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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2020人權閱讀，5夠好讀教案示例 

使用說明： 

      本教案適用於各學校讀書會相關人權議題討論，實施時間以四節課

左右本教案的設計著重人權教育的情意方面，所以適合分組討論或者

用戲劇的方式呈現。           

 

書名 穿條紋衣的男孩 設計者 

 台南土城高中 汪雪憬   

 台南家齊高中 邱涵仕 

 高雄海青工商 林世芝 

作者 約翰‧波恩 (JOHN BOYNE) 

趙丕慧 譯 
出版單位 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年份 2008 年 5 月 領域/學科 

■單科：社會領域 

普高：歷史學科 

技高：公民與社會 

⬜跨科：  

  適用年級 

■普高： 

高一～高三學生 多元選修/讀書會 

■技高： 

高二 融入公民與社會部定課程上 

建議時數 
融入     社會科人權課程內

容 

教學 4 堂 

核心 

素養 

總綱核

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域核

心素養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健全良好品德、提升公民意

識，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人權議題 

實質內涵 
U11 理解人類歷史上發生大屠殺的原因，思考如何避免其再發生。 



2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 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了解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賞其文化之美。 

公 1c-V-2 整合公民知識，論述自己的主張，並能提出合理的論證 (理解與思辨) 

公 2b-V-1 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態度與價值) 

公 3c-V-3 善用討論形成共識 (實作與參與) 

學習 

內容 

歷 Lb-Ⅴ-3 民主傳統及其現代挑戰。 

公 Da-Ⅴ-3  為什麼社會的不同群體，對於「公平正義」的理解與追求會有衝

突？ 

公 Ab-V-1 國家主權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甚麼關係？ 

人權敎育學習目標 

□了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與價值。 

✓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 

✓增強對人權的感受與評價。 

□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作者簡介及內容摘要 

 

一、作者簡介：約翰．波恩 John Boyne 

    愛爾蘭備受矚目的新生代作家。一九七一年生於愛爾蘭都柏林。自都柏林聖三一大學畢

業後，於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該校以創意寫作課程聞名，像《戴珍珠耳環

的少女》作者崔西．雪佛蘭等知名作家皆出自該校）。已發表五本小說，其中《穿條紋衣

的男孩》是他備受各方讚譽的代表作，入圍和獲獎無數。 

 

     ◎約翰．波恩英文官方網站：www.johnboyne.com 

 

二、內容摘要： 

    本書的主角布魯諾是九歲的孩子，他是德國納粹     司令官的兒子，有天『炎首』到他家

訪問後，他們家就得搬到奧斯~喂的地方。到奧斯喂這荒涼的地方，布魯諾一開始感到孤

單與失望，想念他在柏林的朋友，這附近除了他們家之外，再也沒有人，但布魯諾     從他

的房間窗戶看到圍籬的那邊，卻有很多人都穿著睡衣工作，看起來也有想他這樣年紀的小

孩。因為太過無聊和寂寞，     他決定出去探險到圍籬那頭，     就這樣認識了圍籬那邊的

猶太小孩舒穆爾。兩個小孩發現他們年紀一樣，生日也一樣，孤單的心情也一樣，因此成

了莫逆之交     布魯諾     每天下午     都會去找舒穆爾聊天，     有天舒穆爾哭喪著臉說他爸

爸不見了，布魯諾脫下他的那一身體面的服裝和鞋子，鑽過鐵欄，穿上跟舒穆爾一樣的睡

http://www.johnboy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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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進入圍籬的另一邊跟舒穆爾尋找他爸爸，          結果被當作圍籬那端的人，     與舒穆

爾一起送進毒氣室，     。 

1.是否我們常常以己的觀點來看待自己未知的別人的世界，就草率的下了判斷？ 

 2.如果你是籬笆外的男孩，你會不會跟他做的選擇一樣，為了友誼而潛入集中營中協助找

尋？還是你會去尋求大人的幫忙？ 

3.如果你是籬笆內的男孩，     你會不會想利用籬笆外的男孩協助你逃離這集中營？因為既

然可以挖洞，為何不選擇逃走呢？           

                       

三、與人權教育的關聯性：                

   這本小說的布局十分細緻，閱讀過程中，學生跟著故事情節，跟布魯諾一起進行冒險，

探索那未知的另一邊的生活，布魯諾和舒穆爾面對面坐著，相互對話，也探索彼此的生

活，理解雖然兩人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們有更多相似的地方，有著相同的情感，

也有相同的渴望。這本書可以讓學生理解，面對跟自己不同的人群時，進行對話的重要，

進而相互同理彼此的”處境”，因而學會尊重與包容。      

 

閱讀策略 

 

一、引起動機：      

    方法一： 

    (一)可以先讓學生聆聽電台司令的”All I need” MV，讓學生回答以下的問題 

       1.看完影片，請同學告訴老師，裡面兩個小孩各來自哪個國家？（請你在地球儀指出來） 

       2.作者如何使用對比法？同一個時間，在不同空間的不同處境。 

       3.如果讓這兩個小孩有機會見上面（線上見面也行），兩個小孩會聊什麼呢？能成為好朋

友嗎？ 

    (二) 教學者可以展示幾張制服的款式，請學生試著說每一種制服所代表的意義，比如：學生

的學校制服，犯人的囚服，軍人的服裝，廚師的服裝…等等，     或者服裝背後所傳

遞的文化意涵。並讓學生思考這本條紋衣象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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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二： 

