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 106年度「閱讀新桃園」 

閱讀專題報告競賽報名表 
報  名  團  隊  學  生  資  料 

就讀學校 自編序號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年 班 姓    名 

桃園市立中

壢國民中學 
01 呂佳蓉 （無則免填） 

八 10 林韋伶 

八 10 謝昕芸 

八 10 蔡宜臻 

八 10 邱若慈 

   

聯絡電話 03-422-3214#213 

承辦人 

核  章 
 

主  任 

核  章 

 校  長 

核  章 
 

 

 
----------------------------接下頁開始書寫--------------------------- 



書名：偷書賊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馬格斯‧朱薩克 Markus Zusak 譯  者：呂玉嬋 

報告主題：偉大又殘酷──人性的矛盾與複雜 

 

報告大綱 

主題簡介 
本書探討了人性的矛盾：生命既堅強又脆弱、人性既偉大尊貴又殘酷暴力。

人們可以建立跨越時空的堅強友誼、犧牲自己來成全別人，卻也可以視別人的生

命如草芥，毫不留情的踐踏。 

    作者藉由死神的全知觀點，敘述了「偷書賊」的故事，一再操縱兩難的抉擇，

呈現矛盾的主題，並且考驗讀者的心臟：最貧窮的「天堂街」、軟心腸的「小偷」

與施捨的「受害者」、「信守諾言」或是「保全自己」、文字力量的毀滅與救贖、「委

屈求生」或是「慷慨赴死」等等。 

    當人生不是只有是非題時，如何選擇下一步？善良的想法不一定會帶來好結

果！當我們無法像死神一樣知道選擇後的結果，如何堅持發揚人性的美好呢？ 

壹、全書簡介 
一、創作源起 

二、情節簡介 

三、人物關係圖 

四、偷書賊的書 
貳、文本分析和主題探討──複雜矛盾的人性 

一、人性的光明與黑暗 

    （一）失控的主流文明 

（二）消極反抗的潛在良知 

    （三）明哲保身的一般大眾 

    （四）真情流露的低層階級 

    （五）偷竊行為的自私與高貴 

二、語言文字力量的毀滅與救贖 

    （一）真實謊言，文字的毀滅力量 

    （二）毀滅下的重建，文字的救贖能力 

參、結論  
肆、延伸閱讀暨參考資料 

  



壹、全書簡介 
一、創作緣起 

這個故事源自作者幼年時聽父母講

述的情節。二次大戰時，作者的父母年

紀還小，曾經親眼目睹盟軍轟炸漢堡之

後的慘狀，也看過納粹押解猶太人前往

死亡集中營的悲劇。「他們提到整個城市

被火籠罩，炸彈掉在他們家附近，還有

童年時期建立的堅強友誼，連戰火、時

間都無法摧毀的堅強友誼。（第 3 頁）」

作者說父母講述的情景一直記在他心

裡，他也一直想把這些故事寫成書，後

來《偷書賊》就誕生了。 1 

二、情節簡介 

2 

    故事發生於 1939 年的德國，本書

以死神的角度，敘述二次世界大戰

時，底層小人物的生活。主角是九歲

的小女孩莉賽爾，她和弟弟在戰亂中

被迫送到寄養家庭，但弟弟卻不幸死

亡。莉賽爾在弟弟的喪禮上偷了一本

書，紀念自己永遠失去的家庭。寄養

家庭位於慕尼黑貧困的郊區，大人常

常彼此咒罵，戰火時時威脅人命，莉

賽爾每晚惡夢不斷。養父為了讓她安

眠，為她朗讀，並且教她識字，莉賽

爾從此發現比食物更讓她難以抗拒的

東西──書。她忍不住開始偷書，並

且用偷來的書學習認字。從此，莉賽

爾進入文字的奇妙世界，讓她熬過現

實的苦難，也幫助了周圍苦難的人。

讓死神驚訝得睜大眼睛，想不透人類

為何一方面展現殘酷的殺戮？一方面

又有發自內心的關愛呢？ 

                                                 
1 《偷書賊》作者馬格斯˙朱薩克。圖片取自「文藝生活週刊」：

http://zhoukan.cc/2012/12/16/thieves-stole-booksthe-book-thief/ 
2 《偷書賊》封面。圖片取自「Mr.闕小豪」：http://dinosaurs.pixnet.net/blog/post/36155942 



