兔子的畫像
> 兔子躲貓貓
> 夜晚細微的聲音
> 大大象和小
小鼠(第二冊)
> 大熊和那些東西
> 家
> 巴納貝的
地球治療行動

> 床下的仙子
> 拇指姑娘
> 日下巴黎
> 早晨細微的聲音
> 最開心和你
在一起
> 燈塔守望人彭彭
> 爺爺熊的新春天
> 美好的夢鄉
> 親親傻傻
> 認識韋瓦第
> 誰最會刷牙呢？
> 香草豆莢之歌

 ditions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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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63

> 動手做，愛地球
> 吉他之神
> 城市的聲音
> 夜裡的小秘密
> 小瓢蟲
> 情緒點一點

> 我的小小世界
> 我的小花園
> 打造綠色地球
> 昆蟲
> 時尚怎麼說？
> 木秀成林
> 用自己的花園跟大
自然當好朋友
> 百分之百相
連相通
> 神奇動物之書
> 經濟發展將
走向何方？
> 能量運轉
> 貓頭鷹的一生
> 這匹狼超級
想要……
> 雞

 lamma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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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 73

> 一起在夜晚
散步吧！
> 你是自己的
心靈園丁
> 剪刀、石頭、布
> 努兒的一碗悲傷
> 喵洛克
> 喵洛克
> 夏天的帽子
> 媽媽、爸爸，
我出生之前
還有誰？
> 小田鼠比斯
可的來信
> 巫術學院
> 我花園裡的昆蟲
> 我花園裡的鳥兒
> 斜坡上的學校
> 毛探記事簿
> 潟湖之城威尼斯

> 瑪農的皮球
> 維多．山姆
森的瘋狂冒險
> 藍鱷魚樂隊
> 誰更有道理？
> 貓老伯的故事

 alli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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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85

> 三十件尤其
不要和動物一
起做的事
> 你覺得防疫封
城是什麼呢？
> 動物大遷徙
> 叢林之書
> 呂凱絲的異
想世界（五）
> 四季的花
> 外太空
> 媽咪來囉，
我的小淘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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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說
「不要！」
> 小玫和她的
玫瑰花
> 小驢托托和莎
莎上托兒所
> 我也是
> 我用鋼琴彈奏
世界名曲
> 晚安
> 森林
> 比爾喜歡旅行
> 睡衣假面傳說
> 蜜蜂和蚯蚓
> 認識管弦樂
> 遊龍的挑戰
> 運動英雄群像
> 邦妮與莫弟默
（二） - 食堂
奇遇
> 醜小鴨
> 音樂大師登場！

 r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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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梅奧的大冒險
> 神話之十
> 艾皮芬妮的恐懼
〈第二冊〉
> 薩莎和湯姆克魯茲
〈第三冊〉
> 費吉爾和阿毛
〈第八冊〉
> 追逐運氣的男人
> 露露與納爾遜
〈第一冊〉

> 一百個世界上
最簡單打發無
聊的活動
> 一起保護地球吧
> 倫敦發生失竊案
> 和爸爸一起閱讀
的五個故事
> 小鹿斑比
> 愛，是什麼？
> 我是這麼地愛你
> 我的卡哇伊服飾
> 我的斑點去
哪了？
> 我的自然圖像書
> 我能集中注意力
> 拯救小紅帽
大作戰
> 獨角獸加斯頓的喜
怒哀樂：我的
作業簿

86 > 89

90 > 99

> 現在該睡覺了！
> 籃球迷
> 線
> 美麗的探險
> 與藝術家阿爾
欽博托同行
> 馬丁與螢幕

Kanjil

100 > 109
> 再見，
我的犀牛！
> 因為做裁判
的是貓
> 坎吉爾和老虎王
> 坎吉爾算算數
> 多彩的藍調
> 大大大蘿蔔
> 奇可王傳奇
> 娜塔莎的俄
羅斯娃娃

> 安第斯的羽毛
> 巴黎的一
個小廣場
> 有一天我會
重獲自由
> 漫長的馴鹿旅程
> 神奇的橘子樹
> 綠眼鯨
> 蜥蜴，英雄！
> 跟我說說法
國的歌
> 跟我說說海
地的歌
> 骨頭王國
> 魔法水桶
> 魚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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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多
> 你從哪裡來？
> 偶要這個！
> 北極熊米羅
> 午夜以後
> 唱歌的熊
> 四界沒日
> 太空鞦韆
> 媞吉丹克
> 小女孩的雙
腿不能砍
> 小小吸血鬼
> 小確幸之書
> 小老鼠希多妮
> 幸運喬伊
> 慢一點，
帕羅密諾
> 我的保姆和
小小人

> 救世主與兒子
（第六冊）
> 早餐任務！
> 晚上出門的野狼
> 暴風雨來襲！
> 最髒的話
> 無限可能的年歲
> 皮克立．米姆
> 睡覺覺小木屋
> 米蘭達和巧克力
> 莉賽特和天
大的謊言
> 藍狗
> 西雷克斯
> 迷你絲庫蕾
特全書
> 達格弗里
> 醫生波波夫
> 長毛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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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 134

> 傳說中的美人魚
> 加斯帕的夜
間冒險
> 危險動物
> 咕嚕咕嚕
> 大自然的脆
弱之翼——鳥類
> 天空
> 小猴子
> 平凡英雄
> 我們是宇宙
中的孤獨存在？
> 我爸爸
是超級英雄
> 我的昆蟲鄰居
> 我答應你
> 月亮立體書
> 牆
> 白霧

> 這是我家！
> 醫生的
一天24小時
> 關於騷擾

Le Muscadier
135 > 138

> 上學恐懼症
> 不一樣
> 在星空下
> 塑膠末日
> 我如何讓妮娜
重展笑顏
> 森林守護者
> 竊賊彼得

 e S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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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 147

> 大暴走
> 大毛怪
> 大象
> 小心巫婆！藝術
當中的巫婆史
> 慕多，不可
能的夢
> 我們的小木屋
> 我的神奇藏寶圖
> 抽個故事來聽聽
> 日日春旅社
> 樂為獨生子
> 注意！
他的行李箱…
> 蔚藍
> 貓頭鷹小嗚
> 關於狗，我知道
的所有知識
> 雙面人梅多

> 動植物圖片大全
> 坐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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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Verger des
L
hespérides
148

> 玉米是怎麼
出現的？
> 都是為了幾粒鹽

 ère
P
Fouettard
149 > 162

> 一千頭母牛
> 團結力量大
> 團結就是彼
此接納
> 團結就是接
力合作
> 失控的噴火龍
> 家裡的怪聲音
> 密黑特
> 巫毒信仰
> 巫毒信仰：
著色本

> 恐龍之愛
> 我的保姆是
隻長頸鹿
> 我的爸爸是
沙丁魚
> 拉德鞏德與巨龍
> 熊熊熊
> 狼女孩
> 瑪爾維娜
> 瘋狂動物園
> 章魚小滴的
黑武器
> 米榭與艾德華
> 老鼠國
> 虱瑞克和流
浪的虱子
> 貝緹與斑弟
> 貨櫃船
> 這是我的山
> 鏡中的露露
真可怕
> 鞭子老人與
聖誕老人
> 食蟲植物

 ue de
R
l'Échiquier
163 > 165

> 任務：再利用
> 家的拼圖
> 恐懼
> 狐狸跳進水裡
> 離線任務

Talents Hauts
166 > 175

> 不一樣的仙
杜瑞拉
> 他方
> 克里克和克洛克
> 天使外表的
小惡魔
> 女孩的權利宣言
> 女巫養成手冊
> 小魔女愛斯特與貓
咪曼德哈戈爾
> 小魚泡泡的探險

> 我不喜歡足球
> 我不想變漂亮
> 擋路的人
> 狐狸與皇冠
> 男孩的權利宣言
> 白雪公主和七十
七個小矮人
> 聖爪貓男爵
皮耶的庶民生活
> 裙子的戰爭
> 誰說阿公只
會打太極
> 達荷美戰士
> 那些游泳課發
生的事情
> 隨時警戒！

Vigot Éditions
176 > 177

> 剪一剪、
貼一貼、畫一畫
> 小小冒險家手冊
> 擺脫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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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Electrico 28

28號電車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孩子，你好（共五冊）

阿瑪迪歐是里斯本的一名電車司機，但可不是
名普通的司機喔！能坐上他所駕駛的28號電
車可是件無比幸福的事呢！在他一連串華麗
且逗趣的駕駛操作下，所有的有情人相繼墜
入愛河，除了善良敦厚的阿瑪迪歐自己……。
終於，來到他電車駕駛生涯的最後一天，這位
在葡萄牙首都極具代表性的電車司機是否也
能喜得良緣呢？

RIGHTS SOLD

Davide Cali
Magali Le Huche

德文、西班牙文、希臘文、
義大利文、葡萄牙文
9782368361047 | 2017 | 40 pages | 23x29 cm | 14.00 €

在葡萄牙的城市電
車上，一段段關於喜
悅、愛和分享的故
事正在展開！

Stéphane Husar
Yannick Robert
本系列帶領大家認
識五名來自世界各地不
同英語系國家的孩子，
內附音檔讓你的英文
進步得更快速。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Hello, I am Charlie from London

你好，我是
倫敦男孩查理
快和英國男孩查理一起參觀他的城市！我
們將以有趣且獨特的方式參與他的日常：
走訪他的家、和他的親朋好友見面、搭乘
雙層巴士，參觀大笨鐘、拜訪英國女王......
每一個跨頁都有豐富的圖象，且充滿令人會心
一笑的細節。搭配圖片的英法雙語字彙表和實
用的句子讓年幼的小讀者能夠為他們未來的倫
敦之旅作好準備。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韓文、越南文、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FIND OUT MORE

> 全球售出十五萬冊
9782916947266 | 2018 | 40 pages | 22x22 cm | 16.0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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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孩子，你好（共五冊）

Hello, I am Molly from Ireland

你好，我是愛
爾蘭女孩茉莉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孩子，你好（共五冊）

和8歲的愛爾蘭女孩茉莉一起參觀她的城市吧！
透過每個跨頁，我們將認識茉莉的家庭、學
校、朋友和她的馬兒。搭配圖文並茂的單字集
和配樂充滿愛爾蘭風情的故事朗讀CD，讓我們
沉浸在這段由茉莉帶隊的美好旅程吧！
> 全球售出十五萬冊
9782368362020 | 2020 | 40 pages | 22x22 cm | 16.00 €

本系列帶領大家認
識五名來自世界各地不
同英語系國家的孩子，
內附音檔讓你的英文
進步得更快速。

RIGHTS SOLD

Stéphane Husar
Mylène Rigaudie
本系列帶領大家認
識五名來自世界各地不
同英語系國家的孩子，
內附音檔讓你的英文
進步得更快速。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你好，我是紐
約女孩莉莉
快和紐約女孩莉莉一起參觀她的城市！
我們將以有趣且獨特的方式參與她的日常：
走訪她的家、和她的親朋好友見面、拜訪自
由女神像、前往中央公園和布魯克林區......
書末搭配圖片的英法雙語字彙表，讓小小閱
讀旅行家們能夠學會簡單實用的句型！

FIND OUT MORE

Maisie Fieschi
Yannick Robert

Hello, I am Lily from New York City

義大利文、韓文、越南文、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FIND OUT MORE

> 全球售出十五萬冊
9782916947280 | 2019 | 40 pages | 22x22 cm | 16.0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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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和貓咪、老鼠一起學英文
（共十冊）

Stéphane Husar
Loic Méhée
和貓咪、老鼠兩位
好朋友一起度過學校生
活的第一天吧！有好多
新的事物等待著我們
去學習，還要認識好多
新朋友！不只如此，
就連新的書包都裝著
滿滿的驚喜呢！

Learn English with Cat and Mouse.
Go to School

和貓咪、
老鼠一起學
英文：上學去

這是一套針對四歲起的小朋友設計的英語學習
書系，系列分為三種難易程度，並以有趣的方
式將英語介紹給孩子。書內滿滿色彩豐富的圖
像，和配有音樂、引人入勝且樂趣十足的情境
式對話。在書本的最後還有單字表、句型或好
玩的小遊戲，讓孩子可以用英文和貓咪、老鼠
交流互動。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

FIND OUT MORE

> 全球售出十萬冊
9782368361665 | 2019 | 40 pages | 24x24 cm | 14.0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和貓咪、老鼠一起學英文
（共十冊）

Learn English with Cat and Mouse.
Feelings

和貓咪、
老鼠一起學
英文：情緒

和馬戲團的夥伴們一起展開充滿情感的旅程
吧！當我們感到疲憊、生氣或沮喪的時候，事
情就會變得不那麼有趣，然而如果這時有位好
友陪伴在身邊，好像就不會這麼難過了呢！

RIGHTS SOLD

Stéphane Husar
Loic Méhée
幼兒園、小學老師
票選書系，此系列書籍
配有CD，以富有趣味
且主題化的方式帶
領幼兒接觸英語。

簡體中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

FIND OUT MORE

> 全球售出十萬冊
9782368362068 | 2019 | 36 pages | 24x24 cm | 14.0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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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oyage de Grand Ours

大白熊的旅程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尼克和小猴系列（共三冊）

大白熊住在自己的大浮冰上，日子過的無聊極
了。有一天，手拿著釣竿的大白熊看見一大塊
冰塊從旁飄過，冰上還有一個彩色的小東西。
大白熊從沒在這兒看過像這樣的東西，這裡所
有的東西都是白色的！這奇怪的小東西到底是
從哪裡來的呢？嘿咻，一秒都沒多想，大白熊
從冰上跳了起來，不由自主地朝著那又紅又綠
又藍的小東西追去。這就是這趟旅程的起源，
我們將邂逅各種不同的動物，以及色彩斑斕的
景緻，當然囉，還有與新的朋友相遇！

Nadine Brun-Cosme
Sébastien Pelon

9782368362044 | 2020 | 40 pages | 23x29 cm | 14.00 €

和大白熊一起展開一
場探索色彩起源的
冒險吧！

Nico et Ouistiti explorent le ciel

尼克和小猴
的天空之旅
【尼克和小猴】的冒險系列第三集！這次尼克
和小猴即將駕駛著巨大的熱氣球飛行器直奔天
際甚至駛向外太空。在高空中，尼克和小猴遇
見了雲朵羊群、奇怪的綠先生、高大的天空公
主們和落難的聖誕老人，他們甚至來到甜點星
球接受了雜耍挑戰？！
9782368361917 | 2020 | 48 pages | 24x31 cm | 16.00 €

Nadine Brun-Cosme
Ana Aparicio Catala
尼克和小猴的冒險即將
再次展開，這次讓我們
翱翔天際，並繼續感受
各種驚奇！承襲前作，
本書內含全景摺頁。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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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和小猴系列（共三冊）

Nadine Brun-Cosme
Ana Aparicio Catala
繼深海之旅後，尼克
和小猴即將二度展開他
們的冒險，這次他們將
深入森林……甚至
前進地心！

Nico et Ouistiti
explorent la forêt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尼克和小猴系列（共三冊）

Nico et Ouistiti
explorent les fonds marins

尼克和小猴的
森林冒險

尼克和小猴的
深海探險

在【尼克和小猴系列】第二集中，當尼克踏進
發明基地時，小猴已經操作著新的發明準備好
要啟航了！準備好出發囉！這次的目的地是森
林，在那裡充斥著各種驚奇的事物：有好多的
「小猴」，還有更多新朋友，但是大家都行色
匆匆……並消失在地底下！他們是要上哪去
呢？獨特的經歷、令人眼花撩亂的地下世界，
尼克和小猴又將展開一場探索秘境之旅！

每天，當夜幕降臨時，尼克都會來到他
的秘密天地：發明基地！而他的摯友小
猴也總是在那等著他。這晚，這對好拍
檔正在對他們最新的發明做最後的微
調：那是一台可以探索海底的潛水艇！
準備好要出發囉！尼克和小猴即將「潛」進深
海，開始一段史無前例、精彩萬分的遠航。美
好的邂逅、令人熱血沸騰的水下冒險，包準讓
人嘆為觀止！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9782368361917 | 2020 | 48 pages | 24x31 cm | 16.0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Nadine Brun-Cosme
Ana Aparicio Catala
和尼克與小猴這兩個探
險好夥伴一起，透過書
中的全景摺頁，探索美
麗的深海世界吧！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9782368361979 | 2019 | 48 pages | 24x31 cm | 16.0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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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事件簿（共十一冊）

Louis Alloing
Alain Surget
7至11歲的小小世
界探險家不可錯過的
精彩小說書系。

Mystères sur le Nil

尼羅河神
秘事件
艾力克斯‧莫里的班上獲得了一次尼羅河渡輪
之旅，一群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登上了形似海
盜船的索貝克號，順著尼羅河一路往下，走訪
了許多廟宇和陵寢。然而這趟旅程可談不上風
平浪靜：除了危險的鱷魚群，還有一票海盜尾
隨著他們船隻的行蹤甚至發動了攻擊！更糟的
是，還有兩名旅客在孩子們的面前，於廟宇內
遭到襲擊。究竟強盜們的目的是什麼呢？索貝
克號上又藏著什麼不為人知的祕密？

FIND OUT MORE

> 入選2020古代史青少小說獎
9782368362006 | 2020 | 96 pages | 13x18 cm | 9.0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來參觀我的城市吧！（共十
二冊）

Marie de Paris

巴黎女孩瑪莉
巴黎女孩瑪莉將以有趣且獨特的方式帶領我們
參觀她的城市、了解她的生活：走訪她的家、
認識她的親友、造訪她的學校、搭乘塞納河遊
船、前進蒙馬特和盧森堡公園......

RIGHTS SOLD

韓文、越南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FIND OUT MORE

> 全球售出四十萬冊
9782368361498 | 2018 | 40 pages | 22x22 cm | 14.00 €

Isabelle Pellegrini
Camille Garoche
該系列邀請來自世界各
地的孩子作為書中的主
角，向小小讀者介紹他
們的房屋、服飾，並搭
配音檔讓我們可以沉
浸在當地的氛圍之中。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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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Vieux Toutou

我親愛的
老狗狗

Nadine Brun-Cosme
Marion Piffaretti

妮儂和她的老狗狗艾克托總是形影不離：一起
跑上跑下、一起四處跳來跳去、總是一起玩
耍。然而，有一天艾克托虛弱地玩不動了，媽
媽跟妮儂說，這是因為她最好的朋友現在已經
很老了！即便心裡有些擔憂，妮儂還是決定要
和艾克托一起度過牠生命中最美好、最瘋狂的
一天。這是一段關於一名小女孩和愛犬之間真
摯的友誼故事！
9782368361993 | 2020 | 40 pages | 23x29 cm | 14.00 €

妮儂最愛她的老狗狗
艾克托了，然而艾克托
正漸漸地老去……
這本富涵情感的繪本
教會孩子如何說再見。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小讀者你好（共十四冊）

Maisie Fieschi
Annalisa Ferrari
在查理的第14次冒險
中，他來到加拿大，
且正準備對抗一場超
級大風雪！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Charlie and the Canadian Snowstorm

查理和加拿
大暴風雪
查理、詹姆士和皮耶搭乘飛機來到了加拿大，
他們受到詹姆士的表妹莉莎的款待，並在山中
享受各種娛樂，暢玩滑雪、滑雪板！然而，一
天早上醒來，一場巨大的風雪卻將他們困在小
屋內。該怎麼辦呢？是該冒著危險甚至和大熊
硬碰硬的危險外出尋找救援，還是該待在室
內、試著度過幾天幾夜斷糧的生活？一起來看
看發生在查理和他的朋友身上又一段危機重重
的冒險故事吧！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西班牙文
9782368362211 | 2020 | 40 pages | 16x21 cm | 11.5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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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讀者你好（共十四冊）

Maisie Fieschi
Annalisa Ferrari
這次查理和朋友們
來到愛爾蘭，他們將
探索這個陌生的國度，
體會他們多采多姿的
節慶傳統。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Charlie and the Irish Party

The Big Book of English
Words and Pictures

查理和愛爾
蘭派對
查理、史黛拉和皮耶搭乘渡輪出走到愛爾蘭了
喔！歷經重重浪濤的顛簸後，查理的阿姨莎菈
帶他們來到坐落在愛爾蘭鄉間的農場。莎菈阿
姨還為孩子們準備了一個驚喜：明天在鄰鎮柯
克小鎮，一場盛大的聖派翠克慶典即將展開，
從遊行彩車到舞者和服裝，所有的一切都將是
綠色的。這正是讓三個孩子體驗愛爾蘭最大
慶典的好機會，他們也將成為跌破眾人眼鏡
的英雄！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西班牙文
9782368361931 | 2020 | 40 pages | 16x21 cm | 11.50 €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獻給好奇寶
寶的超大英文
單字書

Anne-Sophie Cayrey
Alexandre Bonnefoy
Stéphane Husar

這本單字圖畫書是由15個主題情境跨頁組成，
內容完整、引人入勝，引導孩子建立基礎的英
語單字量。書本的左頁皆為單字圖集，總共收
錄超過200個單字，右頁則將這些單字轉化為
「找找看」的小遊戲，引起好奇寶寶們
的興趣。
9782368361702 | 2017 | 40 pages | 24x31 cm | 14.00 €

為兩歲以上孩子設計
的超大尺寸單字書，
搭配MP3音檔，教會
孩子生活實用英
語單字。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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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事件簿（共十一冊）

Mystères à Rome

羅馬神秘事件

ABC Melody www.abcmelody.com
飛龍任務（共二冊）

羅曼、阿蜜蒂絲、賈斯柏和他們班上的同學正
在羅馬參加考古學的見習課程，帶領他們的是
一個有點瘋瘋癲癲的教授。在他們挖掘的過程
中，發現了一個伊特拉斯坎文明的陵墓，刻在
石棺上的圖文說明了裡頭沉睡的是個邪惡的神
祉。吵醒這樣一個可能會以雷電摧毀城鎮的惡
神可不是很危險的事嗎？而當教授被發現陳屍
在石棺中，孩子們開始猜想這裡究竟發生了什
麼事？

Louis Alloing
Alain Surget

9782368362013 | 2020 | 96 pages | 13x18 cm | 9.00 €

7至11歲的小小世界
探險家不可錯過的精彩
小說書系。

Mission Dragon. Princesse en détresse

飛龍任務(一)
之落難公主
當天真傻龍撞上爆脾氣仙女，那火爆的氣氛可
真是一觸即發！然而比起大打出手，他們更需
要的是攜手合作，因為在森林的某處，一位可
憐的公主還在等待救援呢！卡倫仙女的教女露
西公主，被一名騎士給強行擄走，於是嘟嘟龍
臨危受命、加入了這場艱難的救援行動。問題
是，騎士和龍可從來都當不成好朋友啊！

Juliette Vallery
Ana Aparicio Catala

9782368362181 | 2020 | 40 pages | 23x29 cm | 14.00 €

翻轉舊有印象、顛覆童
話概念之作！爆脾氣仙
女和天真傻龍的雙人拍
檔該如何完成任務呢？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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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事件簿（共十一冊）

Mystères chez les Mayas

馬雅神秘事件
這次，艾力克斯‧莫里的班級來到墨西哥─馬雅
文明的所在地，然而當他們搭乘獨木舟前行的
時候，一群學生卻在叢林裡迷了路，孩子們感
覺叢林正在吞噬著他們。為了躲避野獸甚至不
法商人的襲擊，孩子們闖入了一個深深的洞
穴，而在洞穴內藏著一個保存完好的馬雅古
城，而且還住著人！這群馬雅人為了守護自己
的秘密，是否會願意讓小朋友們離開呢？
9782368362198 | 2020 | 96 pages | 13x18 cm | 9.00 €

Louis Alloing
Alain Surget
7至11歲的小小世界
探險家不可錯過的精彩
小說書系。

國外版權 Laurie Jesson : laurie@abcmel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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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Jeunesse www.albin-michel.fr/jeunesse
Dans les yeux de Nawang

借我你的雙眼

Albin Michel Jeunesse www.albin-michel.fr/jeunesse
叮咚狗系列

數年前，在一座遙遠的國度，一對雙胞胎兄
弟誕生了。他們外表相似，卻有著迥異的性
格。一天，性格膽小、沉鬱的納望向快樂、
勇敢的嘉黎求借雙眼，希望能用不同的視角來
看看高山，自此開始了一段漫長的學習之旅。
4歲以上適讀。

Toutou Toc-Toc. La Gueguerre

叮咚狗吵架了
叮咚狗是一隻天馬行空、做任何事情都會搞砸
卻仍能笑容以待的小狗。孩子們總是能被他和
朋友邦邦與奴奴荒謬的經歷逗弄的笑不可抑。
睡覺時間到了，但叮咚狗卻還在鬧事而且惹
惱了奴奴，現在大家可都不開心了！3歲以
上適讀。

FIND OUT MORE

9782226454447 | 2020 | 32 pages | 16x24,5 cm | 8.90 €

> 法國售出1800冊
9782226403537 | 2019 | 48 pages | 16x33 cm | 19.00 €

Jean-François Chabas
Clotilde Perrin

Édouard Manceau
適合幼兒閱讀的逗趣系
列作品。

一部在西藏山間發生
的普世現代童話故事。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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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Jeunesse www.albin-michel.fr/jeunesse
叮咚狗系列

Albin Michel Jeunesse www.albin-michel.fr/jeunesse

Toutou Toc-Toc. Le Trampoline

La nature est géniale, imitons-la !