 

 

  

 

 

 

 

 

 

 

 

 

        圖一：穿條紋一男孩書封面(左)及電影海報(右) 

   (一) 用一段穿條紋衣的男孩的影片講評來引起動機 

       【BBC 电影，一个想不到的 ending。从小孩子的视角看二战《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https://youtu.be/IgtPZqUQKkI 

(二) 影片播畢後，再以幾張穿條紋的猶太人照片呈現，請同學說看看看到的感覺 

   

圖二：穿條紋衣的大人                    圖三：穿條紋衣的孩童 

從學生的回饋中，跟他們聊聊，如果不穿上這身衣服，猶太男孩跟德國男孩差別會在哪

兒？來引起他們對這文本的興趣 

 

二、文本分析：      

      

   （一）     人物分析：           

這本書的形式為小說，所以很難從中擷取摘要，所以筆者在這裡採用人物分析法。 

https://youtu.be/IgtPZqUQK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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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故事情節從每個人物與他人互動對話中，勾勒小說中人物的個性，藉此讓讀者從每

個角色當中，可以找到與自己雷同或不認同的特質，並作反思與討論。這本書出現的人

物，雖然都具有明顯的個人特質，但卻不是扁平型的人個，對某個角色，他可能扮演保

護者的角色，或被喜歡與尊重，對另一個人來說，他可能是壓迫者。 

布魯諾 1.喜歡探險的小孩      

   布魯諾跟舒穆爾一樣，都是 1934 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他很喜歡冒險，在柏林

就喜歡跟同學冒險，搬到奧特～喂的地方，一開始受不了在奧特～喂的孤單，後

來他決定在那裡展開冒險，他經常在他的房間，觀察遠方圍籬那端農場的人，他

決定沿著隔在農場和他們家之間無限延伸的高高圍牆探險，去看看那裡的人是否

真的跟他完全不一樣。 

   布魯諾說，那裏就像是個截然不同的城市，所有的人都一塊生活，一塊工作，

而且他住的房子旁邊，他們真有那麼不同嗎?營地的人都穿一樣的衣服—那些睡

衣，還有一樣的條紋布帽，而所有在他們屋子裡晃的人(只有媽媽，葛雷朵和他

例外)都穿著不同質料和裝飾的衣服，戴著帽子或頭盔，臂上別著紅黑色的臂

章，帶著槍，老是一個冷峻的臉，好像這副樣子很重要，沒有人可以有不同的想

法。(頁 105-6) 

    在他的冒險過程中，認識了圍籬那端跟他同年紀的朋友舒穆爾。之後的每一

天，布魯諾都會去找舒穆爾聊天，他越來越了解他們生活的差異，也隱約可以了

解，在他們家經常進出的阿兵哥，對舒穆爾那邊的人造成極大的傷害，但布魯諾

更專注在找到跟舒穆爾相同的地方，他們兩個隔著圍籬面對面的坐著聊天，舒穆

爾很好奇，向司令官那樣的人怎麼會有這麼善良的兒子？布魯諾的最後探險是脫

下他的服裝，換上舒穆爾的睡衣，越過圍欄，到舒穆爾的地方，幫忙尋找舒穆爾

的父親，後來他跟穿條紋衣的人，被阿兵哥推進黑暗的房間。 

2.逾越界限的小孩 

    布魯諾對於週遭的人都很友善，他不是太清楚，比如：他會跟家裡的傭人瑪莉

雅聊天，他說他從來就沒有真的把他當做一個活生生的人，有他自己的歷史……

她甚至不確定看過瑪莉亞穿女傭制服以外的衣服，可是仔細想一想，她不得不承

認除了服伺他和他個家人之外，瑪莉亞必定有自己的人生，她的頭腦裡必定有自

己的想法，就和他一樣，她必定有想念的東西，想要再見的朋友，就和他一

樣……(p70) 

    布魯諾曾經在庭園盪鞦韆而受傷，當時猶太傭人佩佛幫他包紮，那時佩佛告訴

他，他以前是醫生，之後，他會觀察佩佛的動態，也會想要了解，為什麼佩佛現

在是傭人，他會問瑪麗亞關於佩佛的事情，瑪莉亞告訴他：『可是他從前是，在



6 

 

另一段的人生裡，在她來之前。』（p144），有天科特勒中尉來到他家作客，他

也會觀察到佩佛當天身體狀況不好，對布魯諾而言，無法理解人跟人之間的隔

閡，界線，從何而來？ 

布魯諾

父親 

    布魯諾的父親是納粹親衛隊的司令官，負責執行猶太大屠殺，從他接待希特勒

一事就可以看出他對希特勒的尊敬。布魯諾很尊敬他父親，雖然不知道他父親做

什麼工作，但是布魯諾相信他父親做的事情一定很重要。布魯諾的父親是很重視

工作的人，可以用盡忠職守形容，當布魯諾跟他爸爸說他不喜歡奧斯～喂，他父

親說：『有時候有些事情我們並沒有選擇，非做不可。』『恐怕這次就是那種

事，這是我的工作，重要的工作，對我們國家很重要，對『炎首』很重要』

(p59)，  

   然而，如果因此而認為他是一個很冷血的人，似乎也不對，他們家的女傭瑪莉

雅就跟布魯諾說過，她媽媽曾當過布魯諾奶奶的化妝師，後來奶奶退休後，他們

家經濟困難，布魯諾的父親就幫瑪莉雅找了工作，也把生病的媽媽送到醫院，連

後來的喪葬費也是布魯諾的父親出的，之後再把瑪莉雅帶到家裡工作。 (p69-p71) 

 

對猶太人的態度：   

當布魯諾問窗外的那些人是誰? 

