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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原住民婦女發展主體性的分析： 

用蠟染說故事的排灣婦女1 

王增勇2、吳紹文3 

摘要 

 本文以屏東縣春日鄉古華社區的排灣族婦女所創立的「女人布工坊」為例，

探討長久以來面對漢人強勢社會，底層在地原住民婦女是如何利用藝術創作重新

掌握所失去的發言權。文中運用楊照所提的「門口情境」與瓦歷斯・諾幹所建議

的去殖民化策略作為理論架構，透過生命故事訪談與參與觀察的研究設計，進行

田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發現，這群婦女透過耆老的口述歷史訪談，重新對

內凝聚原住民的認同，並選擇貼近婦女生活世界的蠟染做為創作形式，而放棄漢

人社會常見的文字紀錄形式。原住民婦女的主體性是一步步經過共同生活的歷練

而長出來的。創作的歷程分成三個階段，從一開始模仿與複製的失語狀態，到因

為耆老口述歷史的感動而開始想要說故事，進而將故事化為行動，希望召喚部落

族人一起投入部落公共事務的實踐階段，再進入開始批判反省殖民過程在部落中

所造成的傷害，透過控訴與逆寫，這群婦女用蠟染紀錄了當代原住民婦女的生活

世界，成為自己故事的發言主體。但是這些原住民婦女的主體性並沒有得到漢人

社會的尊重，國家反而暴力地試圖將她們的故事扭曲成市場經濟的商品。建制民

族誌提供分析國家權力運作重新型塑這些原住民婦女在地主體的微觀運作，讓我

們可以看到當前原漢族群關係的複製機制，但也提供基層反抗的可能。 

關鍵字：原住民婦女、主體性、反殖民、藝術、基層婦女組織 

How aboriginal women reclaim their subjectivity through art: Paiwan women who tell 
their stories via batik 

Abstract 

 The voices of Taiwanese aboriginal peoples have been silenced in the past four 
hundred years of colonial history.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a grass-rooted group of 
aboriginal women reclaims their subjectivity by telling their stories through the 
artistic form of batik. Ethnographic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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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hile anti-colonialist theory of ‘talking back’ is 
adopted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ata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reclaim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cludes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to 
mimic the traditional totem, and the second is to create a picture in order to tell a story 
that was heart-felt by the woman. The third stage is to accuse the colonialism from all 
aspects, and to disturb 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talking back to the powerful. However, 
such efforts of these women have not yet been well received by the Han society. 
Rather the Han government tried to distort their voices by imposing market economy 
upon their art crafts as merchants. 

Key words: aboriginal woman, subjectivity, anti-colonialism, art, women’s 
grass-rooted organization 

 

 

我努力尋找，體內血液的源頭。 

有人說我來自馬來西亞群島，中國西南的邊境…… 

父母卻傳說道：我們是太陽的孩子，百步蛇的蛋，大地蘊育的種族… 

終於得不到確切的答案。 

但追溯卻使我肯定，了解美麗島真正的主人，以及一頁一頁殘破的歷史。 

最早是閩南人渡海移民，佔據了肥沃的平原， 

砍伐樹林墾良田，逼使祖先退居山麓。 

 

西班牙，荷蘭人，猛銳的槍炮也跟著登陸。 

狠狠地翻找地上的金銀，搾取大量的獸皮。 

我們跟著奔逃的野獸，退入更深的森林。 

然而鐘擺沒有停止，歷史在痛苦中前行。 

 

日本人來了，弓箭和彎刀， 

對抗強大的軍隊、槍炮和坦克。 

祖先的屍體，敵人的屍體，遍佈山林。 

但終是失敗了！ 

這不是結束，不是絕望， 

牡丹社事件，霧社事件正要開始。 

它結實地告訴著，爭取和平幸福， 

是永不停止的，永恆的事業。 

唉！愚昧和貧窮，永遠是可憎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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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你來了，帶著挫敗和期待， 

退守到我們的土地上，想再奪回失去的座位。 

從日本人手中接掌，所有的錢勢和財產， 

然後你對我說：「你屬於中國？中國是你的母親？」 

中國？多陌生的名字？講不通話語，怎會是我的母親？ 

他不容我答應，制訂了許多，記也記不清的 

硬要我遵守的法規。 

劃下保留地，不能打獵，不能講母親的話語… 

什麼民族、民權、民生的，說是為人們實施的制度。 

但我卻，失去的愈來愈多。 

土地？野獸？自由？自尊！ 

~莫那能，＜燃燒＞ 

  

一、問題意識：你可曾瞭解我的明白？ 

做為漢人，我常常不懂得，甚至誤解，原住民的沈默。1998 年，我協助一

個社福組織進入尖石鄉進行學童認養方案的規劃，因為需要學校協助蒐集學童的

相關資訊，我們拜訪後山的小學校長。我發現，當校長是漢人，校長往往可以侃

侃而談原住民學童所遭遇到的「問題」，讓社福組織「看到」很多可以投入資源

去「解決」的「問題」；相對地，原住民校長就無法明確地指出原住民學童的問

題。面對原住民校長的「沈默」，我當下立即的反應是抱怨這些原住民校長「不

夠專業，怎麼對自己學生的問題都說不清楚？」。稍後，透過莫那能、瓦歷斯諾

幹等原住民作家的文章，我才覺察自己的漢人中心思考，讓我有機會進入原住民

的心靈，我才逐漸意識到，這些原住民的沈默背後是反應了巨大的殖民歷史。當

我帶著資源，要求原住民校長說出原住民學童的需要，在那時我化身為荷蘭的傳

教士、日本蕃童教育所的老師、國民政府的家政班老師、推行國語的學校教師、

宣導戒酒的公衛護士…，要眼前的原住民校長承認自己族群是「無助的」、「需要

外人來拯救的」，原漢殖民的歷史與原漢不平等的結構性關係在我的需求調查過

程中重複上演。面對殖民者的強勢語言，沈默是唯一的有效抗爭，因為他選擇拒

絕配合演出這出漢人社工拯救原住民兒童的戲碼。 
Wesley-Esquimaux and Smolewski (2004)在研究原住民歷史創傷與復原時，

特別指出原住民在與白人接觸的數百年歷史中經歷戰爭、大屠殺、迫遷與瘟疫

的苦難，這些歷史累積的創傷轉化成原住民隱藏的集體記憶，代代相傳，引發

一連串的殖民化效應。首先，對自己文化失去自信心的原住民開始吸納外人的

思維進入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失落自己原先的生活智慧，形成對自我的內在殖

民，這種未經批判思考就吸收壓迫者的思維與想法成為自己生活中的「常識」，

反而實質上強化了對自己的迫害，就如同許多原住民本身，對原住民抱持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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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懶做」、「愛喝酒」的刻板印象4。之後「涵化」的過程開始發生，被壓迫族

