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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計畫背景 

近年來國內許多關心原住民無形文化的機構開始重視原住民當代藝術創作，並試圖將臺灣

置於太平洋地緣脈絡積極進行交流。博物館方面，高雄市立美術館「南島語系當代藝術發展計

畫」，包括特展、駐館、建立原住民藝術家資料庫及典藏等，並進行多跨太平洋國家的合作展，

主要合作對象即是新喀里多尼亞的棲包屋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Tjibaou，以下簡稱 CCT）。

然而國內對新喀里多尼亞 CCT 的研究資料尚未很多，本計畫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到 11 月 12

日執行，首先是實地觀察新喀里多尼亞的棲包屋文化中心的當代藝術蒐藏及展示實踐，並蒐集

館內 Kanak 當代藝術及物質文化的相關文獻資料，其次則是盡可能地實地探查其他博物館與文

化中心、日常及文化慶典的展演，作為理解其族群美學與文化認同的另一個基礎。 

新喀里多尼亞位於太平洋澳洲大陸東北方、南迴歸線以北，島上以美拉尼西亞族群為大宗，

還有 Papua 移民，Sāmoa、Tonga、Wallis and Futuna 島等波里尼西亞移民。在 1853 年 9 月 26

日成為殖民地前，島上族群被通稱為 kanaka，1970 年代後留法歸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份子自行

改名為 Kanak（Chappell, 2013），筆者這次前往則發現，kanak 人更常以”Kanaky”自稱或代表整

個新喀里多尼亞。在 1970-80 年代，境內出現大規模反抗殖民的流血衝突，1988 年爆發 Ouvea

屠殺事件後，法國政府與民族運動領袖 Jean-Marie Tjibaou（棲包屋）簽訂 Matignon-Oudinot 

Accord，成立卡納克文化發展機構(ADCK, L'Agence de Développement de la Culture Kanak)，並建

立 CCT。 

CCT 受法國政府資助，建於首都努美亞 Tina Peninsula 半島上，宗旨為保存及提倡作為藝

術創作基礎的 Kanak 文化遺產，並鼓勵當代型態的文化表達。CCT 最重要之典藏是 ADCK 初期

建立的「卡納克與大洋洲當代藝術典藏」(FACKO, Fonds d’Art Contemporain kanak et Oceanien)，

包括繪畫、雕塑、攝影、裝置、錄像等。這些作品在中心內展示，並搭配全國中小學教育推廣。

CCT 館內媒體中心／圖書館並有超過 17 萬件紀錄性質的蒐藏如書籍、照片、紀錄片、影音（法

文與英文）及 Kanak 現行 28 種方言數位典藏，亦發行 MwàVéé 物質文化研究期刊。 

CCT 在其特殊政治與文化脈絡中，如何進行涉及博物館技術的蒐藏及展示，其透過視覺化

的呈現 Kanak 與太平洋地區的當代藝術創作之實踐，又呈現出何種對當代社會的想像，與當代

Kanak 人對自身文化認同與想像是否有何關聯或影響，是筆者的關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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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野調查歷程 

這段期間裡，我在新喀里多尼亞的調查區域主要分成 3 個階段：棲包屋文化中心的蒐藏與

展示以及相關文獻蒐集、努美亞市暨其鄰近區域以及北部省會 Kone 附近的博物館與地區文化

中心、以及位於 Yate 地區的 Goro 部落海洋音樂祭。 

在 CCT 時，我是以半實習生的角色參與典藏品的清查與維護以及展覽的卸展、布展，此外

並進行了 4 次對於典藏與展覽的初步訪談。CCT 的視覺與展覽組主任 Petelo Tuilalo 與蒐藏專員

Anne-Laure 是我的指導員兼主要報導人，來自 Lifou island 一起工作的實習生 Allan 也提供了許

多工作的經驗與看法，也認識了他在Kanak語言研究中心(Academic Langue Kanak)工作的Edwige 

Sitrita。在參與最新一檔展覽 Coutume Kanak 的布展中，我也認識了在新喀里多尼亞進行民族

誌攝影創作的旅日法籍攝影師 Sebastien Lebegue。本階段主要蒐集的資料為 CCT 蒐藏與展示的

現況以及自創立以來的實踐的文獻與資料蒐集，相關成果將於本文第三段落加以陳述。 

針對努美亞市暨其鄰近區域以及北部省會 Kone 附近的博物館、地區文化中心以及相關視

覺機構。在此階段首先關注的是博物館與文化中心、相關機構本身的視覺呈現、主要觀眾等，

進一步針對某些特定機構與 CCT 的互動關係進行調查。此部分的關注，是奠基於希望透過了解

新喀里多尼亞的一般文化中心與博物館的實踐以及與 CCT 的關係，嘗試從內部觀點了解 CCT

的定位，希望能做為未來進一步釐清內部觀點對於 CCT 的看法與認同的基礎。其中，曾與一位

藝術家兼 Dumbea（努美亞北方郊區）文化中心總監 Patrick 進行非正式的訪談。本階段相關成

果將於第四段落加以陳述。 

在田野調查期間因緣際會認識了努美亞當地藝術家，攝影師 Thierry Mangan 以及從臺灣多

次重返新喀里多尼亞的泰雅族紀錄片導演 Laha Mebo（陳潔瑤），由於 Laha 曾多次前往南部省

東南岸 Yate 的 Goro 部落進行當地樂團的紀錄與訪問，本次剛好也遇上 Goro 部落一年一度的

海洋文化祭活動，因此在調查期間最後也隨著 Thierry、Laha 以及 Allan 等人一齊前往 Goro 部

落參加祭典。在過程中認識了當地樂團 Jargar 成員，以及南部省觀光局專員 Nardy、民宿老闆

娘 Djinou、當地記者 Marie 等人。在 Goro 部落行之後，對於當代的 Kanak 部落有了初步了解。

而在曾踏足北、南、東岸之後，也更有意識到，Kanak 人當代文化樣貌事實上是非常多樣而非

單一化的，在很多面向上是來自 Kanak 傳統文化原本的多樣性，以及受到歷史縱深以及現代化

與全球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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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棲包屋文化中心現況調查 

對於 CCT 的文獻資料，除了著重在其建成過程與 Kanak 民族運動之間的關係，還著重於其

建築空間、展示、蒐藏規劃與 Kanak 文化相連結的部分。在第一階段觀察首要想了解，CCT 經

過多年實踐後，如何以其蒐藏與展示的視覺層面再現對當代社會中 Kanak 的文化想像與認同。 

 
CCT 大門及路標，門口那條路即是以 Accords de Matigon 條約為名 

 