她爸爸回答:那些人….他們根本不是人，起碼不是我們說的『人』….他們跟你沒

有關係，你跟他們一點共同點都沒有}(p63) 

 

他對歷史的看法：    

當布魯諾說歷史無聊，他爸爸的反應很大，說: 

我的兒子居然說讀歷史無聊?(p148) 

我跟你說，布魯諾，他繼續說，身體向前傾，用刀子指著兒子，我們會有今天都

是因為歷史。要不是為了歷史，我們絕對部會做在這張餐桌旁，而是乖乖待待在

柏林家裡的餐桌前，我們在這裡就是為了糾正歷史。 

布魯諾

母親 

    布魯諾的媽媽是家庭主婦，很挺她先生，聽說炎首要來他們家，他從好幾天前

開始努力的整理房間，即使到了荒涼的奧特～喂也一樣，努力地協助孩子們適應

新環境，處理好家務，對她先生的工作和生活都百般的信任與扶持，然而，當他

得知她先生從事的工作，她越來越不開心，布魯諾說：媽媽白天的時候非常沉

默，可是午覺越睡越多，有時候還不是下午睡，而是午覺之前，布魯諾擔心她的

健康，因為她沒見過有哪個人需要那麼多治病用的雪莉酒。（p193） 

 



7 

 

對猶太人的看法： 

    布魯諾的母親對猶太人並沒有太大的嫌惡，當得知在他們家的猶太人服務生佩

佛幫布魯諾處理傷口時，她雖然感到震驚與不自在，但是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生

氣，他說:『要是司令官問起來，我就說是我幫布魯諾處理的』，在某一面似乎

也是在保護猶太人服務生佩佛。 

姊姊 

葛雷朵 

    這本書出現的人物，都有典型的個性，唯獨葛雷朵的個性從書本的前面到後面

有明顯的改變，一開始葛雷朵就是在房間放滿洋娃娃，經常取笑弟弟，是嬌氣十

足的女孩，後來跟科特勒中尉發展曖昧情愫，就如媽媽說的，他在經歷人生特別

的階段，後來葛雷朵房間的洋娃娃都收起來了，在房間放上爸爸給他的歐洲地

圖，攤開報紙，看著訊息挪動插在地圖上的圖釘。 

 

對猶太人的看法：       

    當布魯諾問她姊姊有關圍籬的事，葛雷朵告訴他，猶太人必需放在一起，不能

跟我們混在一起，布魯諾繼續問，『我們是猶太人嗎？』，葛雷朵的嘴巴張得好

大，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似的，『不是，布魯諾』他說：『不，我們當然不是，

而且你根本就不該這麼說。』布魯諾繼續問：『那我們是什麼人？』葛雷朵回

答：『我們是相反的人』，葛雷朵說，回答得很快，聽起來似乎對這答案很滿

意。葛雷朵的越來越符合他們家教老師李斯特的期待。 

布魯諾

的好友

舒穆爾 

    舒穆爾是布魯諾最好的朋友，布魯諾到了奧特～喂後，有次冒險過程中找到的

好朋友，舒穆爾住在布魯諾所說的“農場”，每天都穿著睡衣，每天也很餓，布

魯諾每天下午都會從家裡帶食物給舒穆爾，兩個人隔著圍籬盤腿坐著展開了他們

之間的探索，探索中發展出真摯的友誼。 

    舒穆爾是波蘭的猶太人，爸爸是鐘錶匠，過著安穩的生活，忽然有一天世界就

改變了，每個猶太人都得要帶上臂章，之後又不能住在自己的家裡，全部都搬到

克拉蔻的另一邊，阿兵哥在那裡築了一道牆，把他們全部搬到圍牆的另一邊，那

裡的環境很不好，十一個人擠在一間小房子，物質條件很差，很吵，後來他們又

得離開那裡的房子，搭上火車到奧斯～。下了火車，媽媽就被帶走再也沒有回

來，他和哥哥，爸爸，就被帶進布魯諾所說農場裡面的大房子住。 

    後來，布魯諾和舒穆爾成了好朋友之後，舒穆爾的爺爺不見了，他爸爸很難過

得抱著舒穆爾，之後，他爸爸也不見了，舒穆爾很緊張，也很擔心。 

    布魯諾決定陪著舒穆爾找他爸爸，兩人會面的在圍欄下方挖了一個洞，穿過圍

欄到舒穆爾那邊。布魯諾，脫下那一身體面的西服，皮鞋，換上舒穆爾準備的睡

衣，跟舒穆爾一起找他爸爸，只是沒料到，他們兩人送進長長的房間，布魯諾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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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舒穆爾的小手，對他說：『你是我最好的彭有，舒穆爾。』『我這輩子最好的