三、人物關係圖 

 

 

 

 

 

 

 

 

 

 

 

 

 

 

 

 

 

 

 

 

 

 

 

 

 

 

 

 

 

 

 

 

 

 

 

 



四、偷書賊的書 

    故事由偷書賊莉賽爾的書展開，「加上其他人送給她的書，她總共擁有十四

本，不過，偷書賊覺得她的故事主要是由其中十本構成。這十本當中有六本是偷

來的，有一本自動出現在廚房餐桌上，有兩本是一名逃逸的猶太人親手做給她

的。最後一本是在某個黃昏溫暖的午後出現。（第 29頁）」以下說明每本書的意

義： 

 

 

（一）《掘墓工人手冊》 

制式化的說明如何成為一個優

秀的掘墓工人。 

為了紀念死去的弟弟和永遠失

去的家庭而第一次偷書，開啟了竊盜

史的第一頁。剛到寄養家庭時，養父

在她做惡夢後為她唸書，並且教她寫

字。是啟蒙書。 

 

（二）《聳聳肩》 

講述一位富裕正派的猶太人，厭

倦用聳肩、不在乎的態度去虛度光

陰、渾渾噩噩的過生活。 

從慶祝希特勒誕辰的祝壽營火

中偷來的「禁書」，莉賽爾隱約知道：

是元首讓她家破人亡，基於憤怒與恨

意，她從火堆中偷書。這本書中描寫

的猶太人是個正派角色，與希特勒所

發揚的「猶太人是禍源」理念正好相

反。 



3 

（三）《我的奮鬥》 

希特勒向大眾宣揚他理念的

書，一本洗腦大全。 

書是漢斯從納粹黨辦公室換來

的，偷書賊沒有看過這本書，只是，

它和麥克斯有絕對相關。漢斯利用它

解救了麥克斯，書頁中夾帶了地圖和

鑰匙，指引麥克斯的逃亡之路。這本

書也陪麥克斯度過地下室的漫漫長

夜，後來他撕下書頁完成《監看者》

及《抖字手》，送給莉賽爾。 

 

（四）《監看者》 

十三頁的小冊子，是麥克斯自己

創作送給莉賽爾的第一本書，描寫他

被監視的心情。 

生日禮物，表達麥克斯在一無所

有的狀況之下，誠心誠意的祝福。 

 

（五）《吹哨客》 

一位吹哨客殺人兇手的故事，故

事一開始就是謀殺案。 

鎮長夫人讓莉賽爾在她的書房

看書，她一直想把書送給莉賽爾，但

莉賽爾沒有接受。羅莎被鎮長夫婦解

僱時，鎮長夫人又想把書送給莉賽

爾，但是莉賽爾覺得深受屈辱而把書

丟還給她。後來莉賽爾偷了它，宣示

自己的主權。 

                                                 
3 《我的奮鬥》封面。取自：http://i.imgur.com/YuBigEw.jpg 



 

（六）《夢的挑夫》 

一個被父母拋棄的孤兒想當神

父的歷程。 

在麥克斯昏睡期間，漢斯建議她

每天為麥克斯念書，唸完她所擁有的

書後，她覺得沒有一本感覺是對的，

她想要為麥克斯念一本新的書，祈願

麥克斯能快醒來。這本書表面上是莉

賽爾從鎮長家偷的，實際上，是鎮長

夫人默許的，不然她不會在低溫的三

月把窗戶打開。 

4 

（七）《杜登大辭典》 

辭典。 

表面上是莉賽爾偷的，實際上也

是鎮長夫人送的，希望莉賽爾能理解

更多字彙，這似乎也是鎮長夫人表達

歉意的方式。 

 

