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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申請田野預備調查補助案，實際執行的時間是 2008/12/18至

2009/2/11，共 56天。田野地點為斐濟 Viti Levu島，主要調查內容分為兩個部

份：一是到 Naitasiri省的 Baulevu-rara地區的 Naganivatu村，進行實地的田野

調查。                          

筆者參與觀察進一步了解 Naganivatu村的特點，並記述了跨年、掃墓和政

府物資發放等特殊活動的情形。初步田野調查的發現，提供未來研究發展可行

的方向：（一）該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型塑了其經濟型態，以婦女捕撈淡水蛤為

主，經濟影響當地女性的地位和認同，同時也影響了婦女在公領域方面的表

現，有別於過去研究者認為女性處於低位的情形。（二）當代村落情境中宗教

與傳統的關係，村人受到不同教派主張的影響，對於傳統的維護，如 kava飲用

與否等，形成不同的看法。該村因教派差異，發生關於爭執傳統權力的事件，

到教派和平共處的協議，可與研究斐濟人的社會生活著重在愛與分享的討論做

對話。 

 

關鍵字：斐濟、女性地位、傳統、基督宗教 

 

 

 

 

 

      “World Austronesian Studies：Graduate Scholarship for Preliminary Fieldwork” 

sponsored the fieldwork on Indigenous Fijians in Naganivatu, Baulevu-rara, Naistasiri, 

Viti Levu, Fiji, from Dec. 18, 2008 to Feb. 11, 2009. 

     Through 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 the author kept notes on the activities in the 

village, such as New Year’s Eve, cemetery cleaning, and goods distribu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flood. From the preliminary fieldwork, there are some aspects 

worth of further research: First, because the location of the village is along Rewa 

River, major economic activity is diving for fresh water mussels and selling in the 

market by females. This affects women’s status, identity, and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public domain. It provided an interesting contrast to those studies on women’s inferior 

status in Fijian village. Second, different Christian churches’ dogmas and practices 

shap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village context. 

Their views on tradition conservation, such as kava- drinking, are different. One event 

about fighting for traditional power and religion freedom happened because of 

advocacy of different churches. After that, the villagers made the reconciliation and 

the community returned to peaceful again. Comparing to the studies on Fijian social 

lives which based on the “our wealth is love each other” (Brison, 2007), the case in 

Naganivatu could provide an inspiring comparison. 

 

Keywords: Indigenous Fijian, female status, tradition,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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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田野時間 

        本次申請田野預備調查補助案，實際執行的時間是從 2008/12/18至

2009/2/11，共 56天。田野地點為斐濟 Viti Levu島，主要調查內容分為兩個部

份：一是到 Naitasiri省的 Baulevu-rara地區的 Naganivatu村，進行實地的田野

調查，田野調查訪談的進行以英文為主，請村人當口譯；另一部份是在首都

Suva的 National Archives收集斐濟當地圖書館所藏的文獻和書面資料。 

        本次田野預備調查實際地點，與申請所列之 Tailevu省 Nakelo地區的

Vunivaivai村不同，是因為申請時答應帶我入村的女士，於去年聖誕節前夕因

病過世，故另找朋友帶我進入其他村子。 

        因斐濟村莊至今仍保有傳統習俗 Sevusevu，即儀式性的獻上 kava（Piper 

methysticum）1，進村必須由該村村人引介，準備 yagona獻給酋長或村長，正

式的拜訪該村的領袖，取得入村和進行調查的同意權。因此，有幸另尋友人的

同意帶我進入 Naganivatu村。 

 

二、田野地點 

 

斐濟地圖 

資料來源：CIA-The 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

world-factbook/geos/fj.html） 

                                                        

1
 Brison, Karen J.  2007 Our Wealth is Loving Each Other: self and society in Fiji.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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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sori 地區地圖（圖片左方中間圈起來的是 Naganivatu村） 

Nausori鎮位於 Viti Levu島首都 Suva東北方 40分鐘車程。 

資料來源：Fiji Land Information System 

（ http://www.lands.gov.fj/mapshop.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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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田野調查初步發現 

