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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記憶傳承人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作者：露薏絲‧勞瑞                譯者：鄭榮珍 

報告主題：夢尋理想國─記憶傳承人 

主題簡介： 

壹、內容概要 

    一、作者對烏托邦的看法 

    二、同化社區概述及想像概念圖 

    三、同化？童話？ 

    四、角色分析 

貳、閱讀議題探討 

    一、閱讀議題一：無從選擇的典禮 

        (一) 命名典禮 

        (二) 進階典禮 

        (三) 成年典禮 

        (四) 解放典禮 

        (五) 小結 

    二、閱讀議題二：被剝奪的人權 

        (一) 無感的生命 

        (二) 制式的生活 

        (三) 抑制的情緒 

        (四) 小結 

    三、閱讀議題三：書中烏托邦與喬納思的理想國 

        (一) 自傲的理想國 

        (二) 喬納思心之所嚮 

        (三) 同化社區與追尋的社會 

        (四) 小結 

参、與書對話 

    一、給喬納思的一封信 

    二、給傳授人的一封信 

 

 

 

 

 

 



夢尋理想國─記憶傳承人 

參賽緣由： 

    是否住在一個一切都控制良好，生活無虞的環境中，就能獲得幸福？這樣的

生活或許安逸、舒適，但相對的也少了冒險的那份刺激與間接成長的機會，「大

同世界」一直是古今人類嚮往的理想社會，但實際生存的社會，卻始終與理想社

會差距太遠，這本書告訴我們，人間天堂不是香格里拉，不是人民公社，而是我

們目前正生活其間的現實世界。縱然這世界並不完美，有太多的生死離別，依然

是最理想的世界──不要畏懼，也毋須排斥。 

 

 

 

 

 

 

 

 

壹、內容概要 

一、作者對烏托邦的看法                                            

    露薏絲˙勞瑞透過本書，深切的反映出從小備受保護、自

適的生活，一切是否過於安好，像同化社區裡，居民只是一味

的接受食物的分配，遵從長老會的工作分發，縱使治安清明，

居民們卻只能過著過於制式化、失去選擇權的生活。從喬納思

這個角色出發，接受記憶，擁有智慧的喬納思，和同化社區的

居民成為明顯的對比，並且使讀者去反思，既定的規則以及嘗

試改變現況的安逸之間的抉擇。                           (圖片引自博客來書籍館) 

 

二、同化社區概述  

    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社區，它的領導結構很簡單，最高單位是長老會，由一

群社區裡最具智慧的長老組織而成，負責決定社區的大事、法則、眾人的工作。

這裡四季恆溫，衣食無缺，婚配家庭都受到妥當照顧，人們在設計良好的生活秩

序中，從來無需自主作出選擇，同時也失去了因受挫而成長、獲得經驗智慧的機

會。他們追求一致，排除差異，壓抑衝動與激情，一有疼痛就服用止痛藥，漸漸

失去分辨色彩的能力，也沒有音樂。每家每戶住相同的房子，用同樣的家具，吃

分配的食物，過著單調一致的生活。 

【報告內容】 



三、同化？童話？ 

    在這強調一致的同化社區中，是否一切都如童話般美好呢？對於生活的麻痺

與習慣，逐步喪失的質疑的能力，安倦於無痛的世界，是個容易被忽視甚至無法

被察覺的警訊，令人匪夷所思。 

 