大自然超酷，
一起來模仿吧！

叮咚狗玩
彈跳床
叮咚狗是一隻天馬行空、做任何事情都會搞砸
卻仍能笑容以待的小狗。孩子們總是能被他和
朋友邦邦與奴奴荒謬的經歷逗弄的笑不可抑。
在本作中，叮咚狗和奴奴玩起彈跳床，叮咚狗
跳得好高好高，直到他消失在書本的畫面外！
他是否能平安歸來呢？3歲以上適讀。
9782226454430 | 2020 | 32 pages | 16x24,5 cm | 8.90 €

Édouard Manceau

Philippe Godard

適合幼兒閱讀的逗
趣系列作品。

各種關於「生物擬態」
你必須要知道的事情
都在此書中！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自古以來，人類便會效法大自然：從萬物的形
狀、材質、行為尋找疑難雜症的解答。透過作
者菲里普‧戈達（Philippe Godard）提供的超
過30個淺顯易懂、說明詳盡的例子，讀者得以
認識「生物擬態」所提供的絕妙點子，以及其
優點、連帶成果─模擬從自然界中找到的方法
來解決人們面對的挑戰。科學、哲學和自然，
本書更提出一個對於未來極其有趣的挑戰。
8歲以上適讀。
9782226449702 | 2020 | 160 pages
14,5x21,5 cm | 10.00 €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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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elo imagine

Petit-Loup

小柚子的異
想世界

小灰狼
很久很久以前，動物們曾經都說著同一種語
言、相互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當一隻狐狸要吃
掉一隻兔子之前還會跟牠道歉，這是一個多麼
社會化的世界。那時，小灰狼和松鼠咖咖是最
要好的朋友，小灰狼曾經發誓絕對不會吃掉咖
咖，甚至任何一隻松鼠。但隨著小灰狼越長越
大，牠的父親開始需要牠的協助來獵食。當這
對老朋友再次相遇時，小灰狼是否能會違背父
親的警告，救下牠的朋友呢？5歲以上適讀。

遠眺著大海，玫瑰花園獨一無二、有著超長鼻
子的小象柚子正獨自思考和想像著……牠想像
著要是牠成為了某個其他人，那牠又該過著多
麼不同的生活，但牠就是不能想像一個沒有花
朵，甚至沒有牠自己的世界！就和每個孩子一
樣，小柚子也喜歡不斷嘗試各種可能性，來解
決生命中的那些大難題。4歲以上適讀。

Ramona Bădescu
Benjamin Chaud

9782226450678 | 2020 | 48 pages | 23x31 cm | 14.50 €

小柚子回來了！在最新
的第15集中，他將帶
來更玄的想法…

Francesco Pittau
Julia Woignier

Trapèze | 9782226437082 | 2020 | 48 pages
19x27 cm | 14.90 €

一部精緻、歌頌友情長
存的故事。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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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i

Mon gros chat

小鹿斑比

我的大貓咪

《小鹿斑比》是一部關於成長之路的小說，描
述一隻小鹿在母親被獵人殺害後，所克服的種
種苦難。原著作品是由奧地利作家費利克斯‧
薩爾登所著，於1923年以德文出版，並立刻獲
得空前的成功，然而很快又在納粹政府的主導
下，因「政治性隱射歐洲猶太人處境」遭到禁
止和焚毀。

小女孩的大貓咪脾氣還真差！每個跨頁都描繪
了一件又一件這隻壞脾氣的小東西討厭的事
情。小讀者們將興高采烈的猜測著這隻固執的
貓咪下一件討厭的事情又是什麼……甚至到底
什麼會是牠喜歡的事情呢？答案就藏在最後一
頁！3歲以上適讀。

RIGHTS SOLD

> 寶琳娜‧馬丁是暢銷系列繪本《阿奇》
的繪者，該系列僅在法國便售出超過
50萬冊，且被翻譯為21種語言。

FIND OUT MORE

德文、西班牙文、希臘文、義大利文、荷蘭文

Felix Salten
Benjamin Lacombe

9782226450210 | 2020 | 176 pages | 22x30 cm | 29.90 €

Pauline Martin

9782226450432 | 2020 | 32 pages | 24x24 cm | 11.50 €

一段發生在一隻貓和牠
的小主人之間溫馨有趣
的故事。

班傑明‧拉孔(Benjamin
Lacombe)在此作中成
功的串連起《小鹿斑
比》的原著故事和由
迪士尼所詮釋的版本。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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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tour du monde imaginaire

Mon chat

我的環球想
像之旅

Lucie Brunellière

跟著綠寶，一個絕對不讓自己無聊的小女孩，
一起展開想像力的大冒險吧！她將帶領我們經
歷一場令人為之驚嘆的旅程，行經壯麗的大城
市、神秘的森林和無數個迷人之地。本書的作
者露西‧布林里耶（Lucie Brunellière）身受地圖
藝術的啟發，於書中大玩真實和想像錯置，交
疊著經緯和遠近，打造這片獨一無二的景緻。
4歲以上適讀。
9782226446510 | 2020 | 32 pages | 27,5x33,5 cm | 16.90 €

本書邀請讀者展開
一場視覺饗宴，行腳
四方、探索天圓地方。

我的貓
小女孩有個目標。事實上是兩個：擁有一隻
貓，並把牠取名叫馬克思。這看似是個簡單的
計畫，卻存在著最大的阻礙：她固執的父母極
力反對這件事情！所以當她在假期期間發現了
一隻生病的小鳥，她毫不猶豫地決定：牠就是
馬克思了！女孩悄悄地收留了小鳥，並細心照
顧牠。但就如大家所知的那樣，所有的小鳥最
終都會離巢……4歲以上適讀。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Séverine Assous

9782226449122 | 2020 | 40 pages | 19x27 cm | 12.90 €

小女孩渴望擁有寵
物的夢想，引起了無數
孩子的共鳴！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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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4 temps

Sans orage ni nuage

時間四部曲

無風無雲之雨

作者貝爾娜黛特‧傑爾維（Bernadette Gervais）
藉由自己攝影師的視角和幽默的表現方式，
於書中詮釋了「行動」，如行走的貓；「轉
變」 ，如雞蛋孵化成雞。作者藉由四個時序接
替的階段，在四格圖畫中表現出不同的狀態，
引導孩子對於時間提出疑問，並感受到時間
對於事物的影響力。3歲以上適讀。

某天，寶琳和路易的家裡開始下起了雨。在學
校，兩人試圖和班上同學保持距離，擔心他們
的秘密會被發現。然而家中的植物卻一個個冒
出了頭，很快地其他的孩子也為這片令人驚艷
萬分的美景讚嘆不已。所有的孩子們在這片遊
樂場中一起玩耍，最終在寶琳和路易的臉上
也掛上了大大的笑容。最後，雨終於停了。
5歲以上適讀。

RIGHTS SOLD

德文、義大利文、荷蘭文

Bernadette Gervais

Trapèze | 9782226447159 | 2020 | 64 pages
20x26 cm | 18.00 €

本書透過不同事物
在四個階段的演變，
讓孩子開始認識這個有
趣的主題：時間的
相對性。

RIGHTS SOLD

英文、義大利文

Eléonore Douspis

9782226445964 | 2020 | 32 pages | 20x27 cm | 13.50 €

這是一部動人的作品，
使讀者學著接受讓自
己異於人群的特點，
並將其展現於他人。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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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anse de l'ours

La Forêt des tomates

熊之舞

番茄的森林

薩沙是一隻愛吃蜂蜜的大熊，他下定決心要尋
找能吃到蜂蜜又不會被蜜蜂們叮個滿頭包的方
法，然而，究竟該怎麼做呢？薩沙發現蜜蜂們
會圍繞著花朵跳舞，這給了他靈感，他打算學
習跳舞並以此來跟蜜蜂們做朋友。確實薩沙在
這一路上學會了幾個舞蹈動作，但有趣的是，
最後讓他跟蜜蜂們成為好朋友的並不是他的
舞姿，而是另一件特殊專長…… 4歲以上適讀。

艾美麗懷抱著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搭上了火車去
探望祖母，展開她首次的單獨旅行。就在火車
中途停靠在番茄森林的時候，艾美麗不小心迷
了路。幸好，烏鴉奶奶拯救了無助的女孩。這
只是艾美麗眾多奇遇中的第一場邂逅，她將逐
漸獲得信心並重新登上火車。混合了愛麗絲夢
遊仙境和小紅帽的故事，本書透過令人愉快且
生動的插畫完美地講述一段成長的故事。

9782226451217 | 2020 | 32 pages | 19x27,2 cm | 13.50 €

9782226450623 | 2020 | 56 pages | 20,5x26,5 cm | 15.00 €

Suzanne Bogeat
Anaïs Brunet

Etsuko Watanabe

一段富有想像力的故
事，使人在收穫友誼的
同時也得到自信！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一段關於成長的故事。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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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Kong

L'Île au trésor

金剛

金銀島

金剛，傳奇的大猩猩，是美國編劇梅里安‧C‧庫
珀於1933年創作的角色。透過這部虛構電影的
文本、敘事者和大金剛的觀點不斷切換，讀者
可以更加認識這隻猩猩巨獸。在這個知名故事
的原創詮釋下，由女演員安所飾演、美麗但貧
困的女主角和大猩猩之間的共通點被點亮，她
對金剛的孤獨和憤恨感同身受，而這份理解更
化為了吸引力…… 5歲以上適讀。

由插畫家艾提安‧弗里（Etienne Friess）完成
的視覺呈現打破了這部經典的冒險作品過去慣
有的形象、重新注入新的生命。插畫家選擇以
動物的角色來表現人性，使這部作品更為年輕
的讀者所接受。這部冒險故事在才華洋溢的敘
事者筆下，劇情高潮迭起，成為一部令人難以
忘懷、講述成長之路的傑作。9歲以上適讀。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9782226451538 | 2020 | 48 pages | 28x28 cm | 18.00 €

Fred Bernard
François Roca

Robert Louis Stevenson
Étienne Friess

書中的插畫完美地展
現出金剛的蠻力和三零
年代絢爛的紐約場景。

此版本以勇敢的動物
們作為角色，詮釋經典
的海盜傳奇冒險小說！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9782226453501 | 2020 | 168 pages | 22x30 cm | 23.90 €

國外版權 Anne Dufour :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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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ami

Une histoire de contraires

一位朋友

一個相反
的故事

皮耶想要一隻寵物。「什麼動物呢？」爸
爸問。皮耶回答：「一隻海馬！」於是爸爸打
造了一個深海潛艇，接著他們潛入海中、探索
海底世界。一路上他們看見許多不可思議的海
洋生物，直到他們來到一座巨大的珊瑚礁，這
裡群居著許多海馬家庭。然而要帶走哪一隻
呢？當然不能偷走一個海馬寶寶，也不行強
行擄走小海馬的爸爸媽嗎，那麼皮耶究竟想
怎麼做？

Christos
Charlotte Cottereau

9782350671734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早上，當貓咪醒來時，狗還在呼呼大睡，而這
不只是他們之間一連串相反事件的起點。貓咪
勇敢無畏、狗則是有點怯懦。當狗追貓時，
一個行動遲緩，另一個則動作敏捷！當牠們將
屋子內搞得天翻地覆後來到室外，這時貓想要
抓住一隻鳥，然而事情卻與預料中的不同……
那麼貓和狗到底是敵人或是朋友呢？

Tullio Corda
在左頁只有一個單字，
然而在對面的那頁，
你將看見關於貓跟狗
的故事……

一段講述我們與動
物之間的情誼和友誼
的故事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RIGHTS SOLD
英文(美國)

9782350671918 | 2020 | 32 pages | 20x26 cm | 14.00 €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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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sieur Fée

Dis, c'est quoi le bonheur ?

仙子先生

告訴我，什麼
是快樂呢？

仙子先生和其它生活在森林裡的仙子不一樣。
當他試著模仿親親仙子在相愛的人臉上留下
吻，卻只引發了人們爆笑。當他試圖和療傷
仙子一樣變出繃帶，卻將樹木變成棉花糖。
仙子先生抱持著聊勝於無的心情，他來到一座
灰溜溜的城市，在這裡的每個人都很悲傷。
在那裡，他所犯的錯誤使牆壁染上了顏色，
為人們帶來笑容！到頭來，也許他還是擁有某
種能力的……

RIGHTS SOLD
英文(美國)

Morgane de Cadier
Florian Pigé

9782350671567 | 2018 | 36 pages | 24x24 cm | 13.00 €

世界上有很多位仙子，
家庭仙子、勇氣仙子，
當然還有更多不同的
仙子，其中也有
「仙子先生」！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mma Robert
Romain Lubière
對你來說，什麼是
快樂呢？

一隻小兔子前去拜訪了附近的生命們，並向他
們提問：「什麼是快樂呢？」對於花朵來說，
感受到太陽光溫柔的溫暖它的花辮便是快樂；
對高大的橡樹來說，快樂是感受到自己美麗又
雄壯；對鳥兒來說，自在的翱翔就是快樂；
而對於大熊來說，沒有比大啖蜂蜜更快樂的
事情。在和其它的動物交談後，小兔子在一個
孩子身上了解到快樂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RIGHTS SOLD
丹麥文

9782350671871 | 2020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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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oîte à images : Les Toupouris (vol. 1)

杜普里系列

Le roi radin

圖片寶盒

小氣國王

杜普里系列第一冊

這天早上，驢子清晨便醒來了，他沿路朝著
村莊而去並遇見了母雞。「驢子，你要去哪
呢？ 」「我要去為小氣國王買東西。」驢子答
到。母雞想著只有愚蠢的驢子才會在這難走的
道路上去做這種苦差事，於是便用兩顆新鮮的
雞蛋與驢子交換，讓他坐在驢背上與他同行。
之後，他們遇到了鴨子、小豬和兔子，他們也
佔了驢子的便宜，騎到了驢背上跟母雞會合，
然而驢子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愚蠢……

某天，一位探險家來到講著單一語言、傳說生
物杜普里的村落。當探險家發現杜普里首領令
人驚豔的珠寶，便心生渴望，首領甚至向他展
示了到哪裡可以找到像他這樣美麗的金銀財
寶：寶藏就藏在高聳的岩石山頂、巨鳥大克拉
多的巢穴。首領甚至告訴探險家自己是如何偷
到這些戰利品的，然而當探險家按照首領的指
引奪寶時，卻獲得慘痛的教訓……

Michaël Escoffier
Alexandre Bourdier

9782350671949 | 2019 | 36 pages | 23x17,3 cm | 9.90 €

野人幾乎只是我們相
信存在的存在，也許甚
至更稀少一點！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Cédric Janvier
Marlène Verglas

9782350671741 | 2019 | 32 pages | 31x22 cm | 14.00 €

我們永遠不該對外表
感到驕傲，也不該瞧不
起他人……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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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quatre saisons de Petit Renard

小狐狸系列

A quoi jouent les formes ?

小狐狸的四季

形狀玩什麼？

今天天氣好冷。小狐狸正在睡夢中，這時一片
雪花掉落在的臉上，吵醒了牠。小狐狸接著穿
梭在四季之中，並邂逅了與之極其相似的女孩
小狐狸。當冬天、 春天、夏天、秋天接連過
去，一年的光陰隨之流轉，小狐狸也長大了。

這是一個簡單卻溫馨的小故事，讓孩子們伴隨
著矩型的一天探索不同的形狀，並幫助矩型找
到新朋友一起玩！
9782350671123 | 2015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RIGHTS SOLD

韓文、中文
9782350671666 | 2018 | 32 pages | 24x24 cm | 13.00 €

Nicolas Gouny

Coralie Saudo
Nicolas Gouny

冬天、春天、夏天、
秋天，然後又是冬天，
探索四季的同時我們
也經歷了成長。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矩形看幾來很無聊……
那我來幫它畫個朋
友吧！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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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moureux du livre

La naissance du printemps

愛人之書

春天的生日

他，住在書本的左側；她，住在書本的右側。
他深愛著她，她深愛著他。但他們之間絲毫沒
有問題嗎？錯了，他們之間有著大大大的問
題！在他們之間橫跨著難以克服、無法跨越
的鴻溝：書本的中線！即便他們看起來並不覺
得這是件嚴重的事，然而當人們相愛時，他們
必須要能一起共度時光、相互擁抱和親吻……
那個書中的兩位主角究竟該如何相聚呢？

歷史從人類到來前便開始了，那時世界上只有
神祇存在：小仙子、小精靈、神明、半獸神、
泰坦巨人……每一個族群都擁有一個力量，
而在他們之中，美人歐麗泰亞透過舞蹈和手勢
動作為生命添加色彩。除此之外還有玻瑞阿
斯，野性的風，他性格火爆、無人能控制……
這兩個極為不同的存在卻擄獲了彼此的心，
他們之間曾經面臨失去和重逢，最終相愛。

RIGHTS SOLD

9782350671444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西班牙文、義大利文

Frédéric Laurent

9782350671963 | 2020 | 40 pages | 24x24 cm | 14.00 €

只有讀者可以使他們
相遇，因為這本書中藏
有一點點神奇的魔力。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Roxane Marie Galliez
Eric Puybaret
一段神話故事和一
段愛情故事。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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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ux que dix fées

Dans l'espace infini

比十位仙
女更棒

浩瀚宇宙
宇宙距離我們是如此靠近，它蔓延至無境處，
有許多衛星在我們頭上幾公里處環繞，月亮守
護我們的夜晚，而太陽則是整個星系的主宰，
其他的行星則是我們相鄰的鄰居。然而在那之
外還有銀河、黑洞、即將在超新星爆炸中死亡
的星星，甚至其它的星系，宇宙蘊藏了各種美
而壯麗的景致。

靠近一點，我要向你介紹十位仙女，每一位都
有自己特殊的才能。親親仙女，她可以在妳傷
心的時候安慰你；還有仙女可以在夜晚為你說
故事、為你治療傷口……但其實有一個你認識
的人擁有這些仙女所有的能力。這個人是比十
位仙子加起來更棒的存在，猜猜是誰呢？

9782350671260 | 2016 | 48 pages | 21,7x31 cm | 14.00 €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Lenia Major
Cathy Delanssay

9782350671369 | 2017 | 32 pages | 22x16,5 cm | 10.00 €

遇見一位仙女，實在
是太好了；十位仙女齊
聚一堂，簡直是奇蹟！
然而，實際上還有更棒
的存在呢！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Laurie Cohen
Marjorie Béal
一場從地球出發到宇
宙邊際、充滿想像的旅
程即將展開！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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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幼兒的經典作品

Balivernes www.balivernes.com

20 000 lieues sous les mers

Jusqu'à la dernière dernière page

海底兩萬里

直到最後一頁

有海怪攻擊了船隻！阿龍那斯教授希望
能找到這隻海怪！喔！是海怪！不對，
那是艘潛艇！駕駛人正是尼莫船長。
所有的人一起探索海底世界並遭遇了一
隻巨型烏賊的攻擊。阿龍那斯和朋友等人
急忙閃避，然而這時尼莫船長去哪了呢？
引自朱爾‧凡納的知名小說，這部改編作品為了
年幼的讀者，以極短的句子譜寫書中的故事。
(獻給幼兒的經典作品系列全套共六冊)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非常認真的作家，他成
天都關在家裡寫作，除了出門買東西吃，其他
哪也不去。然而有一天，作家在超級市場遇到
一位非常壞的仙女，仙女向作家下了一個可怕
的詛咒：他將永遠失去他筆下每個故事的最後
一頁。至此，詛咒真的發生了：不是最後一頁
自己飛出了窗外，就是最後一頁陰錯陽差記到
了遙遠的國度，又或著不小心被狗給吃了……
9782350671833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RIGHTS SOLD

d'après Jules Verne
adapt. Pierre Crooks
Marjorie Béal

西班牙文

9782350671628 | 2018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即便是最年幼的孩子都
能藉由此書認識尼莫船
長和他知名的潛水艇。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Laura Ferracioli
Alice Coppini
生命就是為了去發現
新的事物和展開新的邂
逅，因此，我們必
須跨出家門！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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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élion

變色獅

Balivernes www.balivernes.com
小貓咪系列

小獅子有一圈可以變化顏色的鬃毛，和牠的爸
爸一模一樣，然而其他動物們總是因為牠那顏
色變來變去的鬃毛嘲笑牠。河馬們嘲笑牠，鱷
魚們被牠嚇到，鸚鵡們看到牠就大笑…… 就連
爸爸邀請牠一起去打獵時，斑馬也一點都不怕
牠！有這樣特別的能力真不是件好事...然而，
與小獅子有共同點的變色龍願意跟牠一起玩，
甚至還幫牠取了一個超可愛的綽號！

9782350672045 | 2020 | 40 pages | 20x15 cm | 8.50 €

簡體中文

9782350671239 | 2016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小獅子有一圈可以變
化顏色的鬃毛，然而有
著這樣特別的能力並不
總是件好事……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貓咪的冒險
馮杜里耶貓咪們自始自終都期待能出發遠行、
尋找失落的寶藏或探索各個大陸。在經歷了許
多旅行後，他們新的冒險將他們引領至埃及，
尋找最神秘的法老杜坦察統陵寢。在貓咪教授
奴比的協助下，他們發現了消失的金字塔，卻
仍然被塔中的黑暗迷宮陷阱給困住了。牠們
是否能成功找到寶藏並逃離呢？系列第22本
作品。

RIGHTS SOLD

Nicole Snitselaar
Coralie Saudo

Les chats Venturiers

Stéphanie Dunand-Pallaz
Sophie Turrel
很久很久以前，兩隻
小貓咪始終在尋找全新
的冒險機會！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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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surprenantes et extraordinaires
aventures du baron de Münchhausen

Une île sous la pluie

雨中島

閔希豪森男爵
的驚奇探險

在一座終日下雨的島上住著一群舉止高雅的貓
咪。某天，一隻滑稽的貓游泳來到島上。滑稽
貓不懂得用雨傘，更別說刀叉了，牠甚至毫不
猶豫就跳進水窪中。島上的貓試圖教滑稽貓正
確的禮儀，卻以失敗告終，最後他們選擇遠離
這個太過不一樣的存在。然而雨越下越大，
一場水災危機即將襲來。島上的貓需要協助，
他們需要某個會游泳且不怕水的貓…….

閔希豪森男爵的一生曲折，跟隨著本書，一起
看男爵是如何扮成北極熊、一同參與他乘著砲
彈攻打土耳其人的戰役、和他一起前往海邊騎
海馬，甚至眼看他被颶風捲上了月球。也許你
還將聽見關於男爵是如何在火山中心遇見瓦爾
根的故事……

d'après R.E. Raspe
adapt. Pierre Crooks
Federico Combi

9782350671017 | 2019 | 32 pages | 24,5x28,4 cm | 14.00 €

RIGHTS SOLD

德文、荷蘭文、中文

Morgane de Cadier
Florian Pigé

9782350671185 | 2015 | 40 pages | 29,5x21 cm | 13.00 €

每個人身上都有值
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即便他們是如此的不
同甚至來自遠方。

和最具英雄特色、
荒誕的虛構角色一
同去冒險吧！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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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agicien d'Os

骨頭魔法師

Balivernes www.balivernes.com
多語圖冊

盧恩公主和魯恩王子的婚禮被粗暴地打斷了，
因一顆子彈擊中了王子的心臟。公主悲傷欲
絕，她跟隨著星象家的指引，向邪惡的骨頭魔
法師提出請求。魔法師同意拯救魯恩的性命，
但前提是盧恩公主必須永遠留在他的身邊。
在公主接受了這個條件後，她被魔法師監禁在
他詭異的宅邸內。而醒來後的魯恩王子感到悲
痛萬分，並決心有朝一日要出發去找回所愛。

RIGHTS SOLD
英文(美國)

Motomitsu Maehara

一個同時兼具哥德風格
和現代感的精采故事，
黑白交錯，悲傷和樂
觀交織其中！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鳥類們
這本圖冊中的插圖以相當具新穎的拼貼方式完
成，使孩子能輕鬆理解其中的內容。書中將字
彙分別用不同的語言轉譯，如：法文、英文、
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日文、中文和世界語。
本書鼓勵從極年幼的孩子到普羅大眾讀者去探
索世界和新的語言，對於多國籍家庭或想要讓
幼兒認識家族根源的人們來說，這也是極其有
趣的一本作品。

9782350671758 | 2019 | 118 pages | 22x13 cm | 15.00 €

Éric Sanvoisin
Gilles Francescano

Oiseaux

9782350671840 | 2019 | 20 pages | 17x17 cm | 9.00 €

激發孩子的好奇心
並鼓勵他們探索世界不
同的語言

國外版權 Pierre Crooks : pcrooks@baliver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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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à l'école !

Marianne Dubuc
一本充滿細節，值得細
細觀賞的美麗繪本……
每一頁都是一間不一
樣的學校，讓孩子對學
校充滿好奇！

La classe aux histoires

1、2、3，
上學去！

充滿故事的
一班

這天早上，波姆準備好書包，裝進點心，並且
穿上新皮鞋，他準備好要去上幼稚園了！……
可是，他要明年才入學，但是還要等一年，對
波姆這樣熱切期盼的小孩來說，實在太久了！
他身邊的動物朋友們都開學了，波姆是如此興
奮、如此希望能夠親眼去看看那一切！所以
啦，波姆決定去參訪一下兔子、青蛙、狐狸、
熊……朋友的學校。一天下來，他們學習寫字
和數數，還有畫畫、做運動、午餐及午休，另
外也有閱讀時間，還有好多其他的事情！

在貝荷弗洛老師的班上，每天早上都會有一位
小朋友說故事給大家聽。因為這個班上的同學
都很喜歡聽故事，就連最天馬行空的也喜歡。
不過當然啦，因為這些小朋友的名字都不一
般，比如愛乾淨、揍揍、瘋瘋、愛抱怨、骯髒
鬼、愛咬人、柔柔、繃帶還有米托……每個人
講的故事當然都不一樣啦。快來坐好，翻開這
本書，聽他們說故事，你將會笑破肚皮！

Rémi Chaurand
Laurent Simon

9782203064355 | 2020 | 32 pages | 29x36 cm | 15.90 €

RIGHTS SOLD

英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及加泰隆尼亞文、
土耳其文及捷克文等十二種語言
9782203208582 | 2020 | 32 pages | 29x36 cm | 15.95 €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這個班級不一般，
每個同學都有千百個故
事可以說。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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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rincesse qui pue qui pète

又臭又愛放屁
的公主

Marie Tibi
Thierry Manes
誰說喜歡農莊勝過
宮殿的公主就不是真
正的公主！

卡斯蒂雅不是一位普通的公主。她不喜歡玫
瑰，獨角獸跟貓咪對她起不了任何作用，她
最討厭有小花的頭飾或是叫她繡那些小愛心圖
案。她最喜歡做的事，是照顧農夫馬圖杭家的
豬。她的裙子和漂亮的鞋子沾滿泥巴和豬糞，
但她一點都不在意，她很喜歡這樣。卡斯蒂雅
過得很快樂……直到有一天她的父親，也就是
國王，叫她喝下一個「嬌弱」藥水……。筆調
輕鬆、圖像幽默有趣，但主題卻十分重要：
需要力量才能自由做自己！
9782203208483 | 2020 | 32 pages | 14,5x22 cm | 5.95 €

Casterman www.Casterman.com/Jeunesse
和平溝通

Virginie Aladjidi
Caroline Pelissier
Kei Lam
提醒家長和孩子非暴力
溝通的優質繪本。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La jalousie, ça suffit !

嫉妒心太
強囉！
為什麼豺狼尼可不跟斑馬艾佛德和熱愛雜耍的
猴子強尼一起玩球呢？是因為他們不想跟他一
起玩嗎？還是因為尼可不敢加入他們？嫉妒、
惱火、憤怒，尼可甚至決定要偷走他們的球來
報復他們！但有時候，其實只要一個簡單的問
題就可以化解衝突。就是有著長脖子的長頸鹿
泰瑞莎提出的那個：「你不想要成為他們的一
份子嗎？你不能去告訴他們你怎麼了嗎？」
當嫉妒心不可遏抑地變成暴力行為時，該想想
如何用另外一種方式溝通！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土耳其文
9782203208506 | 2020 | 32 pages | 19,5x24 cm | 10.90 €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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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he-toi petite cuillère !

Je ne veux plus être un enfant !

小湯匙，
快躲起來！

我不想再當
小孩了！

嘿咻、嘿咻，菜園裡的蔬菜努力長大……
喀擦、喀擦，摘下蔬菜準備做飯……
來，小湯匙，這口給你，這口給我。

一個小男孩超級逗趣的「登大人」宣言，口不
擇言、出格、誠摯，且有滿滿的想像力！布萊
斯不開心，因為他不喜歡當小孩！他想要像大
人一樣，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開車、喝香
檳、上餐館、用真的錢付帳。還有，他也不想
要再被強迫做某些事情：為了上學要早早上床
睡覺、起床、洗澡、要乖、要有禮貌、要和善
還要樂於分享。以上，就是布萊斯的宣言。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及加泰隆尼亞文
9782203208490 | 2020 | 8 pages | 15x15 cm | 12.00 €

Coralie Saudo
Caroline Dall’ava

Patricia Berreby
Charles Dutertre

全新系列，讓閱讀幫
助孩子好好用餐、
用心品味！

這個小孩真猖狂！咦？
其實所有小孩都
這樣？！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9782203207431 | 2020 | 32 pages | 20,2x26,2 cm | 13.90 €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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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in plein plein d'objets dans ma maison

千奇百怪

Votez Leloup !

我的家裡有好
多東西

投給大狼
巴斯卡！

在這本千奇百怪系列的新作品裡頭，小讀者將
發現許多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其中還有很多可
能是我們意想不到的驚喜！房子裡每個房間都
搭配一段怪奇又趣味的文字！要讓孩子能夠學
習家中物件的名稱，還有比這更好的方法嗎？

農場很快就要選出新的老大了。照理說，候選
人應該是農場裡的居民。所以有豬皮耶，要為
每一位居民爭取更多泥巴；母雞珍妮，捍衛母
雞們的不下蛋權；還有老鼠兄弟，他們的競選
宗旨主要是繞著乳酪打轉。不過今年，有一位
沒有人認識的候選人立刻引起大家關注，他是
大狼巴斯卡，他很有魅力也很親切，還很會說
笑話。他想跟所有人做朋友，這是他的承諾！
你們說，誰會是新的農場老大呢？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文

Alexandra Garibal
Claudia Bielinsky

9782203208575 | 2020 | 20 pages | 28,6x37,8 cm | 15.90 €

全新系列，幫助孩子認
識世界：動物、城市、
運動……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Davide Cali
Magali Clavelet
農場的動物們選老大的
時間到了……來看這則
尖銳諷刺的寓言故事！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韓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
9782203153233 | 2020 | 40 pages | 23,1 x27,2 cm | 13.90 €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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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hilosophie koala : Les pieds sur terre

La maison sans sommeil

無尾熊哲學
（二）

無眠之屋
「他當時以為自己的心臟要停止了。透過裂
縫，那些沒有指甲、蒼白如蛆蟲的手指向他扭
動伸來，準備扭住他的脖子。」十一歲的國一
生保羅，剛搬到一棟由冰冷莊嚴的石牆砌起的
大屋子。遠離好朋友就算了，爸媽也經常十分
忙碌，保羅感到很孤單……，夜間，他開始夢
遊，而且每次醒來，他都站在屋子最深處的地
窖門前。在那扇門後，藏著一個可怕的東西，
它讓整間房子的管線震動，還會刮牆壁，發出
可怕的聲音，像是在等保羅……

腳踏實地

Beatrice Rodriguez
來看這群真誠的動物夥
伴們，如何在彼此看似
平凡的對話中，提出生
命的重大問題。

在無尾熊哲學系列的第二集裡，無尾熊、小鳥
跟變色龍觀察大自然的美，得到許多樂趣：一
隻蝴蝶的誕生、天上繁星、動物的多樣性、植
物的生命週期和變化……。但他們的對話有時
也充滿戲謔，比如他們發現其實便便也是有用
處的，還有塑膠對大自然的可怕毒害……等。
這三位好朋友間以生態為主軸的哲學思索跨越
國界與文化差異，回應所有小讀者們的許多提
問與關懷。這本童書有如珍寶，透過纖細的幽
默感，引起大小讀者關注，讓所有人對於生態
議題不再事不關己。

Benoît Malewicz

9782203064553 | 2020 | 120 pages | 14x19 cm | 5.95 €

獻給喜歡沒事嚇自
己的小讀者！

RIGHTS SOLD
韓文

9782203136007 | 2020 | 80 pages | 21x28 cm | 14.95 €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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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u

Alexandre Chardin
Nathalie Minne
兩位知名童書作家聯
手，打造穿越時光、
抵達史前時代的繪本！

Mais à quoi sert la Tour Eiffel ?