朋友。』（p216），之後，他們再也沒有出現在這世界。 

科特勒

中尉 

    科特勒中尉才十九歲，經常在奧斯特布魯諾家中進出，也經常到舒穆爾的區域

工作。偏偏這兩個小孩都不喜歡也害怕科特勒中尉，舒穆爾甚至只要聽到科特勒

的名字就會發抖，臉變得蒼白。科特勒中尉對布魯諾的父親忠心耿耿，葛蕾朵很

喜歡他，兩人之間經常有曖昧的對話。 

    科特勒中尉對布魯諾家服務生佩佛很不好，甚至因為細故而可能打死了他，在

猶太人區，他可能也經常毆打猶太人，導致那裡的人都十分懼怕他。 

    如果因為他的忠心耿耿，而認為他的官運亨通，似乎事情不是這樣發展，有次

科特勒中尉和布魯諾家人聚餐，提及即使他父親是大學文學教授，但是他喜歡社

會科學，並表示父親並不在德國，布魯諾的父親就直接問，為什麼他父親在德國

最光榮的時候離開德國？並質疑他父親是異議份子，布魯諾的父親說：『不認同

政府的政策，咱們偶爾會聽說有這種人，我猜那些人都是奇怪的傢伙，有些人還

有點不正常，有些人是叛徒，也有懦夫，你當然向上級匯報過你爸爸的觀點了

吧，科特勒中尉』（p153），或許是這個原因，科特勒中尉就被調離開了奧斯

特。 

 

   （二）     兩個世界的相同與不同       

         布魯諾和舒穆爾如何找到彼此相似的地方? 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不同? 

    1.有哪些地方相同   

      (1)同一年的同一天生 

      (2)兩個人都被逼著帶到奧特喂，開啟了不同的人生 

      (3)臂章 

      (4)基於不同的理由，都討厭科特勒中尉 

      (5)孤單感 

     2.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不同？ 

           (1)     換位思考      

    布魯諾跟她姊姊吐露他有一個幻想的朋友，然後再次轉述舒穆爾跟他說過的話

時，他對自己沒有體會舒穆爾的心境感到慚愧。 

『昨天他跟我說爺爺有好幾天不見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每次他問他爸爸，

他爸就會哭，用力抱住他，他還以為會被他壓死呢! 

    布魯諾說完了最後一句話，發現自己的聲音變得很小。這些話都是舒穆爾告訴他

的，可是不知為何，當時他並不是很明白他的朋友有多傷心。現在換布魯諾大聲說

出來，他才覺得可怕，當時他竟然沒有說些什麼來安慰舒穆爾，反而自顧自說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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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的事，像什麼探險之類的，明天我會跟他說對不起，他告訴自己。』 

 

    當最後一天，布魯諾換上條紋睡衣的時候，他說：『這讓我想起了她（奶奶）帶

我和葛雷朵演的戲。』『讓我想起了她每次都會有合適的戲服給我穿，穿對了衣服

就會覺得自己是那個你假扮的人，她每次都這麼說，我猜現在我就是這樣子，對不

對？假裝是圍籬那邊的人』，然後布魯諾在圍籬的另一邊時，他說：『我不喜歡這

裡』，舒穆爾也說：『我也不喜歡』 

(2) 道歉與原諒 

    布魯諾父親生日那天，不知道為什麼舒穆爾到他家幫忙，布魯諾撞見舒穆爾十分

開心，拿各樣的食物給他，不小心被科特勒中尉發現，舒穆爾說：他們是朋友，科

特勒中尉質問布魯諾，布魯諾緊張到否認認識舒穆爾，之後的每天布魯諾良心不

安，每天都固定見面的地方，後來見到舒穆爾時，臉上有很多的瘀青，布魯諾跟誠

心誠意跟舒穆爾道歉，『我不相信我沒有跟她說實話，』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出賣

過朋友，舒穆爾，我很慚愧』，舒穆爾微笑點頭，布魯諾已經獲得了原諒。舒穆爾

從圍籬底部抬起來，伸出他的手，兩個男孩互相握手，朝彼此微笑。 

                

   （三）書中談到教育的議題        

          先讓學生從人物分析中來看，他們如何看待圍籬另一端的猶太人 

     從上面的人物分析中，分析布魯諾一家人對猶太人的態度和想法(佩佛，舒穆爾，和圍籬那

端的人) 

 

 

    整理完上面的表格，就會發現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思維角度。當大

人覺得自己是優等種族，是被上帝選中的優秀種族，要替上帝行制裁去殘害去消滅另一

個種族的同時，對孩子來說，它們只是單純的想建立有玩伴的友誼，在孩子的世界裡，

條紋衣制服所桎枯的枷鎖是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兩個人天真無邪的感情本文中以大人醜

陋的謀劃殺戮不同種族的同時，去對比孩子們一起探索新世界、成為新朋友之間的諷刺

 對猶太人的想法 

布魯諾爸爸  

布魯諾媽媽  

科特勒中尉  

布魯諾姐姐  

布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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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對比。      

     

這樣可以讓學生思考為什麼成人的眼界跟小孩不同? 節錄本書裡面有關教育討論如下:     

