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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生活方面或是新聞報導，我們都會了解世界各地種族問題所導致的戰爭或遊行活動，

種族歧視的問題經常出現在眼前，我會感到詫異的是種族之間為何會有如此的文化敵對關係

的存在，想了解為什麼同一個世界在不同角落，為何會有人們無法理解的的暴力問題存在。

某一天，我無意間的看到了《兔嘲男孩》1，突然開始對上個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屠殺

猶太人的暴力事件與主要原因感到好奇，究竟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屠殺的來龍去脈是否與種族

歧視有密切關係，以及德國納粹對其他各國種族的不同看待，甚至是一些國家存在的種族歧

視現象，都是引發我主要的研究目的。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種族歧視帶來哪些影響。 

(二)了解什麼原因導致種族歧視的產生。 

(三)了解種族歧視如何從古持續到現在。 

(四)種族歧視帶給我們有什麼省思。 

 

三、研究方法 

 

透過圖書館借閱相關書籍，以及各大網站查詢有關的資訊，經過詳細閱讀和彙整後，闡

述我們對於種族歧視的看法並討論，歸納出整體研究之結論。 

 

四、研究流程 

 

(圖一)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兔嘲男孩(英文:Jojo Rabbit)是一部於 2019 上映的美國黑色喜劇劇情片,由塔伊加.維迪提(Taika Waititi)編劇和執

導,改編自克莉絲汀.盧南斯(Christine Leunens)的小說《Caging Skies》。故事背景為 1944 年末至納粹德國戰敗投降

期間，主角喬喬是名十歲少年，信仰納粹，效忠希特勒，心中充滿愛國熱血，加入希特勒青年團，渴望上戰場

為元首殺敵，經常與自己幻想出的「希特勒」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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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近年來民族國家漸漸興起後，各國提倡民族主義的言論與訴求，強化屬於自己民族的國家

觀念，但同時也對其他弱勢族群產生歧視與敵對的觀念。從19世紀的帝國主義至現在，民族

主義者往往認為民族擁有自我治理主權的主要訴求，強調不應受其他族群的干涉與控制；甚

至將民族語種族結合，對其他種族加以激烈歧視，以致衍生滅絕種族的合理化行動，這也是

猶太人被德國納粹嚴重迫害、殺害的直接原因。 

 

一、德國納粹歷史背景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創立於1918-1933威瑪共和時代2，由阿道夫・希特

勒(Adolf Hitler，1889－1945)領導。他建立一個強硬的中央政府，逐步擴展日耳曼民族的領土，

在種族的基礎上建立民族共同體，並同時剝奪猶太人的公民身份與權利，甚至進一步對他們

實施「種族清洗」運動。期間希特樂鼓動納粹黨員提出激烈的民族主義運動，將猶太人仇視

為民族復興的死敵。 

 

二、猶太人大屠殺主導人–希特勒 

 

Wir müssen die Zähne zusammenbeißen und alles tun, um eines zu tun, sonst werden wir 

nichts erreichen. 

我們必須咬緊牙關，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否則我們將一事無成。(希特勒，1935)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出生於奧匈帝國因河畔

不勞瑙(今奧地利上奧地利州因河畔不勞瑙縣)的一個海

關文職人員家庭。希特勒年幼隨父親加入天主教成為信

徒，日後受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影響，曾立志成為一名牧

師。1913年，24歲的希特勒離開家鄉到慕尼黑。 

 

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自願加入陸軍

參與西線戰爭，在西線奮勇作戰的他獲得一枚「一級鐵十

字勳章」和一枚「二級鐵十字勳章」(在士兵和士官階層中獲得者相當稀少)。1919年希特勒加

入納粹黨前身德國工人黨，希特勒以卓越的口才批評政府，感動了許多人加入勞工黨。黨員

們認為他是個有才能的人，並在1921年希特勒成為納粹黨領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威瑪共和國（德語：Weimarer Republik）指 1918 年至 1933 年採用共和憲政政體的德國，於德意志帝國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霍亨索倫王朝崩潰後成立。 

 

