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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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劉享旗 陳炯豪 

八 12 謝宜庭 

八 12 徐乙丹 

八 12 范瑀庭 

八 12 邱姵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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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書名：追風箏的孩子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卡勒德‧胡賽尼 譯  者：李靜宜 

報告主題：背叛與救贖──人性的自我防衛 

 

 

 

 

 

  

 

 

 

 

 

 

 

 

 

 

主題簡介： 

  友誼是我們國中生現階段最看重的人際關係，與朋友之間的人際互動，在

在影響我們的心理和生理變化。因此，我們選擇「背叛與救贖」這個主題加以

探討，並試著從「人性的自我防衛機制」作為切入點，來了解故事的主人翁 

——阿米爾的內在想法與行為表現；並希望藉此能釐清自己與朋友互動時的盲

點，與朋友建立一段美好的友誼關係。 

 
1《追風箏的孩子》書封 

取自： 

http://www.bookrep.com.tw/sites/default/files/products/img/13878806877323_big.jpg 
2《追風箏的孩子》電影劇照 

取自： 

https://www.moviemovie.com.tw/db/program/10957/gallery?path=https://img.mvmv.com.t

w/gallery/10957/photos_10957_1412064270.jpg 

For you , a 
thousand times 

over… ～為你，千千萬萬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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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青春期的我們非常在乎人際關係，尤其是同儕之間的友誼，因而我們

非常關注《追風箏的孩子》中的兩位主要人物——阿米爾與哈山間的互動。身

為國中生的我們，在與同儕互動時，難免會因為一些誤會造成爭執，甚且背

叛，這些衝突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可能影響到未來的人生。所

以我們對書中提及的「友誼」主題很感興趣，而老師建議我們可以用「人性的

自我防衛機制」來探討小說中人物的想法和行為，希望能解決我們在友誼關係

的經營上可能遭遇的問題。 

 

 

 

1.作者及譯者 

(1)作者：卡勒德．胡賽尼 

《追風箏的孩子》是胡賽尼的第一本小說，也

是美國第一本由阿富汗人寫出的英文小說。三年級

時，胡賽尼認識了一位哈扎拉族朋友，教他寫作、

讀書的溫馨回憶，成為日後故事中主角阿米爾與哈

山的背景。 

這本書中以阿米爾的角度，描述了阿富汗的社會與政治轉折，並帶出遜尼

派的普什圖人對什葉派的哈扎拉人的種族歧視。2003 年出版後，陸續獲得許多

新人文學獎，並躍居全美各大暢銷排行榜，成為當年全美第三大暢銷書。胡賽

尼曾榮獲聯合國首屆人道主義獎，並擔任美國駐聯合國難民總署親善特使，他

所設立的卡勒德胡賽尼基金會在阿富汗提供許多人道援助。 

 

(2)譯者：李靜宜 

    譯者李靜宜自述：「面對像《追風箏的孩子》這樣看似平鋪直敘的小說，節

奏的掌握更形重要。因為你不可能靠著精雕細琢的文字來贏得讚歎，也不可能

以曲折離奇的情節來創造閱讀樂趣，你必須做的，是以原作中感動人心的節

奏，來打動本地讀者的心。」他認為譯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找出感動的力量。

只有自己感動了才能真正把感動傳給讀者，這本書中譯本的文字確實十分優

美，令我們相當感動。 

 
3「卡勒德．胡賽尼」照片取自： 

https://kknews.cc/culture/bnp24j.html 

一、研究動機 

二、本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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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物介紹 

人物 介紹 

阿米爾 

(Amir) 

故事的主角和敘事者， 

於 1963 年出生於一個富商之家。 

哈山 

(Hassan) 

阿米爾童年時期最忠誠的朋友，哈扎拉人，一直被視作阿里的

兒子及阿米爾的僕人。最終為了保護阿米爾的房子而被塔利班

殺害。 

阿米爾的 

爸爸 

（Baba） 

富商，地方上的重要人士，一直隱藏著哈山的身世秘密。 

1987 年，在阿米爾和索拉雅結婚之後不久，患肺癌去世。 

拉辛汗 

(Rahim Khan) 