布魯諾是九歲小孩，姊姊葛雷朵十一歲，後來在奧特～喂，過了兩年之後，葛雷朵有了

明顯的“成長”，他收拾起洋娃娃，在房間掛上地圖，跟著新聞中納粹軍隊移動的路

線，挪移圖釘，這樣越來越符合他們的家教老師李斯特先生的期許，李斯特先生喜歡教

歷史和地理，布魯諾卻喜歡閱讀與美術，李斯特先生說：『全盤了解社會科學才是目前

最重要的課題』，李斯特先生也說：『讓你的腦袋瓜子不再裝滿你的故事書，教導你你

是哪裡來的，還有你受到的種種委屈。』，在跟科特勒中尉聚餐時，布魯諾跟他爸爸抱

怨，李斯特先生不讓他讀詩和戲劇，一天到晚要他們念歷史和地理。爸爸也說：『我的

兒子居然說讀歷史無聊？我跟你說，布魯諾，』他繼續說，身體向前傾，用刀子指著兒

子，『我們會有今天都是因為力史，』要不是為了歷史，我們絕對不會坐在這張餐桌

旁，而是乖乖待在柏林家裡的餐桌前，我們在這裡就是為了糾正歷史。』，這時科特勒

中尉表態說，自己的父親雖然是文學教授，但他比較喜歡社會科學。 

 

教育究竟是製造圍牆？還是消融圍牆？什麼是有用的學科，什麼是沒有用的學科？究竟

誰在決定教育? 

      

   （四）內容分析 

      利用拋問題的方式，請學生回答對跟文本中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個章節？為什麼？ 

      (嘗試連結先備知識,了解學生最為關注的情景及議題可能為何) 

      問題： 

           1.為什麼這一群人穿的都是同樣的條紋衣服？ 

           2.他們都在籬笆內做什麼？       

           3.是誰有權決定誰穿有官階的軍服？誰穿有條紋的衣服？ 

           4.如果今天的主角是舒穆爾，他在集中營裡會看見什麼景象？在舒穆爾進入集中營前他

有可能經歷哪些遭遇？ 

           5. 誰是書中最有權力的人？為什麼？他如何運用他的權力？誰受到他的影響？ 

           6.書中最後的結局是什麼？作者想藉此提醒我們什麼事情？ 

 

   （五）觀點分析 

 1. 給學生一張 A4 白紙，讓學生將看完這本書的感受，選擇一個人物角色，將其相關心

智圖畫出來，並用幾句話為所畫的圖下註解。 

   心智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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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學生找到本書的至少三項隱喻,並具體形容其背後意涵。(引導學生深度探討及分享意

見) 

 

三、問題與討論(延伸議題)            

    分組討論：  

     1.重新審思自己的周遭，我們跟哪些人築起了有形無形的圍籬？社會輿論如何形容圍籬兩

邊 的人群形象？ 

    2.文中除了種族歧視以外，你還看出哪些對人權議題的迫害？ 

 提問：請指出文本中兩個校男孩對比的觀點，並論及與人權有關的描述或是覺得不對勁

之處，對照人權公約來看，遭受不平待遇的項目有哪些？(給學生聯合國人權公約) 

【聯合國 9 大人權公約】參考網站： 

https://covenantswatch.org.tw/un-core-human-rights-treaties/ 

   3. 討論服裝所代表的意義： 

     (1)穿上甚麼服裝就得換成一個人，想想我們在生活中究竟穿上多少不同服裝，每個服裝代

表甚麼樣的身分和責任，你有沒有不喜歡穿著哪一種服裝的人?為什麼? 

     (2)「制服」的存在必要？ 

       提問：條紋衣有被標籤、鄙視的作用，但現今在各行各業中，甚至政府單位都存在代表

身分的制服，好比警察、軍人、學生。請問，你覺得制服有存在的必要嗎？請說明你贊

成存在或反對存在所持的觀點。 

(3)結合這幾年各高中職制服鬆綁的時事 (南女、雄中) 以及大學生制服日活動，提出你對制

服的看法，為甚麼唸高中時排斥穿的制服，進大學後卻如此瘋狂制服日的到來？ 

https://covenantswatch.org.tw/un-core-human-rights-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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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新聞一：2019/7/27 蘋果日報-台南女中千人脫褲 成功鬆綁短褲禁令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0727/UJUITRL5253UHQVWHQCDH2GBZA/ 

     b.新聞二：2016/06/04 自由時報-不滿服儀解禁聲聲慢 雄中學生穿雄女裙抗議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18598 

         c.維基百科：台灣制服日文化 https://reurl.cc/bRqMl3  

                  制服日為一種台灣學生的節慶文化，大多數舉行於大學時期，由於台灣大多數高中

有制服，並有嚴格的規定須穿著制服到校，而除了軍校、警校以外的大學通常不穿制

服，所以為了舉辦制服日的動機之一即為藉由重新穿上對高中時期的懷念。另一方面，

目前台灣學生制服不論顏色、樣式等，皆趨向多樣性的變化，藉由制服日，也能讓參與

者彼此認識其他學校的制服及校風特色等 

 

  

 

延伸教學資源 

 

一、紙本書籍 

1.埃利．維瑟爾 (2011)。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台北市：左岸。 

2.安妮．法蘭克 (2019) 。安妮的日記。台灣東方。 

3.漢娜．鄂蘭 (2013)。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市:玉山。 

4.譚雅．克拉斯尼安斯基(Tania Crasnianski)(2016)。納粹的孩子。商周出版 

5.瑪塞琳‧羅立登－伊凡斯, 茱蒂特‧佩利農 (2020)。而你，沒有回來。大塊文化 

 

