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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猶記得走入我生命中的第一本原住民文學，是亞榮隆‧撒可努（排灣族）的《山豬 飛

鼠 撒可努》，在眾多文學作品中，它彷彿一個異端：詞彙不標準、文法不合格，卻能擢住

我的目光，在他帶有濃濃「原味」文字的引領下進入原住民的山林部落。「大公猪累了，

父親亮起番刀，刀尖刺入他的心臟，大公猪用剩餘的力量做最後的反抗，父親雙手撫摸著

大公猪，口中唸著：『謝謝你賜給我的家族，你身上的肉和那壯碩的後腿。我們會為你唱

歌，希望下次你能跑的更快、更遠，增長你的智慧，躲過我的陷阱，去教導你的子孫和小

孩。』」1這些文句所展現的生命情調，是整本書中讓我最為感動的部分。面對一場見血的

狩獵，我們卻聞不到血腥的味道，只有感激和尊重，它充分表現出原住民尊重生命、尊重

自然的「獵人哲學」。自封為「萬物之靈」的人類，卻由於無限膨脹的傲慢與偏見，自以

為能凌駕在萬物自然之上，以今見之，亦不過為愚行罷了。撒可努的作品，正透露出一條

反璞歸真的道路，讓迷惘於後現代／後工業社會的人們，看見人與自然最真誠的交流。或

許是因緣際會，或許是「月暈效應」，我與原住民的接觸竟爾開始頻繁起來：阿美族學生、

蘭嶼紅頭部落、卑南族歌手、阿美族船長、阿美族鯨豚解說員、把歌浪豐年歌舞……。他

們給我的印象，粗略而言，是樂觀的、純樸的、與世無爭的，之後，我便開始嚮往原住民

的山海世界，彷彿那就是塵世上最後一片樂土。 

千百顆海貝珠織成的珠衣2 

走進文化中心展覽室 

終於燃起參觀者的眼眸 

珠衣下方那枚精緻的標售卡片 

娟細柔弱的書寫著：台幣一百萬元。（《伊》，126-128） 

                                                 
1 亞榮隆‧撒可努（排灣族），〈山豬學校〉，《山豬 飛鼠 撒可努》，頁 34-35。 
2 作者按：「珠衣，泰雅族結婚儀禮中男方向女方下聘之物。」見《伊能再踏查》，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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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山豬 飛鼠 撒可努》是我對原住民認同的開始，那麼接觸瓦歷斯‧諾幹的作

品，便是我「幻滅」的開始：幻滅的是，再也沒有獵人了；幻滅的是，保留地早已無法保

留；幻滅的是，原住民不再唱自己的歌；幻滅的是，親愛大自然已然變成出賣大自然。樂

觀的、好客的、與世無爭的面貌如今蒙上一層抹不掉的憂鬱，彷彿生而為原住民，是一種

先天的「原罪」，如同法農所言：「黑人並沒有墮入真正的地獄的福份」因為「黑人並不是

人」3，既然「不是人」就根本連被討論的資格都沒有。 

選擇以瓦歷斯‧諾幹的作品為碩士論文研究的主題，並不只因為他是目前原住民文學

的一枝健筆，且屢屢獲獎頻頻被討論，而是因為他讓我「幻滅」；原住民的＂Never Land＂

早已不復存在，即使偶有遺珠，也正面臨崩解的命運。他獵人式的溫柔，像深山鼓點，以

沈穩而警醒的節奏，一聲聲撞擊大漢沙文主義的核心；他番刀般的雄健，則是發自山谷的

吶喊，嘶吼著深層壓抑的不平。以所引之詩為例，泰雅族婚禮下聘用的珠衣，被放進展覽

室展覽，下方還有標示售價的卡片，這兩個意象隱隱之間已經透露出泰雅傳統的喪失：因

為一個尚被遵循的文化傳統是不需要放進展覽室「憑弔」的；而標示價碼的字跡「娟細柔

弱」，彷彿為部落文化的流失發出最後一聲嘆息。作者把古今時間跳躍式地壓縮在展覽室

的櫥窗前，彷彿他就是當年珠衣的擁有者，錯愕地看著天價的展售品。 

閱讀瓦歷斯的散文，常常會湧起悲憤莫名的情緒，為的是透過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原住

民悲情；閱讀他的詩，甚至會有落淚的衝動，為的是那字裡行間難以盡訴的蒼茫心情。作

為原住民運動的菁英份子，他的吶喊和控訴鮮明精闢而一針見血，作為原住民文學的健

將，他在族群命運的陽剛悲壯與詩人情懷的細膩幽微間折衝，醞釀出一篇篇用生命詠唱的

原住民謳歌，開啟漢人長期以來視而不見的文學境域。讀他的詩文，不禁令人焦慮與自慚

形穢，他批判的矛頭，在在指向漢人的鼻尖，原本自詡為仁義之邦的炎黃子孫，仁義的背

後竟然只是一連串的偏見與各種形式的宰制，這樣的指控對大多數在台灣的漢人而言也許

會覺得無辜，然而從另外一個角度去思索，會發現這將是每一個漢人無論如何都無法規避

的責任。記得曾經看過一本繪本：《不是我的錯》4，這本書的前半部都在重複同樣的敘述：

一名體型弱小的孩子被人欺負了，蒙著臉哭泣，誰欺負他呢？繪本裡的孩子被一一點名站

出來表白：有的說沒看見誰打人、有的說因為害怕不敢幫忙、有的說只是輕輕打一下而已、

有的說是別人先打的、有的說「他很古怪」所以活該挨打…‥，各種理由都指向同一個結

                                                 
3 Frantz Fanon 原著、陳瑞華譯，《黑皮膚，白面具》，台北：心靈工坊，2005.04，頁 64。 
4 雷‧克里斯強森/文，迪克‧史丹柏格/圖，周逸芬譯，《不是我的錯》，和英出版，2000 年 0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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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所有的小孩都認為「這不是我的錯」、「這不關我的事」；而後，作者只問了一句：「真

