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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 

生命故事與族群意識的再現

許如婷（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台灣原住民女性身處「族裔」與「性別」的多重邊緣身分，經常為社會忽

視與遺忘。原住民女性從事藝術創作，不論人數和活躍程度都遠在男性藝術家之

下，且因其創作向來與生活結合而幾乎總是被貶抑為「工藝」，甚至在台灣藝術

史中鮮少留下紀錄。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為主題切入，探討其藝術作品如

何再現女性的生命經驗／故事與族群認同。本文發現她們透過藝術作品圖像描繪

自己的生命故事和歷程，並視創作為自我療癒與敘寫的過程。她們擅長於創作中

以圖騰、符號與意象傳達自己對族群／部落的認同。在原住民的身分下，她們歷

經離開部落生活，不斷遷移、游離的過程，因而寄情於創作以尋根、找尋身分。

此外，在族群認同方面，她們以部落為創作場域，開闢工作室、工作坊，藉由集

體藝術行動凝聚部落意識，傳承原住民文化。

關鍵詞：女性藝術、視覺藝術、原住民、族群、認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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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

翻開台灣歷史，「原住民」一直被視為邊緣化與殖民化的「他

者」，因而長期扮演著「被教化」、「被觀察」與「被論述」的角色。

1��0年，隨著政治解嚴、多元文化融合與族群意識的抬頭，「原住

民」正名成功，擺脫了被宰制和壓迫的「山胞」、「番仔」與「山地

人」身分，邁向新的族群身分，於是開啟了一段「尋根之旅」，試圖

找尋、喚回過去被忽略與遺忘的族群文化，尤以藝術創作最為明顯。

藉由檢閱相關文獻，發現台灣原住民文化長期以口述神話為藝術與

文學的發展基礎，除了語言之外，文化意義也藉由視覺圖像來傳播

與溝通─如雕刻、服飾、身體裝飾與用品等圖案符號（林建成，

�00�）。這些要素的交互運作逐漸形成各族群部落的藝術樣貌（萬煜

瑤，�00�）。值得一提的是，以原住民文化為基礎所展現的族群藝

術，尤其是視覺藝術，往往體現／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強調實用性，

因此常被界定於「原始藝術」、「工藝」（technology）與「藝術」等

模糊概念中。但不論是工藝傳統或蘊含美學鑑賞的藝術，都構成了當

代原住民藝術的創作基礎（王嵩山，�001:	1�）。

命名意義的轉變，賦予原住民文化重生、發聲與傳承的機會；更

重要的是，相對於主流／漢人的文化霸權，原住民可以不再沉默，或

是以異國他者的角色隱晦又匿身地漂流（王甫昌，�00�:	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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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書：女人、生命歷程與族群意識的展現與差異」（MOST	10�-��10-H-���-00�）
的經費補助。最後，感謝本研究所有訪談者在研究過程中分享的生命經驗，謹以本

文獻給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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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藝術／視覺藝術」這個文類（genre）存在已久（王雅

各，1���:	�1），只是在偏重個人創作觀念與風格突破的主流藝術領

域中，原住民注重民俗與非純藝術的族群風格創作，始終被歸類為工

藝而未受重視（盧梅芬，�00�:	1�）。綜觀原住民藝術的內涵，多半

深植於傳統文化脈絡，展現族群集體意識、自然土地、儀式祭典，並

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主要創作形式包括編織、製陶、刺繡、雕刻與

竹刻。目前原住民藝術創作逐漸脫離部落工藝的形態，藉由多元題

材，轉向抒發個人生命歷程、性別、記憶、認同、自然生態與文化反

思等面向的創作風格。新生代原住民藝術更紛紛嘗試漂流木、裝置與

金屬鐵材等藝術項目與媒材，儼然形成一股「新藝術」風潮。於是，

來自傳統、現代與當代的不同藝術創作風格，豐富了原住民藝術內

涵。

若視「原住民藝術」為一個研究範疇，以上述原住民藝術風格

為出發點的觀察，便成為本研究探討主題的切入核心。 1 然而，身為

「女性」研究者，且長期研究台灣女性藝術創作議題，我期盼以「女

性／女人」的立場出發，探討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面貌。此議題

之研究動機源自過去記載顯示，台灣原住民女性在漢化過程中，由

1	 針對「原住民藝術／視覺藝術」，存在著各種立場的爭議。辯證的觀點包括：

原始原住民重建初期，常被強調沒有「藝術」，其創作乃以排灣族語「pul�ma」
（手工精細之人）被探討，因為多數人認為原住民慣常以靈活的雙手創造物質

文化，甚至連一般原住民創作者也不稱自己為「藝術家」，而自稱「工作者」。

然而，�0年代隨著原住民正名，以及藝文界開始關注原住民創作，原住民藝
術跳脫傳統形式而邁向當代藝術領域的情況被探討。本文所言之原住民藝術，

乃以謝東山主編（�00�）《台灣當代藝術：1��0-�000》界定的概念為主，即原
住民藝術是創作者本身有自覺地以少數族裔的身分進行創作，而且其創作內容

涉及族群傳統、文化。不可否認的是「原住民藝術」已成為當代重要議題，亦

使本研究以「原住民藝術」為切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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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族裔」與「性別」的多重邊緣身分，長期為社會結構所漠視。一

方面，漢人的婦女經驗排除了原住民女性的差異性考量與關注，因此

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思潮中的女性覺醒歷程，反映在原住民女性

不過就是一種「無聲女權」；另一方面，漢人／男人與原住民男性的

霸權宰制，更使原住民女性被貼上「貧窮」、「底層」與「壓迫」等

負面標籤（利格拉樂‧阿瑦，1���:	�0）。原住民各族群中，女性藝

術家的人數和活躍程度皆遠在男性藝術家之下，身處雙重邊緣、雙重

弱勢的社會位置（簡瑛瑛，�00�）。這些現象促使研究者深思，在族

裔、種族、性別與階級的特殊身分中，原住民女性與台灣社會其他族

群女性的命運迥異，其「番婆」、「山地婆」之形象背後，究竟有多

少血淚史與生命故事需要被關注、敘述與書寫，這也激發了研究者的

使命感。

原住民女性身為「女人」的獨特生命故事／經驗，反映在藝術創

作過程，具有哪些獨特意義？她們如何於創作中呈現自我生命經驗／

故事、原住民族群身分及認同？本文之研究問題為：原住民女性藝術

創作者在不同生命經歷及族群身分影響下，其作品具有何種意義？

二、文獻的探索：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

本研究探討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的作品意涵，希望詮釋她們

在「族裔」與「性別」的多重邊緣身分中，展現了何種創作風格。因

此，本篇討論乃以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發展作為分析的文獻基

礎。回顧原住民女性藝術相關文獻，目前呈現零星。研究者在檢閱台

灣女性藝術的文獻時，發現相關論述幾乎忽略了原住民方面的討論。

因此，本研究作為初探的文獻，期盼在現有基礎中，探討原住民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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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及其作品。

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發展，比台灣「女性藝術」整整晚了十

年。遲至 �0年代，在正名、還我土地、說母語與自治等原住民文化

振興運動，及藝文界開始正視原住民女性的經驗與自覺力量之氛圍

下，最早由文學運動開始、繼之原住民女性藝術受到關注，而有了發

聲機會。 2 隨後北美館、高美館、原住民藝術文化中心，以及各原住

民文化團體、原住民委員會相繼舉辦藝術展覽，皆對原住民女性藝術

創作的發展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觀察原住民女性創作者的處境，似乎含括了女性創作者普遍遭遇