一、村莊概述 

        在 Rewa河畔的 Naganivatu村，約有 53戶人家，村人分別屬於兩個氏族

Matasau和 Dravuni，現任的村長是來自 Dravuni氏族。根據村人的說法，該村

原有四個氏族：Waikelokelo是酋長家族，Matasau是酋長發言人家族，Dravuni

是戰士，而 Dokana是祭司家族。 

        在百年內的村落遷徙過程中，Waikelokelo和 Dokana氏族因無子嗣傳承家

系，故整個氏族已然消失。 Waikelokelo氏族消失後，村酋長理應由Matasau氏

族中的長老出任， 但當時Matasau氏族中沒有比 Dravuni氏族還年長的男性村

人，因此先暫由 Dravuni氏族接掌村長一職。現有的兩個氏族之間，彼此通婚

情況相當普遍。 而該村還有一個特色，有不少婚出的婦女仍住在原生家庭的村

落中，這跟後面會提到該村的經濟生活有關。 

        在 Baulevu地區鄰近 Naganivatu村，還有其他幾個村子：Nacokaika、

Nakini、Natoaika、Delaidamanu和Moanaweni。其中前三個村子跟 Naganivatu

村一樣，都是傍著 Rewa河的村子，其主要的生計型態，皆是婦女到 Rewa河中

潛水，撈捕淡水蛤（kai），而男人耕種根莖類植物。以兩村一組（Naganivatu

和 Natoaika），輪流在隔週到市場販賣所撈捕的蛤，賺取家庭生活所需的花

費，平均一個麼布袋的蛤，可以賺 60至 80斐幣。多數人會在坐貨車回家前，

至超市採買當週所需的生活民生物品，如奶油、麵包、零食、洋蔥等。而男人

所種植的芋頭、樹薯或地瓜，則是供自家人食用，只有在少數的情況下會出

售，主要原因是多數人的土地面積有限，無法大規模的種植和收成，故以自用

為主。 

        村落的自治方面，基本上以 turaga ni yavusa為精神領袖，實際的村落事務

上，則是由約莫五名村人所組成的委員會來討論和執行。每一年村落會舉行投

票，選出合適的代表，再由委員會中，遴選一名村長（turaga ni koro），負責

對外的事務。村內的建設和活動，會先由委員會開會討論，經 turaga ni yavusa

同意後，在村落大會上提出，經由村人發表意見、表決後才會施行。若委員會

的成員或是村長在執行事務上，有不盡責之處，村人得以藉由一年一度的投

票，撤換舊有委員，另選出其他更適合的人選。若村民沒有異議，委員會成員

得以連任。 

        在宗教方面，一般的斐濟村落多有Methodist教派的教堂，多數的村民也是

屬於Methodist教會。在 Naganivatu村中，因為教堂仍在籌資興建中，故集會地

點是村落的公共會所，村中有一棟房子是保留給Methodist牧師（牧師通常五年

會輪調一次），Methodist的聚會在一週的時間內，除了週五晚上，每天都有不

同性質和組成的聚會活動。 

        除了Methodist教會之外，該村還有其他福音教派：村外有 Assembly of 

God（以下簡稱 AG）教派的教堂，牧師家就在教堂對面。目前的教徒約有一百

多人，主要是來自 Naganivatu村和隔壁的 Nakini村。此外，還有 All Nations 

Christian Fellowship和耶和華見證人教會，但這兩個教會的聚會所，是位於離村

開車半個小時的 Nausori鎮，信徒每週日都會乘坐公車至鎮上參加禮拜和服

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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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的連外道路可說是相當的方便，有公車可達 Nausori鎮，雖然路況不

是非常好，但比起僅有小巴士和貨車才能到達的 Nacokaika村和 Natoaika村，

以及出村必須經過 Naganivatu村的 Nakini村，該村的交通可說是很便捷。 

        在 Naganivatu村與 Nakini村中間，有一所小學 Nakini Village School，是由

歐盟出資維護的學校，學校是由ㄇ字形的建築組成，外圍有幾間校長、老師的

宿舍。而離村子步行十多分鐘的距離，有一所印度學校 Naitasiri Bhartiya 

School，與 Nakini村落小學相同，皆是招收小一到八年級的學生，九年級開始

要進入高中就讀，離村落搭公車約半個小時的距離，有一所高中，也有村人選

擇將小孩送至 Nausori鎮上的高中就讀。 

        在 Naganivatu連外的道路上，是印度社群所居住的地方。因為在過去，現

有村址的對岸是甘蔗園，在英國殖民時期，引入了不少印度人來斐濟栽種甘蔗
2，雖然蔗園在 1960年代就已經荒廢，還是有不少印度人繼續留在當地居住和

生活。該村和印度社群的關係還算良好，在急難時會互相幫助，而印度人也會

至村內徵集採收地瓜、芋頭等農作物的人力，付予一天 10元的工資。另外，村

中有部份與所羅門人混血的後裔，也跟當時蔗糖業的發展相關，熱帶栽培業不

只讓印度人移入斐濟，也讓部份的所羅門人進入當地社會，與斐濟原住民通

婚。 

        村內有人從事教師、警察、軍人等社會地位較高的工作，也有一些年輕人

加入英國軍隊，現在在中東地區執行和平部隊的任務。但也有一些輟學年輕人

在村中遊蕩。村中的女性普遍都早婚，先有後婚時有耳聞。有些學齡少女會因

為家庭發生變故，而被迫離開學校、會到家裏幫忙。 

        村內的基礎建設，包括電線、電話線、道路、橋樑和充水馬桶等。目前，

多數家庭都有電視、DVD錄放影機、收音機、冰箱等電氣用品，走在路上不時

可以聽到從房子裡傳出來的廣播和音樂。比較有錢的人家，會再另外加購小耳

朵，可收看較多選擇的電視節目。行動電話的收訊，是在去年十月左右才有電

信業者 Digicel和 Vodafone前後進入村內架設收發器，因此現在每戶人家幾乎

都有一隻以上的手機。 

                                                        

2
 關於印度裔斐濟人進入斐濟的歷史和當代經驗，參見 Lal 2004, 2005; Scarr 

1984。 因本研究非以此為研究主題，故不再進行更深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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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儀式、活動 

