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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iens

La Terre

人類

地球

作者帶領我們潛入史前時代，進入一個史前
人類的思維，以幽默且近乎精神分析的手
法，體現史前人類對周遭世界的感知如何使
他們得以存活下來，並讓我們更加了解在所
有人科動物中，智人這一屬的特殊性。

本書由四位地質學家合撰，以豐富的圖畫帶
領讀者認識地球的組成，以及從地殼斷層與
板塊碰撞引發的地震，到火山噴發至地表的
深層岩石，與陸塊漂移等所有地質現象，
都將一一解密。

RIGHTS SOLD

9782271124326 | 2019 | 180 pages | 17x21 cm | 18.00 €

簡體中文

9782271124197 | 2019 | 168 pages | 17x21 cm | 18.00 €

François Bon
Aurore Callias

Alexandre Schubnel
Donatien Mary

人科動物中，為何
只有人類存活繁衍至
今，而其他的人屬
都滅絕了？

我們對於所居住的這
個星球和它地下深藏
的秘密認識多少呢？

國外版權 Martine Bertea : martine.bertea@cnrseditions.fr 出口業務 Fadi Hajj : fadi.hajj@interforum.fr

國外版權 Martine Bertea : martine.bertea@cnrseditions.fr 出口業務 Fadi Hajj : fadi.hajj@interforu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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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attre, sauver, soigner :
Une histoire de fourmis

La colonisation de l'espace

星際殖民

戰鬥、
救援、治療

從對金星、彗星的研究到登月競賽，作者回
顧人類探索太空的重大歷程、對於外星生物
的各種假設、以及人類移民外星球的可能
性。本書將帶著我們出發去太空，而且是毫
無意外風險的安全星際旅行喔！

螞蟻的故事

Erik T. Frank
Camille Lavoix
一位年輕的生物
學家，敘述他在象牙
海岸的疏林莽原觀察
螞蟻的故事。

本書是作者在象牙海岸東北部科摩埃國家
公園每天花好幾個小時趴在地上觀察蟻群
行為的紀錄。馬塔比勒勇士蟻（fourmis
Matabele）一會兒組織成戰士隊伍，
一會兒組織成醫療隊伍，受攻擊的白蟻群則
奮勇抵抗，這些都讓作者極為驚奇；但最吸
引他的，是勇士蟻對受傷同袍治療之效率。
這種螞蟻使用的秘方能否拿來研發新的抗
生素呢？
9782271125132 | 2020 | 200 pages | 14x22 cm | 17.00 €

國外版權 Martine Bertea : martine.bertea@cnrseditions.fr 出口業務 Fadi Hajj : fadi.hajj@interforum.fr

9782271126276 | 2020 | 178 pages | 17x21 cm | 14.00 €

Sylvain Chaty
Lili des Bellons
太空長久以來就令人
著迷。誰沒有夢想過
登上月亮、登上火星
或者移民外太空呢？

國外版權 Martine Bertea : martine.bertea@cnrseditions.fr 出口業務 Fadi Hajj : fadi.hajj@interforu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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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ommeil

L'or vert : Quand les plantes
inspirent l'environnement

睡眠

綠金

人類基於生存的必要，需要規律的睡眠；我
們在睡眠中得到休息，沒有規律地睡眠則會
造成身體失調。其規律由生理時鐘調節，與
地球的轉動有密切關係，可以進行調整。睡
眠與生存關聯的主要功能，應是所有動物皆
然，雖然還在研究中，但已經有了更多的認
識，本書對此進行盤點。

源於植物的創新靈感

9782271130662 | 2020 | 176 pages | 17x21 cm | 18.00 €

Muriel Florin
Julie Légaré

Agnès Guillot
Jean-Arcady Meyer

從古至今人類是如
何看待和理解睡眠和
夢呢？各個文化又
是如何看待？

植物既沒有大腦也沒
有肌肉，而且無法移
動。可是……

國外版權 Martine Bertea : martine.bertea@cnrseditions.fr 出口業務 Fadi Hajj : fadi.hajj@interforum.fr

本書圖文並茂地匯集了如工業、醫學、建
築、設計、資訊與機器人等各領域的最新
發明。人類從植物取得靈感，向植物學習，
製造出各種黏著劑、找到對抗床上臭蟲的方
法、學習避免水患、或是如何儲水、學習掌
握運用太陽能或風力、回收二氧化碳、學習
避熱保存疫苗，並且設計無「肌肉」且無
「大腦」的機器人。在不久的未來，人類
將創造出利用植物有機質作為迴路的植生
電腦。
9782271126191 | 2020 | 224 pages | 16x21 cm | 23.00 €

