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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逆轉人生》的生命價值觀對青少年成長的啟示 
賴信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生命教育所研究生 

 

一、前言 

電影《逆轉人生》（Intouchables）改編自《第二次呼吸》（Le second souffle）。

片名 Intouchables 在法文有兩種意思：「無法觸及」與「社會階級較為低下者」。

主角 Phillippe 原為一名富有大亨，遭遇跳傘運動事故後，頸部以下全部癱瘓，

只能仰賴輪椅行動，因此，他雇用黑人青年 Driss 為看護。兩人天差地遠的背景，

看似荒謬且不可思議的英式幽默，造就深植人心又極具渲染力的佳作。 

本片探討階級、財富、貧窮、種族、文化、殘疾等人生議題，引發人們對生

命意義與存在價值的省思，故筆者想藉由此電影探討如何引導青少年建構正向的

生命價值觀。 

二、電影故事簡介 

(一) 珍愛自己，讓生命展現奇蹟 

主角 Phillippe 本為家財萬貫的富翁，因跳傘意外導致終生癱瘓，生活完全

無法自理。Phillippe 是個既傳統又嚴肅的成功人士，擁有財富卻諸事都得依賴別

人完成，毫無隱私的生活讓他覺得自尊被踐踏，在面試看護的過程中，屢屢因面

試者的過度奉承、憐憫同情而拒絕或試用後辭退。最後脫穎而出的，竟是有前科

的黑人混混，天與地的兩個人，無論個性、價值觀、人生觀都不可能有絲毫交集；

但是 Phillippe 說了一句話「我要的就是這一點，沒有同情心」。因為只有 Driss

不把他當殘障看，而且不是出於同情的善意假裝，讓 Phillippe 由萬念俱灰到重

拾生命熱情。 

(二) 無心插柳，讓生命絕處逢生 

黑人看護 Driss 年輕氣盛，才剛出獄，是個社會邊緣人。Driss 並非真心想應

徵這份工作，只是想要 Phillippe 給他不錄取的證明，好向政府申請失業救濟金。

Driss 天真不羈的個性使然讓 Phillippe 印象深刻，在 Phillippe「賭你堅持不了兩

禮拜」刺激下 Driss 欣然接受挑戰，從而開啟兩人重寫生命故事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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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巧合互補，讓生命完滿無憾 

《逆轉人生》電影中，Phillippe 是癱瘓的生理殘缺、Driss 則是有前科的社

會人際殘缺，兩個強烈對比的角色及背景，學習從彼此身上創造出自己的人生價

值。在這樣的契合下，Phillippe 則讓 Driss 肯定原本自暴自棄的自己，培養出面

對問題的勇氣和責任感。Driss 改變了 Phillippe 傳統的概念，生命不是只有輪椅

的陪伴，而是再度重新感受生命的激情和熱力，看見人生嶄新的風景。除此之外，

Driss 也鼓勵 Phillippe 勇敢追尋自己的愛情，莫因為身體缺陷而不敢面對自己所

愛的人，在 Driss 的秘密安排下，他也才知道原來自己還是有被愛的機會。藉由

兩個生命故事互相交融，打破無法觸碰的藩籬，共譜閃亮的新故事。 

三、本片傳達的生命價值觀 

生命價值觀的意義，是在價值觀的意義上，加上價值觀的對象，合成生命價

值觀。價值觀是作為所有事物評斷是、非、善、惡的理念，這樣明確的價值規範

提供個人或團體行為表現的選擇及依據（Kluckhohn，1951）。李若衡、楊靜（2006）

認為生命價值觀是個體對生命及其意義的總體觀點和個體體驗，是生活態度和生

活理想的具體體現。意義治療大師 Frankl（1986）：價值乃是透過個人的生命歷

程去感受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追尋生命意義的途徑分別是創造的價值、體驗的價

值及態度的價值。 

電影中的主角，一個受限於身體的禁錮，另一個對自己人生沒有自信，不敢

跨越出自我。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從電影中的情節產生共鳴，進而重新去認

識、詮釋這個新的生命經驗。在欣賞完這部電影後，筆者省思其中展現價值觀如

下： 

(一) Phillippe 的生命價值觀 

1. 正向迎接挑戰 

Phillippe 雖然因跳傘運動事故後頸部以下全身癱瘓，但他沒有因此放棄自己

的人生，反而在 Driss 的協助下開啟了新的生命方向，挑戰更開放、刺激及幽默

的生命歷程。當下，往往是生命最有力量的一刻，在面對生命殘缺的困境時，需

要強大的信念與勇氣才得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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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堅定自我價值 

