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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國 ê 女性主義者認為 tī男性中心 ê價值體系 kap父權體

制 ê社會結構 lāi-té，cha-b人 hông剝削「講 ōe」ê權利，無法

t透過語言來表達 ka-tī。所以主張 cha-b人必須愛透過「書寫

ka-tī，書寫女性，h女性參與創作」ê「女性書寫」，ùi 傳統 ê

思考價值觀 tháu-pàng出來，thang建立婦女 ê地位。女性主義

者 ê 論點講出「女性」kap「書寫」ê關係，mā進一步反應出

「語言權」kap「文字權」對女性 ê重要性。Tī台灣 ê 歷史過

程中，外來殖民政權 ê語言、文字成做社會正式論述 ê主流，

致使台灣人 ê民族語言 kap書面語言形成斷層 ê現象。台灣女

性面對 ka-tī族群 ê母語，mā產生生活語言 kap社會主流語言

完全脫離 ê困境。一直到 1980 年代，台語文運動 ê形成，h歷

史中一再脫節、背離 ê民族語言 kap文字 ê關係 thang得著結

合；藉著台語文學 ê發展，mā h女性 ê語言 kap文字得著合

一 ê可能。因為透過台語文學 ê書寫，女性掌握著 kap ka-tī siōng

密切 ê「語言權」、「文字權」、「身體自主權」，koh有「歷史解

釋權」，無形中擴展了女性書寫 ê可能性，mā建立女性書寫 ê

主體性。 

本論文主要以戰後 ê台語文學女性作家－鄭雅怡 tī 1998 年

ê作品集《Góa ū cht ê bāng》為文本分析。分別 ùi「母親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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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土書寫」kap「母語書寫 ê 堅持」這三 ê 面向來探討鄭雅

怡作品中 ê 女性書寫。透過本文 ê分析，ē-tàng知 iáⁿ鄭雅怡 ê

文學呈現出多元面向 ê 女性書寫，cht款豐富、多元 ê 女性書

寫特質 kap作者使用 i ê母語－「台語」來創作有 chiâⁿ深 ê關

係，ùi chia thang證明，「語言」議題 tī女性文學論述 ê重要性。

另外，鄭雅怡 ê作品結合以女性作主體 ê 女性書寫，kap以民

族母語作根本 ê台語文學，ē-tàng講替台語文學 kap 女性文學

chhōe著一條共同 ê出路，具體證明「台語文學」kap「女性文

學」ê重要關係，mā以作品實際建構台語文學 ê 女性論述。 

 

關鍵詞：母親、母土、母語、鄭雅怡、台語文學、女性文學、

女性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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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踏話頭－女性 ê書寫、台語 ê文學 
 

法國ê女性主義者Helene Cixous認為tī男性中心ê價值體系kap父權

體制ê社會結構--lìn，cha-b人hông剝削「講ōe」（speaking) ê權利（power)，

無法t透過語言來表達ka-tī。所以，Cixous主張cha-b人必須ài透過「書

寫ka-tī，書寫女性，h女性參與創作」ê「女性書寫」（ecriture feminine)，

ùi傳統ê思考價值觀解放出來，thang建立婦女ê地位1。亦tō是講，cha-b

人應該kā in對自我ê認知kap身為cha-b人ê身體經驗透過書寫表達出

來，chiah ē-tàng脫離父權制度ê束縛。Cixous ê論點講出「女性」kap「書

寫」ê關係，mā進一步反應出「語言權」kap「文字權」對女性ê重要性。 

Ùi 女性書寫 ê觀點反倒 tńg--來看台灣，台灣女性講 siáⁿ-mh ōe?用

siáⁿ-mh寫？寫 siáⁿ-mh？Chit ê問題 ài回歸歷史層面來探討。Tī歷史 ê

過程中，台灣人受制 tī外來殖民統治所形成 ê文化霸權--lìn，殖民者 ê

語言、文字成做社會正式論述 ê 主流，致使台灣人 ê 民族語言 kap 書

面語言形成斷層 ê 現象。台灣女性所面對 ê，-nā 是殖民政府透過國

家機器所形成 ê文字、語言等等文化霸權 ê壓制，koh面對著「漢文化」

所 chah--入來 ê以父權為中心 ê傳統價值，kap男女位階既定 ê社會結

構；台灣女性承受 ê 是殖民、性別、階級等等社會關係中，多層弱勢

ê社會位置。另外，長期限制 tī 漢字本位主義、華語中心 ê價值體系

中，台灣女性面對 ka-tī族群 ê母語，mā產生生活語言 kap社會主流語

言、文字完全脫離 ê困境。Tī「

                                                

ōe語」無 hoat-t正式流傳，「書寫」無

hoat-t自由發揮 ê情形下，女性無形中被剝削「言說」ê權利，更加無

直接「書寫」母語 ê自由，kan-taⁿ ē-tàng透過殖民者 ê語言、文字間接

來紀錄女性所想、所講。 

戰後ê 1980 年代，受著政治解嚴、社會運動ê多元開展，台語文運

動mā tī台灣人反抗壓迫ê運動過程中形成，強烈訴求「chhùi講台語，手

 
1 有關Helene Cixous「女性書寫」ê論點，請參考 陳引馳（1995），顧燕翎（1996），梅家玲

（2000），廖炳惠（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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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台灣文」（蔣為文 2005：40）。歷史中一再脫節、背離ê民族語言kap

文字ê關係，tī台語文運動中chiah thang得到結合；藉著台語文學ê發展，

mā h女性ê語言kap文字得著合一ê可能，女性ē-tàng將生活ê ōe語、個人

ê觀點、女性ê想法，直接透過書寫呈現出來，建立女性書寫ê主體性。

90 年代以後，台灣女性作家透過台語文學發展出多元koh phong-phài ê

書寫面貌，形成真豐富ê文學成果。2透過台語（母語）文學ê書寫，女

性掌握著kāp ka-tī siōng密切ê語言權、文字權kap身體自主權，無形中擴

展了女性書寫ê可能性，koh進一步h女性書寫ê議題延伸到語言、政

治、歷史、國家認同等等過往屬tī男性主流ê歷史大敘述（grand narrative）

--lìn。 

本論文關心 ê 焦點主要 tō 是 tī 台語文學/女性書寫/母語/土地 kap

歷史記 tî / chit kúi ê層面，主要以戰後 ê台語文學女性作家－鄭雅怡 tī 

1988 年 ê作品集《Góa ū cht ê bāng》kap i 發表 tī《台文 Bóng報》、《台

文通訊》、

                                                

