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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e de l'Échiquier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任務：再利用

梭羅與我

停止自欺

永續漫畫

回收，大迷霧

無條件平等

宇宙演化論

狐狸跳進水裡

家的拼圖

 牲不如：
畜
我如何成為素食者

屠殺
恐懼
我的有機且零廢棄廚房
我的有機且零廢棄湯品
 源與基因大全
根
（套裝書）

行人穿越道
見樹不見林的氣候
解禁囚犯
離線任務
駱駝喬

Rue de l'Échiquier
www.ruedelechiquier.net

國外版權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2021年國際書展 法國出版社目錄

Rue de l'Échiquier
Mission récup'

童書

人文社會科學

任務：
再利用

停止自欺

生態危機當前的
動動腦練習

作者邀請孩子跟著書中的老鼠菲斯特勒
一起認識再利用的絕妙藝術。作者提出
各種類型與素材的巧思和DIY，包含：
舊衣服縫出新生命、塑膠袋編織法、
紙板做家具…...等一整礦山的點子，簡單
好做，搭配插圖帶孩子按步驟完成！

Vinciane Okomo
Claire Le Gal
如果我們再利用而不
是丟掉和浪費？

9782374251905 | 2019 | 40 pages
14x19,6 cm | 8.00 €

Ne plus se mentir :
Petit exercice de lucidité par temps
d'effondrement écologique

Jean-Marc Gancille
作者對生態提出不
讓步的激進觀點。

資本主義體系對於地球極限的無動於
衷，作者呼籲就事實的本質思考問題，
才能提出足以應付挑戰的解答。他為我
們提出一條激進且振奮人心的道路：展
現集體的力量及戰鬥行動來對抗私利。
因為，在我們還能夠做點什麼的時候，
為了挽救還能挽救的，我們除了對這
個體制的迫害採取正當防衛外，別無其
他選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超過七千五百本
9782374251462 | 2019 | 96 pages
11x19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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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

Recyclage, le grand enfumage :
Comment l'économie circulaire
est devenue l'alibi du jetable

漫畫與圖像小說

回收，大迷霧

Flore Berlingen
解構回收及循環
經濟的迷思，太常被
當作廢棄物處理
的理想解方。

9782374252001 | 2020 | 128 pages
14x21 cm | 13.00 €

宇宙演化論
西勒努斯之歌

循環經濟如何成為
一次性用品的藉口

作者深耕廢棄物處理的研究觀察，在本
書破解假裝「循環」的經濟，無限上綱
地建構可回收再利用的產品神話。她舉
證這些特性如何站在量產及資本主義那
一方，持續鼓勵一次性產品的使用。

Les Cosmogoniales : Un chant de Silène

這本以墨繪製漫畫，邀請我們踏上一趟
獨特的旅程：宇宙的起源。從最初的爆
炸火光到地球上出現生命，作者以當今
科學知識所知的生命起源，對照古典希
臘與拉丁文作家對宇宙起源論的書寫。
兩個時代間明顯的差距提供一種對世界
與生命嶄新且詩意的視角。

Hyacinthus
本書以卓絕的圖
像力道，描繪宇宙
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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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土耳其文
9782374251530 | 2019 | 192 pages
18,5x30 cm | 2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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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e de l'Échiquier
La Famille Puzzle :
Petites chroniques
d'une famille recomposée

童書

人文社會科學

屠殺

家的拼圖

終結人類中
心主義

一個「拼裝家庭」
的日常小記
Pascale Bougeault
「重組家庭」就像
拼拼圖，有時候合得
起來（當然也有合不
起來的時候）！

本書算是作者創作列表中的異數。
拼裝家庭的日誌，就是無數的日常圖
像，在搞笑、惱人、溫柔、火爆等各種
情境間轉換。值得與家人共讀的黑白圖
像小說！
9782374251998 | 2020 | 96 pages
15x21 cm | 15.00 €

Carnage : Pour en finir
avec l'anthropocentrisme

Jean-Marc Gancille
這本衝擊的議題書帶
你了解我們與動物世
界的關係。

作者毫無保留揭露人類與動物的關係，
奠基在宰制與剝削之上。這場屠殺對人
類終將是場悲劇：造成對生態系統的破
壞、不道德否定了動物也有感覺、以及
食品加工產業對消費者的大規模欺瞞。
最後，作者畫出終結「人類中心主義」
的一條行動路線及作法。
FIND OUT MORE
> 2020年三千萬好友文學獎決選
9782374252421 | 2020 | 208 pages
14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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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r peur

童書

生活實用

恐懼

我的有機且零
廢棄廚房

人無時不刻、對任何事情都可能會感到
害怕，同時也令別人害怕。恐懼有個人
的，普世的；我們獨自會怕，在群體也
怕... 即便恐懼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但
這種情緒經驗卻總是被認為是負面的，
彷彿很羞恥而想隱藏起來。然而，恐懼
是一種警示機制，使我們免於一頭栽進
危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恐懼？