(圖二)希特勒 



3 
 

1923年11月08日，希特勒與衝鋒隊突襲了由馮·卡爾在慕尼黑最大的啤酒館主辦的公眾會

議，希特勒宣布他將與布登道夫成立一新政府並以槍威脅古塔斯夫・馮・卡爾(Gustav Ritter 

von Kahr，1862-1934)3及當地軍事機構共同摧毀柏林當局。馮・卡爾撤回他的支持趁機逃離

並開始反抗希特勒。隔日，希特勒與他的支持者至啤酒館示威遊行最為出征柏林的開始，但

警方驅逐他們，當中16名納粹黨員死亡。希特勒逃至恩斯特・漢夫丹閣(Ernst Hanfstaengl，

1987-4975)4的家並考慮輕生，但他很快就以叛國罪被逮補。 

 

    1924年04月01日，希特勒被判5年有期徒刑，在12月20日希特勒獲得假釋並出獄，包含重

審的時間，希特勒僅服刑約一年的時間。在獄中，希特勒口述，赫斯筆錄了著名的作品《我

的奮鬥》5。 

 

    1932年的大選中，納粹黨成為第一大黨。1933年01月30日，保羅・馮・興登堡總統(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任命43歲的希特勒為內

閣總理。1934年08月興登堡總統過世後，他兼任總統和總理。 

 

    希特勒上台後廢除凡爾賽合約，積極擴張軍事備戰。1939年09月，希特勒突襲波蘭，英

法被迫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爆發，而在之後開始興建猶太區。 

 

    1941年德軍佔領蘇聯在東歐的大片領土，並在這些區域屠殺將近兩百萬猶太人、游擊隊

員及其他群體，手段普遍為大規模射殺。至1942年年末，受害者普遍乘火車前往滅絕營，若

能在旅途中倖存，則將於毒氣室中朝系統性殺害。這狀況持續到1945年04月至05月歐洲戰場

尾聲階段，其中希特勒與長期女友伊娃・布勞恩(Eva Anna Paula Hitler，1912－1945)成婚。 

 

    在他們成婚兩日後(1945年04月30日)為了避免被即將

佔領柏林的蘇聯紅軍俘獲，希特勒飲彈自戕，伊娃・布勞

恩服一氰化鉀膠囊中毒死亡，兩人的屍體被下屬發現與焚

毀並被蘇聯紅軍找到；就這樣希特勒結束他56歲的生命，

而伊娃・布勞恩只有33歲。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德國右翼政治人物，活躍於巴伐利亞，他將巴伐利亞打造成一戰後德

國激進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卻在 1923 年鎮壓了希特勒發動的「啤酒

館政變」，此事使他在納粹掌權後於 1934 年的「長刀之夜」中遇害。 
4 
德國商人及政治家，他是希特勒在早期政治活動中重要的支持者，但在希特勒掌權後逐漸失勢，1937 年後逃往

國外，二戰期間擔任過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顧問。 
5 
從 1990 年代開始，大屠殺教育信託基金會和其他猶太團體以避免助長種族主義，呼籲亞馬遜禁售《我的奮鬥》

等書。不過亞馬遜以「捍衛言論自由」和「讓學生理解希特勒思想」為由拒絕，大部分的納粹書籍甚至能夠免

費從其他網站下載，卻在 2020 年 3 月 16 日被亞馬遜禁售。 

(圖三)伊娃．布勞恩(左)與希特

勒(右) 



4 
 

三、納粹黨掌權 
 

1933年1月30日，在政界、工業界和商界的支持下，聯

邦大總統保羅．馮．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並組成

希特勒內閣，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開始。此後幾個月內納粹

黨即提出「一體化」政策，完全控制國人的社會及政治生

活。期間納粹進一步積極鼓動農業團體、志願組織、體育

俱樂部等許多民間組織的成員，迫使組織、機構的領導者

退職，全都被替換成納粹黨員或支持者。直到1933年6月，

幾乎剩下軍隊和教會沒有被納粹黨完全控制，民間機構及

組織都完全受到掌控。 

 

 

四、猶太人大屠殺 

 

從掌權時起納粹黨就開始用一切手段來對付政敵，排擠他們認為社會上「不受歡迎的人」，

他們打著反共的旗號不斷擴張自己的權力，同時針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及迫害。 

 