（八）《抖字手》 

麥克斯在地下室創作的塗鴉

本，有很多篇短文、故事，還有附帶

說明的圖畫。 

其中寓言故事〈抖字手〉，描寫

希特勒決定用文字來統治世界，用藉

口傷害猶太人，麥克斯身為猶太人，

本可能會憎恨德國人。但因為漢斯一

家的幫助，在書中充滿了原諒，諒

解，正向的力量。 

                                                 
4 《杜登大辭典》封面。取自：http://www.duden.de/ 



 

（九）《最後的人間陌路人》 

就算身旁有很多人，陌路人依舊

孤寂，感受不到人情的溫暖。 

莉賽爾偷的最後一本書，也促使

她反省偷竊的行為是不正確的。在那

之後她對文字發脾氣，因為文字讓她

又愛又恨。 

 

（十）《偷書賊》 

莉賽爾撰寫的書，記錄了她在天

堂街的艱苦生活以及她的偷書歷史。 

莉賽爾為了懲罰自己，決定不會

再到鎮長家偷書。但鎮長夫人希望她

繼續學習，便送她一本空簿子，希望

她自己寫書。這是她的生活簡史，空

襲時，因為她在地下室寫作，逃過死

劫。 

 

貳、文本分析與主題探討──複雜矛盾的人性 

一、人性的光明與黑暗 
世上不存在全然的聖人，或是絕對的壞人，人類是矛盾的綜合體，人性是複

雜的、有時更是「表裡不一」、「心口不一」，「階級高低」不等於「人格高下」，

擁有權力的「上流社會」，不一定有聖潔的靈魂。 

 

（一）失控的主流文明 

    二戰，那個令人聞之色變的灰色歷史。希特勒為了個人利益及偏見屠殺猶太

人，他透過文字洗腦德國人，也讓許多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上流社會（政治

人物、納粹黨、希特勒），他們富有、聰明，但並不具有憐憫、同情心，猶太人

以及底層小人物的死活都跟他們無關似的。但是，為何一向以「理性」著稱的德

國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 

    「為什麼會產生巴哈、貝多芬、歌德、康德的日耳曼文明，會產生希特勒這

類型獨裁者？當希特勒崛起之時，深受威瑪文化薰陶的文明德國人，難道得了集



體軟弱與集體精神錯亂，否則一整代的德國人怎麼會走向戰爭與瘋狂？……德國

人在現代化過程中追求富與強，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挫敗，受到了《凡爾賽

和約》的屈辱，民族主義的強烈呼求，給煽動者希特勒找到了切入點。為了國家

光榮，可以屈從於領袖崇拜；為了民族利益，可以犧牲掉猶太人等『劣等民族』；

為了虛構的生命共同體，可以扭曲人性價值的是非公義。（《希特勒草莓》第 4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挫敗，讓德國人背負三代也賠不完的巨額賠款，沒有未來

的未來，混亂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民不聊生的經濟狀況，讓有心人趁虛而入。德

國人把希望託付在「喊」出美好未來的希特勒！殊不知，這竟是另一場浩劫的開

始！如死神所敘述的精簡版漢斯‧修柏曼與兒子的故事：「兒子是納粹黨的，但

爸爸不是。在小漢斯眼中，他的父親屬於舊德國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那個舊

德國讓外人佔了便宜，也害自己的人民受苦。（第 92頁）」所以他對父親很不滿，

他對漢斯說：「你不能光坐在那裡，乾等著新世界帶你一起走啊，你必須走出去，

加入新世界。不要管你以前犯的錯誤了。（第 92頁）」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的想法。 

    戰爭不可能避免毀滅，當聯軍反擊時，德國人躲在防空洞裡，承擔恐懼的煎

熬。「有多少人因為希特勒的短暫凝視而神魂顛倒，而積極迫害他人，重複他的

句子，他的文字章節，他的著作？藏了個猶太人的羅莎‧修柏曼要負責任嗎？或

是漢斯？他們全都該死嗎？這些孩子們？（第 333頁）」虛構的生命共同體，無

法共享榮華，只能共同承擔苦難。 

 