從棲包屋雕像處看 CCT 全景，左下方為傳統建築，右方整排為 Renzo Piano 以現代材料打造的訪 Kanak 傳統家屋 

由於有半個實習生的身分，得以訪問 CCT 工作人員並親身體驗他們在工作中對 CCT 的感

受。在抵達新喀里多尼亞的第一週的禮拜一，Mr.Petelo 帶我參觀 CCT，順序是：Komwi 展間之

KO NÉVÂ 2014-Knam Ma Keen，常設展 Beretara 之 DE L'ART OU DU POCA ? 展，Kavitara 展間之

旅紐東加藝術家 Philipe Tohi 創作個展。接著再進入到地下樓層參觀展覽組的工作室以及 5 間

庫房空間。後來，又參加了一次英文導覽，最後進行數次訪談。在實習和文獻蒐集過程中，也

認識了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瞭解其工作概況。在 CCT 的參與觀察及文獻蒐集過程中，主要目

標是釐清幾個主題：（一）ADCK-CCT 的人事組織與視覺展覽部門的工作內容，（二）透過文獻

蒐集、參加導覽、觀察與訪談瞭解 CCT 展廳運用及展示呈現概況，（三）透過訪談與實習工作

瞭解 CCT 的典藏內容、性質與實踐，（四）透過參與布展及訪談了解 CCT 目前特展的策、布展

過程以及相關議題。以下簡述此次的發現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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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DCK-CCT 人事組織、視覺展覽部門工作內容 

 

以上為 CCT 組織架構圖，主要人事組織如下： 

 館長 Directeur : Emmanuel Tjibaou，棲包屋之子，同時兼任遺產與研究部門的主任 
 副館長 Secrétaire général : Ashley Vindin，館長不在館內時負責與決策館務 
 人事主任 Secrétaire général ajointe : Lydia Guichet 
 文化與藝術總監 Directeur artistique et culturel : Guillaume Soulard 
 行政與財務秘書(共9人) Secrétariat général: Administration/Service Financier 
 通訊與資安部門(共2人) Service Informatique et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Fabrice Mosca 
 技術部門(共5人) Département Technique: Thierry Plantagenest 
 公關部門(共3人) Département Communication: Laura Prouch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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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與觀眾服務部門(共13人) Département Accueil et Jeune public (DAJP) : Aude-Christelle 
Forest 
 其部門辦公室位於大門門口旁，任務為與中小學團體、遊客直接接洽與服務 

 表演部門(共5人) Département Spectacle: Alexandra Gardner 
 各種舞蹈、音樂、戲劇表演之策畫與接洽 

 圖書館部門(共9人) Département de la Médiathèque: Manuel Castejon (Responsable) 
 視覺藝術與展覽部門(共2人) Département des Arts plastiques et des Expositions (DAPEX) : 

Pétélo Tuilalo (Responsable), Anne-Laure Aubail 
 典藏、策／佈／借展、國際展覽交流、藝術家駐村與接洽 

 遺產與研究部門(共6人) Département Recherche et Patrimoine (DRP) : Emma nuel Tjibaou  
 進行Kanak無形文化遺產如口述記錄、研究、出版Mwa vee期刊等 

從人事組織中可瞭解，視覺藝術與展覽部門是 CCT 人數最少的部門，卻需擔負極多的工作

內容，包括全年度的展覽規劃與典藏。而負責展覽與典藏規畫決策的文化與藝術總監 Guillaume，

據了解是來自法國的一位原為表演藝術專長者，僅在新喀里多尼亞住了約 4,5 年。副館長 Ashley

也是一位法裔人士，據了解館長 Emmanuel 並不常在 CCT。CCT 除了物件方面的蒐藏，圖書館

及遺產部門還有非常豐富的 Kanak 傳統口述數位記錄、書籍、研究、雜誌、報紙、DVD、VHS、

CD…等等線上公開的典藏。據 Petelo 所言，CCT 圖書館部門事實上屬於國內跨機構的圖書館與

教育體系，在體系中的各個地方、大學、高中圖書館彼此相連互助，CCT 圖書館還有一個角色

是蒐集跟新喀里多尼亞或太平洋相關的碩士或博士研究論文，此蒐藏也相當豐富。 

根據訪談與文獻資料指出，CCT 事實上即是 ADCK 的延伸。Centre Culturel Tjibaou 在最初

建館時，其全名為 L'Agence de Développement de la Culture Kanak-Centre Cuturel Jean-Marie 

Tjibaou，也就是 ADCK 借用了 Jean-Marie Tjibaou 的名字，來為以服務與發展 Kanak 當代文化與

藝術的這間文化中心命名。Jean-Marie Tjibaou 來自新喀里多尼亞東北方 Hiengene 地區的

Tiendanite 部落，「Tjibaou」一名原拼音為「Cibaou」，似乎也是 Tiendanite 部落借給 Jean-Marie 

Tjibaou 家族使用的名字。CCT 各個 Case、Salle(特展空間)、表演場地是從 8 大傳統領域(Costume 

area)、選用 28 種方言來加以命名，針對 CCT 建造與規劃的過程、如何選用名稱，其與棲包屋

本人的關係，應還需要更為細緻的調查。 

（二） 導覽經驗與展廳簡述 

在一些參考文獻中，經常會先從 CCT 特有的 Kanak pathway 開始，再依照如 CCT 各年度公

務報告中的特定順序來介紹 CCT 的館內空間。ADCK 從 2000 到 2009 年的公務報告總是依據特

定順序來介紹 CCT 的空間：由 Village 1 開始，將 Case3-Kanake、Case1-Bwenaado 稱為 L’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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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Case2-Jinu 稱為 La tradition vivante（活的傳統）；Salle Beretara、Salle Kavitara、Village 

2 的 Salle Komwi 為 L’art contemporain（當代藝術）；Salle Sisia、Ape villa、Komi yo 室內外表演

場地稱為 Le spectacle vivant（活的表演藝術）；再來是Village 2的 Case7-Umate、Case6-Mwa Vee、

Case5-Ngan Vhalik；接著則是 Village 3 的 Case9-Eman、Case8-Malep、Case10-Vinimoi（各空間

分布請參考下圖）。 

 

不過在實地參與調查後，發現此一介紹順序並不等於實際上的參觀順序。此外，文獻中往

往不常提到 Mwa kaa 傳統儀式區域的重要性，在此次調查後才知道，Mwa kaa 的使用率甚高，

此點將在下節描述典藏調查發現時細述。在調查期間參加的導覽，導覽員 Tom 並非從文獻上

通常會先提到的 Kanak Pathway 開始帶起，而是直接從文獻及報告中很少提到的 info 遊客中心

(位於上圖 B 與 C 點之間)開始，先介紹走道上的裝置藝術，再依 Case2-Jinu、Case1-Bwenaado、

Salle Beretara、棲包屋雕像、Mwa kaa 傳統儀式區域、Case8-Malep、Case7-Umate、Case5-Ngan 

Vhalik 的順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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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為 info 中心，中為紐西蘭藝術家 Brett Graham 作品彩虹，圖右為樓梯間的牆上裝置 

