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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 gingembres

Christophe Perruchas
作者的第一部小說，
讓讀者彷彿看見一
位性騷擾的加害者是
如何終於被 #MeToo
浪潮給追上。

Paris, mille vies

七片薑

千面巴黎

他的名字是安東尼．S，四十三歲，在一間廣
告公司擔任高階主管。有一天一位勞動稽查
員前來調查一名女員工自殺未遂事件，他以
為這種調查程序根本不會帶來什麼影響，事
件終將平息。他要做的就是一如往常：切割
訊息、將訊息瑣碎化。這是他最擅長的事：
在狀況與狀況之間架設屏幕，就像日本料理
利用薑片把前後兩道菜味道區隔開一樣。小
說中一連串迅速切換的場景，描繪的是這名
男子撞上世界末日粉身碎骨的過程。

在這座看著自己出生成長的城市中，已有千
千萬萬生命在此活過，作者也在此創作了許
多小說人物。跟隨一個四處遊蕩的影子，在
出奇空蕩的夜巴黎漫步，回想著一些或近或
遠的歷史場景，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存在，
以及一些為他帶來啟發的人物：維永、雨
果、阿爾托。

Rouergue | 9782812619878 | 2020 | 224 pages
14x20,5 cm | 19.00 €

國外版權 Nathalie Alliel : nathalie.alliel@actes-sud,fr

Laurent Gaudé

Actes Sud | 9782330140830 | 2020 | 96 pages
10×19 cm | 11.80 €

一本將自身經歷虛
構化、奇幻化，構
成詩意敘事，探討
不在的人在我們
心中分量的書。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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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grand vertige

Le Bon, la Brute et le Renard

天旋地轉

Pierre Ducrozet
作者將對抗全球暖
化的奮鬥化為故事，
藉以探討二十一世紀
人類繼續居住在地球
上的最好方法。

亞當．多比亞（Adam Thobias）是環保主
義的先驅，他接受委任統領「氣候變遷國
際委員會」。於是，他創立了由科學家、率
性而為者、專家和旅行家等，不按牌理出牌
的人組成的獨立平行組織，「鐵拉馬庫斯網
絡」 。然後，他指派這群幹員到南太平洋、
緬甸叢林、瑪瑙斯和莫斯科等地進行秘密任
務。從他們的報告中逐漸顯示出地球已經在
發燒，腦電圖簡直一團亂，這時作者卻暗地
裡設計出一個創新又或可替代現行體制的全
新生命共同體藍圖。
Actes Sud | 9782330139261 | 2020 | 368 pages
11,5x21,7 cm | 20.50 €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好人、
蠻漢與狐狸

Christian Garcin
克里斯汀．賈興
（Christian Garcin）
在本書中運用了讓人
出乎意料的鏡像手
法，發明了道教式的
公路旅行。字裡行間
情描淡寫地探索著現
實存在的根基。問題
是：哪一個現實？

三個中國人在加州的沙漠中找尋其中一人的
女兒，後者已經一個月音訊全無。在他們漫
長的搜索期間，多次遇上一對美國警察搭檔
在找尋另一位失蹤者……。另一方面，一位
中國記者兼黑色小說家也在巴黎和馬賽兩地
半信半疑地在找老闆的女兒。究竟這許多人
之間有著什麼謎樣的關係？
Actes Sud | 9782330135218 | 2020 | 336 pages
11,5x21,7 cm | 21.50 €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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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etit polémiste

Le Banquet annuel
de la Confrérie des fossoyeurs

小小辯論家

掘墓人兄弟會
的年度晚宴

亞蘭．宮朗是位得到政府認證，且深受年輕
人歡迎的電視名嘴。正當他一帆風順之際，
卻突然在一個無關緊要的晚宴上，突然說出
一句沒水準又無謂的性別歧視話語。是太無
聊？酒喝多了？還是人品不佳？喜歡挑釁？
沒有人能為他找到合理的藉口。在這個政治
正確的世界中，他所犯的錯足以讓這位二十
一世紀的巴托比（Bartleby，美國小說人物）
陷入卡夫卡式的煉獄之中。

Ilan Duran Cohen
伊郎．杜杭．科恩
（Ilan Duran Cohen）
的最新小說既有趣
又讓人提心吊膽，
溫和詼諧卻又有強
硬的副作用。

Actes Sud | 9782330135256 | 2020 | 272 pages
11,5x21,7 cm | 19.00 €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一位人類學系的研究生，為了撰寫論文
「二十一世紀的鄉村生活」來到普瓦捷沼澤
旁的一個虛構小村莊定居，他在那裏觀察當
地居民有特色的風土民情，頭一個不能錯過
浮誇有趣的殯葬禮儀社老闆兼市長先生。

Mathias Enard

Actes Sud | 9782330135508 | 2020 | 432 pages
14,5x24 cm | 22.50 €

以《羅盤（Boussole）
一書獲得龔古爾文學
獎的馬蒂亞斯．艾那爾
德（Mathias Enard） ，
在本書中回歸描繪
法國鄉土，探索故鄉
普瓦圖的魅力，找出
在地庶民文化精髓，
筆觸幽默詼諧。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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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irer

Lola Lafon

Entre fauves

沉淪

獵與被獵

1984年，克蕾歐十三歲。她在街上遇到一名
女性告訴她可以參加比賽，角逐「銀河基金
會」發給的獎學金。這當然是克蕾歐實現舞
者夢想的機會。然而她卻不知道自己已經掉
入陷阱，甚至還連累到幾位國中同學。時間
來到2019年，基金會的秘密檔案在網路上被
發現，警察開始找尋那些曾經受騙以為可以
得到資助，卻被人蛇集團賣給有錢有勢者的
被害少女。已經成年而且舞蹈事業順遂的克
蕾歐，頓時驚覺黑暗的過去已找上自己。

馬丁是庇里牛斯山脈國家公園的管理員。
他主要負責追蹤園內僅存幾隻熊的蹤跡。
然而，這一年半多以來，這片森林中唯一還
有庇里牛斯原生熊血統的「小肉桂」，卻毫
不見蹤影。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馬丁越來
越相信小肉桂已被獵人捕殺。於是，當他無
意看見一張照片，有個年輕女人手中拿著獵
弓站在一具獅子屍體前時，他下定決心要找
到這女人讓她接受輿論公審。

Colin Niel

FIND OUT MORE

蘿拉．拉馮（Lola
Lafon）在本書中描
繪一位複雜卻動人的
年輕女舞者，探討
「共犯」的概念，
與獲得原諒的可能。

> 2020 朗德諾讀者獎
Actes Sud | 9782330139346 | 2020 | 352 pages
11,5x21,7 cm | 19.50 €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殘酷的劇情中，
沒人能區分究竟誰
是獵人，誰又是
獵物？

Rouergue | 9782812620683 | 2020 | 352 pages
14x20,5 cm | 21.00 €

國外版權 Nathalie Alliel : nathalie.alliel@actes-su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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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timité

Beyrouth 2020 :
Journal d'un effondrement

親暱

Alice Ferney
一本會改變讀
者的書。

一名信奉女性主義的獨身女書商，決定不生
孩子；一個單親爸，在找新伴侶；還有一位
老師，以身為獨立女性為傲，卻上交友網站
報名。藉由揭露筆下人物的慾望、恐懼和抉
擇，愛麗絲．費內（Alice Ferney）彷彿指揮
著一首介於哲學對話和當代風土喜劇的多聲
部曲子。《親暱》這本小說檢視一個不斷推
展自然的極限，並且挑戰道德界線的當代社
會。愛麗絲．費內是位講究細節的作家，對
於愛情占有慾的細微巧妙機制，有著幾近癡
迷的執著。她沒有在書中提出任何簡單敷衍
的答案，但以本書達到技藝的巔峰，帶領讀
者對女性肚子進行究極思考。
Actes Sud | 9782330139308 | 2020 | 368 pages
14,5x24 cm | 22.00 €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貝魯特 2020
一場崩解的日誌

Charif Majdalani
貝魯特港口大爆炸
與災後復振的見證，
描繪一座遭受自身殘
酷歷史震撼的城市，
以及許多「灰飛
煙滅」的人生。

2020年夏初，住在因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
而蕭條的黎巴嫩，作者沙里夫．馬達拉尼
（Charif Majdalani）決定開始寫日誌，想為
這可怕且令人不知所措的時期作見證。原本
闡述「悶」與「崩潰」的日誌，在八月四日
貝魯特港口大爆炸後遭遇大轉變。從此，
日誌變成記錄這場大災難與災後復振的故
事，描繪這座受到殘酷歷史震撼的城市，
以及許多「灰飛煙滅」的人生。
Actes Sud | 9782330143695 | 2020 | 160 pages
11,5x21,7 cm | 16.80 €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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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uran

鈴蘭花

Aki Shimazaki
島崎あき
（Aki Shimazaki）
全新系列小說的第
一冊。

在靠近日本海的一個小城鎮中，住著杏子，
一位獨力扶養兒子的年輕女陶藝家。離了
婚、獨立又無比溫和的她，似乎完全不受
生活滄桑的侵蝕。其實，她的秘訣就在於
對陶藝的熱愛。這時，她那單身猶如一隻
花蝴蝶的姊姊突然宣布自己訂婚了。儘管夾
在姊姊、年事漸高的雙親、前夫和（充滿魅
力的）未來姊夫之間，杏子卻依然低調、靈
巧又有決心地生活著。作者非常擅長以極簡
的筆觸描繪家庭長河，以含蓄的口吻暗示波
濤洶湧的情感。
Actes Sud | 9782330129460 | 2020 | 168 pages
10×19 cm | 15.00 €

國外版權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出口業務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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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e Chattam
揉雜犯罪小說和奇
幻風格，講述阿爾
卑斯山的密室恐怖事
件，懸疑的情節讓
你看到停不下來、
喘不過氣！