四、角色分析 

    1.喬納思：本書的主角。在十二歲的進階典禮中，被指派的工作為「記憶傳  

             承人」。這個工作改變了他對人生的看法，因為他接收到了許多不          

             同的記憶，那是他從未有過的感覺，他也因此體認到了現實生活 

             的限制與差異，進而逃離社區。 

    2.亞瑟：他和喬納思從小一塊兒長大，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在十二歲的典禮 

             中，被指派擔任娛樂中心的助理主任。 

    3.費歐娜：偶爾會和喬納思聊天，十二歲的典禮中，被指派擔任照顧老年人 

             的工作。 

    4.佳比：是個可愛的小男嬰，因其成長速度跟不上其他年齡的孩子，睡覺也 

             睡得不安穩，所以被考慮「解放」，不過在委員會的許可下，暫時 

             被喬納思一家收養。在喬納思一家的陪伴下，它的種種生理狀況 

             有所改善，但在委員會的測試後，仍逃不了要被解放的命運，後 

             來便隨著逃亡的喬納思離開社區。 

    5.傳授人：在喬納思被選為「記憶傳承人」後，教導並培訓喬納思的老人。 

             他的工作是傳承記憶，因為社區的人民並沒有關於許多方面的記 

             憶，例如：顏色、季節、歷史……等，這些將由記憶傳承人一人 

             承受，傳授人便將此一點一滴交給喬納思。 

     6.長老委員會：運作整個社區的重要單位。工作內容即是安排居民每個人 

             的工作、策畫不同年齡級的典禮、分配配偶和新生兒人選、食物 

             配給……等。長老會委員會控制整個社區，掌握每個人的思想與 

             生活，其地位被居民深深敬重。 

◎人物性格統整： 

比較人物 代表事件 性格 

喬納思 在擔任記憶傳承人的工作後，想致力改造

社區。勇於認錯，並懂得迅速改過。 

勇敢、率真、 

正直 

喬納思

的朋友 

亞瑟 和喬納思玩丟蘋果遊戲時，很自然天真地

說出自己的想法。 

樂觀、開朗、 

真性情 

費歐娜 幫老人洗澡時注意到每一個小細節。 溫柔、細心、 



體貼 

佳比 哭鬧時，在喬納思傳輸美好記憶之下，內

心感到平靜。 

情緒易變化、 

具依賴性 

傳授人 堅守職位，願承擔所有記憶；但對於喬納

思要改變社區，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 

負責任、 

安於現狀 

長老委員會 在安排工作給十二歲的小孩前，會先很謹

慎地做評估，按照其平日表現再做決定。 

有組織、會思

考、領導力強 

 

貳、內容議題探討 

 

 

 

 

 

 

 

 

一、閱讀議題一：無從選擇的典禮 

        (一)命名典禮： 

1.主要對象：發育良好、達到標準的新生兒。 

2.主要內容：在第一天的第一個典禮，社區長老委員會為新生兒「命             

           名」及「分配家庭」，在接受命名後，所有的孩子，都 

           成為一歲。 

3.主要目的：使之正式成為社區的一份子。 

        (二)進階典禮： 

1.主要對象：四歲以上至十二歲以下的小孩 

       2.主要內容：領受增長一歲的賀禮(開始進階)。 

       3.主要目的：而每個進階典禮所代表的含義都不同(如下表)。 

 

歲數 所獲得之物 象徵意義 

4.5.6 歲 釦子在背後的外套 學習互相幫助 

7 歲 胸前開釦的外套 
成長的第一個標誌，獨立的

第一步 

8 歲 1.釦子較小，有口袋的外套 成熟不少，可保有自己的小

【組織圖】 



2.開始義工時間 物品 

9 歲 腳踏車 
活力的擴展，生活重心逐漸

移至社區 

10 歲 修剪頭髮 表示逐漸收起童稚 

 

        (三)成年典禮： 

   1.主要對象：年滿十二歲之孩子。 

2.主要內容：這是典禮的壓軸，即是第二天的最後一個典禮，也是 

            大家最期待、最令人興奮的典禮。只有在這裡才可認 

            知大家的差異性，讚揚個別的差異，並決定未來的發 

            展、從事的行業。由社區長老委員會負責遴選，根據 

            八歲到十二歲自由選擇義工之時間，了解其性向，因 

            攸關對社區的利益及個人的發展，所以選擇時小心謹 

            慎，一絲不苟。 

3.主要目的：這是最後一個進階典禮，之後，年齡就不重要了，重 

            要的是為成人的生活做準備，接受工作訓練，邁入新

的團體，成為一個嶄新的個體。 

4.典禮程序：回憶童年及準備時期的時光（唯一自由選擇義工時 

間：誠如職業試探）→介紹成人生活及責任→了解工 

作的深層意義→嚴格訓練。 

 

