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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辜的模仿鳥──世界上的種族歧視 

 

閱讀書目：梅崗城故事 

 

 

 

 

 

 

主題簡介：   

  生於梅崗城的小女孩思葛，因為村中一件重大法案而發現寧靜世界上殘酷的

一面－－無辜的黑人成了法庭上無惡不作的罪犯，犯錯的白人卻成了受苦的被害

人，而這一切全在心中早知道真相的村民眼中發生！人類社會的演進中，還有多

少族群間的悲劇？號稱無私的法庭上也有過不為人知的偏頗判決嗎？本次我們

希望透過歷史資料，發掘種族間隱藏的過往、揭開法律的神秘面紗，並思考如何

推倒種族間的隔閡長城，創造人人平等的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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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書籍介紹 

 

(一)作者簡介: 

妮爾·哈波·李(1926 年 4 月 28 日－2016 年 2

月 19 日)，生於美國阿拉巴馬州門羅維爾，作

家，其作品小說《梅岡城故事》於 1960 年獲普

立茲獎。2007 年，獲頒美國總統自由勳章以表

揚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 

哈波·李在阿拉巴馬州南部小鎮長大，1944

年，前往蒙哥馬利就讀，在阿拉巴馬大學攻讀

法律。大學時，她為學校文學雜誌寫作，寫了

有關種族歧視的作品，但當時卻很少在院校中

被提及。1960 年，出版《梅岡城故事》。2015

年，出版第二本小說《守望者》（Go set a watchma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6%B3%A2%C2%B7%E6%9D%8E 

 (二)內容大意： 

  小說的開始講述了芬鵸的祖先--康沃爾衛理公會的西門·芬鵸，為了逃脫英格

蘭的宗教迫害，定居在阿拉巴馬致富並違背教義買了奴隸的故事。 

  故事主要發生在一個虛構、「垂老的」梅岡鎮。六歲的絲考特與兄長傑姆·

芬鵸和喪妻的父親、中年律師亞惕一起生活。男孩迪爾來到梅岡鎮找他的姨媽過

暑假，傑姆和思葛與他成為朋友。三個孩子被他們令人生畏的隱居鄰居所深深吸

引，那個隱蔽人士叫做布·芮德。 

書名：梅崗城故事 

作者：哈波·李 

譯者：商辛 

出版社：J. B. Lippincott（英文）

／遠流（繁體中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5%B7%B4%E9%A6%AC%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5%B7%B4%E9%A6%AC%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5%B4%97%E5%9F%8E%E6%95%85%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7%AB%8B%E8%8C%B2%E7%8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7%AB%8B%E8%8C%B2%E7%8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BD%E7%B5%B1%E8%87%AA%E7%94%B1%E5%8B%B3%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5%B7%B4%E9%A6%AC%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93%A5%E9%A9%AC%E5%88%A9_(%E4%BA%9A%E6%8B%89%E5%B7%B4%E9%A9%AC%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5%B7%B4%E9%A9%AC%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E%E7%AB%8B%E5%AE%88%E6%9C%9B%E8%8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B1%E8%94%BD%E4%BA%BA%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6%B3%A2%C2%B7%E6%9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_B._Lippincott&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A0%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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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中，亞惕被法院指定為湯姆·魯賓森辯護，後者是一位黑人，被控強姦

一位白人少女梅薏拉·艾薇。雖然許多梅岡鎮人表示反對，但亞惕依然同意為湯

姆辯護，有的孩子因此嘲笑傑姆和思葛，稱他們的父親是「愛黑鬼的傢伙」。 

  雖然湯姆的無辜顯而易見，但陪審團依然判他有罪。當絕望的湯姆越獄被殺

時，傑姆與亞惕對司法公正的信念受到了極大的打擊。雖然鮑伯·艾薇勝訴，但

他的名聲掃地，他氣急敗壞的誓言報復。鮑伯當街淬了亞惕的臉，試圖闖入審判

法官的家騷擾湯姆·魯賓森的遺孀。最後，一天晚上，當傑姆和思葛從學校的萬

聖節盛會回家的時候，鮑伯突然對他們痛下毒手。傑姆的胳膊在打鬥中折斷，但

在混亂中，一位陌生人救出了孩子們，這位神秘人將傑姆扛回家，思葛認出他就

是布·芮德。布請思葛送他回家，在道別之後，他再度消失。 

(三)評價 

  本書在 2015 年前為作者唯一的著作，卻風靡全美數十年，曾創下銷售量超

過 30,000,000 本的驚人紀錄。內容精準地指出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種族歧視問題，

文字親新溫和、人物個性鮮明。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評其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

