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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孤獨青蛙的調查

旅行短篇
Adieu, mon Rhino !

童書

再見，
我的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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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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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書

因為做
裁判的是貓
日本短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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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rice Tanaka
黃金法則：要推銷
或是送禮，先了解對
象的口味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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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310 | 2017 | 32 pages | 14x20 cm |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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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坎吉爾CD書系

旅行短篇
Kanjil et le roi des tigres

童書

坎吉爾
和老虎王

Kanjil compte

童書

坎吉爾
算算數

印尼短篇故事

Béatrice Tanaka
印尼英雄故事，
這次冒險傳遞了
一個信息：不要
害怕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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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短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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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rice Tanaka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174 | 2017 | 32 pages | 20x13,5 cm | 7.00 €

在這些印尼故事中，
與調皮的主角一
起學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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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孤獨青蛙的調查

旅行短篇
Du Blues dans les couleurs

童書

多彩的藍調

La grosse, grosse rave : Conte russe

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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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e Koech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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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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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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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atrice T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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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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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坎吉爾CD書系
童書

坎吉爾CD書系
La légende de Chico Rei :
Un roi d'Afrique au Brésil

Les matriochkas de Natacha :
Conte russe

童書

奇可王傳奇

娜塔莎的
俄羅斯娃娃

在巴西的非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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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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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葡萄牙文
9782916046020 | 2008 | 56 pages | 28x21 cm | 25.90 €

俄國短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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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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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吉爾CD書系
童書

旅行短篇
La Plume des Andes :
Voyage imaginaire en terre amérindienne

Un petit square de Paris :
Un petit conte bien français

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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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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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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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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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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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坎吉爾CD書系

坎吉爾CD書系
Un jour je serai libre :
Un récit du Mississippi

童書

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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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普蘭短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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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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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anger magique : Conte d'Haïti

神奇的橘子樹

童書

海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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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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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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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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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aleine aux yeux verts

綠眼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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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916046372 | 2020 | 56 pages | 28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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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短篇

坎吉爾CD書系
Lézard, ce héros ! : Conte Zoulou

童書

蜥蜴，英雄！

Dis-moi des chansons de France

童書

跟我說
說法國的歌

祖魯族短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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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297 | 2017 | 32 pages | 14x20 cm | 7.00 €

beatrice T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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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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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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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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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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

Dis-moi des chansons d'Haïti

跟我說
說海地的歌

童書

熱門的海地兒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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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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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becca Montsarrat
(peintures)#br##br#
Grégoire Merca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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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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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o Bu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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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916046334 | 2018 | 48 pages | 25x35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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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短篇

坎吉爾CD書系
Le tonneau enchanté : Conte chinois

童書

魔法水桶

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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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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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
9782916046105 | 2017 | 32 pages | 14x20 cm |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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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