《海翁台語文學》等等報紙、雜誌 ê文章為文本分析。Tī本

文中，咱先說明「女性書寫」kap「台語文學」ê 關係，koh 來會紹介

鄭雅怡 kap i ê台文作品，soah--落來探討鄭雅怡作品中 ê 女性書寫，分

別 ùi三 ê方面來分析：（1）「母親書寫」、（2）「母土書寫」kap (3)「母

語書寫 ê堅持」。探討作者 án-chóaⁿ透過台語文學 ê創作，呈現 i ê 女性

意識 kap i對母語、土地、歷史 ê關懷。透過以上 ê分析，最後咱 ē-tàng

知 iáⁿ鄭雅怡女性書寫 ê特質包含了：對女性身體經驗 ê描寫、對母語

意識 ê堅持，koh以台灣女性 ê角度批判外來殖民 ê政治、文化壓制，

以及用 cha-b人 ê觀點來書寫屬 tī女性 ê 歷史記 tî。Chiah ê 女性書寫 ê

特質 kap作者使用 i ê母語－「台語」來創作有真深 ê關係，ùi chia mā 

ē-tàng看出母語文學 kap 女性文學 ê重要關聯。 

 

 

2.鄭雅怡 kap i ê台文作品 

 
2 有關 90年代以後台語文學女性作家ê文學成果，請參考張春凰（2001）kap方耀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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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怡，1963 年岀世 tī 高雄。台灣大學外文系出業。1986 年去美

國 Michigan(密西根）大學攻讀新聞研究所碩士。高中時代，受著 1979

年發生 tī故鄉高雄 ê「美麗島事件」ê衝擊，致使鄭雅怡 ê台灣意識 lú

來 lú強烈，mā開展 i對台灣政治、社會議題 ê關心。到美國讀冊了後，

tī 1986 年到 1992 年留美期間，i kap 1寡台灣留學生做夥成立「Michigan

台灣同學會」，koh固定出刊《Michigan台灣同學會會訊》，發表推 sak

台灣獨立運動 ê文章 kap文宣；Tī海外積極關心、參與台灣政治議題。

回國了後，鄭雅怡 bat擔任過記者、文化工作者。Mā tī高雄義守大學、

台南女子技術學院 kap 台南麻豆真理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冊，教授台

語羅馬字、台語語言學等等課程。鄭雅怡對台語羅馬字 ê 推廣 kap 台

灣母語文學／文化 ê建立，有 chiâⁿ堅定 ê熱情 kap信念，i mā堅持母

語文學 ê創作，具體來實踐 i ê 理念。目前除去 tī大學任教之外，koh tī

台南成功大學 ê台灣文學研究所讀碩士班。 

鄭雅怡ùi 1986 年開始台語文學ê創作，作品以詩kap散文為主，早期

mā寫真chē評論。文章bat發表tī《文學界》、《美國台灣公論報》、《台文

Bóng報》、《台文通訊》kap《海翁台語文學》等雜誌、報紙。I ê作品mā 

hông選tī《台語散文一紀年》（1998）、《大學台語文選》（2000）、《台語

文學概論》（2001）、《台語文學讀本》（2004）等選集內面。1998 年鄭雅

怡得著「李江卻台語文獎」新詩組ê頭賞，hit年i mā ka-tī出版作品集《Góa 

ū cht ê bāng》（我有一個夢）。這本包含台文、中文、英文ê作品集收錄

鄭雅怡ùi 1984 年到 1998 年ê作品，作者自印。Kui本冊是A4 ê規格大小，

總共有 256頁。淺綠色ê封面頂面，是手工寫ê標題kap 1 pak手工畫 ê「祈

禱」圖。作品集--lìn並無目錄，-koh根據計算，全部總共有 93篇作品，

其中台文作品有 47篇，佔一半ê份量。3除去台文作品，mā有收錄 1寡

中文ê評論kap英文所寫ê報導。作品 ê文類包含著：詩、散文、評論、

                                                 
3 有關《Góa ū cht ê bāng 》ê詳細篇目，請參考「附錄」ê「《Góa ū cht ê bāng 》目錄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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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總--是，「詩」猶原是佔一半以上ê文類。所以，「台語詩」ē-tàng

講是這本作品集siōng重要ê部分。另外，台語詩ê書寫方式是「全羅」

kap「漢羅」對照，羅馬字ê部分是以電腦phah字，手工標調號；漢字ê

部分是作者ê筆跡。散文ê部分以「全羅」或者是「漢羅」所寫。Khah

特殊 ê是，作者tī大部分詩作ê後piah，lóng有註明「Note」ê習慣，對創

作ê動機或者是文本ê背景提出說明，h讀者對作品ē-tàng產生進一步ê

了解。 

鄭雅怡 ê台文作品有 chiâⁿ深沉 ê台灣意識、歷史使命感，以及以

女性意識作主體 ê 女性書寫。作品描繪 ê對象，ùi ka-tī、囝仔、父母、

親人，擴展到對台灣語言文化、歷史政治、社會運動 ê 層面。尤其是

對台灣歷史事件 ê書寫，包括：1947 年 ê「二二八事件」、1971 年 ê「四

二四事件」、1979 年 ê「美麗島事件」、1980 年 ê「林家滅門血案」、1981

年 ê「陳文成事件」kap 1989 年 ê「鄭南榕事件」，以及台灣人共同 ê記

tî：「白色恐怖」kap「烏名單」ê 歷史。Chiah ê對台灣歷史事件 ê書寫，

lóng呈現 tī i ê台文作品內面。鄭雅怡 tī i ê作品中用台灣民族 ê母語，

書寫台灣土地 ê khang-chhùi，紀念歷史 ê傷痕，用筆對國民黨無公義 ê

外來政權提出控訴，用文學成作批判殖民統治 ê 武器。透過母語書寫

歷史，呈現 i ê 歷史使命感；若親像 teh召唤台灣魂，企圖建立台灣人

永久 ê 歷史記 tî，鄭雅怡 ē-tàng 講是有系統性書寫戰後台灣歷史 siōng

徹底、siōng深層 ê台語詩人。除去台灣歷史 ê書寫風格，鄭雅怡因為

出世 tī基督教 ê家庭，加上個人對基督信仰 ê虔誠，i ê作品 mā時常

流露出屬靈 ê文思，以及 tī信仰中走找著人生力量 ê充實。對信仰、

人生、性命深層 ê思考 mā成作 i特有 ê風格。咱 ùi i ê個人創作集《Góa 

ū cht ê bāng》ê＜祈禱（序）＞中，ē-tàng看出 i將信仰結合個人以及對

台灣土地痛疼 ê痕跡。  

 主阿，h我知明，推廣羅馬字，置落台灣文學 ê基石，是你

h我 ê使命。印刷這些作品，代表一階段 ê完成。求你聖化

這號微小 ê工，thang h i 利益著台灣，我想 beh起造 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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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序）＞ê中節） 