不過，Tom 仍有強調 Case 2,6,9 是最大的三間屋子，象徵新喀里多尼亞的 3 個省份：南部

省、北部省和忠誠島省，此三間屋子的高度達 28 公尺，象徵 28 種仍使用中的 kanak 語言。他

也提到，原本 Renzo Piano 的設計是要設立 28 間屋子，但因造價過高後來留下如今樣貌。以下

按照 Tom 的介紹順序描述展廳概況。 

 Case2-Jinu 

此展廳為 1998 年開幕時即存在之常設展，各雕像的製作、運送、抵達過程，皆是按照各

來源部落自身的傳統以及 Kanak 傳統方式進行。當雕像製作完畢，要離開其創作地時，會有一

次 Costume gesture，當抵達 CCT 時，在 Mwa kaa 廣場又進行了一次 Kanak 傳統 gesture。據 Petelo

表示，這些雕像是最早期的委託創作的範例，它們屬於 FACKO 的一部分。Jinu 有 6 座雕像，來

自巴布亞新幾內亞、印尼、萬那杜、新愛爾蘭島、新喀里多尼亞北部省以及紐西蘭。在展間並

播放一部紀錄片描述整個委託創作及運送之儀式過程。 

Tom 在介紹雕像時，指出這些雕像使用的木材來自各個不同地點，雕像也有不同用途，例

如新喀里多尼亞雕像由來自北方的藝術家所做。為下圖左二，呈筆直針狀、上方有一針孔並置

於灰燼中的雕像，其造型來自於北部省 Kanak 人建造房屋所用的特製木針，用此木針將茅草「縫」

在一起，編織成屋頂；此木材為黑白相間，其意義即代表：無論膚色是黑或白，都將被「編織」

在一起，從象徵死者的灰燼中重生而成為「一個」新喀里多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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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1-Bwenaado 

    
左圖為筆者本次實習工作時所看到的狀態，右圖則為 2013 年前的展示照片(網路資料:http://goo.gl/qkaInj) 

Case1 從 2008 年起即開始展示從法國博物館(特別是布杭利碼頭博物館)所借之古老的

Kanak 傳統物件。然而筆者今年去時，此展間已因經費不足而關閉。Tom 在導覽時並沒有提到

為何此 Case 關閉，僅說正在整修。而訪談 Petelo 時，他表示由於經費問題，目前 Case1 無期

限延展，且除了在 2014 年初借用為 Kanak: L’art est une parole 一展的合作單位及技術介紹展版

之外尚未有其他規劃。他表示，Case1 過去所展出的 Kanak 傳統物件都是從歐洲借來的，不曾

從新喀里多尼亞境內取材，原因是已經有專門展示 Kanak 傳統物件的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了。

而 Petelo 跟 Tom 都指出，Case1 是代表著「遺產的聚集」 ("the gathering of the heritage")，Case2

是「活的靈魂，表示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雕刻」("the spirit, meaning the current carving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專門展出FACKO的Salle Beretara則是「當代藝術」("contempoary art")，

這三個空間共同運作、相互對話。 

Petelo 表示因為如此，Case1 的關閉將是一大問題。然而，他們從未想要向同樣位於努美

亞市的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商借，原因是因為兩者性質不同：「我們只蒐藏 1980 年代之後的創

作，博物館(the museum，指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則蒐藏 1980 之前的傳統雕刻，我們不會混

淆彼此的工作。如果人們想要看當代藝術，他們會來 CCT，若他們想看傳統藝術，他們會去博

物館。」CCT 並未要求法國博物館歸還文物，是因為法國法律禁止除了人體遺骸(如 2013 年的

酋長 Atai 之歸還)之外的物件歸還，不過 CCT 也不介入遺骸的歸還，那是該部族直接向法國文

化部提出要求。此外，Case1 的借展僅是行政對行政的程序，就如同一般國際交流特展一樣，

不會涉及 Custom gesture 的交換(於”Costume collection”一節詳述)。 

介於 Case2, 1 與 Salle Beretara 之間，則是一件由紐西蘭藝術家 Brett Graham 創作的 Lapita

裝置藝術，三根不同形狀的柱子象徵太平洋島嶼的共同文化源祖 Lapita 文化，放在三空間之間

代表著太平洋地區不同文化之間永恆不斷的交流(by Tom)，也呼應上述提到三空間的「對話」。 

http://goo.gl/qkaI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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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e de Tjibaou  

在棲包屋雕像區，Tom 並沒有詳細介紹，首先只說這是一個讓遊客居高臨下、觀看風景的

制高點，接著建議大家都跟此雕像合照，因為此雕像人物就如同是 Kanak 民族的「父親」，跟

雕像合照將會帶來好運及庇佑。 

 
 Mwa Kaa Costume area 

 

Tom 指出，Mwa kaa 傳統儀式廣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地，在此會進行許多的交換

(exchange)。場地有三間家屋象徵南部省、北部省及忠誠島省，進入場地正前方最高大的房子

象徵著南部省的大頭目，是因為 CCT 位於南部省、為向南方致敬之意，左為北部省、右為忠誠

島省。象徵南部省之家屋的形制是參考松樹島(Ile de Pine)的大頭目之家，北部省是 Hien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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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棲包屋之家鄉)的形制，忠誠島省則是參考 Lifou 島大頭目之家。這三間屋子的形制及建造

完全依照傳統方式進行，建造前會進行儀式，建造時完全使用來自當地的人力、材料來自各區

域內部以人力搬運來此。在參觀時，謹記一定要從南部省的家屋開始，由於頭目會待在屋內左

方，因此進入時需要低頭並向右方轉進，這是為了要向頭目致上尊敬之意。之後其他兩間則可

任選參觀順序無妨。真正家屋中為了維持屋況，火堆是不可熄滅的，然而為配合 CCT 遊客參觀，

因此白天時並不燒火，然而每天夜晚皆會燒火，若是遇到雨天，則會整天燒火。從文獻上亦可

得知，門口、圍籬、廣場、綁著衣服或織品的樹枝這三者，對於 Kanak 文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素。門口與圍籬象徵一個劃定的、被擁有的區域，廣場及三間家屋前皆有的綁著織品的樹枝，

代表這是一個 Costume 發生的場域。則是 Costume gesture 發生的地點，此外傳統上頭目家屋

前方會種植一整排松樹，在此則是以其他植物為代替（下述）。 

南部省家屋前有八座雕像，是屬於 FACKO 典藏，此八個雕像由左至右代表 Kanak 人的 8

個 Costume Area。屋內有前門、後門(常被稱為窗戶)，其牆壁材料是石頭，中柱高 16 公尺，上

有精緻雕刻，表述一個在白人來之前、Kanak 人就已經有自己世界的故事。屋側種有保戶家屋

用的植物，門口有木雕門柱及門檻。屋頂尖端雕刻上有海螺或貝殼，代表是臨海的部落。 

 

