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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與千尋 故事大綱 
 

  千尋是一個瘦小的十歲小女孩。《千與千尋》的故事從她的身上開始展開。

千尋跟著父母從這個城市搬遷到另一個城市，途中所發生的一段奇妙旅程。 

 

 
 

  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尋睜開眼，眼神裏充滿著失落，她懷念著以前的班級、

以前的同學，手上還捧著臨別時同學送她的鮮花。 

 

  他們開著車，人生地不熟的，走錯路是正常的。只是他們都沒有想到，他

們會誤闖鬼怪神靈休息的世界。 

 

 
 

    在走進那條神秘的隧道之前，千尋就是老不喜歡，怎樣也不願意進去，但

她更不願意被丟下於外邊，惟有跟隨父母走進那條令人不舒服的隧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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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穿過隧道後，看見的是一片藍天，青蔥的草地還有清新的風。這似乎

已經現在社會裏少有的場所了吧。奇怪的是空無一人的小鎮街道上，兩旁是香

噴噴的食物。千尋的雙親按捺不住食物的誘惑，拿著食物就吃。千尋無法阻止

父母的舉動，這裏令她不安，她只好在空曠的小街裏走著，遊蕩著。 

 

  忽然，她看見了白龍，不可缺少的另一主人公，他呵斥著千尋，要她在天

黑之前快點離開這裏。 

 

 
 

  此時，夜幕降臨，白龍身後大屋的燈光亮起。千尋被他嚴厲的語句嚇地轉

身就往父母那裏跑。一路上，燈光一盞一盞地亮起，似有似無的影子在她身邊

晃悠著，讓人好爲這個瘦弱的小女孩擔心。當千尋奔跑到父母吃東西的那個地

方，轉角一過，卻發現坐在那裏的兩個人居然是穿著父母衣服的豬。因貪婪而

變成了兩頭豬。 

 

  千尋沿著來時的路回去，卻發現來的路不知在何時變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她不願意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她希望這只是一場夢，拼命想使自己醒過來，

可無論如何也不行。一艘華美絕倫燈光通明的船慢慢向這邊使來，停岸了，卻

發現是一個個帶有面具的影子。 

 

  千尋害怕極了，她突然發現自己正在逐漸地變得透明。這時白龍出現了，

他輕輕地對千尋說，別怕別怕，我是站在你這邊的，吃了這裏的食物你就不會

消失了。當湯婆婆的爪牙，湯婆婆的烏鴉僕人在天空盤旋著要抓千尋的時候，

白龍卻帶著千尋躲過了，過程中她必須不要呼吸，否則便會被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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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白龍不得不離開的時候，千尋卻依賴地拉著他，白龍對她說，想要在

這裏生存下去，你只有一個人走下去。而在這裏不工作，就會被湯婆婆變成動

物。 

 

  千尋很害怕，不想變成動物，可她卻更加想救她的父母。 

 

  於是，她沿著白龍給她指引的路，找到了鍋爐爺爺，拜托他給自己一份工

作，使她不用變成動物。 

 

 
 

    鍋爐爺爺卻拒絕了，他說自己人手已經足夠了。不過，當送飯來的小玲看

到千尋的時候，他卻說這是自己的外孫女，讓小玲帶著她去見湯婆婆的時候，

看的出來這是個心地善良的爺爺。當離開鍋爐爺爺的時候，小玲卻指責千尋，

鍋爐爺爺幫了你，可你居然連句謝謝都沒有說。 

 

  見湯婆婆之前，連門都沒有敲就想直接推門就入。見到湯婆婆之後，就能

發現這是一個愛發脾氣又貪錢的物質女人，對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寶寶縱橫嬌

慣。簽下合約，千尋開始在這裏工作。並且被湯婆婆拿走了千尋原本的名字，

只留下了一個小名：小千。 

 

 
 

  想想名字是在一個世界的證明，千尋被湯婆婆強迫改名爲“小千”，就是

爲了讓她忘記自己的名字，忘記自己是誰。名字，在這裏成爲了一種與真實世

界聯系的象徵。名字是聯繫她的本體和原來世界的一個 爲關鍵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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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女湯婆婆奪走她的名字就是爲了留住她，讓千尋成爲這個世界的人的形