二、影像資料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0727/UJUITRL5253UHQVWHQCDH2GBZA/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18598
https://reurl.cc/bRqMl3
https://reurl.cc/bRqMl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A1%E6%9C%8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5%AD%B8%E7%94%9F%E5%88%B6%E6%9C%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D%9A%E9%9B%85%EF%BC%8E%E5%85%8B%E6%8B%89%E6%96%AF%E5%B0%BC%E5%AE%89%E6%96%AF%E5%9F%BA/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Tania+Crasnianski/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busines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91%AA%E5%A1%9E%E7%90%B3%E2%80%A7%E7%BE%85%E7%AB%8B%E7%99%BB%EF%BC%8D%E4%BC%8A%E5%87%A1%E6%96%AF/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C%B1%E8%92%82%E7%89%B9%E2%80%A7%E4%BD%A9%E5%88%A9%E8%BE%B2/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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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赫曼導演(2008)。穿條紋衣的男孩電影。米拉麥克斯影業(Miramax Films)/英國 

 

教學回饋（請依實際教學情形斟酌寫內容） 

教學省思 

 

活動：讀劇 (劇本如附件一) 

 

同學兩兩一組，在兩個人中間放置夾板，兩人盤腿而坐，一人飾演布魯諾，另一

個人飾演舒穆爾，大聲朗讀以下指定的段落之一，並彼此分享彼此的感受。 

 

選讀的段落： 

P111 最後一行—p120 

p132-p135 

p207 倒數第二行—p216 

 

這一段內容在講什

麼？ 

 

 

哪一個對話讓你最有

感？為什麼？ 

 

 

整個閱讀的過程中，

你有什麼樣的情緒？ 

 

 
 

教學建議 

   

1.讀劇活動建議兩兩一組進行，但因為大家同一個時間都會唸出聲音，可能彼此干

擾，所以建議活動地點可以找比較大的空間，也提醒學生聲音不要過大。 

2.這份教案是以四小時為基準設計，但可以依照授課時數調整內容，如：不需要每

個人物都介紹，可以擇一兩個人物介紹即可。重點是進行授課時，教師可以帶學

生進入布魯諾和舒穆爾對話的情境，感受兩個人所處世界的不同，但在心裡的感

受上兩個人卻有部分的共鳴，究竟有哪些不同? 有那些地方相同? 

3.教師們可以透過本書的導讀，讓學生思考，服裝所代表的文化意義? 讓學生重新

覺察，我們對一個人的定義是根據她的服裝還是他這個"人"，忽略那一身文化符

碼象徵的服裝，是否更能找出彼此的共通點?  可以讓學生自己舉例說明。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afe=strict&q=%E9%A9%AC%E5%85%8B%C2%B7%E8%B5%AB%E5%B0%94%E6%9B%BC&stick=H4sIAAAAAAAAAOPgE-LSz9U3MMnKSzE0U-IEsZPNysoqtMSyk6300zJzcsGEVUpmUWpySX7RIlbBlyvXPG3tPrT9xdbVTzdMeTZ7zw5WRgDEYXIUSAAAAA&sa=X&ved=2ahUKEwjz3oP98qzsAhWSv5QKHQMZDc8QmxMoATAaegQIDxAD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afe=strict&q=%E9%A9%AC%E5%85%8B%C2%B7%E8%B5%AB%E5%B0%94%E6%9B%BC&stick=H4sIAAAAAAAAAOPgE-LSz9U3MMnKSzE0U-IEsZPNysoqtMSyk6300zJzcsGEVUpmUWpySX7RIlbBlyvXPG3tPrT9xdbVTzdMeTZ7zw5WRgDEYXIUSAAAAA&sa=X&ved=2ahUKEwjz3oP98qzsAhWSv5QKHQMZDc8QmxMoATAaegQIDx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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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穿條紋衣的男孩讀劇【劇本】      設計者 :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歷史科汪雪憬老師 

 

第一幕  

 

布魯諾沿著圍籬一直走，一直走，回頭看他自己住的房子，房子越來越小，最後完全

消失不見，他開始感到灰心，他的探險要徹底失敗了。他想往回走，遠處卻出現了一

個小點，猶疑該不該前進，但兩隻腳卻已經向著那個小點一步一步往前移動，遠處的

小點越來越靠近，同時小點擴大了些，變成斑點，變成影子，等更靠近後，布魯諾看

出那東西既不是一個小點，也不是斑點，也不是影子，而是一個人。一個男生。 

 

兩人隔著圍籬面對面地坐著 

 

布魯諾:  哈囉 

小男孩:  哈囉 (穿著條紋睡衣，沒穿鞋子，沒穿襪子，兩隻腳很髒，臂上帶著一個臂

章) 

 

布魯諾靠近小男生，小男生盤腿坐在地上，瞪著腳下的泥土，布魯諾才見到他的臉，

是一張奇怪的臉，小男生抬頭看他，一雙大得不得了的悲傷眼睛再回視他，布魯諾這

輩子沒看過比這男孩更瘦，更哀傷的男生，不過他還是覺得跟他說話比較好。 

 

 

布魯諾: 我在探險 

小男生: 是嗎?你發現甚麼了嗎? 