Albin Michel www.albin-michel.fr

L’Illusion

Les aérostats

幻影

浮空器

三十多歲的雨果是巴黎人，他很想躲到大
自然裡。有天，他看到一張廣告，徵求夏
天滑雪場的小弟。真是個好機會，不過瑟
貢谷真是個小到不行的地方，在阿爾卑斯
山雲深不知處，沒什麼客人，那裡的氣氛
也很怪，一切似乎都跟滑雪場老闆有關。
傳言道老闆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魔術師，
四十多年前卻悄悄引退。這人從來沒有
現身過，雨果只有一次在重重暗影中的短
暫偏見疑似老闆的黑影。而當有天他在四
處巡視時，竟發現了一具屍體，而且還是
以某種宗教儀式式的被害。越深入這個
遺世獨立之地，雨果發現了越多令人不安
的秘密。其實這已經不是滑雪場的第一起
謀殺案，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莫名消失…

安格是個老氣橫秋的布魯塞爾哲學系大
學生。有天他看到一則徵人啟事，在應徵成
功後，他開始給一名有閱讀障礙的16歲高中
生"皮"上文學課。兩人的相遇幫助彼此在人生
路上跨越重重困難，一起向前走。
9782226454089 | 2020 | 180 pages | 13x20 cm | 17.90 €

Amélie Nothomb
青春是種才華，
需要多年的時間才
學得會。

9782226319500 | 2020 | 550 pages
15,5x22,5 cm | 22.90 €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5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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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Albin Michel www.albin-michel.fr

Albin Michel www.albin-michel.fr

On ne touche pas

Ketty Rouf
我的夜生活比起白天
生活更加精彩萬分！

La planète des chats

請勿觸摸

貓星球

喬瑟芬在德朗西一所高中教哲學。她的人
生周旋於教師辦公室抽屜裡治焦慮症及心
悸的藥物之間。她實在受不了教育部的蠢
規定：「不能讓學生覺得學習困難。」，
但她仍順從這個規定，只給學生出選擇題，
選擇題只有三個選項，閱卷也只用綠色原子
筆畫註記，因為紅色會給學生帶來創傷…
就這樣吧。直到有一天她推開香榭麗舍大
道上一家脫衣舞夜總會的門，她的人生從
此大大翻轉。在那裡，她學到夜生活的規
矩，得到友情，也學到喜愛男人的慾望，
這一切帶給她力量，讓她找回自己。於是，
夜晚的她成了一名脫衣舞孃，而白天的她繼
續在學校教書。但這個情況在某天晚上有了
變化，她在夜總會遇到了一個自己的學生…

人類文明崩潰之後，貓聯合了人類和好幾種
動物，都無法抵抗老鼠入侵歐洲。人、貓、
動物們拼湊組成的團隊由一隻名為芭斯特的
貓帶領，一起前往紐約。但到了應許之地，
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災難：自由女神像爬滿
了老鼠，人類也消失不見。幸好，還有一小
隊美國人撤守到幾棟建築物，他們迎接了芭
斯特和她的同伴們的到來。在這寶貴的庇護
所，即便芭斯特終於將她最重要的隨身碟接
上了，她仍必須想辦法重建自己的地位，因
為在這個奇怪的民主國家裡，貓並不處於統
治地位，而外面蜂擁而至的鼠群卻比從前更
強大、更有組織。人類一直以來都很難並肩
作戰，芭斯特能成功號召大家一起反攻嗎？

RIGHTS SOLD

Bernard Werber
《貓星球》是一本情
節曲折，峰迴路轉的
小說，描繪了人類的
複雜性。

9782226455857 | 2020 | 432 pages
15,5x22,5 cm | 21.90 €

英文、義大利文
9782226454102 | 2020 | 240 pages | 14x20,5 cm | 18.90 €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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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s le parapluie d’Adélaïde

Les évasions particulières

阿德萊
德的保護傘

Romain Puertolas
《我在衣櫥寫作
的日子》作者侯曼・
普耶多拉斯新作，
絕無冷場，令人驚喜
連連的偵探小說。

蘿絲・麗薇耶是個年經漂亮的女子，聖誕
節當天被勒死在M城廣場上，當時廣場上正
在舉行聖誕演出。但是，沒有人看到發生了
什麼事。唯一的目擊證據只有一張當地新聞
記者拍下的黑白照片，上面是兩隻黑色的手
掐住蘿絲的脖子。不過，當時M城中只有一
名黑人…他很快地便被逮捕，但他的指定律
師堅信他的清白，決定竭盡所能幫他洗清罪
嫌，因為很有可能有一名唯一的目擊證人，
就躲在阿德萊德的保護傘下…
9782226454171 | 2020 | 336 pages | 14x20,5 cm | 19.00 €

非凡出走

Véronique Olmi
成為女人的三
種人生。

1970年，海倫11歲，她生活在兩個世界之
間。求學時與虔誠的天主教家人住在艾克斯
普羅旺斯，假期則與叔叔嬸嬸在塞納河畔納
伊鎮共度。兩地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叔叔
嬸嬸家人間談話客氣有禮，乘船騎馬，有僕
人，穿新衣……海倫身邊圍繞著許多人，帶
領她探索這個正充滿變化的世界：她懷抱著
演員明星夢的姊姊莎賓娜，神秘的妹妹小瑪
麗特，還知道家中女人們的各種秘密，以及
她們高貴卻承受悲慘命運的母親阿涅斯。而
在女權意識逐漸抬頭的這段時期中，男人們
呢？雖然士氣略減，但仍堅守父權地位並且
起身反抗這一切。

RIGHTS SOLD
德文

9782226448071 | 2020 | 512 pages | 14x20,5 cm | 21.90 €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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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veurs de vent

飲風者

Franck Bouysse
與眾不同的世界。

黑丘位於群山之間，遺世而孤立。出生在
此地的三兄弟與妹妹，四人的羈絆緊緊相
連。馬克一直偷偷讀書，雖然爸爸禁止他
閱讀；馬堤爾能與樹木溝通；瑪貝樂美得
出奇，既有野性美又優雅；律可看起來是個
可憐的笨蛋，但可能其實是最聰明的孩子，
他能和青蛙、母鹿和鳥兒說話，幻想著自己
有天能變成牠們其中的一員。他們跟父親和
祖父從前一樣，都在暴君喬伊斯這個冷血動
物的採礦場和堤壩工作。一本傑出的寓言小
說，書寫大自然的力量以及反叛的誓言。

RIGHTS SOLD
英文

9782226452276 | 2020 | 400 pages | 14x20,5 cm | 20.90 €

國外版權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出口業務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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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goslave

Et que ne durent que les moments doux

南斯拉夫

唯願甜美時光
恆久遠

作者於一九五八年在法國出生，他在書中描
繪了父親家族從東歐到法國，緩慢而沉痛的
遷徙史，整整橫跨了兩百年的歐洲史。藉由
和前南斯拉夫（書名來由）關係密切的家族
史，作者分析歷史對一般百姓生活的影響，
從小人物的人生中找到不平凡的故事。
9782213717050 | 2020 | 560 pages
15,5x23,8 cm | 24.00 €

Thierry Beinstingel

Virginie Grimaldi

針對歐洲、歐盟概
念的有力反思。

那些轉變人生的
瞬間，那些改變命
運的邂逅。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兩個女人。一個剛誕下早產的女嬰，一個剛
送走成年的孩子迎向他們的獨立人生。一個
得學習當全職媽媽，一個得面對空巢期。維
吉妮．格里馬爾迪（Virginie Grimaldi）以無
比細膩而詼諧的筆觸描繪兩人的生活，邀請
讀者一同分享她們的喜悅與焦慮，還有她們
的回憶、夢想與希望。
9782213709840 | 2020 | 360 pages
15,3x23,5 cm | 18.50 €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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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ve-la

Tout va me manquer

救她吧

無窮無盡
的思念

亞歷西斯．勒巴即將結婚，卻突然在手機上
接到初戀情人克拉拉的消息。當她央求他幫
助自己找尋女兒，亞歷西斯不禁猶豫起來。
為什麼克拉拉不願見他？亞歷西斯陷入這段
他從未放下的過去，開始尋找這位他一無所
知的女孩，而這場調查卻領著他直墜地獄。
當真愛的距離只差按下確定鍵，夢魘其實
也在不遠處等著。

Sylvain Forge

9782213717234 | 2020 | 400 pages
13,6x21,6 cm | 17.00 €

一本關於數位科
技如何侵入我們的
生活、影響我們的世
界觀和對死亡觀點
的懸疑小說。

Juliette Adam
一則讓人暈頭轉向
的故事，解開青澀愛
戀的浪漫想法。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十九歲天才女作家的第一本小說。故事描述
兩個生活在平凡無奇小鎮上的二十出頭年輕
人，克蘿伊與艾提安，那彷彿受到命運詛咒
般的戀情。艾提安在其家族經營的玩具店工
作，是個害羞沒有自信的男孩，而克蘿伊卻
是精力旺盛的叛逆性格，容易生氣，有時粗
暴，而且總是心有千千結。他們倆的相遇即
將在彼此的生命中激發一連串的大爆炸。
9782213717449 | 2020 | 270 pages
13,5x21,7 cm | 18.00 €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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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puis mourir

Jean-Luc Bizien

Né sous une bonne étoile

然後就去死

福星高照

正當法國所有警力連續三個星期六都被動員
去警戒「黃背心示威運動」，巴黎的高級住
宅區卻接連發生多宗謀殺案。有人懷疑是瘋
子因為不滿社會不公，進而對有錢人展開報
復行動，但讓．伊夫．勒關警長並不這麼
認為。他跟他的助手派翠鳩．阿古斯汀尼，
於焉展開一場和時間賽跑的調查。

在學校，總是有好學生…...還有古斯塔夫。
他也想帶張漂亮成績單給媽媽，但拿到的總
是害媽媽被校長叫到學校的通知單。其實古
斯塔夫花在課業上的時間可能還比其他同學
多，卻偏偏讀不進去，不像他那討人厭卻總
是班上第一名的姊姊。由於他不斷被罵成是
又懶又笨的壞學生，最後自己都相信了，殊
不知貴人即將來臨，扭轉乾坤。一本幽默詼
諧、感人肺腑、全球都能引起共鳴的小說。

