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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Tout le monde n'a pas eu la chance
de rater ses études : Comment
devenir libre, vivre à fond
et réussir en dehors du système

Je me soigne avec les mésonutriments :
Oméga 3, coenzyme Q10, flavonoïdes… :
les molécules naturelles
100 % efficaces pour votre santé

醫學

不是每一個
人都有幸輟學

中型營養素
自療法

OMEGA-3、輔酶Q10、
類黃酮…：對健康100%
有益的天然分子

如何走出框框，
得到自由、活得多
采多姿又成功
Olivier Roland
在體制外自由、
成功又盡情生活
的關鍵！

寫給那些想要擺脫上班、下班、睡覺千篇一
律的生活，得到自由、活得多采多姿又成功
的人。提供實際可行的方法幫助你達成目
的。作者同時指出當前教育體系可能妨礙
個人成長，並給予建議以最低的風險創業，
避免人生觸礁。本書提出三條必勝原則成為
聰明的叛逆者：正向懷疑主義、尋找替代方
案、帕累托八二法則。如何一邊提升自我
技能同時快樂學習、如何增進IQ、EQ和專
注力。書中並舉實際案例，讓你在創業時可
以參考。

Anne Dufour
Catherine Dupin
Raphaël Gruman
中型營養素革命。

Alisio | 9782379350313 | 2019 | 587 pages | 16,50x23 cm
| 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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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藉由二十個問與答介紹中型營養素：
它們是什麼？怎麼攝取？益生菌是不是中
型營養素？煮食是否會破壞它們？…此外亦
解說十八種對最有益健康的中型營養素：花
青素、輔酶Q10、薑黃素…以及從哪些食物
攝取。杏桃、朝鮮薊、甜菜、蜂蜜、核桃、
蛋…等七十五種常見食物，以及它們含有的
主要中型營養素。怎樣烹煮最能得到其功
效？書中也針對從青春痘到嘔吐等諸多疑難
雜症，由營養師提出一百個「處方」，全都
是他平常建議求診者攝取的。在七天內靠著
中型營養素菜單讓你回到頂尖狀態。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137 | 2020 | 394 pages |
15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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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9 mois pour broder les indispensables
de bébé : 20 Projets dans l'air du temps
pour équiper bébé

休閒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九個月縫出寶
寶需要的一切

二十個正夯的縫紉計畫

Sarah Despoisse
為寶寶發揮創意。

懷孕期間時光彷彿慢了下來，適合讓妳
發揮創意。該是時候動動手，讓身體休
息並準備寶寶的到來。能夠自己縫出寶
寶裝，多快樂呀！
L'Inédite | 9782350323831 | 2020 | 102 pages
21,5x28,5 cm | 23.00 €

Sophie Carquain
弗朗索瓦絲．
多爾托（Françoise
Dolto）曾說：
「什麼都可以談…
重點是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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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quel minus !

冠狀病毒：
好個掃興討人
厭的東西！
十個說給五到十歲小朋友的故事，解除
他們面對冠狀病毒、隔離封城和其他疫
情造成的日常生活改變時的焦慮。提供
家長許多有用的建議，讓他們用影像化
的、詩意的方法和孩子們談話，減輕小
朋友的擔憂與害怕。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9360 | 2020 | 160 pages
13x18 cm | 1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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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Activez vos talents :
Ils peuvent changer le monde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啟動你的天賦

如果冥想正是
解決之道？

改變全世界！

回應青少年
的需求和慾望

一本啟動天賦的指南，讓你成為改變
的力量！
Alisio | 9782379351075 | 2020 | 518 pages
14,5x22,5 cm | 25.00 €

Mathieur Dardaillon
啟動每個人的天賦，
讓你成為改變
的力量！

Et si la méditation était la solution ? :
Répondre aux besoins et desires des ados

Mathieu Brégégère
如何讓青少年
心平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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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首先介紹馬修的個人經歷，像是他
如何第一次接觸冥想，以及他跟不同學
校攜手進行的各種計畫。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493 | 2020 | 186 pages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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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Aude Becquart
幫助你的
孩子睡得更好