 

接著因為導覽員Tom是Lifou島人，因此第二順位參觀的即是位於右方的忠誠島省之家屋。

此屋是由 Lifou、Mare、Ouvea 島人從另外 Mare、Ouvea 島各取木材及椰樹纖維建成。忠誠島

省的家屋隨屋主喜好可以有 2 到 3 個窗戶。屋內主柱上方掛著雨天時可用來放香蕉、山藥以及

煙燻魚的的架子。此空間可容納 20 人，地板以椰子葉編織而成。在 Lifou 島上仍有很多人住在

此種傳統家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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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省家屋則僅有單一出入口，火堆位於主柱之後。Tom 提到這代表著對於古老傳統的記

憶，在過去當有敵人來襲，所有的男人都需要站在前方保衛家園與頭目，所有的女人都要躲在

頭目家中，就坐在柱子後面。當殖民者與傳教士來到之後，現在已經沒有此種傳統了。Tom 表

示，北部省的家屋傳統上是用特製的木針將屋頂以茅草編織而成，而這根木針就插在室內門口

上方。 

  

在 2008 年的 10 週年紀念，CCT 邀請所有住在新喀里多尼亞的族群(community)代表，包括

向萬那度人、歐洲人、日本人、大溪地、瓦歷斯與富度納、華人等，在 Mwa kaa 進行了一次

盛大的 Costume gesture，並且每個族群都在 Mwa kaa 種了一棵樹，並立了說明牌如下圖左。

圖右則是 Mwa Kaa 內部另一間長方形的屋子，裡面有座位，可讓學童團體或遊客吃飯休息。 

 

 Case8-Malep 

Tom 介紹這是主張和平改革獨立的 Tjibaou 之紀念展間。據觀察，此展間有中英文對照之

年表，以及以棲包屋所說過之經典話語搭配照片的大事記展板。此外也展示由棲包屋遺族捐贈

的棲包屋生前經常使用或屬於家族的私人物件，目前是 CCT 的常設展及典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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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7-Umate 

根據 Petelo，Case7 原本是用來展示 Mwa vee 期刊的空間，觀眾可以在裡面坐下翻閱。根

據 2000-2004 年的公務報告，Case7 也曾經作為展示當代藝術家個人創作之展間。直到 2004, 

2005 年左右，P 跟前任展覽組主任決定改變展示成為 Renzo Piano 常設展，是因當初 CCT 忘記

保留一個特別空間介紹 Renzo，便以當初建築競圖留下之各國建築師的設計模型，以及 Renzo

在 1998 年後送給 CCT 作為禮物的三個 Case 模型中選出兩個來作展示。 

 

 Case5,6 mediatheque 

Case5&6 皆屬於圖書館部門，Case5 是存放影音資料(下圖左一二)，6 則是書籍雜誌等紙本

資料(下圖右一二)。然而圖書館真正的庫房是在地下室的另一個空間，僅有遺產與研究部門及

圖書館部門的人員可以進入調閱資料。根據觀察，儘管圖書館空間並不大，使用圖書館功能的

人即使是平日都至少會有 3-5 人在裡面使用館藏或資料庫。圖書館空間是採用會員制的方式，

若辦理 1 年會員可自由進出 CCT，亦可不用再度購票即可參觀展覽。導覽的最後一站即是前往

Case5 觀看 CCT 的影音資料片介紹，筆者參與的該次導覽結尾是以觀看建造 Mwa kaa 傳統家屋

的紀錄片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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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3-Kanake 

在文獻上，通常會第一個介紹的 Case3-Kanake，現在已經不再播放介紹 Kanak、新喀里多

尼亞以及 CCT 的蒙太奇影片，而是視情況作為搭配特展需求播放影片、記者會或展示廳使用。

例如在筆者觀察期間的走廊上攝影師 Ben Bwenda 的太平洋士兵紀實攝影展便使用 Case3 播放

相關影片。到了最新一檔的 Coutume Kanak 時，又做為展示畫作的展廳所用(此時 Ben Bwenda

的展尚未撤展)。 

 

 

 Case4-Perui 與賣店 

由公關部門決定餐廳與賣店的廠商。根據公務報告，至少到 2011 年之前是由專門製作

Kanak 傳統菜色的餐廳負責，而 2014 年已變成提供法式料理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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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9-Eman, Case10- Vinimoi 

Case9 則是可容納 96 人的會議室，Case10 則是學童教室，原本可能規畫為可住宿的空間。

現在，這兩個空間經常借給外來人士如企業或館內工作坊借用。 

 

 Kanak pathway 

 

 

 

Kanak Pathway 目前的運作方式則是以收費的傳統 Kanak 舞蹈音樂演出作為導覽方式，每

週二、四下午 2 點至 3 點半進行。其餘時間則讓遊客或學童團體自行遊覽。若團體有申請，亦

可請青年與公共服務部門協助導覽。Kanak Pathway 是以 Kanak 神話英雄 Tea Kanake 的一生作

為 5 個階段，以植物、雕刻、圖示作為導覽說明。在 Kanak Pathway 的最後、即將回到 CCT 之

前，有一以兒童為主的設計展示，是以部落空間分布為依據所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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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典藏內容、性質與實踐調查 

Mr. Petelo 是 Wallis 移民後代，從 2003 年一直在 CCT 工作至今，他 2003 年時即在展覽部

門工作，2004-2005 年申請進入圖書館部門，負責有關視覺藝術的所有雜誌、報紙等蒐藏。

2005-2007 年 Petelo 進入南法的 Montpellier 大學進修藝術史碩士，2008 年返回 CCT 後便掌職

展覽部主任。根據 Petelo 與 Anne-Laure，CCT 的典藏除了 FACKO 之外，還包括幾項不同性質的

蒐藏：交換禮物典藏 Gift collection，屬於特別條目的 Jean-Marie Tjibaou collection、Renzo Piano 

collection，以及尚未有正式名稱的「動態典藏」didactic collection。這些典藏的來源、決策過

程、入藏過程、預算編製都有所不同。 

1. 卡納克與大洋洲當代藝術典藏(FACKO) 

根據 Petelo，CCT 典藏與展示主要決策團隊是藝術總監(目前為 Guillum)與展覽部，他們共

同制定典藏與展示的年度計劃，再由 Petelo 與 Anne-Laure 操作進行。FACKO 的定義是 1980 年

代後的 Kanak 或太平洋藝術作品，由於 Susan Cocrane 博士是典藏最初規畫者之一，且由於地

緣關係，FACKO 最主要的即是美拉尼西亞地區如萬那度、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新喀里多尼亞

