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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亞米(共六冊)
青少文學

Élisa Villebrun
Victorine Schwebach
開學的時候，
納坦發現了一個名
叫漢娜的怪異女孩出
現在自己的夢境裡。
究竟有什麼秘密呢？

Yamay (Tome 1) : Le monde des reflets

青少文學

亞米（一）
鏡像世界
納坦被迫跟隨他的外交官父親，心不
甘情不願地回到了法國。他在課堂上，
發現了一個神秘的女孩漢娜，無緣無故
地出現在納坦的夢中。他們夢中相遇的
那座神祕的監獄，到底是哪裡？為什麼
夢境和現實混在一起？納坦和漢娜將一
點一滴認識亞米，和他的世界，最終，
將帶領他們面對自己的命運。
FIND OUT MORE
> 象牙海岸已售出一千兩百冊
> 象牙海岸法國文化協會選書及
艾比尚國際書展推薦書目
9782365873284 | 2019 | 480 pages | 14,8x21 cm | 20.00 €

Gwenaëlle Lebrun
Héléna Nondier
以趣味的方式
講述六個冒險故事，
探索神話世界。

Si l'antiquité m'était contée

古代向
我娓娓道來
六個關於最深植人心的希臘羅馬神話
的真實敘事，來自雅典的著名工匠代達
洛斯、傑森與著名的金羊毛，以及赫克
力士的十二項成就。這本書將帶領讀者
進入六個奇幻世界的中心，上一堂人生
的課。 你知道伊卡洛斯是因為不聽話
才死的嗎？你是否想過，以一片真心幫
助傑森的美狄亞竟遭背叛呢？你知道尤
利西斯進入特洛伊城並改變世界歷史的
時後，有多麼狡猾嗎？一系列的冒險故
事，將以有趣的方式讓你發現古代世界
的奧妙歷史。
FIND OUT MORE
> 法國國中一年級指定書目
9782917642597 | 2012 | 100 pages | 14,8x 21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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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青少文學

Emmanuelle Berny Laleye
Léa Olbinski
這本精緻的小說讓
我們發現了另一
個文化，兩個非洲兒
童的日常，和他
們的生活將如何被
書本所徹底改變！

A l'ombre du grand flamboyant

童書

在鳳凰
木的樹蔭下
每天晚上，阿菲喜歡在祖屋房前偌大的
鳳凰木的樹蔭下，把他一整天的經歷告
訴弟弟科喬。有天，一個行動圖書館來
到他們的小村莊，他們萬萬想不到，這
將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巨大的改變，
他們發現自己去到離家千里的地方，遠
超過他們的想像。
FIND OUT MORE
> 單月售出兩千五百冊
> 瑞士、比利時、塞內加爾單
月售出一千六百冊
> 2020年書籍戰爭大獎入圍及決選名單

Comment le maïs est apparu sur terre ?

玉米是
怎麼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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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365872966 | 2018 | 32 pages | 24x25 cm | 18.00 €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鼻子和玉米芯之間有
什麼關聯？

9782365873543 | 2020 | 144 pages | 14,8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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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青少文學

Cécile Lebrun
Jude Lepro
在石頭雕像的秘密世
界中，人類將走上一
場艱鉅的冒險旅程。

La parole de pierre

青少文學

石頭雕像的話
圖勒市發生了許多不尋常的事件：居
民神秘地消失了。大家人心惶惶，德蘭
專員奮力辦案。這些失踪案的幕後主使
者是誰？一個孤獨而愛幻想的少女克拉
拉，在廣場上散步時，與一尊神秘的雕
像成為朋友，這尊雕像跟她透漏了一個
秘密。克拉拉在朋友拉斐爾的幫助下，
能否成功解決一直發生失蹤案的黑暗謎
團？她能擺脫詛咒，安然度過這些危
機嗎？這本小說將我們進入石頭的神秘
世界，深入歷史核心，搭上一趟驚心動
魄的人類冒險列車。