態，爲她工作一輩子。失去了名字的人，也就失去了在那個世界的身份和生存

的依據。 

 

    千尋偷偷出去看自己變成豬的父母，但他們只顧飲食，早已忘記自己是人

類了。名字一旦被奪走，就再也無法找到回家的路了，好像他自己也已經忘掉

自己的名字，無法離去了。白龍說這話的時候，把千尋來時的衣物和寫有她名

字的一張紙給她，讓她好好保存。 

 

 
 

  湯屋來了一個特別的客人，腐爛神，仿佛就是污泥組成的一個神靈，惡臭

熏天。當他進入湯屋裏 大的浴池時，清澈的水頓時變成了渾濁的泥漿，千尋

卻忽然在他渾濁的身體裏摸到了一跟鐵般硬的東西。用繩子綁住那塊鐵，大家

齊心協力拉。只是沒想到拉出來的居然是人類廢棄的垃圾，腳踏車，魚線，甚

至連肮髒的抹布都有。原來這不是腐爛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氣爽地笑著，

給了千尋一個丸子後，快樂的離去。 

 

 
 

  漸漸的，在她身上沈寂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喚醒了，原來人可

以實際地感覺到自己是活著的，千尋第一次有了這樣的體驗。 

 

  下雨之日。不管社會如何頹廢和彌漫著物質的氣息。一個小孩本質上還是

善良的，看著無臉男在外淋雨，她爲他開了一扇門好讓他進來避雨。無臉男渴

望朋友的心態，與現實社會中的人沒什麽兩樣。只要一點點善意的行爲，就足

已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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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來千尋就沒有想到，她放進來的無臉男居然吞掉了貪婪的青蛙，開始不

停的吃東西。 

 

  千尋面對那條被在飛的白紙片追趕的龍，毫不猶豫地叫著，小白，來這裏。

她相信那就是小白（白龍）。看著小白（白龍）飛進湯婆婆的書房，而自己兩

手卻全是他的血，千尋急著想要上去。無臉男卻擋在她的面前，想給她滿手滿

手裝不下的金子。 

 

  “吃”在這部動畫片中的寓意似乎與貪婪的欲望有關，妖怪無臉男在澡堂

子裏越吃越多，而變得越來越邪惡。當無臉男用變出來的金子討好千尋時，千

尋卻拒絕了。她已經明白，她要的東西不是金子所能買到的。千尋還在爲白龍

擔心，她沒有時間在這裏浪費，於是，她慌忙的跑掉了。無臉男卻開始覺得失

落而變得惱怒，把感覺在嘲笑他的兩個人吞進了肚子裏。 

 

  千尋想從巨人寶寶的房間進入湯婆婆的書房，其間湯婆婆進屋來看巨人寶

寶，可是巨人寶寶在睡覺，湯婆婆只好離開。其實巨人寶寶是爲了救千尋而裝

出睡覺的樣子的。可是千尋要離開時，巨人寶寶突然緊拉著她的手腕不放，要

千尋陪他玩，並勸說千尋不要出去，因爲外面有很多細菌。巨人寶寶死命的拉

扯著，並威脅千尋說如果不陪同他玩耍，他就哭。讓湯婆婆殺了千尋。沒辦法，

千尋只好用人血嚇唬他。此時黏在千尋身後的白紙片慢悠悠地冒出一個幻影，

大家注意了，此時出現的是湯婆婆的死對頭兼雙胞胎姐姐—錢婆婆，但是她們

都長得一樣，連手上帶的戒指都是一樣的。 

 

  錢婆婆生氣了，把巨人寶寶變成了一只肥大的白老鼠，把在天空飛著的僕

人烏鴉變成了一只蒼蠅。把三個頭似的東西連在一起，化作巨人寶寶。然後要

千尋交出白龍，因爲白龍奉湯婆婆的命令，偷取了錢婆婆的魔女合約印章。而

現在白龍如此痛苦是因爲印章上的守護咒語起的作用。 

 