1933年4月初德國在地方和國家的層面上都界定猶太人的地位與權利。1935年則剝奪猶太

人基本權利的《紐倫堡法案》，這象徵著德國反猶立法的高峰。納粹黨員對猶太人以剝奪財

富、禁止跨族通婚、禁止從事某些職業（如法官、醫生或教師等）的方式進行迫害。 

 

之後納粹黨開始宣傳「猶太人不適合處在德國的社會中」，並不斷在各個領域加劇對猶

太人的矮化，其他德國百姓也對此逐漸麻木，對納粹迫害猶太人的事實，置若罔聞。一旦國

家暴力演變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屠殺猶太人成為德國人合理化的共識，而這一切最終的種族

滅絕政策，不受質疑的暴行，如同滾雪球般的蔓延在德國各地。 

 

五、希特勒屠殺猶太人 

 

在古代的歷史，猶太人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來人，他們的組先在公元前曾聚居在阿拉

伯巴勒斯坦。在公元一世紀，猶太人曾多次大規模反抗羅馬帝國的起義，但都遭到激烈的血

腥鎮壓，並羅馬統治者也曾屠殺百萬猶太人，最後被趕出巴勒斯坦；其後游亡到西歐，當時

西歐處於小生產農牧社會，猶太人在此也遭受封建地主們的歧視，不許他們棧有土地，只能

經營商業活動。公元13至15世紀，歐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當地新興資產階級與經營致富的

猶太人為爭奪市場利益，不時發生激烈的衝突與競爭，更是激化歐洲人反猶太人的情緒。再

者，在歐洲，人們普遍信仰基督耶穌，雖說基督教的原典《聖經》之一的《舊約全書》，原是

猶太教的經典，兩教之間有密切的歷史淵源關係，但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在宗教感情上很難

接受猶太人的教義，也導致歐洲人反猶的宗教社會心理。由於許多猶太人因為成功的商業經

營而成為有錢人，顯然也成為普遍歐洲民眾覬覦的對象。 

(圖四)納粹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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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希特勒也深刻瞭解歐洲人對猶太人的歷史心結，當他成為納粹領導人後，基於種種

歷史、宗教文化的反猶情緒，親自鼓動成立親衛隊和蓋世太保兩個組織，專門逮補猶太人，

從全國境內大肆逮捕猶太人，由於人數龐大，先後陸續集中到九百多個強制收容所，不但沒

收他們的財產，還將他們殘忍殺害。甚至以暴力手段強迫他們做苦工，而後陸續迫害六百萬

名猶太人在毒氣室中毒窒息死亡。因此，希特勒也成為世界上殘忍人物的代名詞。(宋創國，

2005) 

 

六、希特勒推動屠殺猶太人政策的動機 

 

二戰時期，希特勒頒布一個非常奇怪的政策：「屠殺猶太人」；事實證明，希特勒對猶

太人的屠殺對德國及其他國家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無論是從社會輿論還是科技發展等各個方

面，大量猶太人逃亡美國，從而使美國得到一大批科學家來發展科技。(奇史趣談，2017) 

 

為什麼希特勒要做這些對自己不利的事情？經過文獻資料討論及分析，可以客觀具體歸

納四種原因： 

 

1. 種族論 

 

希特勒堅信日耳曼民族的敵人就是猶太人，為了讓日耳曼民族成為世界最優秀的民族，

就得必須滅絕猶太民族。猶太人表現在經營商業及科技、人文領域，其優秀是不容否認的事

實，唯有採取屠殺的種族滅絕手段，才能夠徹底掃除日耳曼民族成為沒有競爭者的最優秀民

族，希特勒應是針對這點極端民族優越論原因，才要雷厲風行堅決執行屠殺猶太民族的政策。 

 

2. 宗教論 

 

在宗教上，基督教是世界上流傳最廣、信教人數最多的宗教。在歐洲，特別是西歐，人

們普遍信仰基督耶穌。雖說基督教的經典《聖經》之一的《舊約全書》，原是猶太人的經典，

兩教之間有密切的歷史淵源，但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難接納猶太人。（小

振振，2018）根據宗教文化的歷史追述中，耶穌的12門徒中有一人受猶太公會以三十塊銀錢賄

賂並背叛耶穌，希特勒是基督教徒，為符合大多數民眾宗教信仰的文化心理，斷然採取滅絕

猶太教徒，成為普遍的宗教共識。 

 

