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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蒙特伊童書展及「小金塊童書獎」

法國蒙特伊童書展（Salon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 Jeunesse, SLPJ de 
Montreuil）每年十一月於大巴黎地區舉行，是童書界矚目的盛事。超過 250 位

作家、450 家出版社參與，豐富的活動包含簽書會、工作坊、演出及展覽等。

每年書展還有一個重頭戲，便是開幕當天的「小金塊（Les Pépites）」頒獎典

禮。

  「小金塊童書獎」分繪本、漫畫、小說三種類別。除了專業人士組成的評

審團，還有八至十五歲讀者所組成的兒童評審團。兒童評審團選出各類別的優

勝作品，專業人士則從所有類別的入選作品當中，選出年度最佳書籍，頒發

「小金塊金獎（Pépite d’Or）」。「小金塊」不僅讓法語讀者更加認識兒童文

學的多樣及豐富性，也提供一個高能見度的舞台，將這些書籍創作者推到前

線，讓全世界讀者更加認識他們的作品。

法國藝文推廣總署（Institut Français）為向世界各地推廣法國童書，特與蒙特伊

童書展共同推出「國際小金塊（Les Pépites internationales）」計畫。此計畫從

小金塊優勝作品中，挑選適合推展全球法語學習的「國際小金塊」作品，期許

法語教學能藉由這些豐富的書籍，達到更生動活潑與文化層面的效果。

當法語兒童文學遇上台灣新手譯者──「璞玉翻譯研習營」的誕生 

  響應法國藝文推廣總署與蒙特伊童書展的「國際小金塊」計畫，法國在臺

協會與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合作，舉辦「2019 璞玉翻譯研習營」。本研習營以

翻譯小金塊作品為主軸，幫助法文相關科系與研究所學生認識兒童及青少文學

翻譯，精進翻譯技藝。

本次研習營在 10 月 25 至 27 日進行，共 18 位學員參與，有的遠從高雄北

上，亦有一位中國同學從台南來參加，學員報名需繳交指定試譯文以供審核。

台灣知名法語譯者尉遲秀及陳太乙擔任課程規劃，並邀請英法語雙棲譯者穆卓

芸以及資深編輯周彥彤（步步出版副總編輯）等業界人士，針對繪本和青少小

說翻譯進行演講。此外，法國在台協會亦邀請 2018 年「小金塊金獎」得主朱利

安．馬汀尼耶（Julien Martinière，《布萊斯的煩惱 Le tracas de Blaise》作者）

來台，擔任研習營其中一堂課的主講，讓研習營的學員有機會與其翻譯的作者

難得地面對面交流。

不少學員表示，雖然上過學校的翻譯課，但透過實際翻譯小金塊作品，使

他們第一次知道，原來翻譯是這麼回事，有這麼多的面向可以思考，而不僅只

是在對錯的考量裡，將法文變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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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小金塊」值得出版？專業與讀者視角的交集 

在法國童書領域，每年有超過 6000 本新書出版，如何在眾多新作中選出最

具特色的作品，重要的童書獎項就成為參考指標。包括歷史較悠久的「女巫獎

Prix Sorcière」及蒙特伊童書展的小金塊童書獎，都是業界關注的指標。 

  雖然入選作品偶有重疊，但兩個獎項還是有不少差異。首先「女巫獎」由

法國童書書店從業人員協會聯合法國圖書館員協會舉辦，評審皆為專業人士，

以專業視角作為評判準則，依類別選出首獎。小金塊則是先由童書領域專業人

士選出 18 本作品，再由一定程度上代表市場的兒童讀者選出各類首獎，亦少不

了專業人士選出的最大獎。另一方面，兩個獎項的遴選類別亦有不同，女巫獎

分為以視覺為主的「美學獎」及以故事為主的「內容獎」，二類再分成「十歲

以下」及「十歲以上」，2018 年起加上綜合年齡的「文學類」及「非文學類」

兩個，最終選出共六本書籍。小金塊則是分「繪本」、「漫畫」、「兒童文

學」與「青少文學」四個類別，年紀跨度大，類型劃分清楚，書籍特色及優點

對一般讀者來說相對簡單明瞭。

  綜概上述，蒙特伊童書展的小金塊獎，基本上是綜合考量圖像及內容，在

專業評審初選後，加入小讀者的意見，以期平衡「內容」與「美感」，「專

業」與「市場」的取向。

2019 國際小金塊作品出版重要性排序     
繪本類（3-7 歲） 
1. 布萊斯的煩惱 Le tracas de Blaise (作者 Raphaël Frier 繪者 Juilien

