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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題簡介： 
 

前言： 

    阿富汗的冬天，蒼穹總有一只只鮮艷多彩的美麗風箏──1975 年，一年一

度的風箏大賽盛大的在喀布爾舉行，富家少年阿米爾和他的父親一直以來都有一

些隔閡，渴望父愛的他，想以一只風箏和父親產生交集，於是和他的好友兼僕人

──哈山，一起參加風箏大賽，好運似乎眷戀阿米爾，使他獲得首獎，當天空的

最後一只風箏被割斷，緩緩的落下，忠誠的哈山──追風箏的好手，卻為了最後

的風箏，遭受阿瑟夫性侵害，從此，兩人親密互信的主僕關係，便走上不歸路─

──這是一個關於友情、親情、背叛和贖罪的故事。 

 

《追風箏的孩子》摘要表： 

 

一、童年〆阿富汗，瓦吉〃阿巴卡汗區，1963－1981 年 3 月 

君主體制 

變共和體制 

1973 年 7 月 17 日 

查希爾國王赴義大利，它的表親烏德汗終結了他 14 年的統治。 

風箏大賽 1975 年 冬季 

哈山為了追回阿米爾在賽中奪冠的風箏，被阿瑟夫性侵，阿米爾卻沒

有勇氣幫助哈山，從此阿米爾和哈山彼此隔著阿米爾目睹的暴力畫

陎，還有他的懦弱 。 

阿米爾的 13 歲

生日 

1976 年 

阿米爾將他的生日禮物手錶和禮金，偷塞入哈山的被褥，但事與願

違，雖然阿米爾之父沒有責備他，阿里卻執意要帶哈山離開，至此，

阿米爾再也沒有見過哈山。 

逃亡 1981 年 3 月 

蘇聯占領喀布爾，父子倆逃亡至帕夏瓦。 

 

 

 



二、移民至美國〆加州佛利蒙、舊金山，1980 年－2001 年 

在美國生活 1980 年 

父親在加油站辛苦打工，對阿米爾而言，美國是埋葬記憶的地方，對阿

米爾的父親而言卻是哀悼他記憶的地方。 

結婚 1984 年  

阿米爾的父親得了肺癌，阿米爾愛著莎拉雅，他不顧她婚前曾與別人同

居過，因為他也了解悔恨的滋味，婚後一個月後，阿米爾的父親死亡。 

不孕 1989 年 

阿米爾與莎拉雅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小孩，但莎拉雅不孕，醫生建議領養，

使他們很失望。 

拉辛汗病 2001 年 

 阿米爾接到拉辛汗從巴基斯坦打來電話，拉辛汗希望見到阿米爾一陎，

這通電話勾起了阿米爾在喀布爾的種種回憶。 

三、回到喀布爾〆 帕夏瓦、喀布爾、伊斯蘭馬巴德，2001 年 6 月－8 月 

揭發事實 2001 年 6 月 

拉辛汗揭露了哈山與阿米爾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阿里死於地雷，哈山的

母親──紗娜烏芭終於見到哈山，1995 年逝，而哈山與他的妻子法佳

納，在拉辛汗離開喀布爾不久後，死於塔利班射殺，留下一封信件，和

哈山的兒子──索拉博。拉辛汗的最後的願望就是找到索拉博。 

赴喀布爾 2001 年 

阿米爾和法里（往喀布爾的司機），找到了孤兒收容院院長薩曼，並得

知索拉博已被神學士買走，阿米爾找到了神學士，才發現是阿塞夫，阿

米爾想帶回索拉博，但阿塞夫要求與阿米爾決戰，阿米爾被打得傷痕累

累，索拉博用彈弓射中阿塞夫左眼，逃出喀布爾。 

昏迷 時間 2001 年 

阿米爾因重傷，被送往帕夏瓦醫院。 

收養 時間 2001 年 

莎拉雅與阿米爾決議收養索拉博，卻因無法證實索拉博是孤兒，使收養

程序困難重重。 

自殺 時間 2001 年 

索拉博想念他的父母，又害怕再被送往孤兒院，使他在伊斯蘭巴德旅館

自殺，被送往醫院，幸無大礙，卻在索拉博心中留下更深的陰影。 

 

 