9782213717272 | 2020 | 342 pages
13,6x21,6 cm | 18.00 €

一本將社會訴求與個
人恩怨交織在一
起的警探小說。

Aurélie Valognes
一個人一生的好壞，
往往只在一念之間。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Mazarine | 9782863744826 | 2020 | 342 pages
13,7x21,5 cm | 18.90 €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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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e de Jacob

Dorothée Janin

Le Sourire de l'aube

雅各島

黎明的微笑

在一個不久的將來，敘事主角遇到一位青年
時期認識的女性朋友。兩人當年是在聖誕島
上認識，該島當時被澳洲拿來當作是尋求庇
護者的臨時拘留所。這次重逢讓敘事者陷入
回憶中，想起自己和一名叫做雅各的男子的
情誼。當雅各和拘留所中的一位女性交往，
也展開了毀滅崩壞的人生，同時也讓敘事
者從此不再天真。

卡蜜兒住在巴黎聖母院附近，一間頂樓的小
公寓裡。她跟女兒阿珠在險些喪命後，正在
重新學習生活、再次學會享受溫暖的時光，
以及那位即將擄獲她芳心的陌生人所送的花
所散發的芬芳。住在樓下的老人也與她們分
享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秘密，像是簡單生活的
秘訣或者活在當下的幸福。喜歡保羅．柯艾
略的讀者，一定會喜歡這本小說。

9782213713168 | 2020 | 208 pages
15,3x23,5 cm | 18.00 €

一本強而有力的預
言小說，隱隱約約呼
應著現下世界。

Blanche de Richemont

9782213717227 | 2020 | 208 pages
12,5x19,2 cm | 17.00 €

卡蜜兒本以為失去
了人生，沒想到其實
是重生。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國外版權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出口業務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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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Nature humaine

2030

人性

葛瑞格感覺自己夾在小舅子安東和姪女露西
之間左右為難。安東最近偽造了一款殺蟲劑
的研究結果，露西則致力於環保抗爭。當姪
女介紹薇拉給他認識後，葛瑞格的世界觀從
此天翻地覆。

一九九九年。法國身陷風暴，末日彷彿近在
眼前。住在洛特省偏僻農莊裡的亞歷山大，
心中只想著國家憲兵何時會來逮捕他。這是
誰的錯？即將摧毀他田地的「全球化」？
這個帶來極端政治對立、車諾比核災、狂牛
症的時代？還是亞歷山大自己，因為他沒
聽美麗的康絲坦絲的期待去做？

9782081473317 | 2020 | 224 pages | 13x21 cm | 20.00 €

FIND OUT MORE

Philippe Djian

Serge Joncour

一天早晨，葛瑞格無
意間看見一篇十年前
的報導，關於二〇一
九年「梳髮辮的女
人」的抗爭。

一本探討農村時代
之終結、人與自然仳
離的小說。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 2020年費米娜獎
9782081433489 | 2020 | 400 pages | 14x22 cm | 21.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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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 Legardinier
一生之中，我們永
遠不知道何時會發生
徹底改變人生的事。

Flammarion http://editions.flammarion.com

Une chance sur un milliard

Crénom Baudelaire !

十億分之一
的機會

去你的波
特萊爾！

「我意識到命運是什麼的時候，才剛滿十一
歲。」透過這個喜樂又動人的故事，吉爾．
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帶領讀者置
身決定生命中的抉擇時刻。再沒有時間可浪
費了。不能再閃躲。放手去做吧。把事情理
清楚，去說，去做，去期待。去愛，體會前
所未有的自由。

這人的個性讓人不敢恭維，他不遵守
任何規則，無視社會慣習，基本上輕視
人類，唯一的野心就是捕捉淹沒他思
緒的美，並以詩的形式傳達給世人。波
特萊爾在一百首詩中巧妙結合鄙陋與絕
美，然後狠狠砸在人性的臉上。一百朵
《惡之華》徹底改變了法國詩歌的命運。
繼韓波、魏崙與維雍之後，尚．德雷義無
反顧的潛入波特萊爾的生命與創作。

9782081495999 | 2020 | 432 pages
14,7x22,2 cm | 21.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Jean Teulé
作品雖是瑰寶，
人卻是個討厭鬼。

Miallet et Barrault | 9782080208842 | 2020 | 432 pages
13x20 cm | 21.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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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 un empire dans un empire

Se le dire enfin

宛如一個帝國
中的帝國

終於對自己說

他們都是三十歲，也都決心投身政治。故事
開始時，他們都感到如履薄冰：安湍的原因
是民眾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開始波及他，
Ｌ則是因為她的駭客男友被捕之後，知道自
己已被監視，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
9782081515437 | 2020 | 400 pages | 14x22 cm | 21.00 €

Alice Zeniter

Agnès Ledig

他叫做安湍，她自
稱「L」。他是國會助
理，她是一名駭客。
他們有共同點嗎？

雖然艾德華在充滿力
量的大自然中找尋的
是自己離開的原因，
最終他將找回自己
存在的理由。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站在凡恩車站的月台，年過五十的艾德華一
個衝動之下決定拋下妻子與工作，跟隨一位
隱居在布洛賽良德森林深處民宿裡的年邁英
國小說家而去。接觸大自然、孤獨，更重要
的還有民宿古怪又誠摯關懷他人的鄰居，幫
助他了解自己條理分明的生活為何會一夕翻
轉，也讓他承認自己對愛麗絲深藏三十多年
的愛……艾涅絲．雷迪克（Agnès Ledig）以
布列塔尼最具象徵性的地點──布洛賽良德森
林為舞台，完成這部精彩絕倫的小說，帶給
讀者前所未有的深刻情感探索與精妙文字。
9782081457966 | 2020 | 432 pages | 14x22 cm | 21.9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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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bourge

骯髒的資
產階級

Nicolas Rodier
皮耶揍了人，像他
曾被揍那樣。

皮耶在警察局待了一天，因為妻子控告他
家暴。他的「好家教」一直如影隨形：從小
生長在凡爾賽市的他，是家中長子，在這個
「高人一等」有眾多弟妹的大家庭中，為了
確保自己的優勢、充分享受自己的權利，使
出任何暴力手段都不奇怪。但是皮耶也曾試
著反抗命令與拳頭。他是怎麼走到今天這
一步的？
9782081511514 | 2020 | 224 pages | 14x21 cm | 17.00 €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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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son bretonne
suivi de L’enfant et la guerre

Le monde n'existe pas

不存在的世界

《布列塔尼之歌》
及《孩童與戰爭》

JMG Le Clézio
從童年在布列塔尼
的璀璨夏季時光，
到早年在尼斯的戰爭
恐懼時期，作者回
溯記憶之始。

本書回溯至作者最初的記憶，那段屬於
他的童年境地，並以沉著冷靜的耐心，
如刻畫般描述著世界與我們之間那難以
測量的關係。到底過去還留下些什麼？
一本柔情的偉大著作，充滿著果園般的甜蜜
香氣，使夏季的收割、午夜節慶的熱情和田
園中的碩果纍纍都如此的振奮人心，這是對
永恆的美好鄉村生活的歌頌，也是一段自身
經歷的再現。

RIGHTS SOLD

中文、克羅埃西亞文、德文、義大利文、
西班牙文、瑞典文、日文……等九種語言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七萬八千本
> 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

當身為《紐約客》的記者亞當看到時代廣場
螢幕上的通緝犯時，他立即認出了那是伊森‧
蕭爾。俊美的伊森曾經是亞當高中時的風雲
人物，也是他唯一的朋友，但現在卻成了姦
殺墨西哥少女的嫌疑犯。拒絕承認好友的
罪名，亞當回到他與伊森相識的地方——
德斯頓，希望能夠調查真相。但他很快就
會發現真相將遠遠超出他的想像……

Fabrice Humbert
身處被謊言吞噬、
現實與虛幻並存的世
界，越是深入探究，
將越無法承受……

RIGHTS SOLD
德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一萬四千本
> 2020呂西安．巴里耶爾文學獎、
2020菲利葛漢書店大眾文學獎、
2020書店員票選獎入圍（決選名單）
9782072880315 | 2020 | 256 pages | 14x20 cm | 19.00 €

9782072894992 | 2020 | 160 pages | 14x20 cm | 16.5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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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ays des autres

De nos ombres

他人之鄉

Leïla Slimani
標示出人性的高度、
一部關於摩洛哥去殖
民化的傑出作品。

瑪蒂德愛上了為法軍赴戰的摩洛哥士兵艾
民。戰爭結束後，她為了追愛離開法國。
這對夫婦定居在法軍進駐的城市梅克內斯
（Meknès），在城市附近貧瘠的丘陵經營
農地，但日子過得並不如預期。貧窮、繁重
的工作、困難的家庭關係……，瑪蒂德奮力
反抗女性被歧視的處境，然而她的女兒艾莎
卻還是生活在一個充滿歧視的環境。蕾拉．
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透過故事中一個個
人物，以細緻且充滿同理心的手法，描繪一
個被古老傳統束縛，並且受到獨立運動暴力
摧殘的摩洛哥不同的面貌。透過這系列三部
曲作品，司利馬尼編織出摩洛哥、法國以及
她的家族故事。

RIGHTS SOLD

阿拉伯文、簡、繁體中文、英文、德文、
義大利文、俄文、西班牙文……等30種語言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262000冊
> 2020費加洛女性作家大獎

來自我
們的陰影

Jean-Marc Graziani
心中尚未痊癒的傷
口，正是阻礙一個人
以及他未知的事物無
法邁向完整的原因。
一部關於家庭與療
傷的處女小說。

這是一個與家庭有關的故事，內容片段、殘
破，結合各種家庭故事形式的可能。這則故
事發生在科西嘉島，故事的主人翁是十二歲
的喬瑟夫，一名能夠聽間遺失物件的聲音，
並循線找回它們的小孩。他曾找過被遺忘在
抽屜深處的一張老照片、頂樓已碎裂的唱
片、被忘在廢棄改用的房間水泥牆裡的一枚
戒指……，透過這本書，讀者跟著喬瑟夫走
進一個外表看似整齊劃一的家，也跟著他一
起打亂這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和平秩序……
Joëlle Losfeld | 9782072887710 | 2020 | 200 pages
15x22 cm | 18.00 €