        我在當地生活的期間，有幾個對村民而言相當重要的活動： 

1. 跨年： 

        在新曆 12月 30號這天，多數的村民會到教堂跨年。晚餐會先在家裏用

完，接著盥洗、換上正式的衣物（男生穿襯衫和 sulu，女生則是穿一整套的連

身長裙），會在手腳擦上椰子油、噴香水，在梳頭髮時，會抹上髮膠。梳妝打

扮完畢後，約莫十點多，全家一起拿著手電筒出門，走到教堂或會所。 

        我的接待家庭當天帶我去 AG教堂，一走近教堂就傳來陣陣樂聲，節奏快

的歌曲，眾人會站起來揮舞雙手、跟著打拍子一起唱。到十二點之前，是由參

與教會的村人，輪流上去發表自己的感謝和感想，也會穿插幾個表演。在午夜

十二點時，牧師會帶領禱告和講道，結束後是茶點時間，教會準備了一些小點

心和紅茶，邀請來參與活動的村人，一起享用茶點、聊天。直到一點半多之

後，才離開教堂走回家。回到家中，也會有其他村人跑來聊天，一整晚都呈現

歡樂的氣氛。 

        新年的頭幾天，村裡的人會以潑水的方式來慶祝新年，像是在家門口旁準

備一盆水，趁走過的村人沒留意，就把水潑在人家身上，不過潑水的人要給被

潑的人一件新的 sulu（片裙）。此外，一月一整個月，村中的孩童會開心的拿

出桶子、錫板等物，在村中敲敲打打，慶祝新年的到來。 

 

2. 掃墓3： 

        掃墓是一年一度全村性的活動，通常會是在十二月或是一月，確切的日期

是由村長所定，村長會在掃墓日子的前幾天，在村中大喊三次，告知村民哪一

天要掃墓，要村民留意和配合。 

        掃墓的當天上午約十點，在聽到村長吹響海螺後，由年輕人拿著柴刀出

發，前往墓地清理雜草和蔓生的植物。中老年人則是在家等候，有的人已經開

始做在草坪的棚架下，開始喝 kava。而婦女則開始忙碌於準備食物，各家或多

或少都會帶點主食（如芋頭、樹薯和地瓜），和一些像是咖哩雞、炒牛肉、炒

淡水蛤等等配菜。此時，幼童被規定只能在家，不可以接近河邊或到村落旁的

空地玩樂。 

        中午剛過，清理的年輕人陸陸續續的回到家，從墓地回來的人，一定要先

沖澡，才可以再進行其它的活動。過去這一年有人過世的喪家，會準備 sulu、

tapa（樹皮布）和一些花，等墓地清理完後，只有婦女帶著布前往墓地，將新

帶來的布，圍繞在墳墓旁，最後放在墓地上。約莫二十分鐘，就完成了「掃

墓」的活動、回到村子。 

        在村子的其他女人可也沒閒著，約莫一點半，村人開始將準備好的食物搬

到公共會所，將食物依種類堆放在不同的區域，有人負責整理場地、鋪上桌

巾、擺放碗盤，有人負責處理主食，將芋頭等削皮後切塊，有人負責將配菜分

裝到盤子上，也有人負責調製果汁，會所外的空地，有人負責清潔和洗碗。 

                                                        

3
 多數的民族誌描述中有關於斐濟人的葬禮等相關的儀式紀錄（如 Ravuvu 1983

或 Biturogoiwasa 2001），但對於掃墓的活動和紀錄，則是相當罕有。筆者在 1

月 7日，等村中的年輕人將雜草、樹枝清理完後，跟著喪家一同前往掃墓，並

用數位相機錄下整個掃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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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喪家的婦女回到家後，約莫兩點半時，喪家必須要獻上 lovo（一種窯烤

方式）的豬隻和其他食物，先抬到棚架下獻給村長後，再抬到會所外，由幾個

婦女負責處理豬隻，將豬肉切下來，由負責裝盤的婦女將豬肉擺盤。 

        三點多，不喝 kava的男性村人，會先到會所內享用午餐，棚架下的村人，

除了輪流喝 kava之外，還會有村人彈吉他唱歌。而三點半時，有一群來自

Natoaika村的男性村人，列隊至 Naganivatu村，手上拿著吉他、ukulele（一種

小型的吉他），一起歡樂的慶祝。 

        等男人享用完畢後，才是女人吃飯的時間。家中有男人喝 kava不吃的婦

女，會先幫家人打包一些食物帶回家，等到婦女吃的時候，多數的「好料」都

已經被吃光了，只剩下魚和 palusami（椰奶芋頭葉）。 

 

3. 物資發放4：         

        在一月初的一週，連續兩個颶風，對於斐濟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情，Viti 

Levu島西邊的城市，整個泡在水中好幾天。而我所居住的村子，由於是 Rewa

河的下游地區，上游大雨不斷、河水暴漲，河水漫入幾戶人家中，在 1月 11日

天氣終於放晴時，村人開始打包自家的物品，將值錢的家具搬往住在較高處的

人家暫放。河水湍急、水位不斷的往上升，村人除了打包，就是聚在一起說

話、打發時間。 

        大水在隔一天就退了，但還是對於村落的農地、居住地造成損害，因此政

府派人在 1月 25號將補給物資運送至受災的村落，在 1月 26號上午，由村長

統一宣佈發放。 

        發放當天，村子相當的熱鬧，婦女和小孩拿著各式各樣的容器，前往會所

等候。會所內，先由年輕人將物資分為 60堆，成堆的物資有：奶粉兩盒、沙拉

油三罐和罐頭魚八罐，由村長唱名，每戶派一個人來領。 

        接下來是分米、麵粉、糖、豆的時間，原本也是要以唱名的方式一一分配

下去，但因為這樣實在是很耗時，因此，中午有一段時間，村長和村人在會所

裡面討論，看有沒有比較好的辦法。討論期間，有婦女站起來說出她的意見，

大家紛紛回應或反對，一直到了一點多，決定大米由三戶人家自行再分配，麵

粉、糖、豆等，則是有村人負責秤重，以唱名的方式，要各家派代表來領取。 

        整個發放物資的活動，從早上九點開始，一直到下午快三點才結束。 

 