牧璐與洞穴
裡的壁畫

艾菲爾鐵塔有
什麼用？

在牧璐的部落裡，所有的小男孩都眼巴巴地望
著父親們的長槍，迫不及待想長大成為優秀獵
人。但是牧璐不一樣。他每天都上溯到河流的
源頭，進到一個只有他知道的洞穴，而這個洞
穴除了他，還有一隻在冬眠的熊！牧璐來這裡
用一些骨頭和削尖的木棒在岩壁上刻畫作裝
飾，畫的都是他的族人們獵到的動物。有一天
早上，牧璐發現他的睡鋪邊放著父親的長槍，
他明白大家對他的期待。他潛逃到秘密洞穴裡
和熊躲在一起。然而，外頭烏雲低壓壓地越來
越厚重，暴風雨要來了……

今天艾菲爾鐵塔已是世界知名地標，可是，在
1889年時，它可是引起很多辯論、很多爭議，
討論如此特殊結構的用途。到底有什麼用呢？
既不是廟宇、也不是教堂、更非劇院。本書除
了說明巴黎鐵塔的用途，還揭露許多相關的故
事喔。

9782203207530 | 2020 | 32 pages | 29x22,3 cm | 14.95 €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9782203181274 | 2020 | 64 pages | 21,6x35,8 cm | 15.95 €

Samir Senoussi
Thomas Baas
關於艾菲爾鐵塔，還有
更多你不知道的祕密。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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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ythes : 20 histoires mythologiques
dont on parle sans le savoir

Cet enfant que j'aime infiniment

這個我無比珍
愛的孩子

解神話

二十則我們常「說」，
但卻不知出處的
諺語故事。

Annelise Heurtier
Benoît Perroud
才華洋溢的作家＋神話
故事＝意想不到的火花

你知道有許多日常法語裡的俗諺和說法，都
是源自於希臘神話嗎？安納莉絲．厄賀提耶
（Annelise Heurtier）邀請讀者們撢去這些悠
久神話的灰塵，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敘述，同
時回顧那些諺語和說法的意思。準備好了嗎？
「潘朵拉的盒子」的故事變成一場殘酷的訊
問，要給可憐的潘朵拉定罪；擎天神阿特拉
斯則是變成超級巨星，在山頂上接受訪問；
「恐慌」則是一場聚集了許多精靈、神祇以及
戰將們的街頭訪談。……喜劇、動作、詩篇、
歌曲……這部合輯是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

Capucine Lewalle
Maud Legrand
濃濃的母愛為小小
讀者打造充滿善意的
成長環境。

這是一名母親對孩子最真摯的愛的宣言：
「在我們的星球上，有軟趴趴的水母、非常
迷你的小魚、超級可愛的貓咪、會咬人的昆
蟲、溫馴的大麥町狗狗，或許還有一些火星
人…… ，而在這些生物之中，有一個我深愛
的小孩。我真的好幸運好幸運，因為這個小
朋友，這個我最喜歡的孩子呢，他有時候會在
早上偷偷溜到我的被窩裡。他大可以選擇躺在
任何地方，在玻利維亞的一只小吊床上、緬甸
的沙灘上、或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裡……。
世界是那麼大呢！但是他來到我家，在我房
裡，溜進我的被窩裡。」
9782203208445 | 2020 | 32 pages | 17x21 cm | 5.95 €

9782203208827 | 2020 | 128 pages | 22x29 cm | 12.90 €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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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lus belle crotte du monde

À la recherche du petit Chaperon Rouge

世界上最美麗
的便便

尋找小紅帽
小紅帽遲到了。她等呀等呀，時間一會兒就過
了。小紅帽得去赴約了。帶著她舖有漂亮的紅
白格紋餐布的大籃子，穿過童話故事的村莊到
森林，沿著河流走，最後抵達城堡。這是認識
格林、佩羅和安徒生童話裡的五十多個故事人
物的最佳機會。

在森林裡的某處，一隻老鼠和一隻松鼠想知道
世界上最美麗的便便是誰製造的。但是這場朋
友之間的競爭，很快地變成了一場史無前例的
戰爭。核心問題仍然存在：誰製造了世界上最
美麗的便便？

RIGHTS SOLD
韓文

Little Urban | 9782374083087 | 2020 | 32 pages
21,8x30 cm | 15.90 €

Marie Pavlenko
Camille Garoche

Nadine Brun-Cosme
Maureen Poignonec

歌頌大自然的美麗，
並提醒一件事：人類常
常是自然中最不美
麗的那部分。

一場格林童話、佩羅童
話和安徒生童話的
捉迷藏。

國外版權 Emilie Vedis : Emilie.Vedis@mediatoon.com
出口業務 Sylvie Guillot : S.Guillot@groupemediadiffusion.com

Little Urban | 9782374080086 | 2020 | 28 pages
33x42,7 cm | 19.50 €

國外版權 Emilie Vedis : Emilie.Vedis@mediatoon.com
出口業務 Sylvie Guillot : S.Guillot@groupemediadiffu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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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petit coin de paradis

Maverick, ville magique :
Mystères et boules d'ampoule

我的小天堂

魔法小牛城

如果我是一隻豬，那我的小天堂就是白色大
理石游泳池，裡面裝滿了純淨的水。如果我
是一隻企鵝，那我的小天堂就是一個製造魚
口味冰淇淋的工廠！但我就是我，我的小天
堂是…...你！

謎團和電燈泡

RIGHTS SOLD
韓文

Little Urban | 9782374081717 | 2020 | 30 pages
24x30,7 cm | 14.50 €

Barroux

Eglantine Ceulemans

一部溫柔感人的作品，
講述我們深愛的角落和
我們深愛的人。

一場夢幻趣味的冒險，
打開魔幻和神秘世界
的大門。

國外版權 Emilie Vedis : Emilie.Vedis@mediatoon.com
出口業務 Sylvie Guillot : S.Guillot@groupemediadiffusion.com

安塞爾姆的父母要去度假……沒有打算帶他一
起去！還把他留在怪怪的姑姑奧爾加的家裡，
而姑姑家位在一個遙遠的小鎮裡。但是當一個
激動的小女孩安娜決定帶她去小牛城時，故事
有了意外的轉折。事實上小牛城不是一個普通
的小鎮，而是具有魔法的城市，在小牛城想像
出來的一切都可以變成真的，但是那裡有一個
渴望權力的暴君統治，施下強大的咒語，對居
民實行不公平的宵禁。 歡迎來到小牛城。
Little Urban | 9782374083292 | 2020 | 296 pages
13,8x19,2 cm | 12.90 €

國外版權 Emilie Vedis : Emilie.Vedis@mediatoon.com
出口業務 Sylvie Guillot : S.Guillot@groupemediadiffusion.com

7...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Didier Jeunesse http://didier-jeunesse.com/

Didier Jeunesse http://didier-jeunesse.com/

Un très beau jour

Le portrait du lapin

一個非常美好
的日子

Marie-France Painset
Judith Gueyfier

本書描繪了寶寶在媽媽肚子裡生活的溫柔回
憶，讀者將一起探索外面的世界、感受感知和
夢想的喜悅…… 一本令人動容的作品，才華洋
溢的插畫家茱蒂絲‧凱菲爾(Judith Gueyfier)以精
緻且詩意的手法詮釋了書中的世界。書中字字
句句皆為獻給即將誕生嬰兒、甫呱呱落地的新
生兒以及已經稍微長大、開始想要了解出生前
故事的幼兒。
9782278097975 | 2020 | 24 pages | 25x25 cm | 14.90 €

兔子的畫像

Emmanuel Trédez
Delphine Jacquot

為了擄獲美人心，兔子決定找畫家幫他畫張
肖像。幸好，他的朋友小豬是這方面的專
家，並向他介紹了驢子的藝廊。在藝廊內展
示了狐狸大師的傑作。就這麼決定了，就
請狐狸大師來為他畫肖像吧！然而當兔子
看見成果時卻感到相當失望，正確的說，
他什麼都沒看到！可他的失望不可能說出
口，因為他的朋友們已經接連讚美了畫作
的工法。終於，黃鼠狼發現了兔子的秘
密，但狡猾的兔子最終仍是最大的謊言家！
一段充滿幽默感的寓言故事，韻律十足且以藝
術為鏡。
9782278097777 | 2020 | 36 pages | 27x30 cm | 14.90 €

一本為了歡迎即將降
生的孩子、滿溢著人情
味和溫柔的作品！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為了擄獲美人心，
兔子決定找畫家幫他畫
張肖像，卻激起了他對
於藝術世界的好奇心！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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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http://didier-jeunesse.com/
Cache cache lapins

兔子躲貓貓

Didier Jeunesse http://didier-jeunesse.com/
自然中細微的聲音

某天，一隻飢腸轆轆的野狼靠近了兔子窩。
「小矮子，我來吃掉你了！」 「吃掉我？
大寶貝！那你得先抓到我才行！」兔子爸爸回
答道。 這個來自日本的童話故事屬於《獻給小
腳丫》系列，看看兔子一家人怎麼把大野狼耍
得團團轉吧！

Petits bruits du soir

夜晚細微
的聲音
由馬蒂厄‧普魯阿(Mathieu Prual)編曲，別出心
裁，使我們被落日時的聲音環抱。自然和寶寶
一樣，會躁動然後漸漸平靜下來……書本內有
五個按鍵，讓寶寶可以聆聽自然中不同的晚間
聲音。這本迷人的有聲書為針對三個月起寶寶
設計的全新書系中的一本。

9782278100040 | 2020 | 24 pages | 24x23 cm | 12.50 €

9782278100200 | 2020 | 14 pages | 19x15 cm | 11.90 €

Christine Kiffer
Béatrice Rodriguez

Mathieu Prual
Lisa Zordan

使人大笑、使人害怕，
一個翻玩對野狼恐懼的
浮誇、淘氣故事！

你能聽見風吹過蘆葦、
水邊的蛙鳴、風雨和所
有動物的聲音嗎？這正
是夜裡細微的樂聲……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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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léfant & Tit'Souris (Tome 2) :
La vie à deux

Ours et les choses

大熊和那
些東西

大大象和小小
鼠(第二冊)
相伴人生

某天，一隻大象，大大象，和一隻老鼠，小
小鼠相遇了，且一見如故。大大象和小小鼠
自此便生活在一起，相伴品嘗生命的美好。
本書收錄許多讓人沒有壓力、極其有趣的寓言
故事，透過溫馨動人的短篇故事和令人忍俊不
禁的事件，以毫不刻意的手法點出許多哲學性
的問題，使人去思考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對道
理的追求和他人的認同……

Pierre Delye
Ronan Badel
大大象和小小鼠回來
啦！一本由笑話和溫情
時刻串聯而成的漫畫。

9782278097791 | 2020 | 48 pages | 21x29 cm | 12.90 €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Andrée Prigent
過去，大熊的生活
恬靜無慮，然而在牠撿
到一台小推車後，
一切都改變了……

過去，大熊的生活恬靜無慮，然而在牠撿
到一台小推車後，一切都改變了…… 牠
總是垂著頭、彎著腰希望能將小推車裝
的越滿越好，除此之外牠什麼都看不見、
也聽不到，甚至沒有感覺到風雨即將襲
來。幸好，雲雀和牠的叫聲及時救了大熊
一命，也使牠從盲目的執著中走了出來。
故事一首童詩，以細膩的手法談論過度消費和
物質主義的議題。作者安德烈‧布理瓊(Andrée
Prigent)使用版畫來完成整部作品，一本結合
力道和精緻的傑作。
9782278097937 | 2020 | 32 pages | 22x26 cm | 13.90 €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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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les

Barnabé soigne la planète

家

巴納貝的地球
治療行動

家，就像是個巢穴。有時候，一個家只有兩個
人，或三個；有時候，會有很多人。有時候，
會有兩個爸爸或兩個媽媽。有時候，家是心中
存在的回憶，有時候，是來自他人的禮物。
這本書以膠印的方式製於美麗的紙張上，是獻
給每個有天誕生於肚子或產生於真心的家庭。
9782278097968 | 2020 | 24 pages | 18x22 cm | 10.90 €

Georgette

Gilles Bizouerne
Béatrice Rodriguez

在生命中我們用同
樣的愛但很多不同的
方式組成家庭。

巴納貝和他的兩個朋
友們即將展開新任務：
治癒地球！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巴納貝是一隻獾，而一隻獾並不能成為醫
生。然而，一天早上，當廣播宣布地球生
病的時候，巴納貝離開他的巢穴，驚慌和
堅定地跑向他的朋友們，烏龜康斯坦和鼴鼠
克萊兒！嗡咿嗡咿！緊急事件，快讓牠們
通過。嗡咿嗡咿！我們要趕快治療地球！
本書為系列作品第二冊，並延續了前作的優
點：天真迷人的動物角色、冒險故事、團結、
幽默，以及書中滿滿的精美插畫。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加泰羅尼亞文、
巴斯克文、簡體中文、義大利文
9782278097906 | 2020 | 32 pages | 22x17 cm | 10.90 €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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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ée sous mon lit

Poucette

床下的仙子

拇指姑娘

這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必須為森林國
王蓋一棟冬天的房子；邀請獨角獸來喝茶；為
海盜們做一艘巡領艦；幫飛龍準備熱水澡……
當一天好不容易結束，家裡簡直是一團亂！
幸好大家都會來當我收拾，包含爸爸和媽媽！
一本充滿想像人物的折頁繪本，書中荒誕的故
事中滿是驚喜。

女人在一朵花中發現了一個無比嬌小的女
孩，甚至大不如一根手指。很快的，令人不
敢置信，花朵中的女孩開始講話，且不是言
之無物：「不管我的個頭大或小，我的夢
想都如天高，就連天上星星都能聽見……
卡爾·諾拉克(Carl Norac)對於原著童話的題材
心存敬重，但他仍跳脫其中、為拇指姑娘形
塑了更自信、不畏表現和表達意見的形象。
一本開數極大的繪本，以此表現繪者克萊兒‧德卡斯多(Claire de Gastold.)筆下令人目不暇給
的畫面。

9782278097807 | 2020 | 48 pages | 24x21 cm | 13.90 €

Rosalinde Bonnet

Carl Norac
Claire de Gastold

在我的床下住著一
名仙子，這天她生
病了，她希望我能暫代
她的工作…...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9782278100125 | 2020 | 40 pages | 29x29 cm | 15.90 €

由卡爾·諾拉克(Carl
Norac)帶領我們再次
翻開安徒生童話，重溫
一個小女孩獲得解放、
使人啟發的故事。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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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s le soleil de Paris

日下巴黎

Didier Jeunesse http://didier-jeunesse.com/
自然中細微的聲音

在美好年代的巴黎塞納河畔，一位畫家正在
創作。在他的畫布上，他畫了一個藍色的太
陽，有如幸福的藍色，他在作畫中也感受到
了自由。多麼滑稽的作品阿！一手過一手，從
畫廊老闆到舊貨商，從藝術愛好者到專家，這
幅畫遊經整座巴黎，遭遇取笑、貶低、棄置、
裱框、被竊……最後成為博物館典藏、為人
稱道！

RIGHTS SOLD
韓文

Éric Battut

9782278097869 | 2021 | 32 pages | 22x29 cm | 12.90 €

一本聚焦在一幅畫作
傳奇命運的傑出繪本作
品。我們從中認識了一
位選擇將太陽畫成藍色
的藝術家……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Mathieu Prual
Lisa Zordan

Petits bruits du matin

早晨細微
的聲音
由馬蒂厄‧普魯阿(Mathieu Prual)編曲，
別出心裁，彷彿能穿越音響，使我們
被豐富熱情且的早晨聲音環抱。自然和
寶寶一樣，會漸漸甦醒、伸展然後開始
絮絮叨叨……書本內有五個按鍵，讓寶
寶可以聆聽自然中不同的早晨聲音。
這本迷人、具有療癒性的有聲書為針對三個月
起寶寶設計的全新書系中的一本。
9782278089611 | 2020 | 14 pages | 19x15 cm | 11.90 €

你能聽見鳥在唱歌、小
河流水、自然甦醒的聲
音嗎？這正是早晨裡細
微的樂聲……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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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 on s'aime

Pompon gardien de phare

最開心和你
在一起

燈塔守望
人彭彭

當我倚靠著你，我親愛的娃娃，我的
鼻子藏在你的毛髮下，我感覺就像巧克
力中的榛果般美好。我們是多麼的幸
運…… 你是否有點了解我們多麼相愛呢？
一本相當感性，探討重要話題的繪本，將成為
出版社不可錯過的佳作。

在歷經各大洋上的遠航後，彭彭和他的愛犬柯
威特成為了燈塔守望人，守護著坐落在大海和
土地之間的燈塔。不管是如鯨魚般湛藍的晴
天，還是如老鼠般灰暗的壞天氣，一狗一人總
是堅守他們的崗位，然而有天自動化電流卻進
駐了燈塔……幸運的是彭彭他們將夢想裝進瓶
子裡，以期未來還能重燃念想。萊蒂雅‧勒-索
(Laetitia Le Saux)既是本書的作者也是繪者，
這是她的第二部繪本作品，她為書本染上恣意
的色彩、打造了專屬的圖像世界。

9782278097982 | 2020 | 32 pages | 22x26 cm | 12.90 €

Marie-Sabine Roger
Rosemary Shojaie

Leatitia Le Saux

一位小女孩透過令人
極具魅力的文字，對會
保護自己、安慰自己、
逗樂自己的布偶熊愛的
大告白。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來自阿道克船長充滿
絢麗文字的老生常談。

9782278097838 | 2020 | 32 pages | 21x29 cm | 13.90 €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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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nouveau printemps pour Pépé Ours

Doux dodo

爺爺熊的
新春天
正如每個春天一般，小熊來到他的爺爺家。
和爺爺在一起就是一場冒險！然而今年，當
他們如同慣例般出發採蜂蜜，卻發現爺爺熊
已經不如以往敏捷……對小熊來說要牠放棄
是不可能的，這次，就由牠來打下蜂巢吧！
一段發生在這對老幼拍檔上的溫馨故事！孩子
們總是詢問著關於變老的問題，作者艾洛蒂‧巴
朗德拉(Elodie Balandras)於此書中以細膩且純
真的方式探討了這個議題。

Elodie Balandras
爺爺熊老了，小熊則長
大了。前者已經老的爬
不上樹，另一個則準
備第一次嘗試這麼做。

9782278097814 | 2020 | 36 pages | 22x30 cm | 13.90 €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美好的夢鄉
在書本的正面，寶寶可以認識各種不同的動
物、觀察牠們的晚安儀式並向他們說晚安，從
中獲得樂趣。小熊、小鳥、小青蛙、小兔子、
小刺蝟和小老鼠，每一隻動物都可愛無比！
在背面，一個黑白的國度向我們展開，上面
以鮮明的黃色和其它的顏色妝點。這色彩對
比鮮明的部分不只可以刺激孩子的感官發
展，同時也帶領寶寶進行一場有趣的捉迷藏。
摺頁書附有一個精美的盒子，方便收納。

Cécile Hudrisier

9782278100101 | 2020 | 12 pages | 16x16 cm | 9.50 €

一本值得和寶寶一起分
享的口風琴摺頁書，各
種動物和奇妙的國度
等著你展開書來探索。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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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Jeunesse http://didier-jeunesse.com/
Chouchou Balourd

親親傻傻

Didier Jeunesse http://didier-jeunesse.com/
探索系列

你認識親親傻傻嗎？他是世界上最棒的
寶貝！但隨著故事進行，這位滑稽的傢
伙弄丟了一切：他的嘴巴、鼻子、臉頰、
錢…… 真是個冒失鬼，可憐的小親親！
一本專位寶寶設計，令人愉快的厚頁書，書中
大玩字彙和音韻，宛如一場輕快、幽默的舌頭
彈跳遊戲，並帶領幼兒學習不同的身體器官
單字。

認識韋瓦第
本書收錄：四季中的兩段曲目(冬天和春天)、
長笛協奏曲、雙簧管協奏曲和小提琴協奏曲。
本書為《經典樂曲》知名有聲書系列的第六本
作品，該系列以精緻的視覺和聽覺呈現為人稱
道。

RIGHTS SOLD
德文

9782278100217 | 2020 | 14 pages | 19x15 cm | 11.90 €

9782278100156 | 2020 | 32 pages | 15x21 cm | 9.50 €

Edouard Manceau

Je découvre Vivaldi

Delphine Renon

當你認識親親傻傻，
你將會永遠愛著他！

搭配插畫家黛芬妮‧
赫農(Delphine Renon)
迷人的插圖，讓我們
一起認識著名的義大利
作曲家安東尼奧‧韋瓦
第的作品。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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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 s'est bien brossé les dents ?

Comptines et berceuses de Vanille :
Des rives de l'Afrique aux îles
de l'océan indien

誰最會刷
牙呢？

香草豆莢之歌
從非洲的河岸到印
度洋島嶼

精彩的多角色故事！和多位來自不同童話故
事、對小朋友來說耳熟能祥的角色穿著睡衣
相見歡吧！然而這些童話故事人物可真是
半斤八兩：看看他們牙齒上都是髒東西，顯
然沒有一個人有好好刷牙！那麼，你呢？
書中的文字宛如迴旋曲般，極適合高聲朗讀。
9782278100064 | 2020 | 32 pages | 15 x21 cm | 9.50 €

Christine Beigel
Christine Destours

Nathalie Soussana
J-Christophe Hoarau
Magali Attiogbé

你覺得王子很會刷牙
嗎？可不是呢！

25首兒歌及搖籃曲帶
我們從非洲河岸瀏覽到
印度洋島嶼，其中風
格交錯的樂曲更揭示了
人類的歷史。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由音樂總監尚-克里斯多夫‧歐羅(JeanChristophe Hoarau)將不同的樂器穿針引
線，編織出一段愉快的音樂之旅，參與的
包含許多傳統樂器：瓦利哈琴、留尼旺的
卡楊博搖鈴、音樂短弓、馬達加斯加吉他、
非洲鼓、手拍鼓、葛摩音箱和短頸琵琶。
插畫家瑪珈莉‧阿提歐貝(Magali Attiogbé)以大
方、純真美好的插圖駕馭了這本音樂集，向讀
者們展示能與音樂產生共鳴、色彩濃厚的視覺
畫面。

RIGHTS SOLD
英文

9782278091348 | 2020 | 60 pages | 27x27 cm | 24.90 €

國外版權 Ieva Vaitkeviciute : ivaitkeviciute@editions-didier.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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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bricole les pieds sur Terre

La Guitare star

動手做，
愛地球

吉他之神
橢圓形的空心體，腰身收緊，聲音圓潤，
中間有個圓形裝飾，長長的脖子，頭上有
琴軸，還有六條弦……它，就是木吉他。
琴弦如何振動？如何選擇合適的木頭？製琴師
怎麼做出一把木吉他？那電吉他呢？

硬紙板，羊毛線，小樹枝，緞帶，軟木塞……
不要丟掉！它們可以變成玩偶的鞦韆，精美的
吊墜，玩具車庫。用回收材料製成的物品，趁
機學習它們如何倍製造出來，而且不製造垃
圾，一點都不浪費！

9782352632894 | 2020 | 40 pages | 21x27 cm | 13.50 €

9782352632696 | 2020 | 40 pages | 22x25,5 cm | 13.50 €

Anne-Claire Lévêque
Nicolas Gouny
硬紙板，羊毛線，
小樹枝，緞帶，軟木
塞……別丟！它們可
以變成各種美麗的
東西喔。

Françoise Laurent
Karine Maincent
探索製作吉他的
各種秘訣。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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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bruits de la ville

La P'tite Nuit

城市的聲音

夜裡的小秘密

加斯頓睡不著。整個城市的各種噪音在他腦海
中揮之不去：喇叭、警報器、鑽孔機……他決
定尋找安靜，離開了家，去到這座城市最高的
山丘，爬上了一棵樹。他認為自己已經遠離了
城市喧囂，但是天空怎麼也很嘈雜！難道安靜
已經不存在了嗎？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

每天早晨，太陽在花園上方升起，晚上從另一
邊消失。這時，有些動物要上床睡覺了，有些
動物卻在天黑時醒來。對螢火蟲夫人而言，現
在是時候亮起腹部吸引螢火蟲先生了。對於貓
頭鷹，野豬，刺猬或蝙蝠而言，黑夜正好適合
狩獵。關上燈，一起來看看夜裡的秘密！

9782352632627 | 2019 | 40 pages | 24x34 cm | 16.00 €

9782352632924 | 2020 | 32 pages | 19x19 cm | 9.50 €

Inês D'Almeÿ
Sébastien Chebret

Marie Lescroart
Chloé du Colombier

本書邀請讀者在心
中創作自己的旋律，
溫和地馴服城市生活及
瘋狂的節奏。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關上燈，聽黑夜告訴
我們它的秘密！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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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tites Coccinelles

Les émotions,
ça chahute un peu, beaucoup…

小瓢蟲

情緒點一點

翅膀、甲殼、紅點點在哪裡？晚點就會看到
囉！現在，小蟲蟲需要餵養長大。 牠吃越多，
長越快，皮膚的變化就越多，一直到最後的
變態。並不是所有的瓢蟲都是紅色或黑色，驚
喜吧！瓢蟲真是愛美又漂亮的小動物！

準備好了嗎？一起來認識我們的十二種情緒：
驚喜，憤怒，恐懼，驕傲，悲傷，焦躁，激
動，尷尬，驚訝，嫉妒，歡樂，平靜。本書邀
請讀者逐一面對這些觸摸不到又令人困惑的感
覺，帶領兒童認識及模仿情感，使他們能將自
己的感受說出來。

9782352632870 | 2020 | 32 pages | 19x19 cm | 9.50 €

9782352631644 | 2016 | 36 pages | 22x22 cm | 12.50 €

Fleur Daugey
Chloé du Colombier

Rhéa Dufresne
Sébastien Chebret

一本帶你認識瓢蟲
生命的圖書。

每天，我的腦袋裡、
身體裡和心裡，都刮著
一陣情感旋風。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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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petit monde

Dans mon petit jardin

我的小小世界

我的小花園

細菌雖然名聲很差，但是它們能為我們提
供許多服務。它們能擊退入侵者，保護我
們免受蛀牙的困擾，幫助我們吸收維生
素，促進消化服務……有好多好多功用。
作者希望透過這本富有詩意且描繪嚴謹的圖書
帶領讀者進入微觀而迷人的世界，為聲名狼藉
的細菌平反！

第一步，準備土壤，要用鏟子翻土，翻來翻
去，這根本就是在花園做運動！然後，還要
播種和澆水。幫腳丫子澆水好好玩！小女孩
精心挑選了自己喜歡的植物：萬壽菊和歐芹可
以抵禦蚜蟲。咦，這是什麼啊？有螞蟻，還有
蚯蚓……
9782352632764 | 2020 | 36 pages | 30x30 cm | 16.00 €

9782352632795 | 2019 | 36 pages | 30x30 cm | 16.00 €

Emmanuelle Houssais
它們為數眾多，數都數
不清。肉眼卻看不見，
但卻無處不在，還是地
球上的第一批居民呢。
它們是誰？是細菌！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Lenia Major
Clémence Pollet
爸鼻跟我說：
「我在菜園裡給妳留了
一塊，隨妳喜歡
種什麼。」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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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planète verte !

Les Insectes

打造綠色地球

昆蟲

化石能源如何污染地球並對地球的未來有害？
人們如何利用陽光、風或海浪來產生能量？本
書清晰簡明地解釋不同的自然現象、技術運用
及影響，使讀者能更容易理解能量轉換與需要
面對的挑戰！

克萊兒．勒克弗（Claire Lecœuvre）挑選了
21種昆蟲，每一種都帶著解釋我們生活世界的
訊息：棕色的長矛代表森林的狀況，金色的甲
蟲會讓園丁很高興，珍珠是江河水質乾淨的象
徵……。還有各種神奇的能力：霾灰蝶知道怎
麼把自己假裝成螞蟻，食糞蟲的力量可以推動
自己體重1000倍的東西！

9782352632771 | 2020 | 40 pages | 27x21 cm | 13.50 €

9782352632801 | 2020 | 40 pages | 30x30 cm | 16.00 €

Sandrine Dumas-Roy
Céline Manillier

Claire Lecœuvre
Capucine Mazille

讓我們一起了解綠
色能源的優點，共同對
抗地球暖化！

昆蟲是科學家的靈感
和消息來源，我們也一
起來研究吧！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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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dit la mode ?