阿米爾爸爸的忠誠摯友和生意夥伴。他鼓勵年幼的阿米爾追求

文學夢，在重病時勸說在美國定居的阿米爾回到巴基斯坦，告

訴他哈山身世的真相，讓他救出索拉博，最後平靜離開人世。 

索拉博 

（Sohrab） 

哈山的兒子。被阿塞夫帶走囚禁，成為他的性奴隸。阿米爾將

他救出，經歷各種波折後收養了他。 

阿里 

（Ali） 

哈扎拉人，是阿米爾家的僕人，右腳殘疾。跟阿米爾的爸爸一

起長大，情同兄弟。 

莎娜芭 

（Sanaubar） 

阿里的妻子，哈山的母親， 

曾是位演藝人。 

阿塞夫 

（Assef） 

信仰納粹主義的惡霸。為報復阿米爾而強姦了哈山。成年後，

他加入塔利班，成為首領，囚禁了哈山的兒子索拉博，對他加

以性虐待。 

法理德 

（Farid） 
索拉博的救命恩人，是一位司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4%BA%BA%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A5%B4%E9%9A%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2%B9%E4%B8%BB%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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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山和阿米爾是一起長大的玩伴，是情感深厚的朋友，但因為一直無法跨

越主僕、種族之間的隔閡，所以阿米爾心中一直有芥蒂，直到阿米爾長大以後

才知道其實他和哈山是同父異母的親弟弟。 

 

 

哈山可以說是阿米爾忠誠的朋友兼僕人，但在一次風箏大賽後，被阿塞夫

強暴，阿米爾袖手旁觀，此事件對於哈山與阿米爾的關係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莎娜芭是哈山的母親，但在哈山年幼時便拋棄了丈夫阿里和兒子哈山，後

來為了彌補哈山，回到大屋照顧哈山的兒子索拉博。 

 

 

阿米爾為了彌補過去犯的錯，不顧戰亂危險，回到阿富汗拯救索拉博。在

尋找索拉博時找到了司機法理德幫忙，他一開始誤以為阿米爾是黑心商人，回

到阿富汗是為了賣掉祖上的房產，於是對他心懷不滿。之後他了解阿米爾的真

實目的，二人化敵為友，在喀布爾一起救出了索拉博。 

 

 

人物關係圖 

a 

a 

b 

b 

c 

c 

d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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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容大意 