 

                                                        

4
 政府的物資發放，可說是近代國家建立之後才有的活動。對於村人而言，大水

後一時半刻難以收成糧食作物，也不可能至河裡撈蛤，在相對艱困的生活條件

和環境下，能夠得到政府的補助，獲得不小的幫助。Naganivatu村比起鄰近的

村落，因地勢離河床較近，有被大水淹到，因而得到補助。像隔壁的 Nakini

村，生計條件雖和 Naganivatu村相同，卻因為地勢較高，而無法得到政府的物

資。兩村相互通婚、關係密切，因此可以看到村人會將部份物資給隔壁村的親

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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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論文發展方向 

一、女性的地位和認同 

        在田野訪談中，我主要的報導人是村內的婦女，她們半數以上是從外地嫁

進來的，和鄰近的村落通婚的也不算少數。訪談內容除了詢問婦女一般的生活

和家務之外，對於原生家庭是否為她們舉行成年禮，以及婦女在家中的地位也

略有提及。 

        多數的婦女一天的生活中，除了必須完成包括煮飯、洗衣等家務事之外，

還必須到 Rewa河撈淡水蛤。除非家裡有尚未出嫁的女性，或是有婚入的女性

可以幫忙分攤家務，一般的婦女一天的生活是相當忙碌的。 

        論及家戶中的男女關係，在 Asesela Ravuvu對於斐濟生活方式的描述中有

提到：女性在任何家庭情況下，一般而言是處於從屬的位置（Ravuvu 

1983:8）。女性在家時必須聽從父親和兄長的意見，身為妻子則必須聽從丈夫

的意見，男女之間呈現階序不平等的關係。 

        比照筆者在田野地所見的情況，即便是西方男女平等的觀念，藉由大眾媒

體、教育等管道進入斐濟社會，田野地還是有婦女向我表示：「在外面你可以

自由表達你的想法，但回到家中，還是要聽從長輩、丈夫的意見，這點並沒有

改變。」足見在村落和家庭生活中，原有的社會規範和習俗，仍是被鼓勵或強

迫去遵守的。 

        關於女性地位的討論，Christina Toren認為斐濟社會中最重要的階序關係是

建立在婚姻上，男人對妻子有權威（Toren 1990: 86）。除了妻子必須服從丈夫

的指示之外，在家中用餐的座次，女性也是處於在低位的狀態。Toren指出就

是因為母親在家中位於低位，使得孩童成長的經驗，對於家戶中的性別階序的

認知，產生不容錯認的理解。但女性在家戶中的地位，是與她和家長的關係而

定，是因為身為妻子，必須服從於丈夫的權威之下，使得女人處於低位（Toren 

1990:224）。 

        但在 Naganivatu村的公共領域方面，有幾個事件提供了有別於私領域情況

有趣的對照： 

事件一：政府物資發放 

        當村長和幾位男性村人將可數的物資發放完後，原本是要比照之前唱明的

方式，將米、麵粉、糖和豆等物發給村民，然如為了公平起見必須平分每樣物

資，一一的秤量再唱名，可能發到天黑都發不完，因此，發放行動稍微暫停，

此時聽到村人在討論較合適的解決方案，有婦女直接站起來大聲的發表她的意

見，接著有此起彼落的贊同或反對聲，吵雜聲不絕於耳，村長因此且對著婦女

大喊：「你們有誰能來當村長嗎？」 

        會後，我詢問了幾個村民關於婦女當場發表意見的看法，有男性村民表

示：「婦女根本不應該這樣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女人應該不被允許在公

共場合發表意見。」但也有婦女認為，只要能夠提出更好的建議，女性的聲音

也應該被聽到、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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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二：村落會議 

        發放後的兩天，舉行本年度的第一次村落會議，會中針對村落的情況和問

題，給予村人許多發表意見的機會，特別是關於婦女撈蛤的範圍，有婦女表示

現有的範圍太小、太受侷限了，希望可以有更大的撈捕空間。 

        諸如此類關於婦女的事務，或多或少都有女性公開發表意見，但有報導人

說：「像是隔壁的 Nakini 村，每次開會時，他們的婦女都很安靜，絕對沒有女

人敢在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意見。」言下之意似乎有，Naganivatu村的婦女比

較不懂得禮貌和尊重權威、秩序，且有女性應該要聽從男性意見，不應隨意在

公開場所發表意見。 

        上述公領域所發生的女性公開發表意見，不保持沉默、只聽從男性的作

法，和過去文獻所提及的女性居於低位的現象有明顯的差異。合理推測認為可

能是與該村的經濟狀況有關，家庭的收入是以女性為主，多數男人並不參與金

錢交易的生產活動，因此當女性握有經濟大權時，極可能會影響女性在家中的

地位。然而根據筆者訪談資料顯示，即便婦女是到市場販售淡水蛤，而有收

入，但是多數的婦女會在回到家後，仍會將販賣、採購剩下的錢交由丈夫保

管，若有任何生活所需，都一定要跟丈夫協調，以取得花費所需金額。公私領

域之間的差別，與其傳統性別意識形態的關聯，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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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會與傳統的關係 