Phillippe 即使形體受限，但精神上仍是自由無拘，在受傷後的人生裡，依然

堅守自我價值。尋覓自我價值是每個人謀求實現的驅力所在，Frankl（1969）認

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具有不可取代性，當面臨生命困境時，可以選擇超越形

體的苦痛，以堅韌的意志藉由正向的選擇、省察與判斷來轉換態度，戰勝挑戰，

實現每個人獨有的生命價值。 

(二) Driss 的生命價值觀 

1. 從卑微到自尊自愛 

Driss 雖然面對的是種族、貧窮、階級、家庭及社會邊緣的背景問題，然而

在 Phillippe 的幫助下有了穩定的工作及生活，接觸到上流社會的機會。印象深

刻的是 Driss 在 Phillippe 家中也竊取了昂貴的復活節蛋，但 Phillippe 知而不說，

也不正面揭露 Driss 的行為。最後 Driss 也省思了自己錯誤的行為主動歸還。 

2. 藉由付出肯定自我 

Driss 的出身背景代表了貧窮、社會低層刻板印象，以及家庭成員對他的不

認同感。雖然 Driss 不是個專業的看護，但健全體魄是他適任看護的第一個條件。

然而，大剌剌的個性表達自己的人生看法，Driss 得以接任看護的個人特質。過

程中 Driss 有許多不專業的行為，都是看護工作的禁忌。《逆轉人生》的關鍵並

不在 Philippe 是否寬宏大量，而是 Driss 的直率人格，拓展了 Philippe 全新的人

生視野。 

四、如何藉由本片形塑青少年生命價值觀 

社會變遷、物欲橫流，新世代的年輕人常處於虛擬的生活中，凡事「只要我

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對於生命的意義、存在的價值未能真正了解。尤其在「萬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功利主義社會中，青少年面對未來感到心靈空虛，甚

者尋求刺激，以麻醉自己。青少年更應該建立健全的人生觀，在有限的生命，做

有意義的事，豐富生命的內涵，才能讓年輕的生命發光發熱（星雲大師，2005）。

《逆轉人生》對人性深刻的洞察與溫暖的包容，適巧給與青少年良好的生命價值

觀範本，青少年可從中學習到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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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向思考的生命價值觀 

人往往因為遇到困難而陷入膠著的情緒裡，有時不妨學習換個角度思考，也

許會出現轉圜的餘地。其實，只要有面對困難的勇氣，便能尋求轉機。海倫凱勒

說：「面對陽光，你就看不到陰影。」所以，人生沒有絕對的苦樂，只要積極奮

鬥，凡事正向思考，自然能夠突破逆境。  

(二) 逆境自強的生命價值觀 

逆境，是磨鍊意志的大冶洪爐；困苦，是完成人格的增上緣。世界著名音樂

家貝多芬，雖然罹患耳疾，卻創作了無數首享譽世界的名曲。人的命運掌握在自

己手中，只要發憤圖強，就能為自己創造出一片天地。  

(三) 樂於服務的生命價值觀 

「態度」是各行業中所講究服務精神。有「日本經營之神」稱譽的松下幸之

助，起初是在腳踏車行做學徒，經常被來修車的客人喚去買香菸，但他一點怨言

也沒有。青少年時期要培養服務的人生觀，從做中學習，以創造深刻的學習經驗，

建立自信、增進人際，甚至從服務中領會奉獻的歡喜，從服務中獲得心智的成長。  

(四) 擔當負責的生命價值觀 

古有明訓：「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希冀人生過得踏實，

就要養成自己負責的態度。做事勇於負責，凡事不推諉、不輕易拒絕，就能廣結

善緣。尤其青少年時期懂得對自己負責，才能為家庭、為社會、為國家負責。 

 生命的重心不僅是在知識的獲得，更重要的是經由生命的淬煉不斷的省

思、沉澱，提升自己的心靈價值。並明瞭人最可貴的特質在於能對於生命意義與

價值知覺的體認，努力追求生命具體的實踐（吳伯曜，2003）。 

五、結語 

從《逆轉人生》中，我們看到了社會對身障、犯罪、種族的歧視及病態化語

言，導致一個人架構自己生命殘缺故事。現實當中，我們最怕的不是身體外在的

限制，最恐懼的而是心理的障礙，無法勇敢面對鏡中的自我。能夠真正影響生命，

改變行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被感動後所產生的力量，電影演的雖然是別人的故

事，但是能夠引起孩子共鳴的部分，往往就是現在正在關心或憂慮的事情（李偉

文，2012）。協助學生發展個人生命核心價值，其內在本質是因為「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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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天生我才必有用」。平時就需要注重學生的品格教育，透過時事議題、

相關影片或多元探索教育，提供討論的情境，讓學生思考真正的「價值」並非取

決於外顯成就、名利、地位與財富所能衡量的，人的價值乃在於能不斷肯定自我，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不但要發揮生命品質的深度、更要維護生命的韌度，從內在

價值的角度思考，為自己創造生命的獨特性與意義性。 

參考文獻 

 吳伯曜（2003）。從「生命實踐」觀點解讀《論語》，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主

編，《第二屆「生命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華梵大學。 

 李若衡、楊靜（2006）。大學生生命價值觀的投射測驗與內容分析。重慶：

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29-230、252。 

 李偉文（2012）。電影裡的生命教育2：夢想起飛的時刻。臺北市：天下雜誌。 

 星雲大師（2005）。族群倫理探討（中冊）佛教對「青少年教育」的看法。

取自

http://www.3fo.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12&item=24&bookid=2c907d4944d9a3f

c0144f6f59b760008&ch=2&se=5&f=1  

 Frankl, V. E. (1969). The will to meaning: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 of 

logotherap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Frankl, V. E (1986). The doctor and the soul:From psychotheray to logotherapy.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Kluckhohn, C. (1951).V Valu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an 

exploration in det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MA: 

Haward UniversityPres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90%84%E5%B7%9E%E7%B8%AE%E5%AF%AB%E5%88%97%E8%A1%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