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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euil
人文社會科學

Un monde en nègre et blanc :
Enquête historique sur l’ordre racial

Personne ne sort les fusils

文學

不要掏槍！

一個分成黑人
與白人的世界
以史學的角
度探討種族奴役
Aurélia Michel
一本結合奴隸制
度史、種族史與殖
民史的著作。

回顧奴隸制度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從
地中海、非洲及大西洋奴隸買賣，到歐
洲先後殖民非、美、亞三洲的過程。同
時也提出種族主義形成的歷史關鍵，和
背後的經濟、人類學和政治基礎。作者
從「黑奴」這個字眼的歷史去解釋現今
所謂「白種」的意義。
Points | 9782757880050 | 2020 | 400 pages
10,8x17,8 cm | 10.00 €

Sandra Lucbert
一本憤怒控訴資本主
義語言和邏輯的書。
在此，筆墨的功能不
再是說故事，而是
要瞄準敵人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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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中，我們害怕被標記，可種
種侵犯都侵門踏戶、我們深陷其中，被
掘、被掏空，還追蹤著我們。因為害怕
表現不佳，我們往往攻擊表現不佳者。
二〇一九年五月到七月間法國電信的審
判正如火如荼進行著。七位高階主管涉
嫌組織性霸凌員工，甚至造成其中幾人
喪命。然而他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甚
至覺得業務推展得很成功，唯一的遺
憾是：「這些自殺事件真糟糕，他們把
公司值得慶賀的場面給搞砸了。」
9782021456554 | 2020 | 156 pages
13x18,5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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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euil
人文社會科學

Qu'est-ce qu'une plante ? :
Essai sur la vie végétale

人文社會科學

什麼是植物？

全球遺跡史話

植物不會受苦。因為痛苦是一種有身體
才有的體驗。植物的死亡也只是相對意
義上的死亡。而相對性的死亡其實並不
能算是真正的死亡，因為死亡必須是絕
對且不可逆的終結。動物和人類要不活
著，要不死亡。然而種子不一樣，它們
從果子中被取出、曬乾後，卻可以種到
土裡，獲得重生。也就是說，種子必須
死去才能再活過來……這種為了重生而
逝去的生命，恰恰是悲劇的相反。

遺跡是架在記憶與遺忘之間的一座不穩
定且時時在翻修的橋梁，是自然與文化
之間的某種平衡。埃及人將對君主的記
憶交給龐大的建築。在希臘、以及塞爾
提克和斯堪地那維亞世界中，記憶的守
護者則是詩人和吟唱者。面對此一文化
基石，西方世界發明了「遺跡崇拜」。
文藝復興時期展開系統性地為所有古代
遺跡做紀錄，並且重新賦予視覺價值，
到啟蒙時代更成就了某種針對遺跡的普
世價值意識，一直存續到今日社會。

論植物生命

Florence Burgat
我們不是植物，
動物也不是植物，
但我們可以試著了
解植物的奧秘。

Une 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ruines :
Des origines aux Lumières

9782021414615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20.00 €

從上古起源到啟蒙時代

Alain Schnapp
概覽不同文明和
其本身的歷史遺跡
及其文化資產的記憶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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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021282504 | 2020 | 744 pages
23x30 cm | 4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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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euil
人文社會科學

Le Manifeste Travail :
Démocratiser, démarchandiser,
dépolluer

Le cœur synthétique

文學

合成心臟

勞動者宣言

雅德拉伊德是一位剛經歷分手，又旋
即陷入自我矛盾的四十來歲女性。雖然
希望獨立自主，卻也不想單身太久。她
有社會歷練卻依然天真，聰明卻幼稚：
她總是內心小劇場，自導自演還自選配
樂。任何擦身而過的陌生男子都會變成
她的劇情男主角

民主化、去商品化、
對抗污染

Isabelle Ferreras
Julie Battilana
Dominique Méda
一篇由女性發起，
號召改革運動，
並由超過六千位全
球學者專家所支持
的重要宣言。