        在斐濟村落當代社會生活中，教會和傳統是兩個很重要的面向。多數的斐

濟原住民都聲稱他們是基督徒，教會主宰了日常生活作息，是人們的精神依

歸；而社群的組織和生命儀禮的進行，則深受傳統文化和親屬、酋長制度影

響。然而不同的教派對於傳統有不同的意見和詮釋，對於信徒的生活和應當遵

守的戒律也有不同的說法和規範。 

        Naganivatu村村民分屬四個教派：循理會（Methodism，或譯成衛理公

會）、神召會（ Assembly of God）、耶和華見證人 （Jehovah’s Witness）以及

All Nations Christian Fellowship（簡稱 ANCF）。不同的教會之間因主張不同，

過去發生過不少的口角爭執，最嚴重的一次衝突，記述如下： 

        在三年前該村發生了一個教派爭執的事件，起因是一位Matasau家族的成

員 L，邀請 ANCF的牧師到家中講道，但外頭有其他不同教派的村民製造噪

音，企圖妨礙聚會的進行，turaga ni yavusa直接衝進來，質問為何 ANCF的牧

師沒有經過他的允許就進來村子佈道，要將牧師趕出去，並揚言禁止他在踏進

村中一步。L非常的生氣，認為 turaga ni yavusa的行為違反了宗教自由，而且

憤而反過來質疑 turaga ni yavusa位子取得的正當性，表明該村的祖先是他的曾

祖父，他才是這個村子的主人，turaga ni yavusa沒有資格以該村的主人自居，

進而干擾聚會的進行。 

        類似的教派歧異口角不斷，村人決定舉行教會的和解儀式，希望能化解不

同教派間的衝突，決定將每個月的一個星期，定為所有教派成員一起上教堂，

一同進行服侍、祈禱和禮拜。該週也是齋戒週，自清晨至每日下午一點前禁

食，夫妻不得同房，以齋戒的方式來紀念教會間的和解。 

        雖然多數村民表示，不同教派之間的村民，相處還是很融洽，因為上帝要

人愛自己的鄰居，但從上述的事件中可發現，新進的教派、觀念與傳統權威之

間產生了衝突，過去一向以村落酋長為最高依歸的情況，在當代情境已不復

見，且還引發了傳統權威正統性的爭論。 

        Christina Toren（1990）在斐濟的研究指出，人們對於階序的認知，是透過

性別、階級和年長等三個因素的互動所產生的。據筆者了解如村落概況介紹所

述，當原有酋長家系Waikelokelo氏族消失後，turaga ni yavusa（村酋長）一職

理應由Matasau氏族中的長老出任， 但當時Matasau氏族中沒有比 Dravuni氏

族還年長的男性村人，因此先暫由 Dravuni氏族接掌村長一職。由此可窺見

「年長」這一因素當在地傳統政治上，仍有其重要性存在。 

        這一點引發筆者對於過去認為，酋長具有某種神力（mana）的說法，在當

代情境下如何被理解，但村民表示過去的信仰中，或許酋長具有神力，但這在

基督教的脈絡中是不被承認的。基督教的教義轉化了許多對於傳統概念的詮釋

和實際操作的情形。 

        另一個傳統與教會的爭議點，發生在對於 kava飲用合適與否的討論。多數

村民信仰的循理會（Methodism）是最早到斐濟傳教的教派之一，教會規範和傳

統生活較為一致，如同 Karen Brison所指出：循理會的服侍維護了斐濟社群的

神聖秩序，包括清楚的個人與社會的階級排序，依照性別、年齡和階級而定的

社會角色（Brison 2007:41）。因此循理會的聚會結束後，會有不少教友一起聚

在某人家中享用 kava，對於許多斐濟人來說，這是重要聚會必備的活動之一，

有人認為「我們循理會就是依循著上帝給我們的一切，過去我們的祖先做什

麼，我們現在就繼續沿用下去」。筆者詢問到關於其他教派對於飲用 kava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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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循理會教徒的意見是，「傳統是我們應該要繼續保持的東西，端看你要怎

麼運用之，喝 kava本身並沒有問題，問題是在於他是否被濫用。就像是對待其

他傳統事物一樣，重點是人自己決定以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然而許多新興教派卻不認同這樣的觀點，「kava是不潔淨的東西，聖經上

有說我們不要食用不潔淨的東西。那些喝 kava的人根本就沒有按照聖經上的規

定去生活。」該村有不少村民原本是循理會的成員，後來才改宗，不少人的理

由是因為他們認為尋理會成員的生活不符合聖經上的指引， 例如有人不認同喝

kava，也認為在 kava上的花費太高，希望能擁有較好的生活品質，因此決定改

宗。 

        關於傳統和教會之間的關係，就初步的研究資料取得上，筆者認為這是一

個值得繼續研究探討的主題，且在 Naganivatu村的生活上，對村民而言，這樣

的議題有其意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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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的田野歷險記 