(1)鬥風箏大賽（追風箏大賽） 

鬥風箏大賽是阿富汗一項傳統的運動，本書便是以

鬥風箏大賽為一個重要的背景，且鬥風箏大賽中所發生

的事件，是本書中一個很大的轉折點，影響了阿米爾與

哈山之間的關係。 

依照阿富汗傳統，風箏大賽時，以兩人為一組，一

人操作風箏，一人追風箏。在這本書中，阿米爾是操作

風箏的人，暗喻著擁有選擇命運的權利；哈山是追風箏

的人，暗喻著不能控制所有一切。不過，哈山總是知道

風箏飛向哪裡，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往哪裡走。 

鬥風箏大賽的規則是用自己風箏的線，割斷對方風箏的線，使對方的風箏

隨風飛走，到最後線未斷的風箏就是贏家。所有的參賽者及旁觀者，都會爭相

追尋被風吹走的斷線風箏，其中最有價值的，就是最後掉落的那隻風箏。 

(2)情節簡介 

這本書的故事背景發生在 1970 年代、動盪不安的阿富汗。主角阿米爾與哈

山自小一起長大，雖然階級上，兩人是主僕關係，但阿米爾在幼年時期相當依

賴哈山，許多日常瑣事都仰賴哈山的協助；哈山也非常信任阿米爾，只要是阿

米爾說的話，哈山都奉為圭臬，兩個人的感情非常好，超越主僕。 

在一場鬥風箏比賽中，阿米爾取得了勝利，但卻也因為這次的比賽，讓阿

米爾和哈山之間的友誼產生了變化。在那場風箏比賽，哈山為了要追風箏，遇

到了不良少年阿塞夫一群人來找麻煩，不良少年們認為哈山這個哈扎拉男孩是

低等且愚蠢的垃圾，所以展開霸凌行動，把哈山包圍在死巷子裡，甚至強姦了

哈山。而那時的阿米爾卻因為害怕，只能懦弱地在巷口袖手旁觀，最後因為強

烈的罪惡感使阿米爾不敢面對哈山，用極端的方式去處理和哈山的關係，甚至

誣賴哈山偷竊，希望爸爸能把哈山趕出去，使自己的罪惡感減輕。 

  後來，因為戰亂，阿米爾和父親輾轉遷徙到了美國，他卻無法將罪惡感遠

遠的拋棄在家鄉，阿米爾一直忘不了自己做過的事。父親逝世後，他意外得知

遠在家鄉已被迫害而身亡的哈山，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幾番掙扎後，他踏

上了返鄉的路，因為他決定將哈山之子─—索拉博帶離戰爭，終結這些年來的

愧對，也為了自己不幸的弟弟真正做一些事。 

 
4「追風箏」電影劇照取自： 

https://img.mvmv.com.tw/gallery/10957/photos_10957_1412065027.jp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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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性的自我防衛 

「自我防衛機制」是奧地利心理學家、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如右上圖），根據彰師大輔導研究所碩士楊淳

斐的說法，自我防衛機制是指「自我用來保護自己的一些心理策略，以避開正

常生活過程中所會面臨的焦慮和衝突，亦即個體為求減少因『超我』與『本

我』衝突而生的焦慮，形成一些改變本質的行為。」（〈一般常見的自我防衛機

制〉，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這些行為並不是出自我們的意識，而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的，目的是要

否定或扭曲現實，以減緩壓力所造成的情緒衝突，提供緩衝，讓我們可以處理

生活中無法解決的創傷和各種痛苦。所以，「如果不是為了把逃避現實當作一種

生活方式，則自我防衛機制並非病態，反而具有調適的功能，由此可見其積極

的作用是為保持或提高個人的自尊、價值感、能力感，而消極作用為是為逃避

或減低焦慮及失敗感」。 

但是，最重要的是，自我防衛機制並不能改變環境的種種危險和壓力，只

是改變個人對環境的看法而已，所以多少都帶有一點「自欺」的意味，如果使

用不當，不但無法真正的面對問題，反而因為不真誠待己待人，導致不良的人

際關係。 

我們試著從以下幾個自我防衛機制來探討本書人物的想法與行為： 

防衛機制 說明 

否認作用 

denial 

當事人想逃避現實的問題，

避免面對威脅，及威脅所產

生的焦慮。舉例來說，當親

人死亡或是面臨重症時，以

否認事實、不接受事實的態

度來逃避這些問題。 

 

1. 否認事實，有時可能帶來生

存的希望。 

2. 心境可暫時不會受到太大的

打擊。 

 

1. 延遲解決問題的時機。 

2. 拒絕面對許多真正的問題，

可能會使問題持續惡化。 

阿米爾目睹哈山被強暴，但因為害怕阿塞夫，不敢面對自己的懦

弱，又明白自己對不起永遠為自己挺身而出的哈山，只好裝作沒

看到，不願去面對那個難堪、令人恐懼的情境。 

5「佛洛伊德意識的冰山模型」圖片取自： 

http://www.live-spring.com/uploadfile/2016/1027/20161027803833.png 

三、主題討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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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機制 說明 

情緒隔離 

emotional 

insulation 

當事人在可能受到情感傷害的

情境中，為避免情感涉入之後

的焦慮和痛苦，退回被動、冷漠

的狀態，從意識中區隔痛苦的

感覺，使用過度理性的態度面

對情境。 

 

減少感情的涉入，退回被

動、冷漠的狀態，可避免

痛苦再次發生。 

 

會妨礙個人主動、積極的

參與，人際關係也可能出

現問題。 

1. 「我不要你再來煩我。我要你走開。（p80）」阿米爾在霸凌

事件後，對哈山的態度由以往的親近改為冷漠，也不讓自己

面對守著秘密的焦慮。 

2. 阿米爾未達成索拉博的願望時，索拉博對阿米爾的態度變為

冷漠，不讓自己再因期待而受傷害。 

抑制作用 

Repression 

當一個人的某種觀念、情感或

衝動不能被「超我」（道德）接

受時，有意識的將極度痛苦的

經驗或欲望潛抑到無意識中

去，使個體不再因此產生焦慮、

痛苦。 

 

