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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童書

Davide Cali
Raphaëlle Barbanègre
白馬王子？太無聊！
仙杜瑞拉比較想要
找到一份好工作，
成為馴龍高手！

Cendrillon et la pantoufle velue

不一樣的仙杜
瑞拉
從前從前，有個叫做仙杜瑞拉的可憐女
孩，與壞心的後母和兩個更壞心的姊姊
住在一起。她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事，
只能一邊打掃，一邊期待白馬王子來拯
救她。終於有一天，城堡要舉辦盛大的
舞會……妳以為有華麗馬車、閃亮亮禮
服、漂亮玻璃鞋嗎？嘿嘿！都沒有！
至於王子？看不出來哪裡迷人！
RIGHTS SOLD
中文、韓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四千本
> 改編成舞台劇
9782362661952 | 2017 | 32 pages | 24x26 cm | 15.00 €

童書

David Guyon
Hélène Crochemore
一本向身處世界
各個角落無論何地，
或許是他方，正努
力懷抱希望的孩子致
敬的動人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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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lleurs

他方
「在我的國家，孩子們是娃娃兵；在
你的國家，孩子們玩娃娃兵。」「在我
的國家，有戰爭且我害怕死亡；在你的
國家，有和平而你畏懼生活。 」十二
組對照頁面，作者大衛．吉庸（David
Guyon）詩意的文字與海蓮娜．可霍許
摩兒（Hélène Crochemore）強烈的圖
像，揭露那些我們或許看不見的悲劇
與流離失所的故事，但也展現在世界
各地、在他方，那些仍在心中懷抱著
希望的孩子們的樣貌。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9782362662744 | 2019 | 30 pages | 22,5x30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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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童書

Clic et Cloc

Les petites filles cruelles

童書

克里克
和克洛克

天使外
表的小惡魔

克里克和克洛克是最好的朋友，他們總
是膩在一起、從不分開。直到有一天克
洛克突然不見了。克里克覺得自己不再
是自己，他既恐慌又害怕，到處尋找克
洛克，他能找回自己的好朋友……以及
找回獨立自主的自己嗎？

Estelle Billon-Spagnol
友誼應該是能適當
地給彼此空間，以更
珍惜相聚的時光。

RIGHTS SOLD
簡體中文、韓文、葡萄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五千本
9782362662348 | 2018 | 40 pages | 18x26 cm | 15.00 €

Mr. Tan
Caroline Hüe
在捲髮與百褶裙的形
象之後，小天使變成
小惡魔，十五篇小女
孩的惡作劇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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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小女孩都像天使一樣？小捲髮跟
玫瑰色的小臉頰可不保證溫順和服
從…… 。欺負弟弟、捉弄金魚、對
洋娃娃施虐，作者譚先生（M. Tan）
以些許諷刺的文筆、卡羅琳．余耶
（Caroline Hüe）以幽默的畫風，
揭穿這些名叫烏蘇拉、薩姬、
費蘿梅納的女孩和她們的好姊妹
甜美微笑的背後，隱藏著的調
皮搗蛋小小暴行。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三千五百本
9782362663802 | 2020 | 40 pages | 20x26 cm | 1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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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童書

Élisabeth Brami
Estelle Billon-Spagnol
女孩跟男孩一樣，
也有權利衣衫不整、
蓬頭垢面、處處是
傷、活潑好動……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filles

女孩的
權利宣言

Tout pour devenir une sorcière :
Petit guide à l'husage des princesses
qui s'ennuient

童書

女巫養成手冊

一份內有十五條的非官方宣言，仿照
人權宣言而寫，充滿創意和幽默感。
討論社會對外表的規範、在學業表現
上的偏見、對女孩行為及喜好的刻板
印象等主題，以幽默諷刺的方法呈現，
旨在打破性別定型，提醒我們性別平等
的重要性。
RIGHTS SOLD
英文、拉丁美洲西文、土耳其文、
義大利文、越南文等十種語言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四千本

