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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女孩與幽靈男孩—欣賞差異，勇敢說愛 

一、 前言 

    剛開始閱讀這本書，以為是奇幻故事類的小說，並帶著輕鬆的心情讀著，

看了幾頁後發現這本書沒法用輕鬆的心情面對，男女主角的獨特的氣質及故

事透露陣陣寂寞的氣氛，這本小說封面看似簡潔，內容則是帶有不可承受之

重的憂傷。男女主角之間的羈絆及經歷，一點一滴的訴說著現今社會角落裡

被遺忘的人們的悲傷。 

 

（一）書籍介紹 

1、書名：機器女孩與幽靈男孩     

     

    2、作者：娜塔莉．史丹佛 

出生在馬里蘭州巴爾的，從小喜歡讀寫故

事，喜愛外語，在 Random House 的兒童圖書部工作

了三年，從編輯助理到助理編輯，但她想成為一個作

家，而不是一個編輯，所以她退出，成為一個全職的

自由職業者。開始為年輕的讀者寫簡單的書籍，圖畫

書和章節書，現在她為青少年寫信。 

 

   3、譯者：楊佳蓉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專長：英譯中 。擅長領域：大眾文學、 青

少年文學、奇幻小說、生活、次文化、都會小說  

 

   4、出版社：三采 

 

（二）故事概述 

    兩個寂寞的人，機器女孩貝亞遇上了幽靈男孩約拿，透過電台 call-in 節

目《深夜微光秀》，他們更加接近彼此，電話線銜接起兩人的心，在收音機

裡，他們逐漸構築了一個位於雲端的小小電波世界，分享在現實生活無法坦

率道出口的故事與言語，遠離學校與家庭的壓力。存在於兩位主角之間的羈

絆，是比愛更深刻的情感，我想，他們一定覺得彼此是「同類」或是「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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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約拿告訴貝亞翠絲一個悲傷的秘密，那就是自己的雙胞胎弟弟麥修，其實並       

不像世人所認知的已在車禍中死亡，而是被父親給偷偷送到了一個照護機構。從

此，機器女孩與幽靈男孩一起籌畫尋找麥修。幾經波折，兩人好不容易在聖方濟

（照護機構名稱）的日光室，見到了約拿朝思暮想的弟弟，然而，卻遭遇約拿父

親的阻饒。為了拯救麥修，貝亞翠絲與約拿展開一連串的計畫，兩人之間的革命

情感也隨之加深。  

 

（三）主題簡介 

      本書主角「機器女孩」與「幽靈男孩」兩位都覺得和這個世界有些格

格不入，兩位「邊緣人」一起說著同一種語言，分享同一個秘密，以及同一

種孤獨，貝亞陪伴著約拿找尋他的弟弟—麥修，最後約拿徹底從貝亞的生命

消失。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在家庭、在學校關係表現疏離的人際狀態， 

所以，我們希望跟同學分享這本小說之餘，帶入「魔毯嬉遊記」、「友情甜

甜圈」等活動，希望能夠鼓勵想像，馳騁在幻想空間；以及用溫暖的眼光檢

視自己及他的優缺點，並且進行交流。 

 

二、 專題討論 

（一） 男女主角的家人介紹 

    貝亞和約拿的家庭不完整，使得兩人的心理狀態都不是很好，以下將介紹男

女主角的家人。 

1、 貝亞的家庭 

（1） 貝亞的爸爸 

    貝亞的爸爸是大學教授，因為工作關係，常常要搬家，目的是為了更高

的薪水、更聰明的學生、更奉承他的同事，也常常工作到很半夜才回家，頂

多早上吃早餐的時才見面，一吃完就又匆匆忙忙的趕去上班了，對家中的事

物不怎麼關心。 

（2） 貝亞的媽媽 

    長期的孤獨與累積的心事導致母親已經無法承受，雖然外遇卻不順利，

原本需要抒發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後來得了憂鬱症。自從開始搬家後，媽

媽開始不怎麼和貝亞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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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拿的家庭 