        (四)解放典禮： 

1.主要對象：年紀過大之老人 

2.主要內容：當養老院裡的老人，年齡已達到社區的標準後，即會 

舉行所謂的「老年解放慶典」，在社區裡，人們認為這 

是極為殊榮的典禮，表示你已經將所扮演的角色盡到 

最好了，責任已結束，在讚美及祝賀下進入另一個階 

段──解放。 

3.主要目的：此階段的解放其實就是安樂死，為了就是避免社區成 

            本的增加。 

4.典禮程序：介紹生平→舉杯祝賀→讚美詩→發表告別演說→穿過 

那道特殊的門→進入解放室→解放。 

 

 



         (五)小結：整個社區在這一切標準化的狀態下，每一個居民都不必顧 

                  慮下一步該怎麼走，也不必追究根由，甚至不必思考，因為 

                  只要顧好當下，一切就都有定數。其出發點是良善的，但所 

                  造成的後果卻不堪設想。如：「解放」也就是安樂死，為了 

                  避免增加社會成本，生命竟是如此輕率被決定，令人嘆惋！ 

 

    二、閱讀議題二：被剝奪的人權 

    就在這極度講求平等及一致的社區裡，唯一的特例就是記憶。顏

色、音樂、戰爭、飢餓、痛苦、愛……，這些備而無用且傳承自好幾代

的消失用語、特殊經驗、歷史記憶，一直被存封在唯一被選派上的記憶

傳承人身上，所以居民們既無知也無感。 

(一)無感的生命： 

    在同化社區裡，所有的生命儀式皆由長老委員會來決定，包含

了出生、成年、結婚及死亡，通通都是由長老來做分派，唯一的例

外只有在孩童時代可以選擇做志工的地點。大大小小的事情皆不能

透過個人喜好來做決定，不只剝奪了人們選擇的權利，更可能會造

成極大的社會問題。小孩、配偶要提出申請且須經過長老審核；成

年的工作則是長老來指派；死亡，更是在達到一定的年紀就予以解

放。這樣的生活不僅缺少了親情的連結，更失去了人情冷暖，還有

任何意義可言嗎？ 

 

        (二)制式的生活： 

    在生活上，所有的社區居民皆過著一成不變的死板生活，規律

的作息、一樣的事件不斷的重複發生，制式化的對答完全拘束了個

人的思考，「我們接受你的道歉」、「謝謝你奉獻了你的童年」，一句

句公式化的問答直接扼殺了自由的判斷，很多事情並不只是只有非

黑即白的兩極化結論，而是有著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充滿未知的未

來才能夠我們讓持續的努力，想辦法為自己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如

此制度化的生活究竟能夠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刺激？最後剩下的可

能只是枯燥的固定作息而已。 

 

        (三)抑制的情緒： 

    在這個社區裡，居民們並不明白何謂真正的喜怒哀樂，形容詞

對他們來講不過是個有明確定義的東西，快樂、憂傷、愛，所有重



要的情緒變化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在追求精確定義的過

程中居民們只注意到要有正確的詞語來形容，卻將自己內心的感受

給完全忽略，他們並不明白快樂可以帶給人活力的泉源、憂傷可能

造成一個人黯然神傷一整天，缺乏情緒的世界中只有記憶傳承人才

能真正了解自己心裡的感受，雖然可能可以避掉社區裡的一些不安

與動亂，卻讓居民成為不會思考、沒有情緒的機器人，這樣的代價

究竟值得嗎？ 

 

       (四)小結：正因為人們的具體經驗極其一致、有限、經過設計與衡量， 

                因此據以溝通思考的話語，都是同化下的產物，像一個個情緒 

                標籤，簡單統一。這樣的社區缺乏真愛，制度的不合理與嚴重 

                缺失，人與人之間過度冷淡，缺乏對人類最基本的憐惜和對個 

                人差異的尊重，喪失享受自由選擇的快樂，剝奪了真正的人權。 

 

 