鄭雅怡ê書寫意識是源自台灣ê，mā是源自女性ê。作品中深層ê女

性意識、女性經驗，呈現出kap男性作家全然無kâng ê文學光景。I 對

台灣建國ê ǹg望kap對女性主體ê建立kāng款強烈，hông認為是「具有堅

定ê本土意識kap女性意識」ê台文作家。4 I作品內容ê多元性，以及建立

台灣主體文化ê用心，-nā無輸h chē chē男性作家，顛倒koh khah強烈。

張春凰bat o-ló i：「無論是散文ia是詩文，i親身ê經驗kap對女性、婚姻、

家庭、社會、政治等等ê面向，表達ê深度kap激烈ê誠實，kap台文界革

命家李勤岸有相當ê特色。」（張春凰：2001）Ùi chia -nā ē-tàng證明鄭

雅怡ê台文創作，更加thang肯定台語文學女性作家ê創作企圖、書寫能

力kap風格呈現。總--是，tī台文界內面，真chē台語女性作家ê作品並無

親像男性作家kāng款，受著出版單位ê重視。除去鄭雅怡5之外，包括丁

鳳珍6、楊嘉芬7等等台文女性作家ê作品，並無出版社正式出版，lóng

是由「作者自印」ê形式流傳。Chit ê現象kiám-chhái thang思考台語文學

女性作家tī出版機制lin-- ê欠缺。英國ê小說家、女性主義者Virginia Woolf 

（1882-1941）tī i ê冊《A Room of One’s Own，1929》內底bat講過：「Cha-b

人若是想beh寫作，一定ài有chîⁿ kap ka-tī ê 房間。」8講出經濟獨立kap

無受干擾ê空間對女性寫作ê重要性。事實上，女性ê寫作-nā kap個人

內部的經濟基礎、自由空間有密切ê關係，外在條件ê社會資源、出版

機制kap文化背景等等因素，lóng是影響女性作家寫作ê重要關係。台文

ê出版機制雖bóng khah無資源，總--是，若是thang透過正式出版來重視

kap肯定，一定ē-tàng對台語文學女性作家ê創作，產生chiâⁿ大ê鼓勵。 

                                                 
4 方耀乾主編，2004，《台語文學讀本》，台南：金安出版社，頁 100。 
5 鄭雅怡，1998，《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 
6 丁鳳珍，1999，《行過的路》，作者自印。 
7 楊嘉芬，1998，《榕樹頂的光景》、1999，《啥thâi死阮姐夫》、2000，《一個先生人
的 1997》、2000，《四姊妹》、2001，《紅雨落tī青山路》，chiah--ê作品集lóng是「作者
自印」。 
8 「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 」，這段話是
Virginia Woolf tī 1928年演講所講--ê，1929年整理發表tī I ê冊《A Room of One’s Own》（Ka-tī 
ê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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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鄭雅怡 ê 女性書寫 

 

Ùi女性ê經驗kap vision(視野）出發，鄭雅怡ê台文作品隱含真深層ê

女性意識tī內面。Tī i個人ê創作集《Góa ū cht ê bāng》這本冊--lìn，咱ē-tàng

看著作者所描寫ê女性類型kap作者所關心ê女性議題。其中＜斷情書＞

這篇tī 1994 年 11月所寫ê散文（bat刊tī《台文通訊》第 35期），是用作

者本身ê經歷kap半虛構ê文學想像所完成ê短篇故事。描寫一ê台灣女性

因為對國家認同、對台灣政治參與ê決心，決定kap心所愛ê cha-p人分

手ê心路歷程。作者開頭tō用女性第一人稱ê角度講出兩人必須要分手ê

理由：「我已經覺悟，ka-tī無法度koh kap一個無認同台灣，反對台灣獨

立ê人結約一世人阿」。9雖bóng痛苦koh無奈，總--是，女性堅定beh為台

灣獨立運動phah拼 ê意志，kap生湠 tī心內深層ê台灣意識，已經成作

人生中siōng重要ê價值觀，只好選擇分開來解脫。這篇散文塑造一ê政

治意識強烈、台獨意念深厚ê女性，kap對政治冷感、完全無政治意識ê

男性，tú好kap一般社會認知cha-p人chiah會關心政治、cha-b人愛cha-p

人引chhōa chiah會有政治意識ê想法顛倒péng，鄭雅怡ka-tī說明這篇文章

「是一篇女性主義ê作品，是teh轉化台灣女性ê刻板印象（inverting the 

stereotype of Taiwanese women)」。10

企圖顛覆社會體制lìn--既定ê女性印象ê，koh有 1996 年所寫ê＜寡婦

＞chit首詩。 Chit首詩表面是beh描寫「守寡人」，-koh內容是teh敘述

一ê婦女án-chóaⁿ害死翁-sài，koh隨kap另外ê cha-p人tàu陣 ê「陰謀」。詩

開頭ùi「靈堂」、「銀紙」、「粗麻衫」ê意象開始營造翁-sài死亡ê前奏，

koh來描寫婦女「哭紅ê目chiu」kap「連喉嚨也號到sau聲」是因為「般

戯過頭頂真」，製作懸疑ê氣氛，soah尾以婦女ê心理意識講出害死翁-sài 

                                                 
9  鄭雅怡，1998，＜斷情書＞，《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123。 
10 有關鄭雅怡對作品＜斷情書＞ê說明，ē-sái參考林央敏主編，1998，《台語散文一紀年》，

台北：前衛出版社，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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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過程，一歩一歩現出陰謀ê真相。鄭雅怡tī chit首詩後piah ê「Note」án-ne

說明：「這首詩ê主角屬tī文學上所講ê ”害死人ê 婦人lâng”，chē chē男性

作家所寫ê女性，若不是神聖若聖母，就是惡毒若蛇，lóng無顯明女性

真正ê個性。Tī這首詩我故意創作一個 ”歹cha-b”，以諷刺 1寡社會風

俗」。11透過書寫phah破男性作家筆下僵化ê女性形象，是鄭雅怡女性書

寫中chiâⁿ重要ê企圖。 

另外，鄭雅怡 ê女性書寫mā關心婚姻關係中ê女性。1996 年所寫ê

＜離婚＞，描寫離婚ê女性面對婚姻結束ê時chūn，對自我ê反省以及tī

失敗中koh khiā--起來ê人生思考，刻畫出知性思考、獨立承受ê女性性

格。Kāng款tī 1996 年所書寫ê＜單親＞chit首詩，ùi單親媽媽ê角度出發，

書寫tī苦痛中因為beh實踐「個人政治」kap作為母性ê堅持，所以無怨

恨ê心chiâⁿ。

                                                

Siōng尾段ê「目屎拭乾，照常牽囝仔ê手，行頭前ê路。細囝

ê笑容，親像一葩燈，照落黑暗ê人生。一歩一歩，敢koh踏tht」12。

呈現出女性ê堅強kap母性ê偉大。Tī婚姻關係中，新婦kap ta-ke ê關係mā

是女性書寫所關心ê焦點，1996 年ê＜無名花＞tō是描寫傳統社會中新婦

kap ta-ke惡性循環ê關係。詩ê siōng尾段án-ne講：「受害kap加害ê角色輪

替，祖傳ê包袱猶原在背。花欉ê悲劇猶原teh搬，體制tī時chiah thang phah

破」13，講出新婦kap ta-ke tī kāng款ê文化背景中一再重演ê歷史，mā對

僵化ê社會體制提出批判。 

作者除了書寫 tī婚姻關係中 ê婦女之外，mā關注屬 tī社會結構中

比較 khah弱勢 ê 女性處境，1996 年所寫 ê＜日日春＞（刊 tī《台文 Bóng

報》第 34期）tō是 teh描寫相對職場女性 ê家庭主婦。詩--lìn描繪「日

日春」ê特質是「骨力 koh認份」、「奉獻粉紅、純白 ê青春，釘牢幼幼

ê根」。而且，i「雖 bóng細漢，但是勇建，chhìn-chhái大，koh gâu生湠」。

總--是，「當尊貴 ê花欉一盡枯乾，獨獨阮，無畏風寒，通年開滿，裝

 
11 鄭雅怡，1998，＜寡婦＞，《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28-30。 
12 鄭雅怡，1998，＜單親＞，《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67-68。 
13 鄭雅怡，1998，＜無名花＞，《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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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灰灰 ê家」。作者 tī詩後說明講「見若聽著職業婦女恥笑同性 ê家庭