群不只向壓迫族群借用物質與思考文明，被壓迫族群還進行大規模的社會重

組，以適應外部族群的存在，終至整個族群的靈魂被另一個族群的思想所入侵

與佔有。被涵化的族群將慢慢失去對他自己的過去記憶。過去曾記得的如今成

為迷思，被西方文明認為是虛假、愚昧的知識。最後，被佔有的族群也開始相

信他曾以為的真理只是幻影，於是停止敘說自己的故事，失去自我觀看與獲得

力量的能力。瓦歷斯・諾幹的<教室（1925）>生動地勾勒這種文化殖民的過程： 
 

我是花岡一郎，蕃人的子弟。 

我走進教室，看到排列整齊的武士刀。第一把刀劃去了我的長髮， 

使我變成留著三分頭的小日本。 

我後來看見那些黑色的頭髮， 

吊掛在教室的窗板上，隨著歲月的曝曬， 

它們都變成一絲一絲的嘆息，隨風搖擺。 

我是川野花子，蕃人頭目的孩子。 

我走進教室，聽到了奇異的聲音在流竄， 

ㄚㄧㄨㄟㄡ……抓到第一個音符，我將它豢養在喉嚨裡， 

它餵養、敲打、拉扯、撫摸我的聲帶， 

直到我再也無法發出族語，它滿意的離開了喉嚨，像孩子般，睡在我的腦殼裡。 

我是中山清，「霧社事件」不良蕃的孩子。 

我走進教室，不久便沉沉入睡。 

睡夢中我聽見刀光劍影的招喚， 

我看見我的手數著親族的頭顱，後來長著翅膀的書籍飛到我面前， 

像天使般安慰著我。醒來之後， 

我發奮地啃讀書本，直到我的罪惡被洗清。感謝天皇！ 

~瓦歷斯‧諾幹，＜教室 (1925) ＞5 

 
加拿大原住民學者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 et al. (1999)指出，遭受文化滅

族的人們及其後代不只是認同過去的痛苦，更會在當下重新經歷這份痛苦。這

些後代對其祖先與親人有高度的忠誠度，以致在自己的生活中繼續這樣的痛

苦，並無意識地再造這樣的創傷經驗，以保持與先人的情感連結，因此歷史創

傷具有世代傳承的性質。Wesley-Esquimaux and Smolewski (2004)認為要去殖民

化，必須要讓原住民重新開始敘說自己的故事，並從失落與悲傷的敘事中走

                                                
4 請參考利格拉樂‧阿女烏（1996）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台北：晨星。 
5本事：日人於 1910 年設立「霧社教育所」，作為教化霧社地區泰雅族子弟的先聲。1922 年之

後，陸續設立各部落的「蕃童教育所」，但在撫育與攏絡政策下，先後將花岡一郎（其畢業於台

中師范學校講習科，為日本殖民地政府教化撫育政策下的一大盛事）、花岡二郎、川野花子、高

山初子、中山 清（「霧社事件」後裔，事件當時，曾受日警搭救，並擔任點數反抗蕃死者頭顱

的工作）等編入日人子弟就學的霧社尋常小學校，作為日本教化的典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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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新掌握自己對自我經驗的詮釋權，也就是「重掌文化宣示」（cultural 
reclamation）。Anderson（2000：137）認為原住民婦女需要看見、參與並挑戰他

們所內化的負面刻板印象。透過這些接觸經驗中所發生的種種反抗，原住民婦

女可能可以強化他們的認同感，進一步定義一般原住民的正面形象，並挑戰對

原住民的壓迫。Smolewski (2004:13) 觀察到很多北澳原住民婦女在生活中都深

埋著「壓迫者的片段」，這些片段可以藉由主動學習與瞭解主流文化，甚至接納

一些主流文化的元素，加以扭轉並創造出新的文化與社會的整合，做為解放這

些婦女的起點。藉由學習參與白人社會結構，不盲目吸收白人價值但卻藉此肯

定自己的特殊性。這些婦女可以重新敘說他們的故事與歷史，在這個重新創造的

歷史，他們成為主體並遇見自己的未來。 
孫大川、瓦歷斯・諾幹、莫那能、田雅各、夏曼．藍波安等熟悉漢語並以漢

語創作的原住民作家，以文字嘗試重新找回原住民歷史的文化主體性；相對於這

些原住民知識菁英，這篇文章要以不諳漢語文字運用的部落在地排灣族婦女為對

象，試圖理解他們以蠟染創作找回原住民婦女的主體性歷程與挑戰。 

 原住民部落工作永續發展協會的前身，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隸屬的彩虹婦

女事工中心，2000 年，古華村幾位關心部落發展的教會牧師、執事跟前立委巴

燕．達魯成立台灣原住民部落工作站發展協會。社工出身的 Vais，在彩虹婦女事

工中心時代便開始從事單親、婦女等服務，累積了多年的部落服務經驗，她和

幾位牧師討論，決定在 2003 年 5 月 2 日成立屬於自己部落的協會，更深入從事部

落服務。屏東縣原住民部落工作永續發展協會，致力於「原住民單親婦女」、「兒

童課後照顧」、「老人服務」以及「文化記憶傳承」等工作項目，可說是以全方

位的整合視野提供社區服務。而婦女接觸蠟染更早從 2002 年成立協會之前，透

過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培訓資源，Vais 就帶著十幾位部落婦女開始學習

蠟染工藝，蠟染課程對其中幾位婦女和協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直到現

在。女人紀錄布工坊就是這群部落婦女試圖透過蠟染創作來突破己身與部落困

境的具體實踐過程6。 

二、原住民爭取文化主體性的挑戰：從不內不外的「門口情境」到又

內又外的「逆寫帝國」 

面對強勢文化，弱勢族群在爭取自我發言主體性時，往往面臨內外的雙重困

境。對內，原住民自身發現本體文化已然流失與模糊，加上內部族群自我殖民機

制已然形成，恢復文化反而遭遇自己人反對的困窘；另一方面，要對外發聲又不

                                                
6 本文的資料主要有兩部分：一是在 2009.4.針對記錄布工坊的主要成員進行深度訪談，訪談的

方式是請她們選擇重要的創作，並分享創作歷程；另一是 Vais 過去對耆老的口述歷史訪談，由

Vais 進行口述翻譯，再由研究者加以整理成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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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使用主流文化的既有語言，才能被主流社會聽見，可是一旦使用主流語言，