能把痛苦、不愉快的經驗

或心情，及在現實世界中

無法達成的慾望，有目的

性的遺忘掉。 

 

雖然早期被壓抑的事件，

如今已不復記憶，但因它

仍存在於潛意識裡，所以

還是深深地影響著當下的

行為。 

1. 「後來，我告訴自己，我沒有嫉妒哈山。一點也沒有。

（p34）」渴望自己受到父親肯定的阿米爾，一再讓父親失

望，而哈山卻屢受父親青睞，因此不斷「說服」自己不在

意，並未嫉妒哈山，也並未抱怨父親。 

2. 阿米爾看著哈山被強暴，「意會到自己的新詛咒：我將終此一

生背負著這個謊言。（p78）」，「這又讓我了解到：哈山知情。

他知道我在巷子目睹一切，他知道我站在那裏，袖手旁觀。

他知道我背叛了他，但卻又再一次解救我。（p94）」即便後來

到了美國，阿米爾仍永遠背負著這個謊言，不願再讓自己想

起，正如同背負著謊言的父親，一輩子都痛恨說謊（偷走真

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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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機制 說明 

合理化作用 

Rationalization 

賦予我們的行為一個合乎邏

輯、理性，符合社會要求或至少

可被接受的動機，以掩飾原本

的衝動或有助於緩和所受的打

擊，即以「好理由」取代「真理

由」。 

 

賦予行為一個合乎邏輯，

合乎理性，符合社會要求

或至少可被接受的動機。 

 

曲解現實、文飾自身過

錯，若貪圖這種舒適，而

將自編自找的理由信以為

真，現實情況便難有改

善。 

1. 阿米爾嫉妒哈山，認為他只是因為「有傷疤」才能「得到爸

爸憐憫」，「這不公平。哈山什麼都沒做就得到爸爸的關愛；

他只不過生下來就有那個愚蠢的兔唇罷了。（p44）」他不願面

對自己確實不夠勇敢、坦率，以及不夠有男子氣概的事實。 

2. 「或許哈山就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必須宰殺的羊，用來

贏回爸爸。（p70）」阿米爾拒絕面對自己的懦弱，拒絕感受哈

山的痛苦，而改以「付出代價」的說法，將哈山視為資產，

減緩自己的痛苦。 

昇華作用 

Sublimation 

當事人將不被社會接受的動

機、慾望加以改變，把這些「本

能性」的驅動力（通常為性之本

能）等不被接受的衝動，偏轉朝

向另一「非本能性」的方向，將

其中精神能量轉化成為較高境

界且正向、符合社會標準、甚至

被讚揚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來。 

 

屬於最成熟的心理防衛機

轉（Mature Mechanism），是

效果強大、最能解決問題的

防衛機轉。 

 

需要最高的自我成熟，不是

人人都能做到，有時反而變

成壓力。 

1. 阿米爾的父親十分平等慷慨的對待阿里、哈山及其他需要幫

助的弱勢，這是為了掩蓋早年他與莎娜芭有染、對不起阿里

的種種罪惡感。 

2. 阿米爾懷抱著當年對哈山受辱一事袖手旁觀、之後又趕走哈

山的罪惡感，毅然決然前往阿富汗，冒著生命危險重新面對

阿塞夫，營救索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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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叛與救贖 