3. 為母親報仇 

 

希特勒的成長歷程記憶裡，母親曾經病倒了，由於出生在貧困的家庭，沒有就醫看診的

金錢，猶太醫生一開始拒絕給他母親看病，幾經輾轉才勉為其難得到看診；最後也因猶太醫

生的粗心大意注射錯誤的藥品，導致希特勒的母親過世，這件事影響希特勒很大，讓他非常

痛恨猶太人。 

 



6 
 

4. 猶太禍害德國 

 

猶太人善於經商，當時歐洲的經濟掌握在猶太人的家族手裡，20 世紀的經濟危機嚴重影

響了德國，產生許多社會和經濟問題，希特勒仇恨猶太民族，正是基於對其長期把握國內經

濟資源有很大的關係。 

 

七、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情況，不論在政治或經濟中，尤其是種族移民的關係而更加嚴重。從落後國家

移民至進步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與危險高的工作；在艱苦的生存情況下，被當地人攻擊的

對象，經常是無法避免的事實。根據問卷調查中顯示，多數人認為提倡種族主義的人們，常

是因為自我優越感的心理作祟，情緒性地否定不屬於同個圈子的其他種族。另外，也因為人

們的思想保守偏見，無視人道主義，或是對弱勢種族的刻板印象，直接將其評價為劣等民族，

務必去之而後快。至於基督教傳統，導致白種人自認為上帝選民的優越心理，抱持著對其他

民族的鄙視與敵對心結，久而久之，成為了不可抹去的觀念。 

 

八、設立猶太人集中營的歷史慘劇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有系統的屠殺猶太人所建設的集中營，營裏有一群特殊

的囚犯，自己本身也是猶太人，而被組成囚犯特遣隊，負責把同胞送進毒氣室，然後把屍體

從毒氣室拉出來，再塞進焚屍爐火化。 (斯瓦米納森．納塔拉揚，2020) 

 

 

  

(圖五) 比克瑙二號營前，猶太人被納粹「篩

選」，送往滅絕營或是集中營。 

(圖六)布亨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里的

屍體焚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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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集中營和毒氣室是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種族大屠殺的終極方法。這個屠殺計畫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消滅全歐洲的猶太人；1945 年以來，根據統計顯示 600 萬猶太人遭受大屠殺的命運。

在所有的滅絕營中，最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場是位於波瀾的奧斯威辛集中暨滅絕營（德文：

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死亡人數估計為 110 萬人。 

 

奧斯維辛並不是專門用於殺害猶太人的滅絕營，也不僅僅與「最終解決」有關——奧斯

維辛，是集中營指揮官霍斯等納粹官員的奮斗史。（（英）勞倫·斯里斯，譯者：劉爽，2016） 

 

滅絕營 死亡人數 

奧斯威辛集中暨滅絕營 約110萬人 

貝烏熱茨滅絕營 約43萬~50萬人 

海烏姆諾滅絕營 約15.2萬~34萬人 

亞塞諾瓦茨集中營 約10萬人 

馬伊達內克滅絕營 約36萬人 

瑪麗．特羅斯特內茲滅絕營 約6.5萬人 

索比堡滅絕營 約17萬~25萬人 

特雷布林卡滅絕營 約70萬~90萬人 

 

2. 大屠殺造成日後的影響 

 

大屠殺不但造成許多猶太人失去生命，還造成許多當時的人們心理恐慌，那怕只有百分

之一的猶太血統，也會被逮捕送進集中營進行屠殺。因為環境髒亂與過度擁擠，導致許多傳

染病大肆流行，也造成許多生存的受害者對此事件產生心裡的陰影和一些悲觀的想法。為了

承受這些親身經歷的歷史傷痛，因自我保護的本能，倖存的特遣隊成員們喪失了情感，變得

對任何事都麻木無感。 

 

 

 

(圖七) 蘇聯紅軍解放下的奧 

斯威辛倖存孩子們 

(圖八) 達豪集中營的被解放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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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德國近年的種族歧視 

 

2013年，德國書市出版了一本極為特別的傳記，主角並非政治人物或大明星，而是一個

平凡的老人，但這本傳記卻非常熱銷。書名為：《作為德意志人，而右是黑人：一位非裔

德國人的回憶錄》（Deutsch sein und schwarz dazu: Erinnerungen eines Afro-Deutschen） 

 