Ces arbres qui font nos forêts

時尚怎麼說？

木秀成林

天才設計師讓時裝變成了離不了全球化商貿規
則的經濟產業。人們常說這是短暫的、膚淺
的、污染的，但是我們又離不開時尚。在快時
尚旋風刮過之後，設計師和消費者開始進行道
德思考。這樣的反省是否能夠持續？讓我們一
起來討論！

無論是熱帶森林、熱帶雨林還是溫帶森林中，
都有大量的生命：上方是飛行動物居住的樹
冠，下方則住著各種爬蟲動物，各種生物等
著你來發現！本書帶領讀者深入森林，發現世
界各地森林環境的多樣性，並認識森林脆弱的
平衡。

9782352632740 | 2020 | 128 pages | 15x21 cm | 12.00 €

9782352632917 | 2020 | 40 pages | 27x21 cm | 13.50 €

Anne Botella
Élodie Perrotin

Emmanuelle Grundmann
Capucine Mazille

從快時尚到永續時尚。

這本書邀請讀者細心
觀察生活周圍正在發
生的一切，以及各種有
關森林的知識。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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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jardine les pieds sur Terre

100 % connecté :
Le cerveau et les neurones

用自己的花園跟
大自然當好朋友

百分之
百相連相通

一把鏟子，一個澆花器，一柄鐵鍬，要享受園
藝的樂趣並不需要很多東西！ 但不過，別說園
藝了，說「了解地球和了解自然的運作方式」
吧。準備堆肥，種下喜愛的植物，做好抗蚜蟲
的準備……16種具有科學觀念的植物活動，
同時讓自然帶給我們靈感，比如光合作用是怎
麼發揮作用的，雜草的作用等等。
9782352632696 | 2019 | 40 pages | 22x25,5 cm | 13.50 €

Marie Lescroart
Nicolas Gouny
一季又一季，在自
家庭院或陽台上闢出
「自己的花園」，跟大
自然成為好朋友！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大腦與神經

Éric Mathivet
Sébastien Chebret

又軟又皺的大腦由腦殼保護著。即使在我們睡
覺的時候，大腦也能讓肺部繼續運作，讓鼻子
繼續聞到氣味，讓記憶不停止工作……這都要
感謝神經網絡。神經與身體肌肉和器官相連，
能透過脊髓處理並傳遞訊息。怎麼辦到的？
電傳導！
9782352632481 | 2019 | 40 pages | 19x29 cm | 13.50 €

大腦位於我們身體
的最頂端， 進行分析
並做出決定，是身
體司令官！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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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livre des animaux magiques

Où va l'économie ?

神奇動物之書

經濟發展將走
向何方？

在馬雅文化中，蜂鳥是思想的使者；在日本，
蜻蜓被視為勇敢的武士；在布吉納法索的布波
族中，變色龍具有治愈皮膚疾病的能力；在古
埃及，蜜蜂是從太陽神的眼淚中誕生，伴隨
死者的靈魂走向彼方……結合現代的科學知
識，這些引人入勝的故事激發讀者的想像力的
同時，也促使讀者進行思考！

這些話的背後，是對人類的生活能夠產生直
接影響的具體現實。了解經濟運作的模式，
問問自己這些問題：關於經濟成長（是否有
必要？ ），關於消費（我需要購買所有東
西嗎？ ），關於工作（以後我會做什麼工
作？ ） ，關於經濟對環境的影響……這將開
啟另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討論。

9782352632597 | 2019 | 40 pages | 30x30 cm | 18.50 €

Fleur Daugey
Chiara Dattola

Ingrid Seithumer
Élodie Perrotin

自古以來，人類就一
直賦予動物各種神奇
的力量。

9782352632931 | 2020 | 128 pages | 15x21 cm | 12.00 €

GDP、經濟成長、
失業、全球化……經
濟已經成為頭條新聞。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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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nergies, circulez ! :
Le système des méridiens

Une vie de chouette

貓頭鷹的一生

能量運轉

貓頭鷹眼睛又大又圓，小嘴彎彎，頭幾乎可以
轉360度，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掠食者！貓頭鷹
忠誠又體貼，夫妻相伴一生，輪流照顧小貓
頭鷹。即使秋天分別，貓頭鷹爸爸媽媽明年春
天一定會再見面，而小貓頭鷹則將獨自生活。
這就是貓頭鷹酷酷的一生！

經絡系統

我們的身體由骨骼、肌肉、動脈等組成，每個
器官都各司其職。中國人還稱之為「氣」，
這是一種重要的能量，傳播途徑是經絡。與自
然界一樣，這種能量匯循環。每條經絡都與一
個器官相連，為它提供能量，並影響我們的健
康和情緒！
9782352632849 | 2020 | 40 pages | 19x29 cm | 13.50 €

Pierre Levasseur
Sébastien Chebret
認識身體的經絡系統。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9782352632825 | 2020 | 32 pages | 19x26 cm | 12.00 €

Alicia Quillardet
嗚，嗚，嗚……這是什
麼聲音？讓我們來認識
這黑夜裡的神秘動物。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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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terrible envie de Loup

Le Poulet

這匹狼超
級想要……

雞
飼料雞還是放山雞？如今有80%的雞被關籠圈
養，無法在草地上自由玩耍，而是被塞滿抗生
素，在六週大時就被宰殺。噁心到讓人起雞皮
疙瘩！幸好，還是有尊重生命的飼養方式：露
天，有草叢可奔跑的大型雞舍，100%餵吃蔬
菜，讓牠們慢慢地自然生長，雄赳赳氣昂昂！

從前從前，有一匹狼。牠在森林裡游盪，揹著
斜揹包包，好像在找東西。牠想要什麼呢？
撕咬獵物、滴滿口水、然後吞掉？都不是！
這匹狼只想跟大家說故事。

9782352632689 | 2019 | 40 pages | 22x25,5 cm | 12.50 €

9782352632603 | 2019 | 40 pages | 27x21 cm | 13.50 €

Lenia Major
Fabien Öckto Lambert
這匹狼到底想
要做什麼？

Françoise Laurent
Nicolas Gouny
來一隻香噴噴的烤雞
怎麼樣？不過，在吃
雞之前，你最好知道這
雞是怎麼來的！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國外版權 Yves Sok : international@editionsduricochet.com
出口業務 Natalie Vock-Verley : n.vock@editionsduricoch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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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Promenons-nous dans la nuit

一起散步吧！

一起在夜晚
散步吧！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平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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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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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SK

Olivier Clerc
Gaia Bordicchia

每一頁都有會動
的機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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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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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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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feuille, ciseaux

剪刀、
石頭、布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情緒情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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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offier Michaël
Karine Bélanger

Kochka
Marie Leghima

準備好了嗎？一、二、
三，比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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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Un bol de tristesse pour Nour

努兒的
一碗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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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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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ck : La disparition des souris

喵洛克

喵洛克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喵洛克

老鼠失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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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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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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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Charlock : Le trafic de croquettes

喵洛克

狗餅乾走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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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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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孔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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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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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eau d'été

夏天的帽子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蘇菲亞的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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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Maman, papa, il y avait qui avant moi ?

媽媽、爸爸，
我出生之前
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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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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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lettres de Biscotte Mulotte

小田鼠比斯可
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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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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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巫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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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術學院
夢之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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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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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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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7...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我的花園世界

Les insectes de mon jardin

我花園裡
的昆蟲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我的花園世界

Les oiseaux de mon j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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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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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81495296 | 2020 | 12 pages | 16x16 cm | 9.95 €

西班牙文

Adeline Ruel

西班牙文

Adeline Ruel

為幼兒設計的全新
知識性叢書。

為幼兒設計的全新
知識性叢書。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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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L'école de la rue qui monte (Tome 1) :
La plus belle des toiles

斜坡上的學校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毛探記事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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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雪裡埋的秘密

Anne-Marie Desplat-Duc
Anne Dumergue
Fabien öckto Lambert

9782081512016 | 2020 | 32 pages | 14,7x18,9 cm | 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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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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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潟湖之城威尼斯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La cité lagune : Le pouvoir des sœ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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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潟湖之城
威尼斯

瑪農的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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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81495562 | 2020 | 32 pages | 15x19,5 cm |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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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81451131 | 2020 | 152 pages | 14,5x20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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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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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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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La folle épopée de Victor Samson

Le Croco Blues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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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森住在蒙迪諾小鎮上。不過維多不
是一個普通的男孩，他是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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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銷到美洲。一趟意想不到的旅程從此展開：
維多從莫斯卡跑到北京，今天認識法國的饒瑞
斯（Jaurès），明天認識美國的卓別林，他的
足跡遍及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大陸。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超過五十萬冊
9782081522312 | 2020 | 352 pages | 13,5x21 cm | 15.90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藍鱷魚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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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re Lacroix
Marie Novion

9782081486195 | 2020 | 32 pages | 24x30 cm | 13.50 €

暢銷系列《龍家父子》
（Dragons, père et
fils）作者新作。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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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Qui dit mieux ?

誰更有道理？

Flammarion Jeunesse www.flammarion-jeunesse.fr
貓老伯的故事

9782081512634 | 2020 | 192 pages | 13,5x21 cm | 13.00 €

一個關於家庭與友誼
的趣味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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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貓老伯的故事
起毛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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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nuel Bourdier

Pépère le chat : Une famille au p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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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81446793 | 2019 | 48 pages | 17x22 cm | 6.95 €

國外版權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國外版權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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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30 choses à ne surtout pas faire
avec les animaux !

Pour toi, le confinement
c'était comment ?

三十件尤其不要
和動物一起做
的事

你覺得防疫封
城是什麼呢？

你是否曾經把正在睡午覺的獅子吵醒過？把大
象塗成粉紅色？或者拿蛇來跳繩？沒有？那千
萬不要嘗試，不然......跟著穆沙、爺爺和一大群
逗趣的動物在一堂超搞笑的課中一起學規矩！

Samir Senoussi
Henri Fellner
(illustrateur)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三千三百本
9782075098007 | 2020 | 56 pages | 21x24 cm | 13.90 €

Arnaud Alméras
Robin (illustrateur)

曾經有過一些超乎尋常的時刻，有時艱難、
有時卻很快樂。艱難的時候是當爸媽都憂心忡
忡、當我們覺得孤單而且無聊的時候。但能夠
跟爸爸一起在家裡修修補補、和媽媽一起做瑜
珈、跟哥哥一起下廚，真是棒極了！不過還有
更棒的，那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訂下未來的美
好計畫。
Giboulées | 9782075150187 | 2020 | 36 pages
21x23,5 cm | 9.90 €

24幅有趣的圖畫畫
出孩子對於禁足溫馨又
好玩的看法。

爺爺用一堂搞笑的課
讓孫子學規矩！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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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La traversée des animaux

動物大遷徙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我的有聲故事書

大雪紛飛的冬天降臨。大熊領著一支奇怪的隊
伍，成員有三隻狼、一隻蒼鷺、一隻豪豬、
一隻企鵝和其他動物們。牠們有的走有的飛、
有的快步跑著，一直不停地向前進，最後終於
回歸到牠們原本的模樣：屬於大自然的野生
動物。

叢林之書
聽聽看小毛克利的笑聲和他在藤蔓間盪過來盪
過去的聲音，還有老虎邪漢的低吼和大熊巴魯
的歌聲。你也會聽到猴子瘋狂的叫聲、蟒蛇
卡亞的催眠曲和小毛克利打敗壞老虎的勝利
之歌！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兩千兩百本

Giboulées | 9782075116817 | 2020 | 32 pages
25,5x32 cm | 19.50 €

Vincent Cuvellier
Brice Postma Uzel

Le livre de la jungle

9782075121187 | 2019 | 24 pages | 18,5x21 cm | 13.50 €

Benjamin Chaud

二十世紀中葉，莫斯
科動物園來了一場大
遷徙，逃離了園區……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一起來探索這本叢林之
書，好好玩，每一頁的
按鈕都可以發出聲音！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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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Le monde de Lucrèce (Tome 5)

呂凱絲的異想世界

Fleurs de saison

呂凱絲的異
想世界（五）

四季的花

史嘉蕾離家出走，媽咪當自己還是青春期少
女，一個意外的訪客來到家裡：呂凱絲的生活
總是這樣出奇不意！除此之外還有即將與死黨
們迎來的美好週末假期，行程規劃如下：騎馬
蹓躂、去海邊玩、情感大爆發！呂凱絲早就準
備好要去冒險了，那你呢？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波蘭文

Anne Goscinny
Catel

Emmanuelle Kecir-Lepetit

9782075136839 | 2020 | 192 pages | 14,5x21 cm | 12.50 €

熱銷破十二萬冊的
《小淘氣尼古拉》
作者何內‧戈西尼的女
兒青出於藍之作。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一本認識花園裡各
種花朵的小百科。

一年之中，花園裡的花朵一個接一個地登場，
宣告萬物甦醒的春天、炎炎的夏日、美麗秋季
的尾聲、或為冬天點綴一抹色彩。每一種花都
有它獨特的形狀、香氣、顏色、葉子和莖。不
同的文化透過這些花兒傳遞情感、形成傳說
甚至成為國家的象徵。透過蕾雅‧莫蓓蒂（Léa
Maupetit）美麗的繪圖，讓我們重新認識三十七
種花園裡的耀眼明星：丁香、鈴蘭、鬱金香、
虞美人、金魚草、吊鐘花、大理花、番紅花、
梔子花、銀荊花、三色堇、水仙......而作者艾曼
紐‧凱希爾勒蓓蒂（Emmanuelle Kecir-Lepetit）
妙趣橫生的文字述說著這些花朵們數不清的奇
聞軼事，各個都使我們驚奇不已。
9782075138192 | 2020 | 96 pages | 13x25 cm | 16.00 €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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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Espace : Qu'est-ce qu'une planète ?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互動式科普書

外太空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小淘氣

夜裡，仰望天空，我們藉由觀看恆星、行星、
彗星來認識外太空......在古時候，天文學家先是
以肉眼、接著借助望遠鏡觀看宇宙。曾經，人
類第一次登陸月球步行其上…..今天，太空人已
經可以搭乘火箭前往太空站，而無人駕駛機則
穿越太陽系探索外太空。
> 法國已售出六千七百本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9782075130820 | 2020 | 16 pages | 18x26,5 cm | 9.90 €

土星環是由什麼物
質所組成的？第一個踏
上月球的人是誰？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媽咪來囉，
我的小淘氣！
獅子寶寶好喜歡媽咪抱抱。那你呢，你知道要
怎麼來個大擁抱嗎？張開雙手...然後抱得緊、
緊、緊！斑馬寶寶覺得媽媽是世界上跑得最
快的！和他一起數：「一、二、三...跑！」太
棒了，斑馬寶寶！

FIND OUT MORE

Christophe Chaffardon
Tom Goyon

C'est maman, petit coquin !

Camille Chincholle
不能錯過的寶寶環保意
識啟蒙系列！

FIND OUT MORE

> 全系列法國已售出六萬三千六百本
9782075138123 | 2020 | 10 pages | 17x17 cm | 9.90 €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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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 non !

學會說
「不要！」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小小蟲的異想世界

當我們開始學會如何說不、如何拒絕時，感覺
好像多了一點自由、終於像大人一樣。其實，
要真的知道如何點頭接受、答應一件事情、或
是說「好」之前，先要知道怎麼說「不要！」。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希臘文、韓文、
波蘭文、羅馬尼亞文

Catherine Dolto
Colline Faure-Poirée
Robin (illustrateur)

Giboulées | 9782075147880 | 2020 | 28 pages
17x20,5 cm | 6.50 €

要知道怎麼說「好」
之前，先要知道怎麼說
「不要！」。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Antoon Krings
一則則溫馨有趣的故
事，帶領我們一窺花
園小居民——小蜜蜂們
的生活。

Rose, petite rose

小玫和
她的玫瑰花
人生不是總是玫瑰色的，小玫已經有所體會！
她的朋友莉莉，是負責掌管百合花的工蜂，更
是帶她瞧瞧各種色彩！她突發奇想地要把自己
變得和小玫一模一樣，她堅持非做不可而且誰
都不能阻止她！由於莉莉實在是太忌妒小玫，
竟然裝扮成小玫的模樣還跑去找她的未婚夫奧
勒岡！但秘密最終還是被揭穿，莉莉回到她的
百合花身邊，而好心的蝴蝶則來到傷心的小玫
身邊安慰她......

RIGHTS SOLD

日文、羅馬尼亞文
Giboulées | 9782075140935 | 2020 | 28 pages
19,5x19,5 cm | 6.20 €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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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Trotro et Zaza à la crèche

Moi aussi

小驢托托和莎
莎上托兒所
莎莎很開心可以去托兒所，她好喜歡照顧小
朋友的倪女士。莎莎在托兒所會去找她的好
朋友蝶蝶，跟蝶蝶一起玩一整天。她也會
幫忙大人擺好餐桌、學著乖乖吃飯，不要把
馬鈴薯泥塗在蝶蝶的頭髮上。大家一起睡午
覺也很有趣！晚上當爸爸來接她時，她真不
想離開倪女士......但哥哥托托還在等她呢！
以撕不破的紙做為內頁，書殼亦填充增厚，
專為小小手設計的系列套書！

Benedicte Guettier
跟著小驢托托和他的
妹妹莎莎一起去冒險。

Giboulées | 9782075125987 | 2020 | 20 pages
16,5x16,5 cm | 5.50 €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我也是
小尼儂來到海邊度假，她想要和哥哥一樣一起
做所有的事：撿拾木柴、幫忙張羅食物、攀
岩、騎腳踏車......但大家總是說她還太小了！
不過，她要運用她的想像力告訴大家，她也是
可以做大事的！
9782075145985 | 2020 | 28 pages | 20x24 cm | 12.00 €

Chloé Alméras
給迫不及待要長大
的孩子上一堂課，讓
孩子理解藝術及創造力
的重要性。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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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我的鋼琴書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Je joue mes grands airs au piano

Bonne nuit

我用鋼琴彈奏
世界名曲

晚安
外面，有一隻貓咪在屋頂散步，一輛火車照亮
了森林，松鼠回家準備睡覺，貓頭鷹的一天才
正要開始......有什麼比任由想像力恣意遨遊更有
助於溜進睡意裡？這個美麗繪本的目的，就是
一路從孩子的房間直到浪濤中、直上星斗間。
晚安！

不需要擔心不認得音符或是升降記號，只要
動動手指，隨著會發亮的琴鍵引導，孩子也
能獨自演奏自己喜歡的世界名曲：貝多芬的
快樂頌、拉威爾的波麗露、舒伯特的鱒魚、韋
瓦第的春天、莫札特的第十一號鋼琴奏鳴曲、
布拉姆斯的搖籃曲。還有另外兩種使用模式：
「我聽聽看」和「我會自己創作」。

Marion Billet

9782075138659 | 2020 | 20 pages | 24,6x25,6 cm | 17.90 €

讓孩子能夠模擬彈奏
音樂的鋼琴書！

9782075146425 | 2020 | 40 pages | 22,3x22,3 cm | 12.00 €

Kiko
「我的被窩暖暖地......
一切都靜悄悄地，
這就是夜晚的模樣。」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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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互動式圖畫書

La Forêt

森林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跟著比爾學英文

比爾喜歡旅行

這棵獨自矗立的雄偉大樹叫什麼名字呢？為什
麼松鼠要在樹枝間跳來跳去呢？蘑菇又是從哪
兒長出來的？翻開書中小紙片來看看下面藏
著什麼答案，轉動齒輪還會有其他新發現！
一本喚起孩子的好奇心及回答他們十萬個為什
麼的互動式圖畫書。

比爾搭火車和熱氣球去旅行，他也會開車、
騎腳踏車和摩托車，他乘坐潛水艇穿越海底、
開直升機遨遊天際，當然還會搭船、卡車、
公車！還沒完呢，他還知道怎麼用英文跟我們
說他的旅行故事！

RIGHTS SOLD

加泰隆尼亞文、義大利文、韓文、
盧森堡語、西班牙文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捷克文、義大利文、
日文、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Collectif
Elsa Fouquier

Bill aime les voyages

> 全系列法國已售出十六萬本

Alex Sanders
Pierrick Bisinski

Giboulées | 9782075126038 | 2019 | 24 pages
18x18 cm | 10.50 €

9782075143813 | 2020 | 10 pages | 18x18 cm | 8.90 €

【跟著比爾學英文】
是個啟蒙小小孩學英文
的優質系列套書！

幫助孩子探索法文
及日常詞彙的互動式
圖畫系列書。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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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La Légende des pyjamasques

Romuald

Abeilles et vers de terre

睡衣假面傳說

蜜蜂和蚯蚓

有一天，索瑟林女巫決定要奪取他們的力量，
她把所有的圖騰動物都關在厚厚的蟲蟲雲裡，
孩子們便漸漸把他們都給忘了，甚至不再做
夢。然而一天晚上，三隻圖騰動物逃出了蟲蟲
雲！誓言要帶「勇敢的英雄」回來解救大家。
憤怒的女巫用雷電想要攻擊他們…...幸好他們
成功地逃到地球上，並落在…...三個小孩身上！
儘管他們不是最厲害、最勇敢，甚至說是最笨
手笨腳的，但絕對是最善良的小孩。圖騰動物
決定將他們變身成睡衣假面！

一個在空中飛舞，另一個在地上爬行；一個採
蜜，另一個在地下不知製造什麼。為什麼把蜜
蜂和蚯蚓扯在一起？因為蜜蜂和蚯蚓對大自
然、對生物多樣性和對人類來說都是不可或缺
的。學著認識他們才能保護他們。因為他們是
我們的未來。

Giboulées | 9782070667666 | 2016 | 36 pages
20,5x27 cm | 9.90 €

每個孩子都與一
種圖騰動物有所連結，
而夜裡，這些動物會
出現在孩子的夢裡並賜
予神奇的禮物。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9782075138161 | 2020 | 44 pages | 23x29 cm | 16.00 €

Florence Thinard
Benjamin Flow
為什麼蜜蜂和蚯蚓的存
在關乎世界的平衡呢？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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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Je découvre l'orchestre

我的小小探索音樂書

Le défi de Youlan

認識管弦樂

遊龍的挑戰

弦樂器、木管樂器、銅管樂器、打擊樂器...
學習認識各種樂器，按下按鈕、聽聽看管弦樂
器相互協調交織出的世界名曲。

RIGHTS SOLD

在長江流經的谷地，有一個精力充沛的男孩叫
遊龍。有一天，他啟程去會見一位名叫青龍的
大師，傳說他用手刀就可以把山劈成兩半。
意想不到的事將接二連三地發生在遊龍身上！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千五百本

繁體中文、德文、希臘文、韓文、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本
> 德國已售出一萬五千本，
全球已售出三萬四千本

Charlotte Roederer
(illustratrice)

9782075138635 | 2020 | 14 pages | 16,5x16,5 cm | 10.00 €

全系列四本書，每本包
含六段音樂旋律。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9782075107075 | 2020 | 28 pages | 19x26 cm | 13.00 €

Tian
在長江流經的谷地，
有一個精力充沛的男
孩叫遊龍。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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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碰！

運動英雄群像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邦妮與莫弟默

邦妮與莫弟默
（二）

四十位奧運金牌得主

Jean-Michel Billioud
Gonoh
網羅在奧運史上寫下各
自輝煌一頁的四十位偉
大運動員的故事。

從一八九六年在第一屆現代奧運雅典奧運史
馬拉松拔得頭籌的比利廷‧路易斯（Spirydon
Louis），到一九八八年在首爾奧運拿了九
面獎牌的游泳健將麥克‧艾格生（Michael
Edgson） ，此外還有在一九七六年蒙特
婁奧運中一口氣連抱五枚獎牌（其中三面
是金牌）的天才體操選手納迪雅‧柯曼妮奇
（Nadia Comaneci），或者在墨西哥奧運中
跳遠創下八米九十驚人紀錄的鮑勃‧貝蒙（Bob
Beamon） 。一則則夏季奧運的不朽傳奇全都
收錄在這本精彩的小書中。

RIGHTS SOLD

英文、希臘文、韓文、西班牙文、塞爾維亞文

FIND OUT MORE

> 於英國已售出五千本
9782075135641 | 2020 | 96 pages | 13,5x18,2 cm | 9.90 €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Bonnie et Mortimer (Tome 2) :
Cauchemar en cantine

食堂奇遇

Agnès Cathala
Clément Devaux
(illustrateur)

奇怪！真奇怪！學校餐廳的午餐不知道從什麼
時候開始變得這麼莫名的好吃。太可疑了！為
了弄清楚這個神秘的謎團，邦妮與莫蒂默決定
潛入學校的廚房一探究竟。別懷疑，這將會是
他們日記中最有趣刺激的冒險，因為這可是條
獨家新聞呢！
9782075125246 | 2020 | 48 pages | 12,7x19 cm | 6.60 €

綽號「牙套女巨人」
的邦妮以及人稱「四眼
南瓜」的莫弟默，這對
探險活寶將再度踏上全
新的冒險旅程！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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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ilain petit canard

我的童話故事打開了

醜小鴨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我的小小音樂圖畫書

當這隻小鴨子從蛋殼裡出來時，他長得和哥哥
姊姊們完全不一樣......「他好醜喔！」農場裡
全部的動物都嚷著。但他會永遠都這麼醜嗎？

Musique Maestro !

音樂大師
登場！
十二幅色彩繽紛的圖畫加上十二首曲子，動動
手指、按下按鈕，一起來認識古典音樂名曲和
創作這些的作曲家：除了巴哈、舒曼、莫札
特、貝多芬，還有比才、韋瓦第、蕭邦、德
布西、佛瑞、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聖桑和羅
西尼。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千七百本
9782075138086 | 2020 | 32 pages | 22x17 cm | 12.00 €

RIGHTS SOLD

Philippe Lechermeier
Mylene Rigaudie
(illustratrice)
讓我們重溫這個經典
童話故事，這次你可以
把故事書展開、翻開藏
在書裡的小驚喜，
然後一次又一次地大
聲讀故事！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Marion Billet
(illustratrice)
讓孩子認識偉大樂曲
的系列套書！

德文、荷蘭文、義大利文、日文、挪威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一千五百本
> 德國已售出兩萬本，
全球已售出六萬七千七百本
9782075109864 | 2019 | 12 pages | 21,5x21,5 cm | 16.50 €

國外版權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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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e Delcourt www.editions-soleil.fr

Groupe Delcourt www.editions-delcourt.fr

Le grand voyage de Rameau

Mythics (Tome 10)

拉梅奧的
大冒險

神話之十
在古代神靈和英雄時代，邪惡企圖以六種不同
神靈的名義佔領世界。六個擁有非凡力量的英
雄，揮舞著神聖武器，對抗這些邪惡的化身。
邪惡被征服並封印在一個秘密之地……今天，
六位古代英雄的繼承人，將面臨世界前所未見
的最大威脅！

在千葉樹林裡住著一個小動物部落。一個古老
的傳說，有三隻小動物曾被人類和人類的發明
所吸引，卻經歷了一場悲劇……從那時起，
小動物就禁止與人類接觸！有一天，年輕的拉
梅奧受到耆老議會的召喚，表示她將受懲處：
必須隻身前往倫敦，去親自體認人類世界並不
是她想像的那樣美好。

Phicil

Editions Soleil | 9782302090170 | 2020 | 216 pages
24x32 cm | 26.00 €

一個令人振奮的內省
式冒險故事，交織著邂
逅、憧憬和幻滅。

國外版權 Séverine Aupert : 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Editions Delcourt | 9782413019671 | 2020 | 56 pages
22,6x29,8 cm | 10.95 €

Patrick Sobral
Patricia Lyfoung
Philippe Ogaki
在神話和傳說的有
趣故事中，發現來自
各種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可愛新英雄！

國外版權 Séverine Aupert : 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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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pouvantable peur d'Épiphanie Frayeur
(Tome 2) : Le temps perdu

Sacha et Tomcrouz (Tome 3) : Les Shaolin

薩莎和湯姆克魯
茲〈第三冊〉

艾皮芬妮的恐
懼〈第二冊〉

少林

失去的時間

當艾皮芬妮〈Epiphany〉與父母慶祝她的九歲
生日時，她轉身進入另一個世界！ 她有一些迫
切需要解決的事情：她不得不重新回到童年時
代，找回失去的時間…

Séverine Gauthier
Clément Lefevre

Editions Soleil | 9782302089730 | 2020 | 92 pages
21,4x28,6 cm | 18.95 €

一個關於兒童恐懼的
完整系列故事，奇妙、
有趣且幽默。

國外版權 Séverine Aupert : 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Anaïs Halard
Basiten Quignon

薩莎和母親住在一起，母親是個古怪的古董
商。十歲生日時，薩莎夢想得到一隻超級聰明
的老鼠，幫助他進行科學研究，可是，他卻收
到了一隻吉娃娃…...一條狗，卻完全不聽人話！
一天早晨，湯姆克羅茲被發光的膠質包覆，接
著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兩人發現自己被穿越時
空傳送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
Editions Soleil | 9782302081758 | 2020 | 84 pages
22x29,4 cm | 16.95 €

薩莎和湯姆克魯茲穿
越歷史，進入一場引人
入勝的旅程！

國外版權 Séverine Aupert : 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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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giel et Fluffy (Tome 8) :
Au bout du monde

L'homme qui courait après sa chance

追逐運氣
的男人

費吉爾和阿毛
〈第八冊〉

一位衰神纏身的男子，連遭噩運，有人告訴他
要去找一位深山中的隱士，才能解決他的問
題。一路上，他認識了一些跟他一樣不幸的同
伴：一隻沒有食慾的老虎，可憐的灌木叢和一
名絕望的年輕女子。他下定決心，要為這些同
伴向山中智者請益，並再折返告訴他們智者的
建議！

誰偷走了商人寇瑞姆的西瓜？費吉爾和忠實的
阿毛，在他們的朋友艾莉絲和阿貝爾的陪同下
離開村莊，調查這一樁神秘事件。但是危險無
所不在，殭屍潛伏！他們需要無所畏懼的勇
氣去擊倒這些可怕的生物，並且找出誰偷走
了西瓜！

Jean-Christophe Derrien
Frigiel
Minte

Editions Soleil | 9782302081710 | 2020 | 48 pages
21,7x29,7 cm | 10.95 €

在影音平台上有數
百萬粉絲的英雄們，
出了第一本漫畫書！

國外版權 Séverine Aupert : 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Pozla