給公主們打發時
間的專屬手冊

Myriam Dahman
Maurèen Poignonec
讓無聊的小公主
們變身成為花招百
出的小女巫！

9782362661068 | 2014 | 40 pages | 15x21 cm | 1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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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超（級不）實用的爆笑指南。在這
本書的九十六頁分成十個階段，小公主
們可以速成學會：如何在白馬王子不會
注意到的情形下開溜；哪個Wi-fi方案最
適合自己手上那顆全知全能的水晶球；
還有要如何保養自己的燉藥鍋（關鍵：
要用柔軟的海綿輕輕刷洗）。
9782362662584 | 2019 | 132 pages | 14,8x21 cm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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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童書

Esther et Mandragore :
Une sorcière et son chat

童書

小魔女愛斯特與
貓咪曼德哈戈爾

Sophie Dieuaide
Marie-Pierre Oddoux
機靈的女巫，
夥伴竟然是一隻愛
抱怨的貓！

RIGHTS SOLD
烏克蘭文、拉丁美洲西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一千本

小魚泡泡的探險
「這是個美好的早晨，是小魚泡泡一
直在等待的早晨。」躲在石洞裡的泡泡
探出頭，看看左邊，再看看右邊，這是
他第一次離開石洞出來看外面的世界。
在這趟不太平順的探險途中，他笨拙地
跌跌撞撞，遇見許多朋友，也遇到一些
敵人。天黑了，帶著滿滿的新體驗與一
路上結交的友誼滿足地回家。

女巫與她的貓咪

一年級的小魔女愛斯特在魔女學校拿
了最好奇獎！獎品是一張可以通往人類
世界的通行證。她的貓咪曼德哈戈爾這
下可開心了，愛睡覺的牠可以睡個飽！
雖然愛斯特被規定在人類面前不可以使
用魔法，但為了要幫柔伊找回她的貓，
用點小魔法不算什麼吧！

Mousse

Estelle Billon-Spagnol
這是個美好的早晨，
是小魚泡泡一直在等
待的早晨。今天輪
到他去覓食早餐，
而且是自己去！

9782362661396 | 2016 | 128 pages | 14x21 cm | 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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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巴西葡萄牙文
9782362663574 | 2020 | 32 pages | 26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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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童書

Stéphanie Richard
Gwenaëlle Doumont
獻給所有討厭足
球的男孩！

J'aime pas le foot

我不喜歡足球
「我不喜歡足球，可是爸爸超愛。
所以每個禮拜天，不管是傾盆大雨，
還是大雪紛飛，爸爸都一定帶我出門
練習。」盧西安最討厭足球了，他討厭
練習，也討厭在球後面追著跑。然而有
一次，他竟意外地以一記漂亮的頭槌擋
下被稱作恐怖教頭的教練所射出的球。
在那之後，球隊跟恐怖教頭開始為盧西
安規劃他的足球名將之路，但問題是，
盧西安早就說過了，他「不」喜歡
踢足球！
RIGHTS SOLD
越南文、瑞典文
9782362661341 | 2015 | 32 pages | 15x19 cm | 11.50 €

童書

J'aime pas être belle

我不想變漂亮
「我不喜歡漂漂亮亮的。但是每天上
學前，媽咪一定會檢查：我的裙子是
不是燙平整，我的頭髮是不是有梳齊，
我的絲襪是不是有拉好，我的鞋子是不
是閃閃發亮。」然後每天早上，媽咪都
會說出那句儀式一般的話：「我家女兒
真美！」總是同一句話。作為一個完美
的女孩，我不能斜眼看也不能挖鼻孔！
最糟的是拍團體照的那天……。

Stéphanie Richard
Gwenaëlle Doumont
獻給所有不喜歡
蓬蓬裙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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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越南文
9782362661471 | 2016 | 32 pages | 15x19 cm | 1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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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Le peuple du chemin

童書

Le renard et la couronne

童書

擋路的人

狐狸與皇冠

在亞馬遜雨林中，一個原住民部落正
好座落在閥林公司怪手清除的路線上。
為達目的，這間企業屠殺了部落居民。
蘿卡與妲波卡這對姊妹倖免於難，被
一個村落收留。年紀較小的蘿卡慢慢地
就適應新生活，但姊姊妲波卡則一心想
回到森林加入表姊妹的部落，找拾她的
自由與真正的生活。