國外版權 Martine Bertea : martine.bertea@cnrseditions.fr 出口業務 Fadi Hajj : fadi.hajj@interforu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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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http://editions.flammarion.com
La science des rêves

夢的科學
夜晚不可或缺的一本實用指南，除了告訴您
各種記住夢境的技巧，教您如何藉助最新神
經科學成果來解讀夢境，還教您透過做夢
者心目中的聖杯──清醒的夢──來控制自己
的夢境。
9782081499621 | 2020 | 272 pages | 15x21 cm | 19.90 €

Guillaume Jacquemont
度過夜晚的實用必
備指南，告訴您各種
記住夢境的技巧。

國外版權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出口業務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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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lla www.libellagroup.com
Le nouveau désordre numérique

混亂的數
位時代

Olivier Babeau
數位化如何加深
社會鴻溝

2020年春季，數位科技的崛起造成了人類
的健康問題。新興科技曾為世界帶來更平等
的希望，但這希望卻深深令人失望。科技有
時萬能，有時無能。我們認為數位化能解放
企業發展的限制，實際上卻反而讓大企業以
他們的遊戲規則來主宰市場。我們以為人人
皆有機會，社會階級可以被消弭。唉，事實
上，科技菁英份子與其他毫無未來的科技文
盲之間的鴻溝卻越來越深。我們以為可以強
化民主，但又能帶來什麼結果？民主從未如
此脆弱，現代獨裁者和少數份子都會使盡力
量破壞民主的根基，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
數位科技將會摧毀文明。我們必須改變我們
的制度，利用科技的力量改變人類文明，就
像普羅米修斯一般，使社會恢復平等，並幫
助人們找到自己的新地位。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4293 | 2020 | 272 pages
14x20,5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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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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es Sud www.actes-sud.fr
Vos ongles, tout un monde : Embellir soigner - guérir

指甲的世界

美化、保養、治療

Sophie Goettmann
指甲是否能映照
出我們的飲食和
健康狀況？

指甲脆弱在哪裡？會有什麼問題，又該怎麼
解決？索菲．哥德曼（Sophie Goettmann）
提供日常保養的建議，告訴你如何護甲、善
用美妝品，同時也指出皮膚、指甲和我們的
心理狀態之間的密切關係。這是本獨一無
二的著作，首部揭開指甲神秘世界的書，
由專家帶領一般大眾了解許多內行人才知道
的知識。
Actes Sud | 9782330135164 | 2020 | 352 pages
13,5x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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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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www.albin-michel.fr
Antifatigue : En 4 semaines,
retrouvez 100 % de votre énergie
grâce au sommeil

對抗疲勞

四週內通過睡眠
恢復100％的精力

Pierre Philip
讓我們重新掌握夜晚
的時間，徹底對抗疲
勞的各種關鍵。

皮耶．菲利普（Pierre Philip）教授是知名
的睡眠專家。他出版了許多著作，都說明
好的睡眠能夠幫助我們抵抗疲勞。三十年
來，我們少掉一個半小時的睡眠。焦慮、壓
力、生活節奏紊亂……都證明對我們的健康
影響甚鉅。睡眠的時間與品質是對抗疲勞最
佳良方，能帶來難以置信的好處，與運動、
各種維他命和營養素一樣有效，且對我們的
身體器官和大腦都至關重要。本書將為您提
供一份量身訂做的睡眠諮詢。運用睡眠日誌
和四週計畫表，幫助自己睡得更好，精力更
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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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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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c.S www.editionsleduc.com
Je me soigne avec les mésonutriments :
Oméga 3, coenzyme Q10, flavonoïdes… :
les molécules naturelles
100 % efficaces pour votre san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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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

中型營養素自療法

專為女性設計的
整骨療法

OMEGA-3、輔酶Q10、
類黃酮…：對健康
100%有益的天然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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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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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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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608 | 2020 | 226 pages
15x21 cm | 17.00 €

一種越來越受歡迎的
徒手療法。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137 | 2020 | 394 pages
15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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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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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huiles essentielles qui soignent

精油聖經

精油芳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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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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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義大利文 、葡萄牙
文、俄文

Danièle Festy
非讀不可經典，
二〇〇七年以來
熱賣長銷！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百二十萬冊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0046 | 2008 | 552 pages
19x23 cm | 2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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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 Dufour
最平易近人的芳
香療法指南。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6499 | 2020 | 192 pages
19x24 cm | 14.90 €