的世紀之書，英國柑橘文學獎更票選本書為「一生中最具啟發的作品」。本書被

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發行，獲獎無數，實為一本感動跨年

代、跨國界的小說。 

貳、 心得分享 

  梅崗城故事以最平凡的小鎮背景、最不起眼的庶民小人物和溫和生活化的簡

單筆觸，創造出一個議題深刻、發人深省的經典故事。儘管是數十年前的作品，

然而，透過故事的閱讀，我們仍能從正義無私的律師、無辜被告的黑人與冷眼旁

觀的群眾身上，看見現代社會人性百態的縮影，以及人類族群之間以多欺少、自

私自利的生存法則。 

  書中的一大中心主題便在於美國長期以來備受爭議、紛擾不斷的種族歧視。

一個平時為地方惡霸、遊手好閒的白人無賴，在法院上卻以毫無可信之處的「證

據」，不費吹灰之力地將為人誠懇老實、刻苦工作養家的無辜黑人送入監牢。在

全球數不盡的種族歧視案件中，即使在號稱公正無私的法庭上，人們看重的不是

是非對錯、不是品德修養，甚至也不是最膚淺的相貌美醜，而是從呱呱墜地起，

流淌在每個人體內的血液。白人、黑人、黃種人或原住民，種族間的高牆擋住了

一切的理性和溝通。直到號稱文明地球村的現今，仍沒有真正瓦解這些無情的分

界。讀完本書，不禁讓我們省思：我們是否已作了歧視他人的共犯？當我們以輕

視的眼光看車站中的外籍勞工、以刻薄的口吻評論外籍新娘、以刻板的印象認定

各國人士時，我們難道不正如書中將黑人逼上絕路的冷血居民般殘忍可怕嗎？我

們或許無法改變每個人根深蒂固的想法，但消除歧視可以從自己做起，尊重每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7%E5%9C%A3%E8%8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7%E5%9C%A3%E8%8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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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世界上就會少一瞥充滿敵意的目光。反之，面對

他人無理的對待，亦不需委曲求全，應讓對方聽見不滿的聲音，才有機會推翻不

合理的種族制度。 

  此外，書中值得學習的是書中主角律師父親忠於良心的勇氣。他面臨全村居

民、包括部分家人的反對壓力下，仍選擇依循道德良心、跟隨真理事實為黑人被

告據理力爭。他不惜成為受人鄙視的「黑鬼愛人」，只想做一個維護真理的鬥士。

我們在繁忙的現代社會中，是否不知不覺失去了為他人打抱不平的熱情呢？有些

事不該只計較收穫或成本，而是人人都該付出良心去維護真相。我們應勇於成為

擁護良心的少數者，為正義發聲，在所不惜。  

  梅崗城故事或許曾在千千萬萬個小城中上演，又被歷史埋沒。透過文字，種

族間的悲歌才得以重新在歲月洗禮之後細細向後人傾訴過往的軌跡。讀完本書，

我們不僅揭開了種族歧視的背後樣貌，更從人物的性格斯維中，上了一堂關於人

性的寶貴課程。 

参、 佳句摘錄與體悟 

  「小孩子問你事的時候，一定要回答他，但千萬不要杜撰。小孩雖小，但他

們比大人更容易發覺什麼是推託的藉口，避而不答只會把他們搞得更糊塗。」（ｐ.

１３２） 

體悟： 大人們常常因忙碌或輕視而忽略孩子們的問題，其實每個問題都有可能

塑造孩子未來的人格。我們應該正視每個人的發問，盡力給予正確的答覆，才不

會因一時的疏忽造成一個錯誤觀念的深植。 

「神智清醒的人絕不認為他的天賦有什麼了不起的。」（ｐ.１４８） 

體悟： 人人各有所長，我們若對自己的長處過於驕矜，將因傲慢自大而失去繼

續努力、更上層樓的機會。運用天賦造福人群，並不貪求讚美或回饋，這才是上

天給人長才的原始用意。 

  「他們當然有權力那樣認為，他們有權利以自己的意見為尊！可是我得先忠

於自己，才能隨順大眾。一個人的良知不需要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ｐ.

１５７） 

體悟： 少數服從多數是團結的重要精神，但面對真理時，我們仍不可盲目隨群

眾起舞，成為迫害少數真相的幫兇。良知是人人處事的最高準則，忠於自己的良

知，才不會成為一個背叛自己的人。 

  「如果你不覺得抱歉，說對不起就沒有什麼用處。」（ｐ.１５８） 

體悟： 表達歉意雖是值得嘉許的，但許多禮貌用詞卻成為人們口是心非的產物。

唯有源於真心的想法才能傳達真正的感情，說話前先經過思考，慎用每個字詞，

就能讓字字句句真誠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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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事情總會使人喪失理智──使得他們不可能公正。在

我們法院裡，如果白人跟黑人打官司，贏的總是白人。這類事情很醜惡，然而卻

是生活中的事實。」（ｐ.３１３） 

體悟： 當種族歧視的力量快速擴張、影響多數人時，群眾往往喪失客觀批判的

能力與理智，即使在法庭中也不例外。面對許多既定的想法，我們必須具備懷疑

和改進的能力，不讓醜惡的觀念繼續影響下一代。 

  「除非我們穿了別人的鞋子走路，否則是不會了解這個人的。」（ｐ.３９

４） 

體悟： 判斷一件事、一個人的是非對錯之前，我們應充分了解各方面的來龍去

脈，再慎重的下評語，才不會犯下如盲人摸象的錯誤--只知片面而不知整體。 

肆、 內容延伸以及探討──種族歧視 

  在《梅崗城故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模仿鳥」(也

稱知更鳥、反舌鳥)，象徵的是天真無辜的人，封面上「殺死一隻模仿鳥」的副

標題，貼切地暗示這是一個罪惡毀滅天真無辜者的故事。書中最顯而易見的「模

仿鳥」是湯姆·魯賓森（Tom Robinson），一個在種植園工作的誠實黑人。在法庭

上，只因為是個黑人就被誣陷強姦罪，最終在逃跑過程中遭射殺，象徵了天真會

被罪惡吞噬。因此，我們決定進一步探究現今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權益一直遭忽

略的現象，也就是「種族歧視」。 

一、 何謂「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是指一個人對除本身所屬的族群外的人種或民族，在言論或是

