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論

書商夢裡不能說的秘密

關於偷書，我想說的是……
李志銘

◎ 文字工作者

臺灣話有句俗諺：「細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意謂一旦發覺孩童有偷竊行為，無論
他偷的是多麼微不足道的東西，為人父母者都要立刻加以糾正，否則將來就會害了這孩子的一
生。由此可見「偷」之為誡，向來在臺灣社會道德教育養成過程中普遍佔有極高重要位階。
所謂「偷」、「盜」和「竊」在漢語裡講得明白，皆概指「不告而取」之意。然而對讀書
人來說，偷竊他人財物的行為無疑相當可恥，但一提起「偷書」則似乎是個例外。從古至今，
不乏有偷書者被美其名曰：雅賊，至於學生時代結夥起鬨的偷書行徑，甚至還是許多青年學子
都可能曾經有過反抗社會教條約束的一種青春儀式。
誠如美國學者漢彌爾頓（John Maxwell Hamilton）表示：「我們天生就有偷書的慾望」。哪
怕不僅是香港專欄作家馬家輝一度煞有介事地引述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所言：
「不偷書的人，不會有什麼出息」這番話來替自己年少輕狂曾在灣仔的書店偷書作辯護，就連
臺北重慶南路書店街也同樣留下了幾十年前臺灣作家楊照高中時期窮看白書兼喬裝偷書戲弄店
員的慘綠記憶。
特別是在我們現今完全難以想像過去那段無書可讀的非常年代，暗暗地惦記和渴望吸收知
識的讀書人往往不得不出此竊書或偷書下策，而體嘗這種偷讀心理狀態下的學習記憶總是異常
深刻，無怪乎文革期間親歷毀書劫難的小說家韓少功儘可昂然自若地聲稱：「一個偷書賊的服
刑其實不無光榮」。類此偷書之舉庶幾堪比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盜火，實不可以一般盜
賊論之。
想念起昔日那些書架上伴隨著童年閱讀成長的推理小說主角，多數孩子們總是大抵嚮往風
流倜儻劫富濟貧的法國天才怪盜亞森羅蘋更甚於維護法紀捉拿罪犯的英國大偵探福爾摩斯。其
間不啻反映了某種在法律和道德上難以明說的微妙現象。
我生也晚，閱讀啟蒙亦遲，對於「偷書」一事的生命感悟自是遠不及這些文壇書界前輩來
得悲壯慘烈刻骨銘心。
最早印象中較能明確回憶起的一次「偷書」經歷，是在某年國小暑假全家南下出遊期間，
客宿南投當地旅館「偷」了一本裝幀精美的《聖經》，還記得當時並沒特別意識到「偷」這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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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真正意涵，只覺得放在房間抽屜裡的這書看起來漂亮，內頁又有不少版刻插圖，於是就在
退房收拾行李時順手把它「取」走。事隔多年以後，幾乎早已淡忘這份書物記憶的我適巧讀到
了漢彌爾頓所撰《卡薩諾瓦是個書癡》（Casanova Was a Book Lover）有一篇章頗為諧趣地條列
出美國十大最易遭竊之書，瀏覽之餘除了讓人徒感少時輕浮歲月荏苒外，也果真印證了它（聖
經）不愧為竊書排行榜中永遠的第一名！
✿ 到底要誠品書店「教竊偷書卡片」還是直接「Ａ走這本書」！

曾幾何時，臺灣出版社與書店紛紛有如染上了惡疾似地競相以折扣戰捉對廝殺，而只一
味強調廉價促銷的結果，卻無形中養成了更多錙銖計較於書價的精明讀者，甚至透過網路途徑
很快流傳著「先到誠品翻書，然後再上博客來訂貨」的省錢買書守則。同樣尷尬的是，身為臺
灣連鎖書店第一品牌的誠品企業，近年來亦不免時常對外透露該集團旗下書店儘管上門看書者
眾，惟實際買書消費結帳者少。
2009年四、五月間，臺灣各大報章媒體報導了一則詭譎而奇妙
的書譚逸聞。根據誠品書店業者指稱，工作人員在全臺各地門市陳
列新書內陸續發現遭不明人士夾放70多張教導偷書破壞防盜貼紙的
橘棕色卡片，其中不但以圖解方式教導民眾如何刮除書本「RFID」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後丟在地上讓其他不知情者踩黏鞋底嫁禍他
人趁亂逃逸，上面還印有仿自誠品企業的「品」字LOGO商標。
雖說幾乎每家書店都避免不了會有偷書賊，臺灣坊間也一直
•2010年誠品書店「教竊偷
書卡片」。