布魯諾: 沒有，甚麼也沒有……嗯~我發現了你呀 

 

布魯諾很想問小男生，他看起來為什麼這麼悲傷?卻不敢問，因為他覺得他這樣

問太粗魯了，他知道有些人難過得時候並不希望有人問東問西的，布魯諾覺得

自己應該開口之前應該先等一等 

 

布魯諾: 我住在圍籬這邊的那棟房子(跟小男生一樣盤腿而坐) 

小男生: 真的?我見過那棟房子一次，從很遠的距離外，可是我沒看到你。 

布魯諾: 我的房間在樓上，我從房間可以看到圍籬那邊，對了，我叫布魯諾 

小男生:我叫舒穆爾 

布魯諾:我叫布魯諾 

舒穆爾:我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 

布魯諾:我也沒聽過你的名字，舒穆爾，舒穆爾，我喜歡它的音，舒穆爾，好像

在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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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穆爾: (開心的點點頭)，對，我覺得我也喜歡你的名字，好像有人在摩擦手臂

取暖。 

布魯諾:  你幾歲了? 

舒穆爾:  (低頭看著手指，指頭動來動去的，彷彿在計算)9 歲，我是 1934 年 4 月

15 日出生的 

布魯諾:驚訝地說，你說甚麼? 

舒穆爾:我說我是我是 1934 年 4 月 15 日出生的 

布魯諾(瞪大眼睛，嘴巴張成一個 O)我不相信 

舒穆爾:為什麼? 

布魯諾:(趕緊搖搖頭)，我不是說我不相信你，我只是說我很驚訝，因為我的生

日也是 4 月 15 日，而且我也是 1934 年出生的，我們兩個人是同一天出生的耶! 

舒穆爾:那你也是 9 歲? 

布魯諾: 對，這不是很奇怪嗎? 

舒穆爾: 奇怪極了!因為圍籬這裡雖然有幾十個舒穆爾，可是我好像沒有遇見過

一個生日跟我同一天的人 

布魯諾:我們好像是雙胞胎一樣 

舒穆爾: 有一點 

布魯諾: 你有很多朋友嗎? 

舒穆爾: 有啊….嗯….算是有啦，可是不算很好，我們有很多人……我是說像我

們這麼大的男生……在圍籬的這一邊，可是我們常常打架，所以我才會來這

裡，躲開他們 

布魯諾: 太不公平了! 為什麼我就得待在圍籬這邊，沒有人可以講話，沒有人可

以玩，你卻可以有幾十個朋友，而且搞不好每天都在玩? 我得跟爸爸說。 

舒穆爾: 你是從哪裡來的? 

布魯諾: 柏林 

舒穆爾: 那是哪裡? 

布魯諾: (張開口要回答，卻發現他也不是完全確定)，當然是在德國啊，啊你不

是從德國來的嗎? 

舒穆爾: 不，我是波蘭人 

布魯諾: 波蘭，他沒有德國這麼好，對不對? 

舒穆爾: (眉頭皺了起來)，為什麼沒有? 

布魯諾: 因為德國是偉大的國家呀!我們比較優越 

舒穆爾瞪著他，但是沒有吭聲，布魯諾有強烈的慾望，想要改變話題，而且他

一點都不想讓舒穆爾覺得他這個人不友善。 

 

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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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每一天，布魯諾從家裡偷偷地拿些食物，塞在他的口袋裡面，沿著圍籬

走到和布魯諾相約的地方，兩個人隔著圍籬盤腿而坐，分享食物，分享生活。 

舒穆爾跟布魯諾分享了他來奧特~喂之前的生活，布魯諾跟舒穆爾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布魯諾的父親決定讓布魯諾離開奧特喂，回到柏林。布魯諾很想告訴舒

穆爾這件事，並跟他好好道別，但是舒穆爾已經好幾天都沒有出現他倆見面的

圍籬邊，布魯諾很焦慮，擔心在離開奧特~喂之前沒法見上朋友一面，此時，遠

處出現了一個點，慢慢擴大成一個斑點，再變成一道人影，最後變成穿著條纹

睡衣的男孩。布魯諾看見那道人影朝他過來，他露出微笑，在地上坐了下來，

拿出口袋裡要給舒穆爾的麵包和蘋果，可是即使隔著一段距離，布魯諾也感覺

得出舒穆爾的不快樂。 

布魯諾: 我以為你不來了呢!我昨天來了，前天也來，可是都沒有看見你 

舒穆爾: 對不起，有些事情 

布魯諾: 是甚麼事情啊? 

舒穆爾:爸爸，我們找不到他， 

布魯諾: 找不到他? 太奇怪了? 你是說他迷路了? 

舒穆爾: 可能是，他禮拜一還在，後來他跟別人去工作，全部都沒回來 

布魯諾: 他難道沒有留封信給你們?或留張紙條說，他甚麼時候會回來? 

舒穆爾: 沒有 

布魯諾: 你找過他嗎? 

舒穆爾: 唉~ 當然找過啊!我做了你老是在說的事，我去探險了 

布魯諾: 可是甚麼也沒找到? 

舒: 對，(要哭不哭的樣子) 我不知道沒有爸爸我們該怎麼辦? 

布:  你要的話，我可以問問我爸爸(小心翼翼地說) 

舒: 我覺得這不是個好主意 

布: 為什麼? 我爸爸對圍籬那邊的事知道很多呢 

舒: 我覺得阿兵哥不喜歡我們 ，哈~(發出接近笑聲的聲音) 我知道他不喜歡我

們，他們恨死我們了 

布: 我相信它們並不恨你們 

舒: 他們就是 (身體向前傾)，瞇著眼睛，嘴唇憤怒得往上翹) 不過，沒關係我也

恨他們，我恨他們 

布:  你不恨我爸吧? 