行為上採取一種蔑視、討厭及排斥的態度，抑或是根據種族的不同而將人們分割

成不同的社會階層並加以區別對待的行為，造成許多無法挽回的負面影響。根據

種族歧視思想所制定的種族隔離政策【注１】更使歧視官方化，現時雖然絕大部分國

家均禁止種族隔離政策，但它仍然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例如美國不少白人在 1960

年代後，因應大量黑人及少數族群遷入大城市都會區，而逐步遷移至鄉郊地區居

住，造成美國現今不少大城市中，鄉郊地區以白人為主、大城市都會區以少數族

群為主的區域分布。由於居住的遷移在法律上是難以禁止的，因此，這種生活上

的種族隔離行為體現在不少國家的大城市都會區。 
【注１】種族隔離   

  種族隔離是將人在日常生活中分隔為分數不同社會結構的種族組別。這一理念可
以應用於餐廳就餐，飲水處飲水，廁所，就學，觀看電影或者是租房購房等等。許多
國家歷史上曾實施過種族隔離制度，如納粹黨執政時期的德國，1970 年代以前的美
國，1994 年之前的南非等。當代對人實際進行隔離是非法的，但可能通過社會標準的
形式存在著。在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發現，它甚至可以在沒有強烈的個人喜好的情
況下發生，如社區居民的變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AE%E6%97%8F%E9%9A%94%E9%9B%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2%B9%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D%9E%E7%A7%8D%E6%97%8F%E9%9A%94%E7%A6%BB%E5%88%B6%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5%85%8B%E7%BD%97%E5%A7%86%E6%AF%94%C2%B7%E8%B0%A2%E6%9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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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理工學院與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在 2003 年的調查中發現：當地的工作

單位在招聘時存在廣泛的種族歧視--名字「聽起來像黑人」的應聘者得到面試的

機會會比名字「聽起來像白人」的應聘者少 50%，調查結果被研究者視為種族偏

見已經植根於美國不公平歷史的強力證據。 

  亞洲國家也有一些種族歧視的情形，例如：我們台灣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

偶或中國大陸的配偶，以及台灣原住民就會有某種程度的歧視。韓國社會因為韓

民族作為國家單一民族，也被指常有種族歧視的現象。36.4%的南韓受訪者表示

「無法與不同種族做鄰居」，日本社會則因為大和民族作為國家單一民族，也被

指常有種族歧視的現象。 

二、 為何會發生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的根源之一就在於「種族主義」。種族主義（英：racism）是指一

套社會意識形態，其基本信仰為人類可以被分類成不同且互不附屬的「人種」，

主張遺傳的肉體特質直接決定人性、智商、道德等等文化及行為的特性，而某些

種族的人在本質上比其他種族的人優越。此外，種族主義也贊成對某些種族的人

以輕蔑、討厭、瞧不起等方式的對待，即種族歧視。 

  再者，種族主義常指一套相信人群及人種區分可以絕對分類，並直接決定各

成員肉體特徵及能力的意識型態，和研究人種或人群差異的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

不同，其種族決定論及特定種族優越的信仰是不容科學研究允許的不同結論及批

判思考。以下，是種族主義的不同定義： 

1.根據牛津英語辭典，種族主義（Racism）是一種認為一個人種裡的每一個成員

都具有某種特定的品質或者能力，並以此區分人群及人種間優劣的信仰或觀念。 

2.梅里亞姆-韋伯斯特（韋伯線上辭典）則定義種族主義是一種信仰，認為人種是

人類特徵、能力的主要決定因素，且人種差異造成某一特定族群的人傳承其優越

地位，而種族主義也指根據此信仰所造成的種族偏見。 

3.麥夸里線上辭典（The Macquarie Dictionary）將種族主義定義為：「相信各人類

人種具有各自的特徵且這些特徵決定他們的文化的信念，通常帶有認同自己人種

優於其他任何人種且有權力支配其他人種的觀念。」 

4.現代漢語詞典中，種族主義被直接定義為一種鼓吹種族歧視的反動理論，「宣

揚各種族生來就分為優等和劣等，前者負有統治後者的使命」。 

  然，需留意的是種族主義和族群歧視並不同【注２】，如：不少激進及強烈的愛

國主義情緒雖能歸為民族歧視或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對其他民族及其國家進行

排斥，但不能視為種族主義，除非其對國內的少數民族及族群存在差別對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BB%E7%9C%81%E7%90%86%E5%B7%A5%E5%AD%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9D%E5%8A%A0%E5%93%A5%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7%B1%8D%E9%85%8D%E5%81%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7%B1%8D%E9%85%8D%E5%81%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E%9F%E4%BD%8F%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2%8C%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A7%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A%E5%8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5%95%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7%82%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A8%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8%8B%B1%E8%AA%9E%E8%BE%AD%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9%87%8C%E4%BA%9A%E5%A7%86-%E9%9F%A6%E4%BC%AF%E6%96%AF%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A5%E5%A4%B8%E9%87%8C%E7%B7%9A%E4%B8%8A%E8%BE%AD%E5%85%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4%BB%A3%E6%B1%89%E8%AF%AD%E8%AF%8D%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F%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9B%BD%E4%B8%BB%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9B%BD%E4%B8%BB%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E4%B8%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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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種族主義之外，種族歧視會發生還有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冷漠的