都有「職業偷書集團」先接受網拍客訂再派人到某店「取」書、
「踩」購（偷書）的江湖傳言，各式各樣層出不窮的偷書事件始終

未曾在現實世界裡絕跡。然而正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興許是多年來鬻書事業不利無奈
情緒長期累積所致，加諸臺灣社會傳統道德觀念看待偷盜者的深切痛惡，誠品業者針對此一突
發的教竊卡片事件顯然完全無法原諒這份帶有惡作劇意味的偷書宣言，大有信誓旦旦揪出罪魁
禍首共懲之的肅殺態勢，並在媒體上公然指稱不排除是心懷怨恨的離職員工、同業競爭對手、
犯罪集團或對社會不滿的極端分子所為。
相較於誠品方面嫉惡如仇地嚴詞痛斥，不少讀者聽聞有教竊卡片後反倒覺得相當有趣，更
不乏有人特地到書店翻書也想要找一張來收藏。但沒過多久，這起喧騰一時的新聞事件也就在
完全找不到任何偷書嫌犯之下隨即悄然落幕。
話說諸如此類在臺灣書店有史以來頭一遭出現、無法見容於世俗道德觀念的偷書宣言，其
實早在將近半世紀之前的美國反戰運動期間即已蔚成風潮、見怪不怪。
《Steal This Book》！此為六○年代美國新左派社會運動家Abbie Hoffman（1936-1989）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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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71年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書名翻成中文，意即在封面上斗大寫著「 A（幹）走這本
書」！別懷疑，作者Abbie Hoffman就是如此明目張膽地公然鼓勵人們以偷竊方式從書店取得他這
本書。裡頭甚至還有精采的圖解照片，按部就班地教導讀者該怎麼偷才高桿。
《Steal This Book》書中主張反抗一切形式的權威、政府和企業，內容
幾乎鉅細靡遺地描述了各種千奇百怪對抗社會制度與公部門權力的鬥爭方
式，包括如何白吃白喝、順手牽羊、盜用信用卡，乃至於自力栽種大麻以
及設立地下電臺。此書過去曾和另一本同年出版（1971）教人如何在家中
土法煉鋼製作炸彈的《The Anarchist Cookbook》（無政府食譜）皆以激進作
風表達出年輕人對權力把持的憤怒不滿，因而被當時掀起美國反戰運動蓬
勃發展的反文化世代視為聖經。
提及美國六○年代創立「青年國際黨反戰團體」（The Youth International
•Abbie Hoffman著，
1971，《Steal This
Book》
（A走這本書）
，
New York：Grove
Press。

Party，簡稱Yippie）的著名嬉皮人物Abbie Hoffman，相信許多常看美國片的
臺灣民眾對他應該不會陌生。1967年，Hoffman號召了3萬5千位反戰人士聚
集華盛頓特區。電影「阿甘正傳」（Forrest Gump）有一幕場景：飾演主角