        回到台灣後，不，是還在斐濟時，細數這趟田野所發生過的種種事件，如

果真要為這趟旅程下一個註腳，我想「多災多難」會是最貼切吧！ 

        就先不說倉促的出門，讓一開始的我是人在斐濟，心在台灣。好不容易說

服自己要好好把握在田野的時間，努力融入當地人的生活時，開始發生一連串

連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意外事件。 

        一月初，聽聞一週內會有兩個颶風時，我本來不以為意，想說斐濟所在的

位置就跟台灣差不了太多，夏天有颱風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做好防颱準備就

好，況且田野地的朋友一定會照顧我，一切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沒想到從某個

週四開始，連日大雨，我看著屋後原本距離岸上兩公尺以下的河床水位，默默

的不斷上升，大雨絲毫沒有停下來的跡象，盼隨著震耳欲聾的雷聲，讓我一夜

無法安枕。 

        週六白天，趁雨勢略小，我還跟著村人一起坐小巴士到 Nausori鎮採買物

品、用網路和台灣聯繫，回到村子後的隔一天，水位已經高到所有的聯外道路

都淹沒在水下、封閉了，車輛無法進出，而電線也被吹斷了，整個村子陷入無

電可用的處境中。正當此時我想離開村子時，已經來不及了！看著飲用水的混

濁、村人開始搬移家當，我開始心急於自己帶來的物品是否有辦法安然度過。

生長在台灣，不是沒有聽說過淹水，但自幼居住的，都是地勢較高的地方，淹

水的滋味？想都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碰上。 

        而當我翻譯的M，因為預產期是在一月底，那天不曉得為什麼，肚子開始

痛了起來，連移動身子都顯得相當的吃力，她的爸媽非常的緊張，很怕她萬一

就此陣痛，情況會相當的麻煩，因此在下午四點多時，打電話給警察，請求支

援。在聯外道路全都中斷的情況下，誰也不知道警察幾點會到，只能等著分針

秒針緩慢的行走，不斷的祈禱她不會有事。 

        終於在六點多，警方的快艇來了！M的爸媽要我拿著行李，也跟著坐上快

艇離開村子，到鎮上的朋友 V家住，因此，生平第一次動用警方的救援，就在

斐濟發生了。坐在快艇上，往河岸的兩邊看，一大片黃濁的水、肆無忌憚的漫

著，看著進出村落唯一的那條道路，低的地方已經在大水中，有不少人站在橋

上、岸邊觀水，見到快艇經過，還興奮的跟我們招手。以往開車要坐快一個小

時的路程，我們走水路三十多分鐘就到了！坐上往朋友家的小巴士，終於結束

了被水淹的夢魘。 

        為了等村落的洪水退，在朋友 V家待了幾天，朋友的公公有酗酒的習慣，

因此只要他開始胡言亂語，我們大多躲回房間，不正面相對。某天晚上在我要

去洗澡時，他又開始胡言亂語，拿出他的護照說什麼他之前去過哪些地方等

等，沒想到等我洗澡出來，朋友嚴肅的問我，是否有護照、機票等證件？我這

才知道，她公公懷疑我是非法移民，已打電話報警，而警車就停在家門外！？ 

        拿著護照、穿了件外套，連頭髮都還沒來的及擦，就坐上警車。朋友跟我

一起到了警察局，向警察解釋我是學生、來斐濟觀光，正要準備做研究。但警

察看不懂落地的觀光簽證，堅持要移民署的官員來查驗我的身份，朋友的婆婆

非常的難過、覺得很對不起我，因為公公的行徑並不是第一次了，只要他喝醉

酒，甚至會到警局告發自己的小孩，警局的人多知道他的習慣，常常不以為意

的沒當一回事，怎麼這次就當真了。經過解釋後，警局同意讓我先回去，等到

隔天早上八點再來，屆時他們會打給移民署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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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惶恐、不安的心情回到家裏，朋友的公公早已不知去向。一方面想