的和我沒有關係嗎？」繪風便急轉直下，文字不再出現，連續數頁黑色的襯底，依序陳列

出處死戰犯、大車碾人、原子彈爆炸、飢餓孩童等紀錄戰爭的歷史照片，極具震撼力且發

人深省：我們往往以為，這世界的不公不義只是由少數人或團體引起，不干我們的事，然

而作者以無言的照片傳達了比文字更多的意涵；自從四百年前「外來民族」來到台灣之後，

原住民便一步步被推擠到邊緣，在長期的歷史中被消音甚至污名化，大多數身為漢人的我

們的確沒有直接迫害他們，然而我們心中是否也存在著如同繪本中小朋友的各種理由：懦

弱怕事、沒什麼大不了、撇清責任、推卸責任甚至自以為是…‥難道我們能說自己不是體

制下的共犯嗎？ 

那麼，處此尷尬情境的漢人究竟該怎麼辦呢？范銘如曾言，要消滅女性主義很簡單，

只要父權體制消失，女性主義就自動解體了；德希達也提醒我們，要成功拆解一個東西，

必須從它的「內部」開始。由上我們得到啟發，漢人必須自覺地反省自我，「紆尊降貴」、

放下偏見，聽聽原住民真實的聲音，才能避免在高喊後殖民的社會中，成為另一種形式的

殖民者。故我認為，「傾聽原音」將是建構台灣後殖民論述不可或缺的重要環節，更期望

更多這樣的努力能使臺灣真正走出殖民陰影，「使臺灣文學能探照到更幽微、更狹小的角

落，展現更細膩和寬廣的關懷面向，讓無聲、失聲的眾主，拾回詠唱的喉嚨。」5 

選擇以瓦歷斯‧諾幹為研究主題，便是在這樣的自我期許下觸發的。瓦歷斯的作品不

斷地提醒著我們，避免無意識的殖民輪迴要比去殖民與主體建構來得重要。如果沒有原住

民作家的發聲，我們恐怕難以察覺到漢人社會自身的盲點而使去殖民淪為口號。在這樣的

認知前提下，本文選擇以瓦歷斯‧諾幹的作品為研究文本，探討向來沒有自己文字的原住

民為何／如何使用漢文發聲？他的書寫呈現出怎樣的原住民面目？又帶有怎樣的原／漢

特色？並將釐清在後殖民與主體建構的聲浪中，瓦歷斯如何重建部落記憶、找回族人歷史

與族群認同？又在建構的過程中作者是否也會落入後殖民的圈套中而不自知？再者，在將

近二十年的創作生涯中，瓦歷斯的寫作風格／技巧／方向可有什麼微妙的轉變？最後，本

文希望能為瓦歷斯在文學上定位出應有的價值。以上問題的答案便是本篇論文所欲釐清、

解答的，相信透過向原住民文學取經，將有助於臺灣文學研究視野的拓展與漢人價值體系

的再檢討。 

                                                 
5 浦忠成，〈原住民文學的類型與趨向〉，《應用語文學報》創刊號，1999.6，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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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以「祖靈的凝視」為題，乃因筆者認為瓦歷斯的文學創作是以泰雅祖靈信仰的

精神自我惕勵。泰雅族人相信，天地萬物皆有靈，包括神、鬼、祖先、動植物、自然現象

等，都有超自然的力量存在，此即「泛靈信仰」。「靈」的概念泰雅語統稱為 utux 或 rutux，

通常翻譯為「祖靈」，事實上 utux 所指涉的範圍極廣，utux 無所不在：「頭上之天，身邊

的四周都有我們肉眼看不到的鬼神，祂們一直在我們身邊環繞著我們，保護我們而且注意

我們的舉動，如果昧著良心做錯了事，祂雖然不馬上懲罰，但總有一天會遭到報應的。」

6utux 雖是無形的存在，卻無時無刻不在支配著泰雅族的日常生活，例如族人「稱人之出生

為『tminun utux』（『utux』織），稱人死亡為『masoq tminun utux』（『utux』織完

了），稱人之好運為『blaq cinunan utux』（『utux』織得好的結果），稱惡運為『yaqih 

cinunan utux』（『utux』織壞了的結果），稱狩獵獵獲物很多為『miq utux』（『utux』

給予），而全無獵獲物或遇災害，則稱『ms＇angu utux』（『utux』生氣）等等」7當 utux

開始織布的時候，人的生命就開始了；utux 繼續織布，人的生命也繼續下去，直到 utux 停

止為止。瞭解 utux 何以生氣？又何以高興？才能趨吉避凶，平安順遂。因此族人必須嚴格

遵守各項祖先傳下來的禁忌：gaga，以免觸犯 utux 而招來不幸。utux 信仰可說是整個泰雅

族的精神所在，「泰雅族人的一生，所有的生命禮俗，從出生、命名、學習狩獵與織布、

紋面、結婚、生育子女、一直到死亡，都在 gaga 的規範之中。」8因此瓦歷斯的文本中經

常出現「離開耕種的果園，祖靈是會咒罵的！」（《番人》，129）、「如果我的孩子犯

錯的話（指匪諜），泰雅的祖靈不會讓他活下來的。」（《番人》，208）、「Rutux 像早

晨的空氣／用一萬隻鷹隼的眼睛／銳利而準確地探知部落生活」（《伊》，110）等文句，

祖靈無所不在的凝視，讓每個泰雅人時時刻刻皆如大壩尖山般挺立，也構成了瓦歷斯文學

創作時自我期許的基調。 

「幻滅是成長的開始」，瞭解與思索原住民文化與命運的過程，的確令我獲益不少，

相信整篇論文的書寫過程，將不只是學位的完成，更有自我生命洗禮的儀式意涵，這也是

我預期寫作本篇論文最大的收穫。 

                                                 
6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和平鄉泰雅族故事‧歌謠集》，臺中縣立文化中心，1995.7，頁 99-101。 
7 達西烏拉彎‧畢馬（漢名田哲益，布農族），《泰雅族神話與傳說》，台中市：晨星，2003，頁 195-196。 
8 瓦歷斯‧諾幹、余光弘，《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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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批評從閱讀出發 