的作品，後來則增加更多澳洲與紐西蘭的蒐藏。他提到目前正在規劃典藏未來方向，可能擴充

更多島嶼如 Fiji、所羅門島、密克羅尼西亞的島嶼、Wallis and Futuna, Tahiti, 法屬波里尼西亞等。 

在 CCT 館內展示 FACKO 的有 Beretara 以及 Case Jinu 中的作品，此外還有所有在戶外的裝

置藝術，包括在 Mwa kaa 廣場南部省家屋前的 8 座雕像。FACKO 的來源主要有：向藝術家、經

紀人、藝廊購買；邀請藝術家駐村、委託創作；CCT 策畫藝術家個展或聯展時購買。CCT 的當

代藝術蒐藏涵蓋太平洋地區，從日本、台灣一直到紐西蘭，澳洲、法屬玻里尼西亞、美拉尼西

亞。有些來自歐洲，主要是法國和比利時，是邀請藝術家駐村和聯展後入藏。不過不論藝術家

國籍為何，CCT邀請或答應展出時，都會告知創作主題需是有關於太平洋地區的(不限於Kanak)，

而非藝術家想做甚麼就做甚麼。決定蒐藏哪件作品後，會進行一連串細節的紀錄，除了一般性

的資料，也會如美術館一般紀錄作品曾經過哪些展出，這是為了定義作品價值。此外，若藝術

家本人決定將某件作品贈與給 CCT，除了一般資料，僅會記錄為一件來自藝術家的「禮物」。

購買的預算，以及交通運輸保險等費用是分開的兩個預算。 

蒐藏 FACKO 的共有 2 間正式庫房以及 2 間由隔離室(la pre-guarantaine)改裝的庫房空間。

從現場可知，作品大略被以不同尺寸、材質(木、石、編織、繪畫、攝影…)來分配放置房間，

然而此外並未依照更細的分類排列。第一間庫房約 20 坪的空間，主要蒐藏織品、繪畫、樹皮

布卷軸以及小型的工藝物件、雕塑。以蒐藏櫃與簡單的架子放置物件，Anne-Laure 目前的工作

目標是要將這些作品以材質重新分類，並補上有缺漏的資訊。第二間庫房為蒐藏的是中、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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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雕塑或裝置、繪畫、攝影輸出等。另外還有一間長型的準備室，另有 2 間小庫房專門收納畫

作。由於庫房空間明顯不足，詢問是否建館之初即是如此規劃，Petelo 認為是，但也是因為最

初蒐藏的作品偏向繪畫或小型木雕，因此才會有空間不足的情況。 

 小庫房 

 

大庫房分上下樓；另 2 間以自製的鋁架蒐納大型畫作 

 

準備室用來放置待歸還作品如借展或徵件未被採納的作品，也有暫放的 FACKO 蒐藏 

2. Costume collection 

  
Gift collection room，可看出空間較 FACKO 更整齊寬裕，但仍以基本材質和尺寸放置，且參雜其他典藏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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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lo 告知，每當 CCT 有來自國外的拜訪者時，會在 Mwa kaa 廣場進行 Kanak 的傳統交換

儀式。這個儀式的進行是先由來賓那方以語言介紹自己的國家或部落、身分、來訪目的，以及

贈與主人一些禮物。這些禮物可以是任何物品，書籍、錢、香菸或傳統的 kanak 花布 manu、

雕刻或是其他符合Costume的物件。來賓會將這些禮物放置在Kanak人經常使用的一種花布上，

放在地上，介於雙方的中間，當來賓自我介紹完畢，主人方會以一套正式的語言感謝來賓並收

下禮物，也致予來賓回禮。這個儀式非常重要，若遇雨或天候不佳就會移到室內繼續進行。在

CCT，主人方並非由 CCT 館長或藝術總監等人擔任，而是 CCT 建造的 Tina 地區的地主 Leonard，

當 Leonard 不在時，須找另一位他的遠親、也在 CCT 擔任技工的 Gilbert Wamytan 出席。在儀

式中的「說話」是非常重要的。根據 Allan 表示，能在 gesture 中說話的，只有具合適身分的、

可代表該團體的首領人物，無論是主人方或來賓方皆同。合適的禮物與回禮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禮節都需要被嚴格地遵守，雖然他有聽過有些部落長老對於外來者在 gesture 中的表現已

經放寬標準，但輿論仍常責備那些違反傳統的人。 

CCT 會進行 Kanak Customary gesture 的場合或活動，除了有國外貴賓(特別是太平洋地區的

部落頭目或島人)、重要政治人物如法國總統、大使來訪之外，當個別藝術家來訪時，他也可

能出於禮貌或自己的意願，而先對地主 Leonard 及館長 Emmanuel Tjibaou 進行傳統 Costume，

不過通常是在展覽開幕時，才會進行公開的 Custom gesture。當有關於 Kanak 文化的展覽、表

演時也須進行，主要是取決於參與展覽或表演的「人」是否重要而定。關於那些場合、人物需

要進行 Custom，是由 CCT 的三大 director 決定：館長 Emmanuel Tjibaou、副館長 Ashley、藝術

總監 Guillum。CCT 需贈與來賓那些回禮，視來賓所帶的禮物以及 Direction 的討論而定。 

Costum gesture 對 kanak 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當代社會，當第一次受邀進一個人

的家時(特別是 kanak 人)，都需要帶些禮物或錢贈與主人，表示尊重。我在努美亞期間曾跟當

地藝術家 Thierry 與 Allan 以及他們來自北方的一位女性朋友，一起拜訪另一位白人的家。當時

他們準備了紅酒、可樂和 500 太平洋法郎(約 160 台幣)做為贈禮，主人則是提供雞尾酒作為回

禮。Petelo 說，在 CCT 裡工作的人們常會稱呼 CCT「la maison」，是法文的「家」的意思。因此，

在 CCT 進行 custom gesture 是對地主 Leonard 以及 CCT 這個「家」表達尊敬之意。 

當來賓贈與CCT禮物時，direction與地主 Leonard會決定這些禮物是由他們自己均分帶走，

或是留下在 CCT 的庫房中，成為「gift collection」的一部分。例如高美館所贈與的禮物：書籍、

蛋糕、包包、鑰匙圈等，不包括繪畫或雕刻，所以是由 direcition 們均分。另一個例子則是幾

乎每周都會發生一次的中小學生團體來訪。CCT 幾乎每週都有至少一個學生團體從全國各地來

訪，訪問時間通常會延續一週。這些中小學生、甚至學齡前兒童們初來 CCT 都需經過一次 Ka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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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ume 的過程。而每次都需要由 Youth department 向 Leonard 安排時間進行儀式。他們所帶