Stéphanie Vermot
只要理智就能不害
怕嗎？難道我們沒有
道理感到害怕？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阿拉伯文
9782917770405 | 2012 | 160 pages
12x20 cm | 10.00 €

Ma cuisine bio et zéro déchet :
58 recettes végétariennes pour cuisiner
responsable et mieux se nourrir

五十二 道素食料理食
譜：追求更營養且不傷
害地球生態的飲食習慣
Delphine Pocard
零廢棄食材料理，美
味又健康

戴芬妮・波卡（Delphine Pocard）成長
於一個熱愛料理的家庭，一個總是盡可
能避免浪費食材並且使用有機種植食材
的家庭。因為這樣的家庭教育，讓她學
會了一種更負責任的處理食材方式，不
僅更營養也更經濟！搭配作者親自精心
拍攝的照片，本書五十二道有機與零廢
棄食譜提倡一種更健康、美味且有趣的
料理方式。
9782374251585 | 2019 | 128 pages
17x22 cm | 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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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實用

Mes soupes bio et zéro déchet :
75 recettes de veloutés, soupes
et accompagnements gourmands

人文社會科學

根源與基因大
全（套裝書）

我的有機
且零廢棄湯品

一部世界農業史

七十五 道濃湯、
湯品與副菜食譜
Stéphanie Faustin
原創湯品食譜：
全年都能盡情享
受的湯品

簡單又可以快速製作的湯品，不管是
切塊或攪碎、熱食或冷食、鹹或甜、加
了香料，熟食或生食，湯品料理可以千
變萬化，滿足不同味蕾並且令人驚艷。
在本書中，史蒂芬妮・佛斯汀
（Stéphanie Faustin）提供了七十五
道色彩豐富且令人驚奇的湯品食譜，
以及不同的撒料和搭配湯品的小點。

Des racines et des gènes (Coffret) :
Une histoire mondiale de l'agriculture

Denis Lefèvre
史前至今的世界農
業史，上下兩冊。

9782374251899 | 2019 | 144 pages
17x22 cm | 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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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上下兩冊集大成出版的套裝書
中，作者講述不同時代的農業演變，
並帶領我們思考今日持續面對的挑戰：
如何養活當前地球上所有的人口，以及
預計在二〇五〇年突破九十億的人口？
如何重新思考人類與所有地球生物的
關係？
9782374251080 | 2020 | 512 & 592 pages
11x17,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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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與圖像小說

Thoreau et moi

漫畫與圖像小說

梭羅與我

永續漫畫

在讀過許多關於環境危機及降低能源消
耗之急迫性的文章後，四十多歲的巴黎
畫家塞德里克與梭羅（1817-1862）的
靈魂相遇。梭羅可說是「去增長哲學」
的奠定者，他們倆人進行一場哲學的對
談，發現即便相隔兩世紀之遙，毫無節
制的資本主義與消費至上主義所引發的
問題依然不變。

Cédric Taling
出於對環境的焦慮，
引發一場出色的內
在追尋。以梭羅的名
作《湖濱散記》為發
想的一部自由創作。

RIGHTS SOLD
英文
9782374251523 | 2019 | 128 pages
17x24 cm | 17.90 €

Permacomix :
Vivre en permaculture, mode d'emploi

如何實踐永續農
業的使用說明書

Guizou
Cécile Barnéoud
第一部讓你完全瞭解
永續農業的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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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埃唐對自己受雇於大公司擔任小螺絲
釘的情形感到無力，他想離開。一次與
永續農作意外的相遇，給了他放手一搏
的機會。他的伴侶伊奇雅也對此感到好
奇，他們一起決定放一年的假，學習這
門以倫理構思的行動，旨在從大自然擷
取靈感，建立永續的人類棲地。
9782374252506 | 2020 | 160 pages
17x24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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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

L'Égalité sans condition :
Osons nous imaginer et être semblables

Renard se jette à l'eau

童書

狐狸跳進水裡

無條件平等

鄰居新的清潔劑非常有效，甚至有點太
過有效了，因為它摧毀所有它碰到的東
西。還好有狐狸：當牠看到毒液從下水
道溜走、流進河裡，便趕緊跨上腳踏車
去拯救受災的動物。但清潔劑一旦離開
瓶子，就停不下來……會流到哪裡呢？

讓我們勇於想
像並作彼此的同類

Réjane Sénac
作者摧毀平等迷思，
思考及創造一種無條
件的平等。

作者以爆發性的論點，發展出一種創新
大膽的女性主義思路。她分析湯瑪斯．
皮凱提（Thomas Piketty）、哲學家拉
斐爾．恩多芬（Raphaël Enthoven），
以及法國饒舌歌手歐爾森（Orelsan）的
例子，證明人如何聲稱平等，同時卻參
與製造不平等。她檢視今日法國的女性
主義抗爭、中性語言運動、#MeToo引
發的論戰，以及單性參與的女權主義和
反種族主義聚會。