本篇論文主要以瓦歷斯‧諾幹之文學作品為研究核心，其他非文學性作品為輔9，透

過再閱讀（re-reading）、細讀（close-reading）的方式，尋找與挖掘文本意義。文學批評原

本就是建立在「閱讀」的基礎上，批評的價值就在於不斷開發新的意義，唯有透過再閱讀，

才能產生再批評，再批評才能有再創造的新意。此外，由於原住民文學（尤其是瓦歷斯‧

諾幹的作品）自文壇崛起以來，無論溫和或激進，皆多方面地著墨於原住民歷史污名與邊

緣處境的觀照，使得我們很難將文本完全獨立於作者／社會／文化脈絡之外，就文學論文

學在原住民文學研究的領域中將使得意義的開發過於侷限，容易落入被遮蔽與偏見的陷

阱，故而筆者認為研究原住民文學應採取「脈絡式閱讀」（contextualized），將文本文化

意義的考慮放進去，在族群／社會／歷史等結構形塑下討論，故而我們也必須關心四百年

來原住民的歷史圖像、族群淵源、神話傳說與依然存在的「他者」（the other）地位。 

二、後殖民理論的視野 

在確立以文本為主軸的研究基調後，本文在研究上也藉助其他理論系統，雖然每個理

論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度的不足，但卻為我們提供了理解問題與分析文本的多向度視野。

本篇論文主要藉助發展已有半個多世紀歷史的「後殖民」（postcolonial）理論，它的著眼

點主要在殖民體制對殖民地的傷害或正面影響。「後殖民論述」的第一個聲音來自法農

                                                 
9 文學作品主要是指瓦歷斯‧諾幹的四本詩集：《泰雅孩子‧台灣心》、《想念族人》、《山是一座學校》、《伊

能再踏查》以及六本散文集：《永遠的部落》、《番刀出鞘》、《荒野的呼喚》、《戴墨鏡的飛鼠》、《番人之眼》、

《迷霧之旅》，還有尚未集結出版的文學單篇與網路文章；其餘非文學性書目指的是如《泰雅影像紀錄展專

輯》、《獵人文化》、《泰雅族史》等。詳細書目請參閱參考書目「壹、瓦歷斯‧諾幹著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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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tz Fanon ,1925-1961），他的經典著作：《黑皮膚白面具》（1952）著重在探討「被殖

民者的心裡結構」，亦即「被殖民者如何在文化層面遭到心靈的創傷，以及如何受到殖民

語言的囚禁，而終於對殖民者產生絕對的依賴。」10雖然他所揭示的是法屬印度尼西亞的

馬提尼克島的黑人與法國白人的關係，但在某種程度上也適用於長期處於被殖民狀態的台

灣原住民。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 -1984）的「新歷史」主義則提醒我們：重點不是

說了什麼，而是誰在說。他巧妙地混用了考古學和系譜學，對哲學和歷史進行高度原創的

融合，透視權力現象以及權力／知識間的關係：知識／符號／歷史／慾望／記憶等，乃是

由握有權力的人所創造的，權力中心將之合法化並加以散播，每一個環節（juncture）都

有權力中心的代理機構（power agency）、代理人（agent），透過這樣層層把關／散播，使

握有權力的人所創造的知識／符號普及化且牢不可破，如此形成的論述（discourse）已內

化成我們思維中不可分割的一部份，使我們「自然而然」地接受尊卑／位階／等級的區分

而完全不覺得受到壓抑，故傅柯要我們把被壓抑／擦拭／貶抑／遺忘──亦即被邊緣化

（marginalized）的再重新檢視一次，向下挖掘知識背後的權力流動，這樣的主體重建方式，

也是原住民文學去殖民努力的主要方向之一。 

後殖民大師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於 1978 年出版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或譯為「東方學」、「東方論」），立即在文學／文化／歷史／人類學／藝術

／科學史研究領域引起典範變化：所謂的「東方」是西方人給定義的，透過探險家、旅行

家、傳教士等的「旅行書寫」（travel writing）慢慢形成「論述」（discourse），其中包含了

價值判斷，也形成對人事物的「定見」，以致於從未看過／到過東方的西方人，早已在腦

中形塑出東方人的概念，這是一種「想像的東方」，與「事實的東方」並不相同，但人的

偏見往往取代事實，想像往往成為真實。尤有甚者，是東方人也被西方人自以為科學、理

性的論述系統洗腦，慢慢地培養出一種「西洋主義」（Occidentalism），形塑東方人對西方

的想像，矮化東方，神化西方，這些都是把「偏見」變成科學，使之制度化，成為看不見

的文化支配，當東方人真的覺得自卑，認為西方比較優秀時，殖民主義就成功了。薩依德

提醒我們，知識存在著許多「偏見」，因為許多知識是帶有偏見者所建立的，故而接收這

些知識的同時，我們也在接收偏見。《東方主義》的續篇，《文化與帝國主義》則企圖檢視

帝國主義的運作如何超越經濟法則和政治決策而發生，經由文化型態的權威以及教育、文

學與音樂藝術不斷強化。簡言之，不論是文化或帝國都不是靜止的，在它們之間的歷史經

                                                 
10 兩段引言皆出自陳芳明，〈膚色可以漂白嗎？〉，見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序二》，台北市：心靈工

坊，2005.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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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關連是動態而且複雜的，雖然大多數殖民地已贏得獨立，但許多潛藏在殖民主義征服之

下的帝國主義心態仍然持續，「有色眼鏡」（宰制與被殖民偏見）從未在文化交流中消逝，

西方和非西方就像音樂學中不同調性般，因為彼此存在而彰顯意義，也由於不相交而無法

充分瞭解。薩依德的論點有助於用來理解台灣原住民被污名化的歷程，以及檢驗被殖民經

驗的歷史。後殖民論述已經自成一龐雜的體系，且目前仍在持續發展中，以上僅將本篇論

文主要運用到的論述加以說明。 

三、走進部落，體驗泰雅 

相較於一般的文學批評，研究原住民文學在文本與理論之外，還應走訪部落，實際

感受部落文化的洗禮，這是由於所欲研究的是另一個族群的文學，對我而言，那幾乎是另

一個世界，拉近落差、增進族群瞭解是當務之急，故做原住民研究不應該只是在文獻分析

上閉門造車，還應該走出書房，以眼耳鼻舌身心靈去感受，才能避免不自覺地大漢沙文主

義牢籠。如何增進對其他族群的認知與理解？我們可以從「文化人類學」的研究方法中獲

得啟示。文化人類學把人類所展現出來的社會制度、行為模式、行動理念等視為「文化」，

由文化、語言、有文化以來的考古等角度入手，透過研究／比較不同人類社會的文化特質、

社會組織與社會制度等，發現社會運作的規律，並找出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的方法。人類學