又難免落入再次鞏固主流文化的霸權地位的危險。就像楊照（1998）觀察原住民

文學使用漢語即發現，「官語」與「族語」間的不平等關係，往往迫使族語進一

步被遺忘，而官方語言的權威地位更加牢固。原住民漢語文學因而陷入「不內」

（族群書寫未被族人認同以及原住民社會文化處於消失中或大部份消失的情

況）、「不外」（使用漢文字書寫其實是再一次地進行去主體性的過程）的「門

口情境」。為突破這樣的困境，瓦歷斯．諾幹（2003）主張原住民文學應該要「既

內又外」地採取「去殖民」的策略，並以逆寫帝國/中心為己任。瓦歷斯．諾幹

提出了原住民文學「去殖民」與「逆寫」的三個面向。 

首先是在對帝國/中心的控訴，從歷史、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等各個層

面進行抗爭，這是對原住民當前處境全面性的檢討與反思。對外界殖民者的控

訴可以強化原住民對內的重新檢視。第二，原住民文學書寫，可以透過神話、傳

說、儀式、禁忌、戰爭等，來召喚集體的歷史記憶，並在語言或語彙的選擇上，

充份對帝國/中心的語言進行「棄用」、「挪用」，造成對中心論述的挑戰與「逆

反」。瓦歷斯・諾幹不介意使用漢人的語言，但要求原住民在使用時要有意識地

顛覆漢人語言的文化霸權。第三，表明原住民的書寫，可以不理會帝國對地名的

編派、人類學者對族群的分類，乃至於對歷史事件的詮釋。換句話說，原住民

可以挑戰帝國/中心對原住民知識的建構，瓦歷斯．諾幹總結地說：「因為逆

寫，原住民書寫的去殖民才有可能展開。」（2003：142-145）。 

楊照與瓦歷斯．諾幹所討論的「門口情境」提供很有價值的參照架構，讓我

們來參照古華社區排灣族婦女的蠟染創作。「門裡、門外」的意象提供很生動的

隱喻，來理解原住民與漢人、原住民與原住民之間多重與流動的關係與互動的可

能模式。因為無論蠟染或是文學，原住民創作者都必須面對同樣的歷史情境與原

漢關係，並期望朝向為原住民發聲的主體位置前進。 

 

三、向內找回聲音 

（一）、原聲的「恢復」與「再現」 

 春日鄉為排灣族原住民的活動範圍，他們原先散居於大武山一帶各成部

落，以狩獵為生，後因人口增加而逐漸南遷至大漢山附近，且耕獵並濟。1920
年台灣地方改制，將此地劃為高雄州潮州郡的蕃地，共分有十餘個部落。日誌

時代，日本政府積極推動理蕃政策，強迫原住民部落合併且遷移到平坦區域，以

便集中管理與監督，1941 年，日本將原率芒社及其附屬部落遷移至卡蘇卡，也就

是今日春日村西側上方，並以日語音近之「春日」（kasuga）為社名。戰後初期國

民政府取春日村為鄉名，劃歸高雄縣管轄，1950 年改隸屏東縣至今。197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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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莉泰因颱風在春日、古華、七佳、力里四村造成嚴重災害，經政府規劃

後遷村至現址（維基百科7）。經過從荷蘭時期開始歷代外來統治者的鎮壓、整

編，大約在日治末期由來自四個部落的人在今日的古華定居，因此現在重要慶

典仍由四家頭目來領導。 

 從 Vais 的角度而言，其實原住民的聲音一直都保存在部落的口述歷史傳統

中，只是被忽略了。但是只要老人還在，故事就還在，因此進行口述歷史訪談，

就成為這群原住民婦女「向內」尋找原住民聲音的具體行動。而耆老成為原住民

傳統的本質象徵，曾經生活在「傳統部落」的經驗賦予這些耆老詮釋「什麼是原

住民」的權威，而且因為老人年歲以大，因此口述歷史成為一種急迫的工作。Vais
在訪談部落耆老後，發現部落本來就有一套完整傳承歷史的制度，稱為

cemacugan；就是在重大慶典時，由長老大聲地用口述歷史的方式，告知所有族

人。 

「我們每一次的祭典，長輩都在很多人面前 cemacugan，用口述的方式，

告訴我們是怎麼來的，可是最近都沒有了，那我們從老人家 cemacugan8的口述

裡面，就會知道我們來自哪裡，可是最近都沒有了，這個本來會放在我們的祭

典裡面。他的內容會說：我們是來自來義鄉，從大武山上出來的。」（Vais 口述

翻譯，2009.05.19：1） 
 對老人而言，雖然說部落故事的公共空間消失，但是說故事的期望並沒有消

失。因此，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部落耆老格外肯定這群婦女的努力。「首先，

辛苦大家，我們一直有想法，也很希望可以互相討論，但因為不識字無法ㄧㄧ

的紀錄起來，只能憑自己的記憶將我所知道的說出來。」（耆老周東海，2009 口

述記錄）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對自己的不識字是感到自卑的，認為文字的保存才是文

化保存的方式。漢人文字的文化優越性，讓耆老說他「因為不識字…只能憑自己

的記憶將我所知道的說出來」，而不是堅持原住民歷史應該要繼續以口述的方式

傳承。這群婦女所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完成後，由 Vais 口譯，再由第二作者謄

寫成逐字稿，用漢人文字的形式被保留，使古華社區排灣原住民部落的故事可以

被複製並一再被「閱讀」，而成為後續「對外」發聲的基礎。換句話說，Vais 對

內尋找「原住民的聲音」，是向最代表過去的耆老求助，但發聲的方式是運用了

現代科技的錄音，並透過漢人社會的文字技術再現。 

整理成逐字稿是當代原住民知識份子在恢復部落記憶時，最常使用的整理方

式，但 Vais 這群在地婦女對於以漢字為主的文字記錄與言說卻是陌生的，因此

媽開始探詢其他整理的方式。不同於用漢字將口述歷史的內容「如實地」呈現，

對耆老的口述歷史對這群女人的意義其實是發生在聆聽的當下，彼此生命的撞擊

                                                
7 http://zh.wikipedia.org/wiki，擷取日期：2009/6/22。 
8 意旨：祭典的時候，老人家用口述的方式，很大聲地講部落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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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婦女對部落現況的討論與想法，甚至不滿，透過對耆老的口述歷史訪談中激

盪出新的想法。這群底層婦女要單獨表達個人意見，相較於知識菁英，是件格外

困難的事情。「媽媽要講自己的想法好像也很難。」（Vais，2009.04.09-1：3）9 

聽到了耆老口中的部落，讓這群女人希望能夠留下些記錄，作為傳承的基

礎。「蠟染」是他們後來發現整理耆老記憶的最好方法。「我們在做口述歷史發

現、啊，為什麼我們會很沒有辦法整理出東西…，我們找到了一個方法就是用

布料來做，就是用蠟染的方式來把我們要的圖騰跟故事來做記號。我們取名字

叫『女人記錄布』」（Vais，2009.04.09-1：2）其實 Vais 她們所做的已經不只是「整

理」，而是以這群婦女用自己的生命故事來「回應」耆老的故事，是種經過互為

主体的過程，而生產出來的創作。女人記錄布的創作是受到耆老故事分享的啟

發，而融入藝術創作者的主体創作中所產生的。 

蠟染不是排灣族傳統的技藝，但是蠟染以圖案作為創作的形式，是接近底層

原住民部落婦女的生活。對 Vais 而言，「就是有那個想法就畫起來了這樣。…以

前我就喜歡寫字啊，可是後來發現畫圖，畫起來好舒服這樣子」（Vais，
2009.04.09-1：10）。Vais 所說的「就畫起來了」、「畫起來好舒服」充分反應畫畫