Marion Achard
亞馬遜雨林中真
實故事改編，當全族
都遭屠殺，倖存逃出
的兩個孩子……

RIGHTS SOLD
德文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克羅埃西亞達
爾馬提亞，在祖母過世後，只有十歲安
娜被拋棄在街頭。為了生存，她受迷人
的女子敦珈照顧，加入她帶領的流浪兒
童群體。苦難、領養、在法國的生活、
婚姻，以及發現自己的真實身分，和與
失散的敦珈重逢，在這段充滿啟發性的
旅程中，安娜對政治的意識、對愛以及
對自我的肯定漸漸地在心中甦醒。

Yann Fastier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八千本
> 入選2017 西法蘭西報迪墨圖童書獎 /
入選2017聖艾提安書展童書獎 /
入選2018明日生態書籍獎 / 入選南特
貝蒙波吉耶童書獎 / 2018 亞特蘭提斯國
際文學節 / 入選2018漢斯小學讀者獎 /
入選2017布里夫書展(12-14歲書籍)

一部敘述啟迪心
靈的旅程的小說，
充滿勇氣與顛覆性，
兼具娛樂與思想。

9782362661594 | 2017 | 96 pages | 14x21 cm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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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六千本
> 2018千篇青少閱讀獎、
2019自由書店員獎選書
9782362662386 | 2018 | 544 | 15x22 cm | 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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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童書

Élisabeth Brami
Estelle Billon-Spagnol
男孩跟女孩一樣，
也有權利哭泣、玩洋
娃娃、穿粉紅色、
不總是當超級英雄、
喜歡他們喜歡的人：
不管是男孩還
是女孩。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garçons

男孩的
權利宣言
一份內有十五條的非官方宣言，仿照人
權宣言而寫，充滿創意和幽默感。討論
社會對男孩必須勇敢、有力氣的期望、
在學業表現上的偏見、對其行為及喜好
的刻板印象等主題，以幽默諷刺的方法
呈現，旨在打破性別定型，提醒我們性
別平等的重要性。
RIGHTS SOLD
英文、拉丁美洲西文、土耳其文、
義大利文、越南文等十種語言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一萬二千本

童書

Blanche-Neige et les 77 nains

白雪公主和七
十七個小矮人
顛覆傳統童話故事的想像，經典童話
《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升級版！
白雪公主要如何與七十七個小矮人共
同生活？面對忙不完的家事、疲憊的
身軀，白雪公主究竟該如何是好呢？

Davide Cali
Raphaëlle Barbanègre
以幽默顛覆經典童
話的另類情節。

9782362661075 | 2014 | 40 pages | 15x21 cm | 1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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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中文、韓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七千本
> 改編成舞台劇
9782362661372 | 2016 | 32 pages | 24x26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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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Pierre-Eustache

童書

聖爪貓男爵皮
耶的庶民生活

Solène Ayangma
KMie.
以貓咪男爵皮耶的
視角，幽默又有點自
大的口吻（其實很
溫柔！），來看一
隻貓男爵如何在
庶民家生存。

皮耶－厄斯塔許．德聖爪是一隻與眾
不同的貓咪：牠來自一個歷史悠久的貴
族世家，為了對得起男爵這樣的稱號，
皮耶總是表現得高貴優雅。當牠被莉
拉收養的時候，感受家庭生活滿滿的
歡樂。莉拉愛上隔壁小名叫做甜圈的女
孩，這兩個女子共組家庭，並準備迎接
一個新生命。皮耶雖然一直努力維持貴
族的形象，但是很快就無法再抗拒鮭魚
派的誘惑，也無法抗拒溫情的抱抱！
9782362663376 | 2020 | 128 pages | 14x21 cm | 9.90 €