Editions Delcourt | 9782413026631 | 2020 | 32 pages
24x32 cm | 13.95 €

我們要為自己幸不
幸福負責嗎？

國外版權 Séverine Aupert : 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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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e Delcourt www.editions-soleil.fr
Lulu et Nelson (Tome 1) :
Cap sur l'Afrique

露露與納爾遜
〈第一冊〉

Jean-Marie Ormont
Charlotte Girard
Aurélie Neyret
露露和父親離開義大
利前往非洲，遇到了一
位非洲年輕人納爾遜。

一九六四年，那不勒斯。露西亞十歲，非常想
接任父親的工作，成為一名馴獅員。有天晚
上，一場大火徹底摧毀了他們的馬戲團，所有
獅子老虎全部死亡。短短幾分鐘，小女孩的未
來夢想全都灰飛煙滅。但是，絕對不能放棄！
南非有很多獅子，露西亞必須去找獅子。在那
兒，她遇到了納爾遜，一位同齡的年輕南非
人，他帶她前往一座自然保護區，露西亞還不
知道一場驚奇旅程即將展開！
Editions Soleil | 9782302091382 | 2020 | 56 pages
22x29,4 cm | 14.95 €

國外版權 Séverine Aupert : 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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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tte Jeunesse http://

Hachette Jeunesse www.deux-coqs-dor.com

100 activités zéro ennui
les plus faciles du monde

Protéger la planète

一起保護
地球吧

一百個世界上最
簡單打發無聊的
活動

Joséphine Lacasse
Studio Tomso
用簡單的語言和易於
理解的內容，讓事物盡
可能地被許多人認識！

只需要一些日常材料，不需要另外買，就可以
在家、或在戶外很輕鬆地進行許多活動！透過
步驟拆解圖示說明，本書提供一百種各式各樣
的活動，絕對不無聊，動手做做看、下廚、玩
遊戲、在院子裡活動、或是種種有創意的休
閒。並使用家中日常生活的物品來進行創作
與回收再利用，小孩在家裡將永遠不會感到無
聊！《極簡生活》系列擁有超過十五種主題。

RIGHTS SOLD

阿拉伯文、加泰隆尼亞文、
義大利文、羅馬尼亞文、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八千八百本

為什麼地球暖化了？我們可以住在另一個星球
上嗎？為什麼我們需要保護森林？什麼是生態
學？污染對地球有何影響？問答格式的文本使
孩子們易於閱讀，他們可在書末和單字表中
找到有趣的遊戲來測試他們的知識。此系列
《說說為什麼》共有十二個主題。

RIGHTS SOLD

Mathilde Paris
Estelle Tchatcha
Maud Lienard

俄文

Deux coqs d'or | 9782017866534 | 2020 | 48 pages
19,5x20,4 cm | 7.90 €

六十多個問題可以
回答兒童在某些特定主
題上提出的疑問。

Hachette Enfants | 9782017089704 | 2019 | 208 pages
17,5x22,5 cm | 14.95 €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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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tte Jeunesse www.deux-coqs-dor.com
Disparition à Londres

倫敦發生
失竊案

Hachette Jeunesse www.deux-coqs-dor.com
五個故事…一起讀

讓孩童展開調查，借由地圖發掘倫敦，收集線
索並解決一百五十個謎題。英國皇家珠寶遭到
偷竊，而倫敦警察廳總部派來機密任務，希望
你能調查真相！動身前往倫敦，走遍大街小巷
尋找線索、密會情報員，或許還會收到神探福
爾摩斯給的建議喔！你必須完美解決任務，
展現你的偵探才能，準備好了嗎？

Les Fées Hilares
Caroline Ayrault
Solenne et Thomas
研究城市地圖，透過
一個又一個的線索，
解決謎團並發現真相！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兩千八百本
Deux coqs d'or | 9782017060734 | 2018 | 128 pages
17,5x20,5 cm | 13.95 €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5 Histoires à lire avec Papa

和爸爸一起閱
讀的五個故事
五個歡樂又溫馨的晚安故事，讓爸爸陪孩子
一起享受最棒的床邊時光，故事包含：親親
爸爸、我長大以後、卡波辛的美麗花園、出發
囉！、醜小鴨。

RIGHTS SOLD

希臘文、義大利文、
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俄文…

Collectif

Deux coqs d'or | 9782017863434 | 2020 | 96 pages
16x18,5 cm | 5.95 €

一套色彩繽紛，
以實惠價格讓大人小孩
都能欣賞原創故事
的繪本系列!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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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tte Jeunesse www.gautier-languereau.fr
Bambi, une vie dans les bois

小鹿斑比

Hachette Jeunesse http://
你怎麼想？給孩子的小
小哲學工作坊

在樹林裡的生活

Gautier-Languereau | 9782017124306 | 2020 | 48 pages
21,5x32 cm | 15.90 €

一段慶祝生命、自然和
季節交替的故事。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愛，是什麼？
由從事兒童哲學工作坊近二十年的專家撰寫，
書中的開放式問題引導親子互相交流思想，讓
讀者跳脫框架思考日常至關重要的事情。當我
們能以多種方式愛各種事物時，「愛」到底
是什麼呢? 如何意識到愛的不同含義與表現？
我們以感官喜歡某種事物跟我們用心喜愛某人
之間的愛是一樣嗎？一本與孩子探討人際關
係的書籍。

春天來了，一隻笨拙的小鹿踏出在森林中探險
的第一步。大自然豐饒，但同時也暗藏危機。
小鹿斑比能克服障礙，並成長為勇敢的森林王
子嗎？經典童話故事小鹿斑比結合細膩並蘊含
情感的插畫再次感動了大小讀者。

Philippe Jalbert
Felix Salten

Aimer, c'est quoi ?

Hachette Enfants | 9782017089780 | 2020 | 32 pages
16,5x22 cm | 6.95 €

Anne Lalanne
Thierry Manes
此哲學系列藉由開
放式問題邀請小小朋友
建構自己的想法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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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tte Jeunesse www.deux-coqs-dor.com

Je t'aime tant

Caroline Pellissier
Virginie Aladjidi
Thierry Manes

Fashion Girls : Mes tenues Kawaii

我是這麼
地愛你

我的卡哇伊服
飾

如果你是隻小貓，我會這樣擁抱你：鼻子貼著
鼻子，爪子摸著耳朵，然後看著你，看你如此
可愛，我是這麼地愛你。如果你是隻小斑馬，
我會跟在你旁邊，肩並肩散步，看著你輕盈溫
順的步伐，我是如此地愛你。而你是我的孩
子，今晚我將告訴你這個故事，告訴你在每
個時刻，不管是可愛的、溫順的、好奇的、脆
弱的、內疚的、急躁的、開朗的或專心的你，
我都非常地愛你。

在這本小書中，妳可以找到關於日漫風格服飾
的一切資訊，藉由貼紙、模板、有紋樣的色
紙、著色頁和許多充滿靈感的創作來塑造個人
時尚風格。

Deux coqs d'or | 9782017863380 | 2020 | 24 pages
16,5x19 cm | 4.50 €

一段普世、充滿詩意
與甜蜜的親子故事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Deux coqs d'or | 9782016281543 | 2020 | 48 pages
16,5x23,5 cm | 10.95 €

Marie-Rose Boisson
透過八個主題系列來找
出你的時尚風格，
成為一名時尚設計師!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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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ù sont mes taches ?

Hajin
在這個充滿色彩的
故事中，您將會愛上
這個脾氣暴躁但討
人喜歡的小豬！

Mon imagier de la nature

我的斑點
去哪了？

我的自然
圖像書

今天早上，當小豬雷米醒來時，他很不開心
地發現身上的斑點消失了！雷米無法接受，
到底是哪隻動物敢偷他的斑點？小豬跑去問
了每隻動物：乳牛、大麥町狗、孔雀、熊貓、
長頸鹿、斑馬……。最終是媽媽給了他答案。
只要簡單的洗個澡就能幫助雷米找回他本來的
膚色……和他的斑點！鼓舞孩子愛洗澡的一
則可愛故事！

一本適合小小孩認識大自然的圖畫書，多虧了
作者充滿幽默與活力的色彩世界，書中充滿了
細節與各種驚喜：山、海、花園、四季、夜
晚、森林…… 每頁包含二十個以上的新單字可
以學習。同一系列中還有動物、房屋、學校、
顏色…...等主題。

Gautier-Languereau | 9782017087137 | 2020 | 32 pages
25x19 cm | 10.90 €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RIGHTS SOLD

Gwé
邀請小小讀者探索
自然界無窮無盡的美麗
事物，學習新的單字，
並在觀察中度過歡
樂時光！

簡體中文，荷蘭文，羅馬尼亞文，烏克蘭文
Deux coqs d'or | 9782016276945 | 2018 | 14 pages
22,5x30 cm | 8.95 €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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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me concentre

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
簡單的故事和肢體練
習，幫助孩子理解和管
理情緒的完美系列!

Il faut aider le Petit Chaperon rouge !

我能集中注意
力

拯救小紅帽
大作戰

獨角獸加斯頓的鬃毛會根據自己的情緒而改變
顏色：每種顏色都表達著不同的情感。加斯頓
今天難以集中精神。他容易分心，無法留意老
師的指示，也聽不進音樂課中的旋律。所已，
他不知道現在老師叫他們做什麼或唱什麼。
跟著加斯頓一起進行視線練習和呼吸練習，專
注於你必須做的事。此系列十八個主題，成為
法國熱賣圖書。

叛逆的艾瑪拒絕小紅帽和奶奶再一次被壞蛋大
野狼吃掉，所以，撲通，她跳進書裡要去拯救
她們！她有辦法成功改變正在進行的故事嗎？
經典童話故事重新奇幻改編，每頁皆提供一
個有趣的小遊戲。

RIGHTS SOLD

已發行二十一種語文版本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三千兩百五十本
Hachette Enfants | 9782017092780 | 2020 | 32 pages
16x16 cm | 6.00 €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RIGHTS SOLD

韓文、土耳其文

Alexandre Jardin
Hervé Le Goff
小小英雄們進入他們
喜愛的童話故事改寫
劇情，並傳遞一
個正面積極的訊息：
只要有勇氣，一切都有
可能改變！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六千八百本
Gautier-Languereau | 9782017073468 | 2019 | 32 pages
19x19 cm | 6.99 €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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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émotions de Gaston Mon Cahier d'activités

Il faut dormir maintenant !

現在該睡
覺了！

獨角獸加斯
頓的喜怒哀樂：
我的作業簿

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
由心理調節師為兒童
設計的一系列作品，
旨在讓兒童認識自己
的情緒。

由心理調節師為兒童設計的一本以情感為主題
的活動和著色本。獨角獸加斯頓的鬃毛會根據
自己的情緒而改變顏色：每種顏色都表達著不
同的情感。借助本書，可以陪伴孩童玩遊戲、
著色、貼貼紙，藉由療法來放鬆他們的情緒，
並幫助孩子辨別和控制他們的情緒。

RIGHTS SOLD

已發行二十一種語文版本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六千兩百本
Hachette Enfants | 9782017092797 | 2020 | 52 pages
21x28 cm | 7.95 €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一個結束不了的睡前故事，千方百計拖延上床
睡覺的時間呢？故事內容是這樣子：一個急著
將菲雷貢德公主消失的爸爸，和一位不斷重新
安排劇情，覺得故事才剛開始的女兒。原本一
個普通的公主故事，變為各種荒誕奇幻的冒險
旅程！不容錯過的精彩內容搭配生動的插圖，
連父母也會深陷在此書的魅力之中。

Lenia Major
Héloïse Solt

Gautier-Languereau | 9782017086932 | 2020 | 32 pages
23x26,5 cm | 12.90 €

「從此，他們過著幸
福快樂的日子，生了
很多的小孩。就這樣，
故事結束了，晚安！」
才不睡呢，後來咧？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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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de Basket

Le fil

籃球迷

線

本書彙整四十八頁的所有籃球學問知識，獻給
熱情的年輕球迷們！從這項運動的起源、比賽
規則、重要賽事、傳奇球隊和標竿籃球員，還
有那些難以超越的驚人紀錄、關鍵人物、獨一
無二的事件都囊括在內，書中附有遊戲與猜
謎，玩樂同時也能測驗你的籃球知識。

嘿，拉吧！一定要拉拉看這條線喔，因為在線
的終端有個小寶物…。一位身材嬌小的女士、
一隻貓、一頭豬、一隻熊、一個巨人、甚至剛
孵出來的小雞都一起幫忙，拉這條不乖的線。
到底線的那一端有什麼呢？確定要拉出來看
看嗎？有沒有人跟你說不要亂拉凸出來的線
頭呢？

Deux coqs d'or | 9782017866725 | 2020 | 48 pages
19x24,5 cm | 7.90 €

Gaëtan Delafolie
Coco Zool
全新的體育文化叢書，
獻給好奇的小小愛
好者們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RIGHTS SOLD
韓文

Philippe Jalbert

Gautier-Languereau | 9782017087113 | 2020 | 32 pages
20x23 cm | 10.50 €

一本創意與幽默兼具
的繪本，搭配生動的插
圖和饒富趣味的結局。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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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elle Aventure

美麗的探險

Hachette Jeunesse www.editions-hazan.fr
與名人同行

小男孩與爺爺展開了一段非比尋常的旅程。
每一天，他們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
找尋冒險中所需要的一切裝備，從圍巾到鞋
子，這些裝備總是能讓他們進一步地穿越河
流、峽谷和邊界，但如果說...一起共處的時光
比到達目的地更重要呢？一段美麗的祖孫情誼
冒險旅程。

一個暖心的故事，歌頌
爺爺與孫子之間的愛。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與藝術家阿爾
欽博托同行
由水果、蔬菜、花卉跟動物組成的人像畫，這
是藝術家阿爾欽博托的經典作品。歡迎進入豐
富又有趣的阿爾欽博托世界，將生活中熟悉的
元素轉變成完全不同的事物，孩子們能藉此以
各種不同的物品進行創作。一位受孩童、家
長、業界推崇的畫家，其作品容易理解，引人
省思的同時，也訴說著自己的故事。

Gautier-Languereau | 9782017087205 | 2020 | 40 pages
28x25 cm | 14.00 €

Gérald Guerlais

En chemin avec Arcimboldo

Didier Barraud
Christian Demilly

Hazan | 9782754111614 | 2020 | 32 pages
24x26 cm | 14.95 €

透過認識藝術家的代
表作品來認識藝術家，
一本深入淺出、有趣
的藝術書。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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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tte Jeunesse http://
Martin et les écrans

馬丁與螢幕
馬丁對螢幕愛不釋手。他可以在媽媽的手機上
玩好幾個小時的遊戲，在電腦上看影片或在平
板電腦上看動畫。為什麼馬丁的父母覺得這樣
很不好？他們也是花很多時間在看螢幕啊！
一個全新的認知系列，探討目前社會議題，同
時也是兒童與父母關注的事：螢幕、網路以及
生態環境……
Hachette Enfants | 9782017057222 | 2020 | 32 pages
19x19 cm | 6.99 €

Till the Cat
Carine Hinder
馬丁四歲，他對生活
周遭的大小事物都感
興趣，提出許多問題！

國外版權 Anne Vignol : avignol@hachette-livre.fr 國外版權 Clara Bruey : cbruey@hachette-livre.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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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http://kanjil.com

Kanjil http://kanjil.com
Adieu, mon Rhino !

孤獨青蛙的調查

再見，
我的犀牛！

旅行短篇

Sophie Koechlin
這本繪本小說，講述
一個偵探故事，其中
帶有許多深刻的對話，
以及一個敏感的主題：
皮草貿易。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因為做
裁判的是貓
日本短篇故事

媽媽說過：「芝加哥不是青蛙之城！」最後
一支講法語的青蛙族群最後在紐爾良定居，二
十世紀中葉一隻孤獨的青蛙勇闖芝加哥，並夢
想賺大錢。他與超級聰明厲害的老鼠維奧萊塔
一起成為私家偵探，對付臭名昭著的動物皮走
私商人拉里‧勒‧犀諾，成功瓦解了他的勾當和
幫派。
9782916046204 | 2016 | 80 pages | 12,5x17,5 cm | 10.00 €

Puisque le chat est juge : Conte japonais

州長舉辦了一場比賽，讓兩位藝術家較勁，製
作一個老鼠雕塑，他想要送給他的貓咪。而他
的貓最後會選擇哪個老鼠雕塑，又為什麼呢？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Beatrice Tanaka

9782916046310 | 2017 | 32 pages | 14x20 cm | 7.00 €

黃金法則：要推銷或
是送禮，先了解對象的
口味為何。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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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et le roi des tigres

坎吉爾CD書系

坎吉爾和
老虎王

旅行短篇

Béatrice Tanaka

9782916046167 | 2016 | 48 pages | 28x21 cm | 25.00 €

印尼英雄故事，這次
冒險傳遞了一個信息：
不要害怕老虎...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坎吉爾算算數
印尼短篇故事

印尼短篇故事
在他的朋友豪豬蘭達卡的幫助下，一個聰明且
頑皮的小鹿，破壞了老虎入侵島嶼，並威脅要
吃掉所有森林朋友的「大胖子國王」戰爭計
劃。像戲劇一般，也像古老的織毯一般，作者
以印尼蠟染為靈感，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配上
爪哇的音樂，同時介紹印尼和皮影戲。

Kanjil compte

頑皮又聰明的矮鹿坎吉爾飢餓又貪心。他能成
功渡過充滿鱷魚的河，到對岸品嚐新鮮又芬芳
撲鼻的芒果嗎？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174 | 2017 | 32 pages | 20x13,5 cm | 7.00 €

Beatrice Tanaka
在這些印尼故事中，
與調皮的主角一
起學數數。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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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Blues dans les couleurs

孤獨青蛙的調查

多彩的藍調

旅行短篇

La grosse, grosse rave : Conte russe

大大大蘿蔔
俄國短篇故事

泰羅揭露了一個邪惡的種族主義黨派PPP純蹼
黨（Parti des Pattes Pures），他們襲擊了一支
善良的出色爵士樂團。純蹼黨根據自己種族的
完美程度對動物進行分類，不容許混種或者種
族之間的交流。該黨的成員認為，每個人都應
該留在祖先的家園，所以那些移民將成為純蹼
黨的首要攻擊目標。

誰能成功和爺爺一起拔起他種下的巨大蘿蔔？
奶奶、薩莎、娜塔莎、狗、貓說？說不定是小
老鼠呢？
9782916046211 | 2017 | 32 pages | 20x13,5 cm | 7.00 €

9782916046273 | 2019 | 80 pages | 12,5x17,5 cm | 10.00 €

Sophie Koechlin

Beatrice Tanaka

這本繪本偵探小說，
批判了種族主義，直指
種族主義份子的愚
蠢和骯髒。

在團隊合作中，每個
人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
的，成功時常取決
於最細微處。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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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吉爾CD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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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égende de Chico Rei :
Un roi d'Afrique au Brésil

坎吉爾CD書系

奇可王傳奇

娜塔莎的俄
羅斯娃娃

在巴西的非洲王

俄國短篇故事

奇可王是非暴力英雄，在巴西非常受歡迎，他
的故事透過非裔巴西族群的代代口耳相傳，已
成為美洲黑奴抵抗暴權的一段歷史。我們到里
約熱內盧森巴舞學校薩格里歐（Salgueiro），
結合「奇可王」森巴舞，一起講述這段故事。
一位巴西嘉年華的專家，分享他豐富的經驗，
見證這段歷史。

Beatrice Tanaka
Maria-Augusta Rodrigues
在十八世紀，一位年輕
而睿智的非洲國王與他
的人民一起在巴西的
金礦中被奴役，他們團
結起來，為自由奮鬥。

RIGHTS SOLD
葡萄牙文

9782916046020 | 2008 | 56 pages | 28x21 cm | 25.90 €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Les matriochkas de Natacha :
Conte russe

Noemi Kopp-Tanaka
在這個溫暖的俄羅斯娃
娃故事中，祖父母的房
子是最可靠的避難所。

有一天，娜塔莎像往常一樣邊唱歌邊玩耍：
「最高的瑪特里奧娜是小娜塔莎的媽媽的媽
媽，娜塔莎很小，她還不是母親。」 但是，她
珍愛的俄羅斯娃娃為什麼不見了？還有，這隻
烏鴉是誰？在春天的第一天，祖父母講了那些
木製娃娃的故事，這些娃娃是由一個男人和一
個女人用滿滿的愛和溫柔做出來的，一個小仙
女向他們承諾，以他們做好的木娃娃來交換，
送給他們一個孫女。
9782916046068 | 2014 | 56 pages | 28x21 cm | 25.00 €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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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lume des Andes : Voyage imaginaire
en terre amérindienne

旅行短篇

安第斯的羽毛

巴黎的一
個小廣場

在美洲原住民國度的
想像旅行

Sophie Koechlin
Véronique Dubois
(peintures)
Uña Ramos (musi, a fautist
of the Andes)

瓦拉用父親的語言寫的故事，也一直等待著父
親歸來。某天，著名的玻利維亞笛手離開他長
住的山中，遊歷了美洲各地，遇見了南方和北
方的印第安人，他向母親許諾會很快回來。這
是一個關於西風，狂風和自由的故事。太陽之
子胡安出生在坐落安第斯山脈雲深不知處的一
個村莊裡，長年積雪的山峰影子下時有展翼飛
鷹掠過……
9782916046075 | 2010 | 40 pages | 28x21 cm | 25.90 €

Un petit square de Paris :
Un petit conte bien français

法國短篇故事

Beatrice Tanaka
自由自在的童年故事，
帶給成人世界無
限的歡樂。

廣場的守衛堅決不讓孩子們進廣場肆虐。他瘋
狂吹哨子，禁止任何人踏上草坪。突然，一個
「來自遠方」的小孩邊跑邊笑，他腳下跑過的
地方紛紛長出花朵來，所有小孩都跟著他，廣
場突然開滿花朵。困惑的守衛心想，這該如何
是好？還要繼續吹哨子嗎？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280 | 2018 | 32 pages | 20x13,5 cm | 8.00 €

富有詩意和象徵意義
的故事，充滿關於美洲
印第安人生活的細節。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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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jour je serai libre :
Un récit du Mississippi

坎吉爾CD書系

有一天我會重
獲自由

漫長的馴鹿旅
程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一個生活在棉花田中
的年輕奴隸，被賣給密西西比河上一艘船的船
長。對他來說，這是非洲夢的開始，與一隻貓
展開了一場熱血冒險。這個故事包含了對當時
河上這種明輪船的詳細描述，也描繪了美麗
的非洲風情，並且伴隨著三角洲藍調（Delta
blues），見證了藍調音樂的起源：「我們不
會殺死夢想。」

這段漫長的家庭旅行，必須穿越大北方白雪覆
蓋的遼闊之地，過程穿插一些宣告春天到來的
節慶和集會，瑪利亞李娜和艾波在旅程中，擁
抱他們祖先的傳統和游牧生活。這是一篇關於
極地世界的故事，文後有畫家受這個故事啟迪
後的創作，這則北地故事提醒眾人，早在人類
之前，動物已有他們的遷徙路線，而薩米人則
是歐洲最後的原住民族。

密西西比的故事

Sophie Koechlin
Stéphane Koechlin
在奴隸制度下，一個黑
人孩子意識到了自己面
對的不公不義，並決定
成為自由人。

La course des rennes :
Un récit de Laponie

9782916046082 | 2012 | 48 pages | 28x21 cm | 25.00 €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拉普蘭短篇故事

Lise Bourquin Mercadé
Véronique Dubois
(peintures)
Didier Malherbe
(musique, flûte et tambour)

2982916046266 | 2018 | 48 pages | 28x21 cm | 25.00 €

接近冬天尾聲的挪威北
地拉普蘭，有兩個孩子
陶醉在陽光普照中，跟
著一群馴鹿北上，展開
一場冒險。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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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nger magique : Conte d'Haïti

La baleine aux yeux verts

神奇的橘子樹

綠眼鯨

海地故事

巴比古尼在潟湖的沙灘下沉睡了至少兩千年，
一陣浪潮打掉他的護身符，他醒了。在一個粉
紅色的大房子裡，一個男人帶著他喜歡的東
西，驚異地發現了一些奇特的日常用品（工
具、貝殼和陶器），並認出了他畢生好友美麗
的瓦希拉的魔法項鍊，突然間瓦希拉出現了，
他們乘著鯨魚，消失在遠方。《前哥倫布時
期的島嶼文化，記憶之地與殘跡》續集。

儘管父親娶了一個壞女人，而繼母禁止小女孩
吃橘子，要求歸還水果，但小女孩仍無法抗拒
品嚐橘子的樂趣。這個孩子躲在他母親的墳墓
旁，撒下一些種子，並向母親祈求。她的眼淚
有神奇的魔力，她唱歌時，橘樹就會一吋吋長
大。當繼母爬上樹，想要強摘橘子時，小女孩
再次唱歌，橘子樹快速長到天空中，把那個壞
女人一同拋向天際。

Mimi Barthélémy
Clémentine Barthélemy
(illustratrice)
Reynolds Henrys
(Texte en créole)

9782916046228 | 2015 | 40 pages | 28x21 cm | 25.00 €

加勒比海的民間傳說世
代相傳。 當小女孩為
了懇求母親而唱歌時，
墳墓上就長出了
一棵橘子樹。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9782916046372 | 2020 | 56 pages | 28x21 cm | 18.00 €

Henry Petitjean Roget
Rebecca Montsarrat
取材自真實事件與
一件前哥倫布時期的
考古文物，和安第列斯
群島第一批居民的
加勒比海故事。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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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zard, ce héros ! : Conte Zoulou

旅行短篇

蜥蜴，英雄！

坎吉爾CD書系

祖魯族短篇故事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297 | 2017 | 32 pages | 14x20 cm | 7.00 €

小人物通常比大人物更
有勇氣，在需要幫助時
更願意挺身而出。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跟我說
說法國的歌
法國經典童謠

誰能成功將闖入野兔小屋的入侵者趕出去？
狐狼、美洲虎、犀牛、大象？還是勇敢的小
青蛙？

beatrice Tanaka

Dis-moi des chansons de France

Bruno de La Salle
Sophie Koechlin
在精靈的魔法書中，
就像在閣樓裡的寶藏上
一樣，孩子們找到了許
多玩意兒，有畫像和其
他寶物，透過這些他們
熟悉的法國歌曲，他
們認識這個國家昔日的
生活與故事。

一位口述文學大師哼唱並講述十五首歌曲的
故事：「大耳朵的精靈喜歡講古老故事給孩
子聽，這些故事老成了歌。」我們童年時代
的歌曲，儘管魅力歷久彌新，但其實歌詞並不
像歌聽起來那樣天真。歌曲中講述歷史事件，
見證一個幾乎被遺忘的傳說般的過去，有悲、
有喜、戰爭、懶惰、虛榮和那些我們不以為意
的力量。
9782916046235 | 2014 | 56 pages | 28x21 cm | 25.90 €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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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moi des chansons d'Haïti

Osso Bucco

跟我說說海
地的歌

骨頭王國
一個在炸彈爆炸中受傷的孩子失去意識昏迷
了。兩個正在玩耍的小骨頭帶領他進入一個
鬱鬱蔥蔥的花園，那裡到處都是自由奔放的動
物。在骷髏王國中，每個人都是善良的，並且
相互尊重，因為「大骨頭們」非常嚴格地要求
這一點，他們稱之為「文明」。一個看似奇妙
的世界，實際上是惡魔般的世界，國王納布科
每天都極盡所能地去禁錮孩子。在地球上夢想
是可以實現的：這個孩子能找回通往自由生活
的道路嗎？

熱門的海地兒童歌曲

Mimi Barthélémy
14 artistes haïtiens
Léon-François Hoffmann
(texte anglais)

「感謝這本書以溫柔和尊重的方式談論我們。
」在十五首海地傳統民謠（歌詞和旋律）後，
作者回憶自己在海地哼哼唱唱的童年，講述了
她心愛的國家的風俗、日常生活、遊戲和當地
小孩害怕的事物，還有「隱藏在這些民謠和故
事中的海地悠久歷史」。
9782916046112 | 2010 | 56 pages | 28x21 cm | 25.90 €

這本精緻的歌集以海
地偉大畫家的畫作為插
圖，是對海地及其歷史
的介紹。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Rebecca Montsarrat
(peintures)
Grégoire Mercadé

9782916046334 | 2018 | 48 pages | 25x35 cm | 20.00 €

藝術家用小孩子的
眼神觀察世界的狀態，
躲進了一個充滿有趣骨
頭的奇幻王國。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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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onneau enchanté : Conte chinois

旅行短篇

魔法水桶

坎吉爾CD書系

魚皇后

中國短篇故事

海地民間傳說

一個貧窮的製桶師傅，自從有了魔法水桶之
後，一夕之間變得超級富有。他開始發放高
利貸，最終變成一個貪婪、小氣和自私的銀
行家。他能守住自己的財富嗎？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105 | 2017 | 32 pages | 14x20 cm | 7.00 €

Beatrice Tanaka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貪心想要贏得更多，
就有可能輸掉一切！

La reine des poissons :
Larenn Pwason, conte d'Haïti

Mimi Barthélémy
Clémentine Bartélemy
(soies)
Reynold Henrys
(texte en créole)

多虧了魚皇后的愛，漁夫洛米利斯可以養活自
己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妻子生下了一對雙胞胎
之後就去世了，這對雙胞胎成長非常快速。在
一連串的冒險中，這對雙胞胎英雄斬除了兩個
剝奪人類的水資源和綁架年輕男女令人恐懼的
怪物。最後，他們跟國王的雙胞胎女兒結婚，
漁夫洛米利斯也與魚皇后結合，長住在海底
深處。
9782916046099 | 2014 | 48 pages | 28 x21 cm | 25.90 €

一則加勒比海的神話，
關於愛與海洋的美麗故
事，一對雙胞胎孩子拯
救了一個王國。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國外版權 Grégoire Mercadé : rights@kanjil.com
出口業務 Lise Bourquin Mercadé : kanjilediteur@gmail.com

7...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collection/pastel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Un peu beaucoup

Tu étais où avant ?