的問題，甚至須面對更艱鉅的挑戰。原住民各族群中，女性創作者不

論人數或活躍程度都遠遜於男性藝術家（陳玲芳、瞿海良、鍾仁嫻、

黃小黛、翁立娃，�01�:	�0），且因其向來與生活結合的創作風格而

被貶抑為「工藝」。是以台灣藝術史所記載的原住民女性創作者寥寥

無幾，相關論述研究因此呈現零星。

當台灣女性藝術大張旗鼓捍衛女性立場時，女性藝術的意識揚升

僅止於主流／漢人女性的意識覺醒與集結；即使原住民女性創作者同

樣受到藝術結構的歧視，但她們在這波運動中是缺席、沉默的。直至

�0年代原住民文化復興運動，加上文化評論界開始正視原住民女性

�	 有關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本研究在檢視文獻時，發現以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

者為議題的研究，多半探討單一創作者或某區域原住民女性創作，而未以一整

體的概念界定原住民女性創作。因此，本研究探討此主題時，並不試圖界定某

一固定、統一的學術性研究範疇。台灣「女性藝術」（women’s	 art）首次被提
出，是與「女性主義」及「女性議題」一起公開探討；�0年代末期，正值婦
女解放運動的女性意識覺醒，呂秀蓮（1���）提出「新女性主義」口號及「先
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的訴求，為長期受父權意識型態主宰的台灣社會投下

震撼彈，並影響藝術、文化領域對女性的關注。自此，女性藝術工作者開始對

圖畫、影像中的父權意識型態進行全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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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與自覺力量，許多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才開始受到關注。

綜觀而論，原住民女性從事藝術創作，靈感來自在部落族群勞動

的過程。她們生活窮困，勤儉持家而嘗試自製用品，如竹籃、布匹、

服裝、飾品、刺繡、器具等，由於其創作媒材多來自天然資源、土地

生態、傳統圖騰、部落象徵與神話儀式，因此常被界定為「手工藝」

與「原始藝術」，其中也有少數從事藝術創作的女性是從家傳、繼承

而習得手工技藝。由於傳統父權文化的影響，原住民女性除需面對自

身族群的弱勢、邊緣身分，也與一般主流家庭一樣，被賦予母職、家

庭勞務的責任。她們多半不被鼓勵、期待從事藝術創作，即使手工技

藝頗具藝術水準，一般也不被視為藝術創作。

再者，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較常以自己部落族群的文化象

徵為題材，此與台灣其他女性藝術創作中較常出現女性身體、性器官

與性象徵圖像的風格不同。原住民女性較擅長運用織布、皮雕、樹木

裝置、編織、刺繡、琉璃珠、陶藝、雕刻與油畫等素材。同時，受到

部落純樸、自然與神靈文化的影響，原住民女性創作者熱衷於社區營

造、藝術村等集體參與的創作方式，強調對不同部落族群的關懷，更

試圖描繪與模塑不同的原住民文化特色（陳玲芳等，�01�）。因此，

她們的作品實為一種反映、再現與描繪原住民文化的藝術創作，值得

深入探究。

根據文獻記載，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於 �0年代積極發聲並參

與各式展覽，各部落族群中有諸多具代表性的創作者受到矚目，包

括：排灣族的芮絲若斯從傳統服飾得到靈感，創作了多種編織作品，

對排灣族的文化傳承具使命感；賽夏族的潘三妹基於童年幫忙父親編

製竹、藤農具的經驗，成為有名的藤編創作者，並屢屢參賽得獎；阿

美族的張梅娘採用蝸牛殼、苧麻、樹葉與樹皮等自然素材，透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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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另一位阿美族的荳荳（石瑛媛）喜以木

雕、多媒材為題材，成為少數原住民女性木雕創作者之一。此外，泰

雅族的瑁瑁瑪邵擅長皮雕，靈感來自日常生活經驗、祖先傳說、夢境

意象，其創作泉源便是透過創作來感應生命祖靈。魯凱族的峨冷‧魯

魯安（安聖惠）以漂流木為創作核心，關注自然生態、土地議題，並

在作品中蘊含許多對部落原鄉的記憶。

上述原住民女性由家傳、自學進入藝術領域；她們來自不同的成

長背景和族群部落，透過學院／非學院派、或專業／非專業管道接觸

了藝術創作。她們以各種形式實踐藝術創作，在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

領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她們最初憑個人力量

發展部落傳統手工藝，並成立工作室延續、傳遞原住民文化。�0年

代在政府的原住民文化政策推動下，她們開始以集結的方式積極參與

聯展、個展與藝／畫廊展覽，傳達自己的理念。類似展覽有 1���年

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的「台北原住民文化祭─台灣原住民現代藝術

特展」；�000年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辦的「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心靈

乍現」，展出三位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的作品。�00�年高雄市立美

術館舉辦第一屆「南島當代藝術展」，是蒐集、整理原住民當代藝術

最具代表性的展覽，原住民女性的作品亦在其中。其他相關展覽包括

「銘刻在記憶中的花香」當代藝術展、「強烈意念─原住民女性藝

術聯展」、「靈舞系列─孫瑞玉油畫個展」、「解離與重聚─東海

岸與南部原住民藝術展」、「海洋印記」，以及 �011年「呼吸與甦醒」

原住民藝術展等；這些定期或不定期舉辦的展覽，成了原住民女性大

展身手的平台，亦讓大家看到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特有的女性美學。

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逐漸嶄露頭角之際，除上述以「原住民」

為題的展覽相繼出現外，專屬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空間也如雨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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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般出現。�000年布農族成立「台灣原住民現代藝術中心」，為原住

民創作提供了難得的展出空間；都蘭的「女妖藝廊」也成為花東地區

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聚會與展出空間；「升火女性創作工作室」亦

是台東地區女性藝術創作的專屬發表空間。 3 

在這波風潮下，東海岸都蘭部落於 �00�年發起「意識部落」概

念，強調融入原住民交流、凝聚共識的文化特質（盧梅芬，�00�:	

1��），以及實踐生活行動藝術的創作方式；許多原住民女性藝術創

作者加入此行列。亦有許多原住民女性於部落中成立「個人工作室」，

除了展售自己作品外，也開班傳授技藝，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傳遞具有

重要意義。最後，原住民委員會為了鼓勵藝術創作，於 �00�年辦理

「原住民藝術家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計畫」，此方案的執行讓許多

女性獲得補助而在部落進行創作。因此，在原住民藝術空間、另類藝

文空間與駐村部落的藝術展演平台中，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的作品

得以被看見、關注。 4 

隨著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發展，結合族群、藝術評論與性別研

究的學術領域也開啟了相關討論。其中，簡瑛瑛（�00�）探討台灣原

住民女性藝術家如何於創作中呈現特殊身分處境與藝術風格，並發現

其創作呈現三個面向：母系傳承、祖靈與自我再現，以及生態關懷；

李韻儀（�00�）試圖從少數族裔女性的族群與性別認同觀點，分析具

布農族與鄒族血統的女畫家 Ebu在作品中再現的台灣原住民女性生

�	 「女妖藝廊」取名「女妖」，是為了喚醒女性心中創作之火，並釋放其自由能
量，希望以此象徵意義的名稱，為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提供屬於女性創作的

自覺空間。

�	 「原住民藝術家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計畫」方案，乃由台灣原住民數位內容
產業協會執行，相關細節請參見該單位公布資訊：www.ta�wan��1.l�b.ntu.edu.
tw/��LIFE/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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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經驗與身體書寫。