為了彌補過去所犯下的過錯，人必須加倍付出才能補償。阿米爾為了救

贖，收養了哈山的兒子——索拉博，賭上了性命，遠赴阿富汗，只為解決過去

對哈山與阿里幾十年來的謊言。阿米爾投入了援助阿富汗人的計畫，為國人盡

一份心力，就像當年爸爸做慈善事業一樣，都是為了彌補內心的空缺，自我救

贖。 

「救贖」這詞，來自希臘文 agorazo，意思是「在市場買回來」，通常是指

在市集買奴隸回來。這個詞用於形容信徒，從「罪」的市場中被買回來，而且

從「罪」的捆縛中被釋放。阿米爾和爸爸，都擁有同樣的「罪」，那就是在犯了

錯之後，不願正面面對自己的過錯，反而以各種「自我防衛機制」掩蓋過錯，

背叛了最信任自己的兄弟，整本書圍繞著「背叛與救贖」的主題，在兩個家

庭、兩個世代之間循環： 

(1)阿米爾對哈山的背叛的原因 

「這不公平，哈山什麼都沒做就得到爸爸的關愛。(P49)」阿米爾可能覺得

自己才是父親真正的兒子，不懂為什麼要與僕人哈山分享父親的愛。因此，阿

米爾對於哈山懷有某種程度的「嫉妒心理」，常常希望能擺脫哈山，獨享父親所

有的愛，比如說欺騙父親，撇開哈山，好讓自己能和父親倆人去看電影。 

在阿富汗的文化中父親地位崇高，阿米爾又在單親家庭長大，因此一直希

望能得到父親的認同，可惜他總是無法達成父親的期望。而追風箏大賽是阿米

爾最有機會博得父親好感的機會，為了拿到那隻最後的風箏，明知阿塞夫會傷

害哈山，但他仍選擇不出手相救，用哈山的痛苦換取風箏，一切只為了父親。 

 書中發生的背叛與救贖 

 阿米爾對哈山 阿米爾對索拉博 爸爸對阿米爾 爸爸對哈山 莎娜烏芭對阿里 

背 

叛 哈山被霸凌時沒

救他，反而誣賴

哈山偷竊，想趕

哈山父子離開。 

沒有兌現帶索拉

博離開孤兒院的

承諾。 

沒告訴他哈山的

真實身分，使他

一直無法跨越種

族間的隔閡，也

無法接受爸爸對

哈山的青睞。 

沒告訴哈山他的

真實身分，使他

因為是哈扎拉人

而從小被歧視。 

1. 輕視且嘲笑

阿里的殘疾

及各種條件。 

2. 與阿米爾的

爸爸有染。 

救 

贖 冒生命危險營救

索拉博。 

百 般 關 心 索 拉

博，無微不至照

料他、等待他願

意打開心房。 

臨死前答應阿米

爾的婚事。 

送生日禮物和讓

他做兔唇手術，

時時關心並讚美

他。 

撫養阿里的孫子

索拉博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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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山被阿塞夫霸凌後，阿米爾裝作

沒事，企圖「否認」已發生的事件。稍

後又一直「抑制」自己的情感，並在壓

力下，一直試圖讓哈山對自己生氣，好

減少自己的罪惡感。最後阿米爾製造了

一個自己以及社會較能接受的理由來解

釋自己的行為，使它看起來合乎邏輯，

正是「合理化作用」。 

阿米爾認為只要拿到風箏就可以取得爸爸的認同，在書中阿米爾說到：「或

許哈山就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必須宰殺的羊，用來贏回爸爸。」阿米爾因

為自知有錯，為防衛自己潛意識的罪惡感，而轉為攻擊哈山，將哈山趕走。 

 (2)造成阿米爾想要贖罪的轉折點 

透過拉辛汗的一通電話，長大後的阿米爾得知了哈山其實是自己同父異母

的親兄弟，他愧疚自己有太太、有房子、有事業，有一切溫飽的生活，而同胞

的哈山卻不能擁有相同的生活。 

塔利班掌權之後，在阿富汗推行暴政，強占了阿米爾家的房子，哈山和妻

子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但因為自己是哈扎拉人的身份而被塔利班當街槍斃。阿

米爾知道哈山的死是因為要保護自己的家，那份至死不渝的忠誠，對比自己當

年的背叛，更加感到愧疚。 

阿米爾的愧疚與悲傷，轉向透過營救索拉博的精神能量，轉化成為較高境

界且正向的方式表現出來，正是自我防衛機制中的昇華作用。 

 

3.阿米爾與哈山的關係 

(1)僕人或朋友？ 

當阿塞夫說：「你怎們能夠當他是你的『朋友』？」阿米爾竟然差點脫口而

出：「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僕人！(p44)」 

在階級分明的社會傳統觀念之下，即便主僕的互動宛若朋友，即便爸爸如

何以身教善待阿里與哈山（但也並未真的「平等」），仍無法跨越那種無形間的

高下關係。受到社會觀念影響，阿米爾從小就是如此認知──就算與哈山情同

手足，但他不過就只是個「僕人」罷了。 

 