9782072887994 | 2020 | 368 pages | 14x20 cm | 20.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5...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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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La Loi du rêveur

Daniel Pennac

Kibogo est monté au ciel

嗜夢人手則

奇普哥上天堂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名十歲的小男孩，一天，
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夢到一座被水吞噬
的城市。為了弄懂這個預言般的夢，這個充
滿幽默與智慧的男孩不惜要花上他的一輩
子，透過他的力量與想像力，將身邊的人
都帶上這條夢之船：先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的父母，之後是他的太太還有小孩……。
一部令人興奮的寓言式作品，一部佩奈克向
影響他創作的電影大師費里尼致敬，以及宣
告自己對藝術與文學之愛的精彩作品。

從前在盧安達，神父們試圖傳佈基督信仰。
進入神學院的阿卡伊祖因宗教問題被驅趕出
境，原因是他將一位小孩從死裡救了出來，
村民們認為是復活的奇蹟，但此行為卻激怒
神父們，認為這是瀆神。於是，阿卡伊祖就
這樣消失了，像之前的奇普哥一樣。奇普哥
是在先知者們的要求下自我犧牲，「拯救」
了盧安達。基督教的歷史和至今仍被歌頌的
盧安達傳奇之間不斷出現相似之處，到底誰
真正的上了天堂？是國王之子奇普哥，還是
傳教士伊祖？

Scholastique Mukasonga

RIGHTS SOLD

結合自傳與虛構、
夢境與現實，這是
一部佩奈克對書寫與
文學充滿熱情的
思索之旅。

阿拉伯文、格魯吉亞語、義大利文、
羅馬尼亞語、土耳其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73000冊

從傳奇信仰到福音佈
道，作者講述了盧安
達歷史上的新篇章，
一部歡騰的小說。

RIGHTS SOLD
英文

9782072886041 | 2020 | 160 pages | 14x20 cm | 15.00 €

9782072879388 | 2020 | 176 pages | 14x20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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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e

Camille Laurens

Les Caves du Potala

女兒

布達拉宮的洞穴

勞倫斯出生在60年代的法國中產階級家
庭中，她很早就透過父母的教育了解到，
女孩的地位不及男孩。而這個現象在家庭以
外也持續發生著，學校、舞蹈課、甚至公共
圖書館等地方，話語主導權永遠都屬於男性
那一方。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以扣人心絃的
方式，描寫了過去40年來法國社會變遷下的
女性命運，希望透過此書，為女性受教權、
男性過度主導等問題發聲，並將女性主義的
價值傳遞給年輕世代。

1968年，為達賴喇嘛工作、名為巴的畫家
被一群狂熱的紅衛兵監禁。這群紅衛兵的
老大不斷地逼迫他，並否定他的生存價值。
但巴知道，即便他的身體不自由，心
中還是保有靈魂的自由。在這部詩意
美麗的作品中，讀者能感受到一股憂
愁之風襲來，關懷著歷史面對文化資
產時碰上的考驗。作者戴思杰更深入
探討藝術在社會的角色，希冀這個
「自由」的同義詞，能夠拯救世界。透過這
名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暗殺的藝術家的故
事，《巴爾札克與小裁》的作者影射著中國
對西藏人民的殘忍屠殺。

Dai Sijie

RIGHTS SOLD

一段有關父權的故
事，生為女性，活在
男性統治時代下
的不幸遭遇。

英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七萬五千本
> 2020朗德諾讀者獎入圍
9782072734007 | 2020 | 240 pages | 14x20 cm | 19.50 €

戴思杰為讀者帶來
超脫時空、沉浸於他
鄉的感受。

RIGHTS SOLD

Published in Czech (Argo)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16000冊
> 2020歷史小說獎
9782072906435 | 2020 | 192 pages | 14x20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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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zi

Le Tiers Temps

恬桐園

希特勒的
「矮子」鋼琴手

Thomas Snegaroff
漢夫丹格悲劇荒唐
的一生，他為希特勒
奉獻犧牲，卻也被
這名獨裁者背叛。

身兼歷史學者及記者的作者托馬．塞內加羅
夫（Thomas Snégaroff）多年投入研究漢夫
丹格（Ernst Hanfstaengl），重建這個好似希
特勒身邊小丑的人物。德美混血的藝術富商
漢夫丹格，小名是普奇，也就是「矮子」的
意思，但事實上他有兩百公分高。大家暱稱
他為「希特勒的鋼琴手」，因為他會為他演
奏華格納。此外深受希特勒吸引的他，還提
供金錢上的支助，為他工作，並抱著納粹德
國跟美國這兩個他的祖國能夠結盟的夢想，
在納粹陣營奉獻，沒想到最後卻換來希特勒
的驅逐，只能潛逃回美國……。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11000冊
9782072904141 | 2020 | 352 pages | 14x20 cm | 22.00 €

Maylis Besserie
完整呈現作家薩繆爾‧
貝克特在巴黎一處安
養院的晚年人生。

第一本揭露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令人意想不
到面貌的著作，讓作家彷彿成為自己筆下
《等待果陀》中的角色，等待著最
後一刻的來臨。作者梅莉絲‧貝瑟麗
（Maylis Besserie）細膩精確的筆觸，讓這
位偉大作家在面對人生最後階段時，那尖
銳刻薄卻清晰的口吻以小說的形式再度躍然
紙上，深切刻劃其精彩人生的每一幕，除了
他優美的文學創作、還有面對生命盡頭的筋
疲力竭。讀者將透過這本小說一探貝克特曾
真實居住在安養院「恬桐園」的日常面貌。

RIGHTS SOLD

阿爾巴尼亞文、阿拉伯文、中文、
捷克文、波斯文、希臘文、日文、韓文、
葡萄牙文、塞爾維亞文、土耳其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8300冊
> 2020 龔固爾首部小說獎、
2020 尤里西斯首部小說獎
9782072878398 | 2020 | 184 pages | 14x20 cm | 18.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5...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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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Là d’où je viens a disparu

Art nouveau

新藝術建築
師拉霍斯．
利格蒂

我所來之
處已逝

Guillaume Poix
我們該如何告訴孩
子，沒有任何界線是
可能被抹去的？

從薩爾瓦多到美國、從索馬利亞到法國，
書中的人物利茲、莎拉、瑪爾塔，向讀者
道來那些抵達、消逝之人，那些移民的生
命故事。這本書同時也是投身法國認同運
動的杰雷米的故事。作者吉勇．普瓦克斯
（Guillaume Poix）將讀者帶到一個追求更
好生活的希望有時會變成惡夢的世界。這是
一本讓人思考並且對自身的意義及責任提出
疑問的書。透過表面上看似毫無關聯，但事
實上卻殘酷地緊緊聯繫著的場景，作者讓我
們理解到有時此地的政治決策，會影響到遙
遠彼端的人們，甚至造成死亡。《我所來之
處已逝》體現了同情心的矛盾面向及撼動西
方良心與安全意識的思考。

FIND OUT MORE

> 阿蘭．司畢思第二部小說獎

Paul Gréveillac
有如一幅博學深入、
令人悸動的美麗
畫作。

二十世紀初，來自維也納的年輕建築見習生
拉霍斯．利格蒂（Lajos Ligeti），出發前往
布達佩斯一圓他的夢想——建造。在匈牙利
的首都，他發現了一整座仍待開發的城市。
然而保守主義人士以及那些善妒且不願讓出
權力的人們，竭盡力量阻止一座新城市現代
化以及再生的野心。擁有遠見的利格蒂堅持
己見，執意要把他的建築蓋在匈牙利，新藝
術運動的黃金時期於焉展開。霍斯．利格蒂
的影子漸漸遍布歐洲的建築。於此同時，
危險正步步逼近身為猶太人的他……。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8500冊
9782072898433 | 2020 | 288 pages | 14x20 cm | 20.00 €

Verticales | 9782072876172 | 2020 | 288 pages
14x20 cm | 19.5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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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érébenthine

Comédies françaises

松節油的味道

Carole Fives
一部以帶有女性主
義批判目光去審視藝
術與社會的動
人小說。

故事背景回溯自2000年，內容描述三名藝
術學院學生生涯發展的故事。才華洋溢的
作者卡蘿．菲芙（Carole Fives）描繪了一
間殘忍的藝術學院刻薄的一面，這間學校
令學生窒息、瞧不起他們、毫不留情地剔除
那些表現不好的學生。而且在這裡，女性藝
術家是不存在於歷史上的。透過這本殘忍的
成長小說，作者以分別選擇了不同生涯方向
的三名主角的三段際遇，向讀者傳遞三則訊
息。透過代表角色內心的獨白以及大量寫實
的對話，卡蘿．菲芙編織出一段情感的探索
之旅。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10000冊
9782072869808 | 2020 | 176 pages | 14x20 cm | 16.5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法蘭西政治劇
院

Éric Reinhardt
偶然發現的事件，
竟會掀起陣陣波瀾。
作者透過一場激昂猛
烈的辯護，來反對那
些過氣的國家菁英。

年輕的記者迪米崔正在研究網路的誕生，
跟想像中不同的是，原來現在這個源自數位
革命、用來傳遞資訊數據的系統，是由法
國工程師路易斯．普贊（Louis Pouzin）所
建立。普贊在1974年時受到法國公權力很大
的壓力，不得不停止當時正在進行的研究，
將成果拱手讓給美國人。迪米崔的調查很快
地將他導向一個巨大的工業體系……，作者
出色且帶嘲諷地描繪的某些人物面貌，似乎
影射著法國特定某時期以及當時的那些遊
說團體。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36000冊
9782072796982 | 2020 | 480 pages | 14x20 cm | 22.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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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La bonne histoire
de Madeleine Démétrius