作者泰奧多爾．汪尼亞．米夏埃爾（Theoder Wonja Michael）正如書名透露是一位黑人。

他生於1925年的柏林，父親是非洲喀麥隆的黑人，之後再1884年喀麥隆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一

部份，之後到宗主國首都成家立業與當地白人結婚生下混血的他，但外貌卻依然像非洲人。

從小出生長大在德國，卻因為外貌的關係，從小就不被當成德國人。他在自傳寫到，自己

與兄弟姊妹從小就被當成「異民族展覽」（Völkerschau）的對象，人們拉他們的頭髮，想

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人；故意用七零八落的德文對他說話，不知道他完全能理解德文。種

族主義的印象如何深入小孩子的心理，從一個例子就可看出。 

 

即使一生住在德國，還是被判定為「無國籍」他原本在柏林一家飯店擔任門房，卻因

膚色關係被開除，勝智被政府撤銷國籍。當時他的德國護照被收回，改發給一張紙「外來

者身分證」—即使他不曾離開過德國，即使他唯一會說的語言是德文。證件上寫著，他的

國籍是「無國籍」（staatenlos），特徵是「黑人」（Neger）。但是，他的膚色也帶給他其

他工作機會，他在電影業找到舞台，擔任許多需要黑人演出的角色。在納粹的政治宣傳電

影中演出，使他暫時得以逃過迫害，但二戰時，還是被送到了集中營。米夏埃爾未受到如

猶太人悲慘的命運，他躲過毒氣室，以強迫勞動的方式，在集中營裡為這個不承認他的祖

國服務。 

 

 

(圖九)童年的泰奧多爾（母親膝上者）與家

人合照 

(圖十)傳記 

《作為德意志人，而右是黑人：一位非

裔德國人的回憶錄》（Deutsch sein und 

schwarz dazu: Erinnerungen eines Afro-

Deutschen） 

 

 



9 
 

參、結論 

 

一、調查結果和對種族歧視的感想 

 

以前讀歷史的時候讀到這段歷史事件，都會覺得希特勒是個殘暴無比的人，但經過這次

小論文深入詳細研究，使我理解希特勒之所以會展開納粹大屠殺的用意。對於納粹資本主義

者因優越感所進行屠殺猶太人的暴行，令如髮指外，卻可以讓我明白這件歷史的複雜事實，

是因歷史文化與宗教信仰更早之前的種族紛爭，導致納粹黨本身的偏見導致後續對猶太人的

迫害。根據問卷調查，我認為種族歧視帶給我們生活中有嚴重的影響，因為人類社會千百年

來存在著許多因生存與精神信仰的衝突與矛盾問題，從古至今不同族群已產生既定印象成了

偏見，甚至歧視的扭曲心理。在世界各角落，許多地方能看出來，那些被既定印象所綑綁的

人，他們原本都是善良的，但對其民族所造成的傷害，卻是難以獲得後世歷史的認同，因為

這是嚴重違反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因為對於不同民族，我們沒有理由，也不應該用這種歧

視眼光去審視他們的生存與發展權利。種族歧視會帶給我的省思，今天不管是對一個來自富

有國家的富人或是一個來自未開發國家的弱勢窮人，都必須抱持著樣的態度對待他們，人與

人之間的平等是天賦的，身分不分貴賤，要尊重每個生活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 

 

二、建議 

 

我認為想要讓世界各地的人改變對不同種族的歧視是件困難的事，可是如果從小灌輸正

確的人人平等的概念就有機會讓各地的種族歧視消失，雖然我們不能改變過去歷史中發生的

任何關於種族歧視的事件﹐但我們可以改變未來的歷史。世上的每個角落每個人都是由上帝

創造出來的給予我們生命，只是國籍、種族、膚色、面孔輪廓不同，其他都是一樣的。這世

上沒有任何規定表示哪個種族最高尚，不管是黃種人、黑種人、白種人、同性戀或其他特徵

不一樣的人，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都是需要我們去關心和平等對待的。如果每個人都有和

我一樣的想法，我相信這世界上就不會有任何種族備受到異樣眼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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