 
6「阿米爾與哈山」電影劇照取自： http://pic.pimg.tw/cateyang520/1311681370-

e91a55ff6049bd02305e3ffa42fc52f7.jpg?v=131168137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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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哈山而言，阿米爾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了，畢竟哈山從小和阿米爾

一起長大、一起玩，唯一的玩伴也只有阿米爾了。在書中，哈山曾說道「阿米

爾大人和我是朋友(p66)」，然而當阿米爾用石榴砸他、念故事書時嘲笑他，單

純、善良的哈山仍會謹守主僕之分不敢反抗(p27)。 

 

(2)兩人之間的隔閡 
 

社會背景(種族) 

    在阿富汗，哈扎拉族長期受到普什圖族人的歧視，哈山是哈扎拉族；阿米

爾是普什圖族，所以每當有人提及兩人的種族時，阿米爾總是會遲疑自己和哈

山到底是不是朋友，甚至不敢面對自己的情感。 
 

阿米爾對爸爸的占有欲 

「我要爸爸完全屬於我一個人(p14)。」阿米爾常常心裡不是滋味，認為哈

山不過就是個僕人，為什麼爸爸偏偏對哈山特別好，不但每年買生日禮物給哈

山，甚至請了醫師來為哈山整型兔唇；後來明明自己舉證歷歷，爸爸卻又相信

錢絕不是哈山偷的；阿米爾希望爸

爸只寵他一個兒子就好，但卻總是

無法獨得父親的關愛。在風箏大賽

後，阿米爾為了拿最後那只風箏來

贏得爸爸的認可，而背叛了哈山，

任憑哈山被阿塞夫強姦，背叛了那

個總是願意為了他千千萬萬遍挺身

而出的哈山。 

 

 

 

 

 
7「阿米爾與哈山」電影劇照取自： 

http://blogwww.s3.amazonaws.com/Blogfiles/134/14176.jp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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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如果錯過了，是很難挽回的。就如阿米爾與哈山，他們情同兄

弟，卻因為種族之間的差異，使兩人都倍受旁人輕視、嘲笑，雖然哈山不以為

意，但阿米爾卻因此在兩人的關係的處理上一再退縮。而當阿米爾誣賴哈山

時，哈山卻選擇原諒，正如他在追風箏時說過的——「為你，千千萬萬遍」，他

對阿米爾沒有任何的怨恨，這是他的承諾，更是他真誠的愛。 

在這本書中，談到了背叛、原諒、救贖的主題。

「背叛」之所以為「罪」，源自於對象與當事人之間

的彼此信任，這份信任遭受破壞之後，那種傷痛遠勝

過世間所有暴力。書中不斷提到了人與人之間的信

任，哈山從頭到尾都信任著阿米爾，都敬愛著阿米

爾，從來都沒有後悔當他的僕人、朋友過，對阿米爾

也永遠不懷疑，即便阿米爾背叛他、栽贓給他，他都選擇包容一切；當阿米爾

知道哈山是他的親兄弟時，哈山已經離開人世間了，再也無法彌補當初那份罪

惡感，無法回報那種真摯純潔的信任，只能一直活在愧疚與不安中。最後，阿

米爾毅然而然做了一個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去救哈山的兒子索拉博。 

「背叛」之所以成立，來自於之前所有信任的累積；而「救贖」之所以令

人輕盈，也是來自於終於放下所有沉重的罪惡感。在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

在所有點點滴滴的互動中累積信任與感情，我們必須好好珍惜、認真的看待，

不要等到某一天失去了，才知道自己錯了，才痛苦的明白很多事不是你想反悔

就能反悔的，很多事都是只有一次的選擇，就如同書中的阿米爾與哈山，在那

樣的情境下分別，在動亂中從此再也碰不了面。 

而我們也從本次的專題報告中，初步認識了「心理防衛機制」，可以粗淺去

釐清自己和同學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一些想法與行為。在討論時，我們紛紛連

結到自己的生活情境中，舉例如下： 

  【情境一】之前有同學相約出去玩，但自己卻沒被邀請時，總會這麼想：

假如有人請我去，我也不去，因為我本來就不喜歡去的那些人。現在才知道，

這原來是「合理化作用」。 

  【情境二】分組活動時，有些落單的同學會大聲嚷嚷：「反正我也不想參與

活動！」其實這是一種「否認作用」。 

 
8「阿米爾與索拉博」照片取自： 

http://pic.pimg.tw/cateyang520/1311695711-be797f4442e7bd99a8917eea5fde6892_l.jpg 

四、結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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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想像還有比超越《追風箏的孩子》更