對婦女生活世界的貼近性。這種貼近是因為婦女可以充分的展現自我，在畫畫中

婦女不需要遷就他人。另一種主體性展現在 Vais 可以隨時隨地用畫畫來填補被

拘束但又無聊的時間，例如開會，展現出一位作為基層社工員的原住民婦女被層

層科層體制的節制所展現的一種抵抗。「我們之前有很多的會啊，我不太喜歡的

開會，我就那邊（畫圖）」（Vais，2009.04.09-1：11）。除了抵抗工作中被侷限的

時間與身體，Vais 發現畫畫的創作成為婦女與部落兒童的互動媒介，成為婦女理

解兒童世界的媒介。「教孩子畫畫也是一個刺激啊!」「告訴他們說，其實我們的

圖代表了什麼，就是給他們用我的方式，就是叫他們看、看一些相關的圖騰

啊，一些故事，然後甚至是藝術家的作品嘛，就給他們看過之後，我們就開始

畫圖」（Vais，2009.04.09-1：11）因為自身的創作，這群婦女也開始有主體性與

外界藝術進行對話。「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會想要有那樣的刺激，就是看到別人的

圖，還有跟原住民相關的，喔，就是藝術家的作品，我們也有常常去，跟幾

個，跟幾個媽媽這樣會去，甚至有去台中看過那個工藝館」（Vais，
2009.04.09-1：11） 

織布向來是原住民婦女維持家計的重要傳統活動，運用布料做為創作的空間

是貼近婦女的生活，但蠟染卻不是排灣的傳統。排灣族與織布相關的傳統技藝是

刺繡（十字繡與貼布繡），但是 Vais 經過實驗後發現，傳統刺繡在顏色的變化與

保存不如蠟染方便可以記錄故事，因此 Vais 選擇了蠟染做為創作的方式。 
 但是，雖然蠟染不是排灣族的傳統技藝，但是女人記錄布的創作元素大量運

用排灣族的傳統圖騰，使得蠟染的內容真實反應原住民的生活世界，讀者必須具

                                                
9 逐字稿出處的記錄格式為（受訪者，受訪日期-當日受訪次數：逐字稿頁數），因此（Vais，

2009.04.09-1：3）所代表的意義是 Vais 於 2009.04.09 第一次訪談逐字稿的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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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基本排灣族圖騰的知識，才能理解圖案的意義。另一方面，女人記錄布的創作

也讓這群婦女為蠟染的創作開發新的領域：原住民圖騰。女人記錄布在選擇蠟染

作為說故事的方式的過程，呈現很動態的原住民與漢人文化的互動。女人記錄布

捨棄排灣族傳統織布的刺繡技藝，選擇漢人社會流行的蠟染技藝；但是創作元素

卻堅持以排灣族傳統圖騰為基本元素，其結果是形式充滿創新、但內容卻又能反

應當代原住民婦女生活的創作。如同孫大川（2006）所言，「番語漢化」與「漢

語番化」是可以同時發生的，而且也是民族、文化和語言交涉過程中自然的結

果。在恢復傳統文化的路上，原住民不必拘泥於「原住民/漢人」的二分法作為

唯一取捨的原則，而侷限自己的可能選擇。 
 
（二）、部落的共同記憶：水災與部落 
 網路上的資訊，包括官方網站如屏東縣原民局、春日鄉力里國小，或私人網

站如維基百科、部落格，只要提到古華社區的歷史，都會提到 1972 年莉泰颱風

造成部落的重創與後續的遷移。但不同的是，部落之所以可以前移至此地重建，

官方檔案都說是政府安排的（屏東縣原住民處春日鄉簡介10），但部落耆老卻說

是世界展望會與天主教博愛會協助購地，再加上部落族人貸款，才讓部落得以重

建。另外，外人不常知道的是，其實從部落耆老對部落起源的口述歷史，我們也

發現古華部落的祖先也是在水災後的倖存者。但無論是傳說或是對莉泰颱風的記

憶，我們會發現古華社區的故事基模是，在經歷災難後，部落要更加團結合作與

分享，迎向未來。 
部落的耆老是如此說古華部落祖先的緣起：「傳說中，我們是從水災那時

候，只剩下兩個兄妹活著，而且他們是掛在樹上，後來他們生下來的小孩，都

是殘缺的，不是缺耳朵、缺腳，就是缺眼睛，然後到第二代就有好一點，一直

繁衍到第四代之後，就比較正常了。兄弟姊妹結婚，因為人口多了，結婚就會

分地，河床、分領域，但是不能離開部落」（Vais 口述翻譯，2009.05.19：1）洪

水的傳說普遍存在台灣原住民的傳說中，但這個故事的特殊性在於「他們生下來

的小孩，都是殘缺的」，我認為這反映了古華部落的基本人觀：相信個人都是殘

缺的，個人只有在集體中才是完整的，因此才會說「人口多了，結婚就會分地，

河床、分領域，但是不能離開部落」。這種部落先於個人的集體性格，反對個人

式的英雄主義，支持了排灣族的傳統階層制度，但也賦予頭目照顧族人的義務，

強調部落團結與共享的精神是排灣族很重要的價值與精神。以下 Vais 所描述的

頭目角色就很清楚地說明，頭目所扮演的是部落集體秩序與利益的維持。 
「以前原住民的河流是沒有開放給任何人去垂釣、去捕魚，它是有限定時

間…那個時間到了，頭目覺得說可以去，大家去捕魚，就全部的部落大大小小

一起去，那個捕出來的魚，不是自己拿了就走，那個是共同的，頭目來分配。」

（Vais，2009.04.09-2：1） 
「災難促成部落團結」這樣的敘述形式也同樣出現在部落族人對 1972 年水

                                                
10 http://www.pthg.gov.tw/planibp，擷取日期：200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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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經驗的敘事中。不同的是，經歷 1945-1968 年期間的基督宗教集體改宗運動11之