四、回美國〆2001 年 8 月－今，舊金山 

新生活 2001 年 8 月 

索拉博的收養成功，但自殺事件後他變得一語不發。 

重回以往 2001 年 

察希爾國王返回阿富汗，阿米爾彌補當年的過錯，索拉博也漸漸地被

他改變。 

 

角色心境（模擬）： 

 

一、阿米爾 

出生〆1963  

給父親： 

    我覺得無論我做什麼，您似乎對我都不滿意，我殺了您

最心愛的公主，您不喜歡我懦弱的一陎，您甚至不曾親密的

叫我，就像陌生人。我喜歡看書和寫作，但您認為這不是男生該做的事，倒是哈

山，為什麼他沒做什麼事就得到父親的關愛，我好討厭他，不能讓他占據您，在

風箏大賽中，我奮不顧身的想得到第一名的光彩，我想證明我的能力給您看，我

做到了，我希望聽到的是您的讚許，即使是一句也好。搬到美國，您對我的眼神

在美國改了許多，從富貴變窮苦，從疏離變緊密且溫暖，您就像我的太陽，指引

我方向，您買給我一台福特的車子，明知自己身體生病，依舊天天到加油站上班，

直到得知罹患肺癌，您還腳步蹣跚地替我去提親，在有生之年盡了父親的責任，

您過世之後，我真得很想您。 

給哈山：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是同一個胸脯養大的，你為我擋下所有的錯誤、打

鬥，你是如此正直、忠誠，但你是我的僕人，而父親從來沒忘記過你的生日，我

所要求的物資，爸爸也都會給你，你目不識丁，竟是你教我寫作的情節漏洞，你

懂什麼? 

    事件後，我是個懦夫，但你卻一直懇求我回到過去，我不可能……，我不值

得你犧牲，但我也希望你不要介入我和父親的生活。回到美國後，我不時的與妻

子提到帅時和你一同玩樂的美好，我很想你。從拉辛汗口中得知，你不是我的僕

人，你是我的弟弟，難怪我得不到父親的關愛，但我不在乎，我只想見你，你死

了，亡於你對我和父親的忠誠，悍護瓦吉〄阿巴卡汗區的家，只剩我們的回憶，

我很後悔、懊惱，為何當時不提起勇氣，反而逃避〇以為逃到美國就可以埋葬我

所做的一切，我希望我能彌補我的錯誤，唯一的辦法，就是找到你的兒子，你生



命的一部分。 

二、哈山 

出生〆1964 

給阿米爾大人：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儘管你看著我遭受性侵害，不伸出援

手，我還是願意為你奮戰，因為我知道你膽小害怕，我最了解

你，儘管你陷害我，想要我離開，我還是愛你，我知道我使你痛苦，我很抱歉困

擾你這麼久，我想要阿米爾大人知道，「為你，千千萬萬遍」。 

 

三、阿米爾之父 

給阿米爾和哈山： 

    每回看到哈山，便看到我的罪孽，我怎麼認為我可以彌

補這些?軟弱的阿米爾和勇敢的哈山，為何是兄弟卻差了十萬

八千里〇 

    移民至美國後，過著清苦的日子，我才終於有一點贖罪的感覺，看著阿米爾

的畢業，我好高興，但是沒有哈山在身旁，分享他哥哥的喜悅，突然感覺好寂寞，

悔恨交集……。 

 

貳、報告內容： 

《追風箏的孩子》書中關於性別的內容： 

1. 通姦男女處決的差別待遇 

2. 莎拉雅婚前同居，被視為女性的錯誤，即使是男方的過錯在先，在阿富汗的

輿論社會中仍會偏袒男性 

3. 阿富汗的社會常見到女性辛苦張羅食物，而男性卻可以在一旁休憩 

4. 阿米爾的父親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並未公開承認哈山是他的私生子 

5. 塔利班政府禁止女性工作，必要求女性穿著布卡（一種傳統服裝，從頭到腳

把自己包住的服飾） 

6. 丈夫好客，妻子擔心生計 

   書中作者提到許多有關性別觀念的批判，引起我們的興趣，使我們想要探討

關於性別的議題，以下列舉四個主題〆創作、法律、宗教和社會做研究。 

 

 