主婦，我 ê感想就特別深。種在窗仔口 ê日日春，h我想起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tī厝--lìn ê 勞動並無比職業婦女 khah輕鬆，soah tiāⁿ-tiāⁿ ài承

受同性之間或者是社會價值無公平 ê 對待，鄭雅怡 ê＜日日春＞展現

出家庭主婦值得咱關心、重視 ê處境。 

鄭雅怡 ê 女性書寫除去企圖建立女性積極、參與、主動 ê 主體形

象，mā對社會體制、文學中僵化 ê 女性形象，提出批判性 ê觀點。另

外，i ê筆 mā關心 tī婚姻關係中、社會體制中弱勢地位 ê 女性，親像：

離婚 ê婦女、單親媽媽、家庭主婦，以及新婦 kap ta-ke等等角色 ê 女

性。除起 chiah--ê特色之外，i 對身為女性天職 ê母親書寫、身為台灣

女性對台灣土地 ê母土書寫，koh有對著被殖民歷史 ê台灣，語言、文

化受壓迫來流失 ê母語書寫，lóng是 i 女性書寫中 chiâⁿ主要 ê特質，

mā是探討鄭雅怡 ê文學 bē-sái忽略 ê部分。下面咱 tō ùi「母親書寫」、

「母土書寫」、「母語書寫」chit三 ê面向來探討鄭雅怡作品中 ê 女性書

寫。 

 

3.1母親書寫 

Tī本文ê頭前，咱bat講到法國女性主義者Cixous對「女性書寫」ê

提倡。Cixous tī 1976 年teh論述「女性書寫」ê時chūn，呼籲肯定女性身

體ê豐富、充足，認為女性ê身體充滿著積極ê力量。而且，女性身體ê

功能（有身、生育、飼奶）-nā是女性書寫ê源頭，mā是解放潛意識力

量ê源頭。I特別強調「女性是用白色ê墨汁t eh書寫 ê」，koh講「寫作親

像生育，墨水親像奶水」。14背後lóng有肯定「母親」角色是女性寫作ê

力量源頭ê意涵。Ùi chit ê角度來看鄭雅怡台文作品中ê「母親書寫」，tú

好ē-tàng做chiâⁿ好ê對應。 

鄭雅怡 tī 1994 年 6月到 8月所書寫 ê ＜H心肝仔囝 ê長批＞是一

                                                 
14有關Helene Cixous這部分ê論點，請參考Gayle Greene and Coppelia Kahn著，陳引馳譯，
1995，《女性主義文學批評》，台北：駱駝出版社，頁 73-79。以及，顧燕翎編，1996，《女

性主義理論與流派》，台北：女書文化出版，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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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長篇 ê台語散文，收錄 tī《Góa ū cht ê bāng》這本作品集 lìn，mā分

作＜H心肝仔囝 ê長批＞（一）、＜H心肝仔囝 ê長批＞（二）、＜H

心肝仔囝 ê 長批＞（三），三部分連續刊登 tī《台文通訊》第 31 到 33

期中。這篇長篇 ê散文以母親 ê角度，將生育囝仔 ê過程以寫 phoe信

ê方式呈現出來。描寫初初做老母 ê 女性，ùi有身、生產、飼母奶、io

囝仔大漢、教育囝仔 ê心路歷程。Ē-tàng講是一篇母親對囝仔 ê感情紀

錄。通篇分做十 ê小節來鋪陳，分別是「出世 ê所在」、「母胎中」、「號

名」、「生產」、「初初出世」、「月內」、「飼母奶」、

                                                

「厝邊」、「再會，安

雅堡」、「返台再出發」。             作者 tī文章 ê頭尾 lóng有講著，

希望透過筆，將囝仔記憶無法度到 ê孩童時代，留落淡薄 á 紀錄。所

以，ùi迎接新性命到 io囝大漢，每一 ê重要 ê khám站，lóng詳細紀錄

tī文章內面。當中，咱 ē-tàng看著真 chē珍貴 ê母親「書寫身體」（Writing 

the body) ê片段。Ùi囝仔 tī母胎中，有身 ê媽媽 tō時常感受著小性命 ê

存在： 

 

你猶未出世就表現活潑、愛活動ê本性，不時tī我身軀內拍拳

兼踢腿。Teh beh 順月ê時，有一暝我ê腹肚竟然像海湧澎起koh 

nah落，連續起起落落幾仔遍。15

「腹肚像海湧澎起 koh nah 落」ê身體經驗，若 是生育過囝仔 ê

母親是絕對無法度體會 ê，這種母親 kap囝仔相連 ê親密，腹內有新生

命 teh大漢 ê歡喜，mā是女性／母親 chiah有 ê感受。Ùi「有身」到艱

苦 ê「生產」過程了，tō是迎接囝仔 ê出世。作者描寫「月內」過，開

始「飼母奶」ê過程，初初作母親 ê 女性 ùi緊張、無自信、險險放棄，

到 kah互相適應、順利克服心理因素 ê階段： 

月內了後，咱兩人越來越ē-tàng互相適應，飼母奶就越來越

順sū，我奶水飽漲彼陣，你mā tú好腹肚空空。後來我發現，

飼母奶絕對-thang自我懷疑，因為奶量ê chōe少及心理真有

 
15鄭雅怡，1998，＜H心肝仔囝ê長批（一）＞，《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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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我若越有信心beh飼奶，自然就會將嬰仔飼飽。而且