    約拿的家庭成員有：塔特先生—父，塔特太太—母，約拿•塔特—兄，麥修•

塔特—弟。 

（1） 約拿的媽媽：一場車禍喪生。 

（2） 約拿的弟弟： 

麥修小時候差點變成植物人，所以腦部有受損，但約拿還是跟麥修玩的很

開心，但塔特先生怕約拿會學麥修的行為（流口水、咿咿啊啊亂叫）所以趁著塔

特太太載麥修出門發生車禍時，假裝麥修死掉了，做了兩個棺材，一個是死掉塔

特太太的，另一個是空的，假裝麥修在裡面，事實上，麥修被送去療養院。 

（3） 約拿的爸爸 

    知名律師，有一對雙胞胎兒子，約拿和麥修，擔心大兒子約拿會受到小兒子

麥修行為影響，故意將小兒子藏在療養院，不讓約拿知道，謊騙約拿，麥修已經

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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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小說人物關係圖看男女主角人際關係 

1、 貝亞與小說人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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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拿與小說人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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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貝亞由於家庭因素而導致孤僻不喜與人交友，後期又因媽媽性格的轉變與出

軌而導致貝亞不善言辭，且常常遷居所以使貝亞無法擁有一段長久的友誼，導致

貝亞對友誼無感。小說裡寫道： 

 

無論以何種形體，伊奇都不會回來了。我不斷對自己重複這幾句話，直到我不會

在每一隻蒼蠅、蛾、老鼠身上看到伊奇的身影為止。我接受了事實，學到了教訓。

無論投注多大的期望，都無法換回死者。（小說頁6-7） 

 

    貝亞從兒時記憶中理解死者不會再回來，因此逐漸對生離死別感到無感。並

且認為大家都跟她不同所以對他人有所排斥無法託付真心，直到遇見了約拿一切

才有了轉折。 

    約拿由於幼童時期受到失去母親和弟弟的打擊使約拿留下長年的陰影，與父

親缺乏溝通，缺少了關愛也是原因之一。 

    貝亞與約拿的社交障礙原因大多來自於家庭的不圓滿。 

 

（三） 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看男女主角的需求 

 

    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由美國猶太裔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亞

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

需求層次理論是解釋人格的重要理論，也

是解釋動機的重要理論。其提出個體成長

的內在動力是動機。而動機是由多種不同

層次與性質的需求所組成的，而各種需求

間有高低層次與順序之分，每個層次的需

求與滿足的程度，將決定個體的人格發展

境界。 

 

    馬斯洛需求層次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依金字塔的由較低

層次到較高層次，需求層次如下：(一)生理需求 (二)安全需求 (三)社交需求(愛

與隸屬) (四)尊嚴需求(尊重需求、自尊需求）(五)自我實現需求 (六)超自我實現

需求。其中第三層的社交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屬於較高層次的需求，

如：對友誼、愛情以及隸屬關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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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社交需求的特徵：因為沒有感受到身邊人的關懷，而認為自己沒有價值

活在這世界上。例如：一個沒有受到父母關懷的青少年，認為自己在家庭中沒有

價值，所以影響青少年交友的態度。 

    小說中。貝亞的家庭狀況並沒有滿足她的「社交需求、愛與歸屬」她認為自

己並沒有受到關懷。一則父親只重視於工作： 

 

    搬家是為了爸爸。……他總是在找尋更高的薪水、更聰明的學生，或是更會

奉承他的同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醫學預科生以及像爸爸這樣生物學教

授的最高目標。（小說頁 7） 

 