三、閱讀議題三：書中烏托邦與喬納思的理想國 

    1、自傲的理想國： 

         一個完美、理想的生活，基於秩序及平等所構築出的一種生活模式， 

    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貧富差距，藏在現今社會中的種種負面的事，完完全 

    全的被一道由「規則」所建立起來的牆阻隔在外。 

        犧牲掉現實的醜惡，追求的僅是像陶淵明所著桃花源記中的一個與世無 

    爭，農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理想國度，而其代價即是失去自由，被統治 

    者必須在一套完善的規則之下活著，居民的知識流量受到控制，在缺少認知 

    之下，是難以去質疑，甚至嘗試去改變這種社會體系，這裡所謂的平等，僅 

    是每個人都只享有做人的最低權限罷了。 

 

    2、喬納思心之所嚮： 

        在同化社區中，唯二擁有記憶的只有喬納思和傳授人，映在喬納思視野 

    裡的同化社區，河岸走道青蔥翠綠、寬廣天空碧藍如洗、佳比的臉像蘋果般 

    紅潤可愛，他渴望分享的那份自由；分享眼中的美麗；心中的悸動給朋友， 

    並且希望一同體會每件事物之間的差異，對日常的事物能主觀的判斷、選 

    擇，共享與家人一起聚在爐邊的記憶──愛。 

        喬納思擁有同化社區被掩埋的記憶，促使他想要讓人能夠肯定自己，明 

    白與認識彼此，他追求的社會不僅是沒有不人道的解放、虛偽的對談，更是 

    一個彼此共同擁有「記憶」的世界。 

 

 



 3、同化社區與追尋的社會： 

 

 

 

 

 

 

 

        (四)小結：其實所有的事物都沒有絕對的完美，但我們也不必刻意去追 

                 求所謂的「理想國」，人們在追求與形塑完美社會的過程中， 

                 或許珍惜眼前所擁有的一切，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参、與書對話 

    一、給喬納思的一封信 

親愛的喬納思： 

    我們了解你身為「記憶傳承人」，這個無法避免的重責之種種心情，這其中

必然是嚴峻的考驗，而你並非屈服它，而是面對它。我們從你身上看到許多難能

可貴的特質，這同時也給予我們啟發，並想從中學習。你身在一切皆為同化的環

境中，任何事物都被限制──你的思想無法馳騁在廣袤的人生藍圖，你的舉止無

法像脫韁的野馬那般無拘無束，你的心，更無法翱翔在碧藍如洗的美麗天空，我

們深深感受到你的無奈並表示遺憾。而正在接受記憶的你，就像是現今正在不斷

成長的我們，正處於渴望成熟與改變的年紀。你具備勇氣，在自由與同化之間立

下了決定，堅強的去違抗那長久不摧的體制；你擁有智慧，對於不合理的「解放」

以自我的認知，不向命運低頭；你尋找出與同化社區不同的答案，奔向自由，即

使路程崎嶇、冷冽的風如此刺骨，但我們深信，你的求生意志，一定會幫助找到

你所「嚮往的地方」的。 

欽佩你的讀者敬上 

二、給傳授人的一封信 

親愛的傳授人： 

    我們非常肯定你那盡忠職守的態度，但你是否想過，在這看似完美的同化社

區中，其實暗藏著許多的不完美？或許你早已發現，卻屈服於長久以來的制度

下，心有餘而力不足。改變，總需要很大的勇氣，安於現狀的你，對於種種的不

合理只是袖手旁觀，我們認為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在自律中

享受自由，這才是自由的真諦。別總是向命運低頭，獨自承擔痛苦，事情總會有

轉機的，掌握權在自己的手中，運用你的智慧，行動遠勝於一切。 

給你建言的讀者敬上 

觀點比較 同化社區 追尋的社會

生活型態 封閉、規律一致的生活 較多元，靈活而不呆板、有變化。

管理組織 由單一完整的組織去管理人民 人民擁有主觀的意識，也存在法規

家庭型態 由社區長老分配，彼此間不含情意 有溫馨的情與愛

個別差異 禁止談論彼此相異處，避免凸顯不同 了解每個個體是與眾不同的，並加以肯定

選擇權 對於自主權毫無概念，可謂無知 操之在己，擁有判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