對文學研究者而言是另一個專門的學術領域，然而文學批評卻可借鑑人類學的研究成果與

觀念方法，探尋不同種族之間的差異。故筆者將親自到瓦歷斯‧諾幹所在的埋伏坪部落拜

訪，除了訪問作家本人外，也希望能體驗部落生活、感受祖靈信仰。而文化人類學從語言

著手試圖解決根本差異問題而得出的心得──語言系統的內在邏輯也包含人類社會文化

的法則──提供我們另一個反省思考的方向：一套語言系統不僅只是表意工具而已，它的

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套文化價值體系。透過文化人類學的基礎方法提醒，本文的研究將走進

部落、體驗泰雅，這是目前原住民文學研究中最為缺乏的，透過這樣的文化洗禮，筆者冀

求在解析文本時，能避免因文化差異而產生的扞格或誤解。 

 

四、引用文本之註解體例說明 

關於本文主要引用之瓦歷斯‧諾幹文本，為避免註解干擾本文成為行文累贅，凡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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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斯已出版之文學著作，皆直接於引文之後附註書名及頁數，書名取首字，與頁數用逗號

區隔，如引自《想念族人》頁 151，則僅標注「《想》，151」；唯《番刀出鞘》及《番人之

眼》必須加以區別，故取書名前兩字，如《番人》。再者，瓦歷斯發表於期刊報紙、未集

結的散篇著作，統一在頁末加註；而收錄於瓦歷斯‧諾幹著作中的他人代序或他人評論、

訪問稿等，非出於瓦歷斯之手者，為加以區別，亦於頁末加註以明之。 

許多漢人學者在碰觸原住民議題時，都顯得格外小心翼翼，一來怕自己言語思維之

間無意流露出漢人沙文主義的意識，而被與霸權體制劃上等號；二來怕對原住民的認同只

是一種廉價的同情，或是自以為是的親切，於是極力撇清自己的立場便成了研究者常見的

開場白。關於這一層「天生」的隔閡，邱貴芬在「山海的文學世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

國際研討會」11中曾以女性主義為例，說明女性主義者往往以「男人不懂女人」來駁斥男

性對女性主義的批評，使得男性評論者對女性議題望而卻步，也使得女性主義只能是「女

性的」主義，無法開啟兩性對話的視窗，她期望原住民研究可以避免這樣的侷限，建立起

原／漢真正相遇、交流的管道與窗口。我是一個漢人，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我自小

所接受的教育體系、歷史傳統、價值觀念等，都是漢人的那一套，在思索與面對原住民的

議題時，我不敢說我完全擺脫了上述兩類尷尬，因為價值觀的養成不是一朝一夕的事，它

甚至滲透進潛意識中難以察覺，在此我只能謙卑地說，思索原住民的確有助於我對既定價

值體系的反省與再建構，這是我接觸原住民文學最大的收穫。藉由此次論文寫作的機緣，

透過文本閱讀的基礎與文學批評理論的輔助，加上實際部落的參訪，希望此篇論文在探討

原住民作家瓦歷斯‧諾幹如何去殖民與重建主體性時，不致淪為空中造景。 

 

                                                 
11 花蓮：200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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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關於原住民文學領域，其實必須從族群研究談起。原住民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雖

然已達萬年之久，然而一直要到日據時期，才藉由人類學家之手對各族群進行踏查與記

錄。初期人類學的研究範疇包括部落、家族、宗教、傳統、語言、社會組織等，為我們提

供了對原住民社會的基本認知；這樣單向記載與詮釋的研究方向也一直延續到戰後的人類

學領域。然受限於當時的研究視野，傳統人類學較未觸及到原住民主體性的問題，隨著世

界思潮與台灣社會逐漸解放的開展，臺灣學術界的原住民研究開始走出傳統的研究基調，

並將之置放在外在的政治、經濟、社會之間作辯證分析。這樣的突破始於謝世忠在 1987

年出版的《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12一書，他提出原住民運動生成的「外

在因素」與「內在因素」，開啟了以文化／社會人類學的角度探討原住民族的視野。接著，

許木柱亦於 1988 年發表〈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動：心理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13，

本文作者與謝世忠皆認為「原住民族群認同運動」是由原住民知識菁英所推動的，並探討

政治決定論的因素。此後，從文化、政治、經濟的角度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群的社會地位與

處境便成了主要觀照視野，鮮少有人在論及原住民議題時，不碰觸到殖民霸權宰制的問

題。張茂桂在《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14一書中更點出原住民族群認同機制的根本問題，

作為原住民運動企圖轉化政治威權體制的提醒。 

以上這些文化人類學的研究成果雖非以文學為主要探討範圍，卻提供了研究原住民

文學時很重要的思索方向：從傳統人類學到文化人類學，他們首次注意到了原住民的主體

性，原住民的主體也才因而逐漸被探討、被言說、被擴充，因而逐漸龐大而充實。對原住

民而言，由人類學領域到文學領域是一體的過程，文學是原住民主體言說的一部份，故我

們可以發現近年來的人類學研究多多少少也包含了文學的成分，如魏貽君《另一個世界的

                                                 
12謝世忠，《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北市：自立晚報社，1987.7，頁 66-76。 
13 收錄於徐正光、宋文里主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北：巨流出版社，1989.10。 
14 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北：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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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臨──原住民運動的理論實踐》15，文中大量援引後殖民論述探討原住民運動如何去邊

