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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epress.com.tw 積木文化 X漫繪系＝獻給大人的圖畫饗宴
積木文化長期經營生活風格書，在內容選材與製作深度上不斷尋求突破。

2012年開始的「漫繪系」，以「獻給圖文閱讀世代的動人題材」為目標，精
選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繪本、風格漫畫、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主題
跨越愛情、文學、藝術、時尚、奇幻、科普、傳奇……，邀請讀者一起享受

翻閱美麗書頁的無窮驚喜，體驗有如紙上電影般的圖文閱讀樂趣。

線上全書目

立即看

荷馬、羅卡、老普林尼、莎孚、赫曼．赫塞、茨維塔耶娃、艾蜜莉．狄金生……，從古

至今，詩人們的心中皆有一棵摯愛的樹──慷慨的松樹、爺爺般的橄欖樹、守護著女孩

的垂柳、帶遊子回家的絲柏。樹是詩意的，令人思念低迴，透過超大開本的壯麗圖像，

義大利插畫家帶領讀者漫步森林，欣賞三十餘種樹木的多變姿態，聆聽自古希臘至今各

家詩人對樹多情的歌詠，翻頁之間彷彿嗅到來自山林的微風，忍不住深深呼吸。

李偉文　作家．荒野保護協會前理事長

林世仁　兒童文學作家

Fion 強雅貞　暖心系插畫家

蕭文偉　蕭文偉樹木醫學研究中心主持人

【深呼吸推薦】（依中文姓氏筆劃排列）

「一本樹的肖像冊，也是樹之詩。單純看著

圖，心靈便跟著樹一起伸展，向世界打了一

聲美的招呼！」

──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樹與我分享他的花與果實，我與他分享我

的愛與夢想，靜默的對話是安心的陪伴。」

── 暖心系插畫家 Fion 強雅貞

「看到歷經無數滄桑歲月的大樹、老樹、巨

木，不禁令人讚嘆造物主的偉大及神奇，這

本繪本的樹木栩栩如生，如詩如畫，如夢似

幻，美極了。生命應該花在美好的人、事、

物上！此書值得欣賞、閱讀及收藏。」

── 蕭文偉樹木醫學研究中心主持人 蕭文偉

安徒生年度圖書獎得主，
繪畫藝術與詩文創作的最美結合！

海 山

2017 春天即將登場

琵雅．法蘭提尼斯 Pia Valentinis

義大利知名兒童繪本作家。畢業於烏迪內藝術學院（Istituto d’arte di Udine），第 21
屆安徒生最佳插畫家。她的最新繪本小說作品《Ferriera》也嬴得了 2015年安徒生最
漫畫。

毛洛．艾凡哲利斯塔Mauro Evangelista

義大利繪本作家，義大利馬切拉塔美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Macerata）插
畫與平面設計系教授，Ars in Fabula的藝術總監。曾獲 2008年安徒生最佳插畫家獎。

關於繪者

聽，樹會唱歌，在寂靜中發出聲音，或在夜晚呼吸，觀看著，聆聽著。這是一本

宛如散步的書，去發現和觀察在我們周圍的那些樹木，與其中的大地景觀。我們

與樹同生，因而無法不去了解它們的美，是它們鼓舞了我們，帶給世界詩意。

本書引用詩文取自──

荷馬《奧德賽》∣馬特維耶維奇《地中海祈禱書》

∣羅卡〈無歌的大地〉∣鄧南遮〈松林裡的雨》

∣老普林尼《博物誌》∣彼得．漢德克《持續之

歌》∣蒙塔萊〈檸檬〉∣艾妲．內格利〈在我母

親的家鄉〉∣塞菲里斯〈神話之詩〉∣賈貝斯〈會

飛的樹〉∣雷伯拉〈楊樹〉∣帕斯捷爾納克〈一

條椴樹大道〉∣安娜．阿赫瑪托娃〈垂柳〉∣阿

巴斯．奇亞洛斯塔米〈埋伏的狼〉∣莎孚，散詩

∣賈科莫．利歐帕迪〈無限〉∣喬凡尼．帕斯科

利〈倒下的櫟樹〉∣艾蜜莉．狄金生〈這些更加

溫和的早晨〉∣卡杜奇〈在聖圭多前面〉∣安托

妮亞．波齊〈在山上的夜晚和黎明〉∣馬里歐．

里勾尼．司特恩《野生植物園》∣赫曼．赫塞〈樹

之歌〉∣葛托〈在樹林裡〉∣茨維塔耶娃，書信

∣海涅〈抒情間奏曲〉∣ J.A.貝克《山丘的夏天》

看更多本書

內容介紹

出版日期　2017 .1. 20
ISBN　978-986-459-072-8
29 X 37.5 cm ／ 48 頁／全彩．精裝

定價 650 元

義大利收藏級自然繪本系列

出版日期　2017 .3. 2
ISBN　978-986-459-078-0
29 X 37.5 cm ／ 48 頁／全彩．精裝

繪者　Chiara Carminati、Lucia Scuderi

出版日期　2017 .3. 28
ISBN　978-986-459-077-3
29 X 37.5 cm ／ 48 頁／全彩．精裝

繪者　Elena Fedrigo、Luca Pettarelli、
Olga Rosa、Riccardo Renzi、Giulia Rossi

書頁在我們的眼前展現出世界上最美、最
壯觀的山峰及自然環境。山，其峰向來讓
人著迷，又挑戰著人類。本書透過充滿詩
意的文學作品、歷史名人語錄以及淋漓盡
致的圖像描繪出山的壯麗，也涵蓋了關於
山的科學、歷史和神話故事。