La méthode chrono-dodo

孩童秒睡法
作者發現許多父母花費非常多心力試圖
陪伴孩童入睡，然而卻全然不得其門而
入，甚至因小朋友的睡眠問題而產生罪
咎感。其實別忘了，上床睡覺首先是一
種「分離」。因此，即便使用的方法是
善意而令孩童安心的，如果養成一些無
益於睡眠品質的習慣，反而容易引起孩
童用哭鬧來表示反對。在本書中，她釐
清孩童與家長所表達出來的情緒，並說
明該如何陪伴孩子入睡的關鍵。家長可
以依個別狀況調整所有的方法。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4655 | 2019 | 223 pages
15x21 cm | 17.00 €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Les constellations familiales :
Se libérer de son histoire,
accuiellir son présent

家庭系
統排列療法

如何從自己的過
去解脫，迎接當下
Jean-Christophe Benas
克服家族能量
瓶頸的強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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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探索自己的過去，讓自己解脫並找
到正確的角色位置。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656 | 2020 | 192 pages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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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Couture maison durable :
20 projets zéro déchet pour remplacer
les objets jetables du quotidien

休閒

Si j'avais su ! :
L'osthéopathie au service des femmes

醫學

早知道！

居家縫
紉做環保

專為女性設
計的整骨療法

二十個縫紉計畫取
代家中的拋棄式物品
Sarah Despoisse
自己縫出日常用品。

創意製品：側背袋、束口布袋、蛋糕提
袋、保鮮布蓋、點心布袋、卸妝布、肥
皂袋、碎布製的花冠吊飾、小毯方巾、
布製花束…
L'Inédite | 9782350323848 | 2020 | 93 pages
22x22 cm | 19.00 €

介紹整骨療法並佐以患者見證，說明
該療法能為女性解決各種生理問題，
包括：不孕、更年期、懷孕、孕後護
理等。

Catherine Rybus
一種越來越受
歡迎的徒手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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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608 | 2020 | 226 pages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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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Les 4 sagesses du yoga :
Trouvez votre trésor intérieur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瑜珈的
四大智慧

用心理調節找
回心理平衡

找到深藏心底的寶藏

Stéphane Ayrault
讓瑜珈的智
慧融入你的生活

史蒂芬．艾羅（Stéphane Ayrault）在本書中
分享瑜珈的四大智慧，讓我們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達到內心平和。他讓讀者知道瑜珈不
只是拜日式或其他體位，而是一種當代性十
足的靈修方式，幫助我們快樂並找到內在的
寶藏。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953 | 2020 | 253 pages
15x21 cm | 17.00 €

Trouvez votre équilibre émotionnel
avec la Sophrologie : Stress, anxieté,
épuisement… 20 pratiques inédites
pour éviter que ça déborde

壓力、焦慮、疲勞…
二十個避免崩潰的方法
Catherine Aliotta
發現心理調
節的神奇力量。

一天當中，我們的情緒都不斷在變：從開心
到生氣、傷心到害怕，每一種情緒都是真實
的，就連負面情緒也是。然而，當情緒潰堤
的時候，該怎麼辦？這時候心裡調節或許是
找回平靜最自然的方法。在書中凱特琳．艾
瑠塔（Catherine Aliotta）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重點解說情緒的機制，以及情緒對我們身
體的影響。她在書中提供一個測驗讓讀者知
道自己的情緒模式：如此一來就能了解自己
如何面對情緒，也才能在自己被情緒淹沒之
前，先一步接納它們。接著，作者教導一系
列放鬆動作和視覺化練習，讓你重拾平靜狀
態。配有豐富插圖，是與情緒共處、找回優
遊自在不可或缺的最佳拍檔。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486 | 2020 | 223 pages |
15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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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Secrets de guérisseuse :
Renouer avec les pouvoirs
extraordinaires de votre energie

Ma Bible des huiles essentielles

醫學

精油聖經

療癒的秘密

所有最新、最專門的精油知識，用最簡
單、方便的方式呈現給大眾！針對每一
個問題，讀者將找到知名的配方，以及
許多快速有效的精油療法。獨一無二、
方便好用的精油聖經！目標是讓所有人
都擁有足夠的知識，在家中就可以運用
神奇的精油。不可不讀！

重新連結內在不可
思議的力量

Lila Rhiyourhi
善用磁場療癒自己，
預防疾病。

自遠古以來全球各地代代相傳著各種動
作、祈禱、咒語可以減緩疼痛、治療扭
傷或和緩燒燙傷。多年來這樣的傳承都
是秘密進行的，彷彿說出來就不靈了。
事到如今，該是時候讓人人都成為療癒
者，幫助我們的朋友和家人，讓相關知
識可以分享給多數人而不僅限於少數幸
運者。該是時候跟所有人分享這些資
訊、祈禱和有效的療法。