緣化以及其所遭遇的困境，作者在研究的素材中加入了原住民文學的文本作為輔助，認為

原運的興起與原住民文學的萌芽兩者息息相關，文學成了原運實踐的一種方式。魏貽君的

論點從原運的角度闡釋了原住民文學的興起，然他認為原住民文學只是原運的實踐又似乎

讓文學本身的價值只能附屬於原運之中，如今隨著原住民運動的逐漸轉型，與原住民文學

的不斷開展，這樣的論點便有與時推移、再辯證釐清的必要。 

近年來原住民文學的興起可溯源至八０年代吳錦發所提出的「山地文學」，並由晨星

出版社出版其所編輯的臺灣山地「小說選」與「散文選」：《悲情的山林》（1987）、《願嫁

山地郎》（1989）。而原住民文學的相關論述，也是由吳錦發〈論臺灣原住民現代文學〉16所

開啟的，他觀察到原住民作家興起的外緣因素，乃是由於八０年代初世界原住民文化復興

運動與臺灣民主運動的交相刺激，促使原住民知識菁英以書寫的形式抗議體制的壓迫而誕

生第一批臺灣原住民作家，瓦歷斯‧諾幹便是其中之一。在這群作家的筆耕之下，原住民

文學逐漸由單篇文章到集結出版，終於引起文學評論家的注意，而陸續提出關於原住民文

學之定位與發展的理論或方法。在原住民學者方面，孫大川與浦忠成對於原住民文學的定

義與內涵著墨頗多，而隨著孫大川所主編的《山海文化》雙月刊的發行17，除了帶起更多

原住民參與寫作與研究外，也提供了原住民文學評論的發表園地，其間山海雜誌社更與所

屬的「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相繼主辦、承辦或協辦了原住民相關學術研

討會與座談會，如「臺灣原住民政策與社會發展研討會」（1993）、「原住民文化會議」18（1994）

等，在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建構過程中，起了決定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接下來，臺灣文壇

便興起原住民文學研究的風潮，有不少「文論」屬性的文章陸續發表，聚焦在文學上的研

討會或座談會也陸續舉辦，如「臺灣原住民文學研討座談會」19（1998）、「原住民文學的

對話研討會」20（2001），最大的突破便是逐漸出現針對個別作家、作品的評論，其中最受

矚目的常常便是莫那能、田雅各、夏曼‧藍波安、利格拉樂‧阿與瓦歷斯‧諾幹，這樣

的現象代表原住民文學的研究已經開始從泛原住民的化約進入到作家／文本細緻差異的

分析，也代表原住民文學的質與量已逐漸累積到一定程度的豐富與精彩。2005 年，第一

                                                 
15 魏貽君《另一個世界的來臨──原住民運動的理論實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類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7。 
16吳錦發，〈論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民眾日報》副刊，1989.07.21。 
17 1993.11-2000.10，共刊行 26 期。 
18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原住民文化會議論文集》，台北市：文建會，1994.6。 
19 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文教基金會主辦，其會議實錄已於 1999 年集結編印成《21 世紀臺灣原住民文學》，

台北市：臺灣原住民文教基金會，1999.12。 
20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台北市立師範學院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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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關於原住民文學的國際研討會終於在花蓮舉辦，「山海的文學世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

國際研討會」21邀約了日本、蒙古、澳洲等原住民文學作家／學者參與討論，展現出原住

民文學邁向國際的企圖與眼光。有關原住民文學的評論除了散見於期刊與原住民相關學術

研討會外，孫大川主編的《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論卷（上）（下）》亦收錄

21 篇原住民文學單篇論文，並以「綜論」（上冊）、「作家評論」（下冊）區別論文性質，

便於研究者參閱。在學位論文方面，九０年代以後，原住民文學的相關論文也相繼出爐，

吳家君《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是第一個以原住民文學為研究題材的論文，之後又有董恕

明《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與陳秋萍《原住民文學中的自我認同

與主體重建》相繼探討原住民文學的主題，呂慧珍《九０年代台灣原住民小說研究》則將

焦點集中在原住民小說上。這些研究都陸續開啟了原住民文學／後殖民研究的空間，然受

限於早期作家與文本的數量，其取材的範圍頗為廣博，時至今日，在原住民文學已逐漸成

為台灣文學界的重要區塊，且作者、作品與日遽增的情況下，實在宜做更細緻的取材與探

究，而不只是以「泛原住民」的概念來含括所有原住民文學。 

伊象菁《原住民文學中邊緣論述的排除與建構──以瓦歷斯．諾幹與利格拉樂．阿

為例》與劉錦燕《後殖民的部落空間──析論瓦歷斯‧諾幹「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

主體建構》是首先以原住民個別作家為主要研究範圍者，她們恰巧都選擇以瓦歷斯．諾幹

為研究主題（之一），故以下將針對這兩篇論文加以說明。 

伊象菁《原住民文學中邊緣論述的排除與建構──以瓦歷斯．諾幹與利格拉樂．阿

為例》以邊緣論述為主要的架構，探討殖民政權如何透過「排除」與「收編」的手段，

建構出二元對立的價值體系。作者不以泛原住民的概念來含括原住民文學，反而提出更細

膩的族群／性別議題來釐清內部差異；她採取對位式閱讀的方式，處理瓦歷斯‧諾幹／利

格拉樂‧阿的文本，勾勒出兩者之間漢／原、男／女二元對立的價值觀，批判瓦歷斯‧

諾幹在原住民的大架構下化約了女性問題，認為在利格拉樂‧阿的書寫中，呈現出原住

民女性所面臨的族群／性別／階級三重壓迫，這樣的思考層面對依然陷於泛原住民概念中

的研究者而言是一種提醒，原住民的聲音被聽見之後，接下來應該要更細膩地呈現個別差

異；只是本篇論文對於「排除與收編」及「邊緣論述」著墨頗多，探討到瓦歷斯‧諾幹與

利格拉樂‧阿的文本相對份量較少，僅佔全篇三分之一，是較為可惜之處；而其對於瓦

                                                 
21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山海雜誌社、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聯合主辦，花

蓮，2005.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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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斯的諸多批判，火力強大，假設大膽，但缺乏文本的舉證，且字裡行間或多或少讓人感

覺偏袒阿，在研究的客觀性與個人好惡中是需要再去努力平衡的。劉錦燕《後殖民的部

落空間──析論瓦歷斯‧諾幹「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主體建構》則專門探討瓦歷斯‧

諾幹 2000 年以前出版的文學作品，認為瓦歷斯‧諾幹是原住民作家中產量最豐富、見解

最敏銳的一位，他透過書寫積極地重建族群文化歷史，「召喚失落的原魂」。文中並特闢一

章探討瓦歷斯‧諾幹對於「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主體建構」，認為其文學主要是透過「二