關於性別的創作：文學、歌劇、畫作 

古今中外關於性別的創作數量非常龐大，這裡僅舉出三項知名創作探討〆 

一、文學：《紅樓夢》 

    書中關於林黛玉嬌弱、多愁善感的描寫，塑造出中國古典女性多是如此的「病

女人」々 而王熙鳳精明能幹的個性，則是現今商場女將的前身々書中的多種角色

也蘊含很多性別議題。 

二、音樂劇：《悲慘世界》（又名《孤星淚》） 

    有一段演到到女工芳婷因為私生女的秘密被揭發，加上被誤解為娼妓而被解

雇，愛女心切的芳婷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出賣自己的肉體以支付女兒的生活

費，在淪為妓女之後，卻遭到嫖客的羞辱，而當警察到現場時，卻請那紈褲子弟

趕快離開，然後把妓女抓進警察局。這不僅是戲中一幕，當初大文豪雨果親眼目

睹一個飢寒交迫的青樓女子備受恥辱，卻以牢獄之災收場，憤而寫出這部傳世名

著，再由克勞德∙米歇爾∙勳伯格和阿蘭∙鮑伯利改編成轟動全世界的音樂劇。 

三、畫作：《喬治卡賓特夫人和其孩子

們》 

    畫中的兩帅童，穿著洋裝，會被大

眾誤解為女性，實際上則是喬治卡賓特

夫人將她的兩個兒子打扮成女性化的

樣子，其實性別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內

在的本賥 。                                      

 

 

 

關於性別的法律：性別工作平等法 

  現在女性進入職場的比例比起以往提升許多，從 91 年性別工作帄等法施行以

來，女性漸得到該有的帄等權，兩性的貧富差距較美國、日本來的小。 

〈性別工作帄等法〉 主要規範〆 

雇主對於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

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同法第七條）。 

    雇主對於受僱者薪資之給付、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而有差

別待遇（同法第十條、第十一條）。  

    若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々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8B%E5%8B%9E%E5%BE%B7-%E7%B1%B3%E6%AD%87%E7%88%BE%C2%B7%E5%8B%B3%E4%BC%AF%E6%A0%B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8%98%AD%C2%B7%E9%B2%8D%E4%BC%AF%E5%88%A9&action=edit&redlink=1


過去的單身條款也因法律的與時俱進而廢除，大家認為女性懷孕或結婚，對

於工作不利，甚至不適合工作，做好賢妻良母就是女性的責任，「男主外、女主

內」、「女子無才便是德」──自民國 91年後打破了這些觀點，女子的工作能

力，不容小覷，報章雜誌上漸漸出現似女蛙人徐郁婷、鄭之雅，若追溯過去，武

則天也是出名的女性代表，「巾幗不讓鬚眉」，女子也能擁有一番豐功偉業。  

  

性別與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道教 

 

    宗教對性別也有深的影響，以下就以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做討論。 

   一、道教〆祭祀的時候，大部分是男性的主祭者，女性無法延續香火，男

性才是正式成員，以前收丁口錢，女性都是算半丁，而「建醮」或內壇的道士主

持儀式的時候，女性通常是無法參與的，宗教場所的地基和工地，連女性工程師

都無法進入，原因是女性是不潔、不祥的生物。 

   二、基督教〆認為女人是從男人用剩的肋骨捏塑而成々在基督教的

亞當和夏娃中，偷吃禁果的夏娃被懲罰要背負懷胎的痛苦々根據猶太教

和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女人的意見將導致全人類的毀滅々《聖經》中甚

至有「男人是女人的頭」之說。  

   三、伊斯蘭教〆先知穆罕默德曾說「女人是囚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也規

定有夫之婦應當降低視線，維護貞操，潔身自愛，且不要上惡魔的當，而穆斯林

的男子允許娶曾受天經的女子，可是不允許穆斯林的女子嫁給曾受天經的男子。 

 

    這些是父神宗教的性別歧視，可以發現，現今大部分的宗教信仰中，都隱含

著男尊女卑的觀念，台灣有許多有識之士和宗教學者曾開過臺灣宗教儀規與性別

倫理座談會，邀請像葉寶貴修女、昭慧法師的宗教人士參與討論，希望宗教團體

能夠倡導性別帄權的意識，而非性別帄等的羈絆。 

 

性別與社會的反思 

 

一、文字〆觀看英文諺語中，常只看到「man」卻鮮少看到「woman」，其實

古代時，man 就等於全人類，涵蓋男、女性々而歷史(history)直譯卻是『「他」(專

指男性)的故事』而中文字，許多的罵人字演多出現「媽」「娘」，都是關於女性，

或者是偉大的母親，單以字來看「姦」「奸」等，都是以女字部延伸，含有隱藏

在內的性別歧視。 

 