現代亞伯拉罕

Boualem Sansal
一則充滿考究知識
的絕妙寓言！

1916年，墨奎雅廢丘，一座位於美索布達米
亞平原邊界的村落見證了鄂圖曼土爾其帝國
的瓦解以及哈里發的毀滅。這部小說的敘述
者，也就是當地首長特拉只有十八歲的年輕
兒子亞伯拉罕，將自己與聖經裡的崇高之父
亞伯拉罕的故事交織在一起，藉此將自己當
作當代先知。遵循創世紀的故事，這個亞伯
拉罕再世穿越血腥的中東前往迦納，宣布新
世界的來臨……。《德國人的村莊》作者布
瓦連．桑薩以1920年代中東新先知出現的事
件為雛形，重現聖經經典故事原型。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16000冊
9782072906480 | 2020 | 288 pages | 14x20 cm | 21.00 €

瑪德琳．
德梅里烏斯令
人敬佩的一生

Gaël Octavia
在巴黎與馬丁尼克
之間，一段舞動的回
憶訴說著一位女性的
故事，而她將告訴
我們，有關另一
個女人的故事。

醫生的乖巧女兒瑪德琳後來怎麼了呢？
獨天得厚的她，也成為一位醫生，過
著被規劃好的生活，並擁有一段美好
的婚姻嗎？在事過境遷後，一天，
瑪德琳打電話給我，向我求助……
二十年前，生活在馬丁尼克島的我們，曾經
和另外三個好姊妹在國中時組成樂隊。對於
我來說，那段童年生活很悲慘，因此我逃到
巴黎，成為靠著寫浪漫女性輕小說維生的單
親媽媽。這次和瑪德琳的聚會是一次重要的
機會，或許能找出這段友誼破碎的原因，並
且有機會挖掘出那痛苦的，埋藏在心底許久
的疑惑……一部感性、憂傷又交織著幸福的
小說。
9782072902598 | 2020 | 272 pages | 14x20 cm | 15.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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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omalie

Hervé Le Tellier
社會將如何應對這種
無法理解的事情?

Broadway

異常

百老匯

2021年6月，一架從巴黎開往紐約的班機，一場
瘋狂的事件，使數百名乘客的生活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改變。其中包括:一位受人尊敬的父親，
真實身分是職業殺手的布雷克；一位厭倦活在
謊言之中的奈及利亞流行歌手Slimboy；被人掌
握弱點的女強人律師喬安娜，或者是默默無聞
突然爆紅的作家維克多。所有人都以為自己隱藏
了那虛幻般不為人知一面，沒有人能想到這一切
其實是多麼的真實。《異常》是一部以啟示般的
氛圍探討著人們那逃離本體的自我們，如魔法般
精湛的推理小說。

有個好太太、兩個孩子、一份正當工作、一
幢建在重劃區且非常適合周末來場愜意露天烤
肉的房子、還有已經規劃好明年夏天將與朋
友們去比亞里茨海邊划船共度美好假期……，
亞賽爾其實是可以很幸福的，但對四十六歲
的他而言，老實說一切都不如他預期的樣子。
曾經夢想站上百老匯舞台發光發熱，如今卻
發現自己正參與一場公司年終晚會糟透了的
演出。現在是不是正是亞賽爾逃離一切的好時
機？而不只是乖乖下班回家和鄰居喝上一杯？
繼《演說》（Le Discours）之後，幽默作家法布
里斯‧卡羅（Fabrice Caro）這次將扭轉現代生活的
荒謬，並重新譜寫一齣悲劇的搞笑喜劇。

RIGHTS SOLD

保加利亞文、克埃西亞文、捷克文、 英文、
愛沙尼亞文、德文、希臘文、 日文、
義大利文……等十五種語言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二萬五千本
> 第二輪龔固爾文學獎、荷諾多文學獎
入圍（第二輪名單）、梅迪西文學獎入圍
（第二輪名單）、十二月文學獎入圍、
威普勒文學獎入圍

Fabrice Caro
人生可不是一
場音樂劇。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47000冊
> 《演說》即將改編成電影

9782072907210 | 2020 | 208 pages | 14x20 cm | 18.00 €

9782072895098 | 2020 | 336 pages | 14x20 cm | 20.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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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r avec la chance

Iliana Holguin Teodorescu
一段青春無懼、
搭便車穿越南美洲
的旅程

Du rififi à Wall Street

與好運同行

華爾街的塵囂

作者伊利安娜是一名數學系的學生，為了證
明一個概率：有壞心意圖的人們僅占全世界
人口的1%，她在18歲時展開旅程，以搭便
車的方式橫跨了南美洲。儘管沿途警告不
斷，但她還是勇往直前，朝著目標邁進，
盡可能的接觸更多人，並傾聽相遇之人的
生命故事，有人在職場遭受傷害、經歷失落
的愛情或有無法緬懷的悔恨……等等，這段
旅程經驗也讓伊利安娜逐漸向世人證明人性
本善。這是一本充滿好奇，並以敏銳、仁慈
的眼光訴說的遊記，同時也是人與人之間的
生命日記。

駐紐約的記者弗拉德．艾辛杰決定放棄他
的職業，全心投入文學創作。失去收入的
他因此碰上財務困難，於是他答應一位大
老闆要幫他撰寫公司的故事。但艾辛杰寫到
一半時，卻開始寫起另一部作品《美國如何
誕生》，故事裡的主角、作者湯姆．卡波提
正在撰寫一間企業裡一名管理階層員工貪汙
的故事。這部作品講述的是作家艾辛杰的故
事，而他則撰寫著一個正在書寫黑色小說的
作者湯姆．卡波提的故事，然而艾辛杰沒想
到，現實生活竟然會跟他筆下的第二層故事
重疊……

Verticales | 9782072914751 | 2020 | 192 pages
14x20 cm | 18.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Vlad Eisinger
以敘事內鏡手法表
現俄羅斯娃娃式的戲
中戲，無論是節奏還
是情節設計的巧妙，
都讓人驚呼天才！

9782072859441 | 2020 | 320 pages | 14x20 cm | 19.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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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ina Tacou
要讓生命重新開始，
首先就是不能屈服於
生命。一段死而復
生的生命故事。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Évangile des égarés

Les Roses fauves

迷途之人
福音書

野玫瑰

《迷途之人福音書》是一部關於敘事者芙蘿
拉倖存於世的故事，分成與三個人相遇的三
個篇章。第一個和芙蘿拉相遇的人是瑞士作
家福里茲．左恩，或者應該說是他生平的唯
一一部作品《火星》，出版於1976年。透過
這本書與左恩奇特的一生，芙蘿拉習得這位
作者的反抗精神與憤怒情緒。第二個相遇發
生的地點是芙蘿拉被軟禁的精神病院。多虧
了這間診所裡的人們，芙蘿拉重新找回與人
性和友愛的聯繫。最後一場相遇，則是芙蘿
拉與兒子弗拉迪米的相遇，他是個反對當今
世界數位化浪潮的青少年。在這最後一場相
遇，藉著弗拉迪米和一齣悲劇，迷失的芙蘿
拉將找回愛人以及生存下去的能力。

Carole Martinez

在布利塔尼與西班牙，一段友誼就此
展開……。故事的敘事者，一位女性小說
家，遇到了一個孤獨的年輕郵差蘿拉。性
格古怪的蘿拉喜歡鮮花與花園，並會有如
宗教儀式性地，將縫好的布製心放在衣櫃
底部……，沒想到，其中一顆心竟會揭露出
女主角神祕的力量，並會使小說中的人物感
到翻天覆地。一部令人著迷、感性、富節奏
感且精雕細琢作品，討論到家庭、女性、傳
承、愛情等眾多主題的精彩小說。

FIND OUT MORE

一段關於愛與死亡、
激情與詛咒的傑出故
事，還有那些回到
人世的靈魂……。

> 法國售出四萬六千本
> 龔固爾文學獎入圍（第一輪名單）
9782072788918 | 2020 | 352 pages | 14x20 cm | 21.00 €

9782072870002 | 2020 | 198 pages | 13x21 cm | 18.0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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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La Famille Martin

馬汀家的故事

David Foenkinos
文思枯槁的作家要
寫一篇家庭故事，
而且他還是這個家
庭的新成員？

故事的敘事者是名文思枯槁的作家，為了
產出下一部小說，他隨機選了一戶人家，
一戶看起來就很平庸的人家，作為他下一本
書的主題。為了深入這戶人家的生活，他只
能在寫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成為這個故事的
人物之一，但也因此打亂了每個人物原本設
定好的故事線。一部將虛構與（假的）報導
交疊、故事一直走鐘失控的家庭喜劇作品，
讀者們在這本書中也能看到大衛．芬基諾斯
的寫作才華，及其帶點憂鬱與無可救藥的
樂天色彩。

FIND OUT MORE

> 法國境內售出85000冊
9782072913068 | 2020 | 240 pages | 14x20 cm | 19.50 €

國外版權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出口業務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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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mile est invisible

艾米

艾米隱形了
就這麼決定了。今天，艾米隱形了。
中午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他！為
什麼是中午？因為中午的時候，媽媽會
煮苦苣。苦苣耶！苦苣很恐怖耶！無論如
何，艾米早就想要變隱形了，於是……
艾米極盡各種耍任性和衝動之能事，讓所有
爸爸媽媽覺得搞笑又熟悉的場景躍然紙上。

RIGHTS SOLD

Vincent Cuvellier
Ronan Badel
艾米不是一般的固
執。他是非常、
非常的固執！

簡體中文、匈牙利文、韓文、
羅馬尼亞文、西班牙文
Giboulées | 9782070644254 | 2012 | 28 pages
17x20 cm |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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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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ges