來的禮物通常是 manu、錢、書本，不過不會有需要進入 gift collection 的物件。通常會留下在

gift collection 的禮物，是需要被保存維護的傳統雕刻、編織、象徵物件。此外，若是由藝術家

所創作的作品，即使是在 Costume 時贈與給 direction 的禮物，仍不會進入 gift collection，而是

會在 direction 同意後，直接進入 FACKO 當代藝術典藏的行列。  

就 Petelo 所知，過去曾進行 Costume 的重要場合包括 1998 年 5 月 14 日(棲包屋忌日)CCT

的正式開幕，參與的人有當地政治人物、來自全新喀里多尼亞的重要 Kanak 長老與頭目、法國

文化部大使等。美拉尼西亞藝術節、太平洋藝術節、努美亞雙年展(1994-2002 共 5 次，目前已

停辦)、2008 年 CCT 的 10 周年紀念等。而今年度則有旅紐東加藝術家 Philipe Tohi 因首次來到

CCT 駐村並展出，他在剛抵達 CCT 時進行了第一次 Custome，是以東加的傳統方式進行，對象

只有 Leonard 與 Emmanuel；當他的展覽開幕時，又再公開進行了一次以 Kanak 傳統為依歸的

costume gesture，對象則有 Leonard、藝術總監 Guillium 與 Petelo(館長 Emmanuel 正好有事缺

席)。Ko neva-Kanak 藝術家年度聯展則沒有進行儀式，僅有進行徵件及拜訪藝術家。而我所參

與到的最新展覽 Coutume Kanak 則進行了一場盛大的 Custome gesture，現場除了 Kanak 傳統餐

宴的，還有來自 Lifou 島的詩歌團演出（詳述於下節）。 

至於上一檔與巴黎布杭利碼頭博物館合作的年度大展 Kanak: L'art est une parole，其

Custom gesture 是更加盛大。策展人是前 CCT 藝術總監兼館長 Emmanuel Kasaehrou 以及長期研

究新喀里多尼亞的法國人類學家 Roger Bouly，他們已經為此展準備數年，在 2013 年 10 月到

2014 年 3 月在布杭利碼頭博物館與 CCT 巡迴展出。展覽主題是許多非常古老的 Kanak 雕刻遺

產，在巴黎跟努美亞兩地皆進行了一次 kanak costume gesture。在努美亞的這次有法國政府、

地方政府、長老會議(由 kanak 的 8 大文化區的正副頭目共 16 人所組成，總部位於努美亞市，

建築仍在建設中)、各部落的大頭目等人出席。不過並沒有留下須進入 gift collection 的物件。

在 CCT，此展覽不只有 kanak 遺產也加入了當代藝術作品，只是展出件數相較於在巴黎 300 件

減半成 160 件，CCT 所有展間：Beretara、Kavitara、Komwi 都被使用，當時已因經費不足關閉

的 Case 1 Bwenaado 則用來作為合作廠商及展覽技術介紹展版之所在。 

不過，gift collection 庫房一樣面臨到空間不足以及資訊混亂的問題。屬於 FACKO 的當代藝

術作品因為存放空間不夠而也放到了這個房間中。禮物藏品跟當代藝術作品交錯放置。此外也

有屬於模型典藏(下詳述)的物件放在此間房間中。Petelo在訪談時一一將他所知道來源與事件、

不知道來源但能依外觀判斷創作地點的物件、不屬於 gift collection 的物件等一一指出。甚至有

一批鯨魚骨頭模型，是來自一位 Mont-Dore（努美亞南部郊區）的視覺藝術家展出後的遺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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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黃色雕像為當代藝術作品，右圖則是當時 CCT 建築競圖時由國際建築師所留下的許多設計模型。 

當詢問是否有考慮要如何運用 gift collection，Petelo 說曾想過要展出，但他無法追溯在他

進入 CCT 之前所發生的 gesture，有哪些國家、部落、禮物曾被交換，以及是因為那些事件而

發生交換。這些物件有基本的編號，但缺乏上述進一步的資料，核對禮物與來訪團體清單是一

個未來的重要任務，但因為展覽與典藏工作的人手越來越不足，而一直延宕。Anne-Laure 則表

示，並非不想整理這些禮物典藏，但因為工作優先順序以及人力資源問題，她目前目標是要先

清點並數位化 FACKO 典藏，暫時無法分心整理 gift collection。 

3. 特殊條目 Special line: Renzo Piano collection, Jean-Marie Tjibaou collection, magnets 
collection 

根據 Anne-Laure，特殊條目的典藏包括在 Case 7 展出的 Renzo Piano collection, Case 8 展出

的由 Tjibaou 家族捐贈的 Jean-Marie Tjibaou collection，以及 CCT 建築競圖時留下的設計模型

magnets collection。Petelo 指出 Case 8 是很早就決定要展示棲包屋的遺物，而 Case 7 的 Renzo 

Piano 建築展則是 2008 年後才設立的。這兩個展覽都是屬於常設展，不會卸展、展出物件也不

會回到庫房中。事實上，在 CCT 中，儘管 Beretara 的 FACKO 展覽被稱為常設展，那其實是每

年度都會更新的展覽。真正被設定為不換展的「常設展」，只有 Case 1 的 Kanak heritage 傳統

雕刻、Case2 的委託創作以及 Case 7 與 8 的 Renzo Piano 與 Jean-Marie Tjibaou 的展覽。 

 

圖左一展出 Renzo Piano 及 Magnet collection。圖中、右則是 Tjibaou 家族贈與 CCT 的遺物，包括象徵首領的

木雕柱、海螺、木製武器、花布 Manu 以及 Kanak mone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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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Marie Tjibaou collection、Renzo Piano 與 magnets collection 都是從 1998 年就進入 CCT

的典藏。Petelo 認為當時非常可能都是經過 Costume gesture 後才入藏的，不過僅有 Jean-Marie 

Tjibaou collection 是確定有經過儀式而入藏。Jean-Marie Tjibaou collection 是由棲包屋遺族所選

擇的個人物件，包括 manu、皮箱、護照、石像、傳統 Kanak money 以及一個具首領象徵意義

的海螺(tutu)則都贈與 CCT 保管。關於海螺，它其實原本是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的民族誌藏品，

後來因為棲包屋遺族的要求而歸還給家族，再贈與給 CCT 保管。 

4. Didactic collection: “ghost" objects 

 