吳淑君（�010）以花蓮地區從事藝術的女性工作者─如石雕家

賴秀玲、設計師吳秀梅、舞蹈家彭郡茹、織布家胡秀蘭─為研究對

象，詮釋其藝術內涵及創作歷程；簡扶育（1���）以自己的攝影專長

記錄台灣由北至南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為探討台灣原住民藝術創作

重要的文獻書籍。

檢視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相關文獻，可發現幾個問題：其一，對

於女性創作者或其作品的探討，多半從原住民藝術主題切入零星女性

的創作，而缺乏完整、全觀性的發展討論。其二，多半選擇單一原住

民女性創作者為主題分析，或聚焦某一區域的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進

行詮釋。其三，較少觸及原住民女性創作者的生命故事、女性經驗與

族群意識議題。基於以上發現，本研究期盼能討論原住民女性藝術的

創作者和作品，以豐富文獻內容。

三、研究方法與對象說明

本研究從觀察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的多重身分出發，試

圖詮釋她們在此身分中，如何透過作品再現女人的經歷故事，以及傳

達了何種族群意識與認同。為了深入詮釋這些生命故事與族群身分意

識，故採取深度訪談法，以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為最主要訪談

對象，透過互動、對話，以「生活史訪談法」（l�fe	h�story）的方式進

行，即強調受訪者的生活經驗，讓受訪者談論其生命故事，對自己的

生命作一番檢視與咀嚼（畢恆達，1���）。

本研究並輔以參與觀察法，透過參與原住民女性的藝術創作過

程，感受她們日常生活中的創作與作品展演情境脈絡，包括公／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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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藝文中心、公共空間、藝術村、畫廊、藝術另類空間、藝術

展演活動。本研究選擇了具代表性的原住民女性創作者：卑南族的米

類（周美玲）、排灣族的芮絲若斯、賽夏族的潘三妹、阿美族的魯碧

司瓦那（石瑛媛）、太魯閣族的瑁瑁瑪邵與高雪亮、泰雅族的哈娜達

給斯、魯凱族的峨冷‧魯魯安（安聖惠），共八位進行訪談。

選擇訪談及參與觀察對象的原則包括：（一）鑑於過去相關論述

甚少，故以 �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而於此時期創作能量較高、文獻

評論較常探討的創作者為對象，即以具代表性者為優先。（二）考量

訪談對象的多元性，選擇不同部落族群／區域的女性創作者進行訪談

及參與觀察。（三）曾經參與「原住民女性藝術聯展」、或加入某藝

術展演空間、或可在原住民藝術中心名單搜尋到的創作者，或是作品

受到矚目、多數文獻有記載者。（四）考量創作題材、媒材運用的多

元性。最後發現 �0年代嶄露頭角的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現今年

齡集中於 �0-�0歲，成為本研究探討對象的獨特處。訪談對象相關資

料請參見表一。

除了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法，本研究也藉由文本分析法，分析原

住民女性在繪畫、織布、刺繡、製陶、樹雕、漂流木、裝置藝術、雕

刻等作品中，利用藝術媒材、表現題材，所欲傳達的女人經驗／故事

及族群意識。本研究所分析的作品影像，由研究者徵詢受訪人同意後

引述；影像資料的主要來源有三種：創作者本人提供、創作者建議從

網路影像引用，以及研究者經創作者同意於訪談現場翻拍。本研究期

盼透過以上取徑，能完整探討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

本研究以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為主題，同時在多元的

藝術領域中，基於興趣而選擇以視覺藝術為研究範圍。就定義而言，

「視覺藝術」涉及面向廣泛，基於本研究所考量具代表性的原住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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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藝術家擅長的媒材，將以雕刻、織布、藤編、竹編、陶藝、琉璃

珠、繪畫、漂流木與圖騰用品為分析重點。同時，本研究將視覺藝術

創作視為一種傳播的過程、形式與意義，它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互動

的基礎，是一種文化再現。因此，視覺藝術作品於美術館、藝術村等

各種不同機制的展演，也是本研究參與觀察的場域，藉此了解原住民

女性藝術創作者於不同展演空間呈現的作品意義。

表一：研究訪談及參與觀察對象

受訪者 部落族群 教育背景 資歷／經驗 專長領域

高雪亮 太魯閣族
藝術創作
者

1.	北縣婦幼發展協
會飾品與拼布製
作講師

�.	北縣原住民族部
落社區大學講師

�.	淡水社區大學工
藝講師

�.	開設伊蔣藝術工
作室

拼布與工
藝飾品製
作

米類
（周美玲）

卑南族藝
術創作者

銘傳商專日
本東京設計
學院空間造
型設計

開設米類工作室 圖騰藝術
創作

魯碧司瓦那
（石瑛媛）

阿美族藝
術創作者

東海岸「意識部
落」創作

漂流木、
葛藤、繩
等媒材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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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部落族群 教育背景 資歷／經驗 專長領域

瑁瑁瑪邵
（林玉秋）

太魯閣族
藝術創作
者

國立東華大
學民族藝術
研究所畢業

1.	1���年成立藝術
工作坊

�.	1���年回歸部落
從事手工藝教學
工 作 ， 成 立 瑁
瑁‧瑪邵工作室

�.	現任大葉大學造
形藝術學系兼任
講師

皮雕創作

芮絲若斯 排灣族藝
術創作者

1.	曾獲台視歌唱比
賽 節 目 「 五 燈
獎」五度五關獎
項

�.	於北縣新店區開
設個人工作室，
製作排灣族傳統
工藝

�.	成立米靈岸音樂
劇團

刺繡藝術
創作

潘三妹 賽夏族藝
術創作者

1.	1���年獲山胞藝
術季美術特展

�.	創立苗栗南庄蓬
萊部落工作室

�.	參與編織工藝展
獲獎無數

編織工藝

峨冷‧魯魯
安（安聖
惠）

魯凱族藝
術創作者

內埔高工家
政科畢業

1.	成立個人創作工
作室

�.	定期參與藝術展
演展出作品

�.	不定期獲邀擔任
藝術活動策展人

漂流木創
作

哈娜達給斯 泰雅族藝
術創作者

素描與繪畫藝術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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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生命經驗、 
故事與族群意識之蘊意

本研究試圖探討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在其特定身分中，透

過作品所再現的女人經驗、故事與族群身分。以下敘述與各創作者深

入訪談的過程，並逐一詮釋研究發現。訪談日期請參見附錄說明。

（一）藝術的對話：生命中偶然的邂逅

利格拉樂‧阿瑦曾經以「樓上樓下」的概念詮釋原住民女性的角

色：如果一棟樓房，平地男性居住在四樓，平地女性則在三樓，原住

民男性分配到二樓，最底層則由原住民女性居住；所以原住民女性是

被樓上三個階級所壓迫的底部（利格拉樂‧阿瑦，1���:	�1）。利格

拉樂‧阿瑦的譬喻，道出了原住民女性在族裔、階級與性別位置上所

處的雙重邊緣身分，也道出原住民女性從事藝術創作所面臨的困難。

本研究探討的女性創作者，多在各族群部落中藉由負責編織、珠繡、

刺繡、服裝、琉璃、製陶與藤編等手工技藝，開始發展出獨特的美學

創作（簡瑛瑛，�00�）。她們通常未受過正式美術／藝術教育，而是

從日常工藝或受原住民文化影響而接觸藝術創作，其高超技藝與創作

天賦讓人印象深刻。

魯凱族的安聖惠提及自己開始創作的經驗：

魯凱族的女人很會編織，我媽媽也是。我小學以前，在教會幼稚

園的遊戲，就是模仿大人編織。我看著整個部落的女人都在編織，

我也跟著每天做，所以自然的部落裡的女生都從事編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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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聖惠在日常生活中接觸藝術創作，她形容部落裡最常見的景