    父親為了追求更好的職位不斷搬家，讓貝亞不停轉換學習環境，貝亞學到「我

學到不要太執著於任何的東西，不再把住過的地方當作是我家。…….不把朋友

當成我的朋友，反正我也沒有多少朋友。」（小說頁 7）對於朋友，貝亞無意經

營友情。 

    其二，母親的性格的變化也讓貝亞受傷，一隻沙鼠的死亡，貝亞的母親冷冷

告訴貝亞：「你不是小女孩。你是機器人！」（小說頁 7）這樣的一句話深深影響

著貝亞。 

    約拿同樣在「社交需求、愛與歸屬」無法獲得滿足。一來是對弟弟的思念，

一次車禍奪走了她母親的性命，他的弟弟也被宣告死亡。不過，這是他父親片面

之詞。至此，約拿變得無精打采，對外在事物不敢興趣，彷彿像幽靈一樣存在著，

當女主角突然進入了他的人生，他一開始並不在意，約拿終於正眼看著我，但雙

眼沒有洩漏任何情緒。「我只是覺得妳可能會喜歡那個節目」約拿的視線越過我

的肩膀。「可沒打算當妳的好朋友什麼的。」（小說頁 40）約拿介紹深夜微光秀

的電台節目給貝亞，眼神並不直視貝亞，他孤僻，不想與人打交道。 

    二則是對自己父親的不諒解，約拿發現，其實弟弟沒有死，被爸爸藏在療養

院，他燃起希望，與夥伴貝亞籌畫尋找弟弟麥修，他的計畫最後告終，他弟弟在

療養院噎死，即使院方人員告訴約拿，爸爸不計任何代價要醫治弟弟，約拿對爸

爸將弟弟藏放療養院不能接受。 

 

「為什麼我爸不告訴我？」 

「去他媽的畜生。」 

「不，他不會安排那種事情。不會有什麼儀式。十年前已經為麥修舉辦過一次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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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了，我爸早就忘記他有這個兒子。他想忘掉那些年的回憶。」（小說頁 254） 

 

約拿想要的是能陪伴、照顧弟弟，而爸爸竟然擔心弟弟會影響約拿，而將兄弟分

開，最後弟弟孤單離開人世，失去手足的約拿，決定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斷絕外

界的一切與世隔絕。 

    貝亞與約拿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認識，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兩個人相遇，有

了共同的話題—廣播節目—深夜微光秀，與共同的目標：幫約拿找尋弟弟的下

落，孤單的兩個人有了交集。 

 

（四） 從庫利「鏡中世界」看男女主角得名

的由來 

    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是一

位美國社會學家。庫利對於自我的觀念有重要的貢

獻。他認為心智是個人與世界互動的產物。他以「鏡

中我」（looking-glass self）來形容自我是與別人面對

面互動的產物。別人好像一面鏡子。我的自我意識

是我從別人的心裡看到別人怎麼看的我。 

    把別人當作一面鏡子，而自我意識是從別人對

自己的反映而建立的。他認為，人的自我意識是在

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通過想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

獲得的。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人們首先想像自己在

他人眼中的形象如何，其次想像他人對自己的形象

如何評價，最後根據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形成自我

感。因此，人的性格不是遺傳而來的本能，而是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逐步習得、

形成的社會性產物。 

   貝亞受到家庭的影響而變得冷漠，母親的態度，讓她形成「機器女孩」的自

我形象：從沙鼠死掉的那件事情來看。他對這件事情冷靜的反應令他母親感到非

常錯愕，所以她母親稱她「機器女孩」是「無情的孩子」，她聽到母親這麼說便

認為自己在別人眼裡就是這個樣子。貝亞不禁懷疑：「或許我真的是機器人。是

吧？」（頁7）也因此讓她性格有了改變。甚至，最後為死去的沙鼠默哀致意時，

貝亞故意發尖聲說道：「欸、呃、喔、噁、噁」奇怪的聲音，她告訴她母親：「這

是機器人語。」 

貝亞本人不排斥自己被當成機器女孩，但是「被媽媽說成無情的孩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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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顆用錫做的馬表心臟依舊絲毫不會感到舒坦。」（小說頁30）貝亞是在意母親