著，我又沒有什麼不法之處，應該不用擔心會被警方怎樣，但還是有點擔心、

荒謬於這種事的發生。隔天早上，值班的員警還一副有點弄不清楚情況的樣

子，不曉得我到警局的目的，後來他們請我在警局稍等，等候移民官員的到

來，期間我打電話給經貿辦事處的人員請求支援，辦事處的人員希望跟警局官

員通電話，說明我的狀況，辦事的員警相當的傲慢、表示在移民官員來之前，

他誰的電話都不想接聽。到了九點半，這才弄清楚處理的警員根本就不是局

長，局長接了電話聽完說明後，也表示我應該沒有問題、很快就可以離開了。

才要掛電話時，移民官員就來了，檢查了一下護照，很快就說我可以離開了！

這才結束了這場警局驚魂記。 

        回去後，對於 V感到相當的抱歉，想說可能暫時搬離她家會比較好，就將

行李收拾好，搬到位於首都的同學 A家。搬進去的第二天晚上，我比較早回到

她家，家裏沒有人，當我試圖要轉開另外一扇門時，突然覺得右大腿後側，突

如其來的疼痛，轉頭一看，差點沒尖叫，原來是她家的狗以為我是要闖空門的

小偷，默默的衝上來咬了我一口。 

        幸好我穿的是牛仔褲，大腿上只有瘀青，狗沒有真的咬破我的褲子，不然

我還真不知道要去哪裡看醫生、打破傷風的針。朋友回來後，給我一罐消毒的

藥水，讓我擦在傷口附近。也幸好之後沒有發燒或感受到什麼異狀，不過被默

不吭聲的狗嚇到，倒是留下了一點心理上的陰影。 

        被狗咬之後，想說無三不成禮，那我之後的生活應該可以一帆風順了吧！

就當我開心的這麼想著，回到村子的生活，還有幾件事正等著我呢！在村子的

天氣，天天都是陰雨天，住在河邊到了晚上其實還是蠻冷的，即便是夏天，晚

上都還要蓋棉被才不會冷到。 

        在村子的第四天的早上，我開始拉肚子。原以為只有我一人水土不服，沒

想到一探聽，好幾戶人家也都陸續傳出拉肚子的情況，甚至有一天在廣播還聽

到，因為水災後水源被污染，全 Viti Levu島都有拉肚子的情況，政府及相當單

位，積極的宣導飲食衛生安全，希望村人不要直接生飲開水，要把過期、壞掉

的食品丟棄。 

        拉肚子還不打緊，更難受的事，某天晚上我開始畏寒，隔天早上起來，就

覺得自己發燒了，只好猛吞從台灣帶來的普拿騰和伏冒，希望能儘快舒緩發

燒、重感冒的症狀。不知道為什麼，兩手手臂和兩小腿上，開始冒出小小的紅

斑點，本來以為是蚊蟲跳蚤咬傷，繼續不時的擦上藥膏，想說幾天之後就會消

掉了。沒想到，小小的紅斑點，隨著日子一天天的擴散，有時奇癢難耐，整隻

手臂腫的跟豬手一樣。 

        村人說，可能是因為水災後，水源被污染，且連日豪雨，我所用的寢具可

能有小蟲，然後因為我是外來的人，不像他們已經習慣當地的水質和環境，所

以我才會有這麼嚴重的過敏反應。還有村人說，這是他們家族祖先來照顧我的

證據，因為我的皮膚很白，他們的祖先很喜歡，趁我晚上睡覺時、擁抱我一

下，所以我的手腳才會變成這樣，只要家族內的人幫我按摩幾天，這就會消下

去了。 

         總之，我的手到了離開斐濟時，都還是有點腫腫的，留下了一些過敏退掉

的痕跡。人在田野，一切的生活上的不便，其實都很容易能夠去適應和忍受，

但只要身體一不舒服，就真的很難平心靜氣的去接受。開始過敏的二月初，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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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感冒的疲累，讓我真的很想要趕快回台灣，趕快結束吃芋頭、地瓜配泡麵

的生活。然而田野地人的和善和熱情，也讓我十分感激。 

        在 Naganivatu村中，有一名當音樂老師的村人，在 2006年曾到台灣參加南

島文化節，拿出幾本在台灣的照片，我看了是分外的想家，但也很高興能看到

來自故鄉的東西，想說世界這麼小，全斐濟只有 13個人參加演出，其中一人居

然就在我所待的村子。 

        而招待我的是朋友 V的堂哥一家人，他們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心，讓

我得以如同生活在自己的家。翻譯M是 V的堂妹，她的父母也視我為自家的小

孩，當我有問題和疑惑，不厭其煩的解答。在M生產之前，她的父親就有說，

如果出生的是女兒，就要以我為名。沒想到當M抱著剛出生了女娃娃回村時，

她拿出出生紀錄本，要我在名字的那格，填上我姓名的英文拼音！一個跟我同

名的娃娃在斐濟的小村落裡成長，那種聯繫和感覺，真的是美好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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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田野照片 

（圖片以時間順序排列） 

 

   
圖一：村人與Methodist牧師（右）。      圖二：Naganivatu村長（左）與村

人。 

 

 

 

    
圖三：結束撈蛤上岸整理的婦女。           圖四：岸邊一袋袋的淡水蛤。 

 

 

 

    
圖五：AG教會的跨年晚會。                     圖六：村人與 AG牧師（右）。 

                                                       李孟珊研究成果



2008年世界南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16

                       
圖七：婦女在河上撈蛤的景象。有些人  

會帶蛙鏡潛水，口咬竹簍，用手抓蛤。      圖八：一口氣潛水下去可撈到的蛤。 

 

 

     
圖九：AG在 2009年第一次的聚會。          圖十：領聖餐後的禱告。 

 

 

     
圖十一：早晨的 Rewa河畔。             圖十二：貨車上裝載著運至市場販售的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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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剛到市場整理蛤的婦女。           圖十四：市場販賣淡水蛤的攤子。 

 

 

   
圖十五：市場販賣的 ivi（一種果實）。 圖十六：市場販賣的 yagona。 

 

 

    
圖十七：掃墓結束後，婦女列隊帶著      圖十八：會所內處理主食的婦女。 

食物往會所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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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會所內先享用餐點的男人。      圖二十：會所外棚架下喝 kava的村

人。 

 

 

   
圖二十一：水災—搬運電視的村人。    圖二十二：河水暴漲後的 Naganivatu。 

 

 

   
圖二十三：水災後，政府發放的物資。  圖二十四：自行分裝大米的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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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會所內等待發放物資的村人。 圖二十六：村落會議。 

 

 

    
圖二十七：lovo（窯烤）的食材。          圖二十八：家中的客人要離開的前一天                

                                                                     習慣上會準備 lovo作為歡送會的食物。 

 

 

    
圖二十九：Prof. Epeli Hau’ofa告別式，       圖三十：以我為名的寶寶。 

地點在 USP的 Oceani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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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計畫成果自評 

1. 計畫目標與執行內容是否符合 (如有差異，請說明) 