（二）消極反抗的潛在良知 

    書中最有錢有勢的人物是鎮長，他的豪宅位在鎮上的最高點，但作者著墨較

多的是他的太太。位於權力圈中，鎮長夫人看似擁有許多東西，如當時民眾渴望

的各種物資，但是她卻處於兩難之中：是要默許一切暴行的發生，繼續過著富足

卻不快樂的生活；還是冒著生命危險，去伸張內心中真正的公平正義？可能是基

於失去孩子的傷痛，鎮長夫人對莉賽爾付出許多關愛，從莉賽爾由火中偷了《聳

聳肩》開始，她就注意到這個小女孩，默默關注她。相較之下，鎮長夫人不像漢

斯一樣，做的是攸關性命的事，畢竟，莉賽爾不是猶太人。然而，她的同理心，

讓莉賽爾可以念書、學習，也間接影響了許多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故事最後

她收養了莉賽爾。 

    或許當時有許多人並沒有真正去迫害猶太人，但卻默許一切不合理的待遇。

事情放在今日，我們了解什麼是對錯，也對歷史中那些冷眼旁觀的人感到不屑，

卻沒想到戰火中，擁有的越多也越難付出。 

 

 



（三）明哲保身的一般大眾 

    對於一般人來說，生命的目標就是好好過日子，如： 

「艾立克‧史坦納的矛盾政治信念 

  第一點：他是納粹黨成員，但他不討厭猶太人，也不因為身為納粹黨員而討

厭任何人。 

  第二點：不過，在私底下，當猶太人經營的店舖關門大吉，他也沒有絲毫同

情的感覺。更糟的是，他還開心呢！納粹的宣傳機器已經告訴過他，猶太裁縫師

早晚會像瘟疫一樣出現，把他的客戶都搶了。 

  第三點：這樣就表示猶太人應該完全被驅離出境嗎? 

  第四點：事關家人。當然，他必須盡一切力量來扶養他們，如果必須要加入

納粹黨才能養家活口，那他就加入納粹黨。 

  第五點：在他心底有個念頭蠢蠢欲動，但是他努力不去碰觸它:他很擔心可

能會洩漏出的秘密。（第 53頁）」 

  史坦納其實就只是想保護家人，所以不希望「血統純正」（金髮碧眼）的魯

迪變成其他人──任何不是「我們」（納粹德國）的人，否則會有危險；但他也

不贊同納粹，拒絕讓魯迪接受參加「以元首的名義，培養德國菁英公民」的特訓

學校。 

    「一九三三年，百分之九十的德國人堅定支持希特勒。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不

認同希特勒。（第 55頁）」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在多數暴力的非常時期，站

錯邊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莉賽爾的家庭就是因為這樣而崩解。莉賽爾逐漸體認

到希特勒就是一切混亂的根源，「『共產主義份子』一詞＋盛大的營火＋一疊沒

有回音的信＋媽媽所受的苦＋弟弟的死亡＝元首。（第 101頁）」因此她在公眾場

合說出「我討厭元首」，深愛莉賽爾的漢斯，很乾脆的賞了她一個巴掌。他說「妳

可以在家裡面講那種話，但是，永遠不准在街上、在學校裡、在 BDM 講這種話，

永遠都不准！（第 102頁）」帶出了在極權統治之下，人民的生活：沒有自我的

意識，只有絕對的服從。漢斯和史坦納的不合群，換來的是從軍的懲罰，遠離他

們親愛的家人。 

 