La guerre des jupes

童書

裙子的戰爭
學校下課時間每天都會發生一樣的災
難：露易絲跟她的好朋友每天都要遭
到泰迪與他那群小混混朋友的欺負，他
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掀女孩的裙子。
有一天，女孩們決定團結起來，組成一
個自衛團體「別再碰我裙子！」。女孩
們成功地讓男孩們明白，該停止這種性
別歧視的行為了。

Isabelle Rossignol
Eva Roussel
看主人翁露易絲
如何與好姊妹們攜手
阻止男同學繼續調皮
掀女孩們的裙子。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IGHTS SOLD
西班牙文
FIND OUT MORE
> 法國已售出三千本
9782362663406 | 2019 | 48 pages | 13,5x18 cm |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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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

Faut pas pousser Mamie
et Papi dans les orties

Danxomè

童書

達荷美戰士

誰說阿公只
會打太極

Élisabeth Brami
Estelle Billon-Spagnol
所有阿公阿嬤都
會會心一笑。

「我的阿公最討厭人家叫他歐吉桑或
是老爺爺。」「我的奶奶，她最討厭
什麼祖母節。」「厚，我爺爺他超愛追
劇的！」這本與眾不同的作品，集結了
小朋友們對他們爺爺奶奶的看法。於是
發現，不是所有人的阿公阿嬤都一樣：
他們年紀不同（有的爺爺奶奶還沒有退
休）、興趣多元（不是每位奶奶都會織
毛衣）、他們來自不同地方（有些阿公
阿嬤有很特別的口音）。這本集結許多
小故事的書，匯聚了百百種阿公阿嬤。
9782362663819 | 2020 | 32 pages | 17x21 cm | 14.00 €

Yann Fastier
亞恩．法斯提耶
（Yann Fastier）
在這本書傾注了滿腔
的書寫熱情，生動描
繪西非被殖民的一
段歷史，並傳神地讓
達荷美的戰士重
新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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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二年，非洲達荷美王國。法國為
了鞏固在非洲的影響力，並且面對有德
國提供武備的達荷美國王，決定派軍隊
進駐這個獨立王國，達荷美王國後來成
為法國殖民地，之後成為今日的貝南共
和國。一名遠征軍醫為了使兒子艾力克
斯「成為真正的男人」，而帶他上船一
起出航。然而等待著他們的，可是達荷
美國王那支驍勇善戰、令人聞風喪膽，
並且被歐洲人稱為「兇猛的亞馬遜戰士
王軍」的軍隊……。
9782362663628 | 2020 | 288 pages | 14,8x21 cm | 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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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Hauts
童書

Marie Lenne-Fouquet
Pauline Duhamel
還記得小時候的游泳
課嗎？說到游泳課，
每個人肯定都有各式
各樣難忘的故事吧。

Le grand bain

那些游泳課發
生的事情
這是小學二年級第一堂游泳課。艾力克
斯跟普林非常興奮：不難猜到，他們兩
個已經很會游泳了。尼可則是超怕水，
但為了不要被同學嘲笑，他硬是報名了
海豚組……。很快地，尼可發現他不是
唯一一個覺得困擾的人：多利安覺得穿
上泳衣的自己太胖，薇奧蕾特不想讓人
家看到她身上長的疣，哈珊則有第三顆
小乳頭。尼可能不能夠成功克服恐懼，
承認他怕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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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cas d'attaque

童書

隨時警戒！

Séverine Huguet
和平主義女英雄超機
靈的作戰策略！

在一處偏僻森林裡，一座從沒有被攻
擊過的城堡中，住著一支軍隊，由於實
在太安逸，沒人認真地想要保護城堡。
只有一位女騎士隨時保持警覺，擔心攻
擊隨時出現，然而其他人還是傾向睡個
美好的午覺。由於缺乏軍事訓練，女騎
士決定把這支軍隊訓練成最會「放鬆」
的軍隊，成為偷懶專家，不管是攤開躺
椅、演奏音樂還是準備吊床都是最強
的。某天早上，敵人真的出現了，沒想
到這些偷懶的技能，竟然成為她們的超
級利器。
FIND OUT MORE
> 改編成影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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