翻開一波一波的海浪，詩詞像海裡悠游的
魚躍然紙上，帶領我們沉浸在海的驚豔之
中。在書頁裡，我們將想像的海描述出來，
交織成形形色色的聯想、好奇心以及詩人
的話語。讓人沉浸在這生命起源之處深深
的感動之中。

快報！茱麗葉．畢諾許領銜演出同名繪本小說改編電影《波麗娜》 2017/3/31
即將上映！詳請速見本刊。



作者　巴斯提昂．維衛斯 (Bastien Vivès)

出版日期　2013 . 6
ISBN　978-986-5865-15-3
18.5 X 26 cm ／ 144 頁／全彩線裝．海報書衣

定價 490 元

作者　艾曼紐．勒帕吉（Emmanuel Lepage）

出版日期　2016 . 3 . 29
ISBN　978-986-459-033-9
33 X 22.5 cm ／ 168 頁／全彩．圓背精裝

定價 580 元

氯的滋味

那年春天，在車諾比

Dior：穿迪奧的女孩

作者　勇司

出版日期　2011 . 12
ISBN　978-986-6595-61-5
15 X 21 cm ／ 160 頁／全彩平裝

定價 280 元

貓男愛的日記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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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更多本書

內容介紹

看更多本書

內容介紹

即 日 起 至 2017.6.30 止， 凡 填 寫 線 上 問 卷， 即 可

獲 贈 積 木 文 化 漫 繪 系 圖 書 一 本（ 隨 機 出 貨、 不 挑

書），限量前 50 名，送完為止。

◆請務必填寫問卷內【收件者／ email ／地址】以利寄送。

填問卷，送好書！

掃我立即填

寫線上問卷

看更多本書

內容介紹

限量典藏

暢銷 No.1

發燒話題

預告：2017 今夏最期待

超值活動

法國經典史詩級寓言繪本小說

Moebius
Le Monde d'Edena 伊甸納的世界
墨比斯

【書籍簡介】

法國國寶級漫畫巨匠墨比斯代表作。原書分為六集，積木

文化繁體中文版為整套合集：全一冊 408頁，另外收錄一

篇墨比斯作品導讀以及數則幾乎無對白的短篇創作，加上

透明壓克力書盒，是書迷不可錯過的限量收藏版本。

【作者簡介】

墨比斯本名尚．吉哈（Jean Giraud），1938生於法國，與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是惺惺

相惜的多年知交。1975年，墨比斯與友人共同創辦《Metal Hurlant》漫畫雜誌，不僅

將法國推向領導歐洲漫畫的龍頭地位，更賦予歐洲漫畫更深層的藝術價值。墨比斯亦參

與多部經典科幻電影如《沙丘魔堡》（Dune）、《異形》（Alien）、《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等的造型、服裝設計、布景及故事分鏡等幕後製作。其作品風行全世界，

並在各國獲得無數漫畫大獎，被譽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漫畫大師。

【故事簡介】

斯迪爾與阿彤是兩位「太空機械師」，在執行任務的途中，被一艘奇異的太空船所吸引，

啟動之後卻被帶到一個未知的星球：伊甸納。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採食當地的食物，

這使得他們從中性的狀態，還原為原本的男性與女性性徵與樣貌。兩人分開之後，在平

行時空裡冒險，企圖解決在伊甸納世界發生的種種謎團，與從頭到腳包裹住的鼻啪人、

充滿惡意的帕典神展開對抗。

看更多本書

內容介紹

作者　安妮．葛琴歌（Annie Goetzinger）
出版日期　2016 . 7 . 28
ISBN　978-986-459-044-5
19 X 26 cm ／ 152 頁／全彩．精裝

定價 580 元

畫風典雅考究、故事溫暖動人的繪本作品，透過虛構人物——初入媒體擔任時尚記者的

克拉拉之眼，帶領讀見證訂製服傳奇克里斯汀．迪奧短暫卻璀璨的設計生涯，與時尚產

業戲劇化的生命周期。巴黎漫畫家安妮．葛琴歌（Annie Goetzinger）以細膩的描繪功

力聞名歐洲漫畫界，取材大量史實與當代名流為藍本，細細刻畫出一個雖在動盪中惶惶

不安，仍舊嚮往追求極致浪漫的美好年代。書末更附上迪奧先生的 22個系列中最具代

表性的服裝作品複刻插畫，克里斯汀．迪奧的生平事紀，還有時尚知識如布料、配件以

及工坊職員表等豐富資料。

法國時尚傳奇品牌與著名繪本作家攜手，

栩栩如生的彩繪筆觸，虛實交織的時代故事，

重現 Dior 細膩考究的絕代風華！

作者　巴斯提昂．維衛斯 (Bastien Vivès)

出版日期　2013 . 5
ISBN　978-986-5865-11-5
18.5 X 26 cm ／ 208 頁／特印雙色．海報書衣

定價 550 元

波麗娜

看更多本書

內容介紹

原著改編

同名繪本小說改編電影《波麗娜》

由茱麗葉．畢諾許領銜演出，

上映日期：2017 / 3 / 31

舞動生命意義的絕妙不凡
掃描 QR Code 搶先看預告

電影贈票活動請見 Facebook
搜尋：積木生活實驗室

★第 73 屆威尼斯影展「威尼斯日」競賽單元

★當代芭雷指標編舞家安傑林 ‧ 普雷祖卡絕

美打造，盡情揮灑藝術時尚兼具的視覺風格

一位天生的舞蹈家，與她默默無名的啟蒙老師，共譜

一段關於追求極致藝術與面對人生抉擇的動人舞碼。

2012 法國 ACBD 漫畫評論人與新

聞人協會年度評論大獎獲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