舒:   一聲不響 

隔了一陣子 

布:  對了，我要搬回柏林了，以後應該不會回來了，媽媽不喜歡奧特~喂這裡，

他說這裡不是讓兩個孩子長大的地方 ，所以爸爸留下來工作，我們三個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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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那我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布: 將來有天會的，你可以放假的時候來柏林，你總不會一生都住在這裡吧?對

不對? 

舒: (搖搖頭)，應該不會，(悲傷得說)，你走了，我就沒人可以說話了 

布: 對，所以明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 

舒: 點點頭 

布: 真希望我們一起玩過一次，一次就好，可以讓我們回憶 

舒: 我也是 

布: 我們兩個講話經過一年了，可是從來沒有一起玩過，還有，你知道嗎? 我一

直從我的房間窗戶看你住的地方，可是從來沒有親眼看過那是甚麼樣子? 

舒:你不會喜歡的， 你那邊舒服多了 

布: 我想自己看看 

舒: (想了幾分鐘，突然身體向前彎，伸手到圍籬下，把鐵絲網抬起來一點，露

出的空間就可以讓一個小男生爬過去)，嗯~ 你要不要看啊? 

布: 我不覺得我可以耶! 

舒: 你不是也不可以每天到這裡跟我講話，但是你還不是每天來? 

布: 可是要是我被逮到，我就倒大楣了 

舒: (放下鐵絲網，看著地面，眼裡有淚水在打轉) 那就明天再見了 

好一會兒兩個男孩都沒開口 

布: (忽然靈光一現，他摸摸頭) 你記不記得我跟你看起來很像，因為我把頭髮剃

光了 

舒:只不過比較胖 

布: 既然這樣，要是我有一件條紋睡衣，那我就可以過去了 

舒: (臉亮了起來，綻開一個大大的微笑) 你覺得可以嗎? 你願意嗎? 

布: 當然啊! 那會是大冒險，我們最後的歷險，我終於可以探險了 

舒: 而且你還可以幫我找爸爸 

布:對呀~ 我們到處走一走，看能不能找到甚麼證據，探險就應該要這樣子，問

題是要怎麼弄到一件條紋睡衣? 

舒: 沒問題，有一間我們放衣服的地方，我可以拿一件我穿得下的，帶過來，你

就可以穿上，我們就可以去找爸爸了 

布: 好極了!那計畫就出來了 

舒: 明天我們就這個時間見面 

布: 這次可別遲到了，還有別忘了條紋睡衣 

 

第二天，大雨滂沱，布魯諾還是依約前往圍籬邊，脫下他的衣服，鞋子，穿上

條紋睡衣的上衣和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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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奶奶每次都有合適的戲服給我穿，穿對了衣服就會覺得自己是那個你假扮的

人，她每次都這麼說，我猜我現在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假裝是圍籬那邊的人 

舒: 你是說猶太人 

布: 對 (表情不自在) 沒錯! 

 

布魯諾脫下鞋子，襪子，從底部滾過鐵絲網，到了舒穆爾那邊，這下兩個人都

在圍籬的同一邊，過了一會兒布魯諾很想擁抱舒穆爾，很想讓他知道他有多喜

歡他，這一年多來多喜歡跟他講話，舒穆爾也有一股衝動想擁抱布魯諾，只想

謝謝他的親切和善，他送的食物，還有他願意幫他找爸爸。但是兩個人都沒有

擁抱對方，反而舉步走向營區，尋找舒穆爾的爸爸，但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布

魯諾想往回走的時候，阿兵哥帶著一群人行軍，布魯諾和舒穆爾被送進長長的

房子，舒穆爾和布魯諾靠得很近。 

 

布:  (他握住舒穆爾的手)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舒穆爾，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 

 

舒穆爾很可能張開嘴講了甚麼，但都聽不見了，房間的門突然關上，從房間外

面傳來很響亮的金屬聲，房間一片漆黑，接下來是一片混亂，布魯諾卻發現自

己仍然牢牢握住舒穆爾的手，這世界沒有甚麼力量能夠讓他放

開…………………. 

 

戲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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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穿條紋衣的男孩 個人學習單      設計者 : 台南女中   公民科科楊素芳老師 

 

 

《穿條紋衣的男孩》學習單 

 
       這本書的形式為小說，很難從中擷取重點，所以希望同學採用「人物分析

法」。 依照故事情節從每個人物與他人互動對話中，勾勒小說中人物的個性，

藉此讓我們從每個角色當中，可以找到與自己雷同或不認同的特質，並作反思

與討論。這本書出現的人物，雖然都具有明顯的個人特質，但卻不是扁平型的

人個，對某個角色，他可能扮演保護者的角色，或被喜歡與尊重，對另一個人

來說，他可能是壓迫者。 

 

1.我選讀的角色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關於這個人物的概述（個性或轉變）：請摘要簡述即可，並註明頁數。 

 

 

 

 

 

 

 

 

 

3.這個人物對猶太人的態度（書中的猶太人指的是包括佩佛、舒穆爾和圍籬那

端的人）：請摘要簡述即可，並註明頁數。 

 

 

 

 

 

 

 

 

                                            班級：        座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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