阿甘的Tom Hanks一身軍戎從越戰回來，卻陰錯陽差被帶入反戰抗議人潮中，那時他看見在廣場
講臺上披著美國國旗當作上衣、嘴裡老說「F Word」（髒話）的就是這位仁兄。
作為美國越戰時期最具叛逆精神與創造力的社運領袖，Abbie Hoffman終其一生均以幽默名句
及不斷抗爭聞名。出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他，擁有驚人的聰明才智和超乎想像的惡作
劇愛好。有一天，他竟然帶領一夥抗議者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從參觀平臺上往下散發大把的假美
鈔，然後看著停止交易滿地抓錢的交易商們開懷大笑來嘲弄資本主義的醜陋。在這之後，紐約
股票交易所特地還在參觀臺前加裝了屏障，以防止此類事件再度發生。
「惡作劇是一種象徵性的戰爭」，Hoffman表示。不同於當時許多嬉皮士同道們主張逃避
社會，惡搞成性的Hoffman始終想要改變世界。而他深信，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依靠媒體的
力量。
當年他以驚世駭俗的整蠱書名來對所有書店讀者進行教唆偷竊的這本《Steal This Book》便
是教人如何顛覆社會傳統規範、違逆各種世俗偏見以創造新生活。至於這麼多年來它在書店
裡究竟被Ａ走了多少本？人們完全不得而知，但書的銷路倒是一直賣得挺好。後來《Steal This
Book》一書在千禧年（2000）時還被改編為Hoffman生平傳記電影「Steal This Movie」，據說評價
不惡。
從過去到現在，即便往昔這些高舉海盜大旗的青年反叛世代早已消逝遠矣，而今依舊面對
許多遭受惡作劇激起的憤怒、指責與怨懟情緒如我輩者，又何嘗不能試著從Abbie Hoffman身上偷
走一點點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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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信任的目光下，人人都有偷書嫌疑

自從人類創建了圖書館並將龐大數量的書籍匯聚一處以利進行管理或買賣以來，偷書的罪
行在歷史上便始終屢禁不止、防不勝防。古今中外，包括所有公私營圖書館以及書商營利事業
單位在內，藏書管理者（擁有者）與偷書狂（Bibliokleptomania）之間永遠存在著一種不可化解甚
或誓不兩立的對峙關係。
根據阿根廷裔加拿大知名作家Alberto Manguel所撰《閱讀地圖：一部人類閱讀的歷史》
（A History of Reading）一書指出，早年為了對付偷書賊的威脅，西班牙巴塞羅那聖佩德羅（San
Pedro）修道院在他們的圖書館外面放置了一面警告牌：「敬告仁人君子：凡是偷竊書籍，或是
有借無還者，他所偷的書將變成毒蛇，將他撕成碎片。讓他中風麻痺，四肢壞死。讓他痛不欲
生，呼天搶地；讓他的痛苦永無止境，直到崩潰。讓永遠不死的蠹蟲啃嚙他的五臟六腑。直到
他接受最後的懲罰，讓煉獄赤火煎熬他，永恆不停」。（注1）
如此訴諸惡毒詛咒的恫赫方式，幾乎與時下一般民眾在大街上看見張貼「凡在此地亂倒垃
圾者不得好死」之類的警示布告如出一轍。但是，當我們暫且放下這些針對個人惡行必施以極
端報復的道德思維，若換個比較文明的說法 ─ 置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脈絡底下來看，
偷竊（書）本身其實是一種風險概念、一則行為上的賭注（包括怎麼把書藏在身上帶出去？會
不會被店員捉到？如何儘快找到買主？），現今許多坊間書店常見書櫃或牆上貼有「偷書罰十
（N）倍」字樣，此番警語可謂完全體現了書店老板作莊和偷書賊對賭賠率數字的仲裁邏輯。
然而，無論人們制定出任何最嚴厲懲戒偷書的詛咒與禁令，事實上都無法嚇阻那些真正不
擇手段非把世間所有珍愛書籍據為己有的慣竊偷書者。
根據美、日零售業已公認，被竊商品占營收的千分之八乃屬「合理範圍」，金石堂對外公
布的圖書失竊率是1％，誠品書店則是大約在總書種的1-3％。而就我所知最誇張的，當莫過於
法國最大連鎖書店FNAC曾對外表示「每年FNAC被偷竊的書占了營業額的13％」，這實在難以
想像，向來被認為生性浪漫的法蘭西民族原來竟是令人咋舌的「偷書大國」！？
因愛書而偷書兼藏書，一如上世紀美國「偷書大盜」史蒂芬•布魯伯格（Stephen Carrie
Blumberg）自承二十年來偷遍全美及加拿大286家圖書館總計竊書23,600冊足以名列金氏世界紀錄
的無可救藥書癮重症之人固然有之，但更多無以數計絕大部分屬於一介平凡愛書者如你我，若
非情不得已，通常總是不願輕易跨越心中那條涉嫌偷盜的心理防線。
但也正因如此，現代人逛書店最深感痛惡而無法接受的，其實倒並不是遭遇那些吃了秤砣
鐵下心來真正豁出去放膽行竊的偷書賊，而是有時候在不慎踩到某些行為界線的模糊情況下，
被店家誤認成了偷書嫌犯有苦難言的那種莫名冤屈。
一道監看的懷疑眼神足以殺死一頭恐龍。而僅只一次被錯當成偷書賊的委曲與氣憤，也很
可能讓一個人暗自發誓這輩子再也不會踏進某家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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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必須得由衷感謝世界上發明了「防盜門消磁設備」這種乍似冰冷機器的製造廠
商，儘管那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團伙作案的專業偷書賊靠著「消磁器材」與高竿的掩藏
手法照樣能神不知鬼不覺地讓一本又一本書冊從書店架上不翼而飛。但至少，我們終於能夠暫
且解除了門市店員緊迫盯哨的監視目光，並卸下隨時可能被影射為偷書賊嫌疑的心理負擔，無
所顧忌地長時間待在書店看書而不必非買不可。
✿ 知識與想像，是從書裡「偷」來的