對他的看法。 

    男主角約拿，他一開始正常的一個男孩。但在他以為弟弟車禍之後他便開始

與這個世界孤立，他像幽靈飄忽，他的同學稱他是鬼、幽靈、鬼馬小精靈等詞語。 

 

「約拿．塔特。其實他不是幽靈啦……我想應該不是。他看起來有點像鬼馬小精

靈，只是沒有那種甜滋滋的笑容。蒼白、外型模糊……一片慘白。」（小說頁14）

約拿變得漠不關心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同學便謔稱他

「幽靈男孩」，他自己也習慣這個詞，在電台世界裡也以「幽靈男孩」自稱。 

 

（五） 從「角色原型」看故事人物 

    用故事改變世界：「原型是東西方戲劇結構的主要元素，也是構成每一個人

生命經驗的基模（schema）。」（頁88-89），不同原型共存在每一個人之中，彼

此不斷交互作用。掌握原型就能掌控戲劇中的基本要素，每一個故事都是由這些

角色原型所組成。原型是人類生命經驗的濃縮、簡化，即使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原型的表現有所差異，但基本的內涵與精神是大同小異的，以下將就皮爾森提出

影響生命的十二種原型，所有角色原型的變形都源於此十二種組合，本篇將從十

二種原型選取部分討論相關人物的形貌。 

 

1、 天真者之旅：在惡劣的情況下仍緊握希望—貝亞的母親 

    所謂的天真者：「相信曾經存在過一個溫暖安詳，充滿愛、安全、信任，如

夢幻般的理想世界。那個理想世界因為各種因素而消失，只要努力追求仍可以重

新找回那個理想樂園。」（頁 90）在書裡貝亞的母親一開始也有一個幸福的家

庭，但因為貝亞的父親忙於工作而疏於關心這個家庭，她嘗試過要讓家庭回復到

原本的溫暖，但是一而再再而三被忽視。 

    對世界充滿憧憬與期待，有些人很快就被失望淹沒，從天真者變成了孤兒，

也有些人一輩子不斷的重覆天真者的原型。（頁 91）女主角的母親因為對自己

的婚姻感到失望因此外遇，她自己也知道外遇是件錯誤的事，但卻不願意去面對

外遇問題這件事，甚至逃避讓自己的精神崩潰。 

    天真者的特性：「當一個人表現越多天真者的特質，反映出來的是內在對失

望的恐懼越強。」（頁 91）貝亞的母親常常打扮得很奇怪，還迷上了小雞圖案，

不管是家裡的布置還是穿著的上衣，甚至連食物也要有「雞」來壓抑心中的恐懼。 

 

2、 天真者之旅：在惡劣的情況下仍緊握希望—貝亞的同學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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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貝亞的媽媽，華特所展現出的天真者原型是屬於活潑、開朗，充滿希

望的樣態。 

    天真者相信生命、自己與人們，它代表信念與希望。每個人都是由天真無邪

的嬰兒開始，充分被照顧與關愛的孩子，會對世界充滿信心。（頁 91） 

 

    華特非常有自信且樂觀，從畢業紀念冊上的照片可以看出來華特的家庭給予

華特充分的關愛。從小說中的敘述，華特予人開心的形象，例如： 

     

    我曾在學校看過這個男生，他的身材高高瘦瘦，臉上長了些雀斑，一副很吃

的開的模樣，髪色讓他看起來活像一枝裝著棕色橡皮擦的鉛筆。 

    華特有棕褐色的鬈髪，體型高瘦，臉上有一些雀斑，像一支有褐色橡皮擦的

鉛筆，個性開朗。他每次說話時，頭上的鬈髪都會不停的抖動。（小說頁 63） 

     

    貝亞眼中的華特： 

 