後，多數古華部落的排灣族人已經改信基督宗教，「祖靈」已經被「神」或「上

帝」所取代，但對族人而言，超越界的引導、以及部落共同的逃難與包容是族群

得以延續的關鍵。「這個經驗真的是無法忘記。那一年，我們的稻米大豐收，母

豬也生十頭，而且不是只有我們，部落的人種的東西都大豐收，一夜之間就化

為烏有，從中也是看見神奇妙的引導，整個部落的共同逃難、水災之後，大家

一齊分享僅留下的食物，部落的關係和互相關照是多麼重要，從那裡也是我很

深的感受，再怎麼樣，部落的關係也是會相互的包容。」（sumiku 陳金妹，2009
口述記錄） 

部落的互助與照顧是要透過一代一代傳遞下去，因此一位耆老特別強調年輕

人服務部落的精神。「我們有很多功課需要學習，回過頭來好好思考我們所經歷

過的水災事件，真的是因為上帝的愛，讓當時最緊迫最危急的狀況下，特地安

排幾個健壯的青年守護我們的家園，帶領我們逃離災難，要記得這正是現代年

青人要效仿的表現。正當我們年青有力時，不分你我，要幫助須要的人，協助

部落的一切事務，這是長者始終以來不變的教導。」（cudjui 謝川花） 

在另一位族人的回憶中，除了延續神的引領論述之外，她更詳細地說明當時

族人相互幫助的心情。「看到路過的族人身上僅穿著一條內褲、甚至沒得穿的隨

便拿什麼都東西遮蓋重要部位都可以。對著過路的人，邊叫他們過來吃飯邊流

眼淚、心裡想自己的族人面臨到的問題讓他們無所是從。越想越難過躲在角落

放聲大哭向上帝禱告說：『神阿！求祢拯救祢的孩子們。』那時我的母親也在一

旁很親切的對所有經過的人喊叫：『快點過來吃飯喔！』…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上

帝的保守讓我們都很平安！想起主日禮拜的那天早上不分教派基督教或天主教

全聚在一起敬拜讚美。」（江金粉，2009 口述記錄）很有趣的是，自從國民政府

1945 年開放基督宗教進入原住民鄉傳教之後所形成的教派競爭，導致部落的分

裂與疏離，其實是與原住民傳統部落團結的精神相互違背。敘事者最後提到，在

災難之後，甚至來自西方基督宗教彼此之間的派別嫌隙都可以被超越，顯示敘事

者也對當時部落因為教派產生的分裂感到焦慮不安。 

（三）、文化符號 

以下我針對女人記錄布創作品中出現的圖案，進行分析。透過構圖基本元素

的掌握，我們才能體會女人記錄布的敘事內容與排灣族傳統文化之間的共構關

係。 

1. 菱形 

菱形是 Vais 閒來無事畫畫最常使用的圖形，連我在訪談她時，她都在畫畫，

                                                
11 估計 1970 年代台灣原住民 80％信仰基督宗教（陳南洲，2009：5）；天主教稱之為傳教史的「奇

蹟」（丁立偉，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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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她畫的就是菱形。傳統的解釋是，百步蛇是排灣族人崇拜的圖騰，是祖靈

的象徵，而菱形是百步蛇身上花紋構成的基本圖形，因此菱形成為她們最常運用

的圖形。「菱形的圖代表的是百步蛇的紋路，獵鷹的羽毛，就是頭目插在頭上的

圖形。如果直接翻譯應該是榮耀跟地位。」（Vais，2009.04.09-2：11）（圖一） 

百步蛇象徵排灣祖靈，那菱形的意涵就象徵排灣族的精神本質，在上述大水

傳說故事中，排灣族人強調部落的集體性便成為排灣族人最終追求的生活方式。

因此，Vais 在解釋創作時，進一步說，「菱形是代表在一個地方一起工作」（Vais，
2009.04.09-2：9），女人記錄布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傳達對理

想生活的期待，換句話說，女人記錄布自身就是排灣族生活方式的具體實踐。因

此，Vais 特別強調他們這個團體是個分享的團體，他們所有的作品都是大家共

同努力下的成果，是經過很多人的手完成的作品。合作與分享是他們凝聚在一

起的共同精神，也是耆老期待他們實踐的新部落。「我比較喜歡，我構圖，他們

描圖之後到上臘完成都是他們，這是一個經過很多人的手完成的作品。」

（Vais，2009.04.09-2：1） 

菱形除了作為基本單位，可以相加變化成花的圖案，象徵個人與集體的關

係，強調部落團結的重要性。「菱形圖會結合成花，…就是傳統的一個花的圖

騰。」（Vais，2009.04.09-2：3）（圖二） 

菱形也可以進行平行的連結，成為一串，象徵一群人緊緊連結在一起，表達

共同集體的意象。（圖三） 

菱形除了相加（平行連結）與相乘（構成花的圖案），也可以相減，變成一

半。相對於菱形象徵理想的部落生活，圖案的「一半」就代表理想的不完整，呈

現對現實的不滿，但也同時賦予希望與期待。「我們現在已經不太完整了，它是

一半的（連杯）」（Vais，2009.04.09-2：4）（圖四）這種表現手法是傳統圖騰所沒

有的，但卻常在女人記錄布中出現，反映出當代台灣原住民失落在傳統與現代之

間掙扎與困頓的獨有情境。 

2. 眼睛=靈魂 

傳說中，排灣族祖先所生的孩子都是殘缺的，但卻都有神力，神力的象徵圖

案就是眼睛，這與漢人所說的「眼睛是靈魂之窗」有類似意涵。英雄巴力是傳統

神話中具有神力的英雄，因為他有三個頭顱，每個頭又有三隻眼睛，共有九隻眼

睛。「他的眼睛還睜開，還會殺很多的人…（增勇：他的眼睛具有殺傷力？）是

神力…我把他的身體畫了很多的眼睛」（Vais，2009.04.09-2：4）（圖五）因為這

樣的神力，使得外人不敢來侵犯部落，但是部落的人卻也懼怕他的神力，因此讓

他獨居在部落的一角，每天供飯給他吃。當供飯的人到達時，巴力就會蒙上自己

的眼睛。後來外人就利用這個習慣，假扮成供飯的人，當巴力蒙上眼睛後，把他

殺死。巴力是個悲劇英雄，故事呈現出部落對英雄又愛又恨的複雜情結，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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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與眾不同而注定孤單終身，不為人所理解。這與美國西部牛仔的故事非常類

似，當英雄牛仔趕走壞人之後，自己又要孤單地騎馬離去。 

Vais 在護溪的主題創作上，為了紀念許多投身護溪的耆老，因此在圖案中放

置很多眼睛，象徵耆老的靈魂依然守護著河流。「很多長輩都去世，都在那條河

流，所以我才放眼睛在上面。」（Vais，2009.04.09-2：1）（圖六） 

3. 陶壺、連杯＝分享 

在部落中與人分享是排灣族極為重視的價值觀與精神，因此排灣族的文化符

號有極多的方式表達分享的意涵。其中排灣三寶（陶壼、琉璃珠及刀）的陶壺，

因為是基本飲食的器皿，在日常生活使用上就具有「分享」的意涵。「陶壺是跟

旁邊的人鄰近的人做分享，只要你來，有帶陶壺」（Vais，2009.04.09-2：10） 

另外，透過同樣事物的相連，就構成「分享」的意象。排灣族有名的工藝製

品，連杯，就具有分享的意義。被使用來傳達分享的事物，除了杯子之外，還有

人頭、陶壺等日常用品。「還有連杯，一整排跟人頭一起擺，我們就有一點點，

因為那個是連結也是分享，那個交杯酒有那個連結，也是分享，那個圖是有連

結的味道，然後上面都是人頭。」（Vais，2009.04.09-2：5）（圖七） 

但是要注意的是，排灣族強調集體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個人差異的存在，甚

至分享的前提是基於尊重每個人的差異。就如同排灣族婚禮中會使用的交杯酒，

代表丈夫與妻子的生命分享，但男女雙方都仍保有原先的獨立性。因此，Vais
也用連杯來表達性別平等的意涵。「問：排灣族的交杯酒本身就代表性別平等的？

Vais：應該是尊重，尊重兩性，對人的尊重。」（Vais，2009.04.09-2：12）（圖八） 

這種在團體中尊重個體差異的價值更反映在女人記錄布這群女人的彼此對

待上。Vais 強調在團體中要讓每個人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就

充分展現這種集體中尊重的精神：「我們既然是要合作，要把那個合作的理念帶

進來的話，我、我們就彼此要尊重那個，她們不會構圖，我要構圖啦，那她們

就要上蠟、上色，找一個位置、在這裡找一個位置是自己覺得很舒服，自己可

以讓她在這裡有一個位置啦，那個好重要喔，我對這個婦女的，合作的染布有

這樣的理想。」（Vais，2009.04.09-1：13） 

4. 自創的符號 

如同中國人造字原理的「會意字」將兩個象形文字結合起來表達另一個意

思，女人記錄布的創作者也會用兩個圖案的結合表達新的意義。例如，Vais 將蝴

蝶與手兩個圖案結合在一起，就成了「實踐夢想」的意義。人透過手完成日常生

活中許許多多的事情，因此代表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努力。蝴蝶是毛毛蟲經過蛹羽

化蛻變成為的美麗結晶，因此代表平凡的人追求夢想的意願。「手跟蝴蝶就結合

在一起，就表示夢想跟想法是需要去努力耕耘的。」（Vais，2009.04.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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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四、創作歷程：從「不內不外」到「又內又外」 