學生時代躲著不甚明亮的書店燈光下翻看免費「白書」（或曰「霸王書」），伴隨天花板
上有電風扇吹熱風，直到穿著汗衫的書店老闆投來不耐目光，種種回味印象乃是臺灣許多五年
級世代以上的愛書人共同畢生難忘的集體記憶。
「因為有些書你不一定能夠擁有」，素有文化頑童之稱的作家張大春說：「有些書你也不
立即的想要去把它帶回家，而且偷書的技術不好，所以那就站那兒（重慶南路三民書局）看，
慢慢看慢慢看」。（注2）每天走過臺北車站南向這條書店街熱切地翻閱各種不斷竄冒出來的最
新書刊雜誌，同時也讓當年初窺世事的青年楊照趕脫了一班又一班的公車，有一回甚至還被店
員誤認為偷書賊，差點在暗巷裡被痛打一頓。
記得以前常聽老一輩習藝師傅說過：「功夫是用眼睛偷來的」。這類的「偷」，之於那些
經常總是看而不買的讀書人而言，他們偷的其實不是書籍本身，而是書裡的知識與想像。
在過去尚無版權概念、藏書擁有者常把善本秘籍重重深鎖秘不示人的封建年代，愛書成
性的清初文人朱彝尊（1629-1709）曾以設宴買通江南藏書家錢曾的書僮從而偷出整部《讀書敏
求記》抄錄傳世，以及私藉職務之便偷抄史館藏書而被貶官，時人分別譽稱為「雅賺」和「美
貶」，是謂中國藏書文化史上的經典「偷書案」。
中國文人傳統自古即有「賊不偷書」之說（注3），惟因順手牽羊偷的是又沉又不值錢的書
（除非是罕見的高價珍本），往後也就被部分投機之人視為雅事一樁了。
即使真正偷了書也仍然以「雅賊」自恃的說法，不惟存在於三○年代文學家魯迅筆下悲
劇人物《孔乙己》諷喻舊時讀書士子彰顯自身清高的小說情節，美國當代偵探小說巨匠勞倫
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1938- ）更以一名侃侃道來偷竊樂趣且愛書成癡的中年小偷兼二手
書店老闆柏尼•羅登拔（Bernie Rhodenbarr）為主角撰成十部側寫「雅賊」（Burglar，或譯作「夜
賊」）系列推理之作。
卿本良材，奈何作賊？
卜洛克筆下這位自嘲生平只會開鎖偷東西這項唯一專長的主人翁Bernie告訴我們：任何人就
算要偷書，也必須以很專業的態度去認真執行。在他小說裡常出現的有些偷書賊之所以會被瞧
不起，完全不是因為「偷」這件事，而是因為他們偷書技術實在太爛！尤其翻讀《喜歡引用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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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商夢裡不能說的秘密 ─ 關於偷書，我想說的是……