（四）真情流露的低層階級 

    在二次大戰中，最可憐的應該就是猶太人，被屠殺、被壓迫、生不如死。麥

克斯一直覺得他是犧牲了全家人的生命活下來，活著的代價就是罪惡感與慚愧，

「『我好自私。』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用手臂遮住了臉。『我把他們留下，自己過

來這裡，害得你們每個人都面臨危險……』臉上堆滿了悲痛與孤寂。（第 193頁）」

連「想活著」這種基本人權都為會別人帶來極大麻煩時，是何其煎熬？ 



    對於麥克斯而言，除了漢斯一家，有一個人物也是他的救星，那就是瓦特‧

庫格勒。麥克斯從小喜歡打架，瓦特是他街頭拳擊賽的對手，他們從小打到大，

彼此的競爭昇華成真摯的友情。當法律禁止猶太人擁有的一切權利和幸福後，無

法截斷他們的友情。瓦特在「水晶之夜」，納粹開始大規模謀害猶太人時，冒著

生命危險，幫助麥克斯逃跑，協助躲藏及聯絡漢斯，之後，因為瓦特被派到波蘭

打仗，麥克斯就帶著《我的奮鬥》開始了求生之路。 

    故事的主要場景在「慕尼黑」郊區一個叫「墨沁」的小鎮，鎮上有條叫做天

堂的街道。「這條街距離地獄有多遠，離天堂也就有多遠。（第 26頁）」在貧窮

的天堂街，鄰居間使用的詞彙很粗暴，卻很真誠。大家相互照顧，在戰亂之下，

發展出最真摯的友誼。 

    外表平庸的漢斯，有著高貴的人格，「他沒受什麼教育，對政治也沒興趣，

但是他認為做人好歹要公道。有個猶太人救了他一命，這點，他是沒辦法忘記的。

因此，他不願加入一個以極端手法使人類相互仇視的政黨。（第 159頁）」他不盲

從的討厭猶太人，甚至為了死守當年的諾言，冒著生命危險私藏了一個猶太人。

他面臨的兩難是：「信守諾言」或是「保全自己」、委屈求生或是慷慨赴死等等，

重要不是只有他自己，還會牽連羅莎、莉賽爾。但是善良的漢斯應該很難忘記，

當年埃立克‧凡登堡（麥克斯的父親）是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以及與家人幸福生

活的可能，換來漢斯的生存。 

    習慣口出惡言的羅莎其實心地善良，她真心喜愛莉賽爾、無條件支持丈夫的

決定，即便這個決定有可能讓他們付出極大的代價。家人之間，雖然偶有爭吵，

不過都是用最真誠的心去對待別人的。他們或許不是那麼富有，但他們卻向猶太

人分享珍貴的食物；他們教育水準也不高，卻帶領眾人暫時脫離現實生活中的悲

慘，明明都是人類，卻用不同的方式影響這個世界。 

 