元對立」的模式來建構的，亦即原／漢、部落／國家、傳統／現代等，以此凸顯原住民被

壓迫的現況，然而這樣的策略也形成他的作品忽略內部差異的盲點，這是原住民文學需謹

慎處理的問題。作者並於最後提出對原住民文學的提醒：「在主流文化裡得到肯定後，如

何擺脫被複製而剝離主題的危機或用統一化約的泛意識模糊原住民族群的面貌，是作者必

須時時清醒檢視的向度。」22此篇論文作為專論瓦歷斯‧諾幹的濫觴，無論是就身份認同

的追尋、去殖民的主體建構或文學價值的析評，都有了一定的基礎，但我認為還有許多空

間可以填補與加強。原住民文學研究無論是綜論或個論，大抵脫離不了意識型態的分析，

這與原住民文學從邊緣出發有關，為了從原住民文學作品中釐清權力宰制、經濟支配的模

式與現狀，針對「文學」部分的討論相形之下就少多了，這似乎更讓原住民文學無法只是

「文學」。然而文學本身即應作為目的而非手段，本文除了希望從文本中探討原住民是如

何以第一人稱的位置發聲來表述自我、建構主體性外，更要就其文學技巧、特色、風格等

探究文學的本身，因為以文學作為手段將只是權宜之計，最終，還是要讓文學的歸於文學，

才能讓原住民文學開展出豐富的面貌與永恆的生命力。伊象菁與劉錦燕為原住民文學研究

開啟了個別專論的議題，使我們看到原住民文學研究更細緻的分工，在她們的研究基礎

上，筆者認為還可以加強兩個面向：除了前述對文學本身的探討外，還應有對原住民文化

的體驗與瞭解，亦即試著進入泰雅人的生命中，學著以泰雅人的思維思考，如此一來，對

於泰雅文學家瓦歷斯‧諾幹的作品相信會有另一番理解，這也是我決心要走訪部落、與作

家面對面的原因。其他則有一些細部問題筆者認為還可以進一步說明或探究，例如瓦歷

斯‧諾幹自行發行的原住民運動刊物《獵人文化》、以及逐漸在原住民書寫中浮出檯面的

語言策略問題、原住民文學負載濃厚歷史／族群使命的利弊得失等，這些議題都值得我們

再進一步深究。 

回顧已發表的原住民文學評論，研究的面向已經含括族群、認同、性別、語言、歷

                                                 
22 劉錦燕，《後殖民的部落空間──析論瓦歷斯‧諾幹「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主體建構》，台中：彰化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士論文，2002，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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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去殖民等議題，透過反覆辯證與理論援用，交織出後殖民味道濃厚的討論空間。由於

許多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形成原住民文學批評「百家爭鳴」的繁花盛景，提供我們多方

面的思考角度。在這些逐漸發達茂盛的評論中，筆者覺得仍有兩點可以再加強申論：第一，

關於原住民文學「文學」方面的討論不足，大多數評論文章仍然偏好從身份認同、去殖民

與主體重建的方向切入，這雖然與原住民文學最原始的書寫內容、目的有關，然如果文學

喪失美學的內涵而只能作為階段性的意義甚至工具，這樣的文學將無法長長久久。筆者深

信，原住民文學如同文學之所以為文學，乃自有其觸動人心的魅力，應該加以闡述挖掘，

使其文學價值顯豁。第二，個別作家／文本的析論不足，以瓦歷斯‧諾幹為例，他雖然是

眾所皆知的原住民文學作家，也是八０年代崛起的原住民菁英中的佼佼者，然針對他的單

篇專評23卻不多，大多是在討論原住民文學中的族群、認同、性別、語言、歷史、去殖民

等議題時，將之列為重要的參考指標與「案例」，成為主要論點的佐證，這樣的切割當然

可以再拼貼出一個瓦歷斯，然而總沒有以瓦歷斯為中心以鋪陳論述來得完整、一致，故而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可以增加對個別作家／文本的探求，讓泛原住民文學的討

論模式走向更細膩的個別論述。 

2000 年以後，瓦歷斯‧諾幹的出現頻率似乎減少了，六年來僅見《迷霧之旅》，然瓦

歷斯‧諾幹說：這並不代表我不再寫作24，事實上瓦歷斯‧諾幹正逐漸將重心轉移到「小

說」文類的創作，他自言這是為了一篇長篇小說做練習；此外他的小品文也嘗試以「部落

格」（blog）的形式與讀者見面25，累積在部落格中的文章也相當可觀，且目前還在持續增

加中；這些都提供了我們研究瓦歷斯‧諾幹的新面向，更逐步建構出他的文學生涯各個不

同階段的轉捩點。總之，筆者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去殖民反覆辨證之餘，再從文

學的角度出發，發掘與建構出較少被討論的瓦歷斯‧諾幹的「文學」價值，讓原住民文學

在作為工具之後，也能回歸文學自身，讓文本獲得獨立而自足的生命。 

                                                 
23 目前可見對瓦歷斯的專評僅有 13 篇： 汪其楣〈探索席慕蓉與瓦歷斯．諾幹「想念族人」詩作中的「邊緣
光影」〉、李敏勇〈小評部落牧師〉、〈森林，愛和自由的夢〉、吳晟〈超越哀歌〉、魏貽君〈地牛踩不斷的番
刀--試論瓦歷斯‧諾幹九二一地震前後的部落發聲策略轉折〉、〈找尋認同的戰鬥位置──以瓦歷斯‧諾幹的
故事為例〉、李有成〈原住民大撤退信史--讀瓦歷斯‧尤幹的《想念族人》〉、杜十三〈歌唱的石頭──讀瓦
歷斯‧尤幹「想念族人」〉、陳建忠〈書寫的力量──從瓦歷斯‧諾幹兩本近作談起〉、伊象菁〈原住民散文
研究──以瓦歷斯‧諾幹與利格拉樂‧阿的作品為例〉、向陽〈來自部落的呼喚：評瓦歷斯‧諾幹《伊能
再踏查》〉、馬嘉賢〈追億泰雅家族──論瓦歷斯‧諾幹〈我們的家族〉〉以及林于弘〈一個原住民老師的童
詩寫作──以瓦歷斯‧諾幹為研究對象〉，13 篇之中魏貽君的〈找尋認同的戰鬥位置──以瓦歷斯‧諾幹的
故事為例〉，雖然題目出現瓦歷斯，然主要在以法農的知識份子三階段精神狀態辯證發展來探討原住民菁英
認同與回歸的路程，論文內容中的瓦歷斯論述佔不到一半，而且僅作為例子。 
24 「山海的文學世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第七場，「原住民文學的桂冠：創作經驗分享與座

