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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雨果人道主義關懷─以『悲慘世界』為例」作

為研究主題，內容將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份首章簡略介紹作者生平。

雨果為家喻戶曉的作家，也是法國十九世紀一位非常活躍的政治人物，此



章偏重其成長經驗與其人道主義的性格發展。 第二章詳細介紹本書的創

作始末，這本小說參照真人實事，作者將故事地點並做實地觀察與紀錄，

從作品的發想到全書付梓上市，歷經三十餘年 (一八二八年至一八六二

年)。小說發行後被譯成多國語言及引起藝術界後起之秀以多元形式重新

詮釋，堪稱經典名著。 第三章分析小說的敘事結構，首先將近兩千頁的

小說內容作一簡略的摘要 (résumé)，以期讓讀者對小說文本與人物有概廓

的認識。雨果的敘事 (récit) 自成一局，小說中經常有離題 (digression) 另闢

空間討論的特色。「悲慘世界」能夠成為雋永的讀物，高潮起伏的情節，

懸疑的佈局，功不可沒。 第四章要介紹故事中的時空背景。作者將滑鐵

盧之役寫入書中，讓讀者感受大時代中經年政治不安，工業革命的衝擊，

造成貧富懸殊，百姓為爭生計與民權不惜興起街壘，與政府決一死戰。此

章也簡略敘述作者將不同社會階級納入對應的地理空間，形成強烈的對

比。 第五章人物分析，首先簡單介紹小說中主要的人物。小說原文名稱

為「悲慘的人」，即窮人與惡人，此章對窮人的境遇作簡略描述，同時也

將分析書中主要人物的差異，呈現十九世紀法國社會階級懸殊的光景。 

接下來為本論文的第二部份，也就是主題討論：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展

現的人道主義關懷。第一章要說明雨果的人道主義，首先將介紹人道主義

的意涵，再來我們將雨果人道主義的思想淵源作一脈絡的探尋。 第二章

要說明「悲慘世界」書中人道關懷的面向。我們探究書中人物悲慘的成因

來自政治，習俗，法律等種種壓迫。雨果以人道主義關懷法律，戰爭，犯

罪，貧窮，婦女，兒童與宗教各個面向，並提出針砭時弊的見解與對未來

的展望。 最後為此論文結語。二○○二年適逢此位法國文豪誕生二百週

年，法國政府為感念雨果一生筆不停手，恆以人道主義為其職志與信念，

特定為「雨果年」以玆紀念，世界各地受其人其文影響與嘉惠的國家或地

區，也展開各種活動以示致敬。  

摘要

(英) 

A Study of Victor HUGO’s Humanism as exemplified by his novel “Les 

Misérables” The present essay was submitted to the Institu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Fujen University, Taiwan, by in June 2002 as a partial requiremen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aster’s Degree in French Literature.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is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but all the examples 

appear in the original French. The word “humanism” appearing in the title of this 

essay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its original Renaissance meaning of a philosophy that 

attaches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to man and human values, and thus makes ma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As such, it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what it later became 

identified with, namely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classical Latin and Greek texts 

which inspired and gave birth to this Renaissance philosophical movement. This 

essay consists of two parts. Part I introduces Victor Hugo, the writer and the 

humanist. Well remembered as a the greatest poet, playwright and novelist of the 

19th century French Romantic literary movement, Hugo drew a large share of his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from the social injustice and inequalities of his troubled 

era. He took advantage of his great popularity and used his literature as a platform 

for denouncing those inequalities and expounding 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ls. 

This deep idealistic commitment to social causes pervades all of his works and is 

here referred to as his “humanism”. Part II examines different aspects of 



Hugo’s humanism as illustrated in his famous novel “Les Misérables”. 

Throughout the book, Hugo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accepted social values of his 

time and philosophizes as to whether those values are really conducive to forging a 

better society. Part II of this essay analyzes instances of the following social issues 

raised in his novel : -The law -Poverty -The Death Penalty -War -The Condition of 

Women -The Condition of Children -Religi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are also discussed in Part II, which thus constitutes the 

main part of this essay. In the conclusion, we could find the society has changed 

since Victor Hugo’s times and how prophetic he was in his interventions. Indeed, 

in many respects society has changed,however, we still do our best to fight the 

injustice like Victor Hugo. Help the miserable people to go out of their miserable 

word will be our du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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