人類的工作不能被降格為只是一種
「資源」。面對肺炎疫情封城期間，
所有讓我們得以繼續生存的人之勞動，
就是活生生的例證。工作本身不能被降
格為只是一種商品。必須讓受雇者參與
決策、保護某些領域不受到未經監管的
市場法則的侵襲、並參與一起拯救地
球：重點是要民主化、去商品化、對抗
汙染。
9782021470499 | 2020 | 216 pages
13x18,5 cm | 13.00 €

Chloé Delaume
帶領讀者進入一
位女性逗趣又感人
的生活中。體驗純
粹的閱讀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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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一千冊
9782021425451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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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ne

文學

土星

Sarah Chiche
大師級的自傳體小
說。看那星辰勇敢地
走過漫長的哀輓之路
並且照亮一位偉大
的女性作家。

一九七七年，一名年輕男子悲慘地死
去。他的名字是哈利。他的女兒才15
個月大。二〇一九年，日內瓦，長大的
女娃機緣巧合地遇到一位曾經與哈利相
識的女性。於是，這位往生父親的故事
展開，原來他是猶太醫生世家的長子，
在阿爾及利亞獨立被迫逃離。直到有
天，哈利的生命中突然出現一位傾國傾
城的美麗女子。在這段故事的另一端，
有個彷彿鏡像的故事同時展開：是本書
的作者訴說著沒有父親的灰暗童年，
以及出人意表的重生過程。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七千冊
9782021454901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18.00 €

Dans les yeux du ciel

文學

天眼之中

Rachid Benzine
一個失去座標的世
界，那些過著微賤生
活的人，如何原諒
這個世界的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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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兒是一位妓女，跟她媽媽一樣。所有
的屈辱，她都嚥下去，靜靜地承受，就
像她在窗外和電視上看到的那些人民一
樣。然而，人民不願再沉默，阿拉伯之
春的號角在街頭響起。這股怒氣，奴兒
從她客人身上也感受到了，因為他們會
向她說。如今，這名反倒異常了解男性
心中真相的女性說話了，儘管被孤立、
被歧視，卻擁有無比的力量來描繪這
個正在翻轉的外在世界。
9782021433272 | 2020 | 176 pages
14x20,5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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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arisienne : Histoire d’un mythe.
Du siècle des Lumières à nos jours

Somb

文學

悚

巴黎女人

每一天維克多都得聽犯人跟他說他們那
些令人作噁的罪行，然而職業保密原則
對他來說真是沉重的枷鎖。某日，他心
愛女子的屍體在他別墅不遠處的砂石灘
上被人找到，而且臉部受到重創。所有
的證據都對他不利。這下維克多得和時
間賽跑，抓到真正的罪犯。而他本來所
堅信的一切全都瀕臨崩潰的邊緣。

從啟蒙時代到
今天的一個迷思

Emmanuelle Retaillaud
從古到今，巴黎
女人始終有著某種不
可言喻的魅力，
既大膽又不失矜持。

巴黎女人就像其他迷思一樣，可以抗衡
流逝的時間。這個女性形象建構在貴婦
與民女、巴黎與外省、女性解放與男性
威權等種種對立所產生的張力之上，展
現出奇的再生與適應能力。書中嚴肅看
待所有刻板印象，追溯這種巴黎女性形
象的文化建構源起，藉此分析其發展、
點出其用途並詮釋其功能。藉由了解
「十九世紀首都」裡的這個核心角色，
也同時探討現代性。
9782021365375 | 2020 | 432 pages
15,3x24 cm | 23.00 €

Max Monnehay
劇情高竿，讓人
屏氣凝神讀完的懸
疑小說。且看在監獄
中服務的心理醫師，
維克多．加藍如何
首次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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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021445961 | 2020 | 304 pages
14,5x22 cm | 1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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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kilomètres à la ronde