（五）偷竊行為的自私與高貴 

    莉賽爾跟魯迪本質是純真善良的，但他們又迫於生活所需而偷竊食物，莉賽

爾也因為很多原因而偷書，偷書比較高尚嗎？偷食物不高尚嗎？依照馬斯洛「個

人需求理論」來看，偷食物來填飽肚子屬於最底層的、要最先滿足的需求；偷書

求知則是最高層的自我實現，每個人不一定都要滿足。我們認為，不管是偷書還

是偷食物，即便是「盜亦有道」，偷竊，仍然是一種犯罪行為。 

    然而，一樣的行為，卻可能有著不同的出發點，書中提過的青年偷竊團先後

有兩個首領。「這組人馬的老大是個十五歲的少年犯，叫做亞述‧伯格，人人都

喜歡他。（第 133頁）」亞述比較友善，「分贓」也比較公平。莉賽爾和魯迪有一

次兩人單獨行動，偷了奧圖‧史圖姆的食物籃，或許是因為他們「認同」亞述，



他們想向他表露忠貞的念頭，把食物「供奉」他，之後亞述與一起偷水果的夥伴

分享。亞述是窮困階級，他為了生存而偷竊，他說：「我們可以當小偷，但我們

不可以沒人性。（第 144頁）」這樣矛盾的道德標準，讓他叫魯迪把籃子還回給史

圖姆。因此在魯迪失風快被農夫抓到時，是亞述跑回來解救了他們。 

    「亞述‧伯格的接班人 

  他這種青少年慣犯，偷東西不為其他，只因為喜歡偷竊這檔事。他叫做維克

多．坎莫。 

  維克多．坎莫跟其他偷東西的人不一樣，他什麼都不缺。他住在墨沁鎮最高

級的地段……『想多擁有一點東西不是罪過。』這是他的主張。他躺在草地上，

一群男孩圍著他。『身為德國人，想多擁有一點東西是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元

首是怎麼說的?』他自問自答：『我們必須取得我們應當擁有的!』（第 242─243

頁）」 

    偷竊團中的接班首領──維克多擁有領導能力與個人魅力，能吸引追隨者，

其實就是暗喻希特勒的角色；其他小孩暗喻著聽命的人民，喜歡接受命令，不需

要自己思考。 

    莉賽爾和魯迪最後和偷竊團分道揚鑣，因為維克多太嚴苛、專橫，他們有自

己的思想意識，能組織計劃自己的行動，不會盲從。 

    人性很複雜，「世事變化好大，他（魯迪）已經從偷水果的小竊賊變成了分

送麵包的人，他金色頭髮的顏色逐漸加深，看來依舊像燭光。她聽到他肚子正在

咕嚕咕嚕地叫，他卻把麵包分送給其他人。（第 389頁）」這真是很微妙的事！ 

 

二、語言文字力量的毀滅與救贖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性的一體兩面主宰了文字力量的方向，讓文字也出現

兩個極端的走向。 

 

（一）真實謊言，文字的毀滅力量 

    古今中外的獨裁者，想盡辦法箝制人民的思想：控制人民的受教權，推行「文

字獄」，進行洗腦改造，控制了文字，就有力量。「文字，為什麼文字要存在呢？

沒有文字的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沒有文字的話，元首根本微不足道，一瘸一

拐的囚犯不會出現，沒有人需要安慰，也不需要利用文字讓人心情好轉。（第

455頁）」莉賽爾的心聲，道出文字力量的強大影響。 

    書中《抖字手》這篇寓言，前半段寫的是德國人支持希特勒的行為，後半段

則是寫莉賽爾與麥克斯的友情。《抖字手》中強調了「文字」的魅力，和「語言」

的吸引力，大意是：元首立志要統治世界，所以他想盡方法，觀察可以使用什麼



武器？他發掘文字驚人的力量：文字可以改變人的想法、驅使人聽他命令。 

    於是元首開始寫書、演講，使他的理念傳遍了全國。他用「文字」控制別人，

散播思想。激起群眾憤怒的心理（憤怒易讓人失去理智），並透過「語言」當工

具，誘發人們心中的不滿。「符號」也是個工具，給人們符號，讓他們覺得有歸

屬，是團體的一份子。 

    為了控管眾多文字，出現了一種人──「抖字手」（唸書人或爪牙）。其中有

一個抖字手，她熱烈的追求文字（莉賽爾的化身）。有次，她遇見一個猶太人，

他們成為好朋友。對元首而言，他們的「友情」所長出的文字樹正是反叛的幼苗。

因為這樣，猶太人被迫離開。但經過一段波折，抖字手還是跟猶太人重逢了。 

    希特勒透過「戰爭」擴張自己的權力，「德國境內的廣播傳出元首的怒吼：

我們不會放棄，我們不會停下腳步，我們將贏得勝利，我們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德國入侵波蘭。（第 66頁）」明明是自己的私心，卻用「我們」來鼓動大眾。莉

賽爾第二次偷書時，是在希特勒的誕辰，「這不光是紀念首領的誕辰，同時也慶

賀領袖戰勝了敵人，擺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直拘束著德國的限制。（第 90頁）」