Hélène Gloria
Laurence Schluth
一只胸針，將動搖整
個家庭的日常生活。

FIND OUT MORE
> 巴黎奧利機場文學獎童書決選名單
9782917642603 | 2013 | 144 pages | 14,8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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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oiture du président

總統的座車
馬克斯瘋狂著迷蒐集七〇年代的物品。
有一天晚上，他與妻子鬧得不愉快，回
到了自己的DS車上，這是他在拍賣會
場上買來的。當時為了讓太太接受這台
車，他到處跟人說這是法國前總統的座
車。很快，這輛車就變成了家裡兩個女
兒阿黛爾和路易絲的遊樂場。在一天吵
架之後，她們在車子裡發現了一枚非常
特別的胸針。這個發現將會動搖整個家
庭的日常生活，陷入了一次曲折的荒誕
冒險中。
FIND OUT MORE
> 英國作家獎決選名單
9782365872225 | 2016 | 136 pages | 14,8x21 cm | 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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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青少文學

Élodie Pierron
單純的搬家，
怎麼讓小女孩的生
活急轉直下，像地
獄般痛苦不堪呢？

Enfance volée

青少文學

被偷走的童年

躲在帳篷
裡的熊

伊洛迪七歲的時候，生活發生了巨大的
改變。為什麼單純的搬個家會變成小女
孩地獄生活的開始？她的父母為什麼不
來幫她？整個年少時期，她都生活在恐
懼和憤怒當中，完全無法擺脫夢魘。但
一些美好的邂逅，讓她度過了少數輕鬆
快樂的時光。這個動人的生活故事，見
證了某些兒童的日常生活，這些兒童遭
到成年人的暴力侵害，太快長大，以致
於完全沒有童年可言。
FIND OUT MORE
> 獨立心理學家協會選書
9782365871815 | 2014 | 288 pages | 14,8x21 cm | 18.00 €

Rififi sous la tente,
un ours peut en cacher un autre

J Louis Jouanneaud
Katia Humbert
你覺得一頭在露營
區亂逛的熊，只是為
了要翻垃圾桶嗎？

放假去露營，真是太棒了！住在城市
裡的寵物，到達山中的度假勝地時，興
奮不已。他們夢想著呼吸新鮮空氣、睡
午覺、隨時進食、無所事事。但事與願
違啊，因為一頭據說巨大的熊在營地內
大搞破壞。在貓羅拉的幫助下，犬洛克
著手進行調查：他懷疑案情並不如看起
來那樣單純，真相是什麼呢？真是熊闖
的禍嗎？還是其他東西？一個短篇偵
探故事，充滿可愛、有趣和勇猛的寵物
英雄，曲折精彩。
FIND OUT MORE
> 書評「三十二本被忽略的書」推薦書目
9782365873505 | 2020 | 144 pages | 14,8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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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童書

Tout ça pour quelques grains de sel

青少文學

都是為了
幾粒鹽

阿爾巴尼亞
的混混、
流氓和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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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FIND OUT MORE
> 收錄於2020年喬治亞小狐狸
旅遊書(Le Petit futé)

Jean-Marie Charron

9782365872690 | 2017 | 40 pages | 24x25 cm | 18.00 €

一個老實人為何忘了
自己使命的初衷。

Embrouilles, fripouilles et cie …
en Albanie

睜大眼睛，仔細觀察
我們周圍的世界。

洛倫的雙胞胎妹妹艾爾莎被綁架了，
他焦急地踏上了一趟瘋狂的追逐，穿越
阿爾巴尼亞，義大利和法國。儘管不願
意，他仍必須與人口販子打交道。他能
否成功找到自己的妹妹，不被黑手黨爪
牙和他們的頭子發現，並且躲過一路上
數不清的陷阱和危險呢？這是一本完全
貼合時事的小說，讓我們更加了解每天
在新聞中聽到的各種人口販運問題。
邀請讀者們睜大眼睛，仔細審視我們的
世界。
FIND OUT MORE
> 收錄於2020年阿爾巴尼亞小狐狸
旅遊書(Le Petit futé)
9782365872638 | 2017 | 112 pages | 14,8x21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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