Martinière / Atelier du poisson Soluble 出版)
2. 去外頭玩吧 Jouer dehors (作者 Laurent Moreau / Helium 出版)
3. 穿透人生 A travers (作者 Tom Haugomat / Thierry Magnier 出版)
4. 本來有十個  Nous étions Dix (作者 Nine Antico / Albin Michel Jeunesse

出版)
5. 小小蟲兒往上爬 C’est la petite bête qui monte (作者 Elsa Devernois 繪者

Audrey Calleja / Benjamins Media 出版)

青少小說及漫畫類（8-14 歲） 

1. 幽靈之愛 Les amours d’un fantôme en temps de guerre (作者 Nicolas de Crécy /
Albin Michel 出版)

2. 上野公園 Ueno Park (作者 Antoine Dole / Actes Sud Junior 出版)
3. 骷髏克勞德與公牛墨林諾 Claude et Morino (作者 Adrien Albert / Ecole des

Loisirs 出版)
4. 綠葉之族 Happa No Ko- Le peuple des feuilles (作者 Karin Serres / Rouergue

出版)
5. 善良的半獸人 Un gentil orc sauvage (Théo Grosjean / Delcourt 出版)
6. 垃圾食物之書 Junk Food Book (作者 Noémie Weber / Gallimard BD 出版)

（以上作品請見第二部分介紹。）

* 烈日下的對決 Duel au soleil (作者 Manuel Marsol / L'Agrume 出版，已由大塊文化出版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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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小金塊作品介紹 

【繪本類（3-7 歲）】 

本來有十個  Nous étions Dix 
作者：Nine Antico 

法國出版社：Albin Michel Jeunesse 

「我們有十個人。沒有任何、任何東西能讓我們害怕……。我們排成一排前進，

像十根手指一樣團結，我們相信：『沒有任何、任何、任～何～東西，可以將

我們分開！』。」這句話開啟了十個大膽的小朋友，在夏夜出遊的故事。他們

離開宿舍，準備去芙伊留島上探險。但一頁一頁，滿腔熱血一點一滴退去：先

是九個人，接著八個、七個……，到最後：「只剩我一個人。」因為隨著夜越

來越深，孩子們的勇氣漸失，每個人都找了理由想溜回舒服的被窩裡……。這

本繪本色彩搶眼，局部燙金與大量代表黑夜的寶藍色十分融洽，搭配人物極簡

的線條，押韻的文字，讓整本書即充滿了詩意……以及幽默！ 

出版社版權聯繫：Anne Dufour (anne.dufour@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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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人生 A travers 
作者：Tom Haugomat 

法國出版社：Thierry Magnier 

本書作者湯姆．歐格瑪（Tom Haugomat）具強烈個人風格，他在本書運用拿手

的絲網印刷技巧，紅藍雙主色調疊合，打造主人翁的一生。這是一本接近無字

的繪本，只標記年份及地點。藉由主角「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窗所看出去的

景，讀者也彷彿一同經歷他所走過的人生路，感受不同時期的夢想、懊悔、失

落等情緒。巧妙的「穿透」讓人欲罷不能，期待翻到下一頁，看見更多主人翁

人生裏頭的畫面。是一本元素簡單卻能讓人低迴不已的繪本。

出版社版權聯繫：etm@editions-thierry-magn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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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的對決 Duel au soleil 
作者：Manuel Marsol 

法國出版社：L’Agrume 

這是已在台灣出版多本作品的馬努葉爾・馬爾索（Manuel Marsol），2018 年帶

來的新作。故事圍繞在一名印地安人與一名西部牛仔決鬥的過程。炙熱的艷陽

下，眼看兩人的對決一蹴即發。此時，一個干擾，使扣在板機上的手指、繃緊

的弓弦鬆開。反覆開始的決鬥前奏，遲遲沒有射出的子彈與弓箭，沒想到，最

後卻有了出乎意料的結果。這本繪本畫面有如電影，許多特寫如沙漠裡的獸骨、

牛仔靴、拉緊的弓箭、上檔的槍，接著是兩人帶有殺意的雙眼，然後帶入一個

全景。這……簡直就像閱讀一部西部電影！ 

出版社版權聯繫：contact@lagrume.fr
（本書已由大塊文化出版中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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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外頭玩吧 Jouer dehors 
作者：Laurent Moreau 
法國出版社：Helium 