可見人民對希特勒的臣服。此時，命令已經完全凌駕良知了。如同前面所言，小

漢斯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一個人如果不支持元首，就是反

對元首。……真是可悲可嘆！為了讓祖國強盛，全國一心都在清除垃圾，你一個

大男人怎麼能夠袖手旁觀！（第 93頁）」可是，所謂的「垃圾」，是活生生的生

命啊！盲從的結果，小漢斯迎來的不是強盛的未來，而是成為戰場上的砲灰。 

    希特勒用「貼標籤」的方式分化種族，塑造「假想敵」讓仇恨生長，再引領

群眾暴力相向，這種痛苦，身為猶太人的麥克斯感受最深，躲藏在地下室中，生

活是冰冷的水泥和消磨不完的時間，因為莉賽爾的協助，他還有幻想，一次他幻

想與希特勒比賽拳擊，明明麥克斯就要逆轉勝了，希特勒取下拳擊手套，鼓動三

寸不爛之舌：「『我親愛的德國人民們，』……指著麥克斯說：『你們可以明白，

我們面對的，是一件比我們想像中還要邪惡、更有影響力的東西。』……『你們

看，這個敵人已經找到他卑劣的手段，來突破我們的防禦，而且，很明顯的，我

沒辦法單打獨鬥對付他。』……『我說話的這個時刻，他正在密謀潛入你們的周

圍……他就要接管你了。』……『在你還沒留意之前，你已經為了單薄的薪水為

他賣命。你怎麼能夠就這樣站在那裡，讓他為所欲為？』……『你們願意爬上來

這裡，讓我們齊心打垮敵人嗎？』 

  在天堂街三十三號的地下室，麥克斯承受整個國家的拳頭。人民一個接著一

個，爬進拳擊場內擊打他，讓他流血，讓他痛苦。數不盡的人民。（第 226頁）」

這種盲目的集體暴力，真的很恐怖！ 

 



（二）毀滅下的重建，文字的救贖能力 

    莉賽爾因為弟弟的死亡，開始了偷書之路，第一次偷書時，她根本不識字，

因為這樣的機緣開始學習。文字後來成了莉賽爾心靈上的救贖，是比食物更重要

的精神食糧。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下，很多事情都是彼此關連的，一次世界大戰時，