談」。花蓮：2005.9.2-4。 
25 瓦歷斯‧諾幹的部落格網站，參見參考書目：「壹、瓦歷斯‧諾幹著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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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章研究提要 

第一章為緒論，闡明本文之研究主題、範圍，說明研究動機、方法等，同時回顧歷

年來相關議題之研究成果，並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本文所欲突破的方向。 

第二章「主體現身：原住民復權運動與瓦歷斯‧諾幹」主要從歷史的脈絡來探討原

住民運動與原住民文學的興起。第一節「原住民歷史圖像」，從原住民被壓抑的數百年歷

史探討原住民被塑造出來的形象。「外族」進入臺灣之後，臺灣始有文字書寫的「歷史」，

然而這一連串歷史的書寫過程，卻也是原住民被污名化的過程，吳鳳神話的破滅是最好的

例證，平白無辜的鄒族擔負污名數十年，歷史、教科書也許能還他們一個公道，已然在漢

人心中形成的野蠻偏見如何去除卻無法評估。由於原住民向來沒有文字，歷史上的原住民

一直是處於被凝視／書寫的位置，無聲的族群成了被觀看、品評甚至研究、幻想的主體，

正由於歷史的原住民都是被書寫的，我們反而能從書寫的脈絡間尋繹出權力機制如何透過

意識型態行使排除／納編的伎倆。本節試圖從清領臺灣以降的文學作品、史書方志，與日

治時期人類學的調查報告中描繪出原住民的歷史圖像，並拆解權力運作的機制，考察原住

民被污名化、邊緣化的脈絡，使污名的十字架得以卸下。第二節探討八０年代原住民運動

與原住民文學的關係。1984 年 12 月 29 日，「臺灣原住民權利促進會」（簡稱「原權會」）

正式成立，使原住民運動開始進入組織化的階段。原住民知識菁英受到世界原住民文化復

興運動以及臺灣民主運動思潮的衝擊，開始認知到原住民在歷史、文化、社會上的邊緣位

置，並以街頭抗議、政治參與、文化評論、文學書寫等方式，投入尋求身份認同與文化復

振的行動，因而帶起第一批「原運世代」的原住民作家，故八０年代原住民文學的崛起與

原住民運動可謂息息相關。原住民運動是原住民在歷史上發出的第一聲呼喊，它雖然出自

原住民知識份子之口，卻喚醒了眾多沈寂的原住民，揭穿「世界大同」的假象，無論對原

住民文學書寫、文化傳承、自我認同等都有關鍵性的啟發，故本節主要目的即在於釐清原

住民為何運動？為誰運動？作為原住民運動自我表述方式之一的文學書寫，以怎樣的姿態

崛起？又帶有怎樣的「原運」特色？原運世代的原住民作家彼此之間又存在著怎樣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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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差異性？瓦歷斯‧諾幹的書寫與原運的關係如何？透過這樣的辨析，才能對原住民文

學的背景有一完整的認知，也才能對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做一持平的衡量。第三節「從『吳

俊傑』到『瓦歷斯‧諾幹』」則將從「吳俊傑」、「柳翱」、「瓦歷斯‧尤幹」、「瓦歷

斯‧諾幹」四個名字，探討瓦歷斯‧諾幹一連串身分認同的追尋，探究他如何從漢式教育

的思維中辨析自我、確立主體，這樣的認同過程也貼切地反應在他的文學作品上，並透過

主體言說的第一人稱書寫，逐漸建構被模糊的主體。 

第三章「番人之眼：瓦歷斯‧諾幹的邊緣觀點」主要詮釋瓦歷斯文本中的批判力道，

這是一般讀者接觸瓦歷斯的文本時第一個強烈的感受。第一節「內部殖民：尚未解嚴的殖

民體制」從「內部殖民」的角度來檢視台灣原住民在看似自由民主的台灣所面臨的處境，

對原住民族而言，何以「殖民」的夢魘從未稍離？形同戴著無形的腳鐐手銬與面具的原住

民，這些無形的枷鎖是怎麼形成的？以往的殖民者靠著船堅砲利佔領殖民地、搜刮殖民地

資源，然而內部殖民卻不需要有形的戰爭殺伐與攻城掠地，它靠的是權力體制的滲透與資

本主義的引誘，形成一張無形而四通八達的網絡，勇武能擋槍砲彈藥的原住民也難以抵禦

一波波沒有子彈的入侵。由於這樣的殖民模式往往隱藏在體制內並披著合法化的外衣，讓

人難以察覺，也因此更難避免。本節主要的目的即在考察呈現在文本中的內部殖民問題，

分析殖民與內部殖民的差異、內部殖民的手法，以及內部殖民對被殖民者所造成的影響

等。第二節「內部流亡：百步蛇之死」著眼在文本中書寫的部落解體。原住民部落走向解

體的命運，原因並不單純：在歷史的刻意消音與扭曲下，原住民不知道自己是誰；資本主

義與政府力量的入侵，又使得部落一步步繳械投降，認同的喪失與轉向，更使得部落留不

住族人、留不住文化沒有歷史、失去認同的原住民，開始過著沒有面孔的生活，解體成為

部落普遍的現在進行式。本節嘗試從「異化」與「同化」的角度探討瓦歷斯筆下部落解體

的過程，將歷史、社會、經濟、文化、認同與語言等面向交錯成的網絡，置放在後殖民的

脈絡下解構，探討原住民認同的搖擺與名存實亡的部落危機。第三節「外部流亡：在我們

的島嶼流浪」作為第二節的延伸，內部殖民間接或直接地導致部落解體與認同喪失，於是

族人們開始離開部落到各個城市、到遠洋漁船甚至到黑暗的角落用身體、青春換取生存的

空間。細考的原住民的流亡史其實並不是現在才有，原住民在臺灣島上流浪由來已久，這

就是李有成所謂的「原住民大撤退史」26，亦即瓦歷斯所言，祖先們的「退卻史」27。故

本節旨在探求文本中所呈現的原住民島內流亡面貌，尤其著重在歷史層面、社會現況與心

                                                 
26李有成，〈原住民大撤退信史──讀瓦歷斯‧尤幹的《想念族人》〉，《聯合文學》11:2，頁 114。 
27 原住民的「退卻史」在瓦歷斯‧諾幹的作品中是經常出現的主題，無論是詩或散文，與此相關的書寫幾