RIGHTS SOLD
波蘭文

Floriane Ricard
Fibre Tigre
一個讓孩子思考
水汙染的生態寓言

RIGHTS SOLD
日文
9782374251479 | 2019 | 96 pages
11x19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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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374251004 | 2018 | 40 pages
17x20,5 cm | 1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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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與圖像小說

Cédric Taling
這本漫畫充滿力
道地詰問我們與動物
世界的關係，以及
肉食行為。

Comme une bête
(ou comment je suis devenu végétarien) :
je suis devenu végétarien)

人文社會科學

Passage piéton :
Récit d'une détox numérique
par la marche

畜牲不如：
我如何成為
素食者

行人穿越道

當李察得知他十三歲的乾女兒卡蜜兒
成為素食者後，心中產生許多疑問。
隨著劇情開展，他漸漸對於反對人是
萬物主宰的想法、素食主義及廣義
的生命產生認同。但他有辦法改變
原本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和習慣嗎？
作者在本書呈現一個人如何漸進成為素
食者的幾個重要階段。以其獨特的創意
及幽默探討飲食的問題。

二〇一七年，作者還是一位重度使用
網路的記者，她感覺自己已遭數位生
活淹沒，她決定按下停止鍵，並確實地
拉開距離：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她不再
使用網路與社群網絡…...而是去走路。
本書是對健走的絕美歌頌，作者認為走
路是在這個總是太快的世界中，得以放
慢步伐、重新感受自然、與生命中最重
要的事物重新建立連結的方式。

一段用健走勒
戒3C的記事

Laurence Bril
「我怎麼用走路擺脫
『網路成癮』。」

9782374251950 | 2020 | 136 pages
13x20 cm | 12.00 €

9782374252254 | 2020 | 128 pages
17x24 cm | 1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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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

Le climat qui cache la forêt :
Comment la question climatique occulte
les problèmes d'environnement

人文社會科學

解禁囚犯

見樹不
見林的氣候

將我目不忍睹的
監獄藏起來

氣候問題的聚焦如
何掩蓋其他環境問題
Guillaume Sainteny
今日各國政府、
非政府組織及媒體對
氣候問題的優先重
視程度是否合理？

即便氣候變遷是重要問題，它並不會比
空氣或水汙染、生物多樣性驟減或土壤
劣化更為重要。作者為證明其論點，比
較了這些問題所引發的諸如未及國民平
均壽命便死亡的人數、經濟代價等情況
的嚴重性，以及重要國際組織的建議。
9782374251776 | 2019 | 256 pages
11x17,5 cm | 9.00 €

Décarcérer : Cachez cette prison
que je ne saurais voir

Sylvain Lhuisser
假如，就這麼一次，
我們不再對此社會
問題視而不見，並思
考如何體現人們所
說的共同生活？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作者提出淨空監獄與構思新的刑罰方
式，取代興築新的監獄。長久以來，
我們知道監獄不是防範犯罪的有效途
徑，又如果大部分受監禁的人都不是真
正的罪犯，我們又怎能不重新審視監獄
的角色？
9782374252261 | 2020 | 128 pages
11x19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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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déconnexion

童書

漫畫與圖像小說

離線任務
作者觀察研究人類社會的數位使用超
過二十年，在本書清晰地概論這個數
位議題：究竟是「資訊」還是「有害物
質」 、網友、網路成癮對健康的影響、
網路騷擾等。作者在本書帶領兒童提出
好的問題，並提供一些解答，讓他們學
習自己做選擇。她也提到另一個孩子通
常比較沒有意識到的問題：由數位產品
帶來的汙染。

Laurence Bril
Léo-Louis Honoré
防止3C螢幕污
染我們的生活和地
球的小指南

9782374252339 | 2020 | 40 pages
14x19,6 cm | 8.00 €

Camel Joe

駱駝喬
康絲坦是年輕的漫畫家，創造了一個人物
「駱駝喬」（Camel Joe，拼法類似女性
性徵之代稱「駱駝蹄Camel Toe」 ） ，藉
由該角色反對大男人主義、好打抱不平又
閒不下來的人生，描述女性日常生活中經
歷的一千零一種性別不平等與騷擾... 從緊
身褲、「駱駝蹄」、到街頭騷擾的應對方
法，作者的風格獨特，輕快、一針見血又
帶點龐克，讀來充滿幽默與能量。

Claire Duplan
一位年輕的女性
漫畫家，創造一個好
打抱不平的化身，
反抗我們社會中的
性別歧視。

3 4 5 6 7 8 9 10 11 12

FIND OUT MORE
> 正由Maja Films改編成動畫
9782374251240 | 2018 | 120 pages
17x24 cm | 16.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