象：「老公騎摩托車，老婆坐在後座刺繡。」也就是這樣的部落文化

賦予了安聖惠藝術天賦。在某次參加藝術創作營時，她於二十八歲真

正開始創作：

八八水災之後，我參加部落老師辦的藝術創作營。什麼東西都沒

有帶就去參加活動。只想著要全心把自己交給活動，將身體跟身

心投入環境中，輕鬆享受。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突然醒了，從此

開始投入作品創作。

生長在南庄鄉蓬萊村的賽夏族潘三妹，從小看父親為族人編織背

簍、酒器及生活用品等竹藤器具，長大後才正式學習編織。訪談過程

中，她描述開始接觸藝術創作的心情：

從小看著父親做竹編的生活器具，家中有十個小孩，父親必須用

竹編器來製造生活上所需的器具，那時心裡就想著以後也要從事

竹編創作。直到三十歲的時候，我開始去族裡的家政班、草屯手

工藝中心，學習編織，後來回到部落裡，真正開始從事編織創

作，就這樣和竹編結下不解之緣。

潘三妹從小受父親影響，耳濡目染接觸了竹編。排灣族的芮絲若

斯與藝術創作的相遇，同樣是一段奇妙的過程：

我原來是歌手，年輕時在西餐廳駐唱，後來才開始接觸刺繡創

作。接觸刺繡是在很偶然的機緣下，有次回到部落看到大家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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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繡。我跟部落朋友借了刺繡的布和工具，陸續做了一些作品

後，就慢慢開始刺繡了。

卑南族的米類也有一段與藝術創作相遇的曲折經歷。米類原本是

台灣「木蘭足球隊」國手，參加過許多國際足球賽事，在家人鼓勵下

至日本修讀建築設計，後來因為想念家鄉而回台灣從事藝術創作。她

敘述：

我之前念銘傳商專，三十歲時到日本東京設計學院讀空間造型，

之後在日本工作七年。生活和經濟的壓力，後來回到台東部落，

想以原住民身分為原住民文化努力，因此開啟了藝術創作的人

生。

魯碧司瓦那談到投身藝術創作的始末：

我原來在百貨公司做櫥窗設計，因為喜歡創作過程中透過直覺，

將作品與空間結合，也喜歡在戶外環境創作，就像地景藝術，可

以結合作品與空間對話，所以離開櫥窗設計工作後，就全心投入

藝術創作了。

魯碧司瓦那捨棄原來百貨公司的工作，毅然投入藝術領域，將原

來櫥窗設計的美學基礎融入創作，開啟另一段藝術創作之路。高雪亮

也有類似的經驗，她原來任職貿易公司，受到家庭因素影響而未投入

創作，直到小孩逐漸長大，才嘗試創作。她自述踏上藝術創作路程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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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輕的時候在貿易公司上班，��年離開貿易公司。因為小孩

年紀小，所以在家自學創作。��年慢慢體會原住民元素加入創

作，再結合家裡家飾品、燈具、布包，及購物袋等媒材進行創

作，慢慢進入藝術創作領域。

如上所述，本研究訪談的創作者，接觸藝術皆有段特殊因緣，並

非從小受到鼓勵，而是在部落從事工藝創作時，耳濡目染地具備了藝

術才能，因而踏上創作之路；有些在求學階段、職場從事不相關的工

作，但始終抱持傳承原住民文化的責任感，終於毅然決定回到部落從

事藝術工作。在雙重邊緣的處境中，同時面臨社會傳統價值對「女

人」、「原住民」的角色期待，原住民女性從事藝術創作，一路走來

備感艱辛，卻堅持以創作為「女人」、「原住民」發聲，再現、重建

原住民族群圖像。

（二）自我女性生命歷程的凝視─女人、母親的記憶縫補與

創傷療癒

本研究所探討的台灣原住民女性，從女人的立場出發，期盼在創

作中展露及敘述專屬她／她們的故事（herstory）。因此，創作對她們

來說，是一種「自我療癒」、「自我再現」、「心靈自覺」與「生命探

索」過程。如安聖惠自述：

我看到的媽媽都在勞動。那時沒有多想，只覺得她在做喜歡的事

情。小時候，媽媽幫我做了一些傳統服飾。在沒有錢的時候，一

點一點收集，總是看到她做的籃子裡堆滿了一堆塑膠袋、一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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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琉璃珠和細珠或繩子。想到那些畫面時，覺得永遠失去了。

所以在那樣的心情下，藉由創作表達對母親的情感。

安聖惠的作品傳達「母親」在自己從女孩轉換女人角色的生命歷

程中之意義。透過創作，她敘說對部落的記憶、對部落親人的思念，

以及對部落生活的渴望，每一件藝術作品皆內含不同女人的心靈深

層生命故事，是一種內斂的、虔心的、類似「女性心靈」（women’s	

sp�r�tual�ty）導向的創作策略。

因此，原住民女性的創作貼近生活，描繪其生命歷程中重要的

故事。關於記憶中的母親，以及對逝去母親的情感，安聖惠系列作品

包括《大地兒女系列》、《生命與記憶的碎形圖》、《裸露的靈魂》和

《搖籃》等，以漂流木、椰子纖維、毛線、琉璃細珠等素材傳達自己

對部落、母親濃厚的感情。同時，她更企圖以部落及母親的愛，延伸

至更大的母體即土地，視土地為原住民的母親。八八風災後她回到部

落，目睹自然生態受到天災衝擊，而開啟了藉由創作療癒創傷與填

補記憶缺憾的過程。安聖惠的創作呼應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將

女性「自然化」，並視為「萬物之母」（Mother	Nature）（顧燕翎編，

�000），藉由作品關注生態保育，以描繪對自然土地、母親的情感。

在 �00�年《心靈懸掛的地方》，安聖惠更從魯凱族以「家」為靈魂

懸掛的地方，是心靈朝思暮想的歸屬之意涵出發，利用鋼板塑形材質

與花朵意象，創作宛如母親子宮的作品，強調生命的潛能，並彌補生

命的傷痕與土地受到的破壞。

除此，安聖惠在 �01�年以大型漂流木創作的《遠行者的阿拜》

作品，描述了魯凱族「阿拜便當」的傳統，是母親為孩子準備的便當

或禮物。安聖惠憶起：「我要到台北找工作的時候，母親準備了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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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當，想到阿拜就會想到母親。」她的創作中重新拼接、連結蔓延的

組構，不僅是她對部落文化的眷戀，也是想念母親情感的寄託。安聖

惠自道心情：

我利用苧繩、漂流木、椰子纖維、毛線、琉璃細珠媒材，加上繽

紛的顏色呈現，用顏色療癒自己。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也被喚

醒，生命像活過來，觀看者也被療癒。

安聖惠的創作充滿對母親的想念，其創作幾乎就是生命歷程的

再現，包括二十二歲結婚、二十八歲離婚，成長過程中情感帶來的傷

痛；八八風災衝擊部落，母親離開。自己離鄉至內埔唸書，高職畢業

到台北，離婚後又回屏東，最後到了台東。一路的生命歷程，都在創

作中呈現。

圖一：安聖惠《心靈懸掛的地方》	 圖二：安聖惠《遠行者的阿拜》

	 資料來源：安聖惠（�00�）	 資料來源：許瀞月（�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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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創作是一種自我生命故事的療癒及觀照。原住民女性創作者