  千尋把河神給她的丸子，喂了一半給白龍吃，頓時，印章被吐了出來，並

且把湯婆婆爲了控制白龍給他吃下的蟲子給“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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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臉男變得越來越憤怒，也變得越來越邪惡，他不斷吃下任何食物，直到

千尋出現他的面前，他用各種物質來討好千尋，千尋卻一一拒絕了。千尋給了

無臉男河神的丸子，他把肚裡的東西全吐出來，包括令他貪婪的青蛙，他就好

了。 

 

 
 

    如果說千尋用丸子救白龍是因爲愛，那麽給無臉男吃就是本身爲對他的真

誠。明知道河神給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卻依然拿出來幫助需要它的人，千

尋此時的心胸，只用淺淺幾筆就躍然眼前。 

 

  手拿著錢婆婆的印章，身邊是變小的寶寶和變小的烏鴉，身後還有把身體

所有東西給吐幹淨的無臉男。義無反顧地踏上火車，尋求拯救白龍的方法。那

段火車上的時光，恬淡而舒緩，似乎是波瀾過後生命沈澱下的溫柔。 

 

  到錢婆婆那裡的時候，不同與湯婆婆的溫泉屋那般豪華，而是截然相反的

樸實。千尋把印章交還給她，並且代替白龍向她道歉。 

 

 
 

    千尋留在錢婆婆家中休息了一段時間，由於擔心白龍的安危，便告訴婆婆

是時候離開了，錢婆婆給了千尋一條她親手造的護身符頭飾。錢婆婆告訴千尋，

無論是什麽事情，包括與父母回到原來的世界、救白龍等等，都要靠自己。這

也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遊戲規則。千尋已經脫胎換骨，懂得感激、關心，想著

爲別人做件事。再不是那個吃著飯團、無助地流淚的小女孩了，千尋終於獨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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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婆婆說，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不可能忘記，只是想不起來而已。 

 

  千尋告訴了錢婆婆好的本名－获野千尋，而無臉男，被錢婆婆留在那工作

了。 

 

    在千尋與白龍返回的途中，千尋突然記起了聽父母說過自己幾年前曾姓跌

落河裏，被一個男孩救起的經歷，男孩變成白龍救起自己的景象歷歷在目。而

那條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終於，千尋幫白龍找回了名字—賑早見·琥珀主。 

 

 
 

    快樂的他們在蔚藍的那片天空中翺翔，心中充滿著久別重逢的喜悅，難捨

難離。 

 

 
 

  回到湯屋，湯婆婆還給千尋出了一道難題—一群貪食的豬中誰是她的父

母。如果說千尋的經歷賦予了她一顆返璞歸真的透明的心，那麽此刻的千尋由



Certified SELF Practitioner Module 2 – The Journey 旅程 

© 2016 by Keith To. www.KeithToPrograms.com  © photos belongs to Studio Ghibli. Part of the text from wangchao.net 8

於愛的篤信，更知曉了父母在何方。當然，父母不在這群豬中。她答對了問題，

終於救回她的父母。 

 

 
 

    白龍提醒千尋是時候回去了，只要依照來的路就能回去，但千萬別要回頭

看，才能走出去。 

 

 
 

    終於，三人離開了這裏，回到了原來的世界。千尋的父母還不知道到底發

生了些什麽事情，千尋想再回頭看一眼那個小鎮，想看一眼白龍，可是想起白

龍告訴自己不能回頭，於是咬著牙隨著父母走出了隧道。 

    

 
 
    她是否還能見到白龍，沒有人知道。千尋回頭看看隧道的入口，回想這個

與人類世界一牆之隔的世界裏的經歷，讓懵懂的千尋學會了成長，學會了堅強，

學會了愛，並把這些學習，帶回生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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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尋凝望著通向另一個世界的隧道入口之際，正準備回到車上時，頭上的

護身符髮飾閃耀著光芒，好像提醒千尋活在這邊世界中，仍能保存著那邊世界

的學習。 
 

 
 
    電影局完結前，千尋坐在車上，駛離幽谷，奔向屬於自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