文學

方圓百里

人文社會科學

哪一段初戀最終
沒有上天堂？作者以
這本小說初試啼聲，
予人的感覺既有年少
輕狂的感性，
也有三五好友間
的真摯情誼。

9782021461237 | 2020 | 240 pages
14x20,5 cm | 18.00 €

旅人之死
二次調查

這本小說探討一名少女和父母別墅所
在村莊的一群少年們的友情。這段友情
隨著每一次的假期而進展，還和其中一
人譜出一段戀情，然而一場悲劇卻將青
春夢化為一場空。儘管在多年後敘說，
但這些記憶、交心、無所事事、縱情大
笑和年少的蠢玩笑，卻依然那麼地明
亮動人。

Vinca Van Eecke

Mort d'un voyageur : Une contre-enquête

Didier Fassin
一個「旅人」死在
法國國家憲兵特勤隊
（GIGN）的槍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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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所謂「旅人」死在法國國家憲兵
特勤隊的槍下。然而死者家屬和憲兵對
事發經過的說法卻互相矛盾。最後檢方
決定不起訴憲兵。迪碟．法森（Didier
Fassin）注意到該事件，著手進行
調查。過程中，他發明了一種既獨特
又吸引人的實驗性敘事模式，讓各造的
版本都能同時呈現出來。如此一來讓讀
者隱約看見這些旅人族群悲情的生活，
並且試圖還給他們一點被社會奪走的
重要元素：尊嚴。
9782021450774 | 2020 | 176 pages
14x20,5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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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l Proust : Mélanges

文學

普魯斯特

Un crime sans importance

文學

無關緊要的
一種罪

隨筆雜記

Roland Barthes
關於普魯斯特，
巴特生前寫得不多，
卻是他讀得最勤的作
家。本書或許是
巴特對普魯斯特的
蓋棺論定之作。

一九八〇年二月，巴特計畫上課時將
一些成為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人
物原型的真人照片投影出來。他必須前
往法蘭西公學院，親自確認投影設備安
裝無誤。然而就在途中，巴特被一輛小
貨車撞倒，該場演講就此打住。四十年
後，重新結合這堂專題討論課的筆記、
巴特關於普魯斯特的講稿和資料，讓遺
憾得以被平復：巴特對於普魯斯特研
究的貢獻終於見世，讓所有人對後者有
了新的解讀，也讓普魯斯特著作的現代
性被發現。

Irène Frain
一個有深度、有理
念的故事，讓人省思
沉默的壓力與重擔。

9782021449426 | 2020 | 400 pages
14,5x22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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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伊蓮．弗櫻（Irène Frain）得知姊姊
的死訊，已經是七十九歲的姊姊在她獨
棟的家中被襲擊的七個星期後了。作者
用深沉卻清晰的筆觸為自己深愛的姊姊
描繪肖像，同時不斷要求警方積極辦
案追緝兇手。從字裡行間我們看見一
位執著於追求真相，既脆弱又堅強的女
性作家。
9782021455885 | 2020 | 256 pages
14x20,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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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vivre : Chroniques en passant

文學

生命咖啡

人文社會科學

疲勞的歷史

行旅札記

Chantal Thomas
一本切合今時今
日的重要參考書籍。

Histoire de la fatigue :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藉由
專欄文學的形式探索旅行時，不論是舊
地重遊或初訪的發現，那種既陌生又熟
悉的感覺。她重現咖啡廳的魔力，像是
紐約的Café Orlin和Café Nerval，或者京
都的Bon Bon Café和Café Vivre。她描寫
這種面對一片景色或一件藝術品，身在
他方的感觸，彷彿有點像繞行於自己的
軌道上一般。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七千五百冊
9782021451740 | 2020 | 208 pages | 14x20,5 cm | 17.00 €

