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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語藝批評中的敘事分析取徑，檢視具有族群與性別雙重弱勢身份

的原住民女性─利格拉樂?阿?的語藝作品。研究主題為：阿?如何透過書

寫，重現原住民女性的經驗與觀點，並借由書寫經驗力量(empowering)。



主要研究問題包括：原住民女性書寫中呈現的原住民形象與女性形象為

何？原住民女性書寫中如何呈現族群與性別的處境？原住民女性如何透過

書寫檢視族群與性別的多重壓迫，並自其中得到抗拒的力量？原住民女性

的邊緣族群與弱勢性別背景的經驗，透過書寫傳遞何種價值觀與信念？ 

研究發現書寫者阿?以其族群和性別的角度呈現的敘事特性有二：首先，

在族群與性別形象分析中，可以發現阿?以逆寫的方式，扭轉原住民的污

名，並重新賦予其原住民觀點的漢族形象；原住民女性形象方面則改變了

傳統父權下的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賦予原住民女性多元的角色形象。此

外，阿?書寫的另一個特性在於以原住民/女性的經驗為主，呈現其族群與

性別的處境，而其敘事的主題意涵在於喚起原住民的自覺以及再現原住民

女性的生命力量。 阿?的書寫呈現弱勢族群抗拒主流族群的語藝特質，根

據敘事策略分析結果，研究發現阿?書寫主要透過四種敘事策略的運用，

以抗拒既有的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包括：發言權與詮釋權、敘事視野、

語言策略、召喚閱聽人等策略。 阿?敘事的主要意圖在於奪回原住民/女性

的族群與性別的發言權與詮釋權，並藉由族群與性別觀點的敘事視野，以

挑戰主流的漢族與父系敘事觀點，進一步透過顛覆的語言策略，以使讀者

進入原住民文化氛圍的敘事之中，並藉由直接或間接地召喚意圖說服的閱

聽人，以達到其意念傳達的可能。其敘事策略透露的主要敘事價值包括兩

個層面：其一，對內重建族群與性別的認同主體；其二，對外尋求與漢人

多元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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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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