以自己生命歷程注入藝術創作，在作品中即能窺見其生命經驗、生活

與心境。在瑁瑁瑪邵的創作歷程中，祖母是能量的來源，即使祖母已

經過世，但她總覺得祖母一直陪伴在身邊，每當創作遭遇瓶頸，祖母

總會入夢來指引、鼓勵，讓她能持續找尋創作能量，勇敢對面人生，

如她所描述《祖母的晚餐》的創作來源：

1���年含淚睡夢中的一個夜晚，剛好是祖母往生的五年忌日，

也是離開婚姻的日子。祖母一樣在我們小時候爬上工寮看到她的

同一位置砍柴起火、煮晚餐。但是這次她並未讓我靠近她，抱

她。只讓我席地而坐，聽她說話，夢了七天相同夢境，第七天祖

母便告訴我這是最後一個晚上，她說：「當你迷路的時候，自然

有人引導你。」帶著哭腫的眼醒來後，我拿起畫筆將這七天的景

象畫出來，花費了六個月的時間將作品完成。

圖三：瑁瑁瑪邵系列以祖母為題的創作

資料來源：瑁瑁瑪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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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瑁瑪邵二十四歲結婚，十一年後離婚，有三個小孩。她的創作

描繪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是一種創傷敘事（narrat�ves	of	 trauma），為

自己所處雙重邊緣位置發聲。北上結婚後，由於幼兒需要照顧，暫

停所有創作，當全職家庭主婦。丈夫反對她從事創作，甚至不認同她

的原住民身分；在面臨婚姻帶來的打擊及離婚的創傷後，度過人生

低潮，直到祖母入夢鼓勵，創作了《祖母的晚餐》。也因如此，藝術

創作成為瑁瑁瑪邵自我療癒的方式，其自我反映（self-reflex�v�ty）策

略，藉由創作傳達內心世界、揭露心情，進而帶領觀影者關注長期被

忽視的女人生活經驗、心情與成長故事。

魯碧司瓦那的藝術創作亦與她的生命經驗、故事息息相關。她在

1���年投入創作，並選擇漂流木、枯樹、石頭、樹藤、竹子、貝殼

等為創作媒材。其主題從生命經驗出發，不斷反思自身、人與自然的

關係。阿美族的魯碧司瓦那生長在台東縣長濱鄉長光部落，從小嚮往

自由自在，國中就離家北上工作，如同她在訪談中所述：「我喜歡自

由自在，年輕的時候不懂事，走錯婚姻。」婚姻出狀況後，她做出人

生重要抉擇，決定順自己心意踏上藝術創作之路。抉擇過程中，魯碧

司瓦那由於未能善盡母職，常於夜深時想念女兒。�00�年初，父親

過世，想起自己過去為避免父母操心，時常「過家門而不入」，久難

平復心情；於是她在 �00�年台南新光三越「原藝重現─當代原住

民藝術創作展」中，以「女人、夢」為題，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並

道出創作自我療癒與心靈對話的心情：

生命過程中，總面臨許多的抉擇，身為女人的我，步入了婚姻，

繼而為母親，在婚姻生活裡，扮演著各種角色。我在創作與家庭

生活間遊走。創作對我來說是自我對話的過程，聆聽心靈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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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謝慧青、彭佳慧、賴孟君，�00�:	��）

因此，「女人、夢」裡的每一件作品，都是魯碧司瓦那與自己心

靈深層的對話，藉由在作品中的自我現身（self-representat�on），傳

達女人情感、心路歷程。她道出自己的創作心境：「創作是反省、是

撫觸脆弱的心靈，是回首、是追尋，是千言萬語，是夢與現實的糾

結」（謝慧青等，�00�:	��）。創作是魯碧司瓦那對自我生命的觀照：

「我是一個選擇藝術創作作為生命飛翔的女人，我喜歡自由自在，在

創作面對生命，創作是我的生活，透過創作可以找到自己。」

本研究所探討的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在作品中呈現女人的生

活經驗，每幅圖像都蘊含所欲傾訴的心情、故事。甚至記憶中的親人

也是創作題材，藉由視覺想像、重組已逝親人的容貌，追憶心靈深處

思念的人。因此，創作對她們來說是一種療癒、撫慰與觀照自我的過

程。

（三）原住民圖騰的藝想靈感‧母體文化的交織

原住民部落作為傳統、歷史、記憶與家的歸屬。本研究的原住民

女性創作者，透過回歸祖先的靈魂／心靈／精神，探索信仰中的「祖

靈召喚」。她們擅長呈現部落的神話、寓言、圖騰、故事與符號，以

為族群文化發聲、編撰與重建，並實踐自我身分認同。其創作靈感來

自部落的文化軌跡，同時交織了母體文化，試圖再現／描繪自己的部

落文化。潘三妹說：

我的編織作品融入原住民的元素，如賽夏族的圖騰、雷女紋（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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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符號、菱形）、祖靈的眼睛等。一開始以傳統生活器具製作為

主，後來逐漸有藝術創作品，還有編織商品。

潘三妹過去三十年的竹藤編織歲月，就是賽夏族文化的再現。她

早期看著父親編織，後來師承張憲平，編織的器具種類繁多：背簍、

背帶、魚籠、藤帽、月桃蓆與花瓶等。她喜歡在作品上搭配賽夏族的

圖騰雷女紋，並解釋：

這是賽夏族特別的圖騰，卍圖騰是由兩道閃電交錯而成，傳說是

為了紀念雷女下凡，教導賽夏族人織布和耕作，也紀念雷女和賽

夏族勇士動人的愛情故事。因此，這個圖騰是有重要意義，我希

望藉此讓大家認識賽夏族文化。

潘三妹的創作再現賽夏族多元文化，充滿著「族群意識」（ethn�c	

consc�ousness）與對族群的歸屬情感（Kottak,	1���:	�0;	Geertz,	

1���）。她藉由作品傳達自己的文化記憶和族群認同，亦期盼延續賽

夏族的傳統文化（Connerton,	1���;	Fentress	and	W�ckham,	1���）。

同樣地，米類的藝術創作也以卑南族石生系統的母體文化為元

素，其靈感多半來自對家鄉部落的思念，並以卑南族的圖騰為題材。

即使創作路程很辛苦，她還是認為能在其中融入原住民的情感，是充

滿能量的：

我的創作從日常生活擷取元素，並以自己族群的圖騰與符號呈

現。我認為部落文化保存很重要，所以希望能在作品中利用原住

民符號及圖騰，表達自己對族群鮮明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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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潘三妹以賽夏族圖騰為題的系列創作

資料來源：吳莉玲、林瑩貴、黃淵、陳詠笙、魏靜怡（�01�）

米類的創作除了以族群象徵圖騰為主，亦融合阿美族的圖騰色系

取材，藉由紅黑白比例搭配，以海浪波紋、三角形連貫的圖騰進行創

作。她解釋取材原因：「我在創作中詮釋海浪波紋，因為阿美族是海

洋民族，希望以此表達阿美族文化對自己的影響；三角形連貫圖騰是

象徵團結，希望所有族群都可以相互連結。」

圖五：米類以不同部落族群圖騰為題的系列作品

資料來源：米類提供

排灣族的女性藝術創作者芮絲若斯，其題材不論刺繡、古琉璃

珠或劇團表演，皆與排灣族母體文化有關，並且以排灣族的「祖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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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合體圖騰為主軸。她敘述：「我試著傳達排灣族將蛇視為祖靈附

