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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乃針對婦女新知所發行的運動刊物，依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取

徑，逐一對性別論述作語言策略與社會性效果的批評。本研究的作法是

採個案研究出發的方式，對一歷時十多年的《婦女新知》文本進行閱

讀，以呈現台灣婦女運動中關於性別意識、性別論述的部份，並提出論

述演變的歷史發展階段。 從過去相關運動研究文獻顯示，研究社會運動

時傾向依社會學上的定義出發。但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性別論述如何隨

著情境的更迭，轉換語言策略與運動敘事框架，過去傳統取徑的侷限，

促使本研究積極尋找新的研究方法與工具，來對運動刊物中性別論述的

演變作成細緻、動態的觀察。 本研究藉自語藝批評、社會運動的語藝批



評等概念，發現有三個層面是運動研究可以再深入探討之處。一是情境

對論述制約的影響；二是運動所策動新意識與既存意識的對抗或對話；

三是運動領導人策動的語言策略、運動敘事框架所引發聽眾回應與實踐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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