女人記錄布的創作歷程並非一開始就具有主體性，而是從模仿、說自己的故

事、到批判反省的過程，一步步經過共同生活的歷練而長出來的。 

（一）、模仿：保留傳統 

這群婦女之所以創作，是因為感動，所以要說故事。這個過程並非一蹴而

成。Vais 也坦言，這群婦女自信心的建立是需要一段過程的。一開始他們也曾

經只是模仿，把部落中古老雕刻的圖像照原樣抄襲。「那時候的圖也沒那麼多，

就是大概就是在我們用的那個圖，都是一般傳統的木雕的圖案，然後我們的婦

女就給它染到布上面這樣子，類似就是用母語、抄起來的，就是把那個圖影印

了之後就描在布料上，啊這樣子，我們只是有那個功能，只是保留那個圖騰，

比較沒有什麼故事」（Vais，2009.04.09-1：2）（圖一） 

 

（二）、召喚：因為感動而說故事 

後來，是口述歷史訪談讓他們感受到耆老的期待而感動，他們才開始用蠟染

創作來記錄耆老口中的傳統部落、自己生命經驗中的點滴。因此 Vais 這麼說：「要

有故事性，那個資料都是口述歷史才會有的。」（Vais，2009.04.09-1：6）從口述

歷史中，這群女人開始推動「護溪」，希望恢復原住民照顧河流的關係。後來耆

老與 Vais 的先生先後過世，Vais 也透過蠟染述說這段人與河流的故事。（圖六） 

「他走了之後，我覺得我們那兩條河流應該是有，或是我們用原住民的角度在

看，他們的靈啊，他們的靈會一直在那裡護溪，我們會有那樣的想法，就把他

寫（畫）下來。」（Vais，2009.04.09-2：1） 

「我們種樹，我先生在培育茄苳樹，培育了很多，而且那佳冬樹不是去買的，

苗不是用去買的，他是一粒一粒的種子，他就培育成樹苗。樹苗培育了之後，

我們有想說那一條溪都可以種佳冬樹，所以有茄冬樹，也有河流，那這個是我

們的陶壺，這個是交杯酒一半而已，少了一個，其實我們這邊有寫一個『分享』

的字。」（Vais，2009.04.09-2：4） 

這群女人要傳遞的是經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洗禮後，日益消逝的原住民部

落固有的分享精神。「長輩他們的精神，是在乎整個部落都要有分享的精神在，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太完整了，他是一半的」（Vais，2009.04.09-2：4） 

這種部落精神的消失是當代原住民共同的焦慮，這也呈現在女人記錄布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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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圖十充分表達了這群婦女對文化消失的憂慮，一個個排灣族的陶壺紛紛淹

沒在藤蔓之中。「它是一個陶壺蕨類很多。（增勇：蕨類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蕨類看得到是被掩蓋了，就是告訴我自己，很多東西都快不見了。（增勇：所以

蕨類是代表一種……？）大社會啦，主流社會啦～阿，我們自己的陶壺都快不

見，快被掩蓋了。」（Vais，2009.04.09-2：11） 

年輕人是未來的部落支柱，因此她們特別期許部落青年可以回歸部落文化的

傳統，投入文化傳承的工作。Vais 特別以樹作為隱喻，希望年輕人可以扎根在部

落，對部落有深厚的情感與使命感，與他們一起打拼！但是也因此對於無法投入

的年輕人感到失望12。「我們對青年有很多期待，他是一棵樹，根是往下扎的，

好像一棵樹的根，深入地不夠紮實，有時候很多年輕人，我們充滿了期待，但

是後來都很失望。…他們沒有我們過的日子那麼辛苦，或只是比較看得見部落

需要我們，不是只有一個，有兩個，我都感覺不到他們對部落是有情感夠深，

好像情感都不夠深，可以把事情做好」（Vais，2009.04.09-2：9） 

 女人記錄布受到部落耆老的感召，開始述說他們所看見的部落。他們用蠟染

將部落的公共事務（如護溪）用創作表達出在地原住民婦女的觀點。也將對部落

年輕人的期望與失望化成創作的動力。這些召喚的動力來自於這群婦女向內尋求

耆老的傳統知識，進而產生持續向內擴大內部共識的行動，儘管多有挫折，但仍

是累積原住民主體性的過程。 

（三）、指控 

原住民社會經歷四百年的殖民歷史，經歷不同外在權力形式的統治，早已失

去原先自給自足的初民社會型態。當代原住民必須重新認識殖民體制是如何作用

在部落身上。女人記錄布處於在地婦女的位置，對殖民體制也有其體會與批判。 

1. 用蠟染表達婦女觀點：另類部落地圖 

做為婦女組織，往往無法與既有部落組織競爭公部門所釋放的資源，例如近

年如火如荼展開的部落地圖繪製工作，女人記錄布就被排除。但是，女人記錄布

並未因此而放棄表達意見的機會，蠟染反而成為她們發聲的管道。她們將女人觀

點的部落地圖，做成背心，展示在自己的身體，呈現另類部落地圖。「那一年我

們沒有辦法參與這個（繪製部落地圖）工作，我們就用布料來畫，其實部落有地

圖，我們用女人的角度看，部落跟部落之間有一些距離，有一個很像他的枝，

樹枝下來，這個很像是花，但是其實是部落，我稍微給他畫成很像花朵，阿其

實他一樣是有一點點是不同的，但是其實他會是一整體的感覺」（Vais，
2009.04.09-2：5）（圖十二）。相較於現有部落地圖，以傳統領域為概念的重新繪

製，仍是以具體的地理區域為架構，而女人記錄布所表達的部落則是以關係為核

                                                
12 至於女人記錄布吸收年輕人的過程為何會遭遇挫折，在另一篇文章<用染布編織生命的原住民

婦女：女人紀錄布工坊的故事>會有分析，在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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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信部落在保有個別特色的同時，彼此的關係所凝聚的集體感，可以讓部落