    華特的個人頁面很傳統，放上正常的大頭貼照，滿頭亂髮特地梳平了一些，

還分出髮線。那張長著雀斑的臉。歪著嘴的微笑。它看起來是個快樂的人。（頁

268） 

    他的笑容是一陣電流，是啟動什麼東西的開關。我的心跳微微加快。華特知

道要怎麼讓自己快樂。（頁 308） 

 

    有部分的天真者「對世界充滿憧憬與期待，有些人很快就被失望淹沒，從天

真者變成了孤兒，也有些人一輩子不斷的重覆天真者的原型。」（頁 93） 

華特對所有事物皆充滿憧憬與期待，並且從未喪失過信心，例如對貝雅的愛，「給

貝亞翠絲全校最可愛的女孩！一開學我就對妳一見鍾情。或許妳看得出來（妳應

該看得出來吧—欸！我邀你去舞會耶！）妳心中似乎藏著別的事。沒關係。抱歉

我沒有機會好好認識妳，但是這一年還沒結束。我們還有時間。我夏天都會待在

這裡。不要給自己壓力。我只是覺得妳好酷。  華特。」（頁 269） 

華特對於貝亞的愛屬於「靜靜在一旁守候」的類型，默默給予支持，陪伴貝亞經

歷失去約拿的傷痛，到後來，貝亞對華特逐漸有好感。 

 

3、 孤兒之旅：背棄、放逐到反抗—約拿 

    孤兒與天真者就像是天平的兩端，「孤兒則是將這些痛苦失望、挫折等，視

為人生的根本，孤兒是絕望的理想主義者，是夢想破裂的天真者。」（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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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九歲那年受到母親與弟弟喪命於車禍的打擊，因而陷入恐懼與不安的困境，

孤兒是偏向自我保護的，因為受過傷所以害怕擔憂。剛開始會自艾自憐覺得自己

的困境是最悲慘痛苦的。小說中，因為女主和自己討厭的人靠得太近而生氣，也

認為女主根本是假關心麥修，要女主回去。 

 

    約拿說：「你快把我逼瘋了，為什麼你要在意麥修？他是我弟弟，你卻老是

說『我們做得到，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向上天祈禱……』」他大聲的說：「你幫不

了我，回去找那些真正的朋友吧，安妮•史溫尼他們。你和他們是一夥的。」 （頁

130） 

    約拿認為這世界上除了弟弟之外，其他人，包含好朋友貝亞其實都是虛情假

意，並非真心，他不想跟這樣的人打交道。 

    孤兒形象的「這些人會認為自己是生活下的犧牲者，即使外在環境已經改

善，但內在孤兒原形仍舊停留在永被遺棄的狀態，拋棄他的父母、背叛他的世界

始終存在於孤兒的內心世界，失去價值感與對生命的絕望，壓抑了他的快樂、窒

息他的活力。」（頁 95）約拿因為父親的欺騙與弟弟麥修二度身亡的打擊而逃離

了他原生長的地方，拋棄了父親與身邊最親愛的朋友貝亞躲到了無人知道的地

方。 

4、 創造者：自定方向，為自己負責—貝亞、約拿 

要掌握改變生命的力量，必須認定自己是命運的創造者，只有承認自己的生活是

有自己創造出來，為自己負擔全部的責任，才能掌握轉變的力量。「只要我們相

信自己有創造、改變的能力，就能擁有，這就是創造者原形。」（頁105） 

   

    小說中女主角貝亞與男主角約拿一起去尋找男主角的弟弟麥修，展現兩人想

要改變現狀，於是兩人一起籌畫，一開始男主角想到要用變裝的方式混進弟弟所

住的療養院，「聖方濟」，由於女主角和她母親有換裝的經驗，決定要幫忙男主

角換裝他因此產生了使命感覺得自己有義務幫男主角完成這件事情，之後也對男

主角說了這句話：「我幫你想，幫你想計畫。」 

    但故事的結束，兩人呈現不同的樣態。約拿得知弟弟的死訊後，他選擇消失

人群，而貝亞則是上大學。 

 