越chip飼母奶，奶頭受著ê刺激越大，母體自然會產生hiah 

chōe母奶。這是身體奇妙ê本能反應。16

母親 ùi「飼母奶」ê過程中發覺著心理變化對 ka-tī身體 ê影響，

生湠生命、io飼囝仔 h女性體會著身體 ê奇妙，mā產生性命 ê 力量。

這種女性獨有 ê身軀／性命經驗，tiāⁿ-tiāⁿ是女性意識 puh-íⁿ ê開始。另

外，「飼母奶」mā是母親 kap囝仔距離 siōng óa近 ê時 chūn，作者對母

親看著囝仔 suh母奶 ê情境 kap心境，有 chiâⁿ精采 ê描寫，看了 h人

產生一 ê真感動 ê畫面： 

飼母奶對我ê「母親意識」（sense of maternity)意義真深。你ê

身軀tah tī我ê胸前，你一手hōaⁿ我ê奶，一嘴一嘴出力teh suh,

這時我胸內飽漲tēng-chiⁿ ê感覺漸漸無去，我奶頭一陣酸酸

chiūⁿ chiūⁿ，奶水就若水泉噴出，身驅sûi有舒解輕鬆ê爽快。

咱母子就按呢分享著chōe-chōe安靜、親近、甜蜜koh溫暖ê時

刻。看著你一日一日大漢，摸著你ê身軀越來越結實，彼種

快樂及充實感，實在是牛奶矸仔會比chit-- ê。17

「母親」成作女性 ê天職，h女性有 siōng珍貴 ê身體經驗 kap傳

承性命 ê人生意義，mā thang透過身體書寫，呈現 kap男性作家全然無

kâng ê 女性書寫。鄭雅怡以女性 ê觀點，書寫母親「懷胎」、「生產」、

「飼母奶」ê身體經驗，-nā建立一 ê以女性感情為主體 ê文學世界，

mā呈現 i文學中「母親書寫」ê風格 kap特色。 

 

3.2母土書寫 

鄭雅怡 ê 女性書寫，-nā強調女性身體經驗、建立女性主體 ê書

寫，koh以女性 ê角度積極介入一般以男性為主 ê「公共事務」領域，

phah破傳統認知--lìn,女性 kan-taⁿ守 tī翁-sài、家庭等等私領域 ê偏見。

                                                 
16鄭雅怡，1998，＜H心肝仔囝ê長批（二）＞，《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118。 
17鄭雅怡，1998，＜H心肝仔囝ê長批（二）＞，《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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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i「私領域」進入到「公領域」， 

表現 tī對台獨運動 ê 參與，對台灣歷史 ê書寫，對政治運動 ê關心。

一方面展現女性參與一向 h男性主控 ê公領域發言權，一方面 mā有

挑戰、超越 tī父權社會之上 ê－更加威權 ê外來殖民統治 ê企圖。Chit

款對台灣土地 kap 歷史 ê書寫形成鄭雅怡作品中「母土書寫」ê風格。 

發生 tī 1979 年 ê「美麗島事件」，是台灣歷史上重要 ê事件，真 chē

台灣人 ùi事件當中得到覺醒，看破國民黨外來統治 ê面貌，mā刺激

chē chē台灣人 ê台灣意識。美麗島事件發生 ê 1979 年，tú好是鄭雅怡讀

高中，16、17歲 ê時 chūn，這件發生 tī故鄉流血 ê悲劇，h i看著台灣

人被統治 ê痛苦命運，mā是 i政治意識蒙發 ê開始。收錄 tī《

                                                

Góa ū cht 

ê bāng》作品集--lìn ê＜Koh想起美麗島事件＞寫 tī 1996 年，內容講出「美

麗島事件」對 ka-tī人生產生 ê改變： 

 

從你流血 ê孔嘴，才知 ka-tī屬你，台灣， 

恬恬倒 teh，在我腳下十六年。 

一九七九年，寒流到的時， 

土地 koh催振， 

大疼遍傳我全身， 

心內大交戰： 

天地總裂， 

舊的殿大柱 at-chh，厝壁 pit碎 

從彼-tip起， 

我從頭起新 ê厝。 

Khǹg地基， 

用你的肉及血， 

無koh at頭看。18

對土地「流血 ê孔嘴」覺醒著 ka-tī kap台灣命運 ê相連，作者用

 
18 鄭雅怡，1998，＜koh想起美麗島事件＞，《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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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痛遍傳全身」、「天地總裂」來形容「美麗島事件」對台灣土地 kap

民族個人 ê苦痛，mā描寫出外來統治 ê面貌 kap既有 ê舊價值觀 tī作

者心內徹底崩--去 ê形象；最後，決心「Khǹg地基」、「從頭起新 ê厝」

來代替「舊 ê殿」，隱含有 phah破舊 ê政治、社會體制，建立新價值 ê

積極意涵。 

除去「美麗島事件」以外，1996所寫ê另外一首詩，＜告別我的二

0 年代--2 給陳文成＞mā是teh書寫台灣歷史上ê「陳文成事件」19。因為

陳文成是作者台大kap美國Michigan(密西根）大學，兩間學校ê校友。1981

年發生震驚海內外ê「陳文成事件」，h作者特別深ê感觸。詩tī頭一段

tō描寫作者來到陳文成h國民黨特務棄屍ê所在紀念i，對陳文成ê遭遇

感覺艱苦ê心痛kap懷念： 

到在研究圖書館 ê邊仔想你 

無鮮花，無詩歌，無紀念碑。 

只有 

痛入骨髓 ê痛。 

一九八一我上台大， 

你上尾倒落 ê草埔猶青青。 

左邊活動中心 ê壁紅 kih-kih, 

親像tú流過ê血。20

詩文中描述作者 kap陳文成 tī台大 kap美國 bat有同款 ê求學經

歷，所以，對著陳文成 ê死亡更加產生真大 ê驚惶。美國 ê台灣同鄉

「點白色 ê 蠟燭」，「戴白色 ê面罩」思念陳文成，tī白色恐怖 ê時代

「kan-taⁿ 敢張開失去血色 ê目 chiu，哭你 ê死，kap 阮 ê身世」。這首

詩描寫出台灣人對陳文成 ê 甘，mā對國民黨以白色恐怖作為殖民統

                                                 
19「陳文成事件」： 陳文成是旅美ê卡內基大學數學教授，1981年i kap b、子tǹg來台灣
探親，h警總約談tō無koh tǹg--來，10 kúi點鐘後慘死tī台大校園內面，至今猶koh是懸案。
有關「陳文成事件」，ē-sái參考 楊碧川，1997，《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前衛出版社，
頁 30。 
20 鄭雅怡，1998，＜告別我的二 0年代--2 給陳文成＞，《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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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ê殘忍，提出血淚 ê控訴。 