「文字」與「音樂」救了漢斯的命，漢斯也因為彈奏手風琴的技能，免於被納粹

清算的噩運。他藉由閱讀，拯救了莉賽爾，而莉賽爾對文字的渴望，也影響了周

遭的所有人事物，也讓她透過文字改變了許多人。 

    承上所言，《抖字手》後半段寫的是莉賽爾與麥克斯的友情。他們之間有許

多共同點：他們倆都在激動不安的情緒下來到天堂街，兩個人都做惡夢。（第 181

頁），都是孤兒、還是厲害的拳擊手，但是牽繫最深的，是文字的羈絆。 

    莉賽爾為了麥克斯每天都去垃圾桶找報紙「『我想，』她告訴他：『你可能想

玩填字謎遊戲來打發時間。』（196頁）」麥克斯很感激莉賽爾的體貼，也為了證

明報紙不是白帶回來的，於是認真的從頭看到尾，也把其中的填字謎都做完了。

「找到報紙的話，日子好開心；要是報紙上的填字謎遊戲還空著沒做，那天就真

是棒透了。（220頁）」他們用文字支撐彼此的生命，「麥克斯在填字謎的時候，

莉賽爾通常坐在防漆罩布上讀自己的書。他們相距幾公尺，幾乎不交談，地下室

只有書頁翻動的聲音。……漢斯‧修柏曼與埃立克‧凡登堡因音樂而連繫在一塊，

而麥克斯與莉賽爾則因無聲堆集的文字而湊攏在一起。（220頁）」 

    遭受迫害的麥克斯不能見天日，莉賽爾用文字為他帶來生命的光，「妳可以

告訴我天氣嗎？」莉賽爾說「今天天空是藍色的，麥克斯，有一朵好長好長的雲，

像是一條一直延伸的繩子，在繩子的尾端，太陽像是一個金黃色的大洞（221頁）」

麥克斯生病期間，莉賽爾每天為他唸書、連續送他十三份禮物，希望以文字的力

量讓麥克斯甦醒，特別的是，有一份禮物是雲，你要怎麼送人一朵雲呢？「一朵

好大的雲從小山丘那邊飄過來，像是一隻白色的怪獸。這朵雲爬過了群山，遮蔽

了太陽，太陽的位置上面出現了一支有著灰色心臟的白色怪獸，牠正俯瞰著小

鎮。（284頁）」最後漢斯建議她記住畫面，然後寫下來，把雲留在床頭的桌子上。 

    莉賽爾透過朗讀喚起麥克斯的靈魂，而麥克斯也以文字回報莉賽爾，「寫作

與畫畫兩件事情則走進了麥克斯‧凡登堡的生活。在地下室最孤單的時刻，文字

開始在他四周盤堆，他腦裡想像的場景湧流而出。（246頁）」最終的結果就是《抖

字手》。靠著文字，麥克斯得以苟延殘喘，努力活下去。 

好的故事都有畫面，逢戰爭空襲，躲藏於地下室的都是驚慌忐忑的心，「莉

賽爾為了讓心情平靜，不去理會地下室的喧囂聲，她翻開一本書開始朗讀。……

她的聲音最年幼的幾個孩子，其餘的每個人都看到了吹哨客從犯罪現場逃跑的畫

面。（337─338頁）」故事讓人忘記當下的世界、消除心中恐慌，侯莎菲女士更



因為聽了莉賽爾的朗讀，希望能夠知道故事的發展，所以她和羅莎交換條件，請

莉賽爾去唸書給她聽，化解了鄰居間多年的恩怨。 

    如同《抖字手》中呈現的：文字美好救贖的一面無法完全擊倒邪惡暴力的一

面，但它已經為人們開出了一條通往美好的路。  

 

參、結論 
不要隨波逐流，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歷史上從來不缺乏靠演說就能吸引群眾追隨的領袖，如今媒體的傳播、網路

的發達，更容易有「造神」運動，這些意見領袖的言論都是正確的嗎？從選舉文

化，我們不難發現，要迅速凝聚力量的捷徑就是操弄族群分裂，因為憤怒最容易

讓人失去理智與思考能力，貼標籤和漫天抹黑最容易。除此之外，冷漠的群眾也

往往是幫兇，因為默不作聲，所以助紂為虐。如果不希望成為別人操弄的旗子，

就必須要學會自己思考。 

 
人性充滿矛盾，選擇普世價值 

    對照著戰場上殘酷的殺戮，莉賽爾藉由閱讀與文字散發的力量，讓死神開始

思索人性的矛盾與複雜的人性，為什麼人性能夠既高貴又粗鄙？人性的軟弱是由

於人在理性思考和感性訴求中擺盪，當現實和理想衝突時，很容易為了生存而不

擇手段。但我們認為作者還是相信人性是向善的，死神對漢斯的評價是：「道德

最高尚的靈魂，……那些靈魂總是輕盈，因為他們所付出的已經超過自己的人

生，他們的生命已經找到更有意義的所在。（464頁）」因為人終究難逃一死，經

得起時間淘洗以及檢驗的，才是真正的價值吧！ 

 

文字與藝術的價值，超越物質的存在 
    書中漢斯逃過一劫，可能是因為他起碼還等著加入納粹，而且該喊「希特勒

萬歲」就喊；該卦旗幟就掛，言行舉止沒有大問題。另外，就是因為他的手風琴

造詣，油漆匠比比皆是，然而，墨沁鎮上，沒有人能彈手風琴彈得比他好，漢斯

的手風琴讓人聽來有一股暖意。有時候，物質生活雖然必要，但人類的精神文明、

文化的影響力似乎更大，一幅畫、一本小說、一首曲子，可以跨過時空的限制，

撼動人心，都彰顯了人心對美好事物的想望。 

 

 
 
 



肆、延伸閱讀暨參考資料 
《希特勒草莓》 

5 

作者：卡蘿拉‧史坦、英格‧柏德森 

譯者：李雪媛、呂以榮 

出版社：商周出版 

    本書集合德國歷史學家與名家，深入淺出的

介紹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故事，從希特勒的崛

起、納粹政權如何征服人民的日常生活、戰爭時

的恐怖統治和威脅、一直到戰爭結束，經由許多

人的現身說法，讓讀者了解那段充滿狂熱、希

望、恐慌、失望、悲痛的回憶。 
《安妮的日記》 

6 

作者：安妮．法蘭克 

譯者：彭維棟 

出版社：智庫 
  這是一位住在荷蘭的猶太人──安妮寫的

日記，從她得到一本日記本，到她們全家一起躲

進提早準備的密室，最後在幾年後不幸被捕的過

程。描述事實雖大多是密室裡的生活以及她的成

長心路歷程，但還是提到面對戰爭與種族屠殺的

實情。 
  這兩本書最大的共通點就是不把戰爭與人性加以描寫或批判，而是將實情闡

述出來，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識，以及更寬廣多元的思考。 

 

                                                 
5《希特勒草莓》封面。取自「TAAZE 讀冊生活」：https://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630596 
6《安妮的日記》封面。取自「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7840055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