5、 破壞者：悲劇與失落—約拿 

    破壞與創造，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力量，任何的創造與建立都是源於破壞。破

壞者的生命往往是遭受過重大衝擊與意外，這些重創讓人體認到生命必然消亡的

事實與有限性，也讓人發現生命本身其實毫無意義。（頁103）如同約拿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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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直出現各種意外及衝擊，從母親過世到被學校同學霸凌，在約拿的路上只有

他一人，沒有人陪他談母親過世的痛，沒有人陪他罵同學的可惡，於是對世界感

到失望。 

    歷經生命中重大的打擊之後，往往經驗到自己的渺小與無助，「有人便陷入

一蹶不振的糜爛狀態，覺得人生沒有任何希望、沒有值得追求的目的，認為世間

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虛假、都是瞬間即逝。」（頁103）約拿在貝亞出現之前一直

認為自己唯一的目標只是將一切計畫好並且消失就好，但遇見了貝亞又得知弟弟

還活著，使原本黑暗的世界又多了些亮光。不過弟弟死後，對約拿的衝擊實在太

大，如同沙漠中的最後一滴水倒翻了一般，這下衝擊使約拿更加堅定自己離開的

決心，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約拿因為太過沉溺於自己的痛苦經驗，錯失了重生的機會，「破壞者的悲劇

跟失落是自我毀滅與毀滅他人。」（頁103）小說的最後，約拿消失了，不留任

何痕跡，讓好不容易與人交往的貝亞傷心欲絕，讓他的爸爸痛苦。約拿從貝亞世

界悄悄離開，不論是想念亦或是空虛都使貝亞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沖淡它，約拿的

作為雖不到「毀滅」，但是也讓與他熟識的人悲痛。約拿最後有沒有「自我毀滅」，

作者則是給了讀者無限的遐想。 

 

6、 魔法師：改變意識、轉化力量—心理醫師 

    魔法師的力量「是藉著改變意識層面來改變現實的力量。……魔法師強調的

是「轉化」而非「創造」將不好的轉變成好的。」（頁 109）心理醫師讓女主角

貝亞認為她是帶來奇蹟的魔法師，醫好了母親的憂鬱。 

幫助媽媽更加認識自己。心理醫師讓貝亞的媽媽知道沒有貝亞的爸爸也活得下

去。心理醫師對貝亞的媽媽說：「既然事情都已經曝光了，可以不用忙著否認你

和你丈夫之間的問題，這樣一定會改善的」（小說頁 247）這樣的話語讓媽媽壓

力那麼大，用比較輕鬆的方式解決和丈夫的感情問題。 

    魔法師「讓人明白自己能夠具有影響力與行動力，恢復對生活的信心與改變

自己生命的希望。」（頁 110）心理醫師讓貝亞的媽媽「改變」，讓她恢復對生活

的信心，搬出家裡，到外面租一間單身套房，與丈夫保持適當的距離才能處理他

們日漸疏離的夫妻、家庭關係。 

     在心理醫師的幫忙下，既然外遇的事情已經被家人發現，那不如給大家一

些時間整理，給彼此一些空間消化，貝亞媽媽和丈夫修補的關係，並和丈夫重新

結一次婚。原本破碎的家庭破鏡重圓。小說裡的心理醫師扮演了魔法師的角色，

讓分離的家再度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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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從「電台叩應」看約拿與貝亞