Nina Bouraoui
遭受世界暴力對
待的一名美麗女人，
多年下來，她的自我
早已窒息了。

Et toujours les forêts

人質

又見樹林

「我叫做希爾薇．梅耶，53歲，是兩個孩子的媽。
和丈夫分居一年，在一家叫做凱奇克斯的橡膠公司
上班。我是修整科的主管。我沒有犯罪記錄。」
希爾薇是一個平庸的女人，她謙虛、守時、可信而
且是個好同事，她是一個單純也很可靠的女人。當
她的丈夫離開她時，她什麼也沒多說，她沒有掉
眼淚，試圖假裝一切都很好，撫養著兒子、繼續
躺在變得太大的床上。當她的老闆要求她加班、
監督其他員工時，她沒有異議：她的回應永遠符
合別人的期待。直到11月的某天上午，她彷彿
感覺整個世界及他人的暴力、孤獨、不公都強加
於她身上。那晚，她毀掉了一切。她的所作所為
是有罪的，可能會被起訴和坐牢，但在這次反抗
中，希爾薇感到自己活著。 她感到自己重生了。
一則美麗且震撼人心的故事：希爾薇的每一個痛
苦和每句話，也都是我們的的痛苦，呼應著我們
的生活、我們的寬恕、我們對自由與和平的渴望。

「他是會帶來不幸的孩子」科倫丁的母親是這麼說的。沒
有人要他，疏遠他的父親不要他、背地裡謠言被傳滿天的
老婦們也不想要他，他的母親更是一心只想擺脫他。科倫
丁從一個家漂泊到另一個家，他的童年流離不定。直到他
的母親把他遺棄在路邊，將他丟給村裡的老婦奧古絲丁。
在森林環繞、充滿敵意的山谷中，科倫丁與老婦人開始新
的生活。在他求學的大城市裡，科倫丁沉迷於五光十色和
無止盡的派對裡。他周圍的世界像是著了火。而那股熱不
停些地使土地愈發乾燥。科倫丁的童年之流早已枯竭，樹
木也在六月開始掉葉子。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中。科倫丁
和其他人一樣：他們知道，他們感受到了。一切崩潰的夜
晚來臨，他因為藏身在地下墓穴的深處，所以奇蹟般地倖
存下來。回到地面上，世界被毀滅，他孤獨一人。究竟是
人類還是野獸幹下的行徑？一切事物都消失了。在找到奧
古絲丁的希望指引之下，科倫丁走過漫長的森林之路。一
場瘋狂、肝腸寸斷的探求，渴望找回已逝世界的主角，堅
信世上萬物絕不可能完全消熄。

RIGHTS SOLD

瑞典文(Elisabeth Grate)
西班牙文(Editorial Les hores)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三萬本
> Alef One

9782709650557 | 2020 | 151 pages | 21x13 cm | 18.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Sandrine Collette
一部關於人類暴力，
並對生存提出質疑的
寓言式小說。

RIGHTS SOLD
英文
義大利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兩萬五千本
> 2020年盧森堡廣播電台閱讀大獎
2020年丁香莊園文學獎
2020年法國藍皮書書店獎

9782709666152 | 2020 | 334 pages | 21x13 cm | 20.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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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mplexe de la sorcière

Frangines

姐妹們

女巫情結

Isabelle Sorente
本書爬梳人類獵巫
的歷史，並探討獵巫
這個行為所留下的
烙印。

某天晚上，伊莎貝爾．索倫特（Isabelle
Sorente）夢見一個剃光了頭、眼睛清澈的女
巫。她是誰？為什麼她那天晚上會出現？為
什麼這個夢一直重複出現？伊莎貝爾是一位
小說家，她開始尋找原因。夢中的女巫纏著
她。三個世紀以來，在歐洲有十萬名婦女被
處決，二十多萬人受到指控。但是伊莎貝爾·
索倫特對這些女人越是瞭解，女巫的形象跟
夢就越讓她想起自己的童年跟回憶。仿佛女
巫在她身體裡躁動、與她對話，並喚起了過
去的自己，彷彿為了解救自己與其他女人，
她跟女巫簽下了一個契約。 獵巫跟女巫的犧
牲，難道沒有在婦女們的心中留下印記，貼
上看不見的標籤：獵巫所帶來的暴力、恐懼
和懷疑嗎？本作探討的是探索自我，以及我
們的身分與穿著。我們如何對待女巫，她們
就如何拯救我們。
9782709666268 | 2020 | 299 pages | 21x13 cm | 20.00 €

Adèle Bréau
一個家庭，三個姐
妹的故事，一個埋藏
在深處的秘密及那個
改變命運的夏天。

瑪蒂爾德、維奧萊特和路易絲是三姐
妹。 從童年開始就和父母住在聖雷米，
並在那裏度過了這輩子最美好的時光。
當時村子仍然受到旅遊禁令的保護。在
生活的快樂與挑戰中，三姊妹的關係
愈來愈緊密，瑪蒂爾德既搶眼又霸道，
維奧萊特從小在姊姊的陰影下長大，
最小的路易絲則是在她們多年後才出生。
自去年發生的「悲劇」以來，今年夏天是卡
彭提爾姐妹與三姊妹首度見面。在小小的憤
怒、巨大的變化和每個人的秘密之間，這兩
家庭姊妹的重逢有如一場家庭療成的展開，
在普羅旺斯宜人的陽光下，怨恨及各種情緒
交錯發酵著。

RIGHTS SOLD
瑞典文
捷克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兩萬五千本
9782709666367 | 2020 | 378 pages | 21x13 cm | 19.9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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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lline à l'arbre seul

Abdelhafid Metalsi
在法國東部的一個
工人階級小鎮，五個
孩子正在演出他們人
生中的《四百擊》。

L'étreinte

孤樹之山

擁抱

故事的五個小主角今年十歲，口袋裡沒有
一分錢，但他們喜歡看電影、烤馬鈴薯
和可口可樂。為了好奇心跟銅板，這五個
足智多謀的孩子在垃圾箱撿回收，蒐集
金屬、紙箱和可回收的瓶罐，轉賣給一
家不老實的垃圾回收場。但現在競爭激
烈，吉普賽人和流浪漢莫莫也做回收。因
此，在等待長大的過程中，他們和貓咪
拉香絲在郊區閒逛，想知道世界的源頭，
想知道關於那對山頂上看到裸體的夫婦。
阿卜杜勒哈菲德．梅塔爾西（Abdelhafid
Metalsi）循著羅曼．加里的《雨傘默默》、
《鈕扣戰爭》和《四百擊》的脈絡，書寫了
這部淒美溫柔的小說。

四十五歲的艾瑪是一個熱愛自由的女人。
因為被生活和痛苦的愛弄得心煩意亂，她決
心好好活在當下。然而在二月的一個早上，
她遇到了一個改變她的男人。不久之後法國
開始鎖國，他們剛萌芽的故事只能透過電
話、電子郵件和簡訊遠距離維持。當我們
無法觸摸對方、擁抱對方的時後，如何在渴
望對方的慾望中生活呢？當他們可以觸碰到
對方的時候，他們之間還剩下什麼？

9782709667333 | 2020 | 189 pages | 22x14 cm | 19.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Flavie Flament

9782709668293 | 2020 | 175 pages | 21x13 cm | 18.90 €

一部敏銳且強而有
力的小說，描寫愛情
的誕生及愛情帶給
我們的圓滿。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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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piscine dans le désert

Diane Mazloum
一部令人著迷的小
說，吸引讀者探索
身份認同，以及那片
孕育我們也改變我
們的土地

Les amants météores

沙漠裡的游泳池

流星情人

福斯塔離開了貝魯特，在叔叔魯道夫．基里亞科
斯家裡中放鬆身心。魯道夫是一個村莊的統治
者，這作被群山環繞的村莊位於於三個交戰多年
的國家邊界上。這個地方對福斯塔來說很矛盾，
因為這裡是她夏天時度過美好童年的地方，也是
壓垮她和療癒她的地方。她因為一時興起，請人
在這片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建造一個違法的游
泳池。福斯塔只是想沈浸在泳池裡。在她注射最
後一劑助孕激素前，從加拿大來的里奧．本多斯
打亂了她的計劃。他沒來過這片祖先的土地。他
以為賣掉這片屬於他家人的土地後離開這裡，就
可以擺脫過去。他是個充滿好奇心的外國人，拿
著拍立得四處遊走。魯道夫叔叔收留他，在炮聲
連連的夜晚安撫他。福斯塔觀察著里奧。她生活
步調很慢。他們兩人都對這個村莊十分著迷，這
個村莊可能就是他們的全世界，這些跟他們息息
相關的風景與神話，彷彿是他們必須自己面對的
課題，為了追尋自我，究竟該留下還是逃離？

「有種瘋狂已經佔據了她，沒人說得
準那是甚麼感覺，這種瘋狂慢慢地在
她的內心增長，遍布她身上的每個角
落，盤據她的身體和夢境的深處。」
某一天晚上，在巴黎18區一家地下酒吧裡，瑪
麗安遇見了維吉爾，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異想
天開的同性戀。戀情很快就明朗化，他們對彼
此的愛就像一輩子只會愛這麼一次。從巴黎的
街道到布列塔尼的海邊，他們的愛情有檸檬的
酸甜和瑪格麗特的乾澀，像鹹鹹的牡蠣配上一
杯好酒，也像那些瘋狂夜晚，讀者就好像聽到
義大利八零年代的歌曲、帕蒂 · 史密斯、賈尼
斯 · 喬普林作為背景音樂響起。瑪麗安和維吉
爾一起過著歡樂和幸福的生活，但當他們對未
來充滿規劃，準備要生小孩的時候，一場悲劇
擾亂了他們的美好故事。

FIND OUT MORE

> 入圍勒諾多文學獎，費米娜獎，
梅迪西文學獎和費米娜高中生獎（第二輪名單）

Éloïse Cohen de Timary
悲劇之下的兩個
靈魂伴侶炙熱的愛
情故事。

RIGHTS SOLD

德文、義大利文、羅馬尼亞文
9782709666022 | 2020 | 328 pages | 21x13 cm | 20.00 €

9782709666138 | 2020 | 197 pages | 21x13 cm | 19.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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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3) :
La relique du chaos

Les imbattables

無法擊敗
的對手

混亂的遺物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時間賽跑開始了，
德國考古學家艾里卡
跟年輕的法國抵抗
軍蘿拉都捲入旋
渦之中...