一群人」--事情發生時在一旁漠視一切發生，不阻止也不認同，只是靜靜的看著。

倘若在日常生活中，有人遭受歧視或惡意的攻擊，有人願意站出來為他們發聲，

就能阻止其痛苦的遭遇。 

三、 古今中外知名的種族歧視事件 

1.反猶主義－－他人的迫害行動 

  歷史上，有許多國家實施過反猶行動。如：基督教興起前，在地中海沿岸地

區進行征伐的各個大帝國—諸如亞述、巴比倫、波斯和羅馬帝國……等，都有將

自己的宗教與文化強加於被征服民族的習慣。將當時信仰一神教的猶太人與信仰

多神教的被征服民族相比，更容易引發與征服當局的衝突，從而導致征服勢力更

殘酷的鎮壓。征服者通常視猶太人拒絕新的宗教與文化的行為視作對統治者的反

抗行為。例如：公元前 168 年，敘利亞塞琉古王朝國王安條克四世宣布猶太教為

「非法」，並下令廢止猶太教習俗、焚燒猶太教經典、強迫猶太人食用豬肉等，

掀起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猶運動，引發了著名的馬卡比起義【注３】。西元

391 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猶太人的宗教與生活開始逐漸受到限制。 

   西歐中古世紀，在基督教會尚未形成嚴密組織的中世紀早期，猶太人及其宗

教並未受到嚴苛的待遇。公元 800 年至 1100 年間，約有 150 萬猶太人生活在基

督教統治下的歐洲各國。他們未成為封建階級社會中的一部分，因此幸運地避開

了許多基督徒不得不承受的奴役或戰爭的磨難。但，此後不久，羅馬天主教廷通

過變革，勢力大大增強，尤其是在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創立後，許多居住在城市

裡的基督教徒和對異教缺乏容忍的中產階級紛紛崛起，從此猶太教的好日子便不

復存在了。早在 1300 年，天主教修士和地方僧侶就開始在基督受難劇中大肆宣

揚猶太人殺害耶穌的情節，從而鼓動普通市民仇視或殺害猶太人，開始出現對猶

太人的大規模迫害和驅逐。 

從 1300 年起，猶太人被驅逐出英格蘭、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他們大多數

被迫向東遷移到波蘭等東歐國家。當 14 世紀中葉恐怖的黑死病奪走了當時歐洲

一半以上人口後，不幸的猶太人又被當做了替罪羊。 
   【注２】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對照 

 定義 異 同 

種族
歧視 

根據種族將人們分割成不同的社會階
層從而加以區別對待的行為 

將人分成不同階層並區別對待 

將人進行分等 種族
主義 

相信人群及人種區分可以絕對分類並
直接決定各成員肉體特徵及能力的意
識型態 

相信人類可由種族絕對區分優
劣，但不一定有差別對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AD%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8%BF%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7%B4%E6%AF%94%E4%BC%A6%E7%8E%8B%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A5%9E%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9D%A1%E5%85%8B%E5%9B%9B%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AA%E8%8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A%A0%E6%AF%94%E5%AE%B6%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6%B5%8E%E5%90%84%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8%8E%E6%88%91%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7%9D%A3%E5%8F%97%E9%9A%BE%E5%89%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AD%BB%E7%97%85


11 
 

    到了 20 世紀，歐洲反猶現象在二戰時期達到高峰，納粹德國在希特勒的領

導下對猶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迫害和有計劃的民族滅絕，光是二戰期間，納粹德

國政府在歐洲有組織地殺害了近 600 萬名猶太人。根據資料顯示，納粹反猶的行

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 1933 年 1 月到 1938 年 11 月 9 日。這個階段中，納粹對猶太

人的政策是限制並逐步剝奪猶太人的人身權利。猶太人雜在就業、生活和從事商

業活動方面都受到限制，成為「二等公民」。1935 年 9 月 15 日的紐倫堡會議後，

猶太人則被剝奪了一切的法律保障和公民權利，遭到大規模驅逐離境。 

   第二個階段是納粹德國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轉為使用暴力和武力。1938 年

11 月 9 日晚間，有約 1574 間猶太教堂（大約是全德國所有的猶太教堂）、超過

7000 間猶太商店、29 間百貨公司等遭到縱火或損毀。此外，超過 3 萬名猶太男

性遭到逮捕並被關入集中營(主要是在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薩克森豪森)，並遭不

人道的對待。所幸多數人在三個月內就獲釋放，只是必須離開德國，一些人則遭

毆打致死(估計死於集中營的，大約有 2000-2500 人)。事件發生後，3 萬名猶太人

被押往集中營並死於其中。之後，開始剝奪猶太人財產，並要求猶太人佩戴標記

以區別。 

    第三階段是 1939 年 9 月德國占領波蘭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由於信息封

鎖，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不知道德軍和黨衛隊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從而在毫無防

備的情況下被殺害。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猶太屠殺事件。 
【注３】馬卡比起義 

  馬卡比起義（或翻譯瑪喀比起義）是古代猶太人反對塞琉王國的起義。始於公元前
166 年。塞琉西王安條克七世統治時期（約前 139--前 129 年）猶太人再次被征服。 