像一朵花一樣的動人。男人爭奪有形的土地，女人關心無形的關係，兩者形成強

烈的對比。 

2. 豐富家庭的階層化 

女人記錄布製作了一個皮包，上面有個簡單的圖案，Vais 說：「這是代表一

個比較有能力的家庭。（增勇：比較有能力的家庭是什麼意思？）比較豐富啦，

有陶壺，也要有人在家裡面，這個中間是什麼？不知道，好像是小米。要有飯

吃，我們原住民有小米，穀倉裡面有糧食是豐富的。陶壺是跟旁邊的人鄰近的人

做分享，只要你來，有帶陶壺…現在變成公務人員啦，公務人員才有豐富的。」

（Vais，2009.04.09-2：10）。豐裕的家庭原本是個平凡的期待，有飯吃、有人在、

有分享的關係，這個不算過份的期待，對很多原住民家庭卻是無法奢求的願望。

Vais 很清楚地感受到在部落裡可以稱的上豐富的家庭屬於特定階級的家庭，公務

員如校長、老師、村里長、警察等。 

3. 控訴不再照顧族人的頭目 

最特別的是，這群婦女還開始反省部落中不平等的現象。當部落發生頭目

將過去部落公有地過戶到個人名下時，這群婦女經過一番奮鬥要爭回公道，但

卻無功而返時。一名記錄布工坊的婦女就創作了一幅名為「頭目的手爪」的蠟

染，並把它做為背心，成為她最愛穿著的衣服，表達對頭目無言的抗議（如圖十

四）。 

「奇怪！我們的頭目，怎麼會其中之一過戶到自己名下，是因為他要蓋房

子，大家才跳腳說「怎麼那塊地要拿來蓋房子？那不是公用地嗎？我們部落的

地，怎麼變成他個人的」。」（Vais，2009.04.09-2：8） 

「這代表有權力的人，通常我看到的，包含我們的頭目，他現在已經不是

那個在維護或者在保護弱勢，我自己可能蠻主觀，但是我看不到過去頭目可能

應該有的角色跟位置，他的角色不再像過去，過去的頭目不是這樣對待我們。」

（Vais，2009.04.09-2：8） 

「沒有辦法發出很大的聲音說：『我很不滿意你們。』我們就用畫下來說，

我們還可以講故事…這個媽媽就很喜歡穿，她到哪都穿這件」（Vais，
2009.04.09-2：8） 

（四）、逆寫 

1. 逆寫漢人的致詞文化 

Vais 說明團體發展的關鍵點是 2006 年 Vais 臨時承辦小米豐年祭，刻意地恢

復傳統方式進行，拒絕漢人中心的致詞文化，以「原汁原味」的精神辦理。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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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力氣去培訓年輕人唱傳統古調，部落的耆老當場落淚，讓 Vais 瞭解到耆老對

部落的愛與期望，因此勇敢地承接起傳承的責任。 

「當初部落的村長和社區發展協會他們都不要辦，因為經費太少了，我們

想說其實豐收季、小米季不能停辦啊，所以說我們接過來做。我們本來就在培育

一些青年，這個是有一段時間了，再告訴他們部落很需要他們，同時也連結台

東撒可努他們來，就是有一些刺激。對我們的年輕人，那一年就是我們辦的，也

是我最痛苦的那一年（註：Vais 的先生那年過世）。但是我們就承擔了最重要的

工作。…我們每一場活動都很原味啦，不像之前都很八股那樣，很重視鄉公所

講話啦，每一個有位子的人都要講話啦，這次特別設計入場和講話都是用頭

目、長輩，然後青年，歌是他們在清唱，沒有伴奏這樣子。那個活動很感人，

也很多人回應說，他們覺得小米豐收季很感動…有被上帝祝福的一個活動」

（Vais，2009.04.09-2：3） 

「本來他們（指長輩）不相信孩子還會在唱民謠，唱我們的古調，因為那個

活動，就在我們的小米豐收祭作展演，很轟動，那個長輩就哭啦」（Vais，
2009.04.09-2：1） 

 滋膏，一位排灣族人，在他的部落格上生動地紀錄著古華小米豐年祭的現

況，他以「說母語」來說明了原住民政治人物是如何內化漢人政治文化，而忽略

傳統文化的共融。「台上民代政要除了議員簡東明與獅子鄉鄉長侯金柱(當時排灣

族下屆立委參選人)，聽到親切的母語排灣發聲以及重點穿插國語外，其餘排灣

族民代政要皆是國語連連排灣語閃一邊。在這個會場盡是我們自己族人理所當

然用自己母語發聲更能衍生凝聚力與親和力的道理，看來具指標性的排灣族政

要民代，還是有人很不應該的不知此理。」他對於年輕人，不分部落內或部落

外，皆使用傳統歌舞感到欣慰，對過程中文化傳承的天人合一境界，回味不已。

「表演節目來自高雄縣茂林鄉多納青年的傳統歌舞，古華村人居住都城台南永

康青少年子弟的改編傳統歌舞，及古華村青少年的傳統歌舞。豐富的傳統內涵

部落精神傳達在這群年青人的舞蹈生命，韻涵著祖先傳承的教導，在這群青少

年們身上透過傳統舞蹈深植內化文化生命，讓血與情濃於植根部落，不僅是舞

不僅是歌，更富饒承先啟後的深意。傳統歌謠競賽，七佳村最復古的原聲原

味，春日村陣容龐大，士文村改編具有分部合聲的豐富性，古華村運用各形式

對唱的活絡，可謂各村各具巧思，內涵均表達敬天謝神與稱頌在位鄉政民代，

讓全場浸淫回味祖先曾經吟過的曲樂，享受在成熟歌聲粗曠中天籟般的韻味。

裁判更期待未來在列中，更能看到各年齡層參與其中，更具傳承之意。」（滋

膏，2007，春日鄉聯合豐年祭13）。他的報導證實了 Vais 自 2006 年開啟的新的豐

年祭典範，反轉了近年來部落傳統儀式被觀光化與形式化的漢人中心作法。 

2. 向內對話的策略：以曲線劃直線 

                                                
13 http://www.paiyuan.url.tw/tribal/tb-6.htm，擷取日期：200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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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女人紀錄的創作充滿了故事的感動與反殖民意識的批判，但是女人記錄

布的創作尚未成為這群在地婦女與部落進行對話的媒介。Vais 對這樣的提問，有

以下的回應： 

「我們是在保留圖騰，也是在做一些紀錄，包含我們發生的事件。我倒是沒有

想過怎麼樣可以讓部落裡面的人知道這些圖是有什麼不同的意思在。是好像有

需要講一次這故事給他們聽。…可能是我已經不夠勇敢跟他們做對話，現在是

這樣。我好像是不太信任這個環境，我不太曉得是為什麼，我可能要重新再想

一次。我們都沒有停止在思考這些圖，但其實是應該跟部落裡面的人在對話，

阿不然他的意義就等於只有我們自己，沒有跟別人沒有什麼互動，…沒有人，

意義就沒有了」（Vais，2009.04.09-2：6） 

 Vais 顯然看見她們的創作是公共性，而非個人的。但在執行上，因為甫經歷

國家政策暴力的介入造成組織的內傷尚未完全恢復，因此尚無力氣與部落組織進

行對話。不過 Vais 很清楚，如果女人記錄布是在說故事，部落的同胞是她最在

意的聽眾，但面對被殖民侵入的部落現況，加上婦女在部落的地位不高，這種發

聲對這群婦女是充滿張力與不安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原住民在地婦女對內的發

聲，其問題不在於原住民已經遺忘自己的故事，而是反殖民意識的故事會挑戰被

殖民體制建制化的部落，長期被排除在權力關係的婦女要站上指控的位置，必須

先挑戰部落中的性別關係。 

     Vais 在部落用蠟染敘說故事的方式，不是直接與「有位子」的人衝突，而是

在課業輔導時，讓部落的孩子與傳統的圖騰、故事有所接觸後，鼓勵孩子用自己

的方式表達。從孩子的觀點看部落，也讓 Vais 有所學習。這種從兒童教育著手

的潛移默化，雖然對現況的改變不具有及時效果，但長遠來看卻是重要的紮根。 
 「跟他們的互動也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是告訴他們說，其實我們的