Danièle Festy
非讀不可經典，
二〇〇七年以來熱
賣長銷！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6758 | 2020 | 277 pages
15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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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
義大利文 、葡萄牙文、俄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百二十萬冊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0046 | 2008 | 552 pages
19x23 cm | 2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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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Les huiles essentielles qui soignent

醫學

精油芳療

Anne Dufour
最平易近人的芳
香療法指南。

妳剛開始學芳療？妳想知道用那些精
油最不會錯？想知道精油如何稀釋、
調配、用幾次、怎麼用？請看這本專為
初學者撰寫的精油指南。書中詳列二十
七種舒服、美容、有益健康且毫無風險
的精油雙頁介紹，每種精油另有一頁附
美麗照片的重點整理，介紹植物本身和
用法，以及孩童使用或禁忌症的注意事
項。此外也針對六十七種狀況（過敏、
氣喘、橘皮組織、關節疼痛…）提供超
級簡單的療法。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6499 | 2020 | 192 pages
19x24 cm | 14.90 €

La vie rêvée des chaussettes orphelines

文學

落單襪子的
美夢人生
表面上愛麗絲過得很好：喜歡單身生
活，活躍於紐約金融界，還有一間看得
到中央公園的超大公寓。然而，她卻有
個埋藏在心底深處，連自己都快要可以
假裝忘掉的秘密。

Marie Vareille
一位堅強女性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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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德文、捷克文
Charleston | 9782368124727 | 2019 | 399 pages
14,5x23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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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Histoires du soir pour les adultes
qui ont peur du noir : Des histoires
méditatives pour le bien -être psychique

個人發展/心靈成長

說給怕黑的大
人的床邊故事

讓天使協助你
實現自我

誰說只有小朋友可以聽故事睡覺？大人
在經歷了一天的勞累後也該享有這段讓
他們放鬆的溫馨時刻。

在一次車禍後，維吉妮．羅伯（Virginie
Robert）突然可以聽得別人聽不到的
聲音。從此揭開了她傾聽天使們珍貴訊
息與教誨的時光。在本書中，這位天使
療癒專家首次選擇在不違逆上天指示的
原則下，分享她學到的東西。

引人省思、
療癒心靈的故事
Anne-Charlotte Sangam
適合睡前閱讀的
療癒故事。

Se réaliser grâce aux anges :
Accueillir leurs messages
pour retrouver sa lumière intérieure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731 | 2020 | 127 pages
17x22 cm | 14.90 €

接受天使的訊息，
找回內在的光芒
Virginie Robert
與你的守護天
使對話。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632 | 2020 | 173 pages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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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

Pas besoin d'être souple pour faire du
yoga

Le jardin de l'oubli

文學

遺忘花園

身體硬梆梆，
照樣做瑜珈

Catherine Millepied-flori
身體僵硬也可以
練的瑜珈。

一本適合所有人（包括筋骨較硬者）的
瑜珈教材，書中有五十個基本體位和詳
細說明的十二堂練習。作者將提供建議
告訴你如何旋轉關節、運用不同型態的
哈達瑜珈（墊上、坐姿、站姿、瑜珈球
或彈力帶）並且了解能量穴位。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882 | 2020 | 206 pages
15x21 cm | 17.90 €

Clarisse Sabard
家族秘密、歷史、
堅強的女性角色……
所有成功小說的元素
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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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〇年。年輕的艾嘉德，在她受雇
負責燙衣的別墅中，認識了美麗的舞星
歐德羅。兩人相遇就此扭轉了彼此的一
生，從此，她們倆的命運被一個沉重的
秘密繫在一起。一個世紀後，剛剛走出
憂鬱症陰霾的記者芙絲汀，來到尼斯近
郊想要寫一篇關於一戰前夕美好年代的
報導。她的姨婆於是跟她說了她們非比
尋常的祖先艾嘉德的故事。在深入探索
自己家族秘密的同時，芙絲汀不禁懷疑
起未來。個性陰沉又神秘的賽巴斯強出
現也讓一切變得更複雜。
Charleston | 9782368121870 | 2018 | 430 pages
14,5x23 cm | 19.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