國外版權 Laurence Badot : laurence@editionsleduc.com
出口業務 Pierre-Benoit de Veron : pierrebenoit@éditionsle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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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besoin d'être souple
pour faire du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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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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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got Éditions www.vigotmaloine.com

Petit atlas d'anatomie

Urgences

口袋版人體
解剖全覽

Pierre Kamina
以豐富圖片呈現人體
解剖結構的教材。

在醫療實務上，如果沒有解剖圖像，醫師很
難清楚掌握患者的身體，也很難、甚至無法
與患者討論。這本人體解剖全覽擁有近兩百
張彩圖，呈現人體的整體或局部樣貌，方便
讀者認識及學習人體的基本構造。只需要看
一下，讀者就能掌握人體的某一區塊或某個
器官，了解不同構造之間的關係，亦可藉助
詳盡的索引找到需要的資訊。

RIGHTS SOLD

愛沙尼亞文
Maloine | 9782224034078 | 2014 | 184 pages
17,5x24,7 cm | 26.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急診室
發生緊急事態時，好用的工具最好就在手
邊。這本指引即是從此一觀點切入，匯整大
量有助日常管理急診室的實用資訊。本書為
增修第十版，加入最新處理患者的策略。對
於所有必須面對緊急狀況的醫事人員而言，
是您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Maloine | 9782224036065 | 2020 | 592 pages
12x18 cm | 35.00 €

Christophe Prudhomme
一本必備的口袋指
引，幫助您妥善管理
急診室。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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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omie clinique (Tome 1) :
Anatomie générale, membres

Carnet d'anatomie (Tome 1) :
Membres

臨床解剖學
（第一冊）

解剖學練習手
冊（第一冊）

卡敏納醫師（Pr. Kamina）撰寫的五冊
《臨床解剖學》是學習解剖學概論的絕佳工
具。文字精鍊且觀念新穎，完全採用《法語
化國際術語》刊載之用語。四色精印彩圖，
提供大量實務、醫學及外科應用知識。專為
醫學系學生設計的五大冊教材，是絕佳的
一般醫學知識入門磚。

這套練習手冊是幫助您通過大學考試的利
器。文字言簡意賅，並加強提醒關鍵詞彙，
幫助您記憶及應付複選題。折頁設計讓您可
以遮住文字及圖說，看著圖片自我測驗。精
心設計的大小讓您無論何時何地皆可輕鬆閱
讀。這套練習手冊是為醫學系及牙醫系學生
所設計，所有醫療相關科系的學生也適用。

一般解剖學．四肢

Pierre Kamina
一本全圖解教材，幫
助您學習解剖學
概論。

Maloine | 9782224031831 | 2009 | 592 pages
20,2x26,7 cm | 65.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四肢

Pierre Kamina
只要有這一本練習
冊，就能幫助您有效
學習解剖學。

Maloine | 9782224033798 | 2013 | 272 pages
13,5x16,5 cm | 22.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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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omie & ostéopathie :
Fondaments anatomiques
pour les ostéopathes

Gestes en médecine et petite chirurgie

醫療行為及
小型外科手術
之操作

解剖學與整
骨療法

整骨醫生必備的基
本解剖學知識
André Chantepie
Jean-François Pérot
透過本書學習人體
解剖學，以提供最佳
的整骨治療。

整骨治療，必須先對解剖學有深入認識。
本書作者依循英美方法論，從整骨治療的角
度詳盡介紹人體解剖學，以使讀者了解兩種
領域之間的共同點。此外，全新繪製的大量
插圖幫助讀者快速吸收解剖學知識。

RIGHTS SOLD
義大利文

本書提供方便查閱的資料卡形式，讓醫師在
診療現場面對不同選項時可以參考。不只重
視現行的建議做法，亦根據臨床經驗推荐值
得參考的做法。本書適用於治療成人患者，
對於一般醫師及醫學生皆有極具參考價值。

Sarah Tepper
Aurélien Guénin

Maloine | 9782224035808 | 2020 | 176 pages
12x28 cm | 28.00 €

帶您了解醫療行為
及小型外科手術的最
新做法！

Maloine | 9782224030292 | 2015 | 224 pages
19,5x25,5 cm | 46.00 €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國外版權 Sarah Larsen : slarsen@vigot.fr 出口業務 Romain Vigot : rvigot@maloi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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