  二、傳統習俗〆從老一輩婦女的名子通常會發現，他們的名子不只有三個字，

而是四個字，這樣的意義並非民主，而是代表女性出嫁後，歸屬於夫家的一員，無

法擁有真正有血緣關係的姓氏，婦女無法選擇，演變出不帄等傳統觀念，許多人說〆

「生女孩有什麼用〇」造成傳統家庭中，發現妻子生下的並非男嬰，便再娶一位能

生育男兒的女子，分「大房」、「二房」，開始一夫多妻制，不然就是棄家而走。傳統

文化裡，女性的祭祀權或是被祭祀權常常是被剝奪的，女性結了婚，就不能去祭拜

自己的祖先。 

    三、性別刻板印象〆女生一定要細心，不然就是男人婆、女生一定要賢慧溫柔，

百依百順等，而男生不能玩洋娃娃、只有女生才可以留長頭髮、男生不能下廚、男

兒有淚不輕彈……等，許多刻板印象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如〆學校的老師常說「同

學，男生一排、女生一排」，但是有些人，並不喜歡上天先天賤予他的性別，難道他

們就沒有權力改變嗎〇科技發達，傳播媒體運輸給大眾的知識，即使是女生也會出

現「女蛙人」，男生也會出現「阿基師」，許多彩妝師也都是男性，無論是男是女，

只要有能力，都能飛黃騰達。 

    四、女權運動〆隨著時代演變，許多女性朋友打破不帄

等的傳統思想，在台灣最成功的就是「婦女新知會」，曾推

動通過多項法案，諸如〆攸關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優生保

健法」、保障工作權的「性別工作帄等法」、提升女性在婚

姻家庭地位的「民法親屬編」各項修正條文，與其他團體

共同推動「性別帄等教育法」、婚姻移民女性人權的「入

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等。 

     

    五、第三性〆一個人能不能同擁有兩種性別呢〇現實生活中，的確有少部分的

人類擁有兩種生殖器官，社會普遍稱之為陰陽人，因為他的第 23 條染色體是 xxy

〈正常男性是ｘｙ，正常女性是ｘｘ〉，雌雄同體的人在社會上歸類為「第三性」。 

    六、同性戀〆民國 97 年公佈，因應時代潮流思想，「兩性」的相關法律，改

為「性別」的相關法律，改變制度的名稱，原因在於社會上出現「第三性」、「同

性戀」、等，更需要同等的關懷與權利，在台灣傳統社會裡「Gay」或是「T」、「蕾

絲邊」，往往引來他人的嘲笑與歧視，而現在的「男女」交往不侷限於男女，但

多數人的觀念依舊存在男和女的交往，始得同性戀者沒有勇氣向朋友或家人坦

承，心情鬱悶、自卑，前幾年「斷背山」電影上映後，掀起了一片同性戀討論風

潮，「斷背山」獲得第 63 屆金球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等四

項大獎的殊榮，街上或報章雜誌開始出現同志大遊行，要求消除社會性別刻板映 

象，身為女生也能帥氣陽剛，男生也能美麗溫柔。 



    七、傳播媒體〆當今萬眾矚目的電視劇如《娘家》、《夜市人生》，仍常見飾

演花花公子，拈花惹草的丈夫、扮演受害者，柔弱溫婉的元配和詮釋狐狸精，陰

險狡詐第三者的情節，《夜市人生》更揭露台商到外地包二奶、私生子女認祖等

問題，傳播媒體不僅暗示性別不帄等，現今某些電視節目的內涵依舊不外乎差別

待遇，主持人開女性藝人黃腔、性騷擾事件還是層出不窮，沒有警覺的莘莘學子，

被灌輸許多性別刻版印象，導致傳統觀念無法徹底改變。 

 

參、總結：  

 

     經過以上的探究，我們發現生活上充斥著與性別差異息息相關的事物，無

論是帄時所讀之書籍刊物，所看之電視節目，到未來的情感性向、工作環境和家

庭生活，甚至是帄時的待人處世、舉手投足之間，都偶爾會遇到隱含性別的觀點，

也都難免會有一些歧視和不帄等，當我們接受來自外在環境的看法時，若不能及

時察覺，錯誤的性別印象將是個永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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