1918年7月，俄羅斯皇室被革命份子處
決。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臨死前，透
露了最後一個卐 字符號藏匿的地點。
1942年7月，戰爭的結果從來沒有這麼不確
定過。如果英國排除被入侵的風險，俄國
的史達林會在希特勒軍隊的攻擊下撤兵。
尋找卐 字符號行動掀起了神秘戰爭，誰找到
卐 字符號就贏得勝利。與時間的賽跑分別在
柏林、莫斯科和倫敦展開，將黑太陽傳說的
英雄們捲入旋渦中：雙重特工崔斯坦．馬卡
斯、德國考古學家艾莉卡、年輕的法國抵抗
軍隊蘿爾......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波蘭文
中文（簡體）
日文
義大利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六萬本

Sarah Maeght
「作者莎拉．梅格
特不怕在作品中處理情
緒，這她可不是說說的
而已。布科夫斯基或許
會說：因為『開心和痛
苦可以極其輕易地被混
合。』」——
《鱷魚的黃眼睛》
作者凱特琳．彭歌

薇克多在大學修完文學課程後，二十三歲的
她開始照顧九歲的巴西勒。薇克多的夢想是
去美國讀書，巴西勒的夢想則是交朋友、
參觀詩人普維在諾曼第的家。巴西勒對於
什麼可以做和甚麼不能做以及「適合」 和
「不適合」很講究。薇克多則會在商店裡偷
東西，還會跳過地鐵閘門逃票，並且看每日
星座決定她的心情。某個星期一早上，巴西
勒錯過了校外教學的校車。薇克多必須跟他
一起度過整整一個禮拜，而這將改變他們
的人生。
9782709666237 | 2020 | 302 pages | 21x13 cm | 19.90 €

9782709663366 | 2020 | 421 pages | 21x14 cm | 22.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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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euxième femme

Louise Mey
一部令人深感不安的
黑色小說，講述一
名年輕女子陷入有毒
與暴力關係的故事。

Mémoire de soie

第二任妻子

絲綢的記憶

桑德琳童年是在被父親羞辱、性別歧視、辱罵下
成長，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被騷擾的她，無法擺
脫自我厭惡並且習慣孤立自己。直到某天她在慢
跑時發現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失踪了，她就這麼取
代了那位婦女的位置。此事被媒體廣為宣傳，桑
德琳在白色遊行中接觸到了那位深受打擊的丈
夫，看著這個痛哭流涕、和她一樣受苦的男人，
她深深地被打動。兩人在多次交談後，感情開始
萌芽。這對桑德琳有如夢想成真，因為終於有人
關心她、觸摸她，這個男人愛她並請需要她。
於是她搬進了男人和他兒子的家，小男孩的個性
難相處又孤僻，桑德琳無怨地照料整個家。直到
有一天，消失的女人突然出現了。桑德琳的世
界瞬間崩潰。男人當初的眼淚，到底是為了誰
而流？

1936年6月9日，滿20歲埃米勒即將服兵役。
然而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改變他在拉科爾多的
父母的習慣。埃米勒即將離開他們兩年，這
件事對他們來說一點也不重要，他們不感到
驕傲也不擔心埃米勒。坦白說，在他們家裡
沒有所謂穿制服的英雄，即使他的家人倖
存於一戰，他們也避談那段回憶，除了想起
在1918年之前家族引以為傲的蠶業農場。
這天早上，他的母親沒有格外溫柔。在兒子
搭上前往蒙托利瑪律的公車前，只有一本簿
子塞在兒子包包深處。那是他們家的戶口名
簿，裡面有兩個名字，他媽媽蘇珊娜，還有
一個叫做巴蒂斯汀的人，那不是他父親的名
字，那這個人是誰？要追根究底的話必須抽
絲剝繭，直到找到家庭詛咒的第一個原點。
這本傑出的處女作將帶領我們深入一個世界的核
心，在這個世界裡沉默是法則，溫柔是奢侈。
這本小說探索內心的悲劇和虐心戰爭，以尖銳的
角度繪出家族地圖，小說講述遺忘的機制， 細說
愛和生命的頑強與堅韌。

RIGHTS SOLD
英文

FIND OUT MORE

> Gaumont Television

Éditions du Masque | 9782702449462 | 2020 | 332 pages
21x14 cm | 20.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Adrien Borne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一座被家族的沈默
及秘密環繞的蠶
業農場的故事。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超過一萬本

9782709666190 | 2020 | 247 pages | 21x13 cm | 19.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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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es de jasmin

茉莉花紀念日

Hella Feki
小說中三個人物的
不同命運帶出了突尼
西亞大革命，以瘋狂
浪漫、全新的角度看
待《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於突尼西亞，梅迪在牢房裡繞著圈子
轉，牢房裡有小便跟血的臭味，他不知道一直
待在牢裡，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牢房知
道，它看過獄卒是怎麼對待其他囚犯的。牢房
在梅迪的耳邊低語。外頭的世界，在法國研究
院工作的愛西亞很擔心她的新歡失蹤了。她去
過他工作的報社試圖找人，也去過他的故鄉斯
法克斯。愛西亞的父親亞辛記得突尼西亞獨立
事件。他的左腳受了傷，就像1956年法國人離
開時那樣，藥劑師比平時更常來幫他看診，尤
其是年輕的藥劑師。突尼西亞社會蠢蠢欲動，
報紙一一遭到審查，但資訊在網路上流傳。
梅迪是唯一知道內情的人：這是一場革命。
透過海拉．費基（Hella Feki）引人入勝、感性
且有力的文筆，利用獨特的細節感描述茉莉花
革命運動。小說裡的角色敘回憶著他們的創傷、
希望、恐懼、失敗以及他們想改變現況的心。
要把一切摧毀殆盡，才能做更好的建設。

9782709666862 | 2020 | 208 pages | 22x14 cm | 18.00 €

JC Lattès www.editions-jclattes.fr
暗黑太陽傳奇系列作品

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2) :
La nuit du mal

邪惡之夜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如果說真相就藏在希
特勒青少時期的秘密
中？

雖然發生了戈林爆炸事件，倫敦的生活仍逐漸
回復正常。英國官員馬婁利（Mallorley）負責
特種行動。事情的結論還未定調，他為了改變
結果，試圖破解關在倫敦塔的囚犯、秘教SS級
大師魯道夫．赫斯（ Rudolf Hess）的秘密。
在歐洲的另一端，專門研究神秘主義和考古學的
納粹研究所祖先遺產學會（Ahnenerbe）正在希
臘克里特島發掘探勘，該遺址位於克諾索斯的
古遺跡上。德國人希望找到第三個卐字符號。
但是一連串神秘暗殺事件阻礙了他們的行動。
崔斯坦和艾利卡隨後就被希姆萊派去尋找卐字符
號的下落。因此開始了一場瘋狂的競賽，這場比
賽從維威爾斯堡（Wewelsburg）到希特勒年輕時
常去奧地利修道院，最後在威尼斯結束，而這個
影子戰爭的最終決鬥將在那裡進行。為了奪取卐
字符號，最終將與希特勒本人交手。

RIGHTS SOLD
英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
日文、塞爾維亞語、簡體中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超過六萬本

9782709656092 | 2019 | 426 pages | 21x14 cm | 22.00 €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國外版權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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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太陽傳奇系列作品

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1) :
Le triomphe des ténèbres

黑暗的勝利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深入探討戰爭的秘
密，揭開納粹主義深
藏不露和不為人
知的一面。

1939年1月的西藏，一支黨軍SS探險隊發現一
種未知金屬鑄成的卐字符號。它是四個元素之一
（火、空氣、水和土），根據古老的預言，擁
有這些元素的人就可以主宰世界。1939年1月的
西班牙，法國冒險家崔斯坦率領共和黨突擊隊搶
劫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他們發現了一幅畫與其
中一個元素的藏身之處有關。1940年10月，納
粹德國統治著歐洲。這是邪惡的勝利。隨後開啟
了尋找其他三種元素的競賽。祖先遺產學會（專
門從事神秘主義和考古學研究所）的負責人維斯
托特上校，將崔斯坦從佛朗哥監獄釋放出來，強
迫他合作尋找元素，他們去了卡達的蒙塞古爾，
那裏是最後堡壘。在英國的特種作戰單位（邱吉
爾的新特勤局）裡，指揮官馬婁利發起了一次行
動，欲奪取第二個元素，於是開啟了「星星」和
「卐字符號」之間的鬥爭，並決定了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結果。

RIGHTS SOLD

英文(Hodder & Stoughton) 波蘭文(Sonia Draga)
西班牙文 (Penguin Random House Spain)
義大利文 (Mondadori) 日文 (Take Shobo)
塞爾維亞語(Vulkan) 中文（簡體）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超過六萬本

9782709656085 | 2018 | 475 pages | 23x14 cm | 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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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業務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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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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Seuil www.seuil.com
Personne ne sort les fusils

Le cœur synthétique

不要掏槍！

合成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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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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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21456554 | 2020 | 156 pages | 13x18,5 cm | 15.00 €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一千冊

Chloé Delaume

9782021425451 | 2020 | 208 pages | 14x20,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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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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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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Seuil www.seuil.com
Saturne

Dans les yeux du ciel

土星

天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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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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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七千冊
9782021454901 | 2020 | 208 pages | 14x20,5 cm | 18.00 €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Rachid Benzine

9782021433272 | 2020 | 176 pages | 14x20,5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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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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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b

Max Monnehay

Des kilomètres à la ronde

悚

方圓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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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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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21445961 | 2020 | 304 pages | 14,5x22 cm | 1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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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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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a Van Ee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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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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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l Proust : Mélanges

Un crime sans importance

普魯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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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21449426 | 2020 | 400 pages | 14,5x22 cm | 24.00 €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Irène F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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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有深度、有理
念的故事，讓人省思
沉默的壓力與重擔。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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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vivre : Chroniques en passant

