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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篇論文主要在於透過「批判性詮釋學」的方法，探討台灣原住民社會

運動形成的歷史性結構因素，並藉由對於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反思，引伸

出一個在思考上的重大跳躍點－即我們往往是從人道主義的關懷出發，

卻又總是落入人道主義的有限與極端之中。如此，本論文將我們對於人

本生命尋求「真實解放」的反省與實踐訴求，更進一步地深入到對於



「人性」與「超越性生命終極意義」的反省中。而基督宗教在原住民社

會運動中積極扮演的聖經社會運作角色，不單單使得原住民傳統宗教信

仰中－那早已逐漸解體的神聖性社會支持，獲得重建與轉化，更使得台

灣原住民在漢人強勢族群文化的同化下，獲得了反同化的異文化主體存

在性。 在【方法論】的應用上，我們首先藉由對於「語言」的反思，逐

步引證人類彼此之間倫理關係的先天隸屬性質。這種「倫理性的同屬關

係」，一方面凸顯出人類受到其特有時空「先前理解」的影響，將不可

能具有完全的「客觀中立」。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倫理關係的相互

介入，更使得語言不僅只是做為一種溝通的工具，更在於其如何能夠藉

由「他者」的「繞道式反思」，相互意識到自我的主體存在性與共同既

成意識的有限性，以及之所以形成的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關係。於此，真

理的追尋與締造，便在如此的開放性交談與行動中，成為眾人之事。而

語言「意指性」的那個「希望所指」，更藉由宗教性語言的「神學詮

釋」，使得我們在慨然於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竟充滿如此之多令人無力

的情境之後，仍能繼續肯定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如同攀登高山，尋求

黎明曙光的人們，即使看不見日出東方，卻依舊能夠肯定太陽必在雲的

後方。 批判性詮釋學的運用，使得我們在【第一章】中，結合人類學與

批判民族誌的研究成果，重新建構一個新的歷史場域；特別是自十七世

紀以來，東、西方列強殖民勢力對於我們原住民傳統社會、文化的侵

入。並緊接著在【第二章】中，應用馬克斯社會主義對於資本經濟社會

體制的批判，分析台灣原住民如何在如此「進步、發展」的物質生活

「量變」中，轉為對於自身文化生命否認的「質變」。而基督宗教此時

對於列強各國「發展主義」的背書，更使得各列強國家官僚，以自身

「開發」立場來促進「發展」的進步論調，獲得了神聖的合法性支持。 

【第三章】的重點，在於論述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知識份子如何看待我們

原住民如此「異化」生活的事實。他們藉由文字語言的創作與隨後的社

會行動實踐，引發了有別於民國 70 年代初，台灣其他發自於漢文化體制

下「爭出頭天」的社會政治運動。原住民社會運動的發展，除了仍保有

不可避免的族群利益爭奪外，更有其象徵、抽象的歷史文化存在權與主

體歷史詮釋、決定權的濃厚意味。 【第四章】的論述，在於引伸【第三

章】中，原住民社會運動發展的困境。而重大的「思考跳躍」，使得我

們得以轉向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的「第四趨勢」－即「台灣原住民解放

神學」的重要發展契機。並得以確認宗教並非如同馬克斯社會主義中的

全然「反動」，因為真實信仰的超越性質，在語言的意指性上，始終能

夠在人類追尋真理的旅途中，引領人們自覺到自身創建之社會文化的有

限性。換言之，在信仰的光照中，人類能夠對於自身參與的歷史，提出

批判與改革的回應，而使人從「異化」走向「非異化」。 於此，從【第

五章】開始，我們將論文寫作思考的重點，放在台灣原住民解放神學詮

釋體系的內容運作上。而針對大部份原住民是基督徒的事實，我們將反

省首先關照在教會應當以何種態度面對我們原住民在社會生活中，所遭

遇到的種種痛苦實況。特別是教會該如何面對社會眾人之事－即「政

治」。教會如何在「世俗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兼顧到人們實際的社會

生存需要，而在推行社會公義的過程中，仍能不失其超越與神聖性質。 

縱然我們將明顯地發現台灣原住民解放神學的實踐優先性，然而，正確



的實踐仍有賴正確的思考。返回自身的批判性詮釋，使得我們必須不斷

重新看待、檢視我們的存在立場。「詮釋學的循環」使得我們在【第六

章】中，將解放神學的實踐重新回歸到普羅大眾的生活與意識化啟蒙

中。詮釋權的回歸基層，不僅能使得我們得以挑戰「惡性權威」的干

擾，更能使得基督信仰真實的紮根在多元的生活之中，而非單一的抽象

理論上。於此，在【第七章】中，筆者在對於此生命終極意義－耶穌基

督－的皈依下，提出一個明顯具有個人生命時空歷程與基督宗教色彩的

反省，為回應筆者在這幾年的研究實踐中，所有的一些生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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