  起因為塞琉古王朝的安條克四世伊皮法尼斯（Antiochus Ⅳ Epiphanes 元前 175～
163 年）（安條克三世→塞琉古四世→安條克四世）。這個安條克四世在其統治期間，瘋
狂鎮壓猶太人的宗教，導致了一場震動巴勒斯坦的馬卡比大起義的爆發。 

  安條克四世伊皮法尼斯決心要以希臘宗教來取代猶太教。公元前 168 年，安條克四
世公然宣布猶太教為非法，並採取各種嚴厲的措施來消滅猶太教。但是在迫害中虔誠的
猶太人以寧死不屈的氣概回答兇殘的敵人，迫害行為更激起猶太人無比的憤恨和反抗。
公元前 168 年，由耶路撒冷西北莫頂（Modein）城的老年祭司馬提亞（Mattathias）正
式掀起馬卡比起義。 

  馬提亞在一次迫害行動中，號召全城居民說：“所有忠於上帝的聖約、服從上帝律
法的人們，跟我來罷！”他舉起義旗，率領猶太群眾避入山林，進行抗擊塞琉古軍隊的
英勇鬥爭。馬卡比起義運動正式展開。起義的隊伍不斷壯大，鬥爭不斷取得勝利。公元
前 166 年，即起義後的第二年，馬提亞死。馬提亞死後，由他的第三兒子猶大馬卡比接
任領袖（公元前 166～161 年），繼續領導群眾抗擊塞琉古前來圍剿的軍隊，不斷取得勝
利。馬提亞臨終前曾有如下的囑咐：“猶大馬卡比終生強健，他將成為你們的統帥，率
領你們衝鋒陷陣。要把所有遵守上帝律法的人都召集到你們周圍，為自己的人民報仇雪
恨，向異教徒討還血債，永遠服從上帝的律法和誡命。”猶大馬卡比是馬提亞死後，起
義軍處於困難時期勇於承擔責任、打擊敵人挽救危境的英雄。“馬卡比”原為猶大的綽
號，含義為“錘子”，猶大正如一把有力的鐵鎚狠狠地擊打敵人的頭顱。這場偉大的反
宗教迫害與反政治迫害的起義，歷來就被稱為馬卡比起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2%B9%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7%89%B9%E5%8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6%97%8F%E7%81%AD%E7%BB%9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7%AD%89%E5%85%AC%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4%B8%AD%E7%87%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E%E8%B1%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7%97%95%E7%93%A6%E5%B0%94%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5%85%8B%E6%A3%AE%E8%B1%AA%E6%A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4%BA%BA%E5%A4%A7%E5%B1%A0%E6%9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A%E5%8D%AB%E9%9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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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裔美國人的遭遇 

    19 世紀，美國工業進入飛速發展階段，大量短缺勞工的礦業和鐵路常會用

華工來填補，最知名的就是太平洋鐵路的修建，由此產生了大規模的中國移民。

由於他們以廉價的報酬替白人工作，因此不被尊重，甚至有「黃禍論」預言中國

移民會是西方「文明」的終結者。後來，隨著 1882 年《排華法》的頒布，對中

國移民的歧視也達到了頂點。《排華法案》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也是首次通過

法律來排斥一個國家的主要群體，只因為種族和階級。 

  歧視法律扼殺了不少中國人做生意和工作的機會，如：1886 年的一樁最高

法院案——益和訴霍普金斯案，舊金山准許開設洗衣店（主要是華人經營的）的

城市條例命令突然廢止，然，禁止令實施後，這座城市又准許所有非華人的開店

申請，華人洗衣店若繼續營業，店主就會被罰款。1913 年，許多華裔的家鄉——

加利福利亞州更頒布實施《外國人土地法》，明顯地限制亞洲移民的土地所有權。

這部法律一直實施到 1920 年，最終導致幾乎所有亞洲人的土地所有權被收回。 

   1907 年，尚未受《排華法》影響的日本移民開始遷至美國，解決了曾由華

工填補的勞動力短缺問題。這一湧入也招來了種族歧視和阻礙，西奧多.羅斯福

總統就曾限制日本移民。不久，日本簽署了《紳士協議》，拒絕給那些想遷來美

國的日本勞工發放簽證，日本移民就中斷了。 

  二戰期間，中國是美國的盟友，聯邦政府讚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頑強抵

抗，緩解了不少國內的反華情緒。1943 年，國會通過《麥諾森法案》，廢除《排

華法》，重新開放中國移民。與此同時，美國積極抗擊軸心國成員—日本帝國。

珍珠港被襲擊後，反日種族主義傾向明顯，這也被政府所默許。政府會在宣傳海

報上用類似「小日本」（Jap）這樣的潦草書寫，甚至在列舉可能的安全威脅時，

直接用以稱呼被扣留的日裔美國人，這種歧視在戰爭結束後還存在了一段時間。 

  現在亞洲人常被視為「模範少數民族」，人們覺得他們更有涵養，更容易成

功，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就是聰明、勤奮、不善酬應。白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可能會