身的一段故事，族人視每一條出現的蛇如親人般，不會驅趕與侵犯。」

芮絲若斯將「族群成員的共同歷史記憶，以及特別文化表徵，藉由作

品再現排灣族傳統神話故事、歷史，以描繪、建構族群的意象」（張

茂桂，1���:	���）。

圖六：芮絲若斯以排灣族圖騰為主的刺繡創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除了展現刺繡的藝術天份之外，芮絲若斯擁有族靈賜予的天生好

歌喉，曾在 �00�年以《芮斯歸來》專輯獲得金曲獎肯定。她與幾位

同好組成「RS傳唱者劇團」，將傳統排灣古調加入新意，融合現代

劇場表演舞台，藉以傳承排灣族的母體文化。芮絲若斯提及自己的表

演，興奮地敘述：

劇團演出內容是以排灣族的一些古調，搭配劇場情境呈現。其

中，《米靈岸音樂劇場》作品，我想呈現小時候在屏東涼山部落

生活的情景，那時生活很簡單，煮飯去溪邊提水，住在石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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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服到溪邊洗。部落生活的記憶非常片段，但在我內心深處是

非常渴望。部落的母體文化，一直是股牽引我的力量。

在此理念下，芮絲若斯創立米靈岸音樂劇場表演，藉由創作將排

灣族文化融入當代生活文化。 5 在她的《芮斯歸來》專輯封面，更呈

現自己手上的排灣族刺青圖騰。訪談中她迫不及待地拿出專輯分享：

排灣族刺青圖騰有分身分，每一個身分有不同的圖騰。不同於泰

雅族紋面，排灣族刺青圖騰在手上，如果是有土地的，手上就會

畫有土地象徵的圖案，當時專輯封面呈現，是想跟大家分享排灣

族的母體文化。

圖七：芮絲若斯個人音樂專輯封面照片中，手上刺著排灣族圖騰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	 米靈岸（m�l�ng’an）是排灣族語「說故事」的意思。對排灣族人來說，米靈岸
就是延續族群生命歷史的具體行為，千年以來，排灣族所有訊息，都是經由米

靈岸來傳達，沒有 m�l�ng’an就沒有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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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瑁瑪邵早期的皮雕作品，多半以原住民圖騰為主軸。其中泛泰

雅族耆老的紋面圖像，是瑁瑁瑪邵皮革作品中最常出現的經典畫面，

她說明原因：

泛泰雅的傳統紋面耆老肖像是我最喜愛的題材。在刻劃歲月痕跡

的線條中，訴說著老人家山林生活的拓荒足跡；眼角的笑紋帶著

對子孫的愛與期許；緊緊的雙眉中，鎖住了文化衝擊在他們生活

中帶來的不安定感與驚恐；生活在顛沛流離青黃不接的時代，無

所適從的無奈卻掩蓋不掉眼裡的智慧與對山林生活的情懷。這圖

像是我巫醫祖母生命的寫照。

瑁瑁瑪邵的創作表達對族群身分的認同，而將原住民紋面圖騰置

入作品中。除了瑁瑁瑪邵之外，太魯閣的高雪亮，在 1���年也以自

己的太魯閣族名「伊蔣 �-yuang」開設工作室，她強調「伊蔣 �-yuang

在太魯閣族語中是『陽光』的意思，我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太魯閣部落

文化」。她敘說：

我原來做拼布，��年體會原住民元素的重要，開始使用傳統編

織，搭配家飾品如燈具、布包、購物袋等創作。在文創商品創作

上，也將原住民元素融入，尤其原住民圖騰。

這些原住民女性藉由作品中的部落圖騰、神話故事與生活經驗等

母體文化圖像，來展現自我身分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與族群

投入（Ph�nney,	1��0:	���-�00），她們的創作中充滿原住民身分的族

群認同，亦凝聚了部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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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牧／游離身分的想像：不間斷的自我對話、異地尋根

原住民女性在創作中嵌入部落的圖騰、符號及母體文化，作品

亦隱喻著少數族裔面臨的邊緣化身分，並以自我揭露的方式，傳達尋

求失落主體的懇切，而期盼於創作中追尋主體、本根及身分認同。

這種離開族群、不斷遷移、尋找認同居所的心情，正如學者 G�lles	

Deleuze	與	Guattar�	Fél�x（1���）所提的「遊牧」心境：遊牧者的

「家」永恆在移動，沒有固定疆界可讓意義與身分安然落地，居無定

所是遊牧經驗的常態。

安聖惠的創作呼應了「遊牧」的心情。她的作品寓含身為原住

民，但離開部落、不斷遷移的漂泊歷程；�00�年《生命記憶的碎形

圖：靜靜等待》、�00�年《心靈懸掛的地方》，皆表達思念故鄉的情

懷。她敘述：

我一直是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所以心裡就懸掛著。不

知道自己在哪裡，也不知道會在哪定下來。心情漂流不定，感覺

心一直在流浪，對創作衝擊很大。

安聖惠的「遊牧」心情與「離散」（d�aspora）相近：「被流放

者、政治難民、移民，甚至是族群或種族上的少數者」（Safran,	1��1:	

��），不斷在一個又一個地點遷移中，尋找安定的靈魂。安聖惠 �01�

年的作品《夢與夢之間》，藉由懸掛方式，以一種漩渦般墜落的形式

展開，並由保麗龍等塑料編織交纏作品。她試著召喚自己流離的靈

魂，面對總是不斷遷移的過程，有種莫名失根的漂流感；作品中則以

連結編織、縫補蔓延、扎根的方式，試圖安定自己游離的靈魂，也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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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在生生不息的大地中，每個人終將覓得生命歸屬及認同。因此，安

聖惠不斷與自己對話、尋找填補自我心靈之道，作品風格如藝評者所

述：

安聖惠創作的最大特色即深層的材質對話。她使用材質，經由視

覺、觸覺對話，直到彼此成為「命運共同體」。經由綿密深入的

對話，安聖惠知道那些木頭、樹葉⋯⋯在想甚麼，她願意用心聆

聽，那些材質就願意放心釋放內在能量，成就安聖惠力量雄渾的

巨大作品。（李俊賢，�01�:	�）

圖八：安聖惠《夢與夢之間》系列創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資料來源：蔡惠婷（�01�/1/1�）

瑁瑁瑪邵也表達了類似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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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事皮雕創作已有二十年，每一件作品都跟族群有著血濃於水

的情感。我曾經在創作自述裡描述自己親愛的祖母：「這是屬於

後山太魯閣族神秘巫醫的行醫事蹟。她接受神靈的洗禮，帶著一

雙粗糙而厚實的腳，踏遍後山每一吋土地，使災難得以平息，病

痛得以治癒。」祖母的故事是我尋根的動力來源。

瑁瑁瑪邵從求學階段離開部落就學，結束婚姻後到過許多不同地

方。一路走來，始終想回部落定居。她描述自己濃烈的思鄉之情：

有時候會不斷自我對話，我身處在哪、我應該去哪，但心中渴望

想念的那個家是很明確的，每次回到部落、又離開了，始終不知

道自己接下來又要往哪裡去。

瑁瑁瑪邵只能寄情於創作，藉由祖母的容貌、原住民圖騰，安撫

自己游離不定的情緒，也希望遊牧的居所最終是回到部落。

部落是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最重要的寄託與歸屬，但她們卻在

不斷遷移的過程中面對部落的成長與巨大變化。芮絲若斯敘述此般心

情：

每次回到部落的心情是矛盾的，部落有童年最美好的記憶，也有

思念的親人。但回到部落，感覺一切都變了，受到環境的影響，

部落自然景觀跟我認識的完全不一樣。心情很複雜，曾經害怕回

到部落。

芮絲若斯求學階段即離開部落，童年美好的生活意象始終深藏心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