另外，台灣 ê「二二八事件」mā是台灣民族被屠殺、被壓迫 ê 歷

史記 tî。Tī chē chē政治受難者中，鄭雅怡特別關心女性 ê受難家屬。

1998 年所寫 ê二首詩：＜在 228紀念碑--1＞、＜在 228紀念碑--2＞，收

錄 ti作品集《Góa ū cht ê bāng》lìn，mā刊 tī《台文 Bóng報》第 65期中。

Chit組詩是作者以「二二八」受難者郭勝華醫師 ê cha-b囝 kap婦人 lâng 

ê角度所書寫--ê。以政治受難者 ê 女性家屬，以及土地被殖民 ê 女性，

chit種雙重弱勢身分 ê台灣女性 ê角度，來書寫女性對「二二八」苦痛

ê 歷史孔嘴 kap記 tî。1996 年所寫 ê＜給囝仔的詩－228紀念碑＞mā是

teh書寫「二二八事件」。Chit首詩以一 ê母親 ê角度，透過「228紀念

碑」kā囝仔教育歷史課本--lìn無講著 ê台灣歷史，試圖建立新 ê 歷史

觀念 tī後一代： 

大理石紀念碑 

刻白白，霧霧的字， 

紀錄故意含糊的歷史。 

現代史裡最大的殺戮， 

印在 lín的課本裡， 

kan-ta五 chōa漢字。 

這就是殖民統治， 

是咱愛的出頭天。21

「Kan-ta五 chōa漢字」ê「二二八事件」，是殖民統治 ê 歷史教育

siōng大 ê諷刺，台灣 ê 歷史詮釋猶原掌握 tī外來政權 ê手頭。公權力

對「碑文」、對「教科書」ê刻意模糊 h台灣 ê後一代無法度看見 ka-ti

民族 ê身世，mā無法度看清台灣 ê 歷史。Tī體制 ê教育之外，有台灣

意識、歷史意識 ê台灣母親 kan-taⁿ ē-tàng透過口述 ê ōe語來教育下一

代。另外一首＜給囝仔的詩－台灣國父＞寫 tī 1996 年，詩中描寫手 thh

課本 ê囝仔問媽媽「咱 ê國父是 siáⁿ人？」ê問題。母親回答「台灣猶

                                                 
21 鄭雅怡，1998，＜給囝仔的詩－228紀念碑＞，《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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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哪會有國父？」總--是，囝仔 kám 看 ê 清歷史 ê 迷霧？母親 tī

囝仔身上，親像看著過去 ê ka-tī，因為「兩代 lóng 讀共本，白賊 ê殖

民地歷史」。Tī學校教育--lìn，台灣歷史 ê認知 hông封閉、台灣歷史 ê

教育 hông扭曲，作者認為 che lóng是因為「未赴起一個國」、「未赴從

頭寫一 ph歷史」。詩 ê最後，寫出母親對 ka-tī、對後一代、對台灣，

siōng深層 ê ǹg望： 

Tī時 chiah thang替 lín起一個國？ 

一個 bōe koh迷惑 ê認同。 

替 lín寫一 ph新 ê 歷史， 

-bián koh倒-péng-讀 ê紀錄？ 

Koh h lín一個國父， 

真正獻身在建國工程， 

會堪得做世代見證， 

台灣人精神的光燈？22

 

3.3母語書寫 ê堅持 

    鄭雅怡對母語 ê堅持實踐 tī i ê母語書寫／創作中，1988 年 ê創作

集《Góa ū cht ê bāng》中，chē chē 以台文所書寫 ê作品 tō是 siōng具體

ê 證明。鄭雅怡以母語書寫作主體，寫女性、寫國家、寫社會、寫政

治、寫歷史，有母親對囝仔親密 ê感情，mā有女性對台灣政治運動 ê

理想，ē-sái講 lóng是用母語做源頭，發展出多元 koh phong-phài ê文學

光景。《Góa ū cht ê bāng》這本作品集 ê頭一首詩，是 kap冊名 kāng款

ê詩名＜我有一個夢＞。Chit首 tī 1996 年寫 ê作品，是一首分做 4 pha,

總共有 48 句 ê詩句所組成 ê長詩。詩 ê內容書寫對台灣未來 ê期待，

雖 bóng是「夢」，卻是作者 ǹg望起造 ê 理想國家。詩中對母語、文字、

文化有 chiâⁿ深 ê期待，其中 ê 2-pha是 án-ne寫--ê： 

我有一個夢：新國新城邦，開闊的街市，充滿花香味。看

                                                 
22 鄭雅怡，1998，＜給囝仔的詩－台灣國父＞，《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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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貼壁邊，漢字無看見。只單羅馬字，坦橫做標記。設立

新規矩，恢復好景致。新國家城市，解換新活氣。 

 

我有一個夢：代代所寄望，釘根美麗島，新國家起造。母

語做根源，文化永流傳。作家現才情，文學好光景。先人

勤撒種，後代好收成。致蔭普天下，萬國同欽佩。23

    詩所表現 ê，-nā是對獨立國家 ê期待，koh充滿著對母語文化 ê

寄望。作者對未來國家 ê 理想除了是「母語做根源，文化永流傳」之

外，mā講著「漢字無看見，只單羅馬字，坦橫做標記」ê文字主張。

鄭雅怡對書寫台語 ê「羅馬字」ê看法，咱 ē-tàng ùi另外一首 1996 年 ê

作品＜學羅馬字了後＞看出更加深層 ê書寫策略： 

無 koh懷疑 ka-tī， 

Taⁿ我會曉寫字， 

用統治者看無 ê ABC, 

尊嚴舉在手裡， 

民族文學 ê基石 taⁿ疊起 

從阮這代。 

 

無人 koh看輕 

祖先傳落的母語。 

也未 koh 掠阮做 

史前時代 ê部族。 

百外年中國轉未過西化， 

到我身上，teh欲得成。 

比劍 khah 利 ê 利器，舉起， 

先割我體內的中國毒瘤， 

一刀一刀， 

                                                 
23 鄭雅怡，1998，＜我有一個夢＞，《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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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斷舊帝國 ê筋。 

大疼過去， 

舊 ê台灣斷氣， 

新ê台灣欲出世。24

作者 tī詩中顯明「統治者看無 ê ABC」是建立尊嚴 kap「民族文學」

ê基石，藉著這號區別漢字、區別殖民者、區別中國舊文化 ê 羅馬字，

台灣人 thang起造一 ê以各族群母語為主體 ê民族文學。作者 mā講出

文字 ê 改變成做思想價值 ê 轉換，羅馬字親像利劍，切斷殖民政權 ê

中國舊價值，mā割除 tk-ê人思想--lìn ê「中國毒瘤」，進一步建立新台

灣 ê 價值。這首詩強烈表現出「羅馬字」成做台灣民族對抗中國文化

霸權 ê武器，以及去除漢字、脫離中國殖民文化 ê決心。 

另外，「羅馬字」（白話字）kap「女性書寫」mā有真密切ê關係。

因為台灣羅馬字ē-tàng直接將口語紀錄落--來，tī台灣ê歷史過程當中，

幫贊chē chē tī過去ê傳統社會--lin，無機會受漢字教育ê台灣女性thang透

過真簡單ê文字工具來接受教育25。透過台灣羅馬字，女性ē-tàng記錄ka-tī 

chhùi所講 ê，書寫ka-tī心所想ê，民族ê母語kap庶民ê歷史mā tī chai得到

傳承。台灣羅馬字ē-tàng講連接起女性kap語言、文字、書寫ê關係。 

 

4.結論－Gih母語做鋤頭ê台灣詩人26

 
作為一 ê 女性、作為一 ê被殖民土地 ê 女性，鄭雅怡 -nā有深刻

ê 女性意識，i koh有真深層 ê 歷史使命感 kap台灣意識。I用母語所書

寫 ê 台文作品，內容所呈現出來 ê 女性書寫，包含著對女性身體經驗

ê描寫、對母親角色 ê詮釋，對國家／母土 ê疼痛、對台灣歷史記 tî ê

                                                 
24 鄭雅怡，1998，＜學羅馬字了後＞，《Góa ū cht ê bāng》，作者自印，頁 74。 
25 請參考 蔣為文，2005，＜白話字，囝仔人teh用ê文字？＞，《語言、認同、去殖民》，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出版。頁 59。 
26 「Gih母語做鋤頭ê台灣詩人」，這句話是引用鄭雅怡tī 2002年所寫ê一首詩＜台灣詩
人＞，其中ê一句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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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koh有堅持母語書寫 ê實踐。Uì chia ē-sái看出，鄭雅怡 ê 女性書