認為亞洲人天生就聰明和優秀，由此在工作場合中產生了歧。，由於「模範少數

民族」的成見，亞裔美國人需要面對一些不合理的期待。根據調查：2000 年超

過 1218 位成年亞裔美國人中，有 92%的人都遇到過個人歧視，並認為之所以遭

到不公平對待只是因為民族的不同。 

  此外，對亞裔人的成見也毀掉了他們的生涯路徑。因為亞洲人被視為較擅長

工程、計算和數學的，所以常被鼓勵去做一些技術工作，在應聘非技術類或管理

類這些需要更多社會交際能力的崗位時常因而受挫。在 2000 項研究中，有 40%

遭受過歧視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失去了受聘和晉升機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2%9D%E6%A9%AB%E8%B2%AB%E5%A4%A7%E9%99%B8%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92%E5%8D%8E%E6%B3%95%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9C%80%E9%AB%98%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9C%80%E9%AB%98%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5%E5%A3%AB%E5%8D%8F%E8%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8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8A%97%E6%97%A5%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A6%E8%AF%BA%E6%A3%AE%E6%B3%95%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B4%E5%BF%83%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8D%E7%8F%A0%E6%B8%AF%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8%A3%94%E7%BE%8E%E5%9C%8B%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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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元代的種族歧視政策： 

  元朝是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民族所建立的朝代，立朝的基礎為蒙古族乞顏部

首領鐵木真「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國。當時蒙古受金朝統轄，成吉思汗先

後攻打西夏國與金朝，取得了中國華北地區和黃土高原地區。同一時間，大蒙古

國在西方不斷擴張，先後發動三次西征，形成了稱霸歐亞大陸的國家，被歐洲稱

為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 

  元朝的種族歧視，體現在他們的政治。在政治上，元朝政府採用了種族歧視

政策〔注４〕政府大量使用來自西亞的色目人，降低契丹人、漢人儒者的地位，壓制

南人。然而，四等人制並不存在於《元典章》中，亦無相關法令頒布。迄今為止，

能找到的元朝實行四等人制的說法來源於清朝末年屠寄的《蒙兀兒史記》。 

４.盧安達的種族大屠殺 

  盧安達自石器和鐵器時代就有人口在此狩獵採集，之後，又有班圖人遷入。

這些人口起初聚集成氏族社會，之後形成王國。18 世紀中期，盧安達王國開始

統治這片土地，圖西族國王征服了其他民族，集中權力，後來還制定了反胡圖族

的政策。1884 年，德國開始對東非實行殖民統治，盧安達也相應成為德國殖民

地，之後，又在 1916 年一戰期間成為比利時殖民地。這兩個歐洲國家都是通過

盧安達國王來統治該國，並延續其親圖西族政策。1959 年，胡圖族起兵造反，

屠殺了大量圖西族人，最終在 1962 年建立了一個以胡圖族人占主導地位的獨立

國家。1990 年，圖西族領導的盧安達愛國陣線發起內戰，隨之而來的是 1994 年

的種族滅絕，估計受胡圖族極端分子屠殺的圖西族人與溫和派胡圖族人有 50 至

100 萬。最終盧安達愛國陣線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這場種族滅絕才相應中止。 

四、從難民潮看現世種族歧視 

1.歐洲難民潮 

    2007 年至 2011 年間，大量無證件的中東和非洲移民從土耳其進入希臘，利

比亞統治者格達費曾經在 2008 年與義大利簽署協議，合作打擊偷渡活動。但北

約在 2011 年以空襲協助叛軍推翻格達費政權後，利比亞陷入長期動盪，對偷渡

活動中門大開，吸引偷渡集團在利比亞再度活躍，招攬大量偷渡者從利比亞乘船

出發，經地中海進入歐洲。此外，敘利亞內戰在 2011 年爆發後，敘利亞人逃到

國外，雖然鄰國土耳其、黎巴嫩和約旦接收了大量難民，不過許多人希望在更富

裕的歐洲居留，加劇了前往歐洲的難民潮。 

【注４】種族歧視政策 

蒙古人：蒙古民族，地位最高。 

色目人：即眼睛有顏色的人，多為外國人。如馬可波羅。 

漢人：曾經在金朝管治下的臣民。 

南人：多指南宋管治下的臣民及其他南方少數民族。地位最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E%86%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5%90%89%E6%80%9D%E6%B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8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7%9B%AE%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91%E4%B8%B9%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5%85%B8%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A0%E5%AF%8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2%99%E5%85%80%E5%84%BF%E5%8F%B2%E8%AE%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7%9B%AE%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4%BA%BA_(%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A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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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數字，2014 年有多達 3,072 人在試圖經地中海移民進入

歐洲時死亡或失蹤。在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間估計共有超過 22,000 人在偷渡過程

中喪生。2015 年 4 月，五艘目的地是歐洲的偷渡船共載有約 2,000 名移民，在地

中海沉沒，估計造成超過 1,200 人喪生。另有一些人在登陸歐洲後遇上事故送命，

例如 2015 年 8 月 27 日奧地利警方在一輛被遺棄的貨車內發現 71 具屍體，死者

懷疑是從匈牙利出發的敘利亞偷渡者，在車上密封的冷藏庫內缺氧死亡，各界開

始用「歐洲移民危機」（European migrant crisis）或「歐洲難民危機」（European refugee 

crisis）形容這一連串事件。國際移民組織表示在 2016 年有超過 5,000 人在前往歐

洲尋求庇護的過程中失去生命。 

2.各國的難民政策 

（１）德國 

  向德國尋求庇護的人一般會先被安置在收容所，未婚的尋求庇護者每人每月

獲德國當局發放 352 歐元津貼（2015 年），符合指定情況的尋求庇護者更可獲地

方當局安排獨立住屋。如果尋求庇護者獲批難民身份，可以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

在德國打工賺錢。在數以十萬計的尋求庇護者於 2015 年湧入德國後，德國於 2015

年 10 月 24 日實施新法律，以實物援助取代向尋求庇護者發放現金援助，避免受

助人把援助金寄回母國，吸引尋求庇護者湧入德國。 

（2）丹麥 

  無子女的尋求庇護者在丹麥 2015 年每人每月可領取 10,849 丹麥克朗的津

貼，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單親父母每月 14,426 克朗，有子女的夫婦每月 28,832 克