一點點多

你從哪裡來？

樹很脆弱，需要細心照顧，像個好朋友一樣
的照顧它。我和我的樹互相照顧，有時候他
會給我一顆他結的松果。一顆是不多，但一
顆一顆加起來，就很多了。如果有一天，他再
也沒有松果了，他還有松針，松樹枝，或是松
樹根……

大家都知道石頭不會動。石頭只能互相聊天，
覺得有點無聊。不過卻有很多人會撿起美麗又
平滑的鵝卵石，收集和交換，所以鵝卵石能到
處旅行。有一顆鵝卵石，它不想動了，於是坐
在石頭堆裡。大家很好奇，它是從哪裡來的？
它從以前就一直是一顆鵝卵石嗎？它以前曾經
是別的樣子嗎？聽完這個神奇的故事，石頭都
不無聊了！

Pastel | 9782211307758 | 2020 | 36 pages
20x28 cm | 12.50 €

9782211309424 | 2020 | 44 pages | 17x19 cm | 12.50 €

Olivier Tallec
奧立維．塔列克的
松鼠再一次證明他有多
愛他的樹。

國外版權 Muriel D'Oultremont : pastel.doultremont@ecoledesloisirs.be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Yvan Pommaux
不尋常的說書人，
鵝卵石的冒險故事！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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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西蒙系列（Simon Series）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Moi veux ça !

Milo l'ours polaire

偶要這個！

北極熊米羅

今天兔子西蒙和弟弟卡斯柏要跟媽媽一起去超
市買東西。媽媽說得很明白：只能買必要的食
物。不過西蒙和卡斯柏看到糖果、牌卡、絨毛
玩具，實在好想要喔……「偶要這個！」可是
媽媽不為所動，只往購物車裡放進營養的蔬
菜。突然，媽媽也扯開喉嚨大喊……

北極熊生平最喜歡打架了。可是米羅不
一樣，他喜歡數流星，保護小白熊們。
可是，因為一個誤會，他竟然被選中要參
加戰鬥比賽！愛好和平的米羅要離開北極
冰山，前往紐約，參加世紀拳擊大賽……
精美的水彩畫，呈現令人驚豔的紐約風景。

RIGHTS SOLD

9782211307444 | 2020 | 32 pages | 22x27,5 cm | 12.70 €

Stephanie Blake
大家都會生氣發飆。
媽媽也瘋狂！大人小孩
都會愛上的故事。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韓文

Juliette Lagrange
Laurent Souillé

Kaléidoscope | 9782378880156 | 2020 | 36 pages
21,5x29 cm | 13.50 €

愛好和平的英雄對
抗暴力的故事。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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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minuit (Tome 1) :
Trop de sel dans les pâtes

午夜之後

L'ours qui chante

唱歌的熊

午夜以後

一見到月亮高掛森林，熊熊貝爾就開始唱歌！
他輕聲唱著搖籃曲，讓他的好朋友小兔、小
雞、小小雞和梅爾睡覺。所有貝爾會唱的歌都
是梅爾教他的。以前，是梅爾唱歌給整個森林
聽，現在梅爾老了，所以換貝爾替他唱。

義大利麵太鹹了

Clémentine Mellois
Rudy Spiessert

都是因為爸爸在義大利麵裡加了太多的鹽，妹
妹蘿莎莉和我半夜覺得口渴。起來想喝水，卻
聽到隔壁的老師家裡有奇怪的聲音。雖然蘿莎
莉還小，我們還是一起去隔壁看發生了什麼
事，結果竟然發現老師是狼人！我跟你們說，
這真的超怪的，你們看過狼人穿花洋裝嗎？還
噴了薰衣草香水！還有好多更怪的事，我跟你
們說……
9782211303712 | 2020 | 72 pages | 12,5x19 cm | 8.00 €

各種奇幻故事的變形
改編：狼人、矮靈、
美人魚、食人魔、
吸血鬼、木乃伊……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Pastel | 9782211306881 | 2020 | 32 pages
20x26 cm | 12.50 €

Emile Jadoul
一個關於月亮和星
星的故事。

國外版權 Muriel D'Oultremont : pastel.doultremont@ecoledesloisirs.be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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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calypse

四界沒日

Ariel Holzl
教你如何在學校和世界
末日存活下來！

上學途中，桑莎拉永遠不會忘記帶棒球棍，這
是她的護身符兼獵刀，因為邪合帝亞市裡到處
都有幽靈和變種生物在路上流竄。末世之亂已
經過了八年，現在生活中充滿各種挑戰。市區
裡的舊公園剛剛解除隔離，準備迎接變種市
民。山姆班上剛轉來一對雙胞胎，更是話題焦
點。很快地，嘲笑過他們或者找過他們麻煩的
人都出了意外，難以解釋的巧合，看起來問題
似乎出在這兩人身上。不過在邪合帝亞這樣的
城市裡，表面看到的能相信嗎？想知道真相，
只有一種方法：冒著危險闖入禁區，即使可能
因此喪命……
9782211310161 | 2020 | 416 pages
14,8x21,8 cm | 17.00 €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鱷魚系列

La balançoire de l'espace

太空鞦韆
米姆、寇克斯和爸爸一起做了一個盪鞦韆。
這可不是普通的盪鞦韆，是一個太空鞦韆！他
們邀請了媽媽來試坐。爸爸搖著小鈴鐺，米姆
和寇克斯推著鞦韆，出發囉！然後，叮叮噹，
回來囉！
9782211307789 | 2020 | 30 pages | 17x20 cm | 10.00 €

Ella Charbon
Jean Leroy
穿梭在星星之間，
讓父母親跟小朋友一
起快樂玩耍。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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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uidanké

On ne coupe pas les pieds
d'une jeune fille

媞吉丹克

小女孩的
雙腿不能砍

媞吉丹克不想把飯吃乾淨。「不可以喔！」
爸爸威脅她說如果不把飯吃光光，就要把大野
狼叫來。可是，大野狼來了，事情發展卻跟爸
爸原本想的不一樣……

自從在醫院動了手術，諾拉的雙腿無法按照她
的意願行動。這場長期奮戰，諾拉並不孤單。
她腦中有一個小丑，一個飛行員和他的飛機，
還有一名士兵。他們一起奮鬥，面對各種生活
中的挑戰！

Kaléidoscope | 9782378880255 | 2020 | 40 pages
22x31 cm | 13.50 €

François Soutif
Vanessa Simon-Catelin
一個天不怕地不
怕的小女孩！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Taï-Marc Le Thanh

9782211310857 | 2020 | 320 pages
14,8x21,8 cm | 15.50 €

人靠著什麼生存下
來呢？靠著空氣泡泡，
靠著音符，靠著苦難
中的朋友和同伴，
靠著想像力，靠著
每天的奮戰。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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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 Vampire (Tome 1) : Le film d'horreur

小小吸血鬼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點點點系列

恐怖電影

Joann Sfar
許多人一直希望能夠
看到以小小吸血鬼為
主角的故事。在這
本書裡，喬安．史法
（Joann Sfar）讓這
個夢想成真！

一切都是從一部恐怖電影開始的。小小吸血鬼
警告過我：「米歇爾，這不是你的年齡該看的
電影。」可是我們還是去看了《活死人突擊
隊》。裡面有超恐怖的納粹殭屍，不過只是電
影，還好。問題是，這些可怕的傢伙是晚上竟
然跑到我夢裡！我趕快夢了一扇門，他們就走
了，呼！不過，我不知道那扇門會通往哪裡。
然後瑪格麗特也來了，她催我快點，說她在小
小吸血鬼家門口看到可怕的殭屍了……
9782211311021 | 2020 | 96 pages | 13,5x20,5 cm | 9.50 €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Le livre des petits bonheurs

小確幸之書
覺得難過不舒服的時候，我們會想要抱抱媽
媽，想些美好愉快的小事情，像是停在手上的
小瓢蟲，或是吃薯條這類的。這些小小的美好
就是生活中的小確幸！
9782211309288 | 2020 | 74 pages | 14x14 cm | 11.50 €

Soledad Bravi
簡單美好的生活，大
人小孩的各種小確幸！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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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onie Souris

Lucky Joey

小老鼠希多妮

幸運喬伊

希多妮．蘇里很喜歡寫東西，她最喜歡寫冒險
故事。但是，有一天，她卡住了，腦袋一片空
白。幸好，她媽媽還留了一手！

松鼠喬伊和家人住在紐約的一個大公園裡。
又快又敏捷的他很喜歡自己的工作，雖然這
工作有些危險：清洗窗戶。從高樓的頂端，
喬伊夢想著與愛人蕾娜結婚和一起旅行。他
們都很努力工作，為了實現夢想。他們會陷入
生活中的瑣碎泥淖嗎？還是幸運的喬伊會扭轉
命運呢？

9782211308502 | 2020 | 48 pages | 12,5x19 cm | 6.00 €

Pastel | 9782211301695 | 2020 | 36 pages
24x34 cm | 15.00 €

Clothilde Delacroix
準備好來一場大冒險
了嗎？跟著熱愛冒險、
簡單生活的環保小老
鼠希多妮一起去闖蕩。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Stéphane Poulin
Carl Norac
一本邀請讀者相信
自己、堅信夢想的書。

國外版權 Muriel D'Oultremont : pastel.doultremont@ecoledesloisirs.be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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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羅密諾（Palomin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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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cement, Palomino

Ma baby-sitteuse
et les petites personnes

慢一點，
帕羅密諾

我的保

姆和小小人

自從認識了心目中的女神史嘉麗，小馬帕羅密
諾（Palomino）就等不及了！一到週末，小馬
就衝去找女神。路上遇到羅溪和雅麗鄒娜，三
個夥伴比賽跑步。越來越靠近他們每天玩的山
谷，小馬衝得更快了。可是，史嘉麗不見了！
小馬趕緊去救她。沒人攔得住小馬。搞笑的場
景，爆笑的對話。

Matthieu Maudet
Michaël Escoffier

9782211309264 | 2020 | 32 pages | 20x24,5 cm | 12.20 €

跑啊，帕羅密諾
（Palomino），
跑啊！人見人愛寶貝
小馬與可愛小女孩
的第二場冒險。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學校旁邊開了一家寵物店，店裡賣的是最新流
行的……小朋友！超可愛的迷你小人類，身高
跟一枝鉛筆差不多。小雞賈姡特被她最喜歡的
保姆小馬席菈拉進寵物店裡，因為席菈看到朋
友卡死屁爺有一個小小人，她也好想要一個！
不過賈姡特不是那麼確定，小小人被關起來，
吃著很難吃的東西，他們會開心嗎？

Alice Bunel

9782211307079 | 2020 | 88 pages | 20x27 cm | 13.50 €

流行，時尚，跟風。
原創的作畫風格描繪
出流行元素的影響，
呈現一個神奇又瘋
狂的世界。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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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與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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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veur & Fils (Saison 6)

Mission p’tit déj !

救世主與兒子
（第六冊）

早餐任務！
亞瑟是個幸運的小男孩。他的媽媽什麼都願意
做，只要能讓他高興，就連亞瑟瘋狂的惡作劇
都不阻止。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時候，亞瑟都會
想出個瘋狂的新主意。為了讓他開心，亞瑟的
媽媽到底能做到什麼樣的地步呢？一個關於媽
媽對孩子無條件的愛的故事。

這個早上7點到訪慕蘭街12號的男人是誰？他
一副很熟悉救世主屋的樣子，好像以前曾經在
這住過。惡魔吉爾貝又是從哪來的？他在年輕
的莎拉耳邊瘋狂大叫摧殘她。為什麼哥吉娜希
禮要偷老師包裡的鑰匙？基米又想用手中的左
輪手槍做什麼？而卓弗是慣性說謊還是心理有
病？我們終於要知道他的過去了嗎？

Marie-Aude Murail
心理治療怎麼搞得好
像警察辦案啦！

RIGHTS SOLD

匈牙利文、義大利文、俄文、斯洛維尼亞文
9782211309097 | 2020 | 352 pages
14,8x21,8 cm | 17.00 €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Kaléidoscope | 9782378880415 | 2020 | 32 pages
22,5x30 cm | 13.00 €

Barroux
父母親的每日早
餐出任務！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Un loup sort dans la nuit

La tempête arrive !

晚上出門
的野狼

暴風雨來襲！
森林裡的動物們都驚慌失措。快點！家裡淹
水必須趕快逃出去。外面風雨交加，只能躲
進鄰居家裡了。不過，很快地，鄰居家裡也淪
陷了，已經沒有地方安全了。大家還能去哪裡
躲風雨？

親愛的讀者，找個地方舒服地坐下，準備來聽
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吧！冒險開始囉！ 一隻野
狼在夜裡出門去。 他要去哪裡？去食人魔巨人
的城堡？去洶湧的大海上？還是去找一盤貝殼
來吃？ 想知道答案的話，請翻開這本書……

Kaléidoscope | 9782378880330 | 2020 | 32 pages
24x22,5 cm | 13.00 €

9782211309448 | 2020 | 36 pages | 23x19 cm | 13.00 €

Rudy Spiessert
Clémentine Mélois

Christine Davenier
Magdalena

一本互動式的雙聲
道圖書，讀者可以參與
故事線的建構，說
一個自己版本的故事。

快躲好！適合颱風天下
大雨的晚上在家閱讀的
故事書。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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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t le plus gros

L'âge des possibles

最髒的話

無限可能
的年歲

「現在我們正在葛羅威爾村的廣場上，為您連
線報導這一屆的髒話比賽！」菲菲和露露是髒
話比賽電視轉播現場的頂尖主持人，正在連線
直播各種意想不到的髒話，讓觀眾一起選出這
一屆最髒的話！
Kaléidoscope | 9782378880231 | 2020 | 40 pages
20x28,7 cm | 13.50 €

Kris Di Giacomo
Michaël Escoffier
一個跟髒話有關的跌
宕起伏的故事。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Marie Chartres
世界好大！我們真是
太幸運了！

搜羅和瑞秋的日子都被安排好了：阿米什人
的生活就像是一條直線，成年之前有一段徘
徊期，他們必須離開家園獨自出外走跳，探
索現代世界，之後才能沒有遺憾的抗拒它。
譚普也到了徘徊期的年紀，必須離開舒適的宅
生活，到芝加哥找姊姊，她好害怕。譚普有好
多問題，但那些問題又好像都不是什麼問題。
無論如何，在大城市裡，人們都會迷失自我然
後重新找回自我。有時候，或許無知就是幸
福。瑪麗．沙特爾的寫作風格完美地捕捉了青
春期的熱情和懷疑。
9782211309714 | 2020 | 240 pages
14,8x21,8 cm | 15.00 €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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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collection/pastel

Pikkeli Mimou

La cabane à dodo

皮克立．米姆

睡覺覺小木屋

冬天下第一場雪的時候，也是奇里歐克的朋友
米姆的生日。奇里歐克決定去拜訪米姆。整片
土地似乎都被冰雪覆蓋了。奇里歐克帶了米姆
的生日禮物和蛋糕，還有睡袋和一些雜物。
「幸好下了雪，才變得比較明亮，不然暗暗的
讓我搞不清楚自己在哪裡呢。」穿過森林來到
米姆家。「米姆，生日快樂！」

托兒所的午休時間到了，貓頭鷹雷昂不想睡。
妙的是，他還建造了一座睡覺覺小木屋呢！奧
斯卡睜開一隻眼睛，看了一眼後說：「等等，
小木屋不是長這樣的。」朱爾也醒了，他問：
「我可以進去嗎？」噗噗和葛蕾蒂也跟著過
去。午睡的地方換了，看來他們需要的，是一
間超大超舒適的睡覺覺小木屋！

Pastel | 9782211306584 | 2020 | 36 pages
20x26 cm | 12.50 €

Pastel | 9782211307321 | 2020 | 22 pages
21x21 cm | 9.80 €

Anne Brouillard
米姆，生日快樂！

國外版權 Muriel D'Oultremont : pastel.doultremont@ecoledesloisirs.be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Frédéric Stehr
小憩時光。

國外版權 Muriel D'Oultremont : pastel.doultremont@ecoledesloisirs.be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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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Miranda Chocolat

米蘭達
和巧克力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莉賽特系列（Lisette Series）

有家教老師，還有數不完的禁止事項和數不清
的該做事項，父母超級時髦，讓米蘭達受到超
級完美的教育。而米蘭達的生活，超級無聊。
唯一讓她覺得開心的是幸福洋溢的佩特魯斯一
家，和他們家開的超好吃糕餅店。當然囉，不
是只有米蘭達愛他們家的糕點，糕餅業的龍頭
萬德福美食也很愛，不過是出於別種原因……

Astrid Desbordes

9782211309660 | 2020 | 144 pages
13,5x20,5 cm | 11.00 €

有了好吃的甜點，
就有了力量對抗每天
生活中各種瑣碎
無趣的事了。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Lisette et le gros mensonge

莉賽特和
天大的謊言
說謊？真的說謊？說一個天大的謊言？莉賽特
和她的朋友波比從來沒這麼做過。可是說謊好
像很好玩耶，不然來試試看？啊，剛好大象蕉
綬出現，問了一個問題。正是練習說謊的好
機會！莉賽特和波比抓住這個機會，說了一
個謊。可是，說謊的問題就是，開始說謊了
以後，到底該怎麼結束啊！

Catharina Valckx

9782211310697 | 2020 | 32 pages | 21x23 cm | 12.20 €

調皮莉賽特的新冒險！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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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 Bleu

Silex

藍狗

西雷克斯

31年前從納賈（Nadja）筆下誕生的藍狗，奇怪
又令人有種熟悉感，狂野又充滿保護慾。夏洛
特一看見藍狗的碧綠雙眼時，體型高大的藍狗
立刻贏得了她的信任。可是要改變她爸媽對自
己的負面印象，藍狗還得多多努力。慶祝31歲
生日而盛裝的藍狗，又要經歷什麼樣的大冒險
呢？納賈在這本書裡與讀者分享藍狗的創作源
起以及各種小秘密！

在靈長恐龍星球上，弱肉強食以大欺小是鐵
律。那麼，小不點該怎麼獵食，怎麼活下去？
為了讓所有嘲笑他的人閉嘴，西雷克斯下了一
個危險的賭注：七個月內，他將打敗可怕的食
全大吞怪！從動物狩獵的故事看動物生存權。
Kaléidoscope | 9782378880224 | 2020 | 48 pages
20x30 cm | 13.50 €

RIGHTS SOLD

Nadja

阿拉伯文、簡體中文、德文、義大利文、
韓文、波蘭文、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

Stéphane Sénégas

FIND OUT MORE
藍狗生日快樂！

> 法國境內售出五十萬冊
9782211014175 | 1989 | 52 pages | 26x31 cm | 19.00 €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歷史上最知名的
恐龍獵食記！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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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絲庫蕾特系列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Le grand livre de Minusculette

Dagfrid : A Thor et à travers

迷你絲庫蕾
特全書

達格弗里
男生女生配

達格弗里不想準備宴會。這或許是一種榮
譽，但也很不公平。因為對維京人來說，女
孩子必須要煮臭魚，男孩子則可以成為戰士
或航海家。而達格弗里德的哥哥似乎準備什
麼也不做。這個時候，除了宴會還有別的事情
發生……

這是一本關於迷你絲庫蕾特（Minusculette）
的大書，跟她有關的一切都在裡面：她那間
17公克的房子，就跟一隻山雀或是兩顆栗子
一樣重；她的朋友和姊妹們都是哪些人，她每
天都做些什麼，春夏秋冬做些什麼，她吃些什
麼……讀者能在這本書學到關於小精靈迷你絲
庫蕾特的各種知識。

Christine Davenier
Kimiko

9782211305228 | 2020 | 32 pages | 23,5x30 cm | 12.50 €

迷你絲庫蕾特
（Minusculette）
全知識。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9782211307567 | 2020 | 48 pages | 12,5x19 cm | 6.50 €

Agnès Mathieu-Daudé
Olivier Tallec
「因為索爾，等哪天我
們有了孩子，他們就能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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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Docteur Popov

狗狗系列

醫生波波夫

L'école des loisirs www.ecoledesloisirs.fr
自然歷史

今天，波波夫決定要當醫生，醫治狗狗。
可是沒人想要接受檢查，也不想吃藥。波波夫
哭了……如果大家都不想檢查也不想吃藥，
自己就要把所有的藥水喝光光！

長毛象任務
阿穆克珊是最古老的人類。她住在西伯利亞，
一個遙遠的地方，靠近精神領域。她現在只剩
下回憶，還有三個別人送她的珍貴之物：一個
皮製護身符，一個相本，和一條很久很久以前
穿過一次的漂亮裙子。她爸爸是獵人，希望生
個兒子，可以冬天教他獵馴鹿，夏天教他捕鮭
魚。所以阿穆克珊從小被當成男孩子養。但是
有一年，他們遇到了一個來自冰原時期的巨大
生物，長毛象。牠將會帶給他們生命中最難以
忘懷的神奇冒險。

9782211310871 | 2020 | 32 pages | 21x26 cm | 11.00 €

Dorothée de Monfreid

Xavier-Laurent Petit

一場新的狗狗大冒險！

阿穆克珊走過俄羅斯、
西伯利亞平原、沙皇宮
廷和不同的年代。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Mission Mammouth : Histoires naturelles

9782211305204 | 2020 | 208 pages
13,5x20,5 cm | 12.00 €

國外版權 Isabelle Darthy : idarthy@ecoledesloisirs.com
出口業務 Fiona Coyere : fcoyere@ecoledeslois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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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ènes de légende

Gaspard dans la nuit

傳說中
的美人魚

加斯帕
的夜間冒險

她們是誰？她們想要什麼？古今中外，這種美
麗的海中生物永遠令人驚豔且津津樂道。這本
精美圖書講述10尾傳奇美人魚的命運與熱血而
詩意的冒險。

加斯帕縮在床上，他睡不著。後來，一隻小老
鼠出現，小老鼠相信自己能幫加斯帕交到朋
友。他們一起出發，在整間房子裡尋找，遇到
了好多奇怪的朋友。雖然遇到了一些困難，但
是大家都合力克服了。一本關於孩童的恐懼與
友情的故事，以夢想的力量做結。

9782732494418 | 2020 | 48 pages | 23x33 cm | 12.90 €

RIGHTS SOLD

Rémi Giordano
Olivia Godat
Laura Pérez
一本講述10尾傳奇美
人魚的精美圖書。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Seng Soun Ratanavanh

英文、德文
9782732493909 | 2020 | 40 pages | 22x32 cm | 13.90 €

一個孤單又愛做夢的小
男孩的夜間冒險故事。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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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ux dangereux

Ça gargouille !

危險動物

咕嚕咕嚕

這是一本迷人的知識型攝影集，介紹了諸多危
險動物以及牠們隱藏在微小細節中的危險性：
牠們的生活、攻擊和防禦方式。各種嚇人或驚
人的資訊，包準你翻書的同時，一邊長知識一
邊發抖！

碧麗跟其他的記者不一樣。非常好，因為她
的新研究領域就是的消化系統。從小男孩的
嘴巴進入他的身體後，碧麗帶領讀者一起探
索器官的秘密。唾液是怎麼製造的？人為什麼
打嗝？腸子有多長？什麼是微生物群？它們為
什麼這麼重要？便便時候的最佳姿勢是什麼？
一本用趣味方式帶領小小讀者認識消化系統的
科學書。

9782732492964 | 2020 | 56 pages | 32x21 cm | 14.90 €

RIGHTS SOLD

售出簡體中文版權

Raphaël Martin
Maxime Derouen
全世界最危險的
動物排行榜。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Nathalie LescailleMoulènes
Lionel Serre

9782732492759 | 2021 | 48 pages | 23x29 cm | 12.90 €

這本結合圖畫與文字
的知識書籍，能帶領小
讀者認識消化系統。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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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eaux, des alliés à protéger

Le ciel

大自然的脆弱
之翼——鳥類

天空
跟著本書一起漫步空中，學習辨別不同的雲
層，了解花粉傳遞和晝夜週期，以候鳥的眼光
觀星，目睹龍捲風和日蝕發生，見識大氣污染
和光害，還有「乾淨的能源」。一本製作精美
絕倫的雷射切割紙雕書。

鳥類的日常生活小趣事大集合，極具知識性
與生態意識，且非常能夠吸引小小讀者的
一本書。本書不僅能引起孩子的興趣，讓他
們想要更深入認識鳥類，了解牠們的美麗與
脆弱易逝。一本適合帶領小朋友認識鳥類的
禮物書。

RIGHTS SOLD

英文、義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
加泰隆尼亞與、波蘭文
9782732495699 | 2020 | 40 pages | 25x36 cm | 23.00 €

9782732493251 | 2020 | 64 pages | 26,5x29 cm | 16.90 €

Philippe Dubois
Narisa Togo
一本精美的禮物書，
引領小小讀者認識
鳥類美與脆弱。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Juliette Einhorn
Hélène Druvert
翻開這本雷射紙雕書，
來一場新奇的空
中漫步。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La Martinière Jeunesse www.lamartinierejeunesse.fr

La Martinière Jeunesse www.lamartinierejeunesse.fr

Petit Singe

Héros ordinaires

小猴子

平凡英雄

從緊緊依偎著母親胸膛的「小猴子」逐漸長成
「大愛」的樣子，學走路的樣子……這本布製
書是和家長和小孩共讀，重溫小孩一歲大之前
的六個重要美好時刻：第一次被抱著、背上背
著、躺在肚子上、學會爬、學會坐、學會站起
來，每個階段都以一種動物來形容，一次又一
次地感動讀者，令人回味無窮。

一個在印度挖了二十年山的男人，一個在花了
三十三年打造理想宮殿的郵差，一條十年來每
晚到澀谷車站等待已故主人的狗……他們是瘋
子還是天才？——史書沒寫但實際存在的真實
人物。
9782732494555 | 2020 | 48 pages | 28x34,5 cm | 16.00 €

9782732496504 | 2021 | 6 pages | 16x16 cm | 12.90 €

Aurore Petit
一本給小小孩的
布製書籍。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Anne Terral
Sébastien Vassant
六則鮮為人知的
神奇故事。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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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Vercors
Arthur Junier
本書結合科學與文化，
引人入勝，揭開不明
飛行物體和外星
人的面紗。

La Martinière Jeunesse www.lamartinierejeunesse.fr

Sommes-nous seuls dans l'univers ?

Mon père est un super-héros

我們是宇宙中
的孤獨存在？

我爸爸
是超級英雄

看著天空時時，誰沒想過揭開外星生命的奧
秘？人類真的是宇宙間孤獨的存在嗎？在科學
家發現太陽系以外的其他行星以後，一直都很
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無論如何，我們總能
想像有其他的文明存在於宇宙的這一端或另一
端。這是非常可能的。當我們還在追尋遠端生
命的蹤跡，或許外星人早就已經在地球上生存
了很長一段時間呢！

「我爸爸是超級英雄！」是小男孩最愛說的
話。一個小男孩超級崇拜他那幽默的醫生爸
爸，他說：「我爸爸是超級英雄，你爸才不
是！你可別說『我爸也是！』」「才怪！你爸
才不是超級英雄，除非他是消防隊員。他是消
防隊員嗎？不是吧，所以你爸是超級普通人，
不過這又沒有關係。」

RIGHTS SOLD

售出簡體中文版權
9782732491516 | 2021 | 48 pages | 22x29 cm | 14.90 €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Arnaud Cathrine
Charles Berbérian

9782732492032 | 2020 | 32 pages | 22,5x31 cm | 14.90 €

一對活寶小男孩的對話
帶出一個普世的主題：
小孩對父母的崇拜。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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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 voisins les insectes

我的昆蟲鄰居

La Martinière Jeunesse www.lamartinierejeunesse.fr
Promesses (Tome 1) : Je te promets

承諾

我答應你

翻開房子角落裡的小紙頁，就能看見這些小動
物了。翻頁還能學習到更多跟這些動物有關的
知識。廚房、臥室、閣樓、浴室及客廳這五個
房子裡的不同空間都躲了哪些小動物呢？快來
找一找！

「承諾，這就是我想在孩子們的耳邊小聲說
的話，『我愛你』都不足以表達的滿溢的愛，
我多麼幸運能當他們的父母，所有這些微小的
美好時刻都將成為永恆，最後通通化成了愛的
承諾。」

RIGHTS SOLD

9782732486390 | 2019 | 22 pages | 22,6x22,6 cm | 14.90 €

英文、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語、
義大利文
9782732494982 | 2020 | 24 pages | 17x19 cm | 10.00 €

François Lasserre
Amélie Falière
幫助小小讀者認識
家中昆蟲的圖書。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Christine Roussey
對小孩的溫柔承諾，
用日常小細節說出
「我愛你」。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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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p Lune

Le mur

月亮立體書

牆

打開這本書，讓月亮的魔力進入你的房間。在
這本精美立體書中探索月亮的形成、月亮的背
面、人類賦予月亮的魔力，為什麼月亮的形狀
會變化？……還有好多好多你想知道的關於月
亮的知識！

書中提及歷史上不同時代建造的牆，直至今日
的美國、匈牙利、以色列、韓國、摩洛哥……
世界各地仍到處可見。無論是以水泥或是其他
材料建造，牆的作用都在於保護、分隔、警告
不可跨越。作者簡單而真摯的文字，恰似書中
年輕主角的個性，加上插畫家的表現風格，
共同為牆的故事做出了精美的詮釋。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語、英文、
義大利文、荷蘭文、簡體中文

9782732495521 | 2020 | 32 pages | 24,5x34,5 cm | 16.00 €

9782732481272 | 2018 | 20 pages | 23x30 cm | 23.00 €

Anne Jankeliowitch
Olivier Charbonnel
Annabelle Buxton
所有你想知道的
月亮知識，都在這本立
體書中。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Caroline Fait
Eric Puybaret
跟著本書一起認識世
界各地的牆。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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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 : Une histoire dans la montagne

C'est chez moi !