中。身為異鄉遊子，芮絲若斯始終懷念排灣族部落的生活，在遊牧、

尋根的心情中，期盼以米靈岸劇場的舞蹈、音樂，呈現排灣族部落生

活景象、儀式，並結合神話傳說、原始部落的空間元素，藉由歌聲、

肢體融入排灣族故事劇情，以營造部落情境，撫慰遊子尋根、思鄉的

渴望。如此表演設計的理念緣由是：

成立劇團演出希望傳達排灣族文化。對我來說，每一次的演出，

尋找適合的場地，編排排灣族的劇情，帶入歌曲和舞蹈，就像回

到部落，心靈得到安慰。

芮絲若斯藉由劇場表演傳達部落母體文化，並從中撫慰自己在

異鄉生活的失落感。然而，劇場展演的部落情境未必真實，在某些情

況下會「創造」出一個「想像的家鄉」（�mag�ned	homeland）（Cohen,	

�00�）。因此，芮絲若斯的劇場表演，再現了她記憶中的排灣族部落

生活，是一種想像的家園圖像。

魯碧司瓦那的創作亦訴說著自己離開部落、不斷遷移的尋根、

歸鄉之情，她於 �00�年以「回家的路」為主題的個展，訴說著「女

人，鼓動追逐彩虹的翅膀，穿越生命的長河，尋找母親的眼睛，洞澈

鄉愁，彷彿風中的彩虹，安駐當下，就是回家」，提及系列創作的想

法，她說：

小時候喜歡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所以求學時就離開部落。很多時

候很想家，想回到部落。內心深處總是想念著家鄉親人，這樣的

心情是創作靈感。 6 

�	 此處內容撰寫乃參考魯碧司瓦那個展宣傳海報相關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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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碧司瓦那作品傾訴鄉愁，猶如樹枝纏繞，不斷蔓延無止境。

以上所述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儼然形成一股原住民創作特

有的「離散文化」（culture	of	d�aspora），即作品中透露一種外力所造

成的散落及不情願的遷徙心境，「這種感覺來自於對歸返的無能為力」

（Kalra,	Kaur,	and	Hutnyk,	�00�／陳以新譯，�00�:	1�-1�）。她們年輕

時即離開部落生活，歷經部落生態的轉變與文化衝擊，對於自己族群

認同存在著不確定感，對於部落人事物的牽掛與思念，以及自己離鄉

不斷遷移的狀態，總有游離及居無定所之感，也因此藉由創作抒發身

處雙重邊緣位置，以及複雜洄游的生命路徑。

（五）回歸部落／意識：藝術創作場域的轉換 7 

自 1��0年原住民意識抬頭之後，原住民族對其主體地位先是

「認同」，繼而「彰顯」，乃為原住民藝術的出現提供豐富的土壤（林

育世，�001:	1�）。原住民意識高漲，促使藝術創作者投入創作活動。

�00�年，十多位創作者聚集在台東金樽海邊，以漂流木進行集體創

作，自稱「意識部落」；從此原住民藝術創作場域也轉換了，變成以

族群、部落為場域的創作形式，此為原住民藝術創作獨特的文化景

致。

為了傳承族群文化、營造部落集體意識，本研究訪談的原住民

�	 原住民文化運動經常宣告回歸部落，部落意識乃指回歸部落之意涵。�00�年，
十多位藝術工作者在台東金樽海邊就地取材，以漂流木建造出生活與藝術創作

實驗的空間，自稱「意識部落」。成員絕大部分是外地原住民藝術工作者，因

緣際會落腳台東都蘭周邊。從金樽「上岸」後，他們又陸續參與各級公部門主

辦之藝術創作活動，形成一個組織鬆散但情感緊密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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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藝術創作者，帶著部落成員的使命感回到自己的部落，以在地扎

根的方式，開始了不同場域的藝術創作。她們期待邊緣發聲的創作行

動，能透過文化再現的敘事，重建文化認同。瑁瑁瑪邵於訪談中自

述：「離婚之後，被邀請到豐原文化中心擔任皮革工藝講師，1���年

在台中成立個人工作室，應該是第一個原住民工作室，教導皮革創

作，也販售原住民手工藝品。」

瑁瑁瑪邵投入各原住民部落參與創作，並開班授課，教導原住

民學員皮雕工藝，將部落視為創作場域，藉由集體行動感受原住民

美學，凝聚族群意識。她描述此創作心情：「我覺得一定要回到部落

生活，重新建立自己與部落的關係，這是一種教育傳承，也是身為藝

術創作者的責任。」也因如此，瑁瑁瑪邵回到部落實踐文化傳承的夢

想，而在原有社會文化的基礎上，將現代性（modern�ty）文化予以

原住民化（�nd�gen�zat�on）或地域化（local�zat�on）（王嵩山，�00�:	

�），即教導原住民創作，增強部落的集體認同，並確立部落文化的

基礎。

潘三妹於南庄設立個人工作室，教授賽夏族竹編技藝，並在蓬萊

國小開設社區課程，傳授原住民藝術。她敘述回到部落轉換創作場域

的心情：

我現在擔任里長工作，每天多半忙跟部落文化有關的事，例如教

導賽夏族的傳統祭典舞蹈、歌曲，帶遊客體驗賽夏族文化，教導

如何做竹編，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跟部落族人一起創作、

分享，凝聚情感。

潘三妹透過課程教授原住民竹編藝術，藉由創作場域建構集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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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促進族群互動、分享生活（Melucc�,	 1���）。魯碧司瓦那以台

東都蘭糖廠二倉展覽空間為個人工作室，也曾於 �00�年加入金樽海

灘的「意識部落」行列。她解釋參與部落集體創作的原因：

參與意識部落的創作經驗對我影響很大，從事藝術創作十幾年，

東海岸的藝術能量很驚人，只是過去沒有被看見。�00�年我們

一群原住民藝術家聚集在金樽海岸，利用漂流木進行地景藝術創

作。藝術生態的發生是很自發的，它會形成一股能量，它的量愈

來愈多時，就會吸引更多人到這裡。

魯碧司瓦那參與「意識部落」創作，轉換創作場域與情境，期盼

與大自然、部落結合，融入集體的美學思維，讓更多人關注東海岸的

藝術創作，亦能讓這股創作能量延續下去。

米類自日本東京完成學業歸國後，回到部落進行創作，在台北及

台東成立文創工作室，教授原住民飾品與配件的製作：

我的工作室在台北和台東，開設工作室除了是自己很想回部落創

作外，其次是我認為原住民文化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傳承讓更多

人都知道，我希望原住民的故事可以被大家重視。

米類述說自己回到部落成立工作室，並販售與教授原住民工藝創

作的心情。對她來說，回到部落創作還有另一層重要意涵：「部落是

我成長的地方，能與族人一起共創藝術作品，並且融入自己部落的文

化，就像回到部落生活般，快樂又單純，我很想再回到童年成長時的

部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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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初的土地空間充滿「子宮」意象，是一個甜蜜溫暖的懷