寫並無限定 tī女性個人 ê私領域，脫離社會現實、歷史脈絡 ê情形。

顛倒 péng，除了女性議題，i koh積極介入公領域 ê語言議題、政治議

題，以及國家、歷史議題；呈現出多元面向 ê 女性書寫特質。Cht 款

豐富、多元 ê 女性書寫特質 kap「語言」ê使用有 chiâⁿ深 ê關係，tī《Góa 

ū cht ê bāng》這本作品集--lìn，鄭雅怡使用 i ê母語－「台語」來創作，

透過「台語羅馬字」（白話字）來結合「ōe語」kap「書寫」，h i ē-tàng

將生活 ê ōe語、個人 ê觀點、女性 ê想法直接藉著書寫呈現出來，自

然 h文學 ê議題得著多元發展 ê可能。 

Tī 台語（母語）文學 ê創作過程中，女性 -ān掌握著「語言權」

kap「文字權」，koh 進一步透過書寫掌握著個人 ê「身體自主權」，以

及女性參與歷史、政治詮釋 ê「歷史解釋權」。透過台語文學，h女性

tī無形中延伸書寫 ê深度 kap擴度，mā建立女性書寫 ê主體性。Ùi chia 

thang證明，「語言」議題 tī 女性文學論述 ê重要性。鄭雅怡 ê作品結

合以女性作主體 ê 女性書寫，kap以民族母語作根本 ê台語文學，ē-tàng

講替台語文學 kap 女性文學 chhōe著一條共同 ê出路，具體證明「台語

文學」kap「女性文學」ê重要關係，mā以作品實際建構台語文學 ê 女

性論述。 

另外，鄭雅怡 ē-tàng講是「一手 thh煎匙，一手 gih 筆」ê 女性

詩人。作為女性，ài養飼囝仔，ài照顧家庭，tī生活 ê壓力之下，猶原

phah拼用 cha-b人 ê觀點建立女性書寫 ê主體，i 更加是「Gih母語做

鋤頭 ê 台灣詩人」，用母語成做鋤頭，骨力開墾母語文學 ê 花園，mā

用母語成做武器，對抗外來政權殘留 ê 文化霸權，tī 書寫台灣民族 ê

文學中，企圖建立文化、政治 lóng獨立 ê新國家。藉著鄭雅怡台語作

品中 ê 女性書寫，咱 mā ē-sái知 iáⁿ，「女性」議題 kap母語認同、國家

建立、歷史意識，並 是平行無交 chhap ê 兩條線；反倒轉來講，女性

運動 kap台語文推 sak運動、建國運動，lóng有目標一致，而且互相牽

連、引 chhōa、具體實踐 ê重要關係 kap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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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錄 

《Góa ū cht ê bāng》目錄整理 

篇目 寫作時間 頁數 備註 

祈禱（序） 1998.9.14 1 無 

我有一個夢 
1996.9.24/ 

1996.9.26 
2 無 

祈禱 1997.9-10 5 無 

新台灣人的葬式－響應建國黨

「灑骨灰，種一欉樹」的新時代

葬式 

1997.7.6 

 
7 無 

告別我的二 0 年代--1  

離開 Ann Arbor第四個秋天 

1996.2.26/1996.8.5/ 

1996.9 
9 無 

告別我的二 0 年代--2  

給陳文成 

1996.2/1997.10 

 
11 無 

告別我的二 0 年代--3  

及阿惠去台大彼暝 

1996.2.26/1996.9.19 

 
13 無 

告別我的二 0 年代--4  

台灣學生—h 張信堂、翁瑞麟、

Jeff、纪乃元等 

1996.9.30/1996.10.23 

 
17 無 

在 228紀念碑--1 1998.3.10 21 
刊 tī《台文 Bóng

報》第 65期 

在 228紀念碑--2 1998.3.30 24 無 

寡婦 1996.10.7/1996.10.27 28 （台語版） 

給囝仔的詩--1 台灣國父 1996.9.10 31 無 

給囝仔的詩--2 228紀念碑 1996.9.18 33 無 

生命的海邊 1996.10.9 36 無 

我倒來阿，台灣--獻給我的四舅張

文棋。伊是台灣獨立聯盟第一各

專職人員，經過 424事件。也獻給

伊的世代。 

1998.9.1 

 
45 無 

願你安息，老師--給我初中的導

師，周玲玲 

1996.11.26 

 
53 無 

在死及夢的邊緣 1996.9.10/1997.1.27 57 無 

監護權 1996.9.18 6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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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書--給我的父母 1996.9.28/1996.9.29 62 無 

盼望 1997.10.27 64 無 

獨白 1997.10.28 65 無 

離婚 1996.9.3 66 無 

單親 1996.9.6/1996.9.7 67 無 

天裡的父 1996.9.6/1997.10.17 69 無 

同志 1997.10.28 72 無 

咱猶是恁父--對台語文現狀的感

想 

1996.9.5/1996.9.6 

 
73 無 

學羅馬字了後 
1996.9.5/1996.9.6 

 
74 無 

復想起美麗島事件 
1996.10.1/1996.10.5 

 
75 無 

革命--對一個台語文學聚會的感

想 
1996.9.6 76 無 

無名花 
1996.10.10/ 

1997.10.20 
77 無 

日日春 1996.10.4 79 
刊 tī《台文 Bóng

報》第 34期 

結業生謝辭 1996.8.15 81 無 

五日節的感想 
1996.5.23 

 
84 

刊 tī《台文 Bóng

報》第 8期 

評論：囝仔歌及性別歧視 1997.11.30 87 無 

台灣女性做人的條件—政治運動

中的性別歧視 

1992.11.10 

 
91 （台語版） 

一個台灣囝仔對將來覺醒的過

程—美麗島事件了後十八年 

1997.12.19 

 
95 無 

我所住的城市 
1996.6.8 

 
100 無 

外國牧師講台語 
1997.11.15 

 
101 無 

囝仔話 
1997.11.11 

 
102 無 

H心肝仔囝 ê長批 （一） 1994.6-8月 113 

刊 tī《台文通訊》

31-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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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心肝仔囝 ê長批（二） 

 
1994.6-8月 116 

刊 tī《台文通訊》

31-33期 

 

H心肝仔囝 ê長批（三） 

 
1994.6-8月 119 

刊 tī《台文通訊》

31-33期 

 

斷情書 1994.11月 123 

刊 tī《台文通訊》

35期 

 

一個堅持母語教育 ê母親心聲 1995.1月 125 

刊 tī《台文通訊》

36期 

 

