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EI

翻譯／校對：王卉文、李欣怡、何韋儒、林詩雅、翁士博、孫祥珊、陳郁雯、許惇純、詹文碩、賴亭卉、賴冠琳、薛智云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 2021 台北國際書展－法國出版協會參展書籍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115, bd Saint-Germain - 75006 Paris, France
t. +33 (0)1 44 41 13 13 - f. +33 (0)1 46 34 63 83
info@bief.org - www.bief.org

Métailié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辦公室」的民族學研究
健步人生
因為要有錢
巴塔哥尼亞203公路
笑
藥頭大媽
門的民族學研究
 基里斯與勝利女
阿
神的後代

Métailié
www.editions-metail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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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Métailié
人文社會科學

Pascal Dibie
從抄經的修士到二十
一世紀的上班族，
辦公室生活千百款。

Ethnologie du bureau

人文社會科學

「辦公室」
的民族學研究

Marcher la vie :
Un art tranquille du bonheur

健步人生

一種寧靜的幸福術

繼《臥房民族學》與《門的民族學》
後，巴斯卡．迪比這次邀請我們檢視今
日職場生活中最常佔據的空間之一：辦
公室。從隱修院裡抄經的修士到現代上
班族，從抄經的書檯到帶著電腦四處工
作的數位遊牧人，這本書是一趟旅程，
讓我們認識辦公室和久坐工作何以成為
現代社會發展的中心，並意識到我們久
坐的生活背後的複雜性。作者以幽默風
趣的筆調、極細微的觀察、百科全書般
的豐富知識，回顧歷史，帶領我們認識
過去三百年來、全世界五十億人的辦公
室生活。

當前這股健走風，兼具多重意義：
想藉由身體力行重新發現世界、打破一
成不變的生活、填滿休閒時間、忘卻一
天的煩心事、想要充電、探險、遇見新
朋友。健走，於面對這個科技世界的疲
憊心靈，有種種療癒功效。

David Le Breton
健走全球風行，
與當前社會主流的居
家活動有所區隔。

9791022610599 | 2020 | 304 pages | 14x21,5 cm | 2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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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1022610728 | 2020 | 168 pages | 12,5x19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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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esse oblige

文學

文學

因為要有錢

Hannelore Ca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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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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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agonie route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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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ardo Fernando Va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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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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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OUT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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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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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

Rire : Une anthropologie du rieur

La Daronne

文學

笑

藥頭大媽

關於笑的人類學研究

David Le Breton
笑之千姿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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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份關於「笑」的人類學研究，
從社會、情感、情緒和生理等方面進
行探討。「笑」是融入社會、社交往來
的一部份；在人們經常壓力緊張的每日
生活中，笑是某種放鬆的時刻。從諷刺
的笑，到愚蠢的玩笑，還有各種幽默
的笑或者猥褻的笑，都將在本書中一
一解析。
9791022608282 | 2018 | 300 pages | 14x21,5 cm | 22.00 €

Hannelore Cayre
毫不留情切入
警界實況

RIGHTS SOLD
於澳、美、加、英、德、冰島、
西班牙七國出版
FIND OUT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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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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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 Dibie
到處都有門，
有窄門，也有宏
偉的大門。

Ethnologie de la porte

人文社會科學

門的民族
學研究
從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瑪格德林文化，
到巴比倫的伊絲塔城門，還有希臘的門
樓、羅馬的凱旋門、或是地獄之門，本
書回溯「門」這個日常物件所建構的形
象。我們真的知道一扇門會帶我們去哪
裡嗎？除了思考門內、門外，開與關，
安居與危險，門也是個哲思的起點，
在各個文化中，穿過門、跨過門檻有著
豐富意義。這不是本吊書袋的書，而是
充滿幽默的田野調查。

Les Enfants d'Achille et de Nike :
Éloge de la course à pied ordinaire

阿基里斯與勝
利女神的後代
推崇日常慢跑

Martine Segalen
慢跑，是時尚！

RIGHTS SOLD
阿拉伯文
9782864248415 | 2012 | 480 pages | 15,3x24 cm | 22.00 €

想要追求極限、超越自我、健身養
生，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慢跑，
成為一種相當受歡迎的全民運動，一
種全球流行。民族學家瑪汀．塞格倫
（Martine Segalen）也是慢跑愛好
者，在這本具前瞻性的書中，透過
分析那些「歷史悠久」的重要賽事
（紐約馬拉松、巴黎馬拉松），描
寫這種新的日常習慣，以及某些傳
統社會中的路跑賽。作者認為跑步
是自由的一種形式，在征服自我的
同時，也在征服城市、征服社群。
9791022606592 | 2017 | 280 pages | 14x21,5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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