一對兄妹在家中玩鬧，不小心打破花瓶了！媽媽一氣之下命令他們去外頭玩。

沒想到他們因此展開了一場認識自然的想像之旅。作者羅宏．莫侯（Laurent 
Moreau） 透過一頁又一頁的滿版畫作，將兩兄妹看見的風景呈現給讀者。我們

從海邊到鄉下，森林到莽原…，好奇的讀者們會發現，畫面中出現形形色色的

動物。事實上，這也是一本找找書，超過 250 種世界上瀕臨絕種的動物都在裡

面！書末附上索引，以分布的地帶將書中出現的動物分門別類、標示其名稱以

及目前瀕危的程度。認識就是關懷的第一步，藉由認識這些美麗驚人的物種，

呼籲小小讀者的大自然的寶貴與脆弱。

出版社版權聯繫：info@helium-edition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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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蟲兒往上爬 C’est la petite bête qui monte（有聲書） 
作者：Elsa Devernois 、Audrey Calleja 

法國出版社：Benjamins Media 

本書取材自法國耳熟能詳，為初生寶寶創造的童謠「小小蟲兒往上爬」。伴隨

歌謠，大人以手指在寶寶身上「行走」、與寶寶互動，成為家喻戶曉的小遊戲。

作者 Elsa Devernois 與 Audrey Calleja 為這個遊戲配上簡單溫暖的圖像與聲音，

本書亦有盲人點字書的版本。（適合 15-20 月寶寶。） 

出版社版權聯繫：contact@benjamins-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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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斯的煩惱 Le tracas de Blaise 
作者：Raphaël Frier、Juilien Martinière 
法國出版社：Atelier du poisson Soluble 

在做了一晚騷動不安的夢後，布萊斯在床上醒來。然而，在他穿上第一只拖鞋

時，他發現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的腳長出獸毛，變成熊爪了！第二天、第三

天……，獸皮不可阻擋的在他身上擴散著。布萊斯雖然歷經了這詭異的變形記，

他試著忽略這些奇怪的症狀，並且堅持每天到辦公室報到，處理一堆無謂的煩

事，因為他「應該」這麼做。日復一日，布萊斯失去他原有的外觀，卻也讓他

的身體開始傾聽內心真正的聲音。繪者朱利安寫實的畫風、詳細精緻的筆觸，

刻意使象徵自然的綠色滿布卻又留下一些空白，彷彿同時暗示即將回歸的終局

又留下讓人思考的空間，精采的藝術表現將這個不驚擾日常秩序的荒唐入侵描

繪的恰到好處。Raphaëlle Frier 的文字像是一齣可笑的鬧劇抑或對於六、七零年

代快速工業化後的社會進行批判。微量諷刺帶著幽默輕快，這部作品提供讀者

十分寬廣的詮釋空間。本書獲得 2018 年「小金塊金獎」。 

出版社版權聯繫：poissonsoluble@wanado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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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小說及漫畫類（8-14 歲）】 

綠葉之族 Happa No Ko- Le peuple des feuilles 
作者：Karin Serres 

法國出版社：Rouergue 

在未來，地球變成一個沒有疆界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作都被廢除，機器負責一

切。一天早晨，法國 45.67 區的女孩瑪德蓮醒來，發現自己的手變成綠色！起

初她還以為這是一場實境遊戲，因為在她所處的時空，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就

是—－「遊戲」，遊戲能夠產生所需的能源。同時，地球城的另一端──日本

23.58 區的男孩健二郎，也帶著綠色的雙手醒來。但他跟瑪德蓮不同，他不害怕

慌張，因為他知道，綠色的手將給他別人沒有的特殊能力……。本書帶有科幻

小說的背景，以「地球城」的概念搭配機器人化的社會這兩個近未來的想像為，

並以保護自然的使命為主軸，內容帶有哲思，預言著人類不久的將來。

出版社版權聯繫：info@lerouerg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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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公園 Ueno Park 
作者：Antoine Dole 