乎都是以入侵者的進逼／原住民的退卻為主軸，呈現自古至今原住民被迫流亡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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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狀態的流亡，透過這一層剖析，原住民的邊緣位置將更加明顯，看清這樣的處境，原住

民知識菁英如何從邊緣發聲，找回認同與歷史，便是接下來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第四章「從石頭突破而來的孩子：瓦歷斯‧諾幹與原住民主體建構」主要探討在部

落解體與認同危機的現況下，瓦歷斯‧諾幹如何透過書寫進行去殖民與主體重建？這樣的

書寫產生什麼力道？第一節「從部落出發：原住民文化運動的推展」主要即在探求瓦歷斯‧

諾幹在回歸部落之前對原住民文化運動的努力、何以選擇定居部落？以及回歸部落對他創

作的影響等。這樣的回歸歷程代表著瓦歷斯主體重建的第一步：向部落尋找安身立命的位

置。第二節「挖故事的人：召喚部落記憶」，從瓦歷斯挖掘部落故事來探究族群記憶對一

個民族存亡絕續的重要性。原住民各族逐漸被邊緣化，除了沒有文字外，母語的消失是很

關鍵的因素，以往部落經驗靠口述代代相傳，如今新生代已無法與裝滿族群記憶的老人溝

通，使得部落記憶出現嚴重斷層，也讓原住民否定自我，認為自己的族群缺乏文化，因此

瓦歷斯以部落傳統說故事的方式重建部落記憶，重新連結族人與土地、山林、歷史、族人

的臍帶，重新充實原住民文化的細節，找回血脈的根源與祖靈的彩虹橋。第三節「風的意

志：族群歷史的重構」探討瓦歷斯如何逆寫歷史。瓦歷斯對原住民模糊的歷史最常用的譬

喻便是「霧」，透露出原住民史尚待建構的問題，然而這團迷霧卻無法用遺忘、忽視來看

待，因為所有的原住民都還是得背負著歷史前進，唯有勇於追尋歷史、面對歷史，霧才有

散去的可能。歷史的再建構一向被視為確立後殖民主體的重要方式，因為欽定的「正史」

選擇性地記載必然含有灌輸文化思想與優劣尊卑的偏見，歷史必須重新書寫才能讓被壓抑

的聲音釋放。然而面對長期以來「無史」或「誤史」的狀態，要重建原住民自己的歷史並

不是一件容易的事，但是我們卻可以從文本中讀到到作者的企圖心。故本節將探討瓦歷

斯‧諾幹如何如何在迷霧中重建原住民歷史？又如何透過書寫逆寫主流歷史？這樣的書寫

又將帶給漢人或原住民怎樣的衝擊？瓦歷斯‧諾幹是否透過書寫，成功建立起與歷史、教

科書、人類學者的調查報告對話的管道？ 

第五章「生命力之美：瓦歷斯‧諾幹與原住民美學的追求」著力在文本所呈現的形

式技巧與美學藝術。文學作品無法只是作為控訴的工具而能廣為流傳，文學本身就有一種

獨特的魅力，如果缺乏美感藝術的經營，光是血脈賁張的吶喊恐怕很難引起讀者的興趣。

瓦歷斯‧諾幹的作品經常征服文學獎評審，獲得無數殊榮，甚至還一度被戲稱為「得獎專

家」，然而如此多的獎項除了替瓦歷斯‧諾幹迅速打響知名度、並招來褒貶相參的評語外，

更重要的是提醒我們，在意識型態之外，原住民文學應該要加強美學層次的理解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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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文學獲得獨立自足的生命。第一節「部落風吹：文學風格論」，以總體面向探討瓦歷斯‧

諾幹作品的風格呈現。瓦歷斯‧諾幹早期的作品結合了原運色彩，帶有濃厚的街頭抗爭成

分與族群控訴意味，以寫實主義的手法表現原住民的歷史包袱與生活現況；回到部落以

後，與族群的土壤結合，瓦歷斯‧諾幹開始挖掘部落深層的歷史記憶，批判的方式轉為內

斂幽默，書寫的策略從向外呼喊到朝內建構，文本呈現出來的風格無形中已在轉變。無疑

地，其作品藝術性的更上層樓才是使他確立文壇地位的原因。第二節「文字獵場：文類特

色論」則專就瓦歷斯‧諾幹目前已創作的文類：詩、散文與小說，做個別文類特色的探討，

以突顯出不同書寫模式之不同美學效果。其中「小說」的創作似乎鮮為讀者所知，本節也

會集中討論。第三節「獵人之心：去殖民思考的文學觀」則是從原住民文學不斷被反覆討

論的定義、內容、語言、位置等主題，探究瓦歷斯‧諾幹的原住民文學觀，在諸多討論中

其觀點為何？又其理論與主張是否與文本相結合？其主張在原住民文學的區塊裡呈現出

怎樣的意義？ 

第六章為研究結論，總結上述研究成果。瓦歷斯作為八０年代原住民文學去殖民訴

求的主要代表作家，其文本不僅呈現自身認同歷程的追尋，更將原住民身心靈面臨的危

機、以及長期被邊緣化的處境，用文學的筆法、美學的內涵呈現出來，進而向殖民體制逆

寫，找尋自己的定位與發言位置。更值得注意的是，其寫作題材已跨越族群的藩籬向世界

延伸，在原住民文學作家中，瓦歷斯無疑已以他耕耘不輟的創作量，為族群找到對抗主流

論述的角度，並奠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本論文文末整理了三篇附錄，附錄一「瓦歷斯‧諾幹大事年表」，是作家的大事紀，

包括求學歷程與得獎記錄，從中可看出作家生命的幾番轉折，是研究時的重要參考。附錄

二「瓦歷斯‧諾幹單篇作品年表」，以有標註發表時間的作品為主，做一年表式的排序，

可作為作者創作文類、題材、風格等轉變或蛻變的參考座標。附錄三「年度選集暨高中以

下教科書所收錄之原住民文學」，整理了年度詩選、散文選、小說選與中學教科書中之原

住民文學，以供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