有些藝術作品被 Anne-Laure 與 Petelo 稱為動態典藏或幽靈典藏，主要是因為它們並沒有

明確或來自正式的入藏管道。圖左一、二是典型的來源不明物件，它們年代久遠，卻沒有任何

相關的創作者或材質紀錄。圖右一原本是一位藝術家要給策展人的禮物，但策展人離開時忘了

帶走，作品就被留下來，右二則是藝術家創作過程中附帶創作的實驗品。這類藝術家刻意留下

的物件是 CCT 一大蒐藏問題來源，因為 CCT 典藏空間原本就已經很狹小，這些物件已經佔掉

許多空間。圖右一這類的物件，CCT 因為人手不足而尚未處理。現在 Anne-Laure 則針對圖右二、

左一、左二的物件想了一個解決之道，讓它們成為非有價之館藏，提供特殊需求觀眾或是工作

坊時使用，例如可以利用這些物件讓盲人觀眾觸摸，或是對學生團體解釋藝術家的創作過程。

因為沒有明確記錄，所以這些物件成為 CCT 的 Didactic-“ghost" collection。 

5. 蒐藏登錄與維護 

展覽部門曾經歷過劇烈的人事變化，如今只剩下 2 人。另一位 Anne-Laure 曾在羅浮宮擔

任考古保存維護學員，回國後曾任新喀里多尼亞努美亞市海洋博物館策展人，在 2010 年進來

後接手典藏總管一職，也因人手不足而零星負責一些展覽策畫。Anne-Laure 的主要工作即是典

藏與數位系統 micro-musee 的分類與建置。此系統的建置除了為了管理之外，Anne-Laure 也表

示，她很希望此系統可以提供給國內外對 CCT 典藏有興趣的研究者或學生使用，此外也是讓國

內的藝術家與世界接軌、讓他們更容易被看到，因此開放數位系統是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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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已提到 CCT 共有 4 類(或 3 類，若不算動態典藏；5 類，若將 Renzo Piano collection

與 magnet collection 分開)不同的蒐藏，許多在入藏時相關紀錄是遺失的。有最完整記錄的通常

就是購買入藏的藝術作品，而像是以交換禮物身分入館藏的禮物典藏，經常僅能從外觀來辨識

來源地，卻沒有進一步的入藏日期、緣由等紀錄。當代藝術作品中，材質與用途也非常紛雜，

卻並沒有明確耙梳出來，例如有許多 1980 早期的 Kanak 雕刻家或編織家認同自己的作品為傳

統工藝而非藝術創作，或有些編織品是為了傳統舞蹈慶典而製作，在表演之後入藏，這些物件

也帶有民族誌物件的身分。Anne-Laure 試圖利用數位典藏系統將 CCT 多元的典藏耙梳條理出來。

在系統上，典藏被分為前述的幾大類，以「標籤」作為分類，如：Coutumiers(與 costume gesture

有關的所有物件)、maquettes(模型)等。除了最基本的資訊項目：創作者、創作地點、入藏日

期、藏品描述等之外，還有「相關書目」，期望與圖書館系統連結，以及列出該藏品經歷過的

各檔展覽。她也試著藉由設定標籤來加以區別物件，例如有一標籤是 ethnographic，點後即可

叫出所有具有民族誌物件之意義的藏品。 

針對 coutumier/gift collection，Anne-Laure 希望未來能夠釐清各個物件的來源與意義，因

為有些物件是不宜蒐藏的例如會腐爛的葉子、植物等，有些是可留在 ADCK 的物件，有些則是

需要回到交換系統中的特殊物件。然而對於這些物件的分類，卻還需要 CCT 的 direction 也就

是館長和 ADCK 遺產研究部門的人員來辨識，將會是一大工程。 

 

在實習工作中，我參與了主要是 Anne-Laure 平時的典藏維護工作。包括清理庫房、整頓

蒐藏櫃、無酸處理、清典藏品(如 ghost collection)、重新蒐集作品的缺漏資訊/確定作品資訊完

整無誤等。身為典藏總管，Anne-Laure 甚至需要親自採購無酸紙盒、卷軸、以及處理畫作裱框

等細節工作。可見其人力不足確實是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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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展之策展、佈展過程及相關議題 

1. Salle Komwi 之 KO NÉVÂ 2014-Knam Ma Keen 

 

Komwi 展間所展出的通常是大型特展，筆者前往 CCT 時遇到的是 Ko neva 系列聯展 2014

版，展標為 Knam Ma Keen，此標是棲包屋家鄉 Hiengene 的語言，意思為籃子(baskets)及毯子

(mats)。入口自動門正中央所寫的字「Pai」，是 Hiengene 語言中另一個用來指稱籃子的字眼。

入口與出口處的牆壁上貼滿了螢光貼紙所寫的、不同 Kanak 語言中的籃子跟毯子的名稱。Petelo

表示，原本策展人 Sophie 想把這些字樣沿著牆角貼滿整個展場，象徵語言所構成的一條道路，

後來經過團隊討論，決定改用在出入口的空間上，象徵開始於字詞、結束於字詞。 

策展人 Sophie Boutin 是一位來自努美亞南部郊區 Mont Dore 的法裔獨立策展人，此展覽

的理念是希望以傳統手工藝編籃與毯子跟以編織為主題的當代藝術創作加以對照。1991-2003

年，Sophie 是努美亞藝術學院的校長，然而 2003 年後藝術學院因為經費不足而廢校，她曾在

2006-2007 年代理 CCT 展覽組的主任，直到 2008 年 Petelo 進修歸國。在 Sophie 任內，CCT 曾

進行一檔重要的海外交流展：在紐西蘭的 Kanak art 展。Knam Ma Keen 是由 Sophie 自行策畫

的展覽，原本是向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提出申請遭拒後，又向 CCT 提出企劃受到錄取，後由藝

術總監 Guillium 決定將此展作為 2014 年 Ko neva 展出，並與 Sophie 決定展名。在 CCT，僅有

與 Kanak 文化相關的展覽才會有 Kanak 語的標題或副標題。Ko neva 一名本身也是 Kanak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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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Houliou 地區的語言 Ajie，意義為「部族的靈魂」(the spirit of the country)，是一檔起始年代

非常久遠的系列展覽。 

在最初，此展的名稱為 Ko i neva，後來由藝術總監 Emmanuel Kasaerou 修改為 Ko neva。

此展覽不一定會邀請外來的策展人或接受獨立策展人的企劃申請，也有可能是由展覽組自行策

展，不過向來都是聯展，首次展覽為 1990 年、在 CCT 建館之前，其概念本來是以調查新喀里

多尼亞所有藝術家為目標，創作一幅藝術家分布的地圖，展出地點事實上是在新喀里多尼亞博

物館。10 年後的 2000 年、CCT 建館 2 週年時，在 CCT 重新開始 Ko neva 系列展覽，除了 2008

年之外(10 週年有其他展覽)，2000-2014 每年都有年度 Ko neva，只是主題不一。Ko neva 是 CCT

每年度唯一完全以新喀里多尼亞的藝術家展出的展覽，Petelo 認為 Ko neva 的首要目的是想讓

觀眾或藝術專業或業餘人士對於新喀里多尼亞的當代藝術產生了解並建構一幅圖像，此外 CCT

可藉由發出徵件邀請，了解目前有哪些藝術家及作品，作為對藝術家群像調查的基礎，並藉此

增加 FACKO 藏品、刺激並支持藝術家創作。Petelo 表示，在太平洋地區這類展覽很常見，例如

雪梨當代藝術館每年皆舉辦「春展」。不過，Ko neva 也面臨經費不足及主題經常重覆或單調(因

為國內藝術家固定人數，重展率甚高；2013 年 Ko neva 僅展了木雕作品)，Petelo 表示目前他們

正在構思一種全新展覽方式，可能不會再以徵件方式進行，展示手法與設計也將全面創新。 

Knam Ma Keen展出作品是由Sophie與CCT共同決策並發出徵件邀請，等藝術家寄來作品，

他們再從中挑選展品，主要是 Sophie 以美感、色調、形狀為依據挑選。展中原本即 CCT 典藏

之一的僅 4 件：一懸掛雕刻及 3 件服裝，其他全為邀展之創作或借件。展覽首先以圖書館數位

典藏中的老照片引介 Kanak 傳統編織，接著轉入當代藝術創作區、紀錄片區(由 Roger Bouly 拍

攝、紀錄當代仍然以傳統手法進行 Kanak 傳統編織過程)，以及 9 件向新喀里多尼亞借展的民

族誌物件。像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借的藏品，在運送、裝置過程皆由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的館