法國出版社：Actes Sud Junior 

這本小說講述的是當代日本社會受壓抑的邊緣青少年們內心的孤獨與痛苦。日

本這個極端的社會，某種程度上將普遍會發生在全世界青少年身上的問題推展

到了極致，甚至有許多獨一無二的現象，比如其中一個繭居族的角色。而這本

書裏頭描寫的內心糾結，讀起來真的會讓人心痛，但也有種跟人物一同成長的

感覺。

故事講述八個年輕人各自的生命問題及障礙。Ayumi，一名日本繭居族，在兩

年的足不出戶後，第一次踏出家門；Haruto，一名高中生，自 2011 年日本海嘯

帶來的悲劇後，一直努力嘗試要走出陰影，重建生活；Nozomu，一名被迫放棄

回家的流浪青少年；Sora，一名「無性別男士」，展現自己真正的樣貌卻必須

面對污辱；以及 Airi，一名有強迫症的追星族，失去理智地對偶像幻想

等。……

這些日本青年彼此不認識，但他們有個共通點，在日本社會的價值觀之下，對

自己的存在感到不自在，他們渴望肯定自己、渴望獲得自由。而上野公園的櫻

花將成為他們相遇的理由，他們踏出自己封閉已久的世界，開始探索自己的孤

獨，打開自己的心，並且重生。

出版社版權聯繫：junior@actes-sud.fr 



12 

善良的半獸人 Un gentil orc sauvage 
作者：Théo Grosjean 
法國出版社：Delcourt 

在幾十年的戰爭後，半獸人王國終於脫離野蠻形象，將整個王國改造為文明的

社會。然而不幸的是，一個崇尚舊時代野蠻風氣的半獸人團體，開始威脅國家

的人民、回歸半獸人的「本性」。一名年輕的半獸人奧斯卡，在親眼見證村子

發生的野蠻屠殺後，決定離開逐漸被激進派掌權的村落。但他卻還是在哥布林

的城市裏頭，遇見了政治及歧視的難題。這本漫畫雖然以神話傳說為世界架構，

但內容與人類社會相似，討論的問題更是生活中常見的社會議題：種族、政治

衝突以及歧視等。適合作為啟蒙青少兒童相關主題的圖像作品。

出版社版權聯繫：saupert@groupedelco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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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之愛 Les amours d’un fantôme en temps de guerre 
作者：Nicolas de Crécy 

法國出版社：Albin Michel 

在幽靈世界，一場毫不留情的戰爭即將開始。帶有惡意的鬼魂、野心的妖怪、

罪犯奪走政權，反抗勢力於是興起。一名年輕的鬼魂，在尋找失蹤父母的過程，

加入反抗軍，後來卻進到比戰爭更可怕的人類世界。偶然間，鬼魂到了一間躲

著一個女孩的怪屋子，他愛上這名女孩，她則一點都不覺得鬼魂「存在」與否

是問題…。然而，一晚，女孩消失了。這本小說以虛擬世界譬喻人類社會，探

討現實社會人與人相處可能遇到的問題。

出版社版權聯繫：anna.garbarino@albin-mich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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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食物之書 Junk Food Book 
作者：Noémie Weber 

法國出版社：Gallimard BD 

在「垃圾食物城市」裡頭，青菜就向毒品一樣，必須透過非法交易取得，炸物

才是王道。非法交易商的孩子小金，被遺棄在速食餐廳 Hungry Tiger 裡頭，他

被店裡的員工領養，長大的過程都在炸薯條的空間度過，還準備訓練自己參加

大胃王比賽。但就在小金度過油膩膩的十年後的某一日，他骨子裡所流的蔬菜

血液被喚醒了…。他必須找到自己真正的家人，做出人生重大的選擇──究竟是

蔬菜還是炸物？本書把「吃青菜對身體好」、「炸物對身體不好」的翻轉，設

定一個鏡像社會般的情境，反而輕易就能吸引小小讀者的興趣與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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骷髏克勞德與公牛墨林諾 Claude et Morino 
作者：Adrien Albert 

法國出版社：Ecole des Loisirs 

骷髏克勞德跟公牛墨林諾是怎麼認識的呢？在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墨林諾和

平常一樣半夜起床小解，但他就地排放的尿液卻不小心讓一具骷髏頭復活了！

它叫做克勞德。好不容易醒過來，克勞德對於早已遺忘的活人世界充滿好奇，

黏人的他讓墨林諾一直想甩掉，但墨林諾越是想甩掉克勞德，越覺得他不可或

缺…。一部友誼的奇想漫畫作品。 

出版社版權聯繫：info@ecoledesloisirs.com 



 
 
 
 

你們知道可以向法國在台協會申請出版補助嗎？ 

 

• 法國藝文推廣總署版權補助  

• 法國在台協會胡品清出版補助  

 

        出版與版權補助申請表下載專區  

 

Contact 聯絡 

 
Muriel SCHMIT（石淼），法語/出版/運動專員 : muriel.schmit@diplomatie.gouv.fr 

Carole CHEN（陳文瑤），法語與文化專案執行：carolechen.bft@gmail.com 
 

 

http://www.hupinching.tw/zh/les-aides/le-programme-daide-a-la-cession/
http://www.hupinching.tw/zh/les-aides/le-programme-daide-a-la-publication-pap/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lhgoYyvI34SlM5KMYfgvYrnHEhbuD5M
mailto:muriel.schmit@diplomatie.gouv.fr
mailto:carolechen.bf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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