白霧

這是我家！

有天，一個山上的小男孩看見了一隻狐狸，牠
在小男孩家附近偷剩菜。小男孩跟著狐狸走入
森林，結果迷了路，還遇到一場大霧。大霧吞
噬了森林與山脈，將一切染成白色。小男孩努
力地跑，與大霧賽跑……

一本簡單優雅又充滿驚奇的立體書，帶領兒
童認識地球上的七處自然景觀，走過高山、
沙漠、浮冰，翻開書頁還能看見在此處生活
的動物：森林中的狼，沙漠中的蠍子，城市
中的人。本書不僅能讓小小朋友認識地理景
觀，增長生態意識，還能讓他們眼睛一亮，歡
呼連連。

9782732495255 | 2020 | 32 pages | 29x27 cm | 16.50 €

9782732494647 | 2020 | 16 pages | 15,5x21 cm | 12.50 €

Stéphane Kiehl
作者以充滿詩意的
圖像與文字描繪一股強
大的原始力量。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Aurore Petit
一本帶你認識地球
的立體書。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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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 dans la peau du docteur :
Vite, tes patients t'attendent !

Harcèlement

關於騷擾

醫生的
一天24小時

道德綁架、校園霸凌、性騷擾和網路霸凌，
這本書對不同形式的騷擾坐了全盤介紹：騷擾
的定義與操作機制、被騷擾的後果以及如何反
擊。本書依據真實發生的各類騷擾案例做事實
陳述，使人們深入了解、採取行動，不再遭受
痛苦！

今天，身為醫生的你將面臨重大挑戰。急診室
擠滿了人，所有病患都需要你。上工了！本書
以上述背景拉開序幕，列出十個診療案例：闌
尾炎、分娩、麻疹、斷腿，甚至腎臟移植等
等。注意！若診斷有誤，請在患者病情惡化之
前趕緊聯繫他！

Pascal Prévot
Anne-Charlotte Gautier

9782732494494 | 2020 | 48 pages | 24x30 cm | 14.90 €

一本古怪又嚴肅的
遊戲書，帶你體驗醫
院的日常節奏。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9782732495262 | 2020 | 160 pages | 17x23 cm | 14.90 €

Emma Strack
Maria Frade
舉出各種騷擾的形式，
讓讀者學習防止自己受
到騷擾並反抗。

國外版權 Pascale Charpenet : pcharpenet@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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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bie

Dysfférent

上學恐懼症

不一樣

蘇菲亞是個優秀的學生。可是，進國中之後，
一切都變了。她的成績一落千丈、朋友不理
她、她很焦慮。直到有一天，她覺得自己再也
沒有辦法跨進校門。在父母和僅存的朋友的幫
助下，她終於透漏了自己的痛苦：她有上學恐
懼症。本書打破迷思，邀請大家勇敢分享交流
這個現今有許多青少年為之所苦的問題。

給孩子取名叫做查理曼是什麼奇怪的想法？查
理相信，如果沒有這個奇怪的名字，自己應該
會是一個跟大家一樣的小孩……嗯，除了有幾
個形容詞不太一般啦。儘管有身邊大人的保
護，大家還是說他太分心、太不專注、太亂無
章法……使得他經常被同學們取笑。查理曼有
閱讀、拼音，以及動作協調障礙。但是，誰說
這些有多重障礙的孩子就一事無成？跟別人不
一樣，也許是一種運氣！

9791096935468 | 2019 | 96 pages | 14x19 cm | 10.50 €

Fanny Vandermeersch
一本打破迷思勇敢
面對常見的上學恐懼
症的小說。

國外版權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Fanny Vandermeersch

9791096935116 | 2018 | 96 pages | 14x19 cm | 10.50 €

一個與眾不同的孩子
透過音樂超越身心障礙
的動人故事。

國外版權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7...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À la belle étoile

Plastique apocalypse

在星空下

塑膠末日

雅耶樂的哥哥皮耶羅有身心障礙。某天早上，
她提議讓哥哥陪她去上學。皮耶羅很開心，
因為他一直夢想著要去正常孩子的學校。
但是，人們嘲笑他，導致他不知所措地倉皇逃
走，並且迷失在城裡。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
時，他遇見一位住在街邊紙箱疊起的城堡裡的
婦人……。

起初，塑膠回收技術是生化科技上一個了不起
的突破：一方面，地球上所有的塑膠垃圾都可
以無殘留、零汙染的被處理掉；另一方面，它
的研發者口袋飽賺數十億美金。但是，有個破
壞一切的小細節，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不
慣這個學藝不精、自以為掌控了一切、甚至掌
控了自然法則的傢伙。結果這個小細節幾乎導
致了世界末日……呃，是指我們以為的那種世
界末日啦。

9791096935062 | 2018 | 80 pages | 14x19 cm | 9.50 €

Éric Sanvoisin

Arthur Ténor

透過故事中的三個
角色，陪伴小小孩理解
心智障礙人士的生活。

一場驚險萬分的冒險，
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未
知，但或許更美好
的世界……？

國外版權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9791096935093 | 2018 | 80 pages | 14x19 cm | 9.50 €

國外版權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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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j'ai réparé le sourire de Nina

Le gardien des moabis

我如何讓妮娜
重展笑顏

Nicolas Michel
一本節奏明快讓大人
小孩都捧腹的歡樂小說

國外版權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對那一雙亂七八糟、一團混亂、愛嘲笑別人、
無事爭吵、瘋癲古怪的父母來說，哥斯帕是個
太過嚴肅的小男孩，哥斯帕自己也承認。他必
須擔負家庭日常的運作，不然，誰來照顧他的
小妹安娜貝兒，和那隻從某大藥廠實驗室脫逃
叫做「撲熱息痛」的猴子？所以他嚴肅地挑起
責任！直到有一天不小心惹哭了親愛的小妹，
於是想盡辦法要讓她重展笑顏。
9791096935666 | 2020 | 146 pages | 14x19 cm | 12.50 €

森林守護者
莫布是個俾格米巴卡族的十歲小男孩，住在剛
果盆地的一個村落，神秘而生機盎然的森林就
是他的遊樂場。有一天，一個來自首都金夏沙
的公務員拜訪這支住在森林深處身形嬌小的民
族：政府把他們的土地賣給外國的森林開發
商了，勒令所有的俾格米人必須搬遷……到水
泥蓋的小屋裡。於是，莫布和族人一起規畫並
進行全面的抗爭。
9791096935659 | 2020 | 160 pages | 14x19 cm | 12.50 €

Céline Jacquot
一部深入剛果盆地的生
態探險小說

國外版權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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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le voleur

竊賊彼得
彼得在村裡總是順手摸走所有他喜歡的東西，
村裡所有人都知道，大家都會去彼得家裡將丟
失的東西拿回來，因為彼得從來不藏匿贓物，
每次都歸還。村裡人都接受彼得反正就這樣，
就連警察也睜隻眼閉隻眼隨便他。但是，有一
天，事情大條了：被闖空門的，是那些平常不
住在村裡，只有偶爾來度假的外地人的房子。
不過，彼得說這次不是他幹的。一本關於鄉里
的守望相助、包容與團結的小說，鼓舞人心也
再次賦予人性意義。

Yves Frémion

9791096935642 | 2020 | 104 pages | 14x19 cm | 10.50 €

一位有天分的作家
對於簡單生活與社會
常識的推崇

國外版權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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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er du vivant

J'ai la bougeotte !

動植物圖
片大全

坐不住！
一本教你如何像動物一樣靈活動來動去的書。
你可以像大紅鸛那樣單腳站立嗎？像河馬一樣
打哈欠嗎？在這本好玩、配有粉彩畫插圖的書
中，孩子們可以同時認識動物的世界和自己的
身體：打開每一頁，左頁的人物試著模仿右頁
動物的動作，讀者也可以跟著作喔！有趣好
玩的讀物，非常適合讓親子共度美好的親暱
時光。

一本適合所有讀者的大尺寸圖片書，認識五十
多種花卉、水果、蔬菜和動物。馬丁．佳里
（Martin Jarrie）生動的繪畫讓讀者進入豐富、
多元、多采多姿的大自然中。小朋友將發現世
界，享受認出東西的快樂；大朋友則可以欣賞
這令人嘆為觀止的畫作，驚奇於大自然和繪畫
當中個體之間的神奇連結。

Martin Jarrie
一本精美的圖片書，
讓小小孩藉由五顏六
色的花、果、蔬菜和
動物，認識這個世界。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9791023513394 | 2020 | 64 pages | 25x34 cm | 15.50 €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9791023514209 | 2020 | 40 pages | 21x22 cm | 12.90 €

Sara Gavioli
教你如何學習動
物的動作！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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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olle équipée

Himboo Humboo

大暴走

大毛怪

從前從前，有一隻雞、一隻狗和一隻貓。颶風
把牠們的住家給破壞了，所以牠們坐上一輛破
舊手推車上路找尋新的落腳處。最後，當野狼
群攻擊我們的三位主人翁，這輛破推車突然一
變，原來不只牠們三個，而是十個朋友起身對
抗敵人。從頭看一遍，你將發現牛車漸漸變地
不一樣，原本背景中的動物也加入了瘋狂的
旅程！

辛布亨布是隻可愛的毛怪。但是今天早上他
心情不好，因為他沒辦法讀報。於是他向報
社總編輯、醫生、專家求救，可是都沒有用。
終於，一個小朋友找到了問題所在：原來他只
是有近視啦！沒關係，只要戴上眼鏡，世界就
會變得更清晰而多采多姿喔！
9791023513400 | 2020 | 48 pages | 27x38 cm | 16.00 €

9791023514650 | 2020 | 40 pages | 24x28 cm | 13.90 €

Katerina Gorelik
一趟百分百瘋狂
的旅程，考驗你的
觀察力！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Christophe Pernaudet
Laurent Sanguinetti
你一定會愛上這看
起來活像一隻巨大絨毛
玩偶的怪獸！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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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éphants de A à Z

Sorcières ! Une histoire des sorcières
à travers l'art

大象

小心巫婆！
藝術當中的
巫婆史

你知道大象怕的其實是蜜蜂而不是老鼠嗎？
你知道牠們只有六顆牙，而且可以跟貓一樣安
靜嗎？書中將各種文體（作者的日記節錄、吉
卜林的短篇小說或其他奇幻故事）、科學知識
和小故事穿插在一起，形成一本完整而與眾不
同的「大象百科」。一本讓小朋友了解大象也
有脆弱面的科普繪本。
9791023513066 | 2020 | 96 pages | 24,5x24,5 cm | 16.90 €

Marc Daniau

Pauline Duclos-Grenet

一本超級棒的工具書，
讓你成為大象專家！

從瑟西到雅加婆婆，
本書將介紹藝術中出
現的巫婆史：有力的主
題，並且有豐富有
趣的圖像資料。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巫婆在歷史各時期皆曾出現。對小孩來說，
她們就是奇幻怪物之一。雖然總是讓人害怕，
但其實有各種不同形象：從年輕有超能力的女
性，到童話故事中的醜陋老婆婆，或者被魔鬼
附身的天真少女，巫婆給予許多藝術家創作
靈感，如今她們的形象也逐漸得到平反。
9791023514803 | 2020 | 72 pages | 23x27,5 cm | 17.00 €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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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do, le livre des rêves impossibles

Notre cabane

慕多，
不可能的夢

Alex Cousseau
Eva Offredo

慕多是一隻小雪怪，這本是他講的故事集，
每一頁都講他的一個夢：用詩詞織一件毛衣、
躲在一隻鞋子裡、向一顆石頭傾訴心事、吃
一個「全部」口味的三明治，建一座從白
天通往夜晚的橋……艾力克斯．庫索（Alex
Cousseau）美麗的文筆，配上艾娃．歐費多
（Eva Offredo）簡潔俏皮的插畫，讓人充分感
受詩意童年。
9791023514483 | 2020 | 88 pages | 16,5x20,5 cm | 14.50 €

一本神秘、有趣、
詩意且獨一無二的書。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我們的小木屋
終於放假了！太陽高掛，田裡的草也高了。
三個朋友每天碰面，穿過田野去他們的小木屋
玩。然而有天風颳起來，樹枝也不停晃動……
暴風雨來了！原本的散步變成了一場冒險，
周遭的大自然時而平靜、時而嚇人。三個朋友
手牽手齊心協力，終於到達了避難的目的地。
究竟小木屋能否抵擋狂風暴雨呢？

RIGHTS SOLD
韓文

Marie Dorléans

9791023513073 | 2020 | 48 pages | 23x32 cm | 14.50 €

踏上奇幻之旅，
找尋夢想中的小木屋。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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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fabuleuse carte au trésor

Histoires à piocher

我的神奇
藏寶圖

抽個故事
來聽聽

踏上奇幻探險，找尋失落的寶藏！這本裝幀獨
特的書邀請讀者加入一趟大冒險！帶著可以摺
疊的神祕地圖、還有著名大探險家的指引，
以及一面可以讓他解開隱藏神秘訊息的魔鏡，
出發去尋寶！

隨機抽一個故事讓你歡笑、夢想或顫慄！
一個孩子走鋼索，穿過滿是飢餓鱷魚的湖面，
一隻在攀爬奶油蛋糕的野狼，一個被車燈嚇
到的外星人……由克里斯強．滬（Christian
Roux）完成的畫，再交由菲利浦．樂徹美
（Philippe Lechermeier）寫故事，後者潛入
這個美麗、奇特、有趣又讓人驚奇的世界中，
讓我們閱讀三十多個樣貌、語調截然不同的
故事。

9791023514407 | 2020 | 24 pages | 17,5x25 cm | 13.90 €

Guillaume Guéraud
Renaud Perrin
踏上不尋常的旅途，
找尋失落的寶藏！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Philippe Lechermeier
Christian Roux

9791023514100 | 2020 | 208 pages | 17,5x25 cm | 18.00 €

三十五個讓你歡笑、
作夢或害怕的故事！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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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idence beau séjour

Fils unique et fier de l'être

日日春旅社

樂為獨生子

新聞正式發布了：柔毛怪已經成為小女孩和小
男孩心目中的最愛。獨角獸第一名的時代已經
過去了！小朋友還是喜歡牠們，但實在看膩
了！既然如此，在重返榮耀之前，獨角獸們決
定去日日春旅社好好度個假。游泳、水療、健
身、理髮、喝下午茶、看表演和各式各樣的活
動，所有該有的那裏都有，專為失寵的動物們
提供有如夢境般的生活……呃……差不多啦

本書的敘事者是名獨生子，而且引以為傲。
爸媽超愛他，不像他的許多朋友們得要忍受兄
弟、甚至是姊妹的荼毒！要分享玩具、不再是
眾人矚目的的中心，他才不要呢！他正經歷生
命中第一次的否認期，完全無法接受，也無法
正視即將失去獨子地位的事實！但這真的有那
麼可怕嗎？
9791023514070 | 2020 | 56 pages | 15x19 cm | 13.90 €

9791023514193 | 2020 | 36 pages | 24x33 cm | 15.00 €

Gilles Bachelet
昨天的晚間新聞，
主播報導小朋友們最愛
的動物已經從獨角
獸改為柔毛怪…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Céline Laurens
Laurent Simon
一本非常好笑的繪本，
教孩子如何迎接新生的
弟弟或妹妹！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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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sa valise

L'azur

注意！
他的行李箱…

蔚藍
書中採取獨特的視角：毛毛蟲眼中的世界。
毛毛蟲從卵中生出來，邁步進入未知的世界。
剛開始一切都是模糊的，不管是聲音、影像、
味道。隨著讀者一頁頁看下去，世界逐漸成
形，得經歷暴風雨，學會爬行、躲起來、捲起
來或伸展開。接著，牠退到樹下、捲成一球，
化成蛹。幾個星期後牠將完全幻化，然後飛
向藍天。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小小的男人在家中準備
行李要出遠門。航行海上、登上高山，經歷了
許多出乎意料的事情。書中有超過三十五個摺
頁，是小讀者要克服的小挑戰。隨著旅程，
小小男人需要拿出行李箱中的東西才能繼續前
行，有時他也會找到一些要放進行李的東西。
猜猜最後行李箱裡會留下什麼？

Clotilde Perrin

9791023514407 | 2020 | 20 pages | 23,5x25 cm | 16.90 €

跟隨小人物的腳步，
踏上美好的旅程。
別忘了盯緊他的行
李箱！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9791023515183 | 2020 | 40 pages | 18x25 cm | 13.50 €

Caroline Pellissier
Mathias Friman
透過一條毛毛蟲的
眼睛發現世界。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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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öfrreut la chouette

Tout ce que je sais sur les chiens

貓頭鷹小嗚

關於狗，
我知道的所
有知識

貓頭鷹小嗚站在枝頭上俯瞰著世界。她對大人
沒有興趣，卻被一個小女孩吸引。這個女孩跟
別人不一樣，她喜歡晚上出門而且不怕黑。她
還知道如何跟樹打招呼，傾聽森林的聲音。於
是，一段有趣的友誼就此產生。他們的友情越
來越深，直到有天小女孩被一隻母山豬追著跑
迷了路，幸好有小嗚幫她找到回家的路。
9791023512434 | 2020 | 40 pages | 21x26 cm | 13.50 €

Cécile Roumiguière
Clémence Monnet

Clémentine Mélois
Rudy Spiessert

看「夜行者」向我
們訴說牠和一個勇敢小
女孩的奇特友誼。

有趣又很有看頭，送給
愛狗小孩的最好禮物！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小孩都喜歡狗，所有的狗：大的、小的、
臭的、警犬、導盲犬……書中的小男孩向我們
介紹他的狗：球球。取這個名字是因為牠長得
很像一顆球。牠有時候臭臭的、會打呼、呼吸
的聲音像洗衣機，還會亂咬大人們的鞋子，
有時會惹大人生氣，而且牠也沒有真正的工
作，但大家好愛牠！
9791023512601 | 2020 | 26 pages | 20x20 cm | 10.90 €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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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ouble vie de Médor

雙面人梅多
一隻餓壞了的野狼拖著身體正尋找可以飽餐的
東西。牠聞到在料理的味道，於是去敲一棟大
宅邸的門。有愛心的老太太以為牠是流浪狗就
開門收養了牠。然而要換取食物沒那麼簡單，
要很努力才行。但要是哪天老太太不在了，
野狼會不會動什麼歪腦筋？會恢復野性嗎？
9791023514438 | 2020 | 40 pages | 24x31 cm | 14.90 €

André Bouchard
先生女士們請注意，
趕快找掩護！市區有狼
出沒……而且牠很餓！

國外版權 Julie Guenard : jguenard@lamartinie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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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le maïs est apparu sur terre ?

Tout ça pour quelques grains de sel

玉米是怎麼
出現的？

都是為了幾
粒鹽

阿根廷印地安傳說故事，法文及西班牙文雙語
小說，附贈兩種語言的CD。鼻子和玉米芯之間
有什麼關聯？玉米又是如何出現在地球上的？

喬治亞傳說故事，法文及喬治亞文雙語小說，
精裝禮盒中附贈雙語CD，述說著幾粒鹽巴如何
使一個老實人失去理智？適合三歲以上閱讀。

FIND OUT MORE

9782365872966 | 2018 | 32 pages | 24x25 cm | 18.00 €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鼻子和玉米芯之間
有什麼關聯？

國外版權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 收錄於2020年喬治亞小狐狸旅遊書
(Le Petit futé)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9782365872690 | 2017 | 40 pages | 24x25 cm | 18.00 €

一個老實人為何忘了
自己使命的初衷。

國外版權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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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vaches

S'unir c'est se mélanger :
Une histoire de poules

一千頭母牛

團結力量大

農夫和他的三頭母牛過著幸福平靜的日子。
某天早上，一位西裝筆挺的男人來到農場，發
現這裡的牛奶非常好喝，他們的生活從此翻開
新的一章。提高產量、增加母牛數量、裝設更
有效率的新機器。為了盡力滿足消費者日益增
加的需求，農夫和母牛們的生活都漸漸改變
了。生產更多的牛奶，好，但付出的代價是
什麼？

三種顏色的雞的故事
雞舍裡一片恐慌。白公雞馬素不見了。是狐狸
下的毒手，母雞們這麼相信。黑母雞、紅母雞
和白母雞集合起來，準備展開行動。但大家該
如何組織起來？應該讓誰來帶領大家作戰？

RIGHTS SOLD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土耳其文、波蘭文

Adèle Tariel
Julie de Terssac

9782371650190 | 2017 | 32 pages | 23x23 cm | 13.00 €

一頭母牛、兩頭母牛、
三頭母牛，這都不算什
麼。一千頭母牛，
阿呀，不得了。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Laurent Cardon
以機智詼諧的寓言形式
探討權力、民主與個人
在社會中的位置。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義大利文、
阿拉伯文、韓文…...等十種語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銷售兩萬四千冊
> 法國獲獎紀錄：2017-2018法國永恆不朽圖
書獎、2016年文化書局最佳圖畫書獎、
2017年鬼火獎
9782371650114 | 2016 | 52 pages | 25x35 cm | 16.00 €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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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r c'est s'accepter :
Une histoire de poules

S'unir c'est se relayer :
Une histoire de poules

團結就
是彼此接納

團結就
是接力合作

母雞王國的晴天響雷：瑪麗妮想要改變羽毛的
顏色！可是並非每隻雞都能接受這個想法。大
家意見分歧，打算辦一場辯論會。為免最後爭
到不可收拾，母雞們決定舉行一場大型嘉年
華，每隻雞都可以變裝成自己想要的樣子，這
樣大家都能表現自己的喜好與創意。大家一起
嗨起來吧！

「大孵蛋季」到了，母雞都已就定位。馬素、
飛曼和馬布這三隻公雞卻注意到有五隻母雞不
在位子上，他們很不高興。她們會去哪裡呢？
跑去休息嗎？那怎麼行，這種行為應該禁止，
這關係到下一代小雞的安泰！不過母雞們的
看法不同……

一群母雞的故事

Laurent Cardon
受夠了！瑪麗妮決
定不再忍耐，她要當一
隻紅毛母雞。雞舍的成
員會如何面對此事呢？

9782371650640 | 2020 | 44 pages | 25x35 cm | 16.00 €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一群母雞的故事

Laurent Cardon
一個關於蛋、親職與
家務分工的滑稽故事。

RIGHTS SOLD

加泰隆尼亞文、簡體中文、
韓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
9782371650411 | 2019 | 42 pages | 25x35 cm | 16.00 €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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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dragon qui crachait n'importe quoi

Les Bizarres

失控的噴火龍

家裡的怪聲音

貝納德是一隻強壯又好相處的噴火龍，附近最
優秀的士兵都搶著要成為第一個殺死牠的人，
以證明自己勇猛過人。但是不打緊，貝納德照
樣用烈焰把騎士中的菁英燒成灰燼。想不到有
一天，牠竟然吐不出美麗的火焰，而開始吐
出……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套諾曼第盔
甲、一個花瓶、一隻塑膠鴨。牠中了巫術嗎？
還是吃了過期食物？

在廚房，我聽到「咕嚕咕嚕」的聲音，在浴
室，我聽到「噗隆噗隆」的聲音，在地下室，
我聽到「垮─」的聲音。是誰發出這些奇怪的聲
音？在這趟探索自己家的有趣旅程中，你將認
識十五種怪物，一隻比一隻奇怪！
9782371650169 | 2016 | 36 pages | 21x29 cm | 13.00 €

9782371650121 | 2016 | 36 pages | 23x23 cm | 13.00 €

Sylvain Zorzin
Brice Follet
貝納德是一隻力大
無窮的噴火龍，每位
王子和士兵都搶著要殺
這頭龍，以證明自
己勇猛過人。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Delphine Tartine
Olivier Rublon
我家裡有一些奇怪
的聲音……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Père Fouettard www.perefouettard.fr

Père Fouettard www.perefouettard.fr

Mirette : La taupe qui voulait voir
plus loin que le bout de son nez

Vodou

巫毒信仰

密黑特

擺脫令人驚駭的刻版印象，這本知識性繪本帶
領大小孩子初步認識何謂巫毒信仰，了解它驚
人的歷史、令人目眩神迷的神與靈、宗教儀
式、信徒，以及跨越國界的文化。從非洲到美
洲，從儀式用的面具到僵屍，從古老的王國到
現代舞蹈，一次告訴你！

一隻不想困在洞
底的鼹鼠

Delphine Tartine
Olivier Rublon

密黑特是一隻小鼹鼠，牠想出去探索世界，找
尋自己的人生。牠在背包裡裝進自己最愛的食
物一塊乳酪蛋糕後，出發去旅行，穿過一個又
一個的地道，遇見許多動物，牠們各有各的生
活方式。最後，密黑特和三個新朋友一起吃
飯時，終於獲得靈感，知道該怎麼找到屬於自
己的角落。
9782371650350 | 2018 | 40 pages | 24x24 cm | 13.00 €

一個幫助孩子找到自
己人生道路的故事。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RIGHTS SOLD
瑞典文

9782371650459 | 2019 | 32 pages | 25x25 cm | 14.00 €

Camille Tisserand
第一本向孩子介紹巫
毒信仰的知識性繪本。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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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ou : coloriages

Un amour de dino

巫毒信仰：
著色本

恐龍之愛
龍太太問：「你有多愛我？」龍先生回答：
「我對妳的愛像梁龍一般巨大。」因為愛有千
種面貌、百種色彩，龍先生讓龍太太看到一個
接一個愛的畫面，感受一種又一種愛的表達。

執掌雷與風暴的神明Shango可以不穿紅色的
袍子，而是穿藍色的嗎？蛇神Dan的鱗片可以
是彩虹一般的繽紛色彩嗎？僵屍的皮膚可以是
紫色的嗎？這些都由小朋友來決定！

RIGHTS SOLD
韓文

9782371650275 | 2018 | 24 pages | 16x16 cm | 9.00 €

9782371650480 | 2019 | 28 pages | 25x25 cm | 9.00 €

Camille Tisserand

Baptiste Puaud

一本認識巫毒信仰的
著色畫冊，每一幅都
點綴著二〇二〇彩通年
度代表色經典藍。

一本教你用與眾不
同的方式說「我愛你」
的硬頁書。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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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nounou est une girafe

Mon papa est une sardine

我的保姆是
隻長頸鹿

我的爸
爸是沙丁魚

儘管起先要經過一段適應期，小賢和保姆終於
變成了朋友。可是有一天，商店門口卻貼出告
示，不准任何長脖子的動物進入……小賢和
吉賽兒認為一定要對抗這種歧視他人的封閉
心態。

頭一天上學，小朋友加入同學的課後閒聊，
不料大家竟然在輪流介紹自己的爸爸。同學
問：「你呢？你爸爸是做什麼的？」他該如
何回答？畢竟真相是他腦海中完全沒有父親的
形影。「我爸爸出海了。因為我爸爸，他是一
隻沙丁魚。」

RIGHTS SOLD
韓文

Perrine Joe
Anne-Soline Sintès

9782371650091 | 2016 | 32 pages | 23x23 cm | 13.00 €

太神奇了，小賢的新保
姆竟然是一頭長頸鹿！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RIGHTS SOLD

Céline Claire
Violaine Costa

斯洛伐克文
9782371650183 | 2017 | 32 pages | 23x23 cm | 13.00 €

如果我的爸爸跑到沙
丁魚罐頭裡，該怎麼
辦？一段孩子尋找
父親的旅程。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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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egonde et la Grand'goule

Ours ours ours

拉德鞏德
與巨龍

熊熊熊
「從前從前有一隻熊……不，有兩隻熊……
住在冰棚上……不，住在森林裡……」旁白先
生究竟能否順利說完故事呢？很難說，因為白
熊和棕熊鐵了心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頭巨龍令小鎮陷入恐怖之中，但足智多謀又
勇敢的小女孩拉德鞏德決心要將這怪獸趕走。
當你把書倒過來讀，巨龍會告訴你牠眼中看
到的真實。
9782371650077 | 2015 | 40 pages | 23x23 cm | 13.00 €