圖代表了什麼，就是給他們用我的方式，就是叫他們看、看一些相關的

圖騰啊，一些故事，然後甚至是藝術家的作品嘛，就給他們看過之後，

我們就開始畫圖，這樣，其實他們也很有、很有創造力」（Vais，
2009.04.09-2：11） 

3. 是商品，還是創作？ 

女人記錄布的蠟染創作是排灣族婦女對自己、對族人、也對漢人社會發聲的

故事敘說與自我認同的實踐過程。這種創作的價值是恢復族群集體記憶，並為將

來尋找當代原住民部落出路累積必要的凝聚力。但漢人社會並沒有準備好要聆聽

她們真正的聲音，女人布工坊因為她的文化特性與性別特色，在民國 94 年時，

在婦權會的支持下，開始接觸到國家資源，並且申請 94 年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社會型方案」。當 Vais 這群女人向國家尋求資源持續推動這項工作時，

國家不是把她們視為原住民婦女追求自我族群認同的努力，而是把她們當成文化

產業的產品，要求她們規格化的量產他們的創作，以符合市場生存所需的經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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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雨競爭力。經過兩年勞委會的多元就業方案的補助，女人記錄布創作的藝術性

被商品性所取代，創作的空間被壓縮，婦女被迫生產小型手機袋、頭巾等小飾物，

以致失去創作的初衷。但是經過國家的經費補助與介入，這個在地婦女自發團體

卻必須在維持初衷與符合國家期待之間不斷掙扎與抉擇，最終在兩年後因被認

定「不具市場競爭力」而喪失被補助的資格。原本希望經由多元就業方案，可以

讓婦女安心從事蠟染創作，但接受國家補助後的結果是事與願違。經過國家政策

補助兩年後，女人記錄布工坊反而因為國家政策的規範，導致核心成員無法成為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又無心於部落歷史文化的傳承，因此組織的元氣大傷。與殖

民體制的貼身搏鬥，不僅是在這些婦女的創作中，更發生在這群婦女與國家體制

的互動中。 

在被迫走入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女人紀錄布工坊被迫生產手機袋之類的小

型物件，產品形式根本無助於藝術創作。最清楚呈現創作與市場之間矛盾的事

莫過於蠟染如何定價。每次當我們詢問她們是如何定出產品價格時，她們最常出

現的反應竟然是彼此互看，然後摸摸頭笑成一團。 

紹文：那這塊賣多少錢？ 

Saivig：我們是看布料的尺寸……我們不是有看成本？那個運費什麼費？

（轉頭看 Ljeljeng）（笑）扣來扣去的…… 

Ljeljeng：你看到現在我們還是不能馬上訂價錢……（笑） 

紹文：難怪一萬塊可以買那麼多……（大笑） 

其實，這群婦女創作的動力在於文化傳承與部落營造，背後的故事才是其

最珍貴的價值。但是當蠟染被視為一種商品，而且是以生產線式的量產方式，

以達到市場經濟規模達到成本效益的經營方式。一方面對原住民婦女而言，過

於陌生；另一方面，將成本觀念納入她們的創作過程，本身就是對她們創作的

戕害。 

從這個角度來看，原住民婦女對外發聲的門外處境，其障礙不在於因為使用

了漢人的創作形式（如蠟染）而被漢人文化所殖民，反而是以市場經濟為意識型

態的國家政策否定了婦女的創作，將她們扭曲為市場的商品，以致於其創作初衷

無法被外界所聽見。底層原住民婦女用貼近自己的蠟染說出了自己與部落的故

事，但部落的族人與漢人社會是否準備好完整地聆聽？對這群沒有經濟條件的婦

女而言，逆寫帝國不僅要發生在文化創作的場域，更要發生在政治經濟的場域

中，發聲才有可能。 

五、討論與建議 

 處於社會底層的原住民在地婦女，背負著族群、階級與性別的多重被壓迫處

境，她們的聲音顯少被聽見，她們的故事也少有人願意完整地聆聽，甚至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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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她們是有聲音的。依照 Touraine 對社會運動的主體化分析，個人要成為行動

者，進入集體行動團體的歷程，是經過個人主體、到社群主體，在轉化到歷史主

體的過程。這群排灣族婦女的集結過程與創作歷程都分別呈現出「主體化」的過

程，並且呈現相互辯證的關係。初期這群婦女是藉由先成立「社群主體」，脫離

民意代表所控制的組織自行獨立，並透過團體的集結，以團體名義對外爭取經

費，開發出蠟染做為婦女就業的機會；而個別婦女投入蠟染是因為經濟需求，透

過創作換取收入，讓「個人主體」變得更有自信與獨立。在社群中，這群婦女相

互認知道彼此的差異（有丈夫與否、經濟壓力），而願意相互支持，讓她們成為

一個具有團體向心力的組織。個人主體是依附在社群主體中。 

創作初期，這群婦女是沒有「文化主體」，創作內容以模仿與複製古老的傳

統圖騰為主，反應的是外人（觀光客）的眼光。直到耆老的口述歷史讓她們進入

要延續部落故事的創作位置，這個位置主要是對內的發言，敘事是要召喚同部落

的族人重新認同部落，並回復傳統部落的分享精神。這時文化主體是從傳統文化

反省日常生活中部落的公共事務，這群婦女開始提出對部落的想像與期待，甚至

對主流文化或依附在主流文化的原住民提出批判與控訴，此時這群原住民婦女開

始轉化成為歷史主體，以原住民婦女的身份與原住民部落、外界漢人社會以及國

家進行對話，成為參與整體社會對原住民定義的一份子。 

 這個過程，我們看到性別造成的影響。首先，原住民婦女說故事的形式，蠟

染，迴異於以往原住民知識菁英慣常採用的文學形式。這反映了文字不是原住民

婦女所擅長的表現形式，畫圖對原住民婦女而言，是更自由與自在的創作空間。

但是，在政治經濟的場域中，這種貼近婦女生活世界的表達形式，因為不具文化

資本的優勢地位，往往被貶抑為市場經濟中的商品，因此其創意、過程中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過程都被國家政策粗暴地對待與扭曲，甚至更威脅這群婦女所建立的

社群主體。文化主體的展現，對這群處於低社經地位的原住民婦女而言，必須同

時配合歷史主體的生成，她們的聲音才能完整地被聽見。在爭取被聽見的過程，

這群婦女藉由創作也同時完成了對自我的認同以及對部落的想像，讓這些蠟染成

為自己部落的族人與外來的漢人進入這群原本無聲的原住民在地婦女生活世界

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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