抱；原住民在這片土地上展開的生活，則是安詳和平、如人間仙境般

的世界。此種原初的「樂園」意象，是原住民知識青年在一度離家之

後，亟欲洄游歸返的「母體」（楊翠，�00�:	�0）。也因此，本研究訪

談的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以一種返鄉的創作心情，在部落成立工

作室或文創商店，或開班教授藝術創作，成為原住民女性創作的獨特

文化。藉由轉換創作場域，來到部落、大自然，傳承原住民文化，並

延續原住民藝術，是本研究訪談的女性創作者最重要的目標。

五、結論

台灣原住民女性在以父系漢文化為主流的社會中，具有在種族與

性別上處於雙重邊緣的特殊身分。而當代女性原住民創作的原始素樸

特質與特異動人之處，往往在族群的邊緣處境中被消音與隱形化。因

此，本研究期盼以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作

品中蘊含的女人、生命故事與族群認同。

原住民女性創作呈現了多重視域，包括對族群、性別等社會控

制的反省；不同於男性創作者，她們的作品側重個人成長經驗、女性

生命經驗、日常生活體驗等議題；其創作以「創傷敘事」的方式描繪

自我情感，藉創作撫慰心靈、自我療癒。同時，她們在創作中書寫部

落女人的離／返家鄉、遺忘／記憶部落，試圖再現「部落原鄉」的元

素：土地生活空間、圖騰符號、親族生活經驗、親族情感連帶關係、

傳說故事；作品充滿了成長的「故事」與記憶中的部落想像。

因此，原住民女性的雙重邊緣位置，建構、再現了獨特的藝術文

化；不同於男性創作者，在她們的人生經驗中，接觸藝術創作之路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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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曲折的過程。她們試圖在創作中傳達身為女人的心境、人生歷

程，並藉由創作療癒與撫慰自己的心靈。這些女性大多在求學階段即

離開部落，歷經結婚、工作，甚至離開婚姻，因此不斷遷移、游離於

不同地方，面對生態環境與人事變化，甚至對部落親人的思念，使她

們在創作中呈現一種遊牧、尋根的心境，試圖回映內心深處對家鄉的

想念與渴望。最後，本研究訪談的多數創作者都回歸部落轉換了藝術

創作的場域，辛勤奉獻，期盼傳承原住民文化，並延伸創作能量。研

究者發現，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展現了一種獨特的美學文化，

不同於一般女性藝術創作的風格。

藉由以上發現，本研究期盼能提供台灣女性藝術研究另一個思考

的議題，即從多元族群的差異，完整描繪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面貌。

同時，本研究在跨學科、跨族群之研究過程中，希望讓更多人關注原

住民女性藝術創作。未來本研究亦有需修正之處，例如本研究以原

住民女性藝術創作者與作品為題，在訪談對象上先以 �0年代嶄露頭

角、具代表性的創作者為主，但此策略必然產生界定上的主觀與偏差

等問題，此為本研究所面臨的困難，提供後續探討此議題的相關研究

參考，期能進一步釐清。本研究對於原住民女性藝術創作的探討只是

一個起點，未來希望有更多研究者加入。

另外，本研究在選擇訪談對象時，由於受限於時間，無法完整訪

談所有原住民族群的女性藝術創作者，實為可惜。期許未來能延續、

擴展與各族群女性藝術創作者對談，提供更完整、系統性的觀點，以

詮釋其作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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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受訪者 訪談時間 訪談者 訪談地點 記錄者

高雪亮 �01�/0�/��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台北 張凱強
計畫研究助理

米類
（周美玲）

�01�/0�/�0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台北 張凱強
計畫研究助理

魯碧司瓦那
（石瑛媛）

�01�/0�/��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高雄藝術展
演現場

陳翠樺
計畫研究助理

瑁瑁瑪邵
（林玉秋）

�01�/0�/1�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花蓮藝術創
作者工作室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芮絲若斯 �01�/0�/��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新店藝術創
作者工作室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潘三妹 �01�/0�/1�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苗栗藝術創
作者工作室

陳翠樺
計畫研究助理

峨冷‧魯魯安
（安聖惠）

�01�/0�/0�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高雄美術館
（藝術作品
展演會場）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哈娜達給斯 �01�/0�/0� 許如婷
計畫主持人

桃園龍潭 陳翠樺
計畫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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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Taiwanese Female Aborigin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Life Stories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Ju-Ting Hsu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cat�on
	 Hsuan	Chuang	Un�vers�ty

Ta�wanese	 abor�g�nal	women	 l�v�ng	 �n	 the�r	mult�ple-�dent�ty	of	 the	

“ethn�c”	and	“gender”	have	been	long	overlooked	and	generally	forgotten	

by	our	 soc�ety.	Abor�g�nal	women	engaged	 �n	art�st�c	creat�on,	 regardless	

of	 the�r	numbers	and	the	 level	of	 the�r	act�v�ty,	have	been	represented	far	

less	than	the	male	art�st.	The�r	art�st�c	creat�on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as	a	part	of	everyday	l�fe,	be�ng	class�f�ed	as	“craft”	�n	a	derogatory	way.	

There	are	only	a	few	ment�ons	of	abor�g�nal	women	�n	Ta�wan’s	art	h�story.	

Therefore,	 th�s	 research	 looks	 forward	 to	prob�ng	 �nto	Ta�wanese	

abor�g�nal	women’s	art	as	�ts	theme,	explor�ng	how	the�r	art�st�c	express�on	

man�fests	 the�r	 l�fe	 exper�ences,	 l�fe	 stor�es,	 and	 tr�bal	 �dent�ty.	The	

h�stor�cal	 context	 and	 relevant	 ex�st�ng	 l�terature	of	Ta�wanese	 abor�g�nal	

women’s	art	w�ll	be	rev�ewed.	It	w�ll	be	shown	that	through	the�r	art	they	

express	 the�r	 l�fe	 stor�es,	 and	 that	 th�s	 express�on	also	 serves	as	narrat�ve	

therapy.	They	 also	 transm�t	 the	 consc�ousness	of	 the�r	 tr�bal	 �dent�ty	

through	 the	use	of	 totems	and	 symbols.	Regard�ng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w�ll	 employ	 textual	 analys�s,	 and	 �n-depth	 �nterv�ews	w�th	

Ta�wanese	 abor�g�nal	women	art�sts.	 It	w�ll	 try	 to	 analyze	 abor�g�nal	

women’s	 art	 and	 the�r	 l�fe	 exper�ences,	 show�ng	abor�g�nal	women’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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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on	 as	part	 of	 the�r	 gender	 awareness,	memory,	 and	cultural	 �dent�ty	

even	as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the�r	 trad�t�onal	 tr�bal	 l�fe	 and	 forced	 to	

m�grate.	F�nally,	th�s	project	w�ll	be	an	�nterd�sc�pl�nary,	cross-cutt�ng	one,	

comb�n�ng	 �ssues	of	 �nd�genous	peoples	 and	women/gender,	 and	art	 and	

cultural	�dent�ty-or�ented	research.	The	most	�mportant	goal	�s	to	outl�ne	a	

complete	p�cture	of	Ta�wanese	abor�g�nal	women’s	art.

Keywords:  women’s	 art,	 v�sual	 art,	Ta�wanese	 abor�g�nes,	 ethn�c,	

�dent�ty,	wo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