艱難的事：這位沒有名氣的作家第一本小

說，描寫的是一個大多數人陌生的國家，

在全球的銷售量竟奇跡般高達 600 萬冊。

然而，當作者第二本新書《燦爛千陽》準

備上市時，試閱的讀者們表達出前所未見

的熱情。一些讀者認為，《燦爛千陽》甚

至比《追風箏的孩子》更勝一籌，作者更

突出地表現了他極具感染力的敍事能力，

以及他對個人和國家悲劇的敏銳感受力。

在這個以女性為主角的故事中，絕望與微

弱的希望同時呈現。——亞馬遜網路書店 

  原來，有些想法或行為，都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傷害。所以，我們應該

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處理和人的互動，這樣的學習，讓我們更懂得不要只

「聽」別人說什麼，還要用心去「體會」他真正的感受。 

「背叛」或「被背叛」，幾乎是每個人都曾有過的經歷，或多或少，或大或

小。對於別人的想法或行為，我們應該換位思考，藉此了解對方是否因為心理

防衛機制的運作，才會有如此的的反應；對於自己的想法或行為，我們應試著

將心理防衛機制導向「昇華作用」，讓自己的想法或和行為能有一個更正向的力

量，好讓自己能與別人建立一個更友善、更穩固的人際關係。 

 

 

 

 

 

 

 

 

 

 

 

  

 

 

 

 

這是一本關於兩個女人間友誼的故事。 

瑪黎安與萊拉相差十九歲，對於愛和家庭的觀念也完全不同，卻因命運之

神的捉弄，讓兩個人的生命緊緊關聯在一起，先後嫁給同一個男人。但丈夫性

情兇暴，讓兩個人吃盡苦頭。而原本勢同水火的兩個人，在丈夫的虐待下，感

情漸漸的升溫，她們既像姊妹，又像母女，在殘酷的命運下相互安慰、相互扶

持。後來，瑪黎安為了萊拉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迦茲體育館被塔利班槍決；而

萊拉則踏上了新的生活，扭轉了人生的道路。 

 
9《燦爛千陽》書封取自： 

http://d.blog.xuite.net/d/b/1/8/14040789/blog_150608/txt/15695135/6.jpg 

五、延伸閱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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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盡照耀她屋頂的皎潔明月， 

數不盡隱身她牆後的燦爛千陽。 

胡賽尼再次以阿富汗戰亂為背景，寫下這部關於家庭、友誼、信念和自我

救贖的動人故事。整個故事跨越三十年的時空，細膩感人的描繪了阿富汗舊制

度與新時代下苦苦掙扎的婦女，她們所懷抱的希望、愛情、夢想與所有的失

落。 

如果說《追風箏的孩子》是敘述兩個男孩友誼的故事，那麼《燦爛千陽》

就是敘述兩個女孩友誼的故事。小說中的人物都為了愛、為了友誼，做出決

定，做出犧牲。《追風箏的孩子》中最經典的句子：「為你，千千萬萬遍。」

在《燦爛千陽》一書中更是經典的呈現。 

有一篇網路文章〈超越《追風箏的孩子》的《燦爛千陽》〉這麼寫道：

「如果說《追風箏的孩子》給人的是極地嚴寒風暴的強襲，那麼，《燦爛千

陽》便是崎嶇顛簸的人生道路上，既哀傷、辛酸，卻又相互扶持、勇於犧牲奉

獻的真摯告白。」給予了《燦爛千陽》更高的評價。 

所以，我們極力推薦《燦爛千陽》，希望大家也能從胡賽尼深刻優美的文

字裡，體會到那種人與人之間無怨無悔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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