的秘密交流 

    1、「自我歸類理論」看電台的社群 

在「自我歸類理論」中主張在任何時刻，我

們將經驗到三個質地不同的認同層次之

一：個人的、社會的或全人類的。這些層次

間的差異依靠我們覺察自己和他人之間相

似處和差異處的程度來區分。 

（1）全人類的認同層次指的是我們將自己

和所有人類相比，並看到某種相似性，這形

成我們認同的重點。 

（2）在個人的層次上，我們的認同集中圍

繞在我們獨特、個人化的特質上。 

    小說中的男女主角在認同的層次呈現

相反狀態，例如，小說中的男主角，約拿 9 歲那年以前是處於中層的社會認同階

段，會和團體互動，但因為一場車禍讓約拿同時失去母親與弟弟，導致約拿陷入

極大的恐懼與不安因而封閉自己，呈現一種「全天下都負我」挫折的狀態，拒絕

與社會互動，轉變成下層的個人認同階段 

    女主角，貝亞因為時常搬家使貝亞不喜歡花費時間交友，此時的她屬於下層

的個人認同階段，直到搬去巴爾的摩認識了安妮‧史溫尼，安妮帶著貝亞去認識

同儕，貝亞因此開始和團體互動、接觸轉變成中層的社會認同階段。  

    約拿由社會認同轉向個人認同，貝亞則由個人認同轉向社會認同。 

（3）在社會層次上，這也是自我歸類理論主要關心所在，認同聚焦在我們對相

似性和差異性同時所做的覺察上；我們自己和內團體成員的相似之處，會與我們

自己和外團體成員的差異相對照。 

 

約拿和貝亞的開始深入認識是在電台節目：深夜微光秀，電台是封閉的空

間，電台主持人以及聽眾透過叩應方式在空中進行交流，約拿透過電台跟聽眾、

貝亞進行交流。 

雖然他們現實生活當中都是屬於下層階段，他們都是被社會孤立、拋棄的

人，但在電台一方天地裡，主持人和聽眾們有共同的話題，他們可以無所顧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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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在現實社會裡不敢說出的事，分享夥伴們的喜怒哀樂，也可以乘著幻想的魔

毯遨遊在未來之城。甚至，當約拿決定要向貝亞、向世界告別也是透過電台叩應

方式傳達他的想法。 

在電台的世界裡，這一群人有共同的話題，分享生活點滴，創造出屬於他

們的電波世界，在這裡，這群電台夥伴形成屬於他們的社會認同。 

 

2、從「電台叩應」看約拿和貝亞的溝通 

    電台的隱密空間給予人們安全感，可以盡情做自己，在電台裡他們可以自在

聊天，透漏交友的訊息（見下表，項目2），小說的最後，約拿的弟弟死去，約

拿遠離世界，他透過電台留言方式告訴貝亞他要離開，不要再找他（見下表，項

目1）。 

    在電台的世界裡，讓這一群在現實生活寂寞的人找到了歸屬感。 

 

  

 

 

電台秘密溝通 整理一覽表 

項

目 
頁碼 談論主題 文中內容 

1 p.31~

38 

約拿叩應進電台使貝亞知

道約拿在電台裡的化名是

幽靈男孩。 

幽靈男孩：晚安，賀伯，我是幽靈男孩。 

我坐了起來，一定是約拿，聲音聽起來太

像了。他要我聽節目就是為了這個—他是

忠實聽眾，而且還常常叩應。 

2 p.48~

59 

魔毯準備起飛，約拿(幽靈

男孩)邀請貝亞共同搭乘

魔毯，貝亞第一次叩應並

化名為機器女孩，幽靈男

孩在言語中都表現出自己

渴望交友。 

幽靈男孩：如果你從來沒有搭過魔毯，別

害羞，打電話進來，很值得的。 

約拿知道我正在聽，還邀請我打電話進

去。我不太清楚他們口中的魔毯是什麼，

但我還是拿起手機，撥了號碼。 

機器女孩：嗨，我是來自家鄉的機器女孩。 

賀伯：機器女孩嗎？第一次來電？ 

機器女孩：對。 

幽靈男孩是騙子、騙子、大騙子。我昏昏

沉沉的想著，慢慢進入夢鄉。其實他真的

想要有個朋友。即使她不太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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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82