計畫目標與執行內容有些許差異，詳見以下說明： 

a. 田野地點 

        當初申請獎學金時，所列的地點為 Tailevu省 Nakelo地區的 Vunivaivai

村，與本次實際的田野地點 Naitasiri省的 Baulevu-rara地區的 Naganivatu村不

同，造成這樣差異的原因說明如下： 

        申請期間同意帶我入 Vunivaivai村的女士，是夏威夷大學 Guido Pigliasco

教授介紹認識的。在獎學金申請表寄出後，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找理由拒絕帶我

入村，先是說因為我尚未取得研究許可，她沒有辦法帶我進去，在我擬寫保證

預調資料絕不出版、發表的聲明書，並經她的主管簽名後，她因入院檢查病癥

未與家人和辦公室同事聯繫，打電話到她家和辦公室都無法找到她，後來她只

同意帶我進村一個週末。因為覺得時間過於短暫且不確定，所以我另外找了在

夏威夷大學認識的友人 Amerita Ravuvu，請她的家人幫我詢問可帶我進村研究

的親人，故找到了她的表姐 Vuki，帶我進入 Naganivatu。 

        這次回到斐濟才得知，原本答應帶我進村的女士，在去年聖誕節前夕因癌

症過世，約莫就是在我去年五六月在斐濟這段期間發現病徵，對於這樣的消息

和結果，我感到相當的惋惜和難過。 

        實際田野地點的選擇其實是很偶然、看運氣的，故我很感謝 Amerita 

Ravuvu（Prof. Asesela Ravuvu的孫女）一家人給予我的協助。 

b. 研究主題 

        申請之研究主題為探討女性成年禮與認同建構，然而經過前後一個月多在

村子的生活，實際參與村落事務，訪談村人後，本次研究所得以進一步了解斐

濟村落概況為主，觀察村落、區域特色為輔。筆者發現女性成年禮執行與否會

因地域和家庭經濟狀況而定，且村中有不少婦女是從其他地方婚入此村，並不

容易找出值得深入研究的特色。但女性認同與階序的關係，因有明確的事例，

故值得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2.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滿意度 

本次計畫主要成就在於針對當代斐濟村落的現況之記述，斐濟有許多群

島，行政區也劃分成數個區塊，每個地區的差異性很高，多數的研究各自針對

不同地點進行紀錄和描述，以及議題的探討和解釋。不同地區的民族誌和研究

雖可作為相關參照，但筆者此次進行研究調查的地區，較少有相關的文獻討論

和田野材料紀錄，故筆者所收集的田野資料本身就有相當意義的參考價值。 

本次預備調查增進筆者和田野地報導人的相互交流，對於該村的獨特性和

村民及其村落生活概況，有進一步的了解，對於正式田野題目和方向的擬定，

有很大的助益。 

 

3. 計畫經費的適足性 

        本次計畫補助研究者的交通、保險和生活費，對於在斐濟村落的生活而言

僅是勉強足夠。 

        第一是保險費用一個月 50美金的補助顯然不足，海外旅遊平安險會因保險

涵蓋內容及範圍而有所浮動，一般醫療及意外險的保費一個月多會超過 100美

金，因此希望可以因應田野地點的不同，斟酌增加健康保險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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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關於交通觀摩費用的限制，規定必須憑票根或是相關票卷證明，才

可獲得補助，但並不是每個國家的交通工具司機都有辦法提供收據，如本次提

供的公車票根，是斐濟最近才有的政策（去年夏天筆者至斐濟時，坐公車時並

沒有票根可索取）。且計程車只限於從旅館出發的才有收據可拿，故在交通費

用獲得補助的部份，對於研究者而言，實有收集票根的困難。建議承辦獎學金

辦公室，能研擬出收據本，提供獲得獎學金的學生使用，俾能增加報帳上的便

利和公平性。 

 

4. 檢討與展望 

        筆者感謝能有此計畫的支援，在正式田野之前，有機會能到當地進一步了

解實際的情況，更加熟悉田野環境和報導人，也取得了許多當地的書面資料和

地圖。 

        此次田野部份，筆者認為 12月中出發是相當合適的時間點，因為聖誕假期

對斐濟來說是一年一度的長假，不但學校放假、學生會回家，連上班工作的

人，也會把握機會回鄉探親，因此在田野地遇到許多短期返家的村人，能更了

解他們的生活、接觸到更多的人。 

        但在聯絡的時間安排上，應該要再早一點聯絡當地的友人，且因為到斐濟

的時間是在聖誕假期前夕，不少人都會回鄉或出遊，圖書館、學校等都不會開

放。以至於剛到斐濟的第一週、尚未進村時，時間有點被浪費掉，雖然有在元

旦前入村，但失去了參與觀察村人過聖誕節的時機。 

        還有一點是關於天災，本次到斐濟，恰巧碰上難得一見的淹水，以至於為

了衛生健康的考量，不得不離村，等到水退了、村民生活回復常軌後再進村，

以至於減少在田野地的時間。 

        另外，關於與田野地報導人溝通使用的語言，目前仍以英文為主，在一般

溝通上因為比較了解彼此，較無溝通上的障礙。唯在訪談的過程，因為語言的

關係，有受訪者會因為無法理解問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的情況，這點筆者應

要更積極學習當地方言，俾能有助於田野資料的收集，增進與當地人的溝通和

了解，可以減少誤會的產生。 

        本次田野預備調查資料的收集和生活的適應上，都提供了筆者下一次進入

田野寶貴的經驗，和田野地的人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也找到可以協助研究

進行的村人，就這幾點來說，此次的調查對於論文的發展是相當有幫助的。 

        筆者在下一次進入田野地之前，會就預備調查所整理的成果，進行相關的

文獻資料閱讀，特別是筆者不熟悉的基督宗教部份，期許自己能有機會深入探

究初步可行研究方向，呈現對田野地和學術上皆有意義的主題，順利完成碩士

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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