Naïma
Anne Mahler
一頭惡龍令小鎮陷
入恐怖之中。
但會不會……
實情正好相反呢？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9782371650527 | 2021 | 32 pages | 21x29 cm | 14.00 €

Camille Tisserand
要當一隻出現在白
紙上的北極熊，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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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piote

Malvina

狼女孩

瑪爾維娜

一個晚上，母狼聽見被遺棄在森林裡的小娃
娃塔拉的哭聲。母狼決定把她送回人類身
邊，可是這個小小孩並未從此過著幸福快樂
的日子……

瑪爾維娜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小女孩，發明了
各種奇妙的機器，讓生活更便利。她非常希望
媽媽可以把一切煩惱拋在腦後，所以她決定要
製造一架新機器，把各種為人母的擔憂全部刪
個精光……

RIGHTS SOLD
瑞典文

RIGHTS SOLD

葡萄牙文、加泰隆尼亞文、西班牙文

9782371650336 | 2018 | 32 pages | 21x29 cm | 13.00 €

9782371650046 | 2015 | 36 pages | 24x34 cm | 14.00 €

Catherine Latteux
Camille Tisserand
以美麗蕾絲紋樣般
的插畫呈現一則關於遺
棄與收養的美麗故事。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André Neves
瑪爾維娜只要動動腦，
就可以發明時光機器，
可是她有更雄心
壯志的計畫。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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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pizootie

Ti poulpe a les idées bien encrées

瘋狂動物園

章魚小
滴的黑武器

今天是貝老師的班級參觀動物園的日子。小朋
友，你們從動物身上看到什麼？大猩猩想玩躲
貓貓，狐猴期待一場奶油派大戰，貓科動物們
想彈爵士樂。貝老師，這是真的，是動物們
告訴我們的！

在媽媽的教導下，章魚小滴學走路、學游泳，
更重要的是……學噴墨汁！不料青出於藍，
這位學生發現墨汁除了用來驅趕敵人，還有另
外的用處。

9782371650497 | 2020 | 32 pages | 23x23 cm | 14.00 €

9782371650374 | 2018 | 52 pages | 26x17 cm | 12.00 €

Martin McKenna

Laurent Cardon

一幅不尋常的動物園景
象，並對動物在人類社
會中的處境略作反思。

ㄆ一ㄚ！正在學游泳的
章魚小滴，他的觸手又
打結了。誰敢嘲笑他，
小心惹來一身麻煩！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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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et Edouard

Le pays des souris

米榭與艾德華

老鼠國

米榭與艾德華是兩隻住在購物中心的胖麻雀，
牠們每天都看著人類使出各種可笑的技倆，只
為搶到最新潮的商品或特價品。就這樣，這兩
位好夥伴過著平靜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隻
候鳥降落在購物中心歇腳，這個與大自然完全
不同的環境令牠驚訝萬分。牠為生活在封閉空
間中的鳥兒們帶來一股自由的風。牠們面臨抉
擇：要繼續過飯來張口的輕鬆生活，還是追求
寬廣天空下的刺激生活呢？

老鼠們受夠了，牠們之前選出的黑貓只會頒布
有利於貓族的法律。牠們決心改變現狀，重新
投一次票……但事情似乎沒有那麼容易改變。
一則隱喻人類社會、有趣易懂的寓言。

RIGHTS SOLD

繁體中文、韓文、波蘭文、西班牙文、瑞典文
9782371650466 | 2020 | 32 pages | 23x23 cm | 14.00 €

RIGHTS SOLD

Myriam Picard
Jérôme Peyrat

阿拉伯文、簡體中文
9782371650206 | 2017 | 32 pages | 23x23 cm | 13.00 €

住在大賣場裡，
這不是美夢成真嗎？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Alice Méricourt
Ma Sanjin
一群被黑貓統治的
小老鼠群起反抗，
並選出新的統治者……
一群白貓。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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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pou et les poux migrateurs

Bertille et Brindille

虱瑞克和流
浪的虱子

貝緹與斑弟
貝緹是個戴著眼鏡的捲髮小女孩，她的貓不見
了。牠究竟躲到哪裡去了？斑弟是一隻橘紅色
的伶俐小貓，牠的主人不見了。她究竟躲到哪
裡去了？

虱瑞克是一隻勇敢的小虱子，他決心要遊歷世
界。從一顆頭到另一顆頭，他遇見的虱子一隻
比一隻奇特：愛吵架的、溫柔的、瘋癲的……
無奇不有！這些虱子一起被捲入危險的漩渦，
迎向未知的冒險。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韓文
9782371650435 | 2019 | 24 pages | 22x22 cm | 13.00 €

RIGHTS SOLD
丹麥文

Laurent Cardon

9782371650244 | 2017 | 56 pages | 25x35 cm | 16.00 €

虱瑞克夢想環遊世界。
嘿咻！他跳上眼前
見到的第一顆頭，
展開冒險旅程。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Adèle Tariel
Jérôme Peyrat
誰來幫幫貝緹找回
調皮的小貓斑弟？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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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o

Dans ma montagne

貨櫃船

這是我的山

海鷗在貨櫃船上方飛翔。看，船長在那裡，
從高處看來顯得好小，海鷗差點認不出來。
這天晚上，海鷗不畏風浪，緊緊跟著貨櫃船，
絕不讓它離開視線。牠必須在漆黑的夜空與黑
暗的大海之間飛行，守護著這條船，直到它回
到港口。

有一隻狼和一位牧人住在同一座山上。他們理
所當然彼此為敵，卻擁有相同的恐懼與喜悅。
最終能否讓大家都擁有自己的一片空間呢？
是否要重新將狼引入歐洲的議題難免引發激烈
對立，但這本書以細膩的手法處理此議題，
既精準又保留思考空間。

RIGHTS SOLD

RIGHTS SOLD

韓文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英文、韓文、日文等

FIND OUT MORE

9782371650343 | 2018 | 32 pages | 21x29 cm | 13.00 €

Adèle Tariel
Jérôme Peyrat
巨人般的貨櫃船在
廣闊無垠的海洋上變
得好渺小。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François Aubineau
Jérôme Peyrat

> 2019-2020 法國永恆不朽圖書獎
9782371650152 | 2017 | 32 pages | 23x23 cm | 13.00 €

一隻狼，一位牧人，
兩個敵人。但是他們真
有這麼不同嗎？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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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ère Fouettard www.perefouettard.fr

Le monstre du miroir

Père Fouettard et Saint Nicolas

鏡中的
露露真可怕

鞭子老人與
聖誕老人

看著鏡中的自己，露露只看到一堆缺點，一個
大怪物！但是她在弟弟心目中是個英雄，爸爸
則說她真是個開心果。對她的貓「拖鞋」來
說，露露是全世界最舒服的靠墊，對她的朋友
阿娜依絲來說，她是偉大的冒險家。大家都說
得很對，不過露露還有更多可能性！

每年，聖誕老人都會拜訪好孩子的家，他會送
小朋友好多糖果，可是等他走了以後，那個帶
來牙刷，怕大家蛀牙的人是誰？是鞭子老人！
這就是他的故事。
9782371650541 | 2020 | 36 pages | 23x23 cm | 14.00 €

RIGHTS SOLD

Anne Mahler

繁體中文、韓文

Violaine Costa

9782371650312 | | 32 pages | 23x23 cm | 13.00 €

一本溫柔的作品，
談論真正重要的事物：
我們接收到的愛，以及
更重要的：自尊自重。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你聽過「鞭子老人」
嗎？把你知道的拋在
腦後，聽聽他本人怎
麼說。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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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ère Fouettard www.perefouettard.fr
Carnivore

食蟲植物
隨著昆蟲一隻又一隻的消失，蟋蟀決定展開調
查。在訊問嫌疑犯的過程中，牠發現自己其實
住在……一個陸生缸裡！而犯人則是一種叫做
豬籠草的食蟲植物。發現這些事實之後，我們
的小英雄便帶領昆蟲們爬出陸生缸，找到自由
的天地。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371650282 | 2018 | 32 pages | 29,7x21 cm | 14.00 €

Adèle Tariel
Jérôme Peyrat
一趟深入昆蟲世界的
奇幻調查之旅！

國外版權 Alexandra Kiffer : alexandra@perefouett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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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récup'

La Famille Puzzle : Petites chroniques
d'une famille recomposée

任務：再利用

家的拼圖

作者邀請孩子跟著書中的老鼠菲斯特勒一起認
識再利用的絕妙藝術。作者提出各種類型與素
材的巧思和DIY，包含：舊衣服縫出新生命、
塑膠袋編織法、紙板做家具…...等一整礦山的點
子，簡單好做，搭配插圖帶孩子按步驟完成！

一個「拼裝家庭」
的日常小記
本書算是作者創作列表中的異數。拼裝家庭的
日誌，就是無數的日常圖像，在搞笑、惱人、
溫柔、火爆等各種情境間轉換。值得與家人共
讀的黑白圖像小說！

9782374251905 | 2019 | 40 pages | 14x19,6 cm | 8.00 €

Vinciane Okomo
Claire Le Gal
如果我們再利用而不
是丟掉和浪費？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Pascale Bougeault

9782374251998 | 2020 | 96 pages | 15x21 cm | 15.00 €

「重組家庭」就像拼
拼圖，有時候合得起來
（當然也有合不起
來的時候）！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7...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Rue de l'Échiquier www.ruedelechiquier.net

Rue de l'Échiquier www.ruedelechiquier.net

Avoir peur

Renard se jette à l'eau

恐懼

狐狸跳進水裡

人無時不刻、對任何事情都可能會感到害怕，
同時也令別人害怕。恐懼有個人的，普世的；
我們獨自會怕，在群體也怕... 即便恐懼是與生
俱來的本能，但這種情緒經驗卻總是被認為是
負面的，彷彿很羞恥而想隱藏起來。然而，
恐懼是一種警示機制，使我們免於一頭栽進
危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恐懼？

鄰居新的清潔劑非常有效，甚至有點太過有效
了，因為它摧毀所有它碰到的東西。還好有狐
狸：當牠看到毒液從下水道溜走、流進河裡，
便趕緊跨上腳踏車去拯救受災的動物。但清潔
劑一旦離開瓶子，就停不下來……會流到哪
裡呢？

RIGHTS SOLD

波蘭文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阿拉伯文

Stéphanie Vermot

9782917770405 | 2012 | 160 pages | 12x20 cm | 10.00 €

只要理智就能不害怕
嗎？難道我們沒有道理
感到害怕？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9782374251004 | 2018 | 40 pages | 17x20,5 cm | 12.90 €

Floriane Ricard
Fibre Tigre
一個讓孩子思考水
汙染的生態寓言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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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déconnexion

離線任務
作者觀察研究人類社會的數位使用超過二十
年，在本書清晰地概論這個數位議題：究竟
是「資訊」還是「有害物質」、網友、網路
成癮對健康的影響、網路騷擾等。作者在本
書帶領兒童提出好的問題，並提供一些解答，
讓他們學習自己做選擇。她也提到另一個孩子
通常比較沒有意識到的問題：由數位產品帶來
的汙染。
9782374252339 | 2020 | 40 pages | 14x19,6 cm | 8.00 €

Laurence Bril
Léo-Louis Honoré
防止3C螢幕污染我們
的生活和地球的小指南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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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drillon
et la pantoufle velue

Ailleurs

他方

不一樣的仙
杜瑞拉

Davide Cali
Raphaëlle Barbanègre
白馬王子？太無聊！
仙杜瑞拉比較想要找到
一份好工作，成為
馴龍高手！

從前從前，有個叫做仙杜瑞拉的可憐女孩，與
壞心的後母和兩個更壞心的姊姊住在一起。她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事，只能一邊打掃，一邊
期待白馬王子來拯救她。終於有一天，城堡要
舉辦盛大的舞會……妳以為有華麗馬車、閃亮
亮禮服、漂亮玻璃鞋嗎？嘿嘿！都沒有！至於
王子？看不出來哪裡迷人！

RIGHTS SOLD

中文、韓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四千本
> 改編成舞台劇
9782362661952 | 2017 | 32 pages | 24x26 cm | 15.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在我的國家，孩子們是娃娃兵；在你的國
家，孩子們玩娃娃兵。」「在我的國家，有戰
爭且我害怕死亡；在你的國家，有和平而你畏
懼生活。」十二組對照頁面，作者大衛．吉庸
（David Guyon）詩意的文字與海蓮娜．可霍
許摩兒（Hélène Crochemore）強烈的圖像，
揭露那些我們或許看不見的悲劇與流離失所的
故事，但也展現在世界各地、在他方，那些仍
在心中懷抱著希望的孩子們的樣貌。

RIGHTS SOLD

David Guyon
Hélène Crochemore

西班牙文

9782362662744 | 2019 | 30 pages | 22,5x30 cm | 15.00 €

一本向身處世界各
個角落無論何地，或
許是他方，正努力懷抱
希望的孩子致敬的動
人繪本。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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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 et Cloc

Les petites filles cruelles

克里克和
克洛克

天使外
表的小惡魔

克里克和克洛克是最好的朋友，他們總是膩在
一起、從不分開。直到有一天克洛克突然不
見了。克里克覺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他既恐慌
又害怕，到處尋找克洛克，他能找回自己的好
朋友……以及找回獨立自主的自己嗎？

誰說小女孩都像天使一樣？小捲髮跟玫瑰色
的小臉頰可不保證溫順和服從……。欺負弟
弟、捉弄金魚、對洋娃娃施虐，作者譚先生
（M. Tan）以些許諷刺的文筆、卡羅琳．余耶
（Caroline Hüe）以幽默的畫風，揭穿這些名
叫烏蘇拉、薩姬、費蘿梅納的女孩和她們的好
姊妹甜美微笑的背後，隱藏著的調皮搗蛋小小
暴行。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韓文、葡萄牙文

Estelle Billon-Spagnol
友誼應該是能適當
地給彼此空間，
以更珍惜相聚的時光。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五千本
9782362662348 | 2018 | 40 pages | 18x26 cm | 15.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Mr. Tan
Caroline Hüe
在捲髮與百褶裙的
形象之後，小天使變
成小惡魔，十五篇小女
孩的惡作劇日記。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三千五百本
9782362663802 | 2020 | 40 pages | 20x26 cm | 14.9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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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filles

Tout pour devenir une sorcière :
Petit guide à l'husage des princesses
qui s'ennuient

女孩的權利宣
言

女巫養成手冊
給公主們打發時間
的專屬手冊

一份內有十五條的非官方宣言，仿照人權宣言
而寫，充滿創意和幽默感。討論社會對外表的
規範、在學業表現上的偏見、對女孩行為及喜
好的刻板印象等主題，以幽默諷刺的方法呈
現，旨在打破性別定型，提醒我們性別平等的
重要性。

RIGHTS SOLD

Élisabeth Brami
Estelle Billon-Spagnol
女孩跟男孩一樣，
也有權利衣衫不整、
蓬頭垢面、處處是傷、
活潑好動……

英文、拉丁美洲西文、土耳其文、
義大利文、越南文等十種語言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四千本
9782362661068 | 2014 | 40 pages | 15x21 cm | 12.5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Myriam Dahman
Maurèen Poignonec

一本超（級不）實用的爆笑指南。在這本書
的九十六頁分成十個階段，小公主們可以速
成學會：如何在白馬王子不會注意到的情形下
開溜；哪個Wi-fi方案最適合自己手上那顆全知
全能的水晶球；還有要如何保養自己的燉藥鍋
（關鍵：要用柔軟的海綿輕輕刷洗）。
9782362662584 | 2019 | 132 pages | 14,8x21 cm | 12.00 €

讓無聊的小公主們
變身成為花招百出的小
女巫！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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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et Mandragore :
Une sorcière et son chat

Mousse

小魚泡
泡的探險

小魔女愛斯特與
貓咪曼德哈戈爾
女巫與她的貓咪

Sophie Dieuaide
Marie-Pierre Oddoux
機靈的女巫，夥伴竟
然是一隻愛抱怨的貓！

一年級的小魔女愛斯特在魔女學校拿了最好奇
獎！獎品是一張可以通往人類世界的通行證。
她的貓咪曼德哈戈爾這下可開心了，愛睡覺的
牠可以睡個飽！雖然愛斯特被規定在人類面前
不可以使用魔法，但為了要幫柔伊找回她的
貓，用點小魔法不算什麼吧！

RIGHTS SOLD

烏克蘭文、拉丁美洲西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一千本
9782362661396 | 2016 | 128 pages | 14x21 cm | 9.9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這是個美好的早晨，是小魚泡泡一直在等待
的早晨。」躲在石洞裡的泡泡探出頭，看看左
邊，再看看右邊，這是他第一次離開石洞出來
看外面的世界。在這趟不太平順的探險途中，
他笨拙地跌跌撞撞，遇見許多朋友，也遇到一
些敵人。天黑了，帶著滿滿的新體驗與一路上
結交的友誼滿足地回家。

Estelle Billon-Spagnol
這是個美好的早晨，
是小魚泡泡一直在等待
的早晨。今天輪到他去
覓食早餐，而且
是自己去！

RIGHTS SOLD

巴西葡萄牙文
9782362663574 | 2020 | 32 pages | 26x21 cm | 15.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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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me pas le foot

Stéphanie Richard
Gwenaëlle Doumont

J'aime pas être belle

我不喜歡足球

我不想變漂亮

「我不喜歡足球，可是爸爸超愛。所以每個禮
拜天，不管是傾盆大雨，還是大雪紛飛，爸爸
都一定帶我出門練習。」盧西安最討厭足球
了，他討厭練習，也討厭在球後面追著跑。
然而有一次，他竟意外地以一記漂亮的頭槌擋
下被稱作恐怖教頭的教練所射出的球。在那之
後，球隊跟恐怖教頭開始為盧西安規劃他的足
球名將之路，但問題是，盧西安早就說過了，
他「不」喜歡踢足球！

「我不喜歡漂漂亮亮的。但是每天上學前，媽
咪一定會檢查：我的裙子是不是燙平整，我的
頭髮是不是有梳齊，我的絲襪是不是有拉好，
我的鞋子是不是閃閃發亮。」然後每天早上，
媽咪都會說出那句儀式一般的話：「我家女兒
真美！」總是同一句話。作為一個完美的女
孩，我不能斜眼看也不能挖鼻孔！最糟的是拍
團體照的那天……。

RIGHTS SOLD

越南文

越南文、瑞典文
9782362661341 | 2015 | 32 pages | 15x19 cm | 11.50 €

獻給所有討厭足
球的男孩！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RIGHTS SOLD

Stéphanie Richard
Gwenaëlle Doumont

9782362661471 | 2016 | 32 pages | 15x19 cm | 11.50 €

獻給所有不喜歡蓬
蓬裙女孩！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7...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童書

藝術與精裝書 生活實用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 休閒 漫畫與圖像小說
文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Talents Hauts www.talentshauts.fr

Talents Hauts www.talentshauts.fr

Le peuple du chemin

Le renard et la couronne

擋路的人

狐狸與皇冠

在亞馬遜雨林中，一個原住民部落正好座落在
閥林公司怪手清除的路線上。為達目的，這間
企業屠殺了部落居民。蘿卡與妲波卡這對姊妹
倖免於難，被一個村落收留。年紀較小的蘿卡
慢慢地就適應新生活，但姊姊妲波卡則一心想
回到森林加入表姊妹的部落，找拾她的自由與
真正的生活。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克羅埃西亞達爾馬提
亞，在祖母過世後，只有十歲安娜被拋棄在街
頭。為了生存，她受迷人的女子敦珈照顧，加
入她帶領的流浪兒童群體。苦難、領養、在法
國的生活、婚姻，以及發現自己的真實身分，
和與失散的敦珈重逢，在這段充滿啟發性的旅
程中，安娜對政治的意識、對愛以及對自我的
肯定漸漸地在心中甦醒。

RIGHTS SOLD
德文

Marion Achard
亞馬遜雨林中真實故
事改編，當全族都遭屠
殺，倖存逃出的兩
個孩子……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八千本
> 入選2017 西法蘭西報迪墨圖童書獎 / 入選
2017聖艾提安書展童書獎 / 入選2018明日
生態書籍獎 / 入選南特貝蒙波吉耶童書獎 /
2018 亞特蘭提斯國際文學節 / 入選2018
漢斯小學讀者獎 / 入選2017布里夫書展
(12-14歲書籍)

FIND OUT MORE

Yann Fastier
一部敘述啟迪心靈的
旅程的小說，充滿勇氣
與顛覆性，兼具娛
樂與思想。

> 法國已售出六千本
> 2018千篇青少閱讀獎、
2019自由書店員獎選書
9782362662386 | 2018 | 544 | 15x22 cm | 16.00 €

9782362661594 | 2017 | 96 pages | 14x21 cm | 12.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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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garçons

Élisabeth Brami
Estelle Billon-Spagnol
男孩跟女孩一樣，
也有權利哭泣、玩洋娃
娃、穿粉紅色、不總是
當超級英雄、喜歡他們
喜歡的人：不管是
男孩還是女孩。

Blanche-Neige et les 77 nains

男孩的權
利宣言

白雪公主和七
十七個小矮人

一份內有十五條的非官方宣言，仿照人權宣言
而寫，充滿創意和幽默感。討論社會對男孩必
須勇敢、有力氣的期望、在學業表現上的偏
見、對其行為及喜好的刻板印象等主題，以幽
默諷刺的方法呈現，旨在打破性別定型，提醒
我們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顛覆傳統童話故事的想像，經典童話《白雪
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升級版！白雪公主要如
何與七十七個小矮人共同生活？面對忙不完
的家事、疲憊的身軀，白雪公主究竟該如何是
好呢？

RIGHTS SOLD

中文、韓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

英文、拉丁美洲西文、土耳其文、
義大利文、越南文等十種語言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二千本
9782362661075 | 2014 | 40 pages | 15x21 cm | 12.5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RIGHTS SOLD

Davide Cali
Raphaëlle Barbanègre
以幽默顛覆經典童
話的另類情節。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七千本
> 改編成舞台劇
9782362661372 | 2016 | 32 pages | 24x26 cm | 15.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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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Eustache

La guerre des jupes

聖爪貓男爵皮
耶的庶民生活

Solène Ayangma
KMie.

皮耶－厄斯塔許．德聖爪是一隻與眾不同的貓
咪：牠來自一個歷史悠久的貴族世家，為了對
得起男爵這樣的稱號，皮耶總是表現得高貴優
雅。當牠被莉拉收養的時候，感受家庭生活滿
滿的歡樂。莉拉愛上隔壁小名叫做甜圈的女
孩，這兩個女子共組家庭，並準備迎接一個新
生命。皮耶雖然一直努力維持貴族的形象，但
是很快就無法再抗拒鮭魚派的誘惑，也無法抗
拒溫情的抱抱！
9782362663376 | 2020 | 128 pages | 14x21 cm | 9.90 €

以貓咪男爵皮耶的視
角，幽默又有點自大的
口吻（其實很溫柔！）
，來看一隻貓男爵
如何在庶民家生存。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裙子的戰爭
學校下課時間每天都會發生一樣的災難：露易
絲跟她的好朋友每天都要遭到泰迪與他那群小
混混朋友的欺負，他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掀女孩的裙子。有一天，女孩們決定團結起
來，組成一個自衛團體「別再碰我裙子！」。
女孩們成功地讓男孩們明白，該停止這種性別
歧視的行為了。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Isabelle Rossignol
Eva Roussel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三千本
9782362663406 | 2019 | 48 pages | 13,5x18 cm | 7.00 €

看主人翁露易絲如
何與好姊妹們攜手阻止
男同學繼續調皮掀女孩
們的裙子。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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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 pas pousser Mamie
et Papi dans les orties

Danxomè

達荷美戰士

誰說阿公
只會打太極

Élisabeth Brami
Estelle Billon-Spagnol
所有阿公阿嬤都
會會心一笑。

「我的阿公最討厭人家叫他歐吉桑或是老爺
爺。」「我的奶奶，她最討厭什麼祖母節。
」「厚，我爺爺他超愛追劇的！」這本與眾
不同的作品，集結了小朋友們對他們爺爺奶奶
的看法。於是發現，不是所有人的阿公阿嬤都
一樣：他們年紀不同（有的爺爺奶奶還沒有退
休）、興趣多元（不是每位奶奶都會織毛衣）
、他們來自不同地方（有些阿公阿嬤有很特別
的口音）。這本集結許多小故事的書，匯聚了
百百種阿公阿嬤。
9782362663819 | 2020 | 32 pages | 17x21 cm | 14.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一八九二年，非洲達荷美王國。法國為了鞏固
在非洲的影響力，並且面對有德國提供武備的
達荷美國王，決定派軍隊進駐這個獨立王國，
達荷美王國後來成為法國殖民地，之後成為今
日的貝南共和國。一名遠征軍醫為了使兒子艾
力克斯「成為真正的男人」，而帶他上船一起
出航。然而等待著他們的，可是達荷美國王那
支驍勇善戰、令人聞風喪膽，並且被歐洲人
稱為「兇猛的亞馬遜戰士王軍」的軍隊……。

Yann Fastier

9782362663628 | 2020 | 288 pages | 14,8x21 cm | 16.00 €

亞恩．法斯提耶
（Yann Fastier）
在這本書傾注了滿腔的
書寫熱情，生動描繪西
非被殖民的一段歷史，
並傳神地讓達荷美的戰
士重新躍然紙上。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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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grand bain

En cas d'attaque

那些游泳課發
生的事情

Marie Lenne-Fouquet
Pauline Duhamel

這是小學二年級第一堂游泳課。艾力克斯跟普
林非常興奮：不難猜到，他們兩個已經很會游
泳了。尼可則是超怕水，但為了不要被同學嘲
笑，他硬是報名了海豚組……。很快地，尼可
發現他不是唯一一個覺得困擾的人：多利安覺
得穿上泳衣的自己太胖，薇奧蕾特不想讓人家
看到她身上長的疣，哈珊則有第三顆小乳頭。
尼可能不能夠成功克服恐懼，承認他怕水呢？
9782362663635 | 2020 | 64 pages | 13,5x18 cm | 8.00 €

還記得小時候的游泳課
嗎？說到游泳課，每個
人肯定都有各式各樣難
忘的故事吧。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隨時警戒！
在一處偏僻森林裡，一座從沒有被攻擊過的城
堡中，住著一支軍隊，由於實在太安逸，沒人
認真地想要保護城堡。只有一位女騎士隨時保
持警覺，擔心攻擊隨時出現，然而其他人還是
傾向睡個美好的午覺。由於缺乏軍事訓練，女
騎士決定把這支軍隊訓練成最會「放鬆」的軍
隊，成為偷懶專家，不管是攤開躺椅、演奏音
樂還是準備吊床都是最強的。某天早上，敵人
真的出現了，沒想到這些偷懶的技能，竟然成
為她們的超級利器。

Séverine Huguet
和平主義女英雄超機靈
的作戰策略！

FIND OUT MORE

> 改編成影視作品
9782362663567 | 2020 | 36 pages | 20x26 cm | 15.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Pariente : ttipiagency@gmail.com
出口業務 Andrea Gabayet : andrea.gabayet@talentshaut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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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er, coller, dessiner :
100 projets pour expérimenter,
rêver, créer avec vos enfants

Le manuel du jeune aventurier :
Exploration et découverte de la nature

小小冒
險家手冊

剪一剪、貼
一貼、畫一畫

探索與認識大自然

一百個和孩子一起實
驗、想像、創造
的有趣活動
Marie Rauzy
鼓勵您的孩子發揮
創意與想像力。

這本書將帶給您各種點子，讓您喚醒孩子心中
沉睡的藝術家！探索各種藝術形式，例如繪
畫、雕塑或剪貼，同時學習基本技巧，例如色
彩的搭配、透視與對稱。本書最適合想要引導
及鼓勵孩子透過藝術表現發展創造力、好奇心
及自信心的家長。

Claude Lux
探索大自然時可
以安全進行的各種有
趣的活動。

對想要鼓勵孩子探索與欣賞大自然的家長來
說，這是本不可或缺的指南。本書將教您如
何徒手製作各種基本物品（如羅盤或風箏），
如何分辨植物與動物，並介紹野外求生的基本
技能，例如生火與釣魚。書中精美的插圖與豐
富的內容一定會讓小小冒險家們迫不及待要奔
向大自然！
9782711421992 | 2016 | 192 pages | 21x27 cm | 14.90 €

9782711425594 | 2019 | 160 pages | 25x25 cm | 19.9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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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50 activités sans écran :
Pour occuper les enfants

擺脫3C

五十種親子活動
週末或學校放假時，別讓孩子黏在螢幕前，給
他們可以誘發好奇心、促進腦部發展、肢體反
應的活動，鼓勵他們動起來。家長可在本書中
找到各式各樣適合戶外、室內或旅行中的活
動，還附上各種笑話、拼圖與猜謎遊戲。有了
這本書，爸爸媽媽不怕孩子無聊，更能成功讓
他們遠離3C！

Claude Lux

9782711425860 | 2020 | 96 pages | 17x24 cm | 9.90 €

讓孩子不看手機、
電腦也能樂趣無窮！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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