Chantal Thomas
一本切合今時今日的
重要參考書籍。

Piero Heliczer : L’arme du rêve

生命咖啡

皮耶羅．赫力澤：

行旅札記

把夢當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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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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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七千五百冊
9782021451740 | 2020 | 208 pages | 14x20,5 cm | 17.00 €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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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21087758 | 2020 | 432 pages | 14,5x22 cm | 21.00 €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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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uction et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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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出口業務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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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ie rêvée des chaussettes orphelines

Le jardin de l'oubli

落單襪子的
美夢人生

遺忘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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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德文、捷克文

Marie Vareille

Charleston | 9782368124727 | 2019 | 399 pages
14,5x23 cm | 19.00 €

一位堅強女性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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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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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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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ire du fils

Après le monde

兒子的故事

後世界

故事的主角安德列是父親阿柏森與母親加布
里愛兒的兒子。但安德列卻是由加布里愛兒
的妹妹艾琳娜撫養長大的。每年夏天，安德
列都會回到他親生母親身邊。

2022年11月，史無前例的颶風襲擊了美國
西岸，保險公司因無法彌補損失而破產了，
隨後美國金融體系也跟著瓦解，導致全球
金融系統崩壞。資金耗盡、能源殆竭、接
踵而至的氣候災害、通訊中斷……在短短
幾個月內，我們所熟知的世界被摧毀了。
小說講述的是發生災難前後的故事，文中點
出了政治、人類和社會問題：人文主義是存
在於理想社會下的特權嗎？身處災難之中，
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到新的生活方式？

RIGHTS SOLD

德文、荷蘭文、瑞典文、
波蘭文、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一萬五千本

Marie-Hélène Lafon
法國家族的百年故事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2800 | 2020 | 176 pages
13x19 cm | 15.00 €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Antoinette Rychner
環境問題在今日已
無可避免——一部
富有遠見且鼓舞
人心的小說。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3258 | 2020 | 288 pages
14x18 cm | 18.00 €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5...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2021年國際書展 主題書籍目錄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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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書 科學與科技 - 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 青少文學

Libella www.libellagroup.com

Libella www.libellagroup.com
La petite dernière

Carnaval

最後一
位小女孩

狂歡
西塔姆患有不治之症，他離開了一起生活的
家人。他知道到自己這麼做不對，但還是辭
去工作獨自生活。然而一個朋友的離世，讓
他不得不回到郊區的家鄉。這個返鄉之旅讓
他回想起過去的日子，他曾經和朋友組了一
個樂團，在成長過程中，成員們都渴望冒
險，同時也煩惱著經濟問題。西塔姆找到他
們之後，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艱難的生活留下
的痕跡。

法蒂瑪正值二十青春年華，她跟父母及
姐妹一起住在克利希蘇瓦布瓦（Clichysous-Bois）。法蒂瑪深藏著一個可怕的秘
密，她是虔誠的穆斯林教徒，同時也是同性
戀者——一個絕不能告訴身邊親友的事實。

RIGHTS SOLD

Fatima Daas
一位戀穆斯林女同
性戀的自傳

德文、英文、西班牙文、丹麥文、
加泰隆尼亞文
Noir sur Blanc | 9782882506504 | 2020 | 192 pages
12,8x20 cm | 16.00 €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Hector Mathis
2.0時代的席琳那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2251 | 2020 | 224 pages
13x19 cm | 16.00 €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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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vie et des poussières

Noir Canicule

生命與塵埃

當黑暗的熱浪
來襲

瑪蒂爾德不年輕了， 她搬進了養老院並開
始寫日記。這是關於一段生命以及塵埃的
故事，她在日記裡記錄了往事回憶：童年度
過的戰爭時期、父親的失聯、逃亡到自由法
國的過程、母親的失蹤以及農民家裡的藏匿
之處。然而再度回歸和平的生活時，一切早
就被戰爭摧毀了。她還紀錄了在養老院這個
奇怪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她與看護的友誼
是如何使她充滿奮鬥的力量。

Valérie Clo
跨世代的女性友誼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3036 | 2020 | 240 pages
11,5x19 cm | 16.00 €

Christian Chavassieux
一名殺人犯在酷暑熱
浪中的旅途。

現在是2003年，莉莉是名計程車司機。
她在炎熱的天氣下載一對老農夫婦前去坎
城。如果熱浪無限期一直持續下去怎麼辦？
隨著溫度的不斷升高，小說裡的主角們在愛
與暴力中一一出場。莉莉想起她的大女兒潔
希卡，她在十幾歲時就遇到人生第一次感情
挫敗；他也想起她的前夫，那個男人為了
一個比她年輕的女人而離開她；以及他們倆
以前玩的情色遊戲……在那氣氛之中的確有
某種腐敗的感覺。讀者似乎可以把她的生活
總結成某種痛苦的恐懼。 然而我們萬萬無法
想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Phébus | 9782752912237 | 2020 | 192 pages
14x20,5 cm | 17.00 €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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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erre invisible

Hubert Mingarelli
一個戰地紀實攝影師
眼中的恐怖集中營

Miarka

看不見的地域

米亞卡

1945年，一名英國戰爭紀實攝影師被困在
德國的一座小鎮。當他報導德國的戰敗時，
他也目睹了解放集中營的整個過程，自此他
陷入沉默。攝影師跟一名在路上偶遇的年輕
士兵結伴，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解放集中
營的畫面在他腦海裡揮之不去，士兵則被英
國家鄉發生的過往故事困擾著。《看不見的
地域》，記錄了他們的旅程。

丹妮絲‧雅各柏（Denise Jacob）19歲時，
化名為米亞卡並加入反抗軍。她擔任里昂
的聯絡官，負責申請偽造文件，收集並發
送情報，直到她被捕的那一天。1944年6月
18日，米亞卡遭受嚴刑拷打，勇敢的她寧死
不屈，不發一語。隨後她被驅逐到拉文斯布
呂克（Ravensbrück）營區，然後又被轉送
到毛特豪森（Mauthausen），同時她的家
人，包括她的妹妹，也就是未來的西蒙娜‧
韋依（Simone Veil），也被納粹黨追殺。
安托萬‧德‧梅克斯（Antoine de Meaux）
對丹妮絲‧雅各柏十分了解，她戰後結了
婚，易名為維爾奈。安托萬利用她未曾
公開於世的書信，如詩般的個人著作，
以及他父親安德烈‧雅各柏的筆記本，
回顧了米亞卡及其家族的遷徙歷史。
米亞卡是一位婦女的傑出典範，抵抗運動
的先驅，永遠的鬥士，大時代中不可或缺
的英雄。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英文、羅馬尼亞文

FIND OUT MORE

> 已出售一萬本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2244 | 2019 | 192 pages
11,5x19 cm | 15.00 €

Antoine de Meaux
西蒙娜‧韋依
（Simone Veil）的
親生姐妹不為人知，
且令人難以置信
的命運。

Phébus | 9782752912190 | 2020 | 256 pages
14x20,5 cm | 18.00 €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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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grande escapade

美好的假期
這是70年代法國外省的故事。在有著公園和
空地的橘色磚牆學校，有一群與家人同住的
小學教師，他們還把自己當作是神聖的傳播
知識之人。然而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生態
環境與地球首次發出警訊；婦女意識抬頭；
男女強制混校……

RIGHTS SOLD

英文、義大利文

Jean-Philippe Blondel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1506 | 2019 | 272 pages
14x20,5 cm | 18.00 €

70年代法國的童
年生活

國外版權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出口業務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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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esse oblige

Patagonie route 203

因為要有錢

Hannelore Cayre

十九世紀，有錢人創造大筆財富，甚至買通
窮人子弟代替他們的孩子應召入伍去打仗。
今天這些有錢人的後代子孫依舊富裕，枝繁
葉茂家族龐大甚至有不認識的後輩，但這些
人都可以依法繼承財產。1870年，一個大製
造業家族的其中一位公子，是個慷慨的理想
主義者，承認了一個非婚生子女。2016年，
布蘭琪，一個拄著拐杖跳脫所有世俗規範的
女子，聽聞這個富商家族接連的喪事，發現
自己也可以擁有這份家產。

巴塔哥尼亞
203公路
派克，一個謎樣的薩克斯風手，駕車奔馳於
巴塔哥尼亞一望無際的公路上，沿途遇見各
種宛如愛麗絲夢遊仙境般不可思議的人物，
遭遇一些令人錯愕及不友善情況，還愛上一
個節慶市集的收銀員。

FIND OUT MORE

Eduardo Fernando Varela

FIND OUT MORE

如何以不引起懷疑
的手法，剪除族譜中
的每一分支，最終
繼承遺產。

> 2020黑歷史獎
9791022610223 | 2020 | 224 pages | 14x21,5 cm | 18.00 €

國外版權 Catherine de Léobardy : secretariat@metailie.fr
出口業務 Lise Detrigne : Lise.Detrigne@metailie.fr

一場精采的公路
旅行，穿越南半球環
境最惡劣且最奇
異的道路。

> 2019美洲之家文學獎、
2020外國作家文學獎最佳西班牙文小說獎
9791022610605 | | 368 pages | 14x21,5 cm | 22.50 €

國外版權 Catherine de Léobardy : secretariat@metailie.fr
出口業務 Lise Detrigne : Lise.Detrigne@metaili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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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aronne

藥頭大媽
一個單親媽媽如何勤奮工作，含辛茹苦地養
大孩子，一絲不苟地為司法服務，翻譯數千
小時的電話監聽內容，卻沒有合法的工作身
分，最終逾越法律界線？很簡單，劫走運毒
集團一山的大麻，毫無罪惡感，不驚不乍，
而且可以說是一種與己無關的愉悅。就此成
為毒界教母大姐頭。

RIGHTS SOLD

Hannelore Cayre

於澳、美、加、英、德、冰島、
西班牙七國出版

FIND OUT MORE

毫不留情切入警
界實況

> 2017歐洲推理小說大賞
> 同名電影由Jean Paul Salomé導演，
伊莎貝雨蓓主演
9791022606073 | 2017 | 176 pages | 14x21,5 cm | 17.00 €

國外版權 Catherine de Léobardy : secretariat@metailie.fr
出口業務 Lise DETRIGNE : Lise.Detrigne@metaili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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