阿母－台語詩習作 1986 127 

1986 年刊 tī《文

學界》秋季號，

以筆名「邱曙」

發表 

《台語詩》民族歌手－ 

聽邱垂真演唱有感 
1988.5 129 

1988.5月刊 tī《美

國台灣公論報》 

台語政治評論： 

中韓建交及台灣獨立 
1992.8 129A 

1992 年 8月 tī地

下電視台播出 

Chee Peng：Bringing the Orient to 

Petoskey 
1986.12 131 無 

Women seek answers to life on 

Amtrak trip 
1987.3 132 

THE ANN 

ARBOR NEWS 

Art by children bridges cultures  133 無 

Area energy programs abound   135 無 

In response to Peter Davidson’s letter 

of 11/15/91 
 143 無 

台灣學生  144 

1988 年 tī the 

university of 

Micligam所發傳

單 

哀歌一首：核能電廠  145 

1985 年 7月發表

tī《民眾日報》。

1985 年 9刊 tī美

國《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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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1992刊

tī《自立晚報》 

荒野孤燈－史眀其人及其思想  146 

1991 年 12月刊 tī

《台灣文藝》創

新 8號，以筆名

「陳素蘭」發

表。1993 年 10月

26日--11月 3日

刊 tī《自立早

報》，以本名發

表 

試論「小喇叭手」中的台灣人形

象 
 161 

1987 年 4月刊 tī

美國《台灣文

化》，以筆名「鄭

未雨」發表 

遠渡太平洋的蕃薯－記林哲夫教

授 
 169 

1990年 10月刊於

＜密西根台灣

同學會會訊＞ 

懷念林天助主教  171 

1994 年 3月 27日

刊 tī＜善導週刊

＞ 

那段被割離的日子：記一位勇敢

的台灣女性－林碧玲 
 172 

1990 年 8月刊 tī

《美國台灣公

論報》。1992 年 12

月刊 tī《自立晚

報》 

台灣女性做人的條件－談政治運

動中的性別歧視 
 182 

1992 年 12月 6日

刊 tī《民眾日報》 

由中央日報看反台獨言論  184 

1988 年 1月刊 tī

美國《台灣學

生》第 42期，以

筆名「山水」發

表 

報仇與忠君－布袋戲中的封建餘

毒 
 185 

1988 年 4月刊 tī

美國《台灣學



母親、母土 kap 母語－鄭雅怡台語作品中 ê女性書寫－ 402
生》第 45期，以

筆名「山水」發

表。1992 年 12月

以本名發表，重

刊 tī《台灣文藝》

創新 14號 

談李勝峯的暴發戶心態  186 

1988 年 4月刊 tī

美國《台灣學

生》第 45期，以

筆名「山水」發

表。 

沙文主義者的真面目  187 

1988 年 6月刊 tī

美國《台灣學

生》第 47期，以

筆名「山水」發

表。 

對黑人民運的聯想  189 

1989 年 10月刊 tī

美國《台灣學

生》雜誌。1993

年 2月重刊於

《台灣文藝》創

新 15號，以本名

發表，題目改為

「對美國黑人

民運的省思」 

為台灣奉獻一生的鄭自財－兼談

國民黨反民主、反人權的本質 
 190 

1992 年 12月 8日

刊 tī《自立早報》 

不識性別歧視的男性立委  191 
1993 年 2月 26日

刊 tī《自立早報》 

密西根大學台灣同學會成立感

言：兼談陳文成學長 
 192 

1988 年 12月刊 tī

《美國台灣公

論報》 

黃華訪密西根記  193 

1989 年 3月刊 tī

《密西根台灣

同學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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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金美齡代轉葉女士、鄭小姐（即

葉菊蘭、鄭竹梅） 
1989.4.12 198 

署名「密西根

莊、鄭及一群同

鄉」所寫 

To：公論報。密西根訊 1989.5 199 無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中國的學運  202 

1989 年 7月刊 tī

《密西根台灣

同學會會訊》，

以筆名「西瓜」

發表 

聽吳樂天演講後感  203 

1989 年 7月刊 tī

《密西根台灣

同學會會訊》，

以筆名「蕃薯」

發表 

1989 年選舉感言  205 

1989 年 12月刊 tī

《密西根台灣

同學會會訊》，

以筆名「柯建

台」發表 

「美麗島」與我  206 

1990 年 1月刊 tī

《密西根台灣

同學會會訊》，

以筆名「柯建

台」發表 

蔣緯國不是適當的總統人選  207 

1990 年 1月自海

外寄至《自立周

報》的傳真信，

以「陳博翔」為

筆名發表 

如果沒有那要命的一刀－祭念林

亮均、林亭均十年祭 
 208 

1990 年 3月刊 tī

《密西根台灣

同學會會訊》，

以筆名「柯建

台」發表 

底特律國是座談之抗議聲明 1990.6.4 211 此為 1990 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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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 

台灣同學會，在

底特律 

（Detrqit）示威

所發傳 

單 

我們為何反對「國是會議」  212 

1990 年 6月刊 tī

《密西根台 

灣同學會會訊》 

濁水溪畔的勁草－草根文化工作

者林文欽 
 213 

1990 年 7月首刊

tī《密西根 

台灣同學會會

訊》，同年 8 

月重刊 tī《美國

台灣公論 

報》，以筆名「柯

建台」發 

表 

對「中華奧運」遭中國排斥的感

想 
 215 

1990 年 10月刊 tī

《密西根台 

灣同學會會

訊》，以筆名

「蕃 

薯」發表 

郭倍宏訪安雅堡記  217 

1990 年 12月刊 tī

《密西根台 

灣同學會會

訊》，以筆名

「林 

屏」發表 

林義雄訪密西根記  222 

1991 年 8月刊 tī

《密西根台 

灣同學會會

訊》，以筆名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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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雄」發表 

笑容背後的淚光－訪黑名單之－

黃月桂女士 
 228 

1991 年 8月刊 tī

《密西根台 

灣同學會會

訊》，以筆名

「阮 

青」發表 

麥子落土－寫於郭倍宏及李應元

被捕後 
 234 

1991 年 10月刊 tī

《密西根台 

灣同學會會

訊》，以筆名

「施 

素女」發表 

“U” Taiwanese students protest 

Chinese interference in Taiwan 
 237 

此篇新聞刊 tī密

西根大 

學校園報紙 The 

Micligan 

Daily.U-M台灣

留學生 

於 1991 年郭倍

宏、李應 

元被捕後在校

園抗議 

勇於抗爭的廖彬良 1991.7 238 無 

斷情書  240 

原刊 tī 1990 年 5

月《密西根 

台灣同學會會

訊》，同年 7 

月轉載於《美國

台灣公論 

報》，1992 年 6

月重刊 

tī《文學台灣》

第 3期 

出生地－給未出世的孩子  242 1985 年刊 t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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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秋季 

號 

父與子  244 

1985 年刊 tī《文

學界》冬季 

號 

給菲律賓  246 

1986 年刊 tī《文

學界》夏季 

號，以「張林」

為筆名 

發表 

寡婦 1984.3.7 249 （華語版） 

試論金庸武俠小說中的悲劇英雄

喬峰（蕭峰） 
1984.2.11 251 無 

                            製表：陳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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