朗。此外，尋求庇護者可申請在丹麥打工賺錢。2015 年丹麥大選後，新上台的

中間偏右政府，從 2015 年 9 月起把上述津貼分別減至 5,945、11,888 和 16,638 克

朗。2015 年 12 月，丹麥政府有意立法要求尋求庇護者支付在丹麥的食宿費用，

否則，政府有權沒收他們超出限定的財物作為補償。後來，丹麥國會於 2016 年

1 月通過該法案。同時，新政府又延長難民申請其他家人來丹麥團聚的等候時間，

導致丹麥對移民的吸引力遠低於瑞典等鄰國，許多移民不願向丹麥申請庇護。 

3.難民潮衍生的問題 

  除了偷渡集團以招攬、協助有意到歐洲居留的人偷渡進入歐洲從中取利外，

偽造敘利亞人身份證明文件，或為非敘利亞人獲取真的敘利亞護照，也成為一門

新興生意。根據歐洲刑警組織估計：偷渡集團於 2015 年共獲利 60 億歐元，大部

分是來自安排移民非法進入歐洲，人口偷渡已成為「歐洲增長最快的犯罪活動」。

雪上加霜的是，2015 年 11 月 13 日晚間，法國巴黎發生一連串恐怖襲擊，造成超

過 130 人喪生。隨後的調查竟發現至少一名施襲者是於 2015 年進入歐洲的尋求

庇護者，匈牙利總理奧班•維克多更表示難民潮已遭恐怖組織利用。 

4.難民潮相關的種族歧視 

  因為地理位置造成難民從土耳其湧入希臘，成了希臘政府繼債務危機後最頭

痛的問題，也成了該國國內新納粹主義政黨金色黎明擴張的溫床。因此，該黨在

難民營前對難民叫囂甚至攻擊他們，如：對移民居住地區攻擊、潑漆、行納粹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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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崇拜希特勒，甚至出現反猶口號。同時，其他國家也有很多新納粹的政黨或

追隨者出現類似的行為，如：德國警方表示在收容所裡有一些穆斯林難民自行實

施伊斯蘭教法，基督教徒、庫爾德人和雅茲迪人難民受襲擊的事件日漸加劇，不

同種族和宗派的穆斯林互鬥的事件也經常發生。 

  2016 年 11 月，《每日郵報》報導德國有一些穆斯林難民正在試圖把德國變成

一個伊斯蘭國家，方法是大量生育增加人口，以使德國的穆斯林人口有一天超越

非穆斯林人口，到時就可接管德國以及消滅德國的基督教徒。報導更指出他們在

沒有非穆斯林在場的時候，就會放膽表露仇視非穆斯林的想法，甚至向下一代灌

輸仇視非穆斯林的思想，在子女年幼之時帶他們到宣揚仇視非穆斯林的清真寺聽

道。 

  由於宗教、民族思想認同的不同，移民與歐洲本國的人民之間愈來愈大的衝

突與誤解，使難民危機的問題迫在眉睫。2017 年 2 月，德國政府開始推行「Starthilfe 

Plus」計劃，以金錢資助鼓勵尋求庇護者自願返回母國，每名自願撤回庇護申請

的人最多可獲發 1200 歐元，符合若干指定條件者有額外資助。希望早日解決歐

洲難民潮的嚴重問題。 

五、 台灣的種族歧視  

  近幾世代下來，台灣看似沒有種族歧視的現象，但許多較為少數的群體或是

族群其實是受歧視的。諸如在早期的社會中，原住民遭次等公民對待，限制他們

的人身自由。漢人爆炸性的人口成長更使得原住民受到壓迫、殘暴及同化制度的

對待。1940 年代時，國民黨強行收走原住民祖先保留幾世紀的土地，奪走原住

民族主要的收入來源。即便是現在，相較於其他族群，原住民族依然比較少機會

從大學畢業，也時常是失業、低收入或者從事高危險工作的一群。根據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2014 年時，原住民勞工的平均薪資僅有漢人勞工平均薪資的百

分之七十五。 

  此外，東南亞來的新住民同樣也因為本身不是漢民族，而遭遇偏見對待。這

個歧視多來自於地區性階層劃分、膚色差異的成見。亞洲歷史是由一個又一個的

移民故事組成，這使得人們難以直接辨別每一個亞洲人的來歷。因此，我們的種

族歧視問題和他國有稍微不同之處。   

  由於我們並不是很明顯的來自不同的種族，甚至有可能是同一個種族的，分

辨台灣族群的界線比黑人、白人、黃種人，或是褐色膚色的人都還要來的不明顯。

加上容易忽略的關係，台灣的種族歧視問題一直很難被解釋清楚。看似幾乎所有

島上住民都沒有種族歧視，然而，當發生像美國一般的種族問題時，東亞族群對

太平洋島嶼住民的歧視並沒有被認真當一回。身為台灣社會中的一分子，我們觀

察到：台灣少許人其實存有歧視、或者說不喜歡所謂「菲傭」等從東南亞國家前

來工作打拼的人們。部分較明顯的外籍配偶則會被認為是較為低下的，這是十分

不理智的也不容忽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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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生活實踐 

  為了了解台灣的種族歧視現象，我們特別擬定了一份簡單的小問卷，針對一

些新住民、外籍配偶來訪談，藉此真實了解他們的情況。以下，是調查的過程與

結果： 

(一)訪談對象: 班上同學大陸籍媽媽 

(二)訪問題目: 

1. 一開始在台灣生活最不能適應的事是? 