~

88 

聽眾們在安慰多緹，克雷普雷

克斯要舉行未來人派對。 

賀伯：多緹，很多人都會得憂鬱症，他們

都能好起來的。 

賀伯：沒錯。你只要撐過最難受的時刻，

在不知不覺中，太陽又會再度升起。或許

有些聽眾可以幫助妳。 

蜜娜：孤獨的深夜，我聽說多緹小姐心情

憂鬱。如果碰上跟他一樣的事情，想想你

會有多孤寂。所以每一盞深夜微光聚在一

起，讓我們的多緹高興。想想你喜歡的東

西，你的孫兒，或是啤酒一瓶。伸手打開

收音機，讓多緹知道我們就在這裡。 

克雷普雷克斯：我想邀請所有聽眾到我家

開派對，我家在巴爾的摩西區。十月四日

周六。為來自未來的人所辦的派對。 

4 p.

20

0

~

20

3 

約拿化名成鬼馬小精靈告訴

貝亞他留了一樣東西給她，叫

她不要再等他了。 

鬼馬小精靈:我要跟某位聽眾說一件事。

那個人聽了就知道了。希望她有在聽。我

想讓她知道……我留了一樣東西給她，她

可以在冰島後面找到那個盒子。她知道我

的意思。我想讓她知道我很好，常常想起

她。如果她被我傷到了，我真的很抱歉。

我愛她。可是我再也不會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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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延伸活動 

(一) 魔毯嬉遊記 

在小說中，約拿和貝亞參加電台叩應的活動—搭乘魔毯到任何你想去的地

方，電台聽眾們運用翱翔在想像的世界。在現實的生活，我們也需要有一張神奇

的魔毯，神遊我們的想像的境地。 

我們準備了便利貼讓同學思考：如果我有一張魔毯，我會想去哪？為什麼？ 

 

如果我有一張魔毯作品集 

  

搭乘魔毯去旅行：同學分享自己的心得 

 

 

作品分享 

如果我有魔毯，我想飛到童話世界裡，去

看看大野狼是不是真的那麼壞？我餓了

就去糖果屋，累了就去找小矮人家休息，

我相信這會是一場好玩又刺激的冒險！

簡 0 安 

如果我有魔毯，我想去多拉ㄟ夢的百寶袋

裡，因為那裏有許多千奇百怪的神奇道

具，有竹蜻蜓可以到處飛，還有放大燈、

縮小燈可以把東西放大或縮小，還有各種

不同的道具，令人期待！謝 0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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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友情甜甜圈--品味好品格 

    我們的性格一如甜甜圈，有許多的口味，性格不僅影響自己也會影響周遭的

人，試圖透過友情甜甜圈的活動，讓班上同學思考並書寫自己以及他人的優點、

缺點，並且加上自己的感想。期望透過同儕間的觀察、自省，「見賢思齊，見不

賢而內自省」的作用。 

小組成員主持活動，引導同學思考班上存在的優點、缺點。 

  

討論結束，換台下同學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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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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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這份報告我們從不同的理論中整理、討論故事中男女主角的家庭與人際

疏離，我們希望透過活動的方式讓自己與同學學習表達與接納，期望每個人

成為有愛、欣賞他人的「暖男、暖女」。 

 

五、 相關閱讀 

用故事改變世界  

作者：邱于芸，出版社：遠流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社會認知—一種整合的觀念 

作者：奧古斯蒂諾 ; 沃克 ; 多納休 ; 曾寶瑩 ; 王勇智 ; 陳舒儀， 

出版社：心理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http://210.61.96.91/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A5%A7%E5%8F%A4%E6%96%AF%E8%92%82%E8%AB%BE&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210.61.96.91/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B2%83%E5%85%8B&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210.61.96.91/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A4%9A%E7%B4%8D%E4%BC%91&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210.61.96.91/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9B%BE%E5%AF%B6%E7%91%A9&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210.61.96.91/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8E%8B%E5%8B%87%E6%99%BA&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210.61.96.91/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9%99%B3%E8%88%92%E5%84%80&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