從中古世紀到今日

Georges Vigarello
疲勞的歷史其實
是多元而非單一的，
反映出人類生活或說
生存方式的深層蛻
變，也是人們如何感
知並且賦予世界意
義的方式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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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疲勞的症候大家似乎都很清楚：
生理不適、精神磨難、各種無力感。
疲勞已然落戶人類生活中，而我們對於
疲勞的觀感也不斷演變，出現新的詞彙
（過勞、壓力、倦怠、心理負擔），發
現新的症狀，隨著對身體概念的改變，
也出現對於疲勞的新解釋。疲勞的形式
也與時俱進：從騎士大受崇敬的耐力，
轉為銀行家的勞碌感、勞動階級的筋疲
力盡……而現今服務業和數位的世代，
疲勞的呈現方式變得更為無聲、更不易
察覺。人們夢想著擁有更多的自主性，
挫折感亦伴隨而生，似乎讓所有人隨時
隨地都被壟罩在疲勞的陰影下。
9782021291919 | 2020 | 480 pages | 15,3x24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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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o Heliczer : L’arme du rêve

文學

皮耶羅．赫力澤：
把夢當作武器

Patrick Bard
一般來說，傳記文
學有其規則要遵
守。然而，要為皮耶
羅．赫力澤（Piero
Heliczer）寫傳卻無
法循規蹈矩，因為
他一生都在創造自己
的現實。也因此，
他的一生都是假的，
也都是真的。

皮耶羅．赫力澤是二十世紀後半
段，美國重要的詩人、印刷商、出
版商，是文字的苦行僧、主張應廢
除大寫字體，他同時是威廉．柏洛茲
（William Burroughs）、葛列格里．柯
索（Gregory Corso）和艾倫．金斯堡
（Allen Ginsberg）的文學同路人，也
是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姪
女詩人奧莉薇．德．豪樂薇（Olivia de
Haulleville）的情人，他拍攝實驗電影，
啟發了安迪．沃荷（Andy Warhol ），是
多媒體表演的發明人、音樂人、甚至是
「地下絲絨搖滾樂團」被遺忘的共同創
辦人之一。最後，他是「垮掉的一代文
學運動」的領袖之一，也是五〇年代巴
黎文壇的佼佼者，是天使般的流浪漢、
異想天開又有精神分裂症，更是紐約地
下文化的支柱。

Traduction et violence

文學

翻譯與暴力
當即時翻譯軟體可能導致少數民族語
言被強勢語言所主宰、甚至輾壓毀滅，
翻譯其實得面臨一場人類學上的
大變異。蒂芬．薩摩優（Tiphaine
Samoyault）深入探討進行文字轉化背
後付出的實際代價。
9782021451788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18.00 €

Tiphaine Samoyault
一本探討他者之
不可分割性以及翻譯
作為強制暴力的思
考論述書。

9782021087758 | 2020 | 432 pages
14,5x22 cm |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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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velle histoire
de la danse en Occident :
De la Préhistoire à nos jours

人文社會科學

西方世
界舞蹈新史

Laura Cappelle
Collectif
一本舞蹈愛好者、
職業舞者和舞蹈老
師必讀的巨作。

身體的邏輯
身體有歷史嗎？為何莫里哀要嘲笑醫
生這個行業？精液是怎麼產生的？
緊張是一種病嗎？讓．斯塔羅賓斯基
（Jean Starobinski）在本書中用醫學史
調查的角度試圖回答如上述這類令人訝
異的問題。事實上，身體有他自己的邏
輯，和大腦的理性邏輯不同。本書由馬
丁．略夫（Martin Rueff）編輯並寫序。

從史前時代到今日
蘿拉．卡貝樂（Laura Cappelle）集合
了法國以至於全世界所有最好的西洋舞
蹈專家，讓本書呈現出前所未從古到今
的舞蹈全貌。這樣的旅程凸顯出技巧與
實務上的多元（從古典舞蹈至嘻哈的建
構）。書中的舞蹈有古典美的，也有
狂放不羈的，有富含政治意義的，也有
純美學的，而各種肢體技巧也交織在一
起，從高舉到抓地，從極簡風到炫技，
從職業化到業餘創意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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