2. 你認為台灣社會對待新住民友善嗎? 

3. 你希望能用哪些方式營造讓新住民更容易適應的環境? 

4. 面對子女教育有何困難? 

5. 現在對台灣的看法? 

6. 想對台灣的新住民朋友說什麼? 

(三)調查結果(見 附件一) 

陸、結論 

    讀完本書，我們不僅揭開了種族歧視的歷史樣貌，更藉由書中人物的個性思

想，上了一堂關於人性的寶貴課程。那麼，我們要如何解決種族歧視呢？或許我

們不能阻止戰爭，也不能讓所有人消除歧視，但，我們可以從生活中做起。透過

旅遊、閱讀、查詢資料等多元方式認識不同民族的文化，並將這些分享給同學、

朋友，讓除了自己以外的更多人學習，進而學會尊重、包容不同種族間的差異。

在不幸的歧視事件發生時，更要勇於站出來阻止，不要當那群「冷漠的人」。反

之，遭歧視者在面對他人的不合理對待時，也要勇於表達自己的不舒服，爭取應

有的權利，切勿讓歧視者的惡行作大。 

柒、推薦書籍和影片 

一、反猶太： 

1.相關書籍──《安妮日記》 

作者：安妮˙法蘭克(Anne˙Frank) 

出版社：荷蘭互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47 年 

語言：荷蘭文 

內容簡介：本書為猶太小女孩安妮,在納粹佔領荷蘭,迫害猶

太人時期記下的生活點滴。他們一家人為避難躲進父親辦

公室的密室裡，最後仍不幸被告發，送入集中 營，戰後僅

父親一人倖存，出版此書。安妮的日記寫下二戰期間猶太民族的血淚史，被

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書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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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黑人： 

1.相關書籍──《湯姆叔叔的小屋》 

作者：哈里特˙比徹˙斯托（斯托夫人） 

出版社：國家時代（連載）（1852 年） 

語言：英文 

內容簡介：  故事場景位於肯塔基州一個屬於亞瑟˙謝爾

比的農場。謝爾比為了還債，不得已將湯姆叔叔與哈里兩

名黑奴賣給奴隸販子，湯姆輾轉在拍賣會上賣給了兇惡的

農場主賽門˙勒格里。當湯姆拒絕服從鞭打其他奴隸的命

令後，遭受到殘酷的鞭打虐待，但他篤信上帝，不肯因懲罰而背棄信仰，最

後因為幫助他人逃跑而被無情毆打致死。本書被認為是激起 1850 年代廢奴

主義興起的一大原因，對於美國奴隸制度曾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 

   2.相關影片──《姊妹》 

導演：塔特˙泰勒 

原著：凱瑟琳˙史托基特 

製片商：夢工廠 

語言：英語 

片長：146 分鐘 

內容簡介：本片背景為 1960 年代的密西西比州,描述一位女大

學生因痛恨美國社會對黑人女傭的歧視,毅然以寫作幫助這些受害女傭爭取

權利的故事。主角史基特從小由黑人女傭照顧，對黑勇充滿同情和愛心，決

定透過成書，幫助黑人發起民權運動。電影具強烈種族特色，呈現了美國黑

人民權運動前的社會面貌。 

3.相關影片──《關鍵少數》 

導演：西奧多·梅爾菲 

原著：《Hidden Figures》 

攝影：曼蒂·華克 

片長：126 分鐘 

產地：美國 

語言：英語 

內容簡介：故事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敘述三名非裔女

性在 NASA 的研究中心進行計算的工作，她們共同參

與了美國太空任務史上重要的一役──讓約翰葛倫成

為史上第一位成功繞行地球的太空人。而這項任務也成功地建了美國人的信

心，但三人時常因膚色和性別受到刁難和歧視，但她們仍不放棄自己的理想

和本分，使得 NASA 能成功在太空競賽中領先。進而讓美國超越俄國，站穩

太空科技技術領導者之位。然而在那個種族議題仍敏感的年代，「黑人」、「女

性」等現實標籤，都使得她們被迫退居幕後，只能成為隱姓埋名的存在。 



18 
 

三、穆斯林： 

1.相關影片──《我的名字叫可汗》 

導演：Karan˙Johar 

製片：寶萊塢 

產地：印度 

語言：印地語 

片長：161 分鐘 

內容簡介：主角 Rizwan Khan 的兒子由於父親穆斯林的

身分遭人毆打致死，妻子 Mandira 對此憤恨不已,毅然離

開了丈夫, Khan 為了抗議穆斯林不平等的待遇,堅持要

找到美國總統當面說明,他最終以行動向大眾證明—穆斯林並分等於恐怖份

子,而妻子也回到他的身邊。影片主張各個宗教共存,拒絕族群對立,具體講述

九一一事件後,穆斯林在美國的各種不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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