卜林的賊》（The Burglar Who Liked to Quote Kipling）一開場即以深諳行竊之道的Bernie在自家店
內活逮一名年輕偷書賊作楔子，其間描述偷書失風者因怕被扭送警局而只好賠錢了事的幽默對
話委實堪稱一絕。
Bernie白天是珍本書商，卻總在暗夜裡上演一次次非法侵入的尋寶之旅當中撞見命案陳屍現
場，於是牽扯上謀殺事件的Bernie只好充當偵探尋跡查緝真兇，以洗刷自己被栽贓的冤屈。但他
既不是血性剛烈快意恩仇的綠林好漢，也並非集不可思議傳奇故事於一身的江洋大盜，而僅僅
只是一個喜歡投入各種窺探想像、並把偷竊樂趣拿來過日子的安居淡泊之賊。
「我會的所有長處，都只能讓我做個賊」，Bernie說。不是雞鳴狗盜之流的thief，而是品味
技術還有風險都更高級的burglar，天賦異稟又充滿世故與幽默的書癡竊賊Bernie，簡直和時下許
多藏書蒐書愛好者一樣都習於講求有格調的「低調」。他愛書，但他卻絕不偷書。即便是偷，
也有他堅持的聖潔和美好。對Bernie來說，那樣的聖潔美好就是他細心愛護保存的書。
✿ 就算是偷書也要講江湖道義！？

今時今日大談所謂「偷書」情事，不免聯想起遠古先秦時代莊
子有云「竊鉤者誅，竊國者候」（或曰：小賊竊物、大賊竊國）這
句流傳了千百年的老生常譚。事實上，倘若面臨極權統治者不惜一
切針對文字與思想進行嚴密箝制的空前浩劫，無論是當代澳洲作家
Markus Zusak所撰《偷書賊》（The Book Thief ）故事裡的小女孩Liesel
目睹西方世界二次大戰慘烈的希特勒納粹時代，還是起始於六○年
代中期曾將眾多書籍劃歸「毒草」冠以禁令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人
們為了從書中世界尋求解救或逃避，相較之下原本只在太平歲月裡
•當代澳洲作家Markus Zusak
《偷書賊》（The Book Thief ）
英文朗讀版小說封面，2006
年，Read by Allan Corduner。

被視同小小罪惡的各種「偷書」舉措往往也就顯得格外動人了。
歷史上有那麼多書之所以能倖免於禁毀劫難流傳至今，庶幾全
賴「偷書人」之功。

如此出於時勢環境所逼不得已而為之的「偷書」雖說難以施予多少譴責，但有些過於缺德
的竊書手法卻是無疑得要嚴加痛斥，比方把一本原來完整無缺的書弄得殘缺不全、面目全非。
Alberto Manguel曾在《閱讀地圖：一部人類閱讀的歷史》書中記錄了十九世紀義大利托斯卡尼貴
族世家利百里（Count Libri）伯爵橫行於法國各地圖書館偷竊珍貴書籍的鄉野事蹟，其中最惡名
昭彰的，並非他將許多書整本整本地偷去，而是竟把有些書只撕下其中幾頁以便展示給別人看
或販賣。
一本書整部遭竊固然遺憾，但眼見這類餘存殘缺的書毋寧更讓人心生痛惜。一個有技術
有格調的偷書賊實在應該要自覺維護手中任何一本書的完整，當然更不會刻意做出某些等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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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純粹只為了搞破壞的毀書行徑（包括用膠水黏死書封內頁，以及無端撕毀、塗鴉或弄髒書
籍），並且，即便從書頁夾縫裡發現了某些不堪公諸於世的塵封秘密亦能矜守自持，這也算是
「盜亦有道」吧！
注釋
1. Alberto Manguel著，吳昌杰譯，1999，〈第十七章：偷書〉，《閱讀地圖：一部人類閱讀的歷史》，臺
北：臺灣商務，頁371-384。
2. 見於蔡康永主持電視節目「週二不讀書」第39集〈張大春說書〉訪談文稿。
3. 明人敖英《綠雪亭雜言》記有賊不偷書一事：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熒熒欲滅。忽見盜
在室中，掬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
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走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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