員親自處理，例如以特殊的穿編方式將魚線繞在物件上，包括燈光也使用 LED，以絕對不傷害

物件為原則。 

 

Ko neva 的開幕向來不會進行 Costume gesture，Petelo 表示是因為沒有必要。本次 Ko neva

開幕前的週末進行了一個編織工作坊，有些成果被留在 info 遊客中心的櫃檯上作為裝飾，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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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是在工作坊後就在 CCT 舉辦的小型市集中被賣掉(圖左一、二)。本次調查期間，9/16 剛好

參與到本展的館內教育訓練。筆者觀察到，在教育訓練時，策展人只基本介紹展覽內涵，參與

之員工(為青年與服務部門)則非常熱烈地發表意見並討論。Petelo 說因為這些員工是來自各地

的 Kanak 人，每人都有編織的經驗跟習慣，特別是一位男性會跟家人一起工作，因此他們熱烈

討論主要是有關編織技術的事情。策展人基本上就是很專注地傾聽，不過有提醒大家要繼續，

且到 B1 時有稍稍翻看一下導覽單張，可能在評估需要多久時間。 

到了 B1 向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借展的舊物件時，大家對物件發出讚嘆並繼續討論傳統的

古老技法與現代的不同。過程中也注意到，策展人跟員工會直接用手翻動或撫摸展品，除了較

脆弱被隔離者如舊物件或大量懸掛編籃區之外。策展人會用手調整物件的位置(大家有一起探

討某懸掛品會不會被小孩扯下，而比劃、拿起展品考慮要將它掛更高)。員工在展場內的身體

活動很自然，策展人在講影片區，有座位大家會自行坐下，或是想看影片就坐在地板上。也許

這是為何螢幕放得如此低矮的原因，因為自然而然不需要椅子大家也會坐下觀看。教育訓練時，

其他觀眾也可以進來參觀。員工有事需先走即可先走。 

2. Salle Beretara: FACKO only 

本展間基本上僅供 FACKO 藏品之展出，除了特殊情況如 Kanak: L’art est une Parole 有借用

場地使用(嚴格來說該展仍有展出 FACKO 典藏，需再確認使用規劃)。本展間為每年換展之常設

展覽，2014-2015 年的這檔展覽名為 DE L'ART OU DU POCA ?，策展人為 Bernard Berger。與上述

之 Ko neva 不同，本展是由藝術總監 Guillium 委託策展人所策畫。策展人 Bernard 曾是 Petelo

高中時期的藝術史老師，後成為知名漫畫家，在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裡也有看過他的作品：用

來像孩童觀眾說明 Kanak 傳統的單頁漫畫。也是因此之故，牆壁塗上策展人喜愛的鵝黃色，並

畫上有如漫畫書上的黑色框線和思考泡泡。 

 

其展示手法是先引述一藝術史學者或藝術家所提出的概念，再選出可說明此概念的 FACKO

作品，搭配漫畫和思考泡泡中的對話，強調藝術的教育意義。此外為了增強說明性，策展人刻

意不放藝術家族群身分或國籍，作品說明牌僅能看到藝術家名字、作品尺寸材質、簡介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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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lle Kavitara 

Petelo 認為，本展間主要是以實驗性、藝術家駐村成果展現的性質為主，主要型態則為小

型聯展或個展居多。本次調查期間所遇到的有旅紐東加藝術家 Philipe Tohi 的駐村創作發表及

最新一檔由在新喀里多尼亞進行民族誌攝影創作的旅日法籍攝影師 Sebastien Lebegue 的展覽

Coutume Kanak。在 Philipe Tohi 個展所參與的部分，是與 Anne-Laure、Allan 及技師一起合作，

將一件藝術家所留下的實驗性創作(ghost collection)加以固定、搬運及蒐藏維護，也協助撤展事

宜。據了解，本展開幕之時也有進行工作坊的活動，進行方式為藝術家引導參與者運用毛線纏

繞冰棒棍進行創作，創作之成品則貼在展間一面牆上作為集體作品呈現。 

 

展覽期間（上排圖）與撤展（下排圖） 

 

Coutume Kanak 一展，我參與到了除了粉刷牆面及木工之外的所有布展工作，也以觀察方

式了解 Petelo 與 Anne-Laure 在布展期間各自扮演的角色。P 負責的是與藝術家接洽、簽約、找

廠商等行政細節，Anne-Laure 則提供保存維護專業供藝術家參考並決定如何進行布展。本次展

覽內容是 Kanak 當代社會婚喪喜慶場合的紀錄。Sebestian 將照片一張張連掛成長條狀，以

Costume gesture、建築家屋、種植山藥為始，從出生、領養、婚禮、死亡依序排列，在視覺上

象徵Kanak人Custume exchange所使用鋪在地上的長條花布，此花布則象徵部落關係遠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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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在牆壁上手繪新喀里多尼亞地圖以及一些關於部落、家屋關係的圖示，以說明他個人對

Kanak costume exchange 的認知。Sebestian 以一年拍攝計畫由北至島嶼至南進入許多 kanak 部

落，認識頭目並進行多次 Custume gesture 取得同意及展出。他並展出 63 幅 Kanak 頭目、地主、

一般居民的肖像畫，畫像排列順序由 CCT 遺產研究部門確認過個人之間的關係後才展出。 

 

Sebestian 所拍攝和描繪的對象是 Kanak 重要傳統文化及人物，因此開幕活動及 Costume 

gesture 是相當盛大。他自行進行了一部分攝影計畫後，向 CCT 館長與藝術總監提出申請獲得

支持完成計畫。據他表示，他在 Kanak 部落時進行 Costume gesture 是由他自己向主人進行談

話；不過傳統上，僅有特定身分的人才能進行此一談話。他所拍攝到的葬禮是非常偶然的，當

他抵達東部一個深山部落時剛好遇到一件意外，由於他已經進行 Costume gesture 獲得拍攝允

許，所以便紀錄了整個葬禮過程，而亡者家屬也同意展出，並在開幕時也來參觀。 

 

11/5 開幕時，首先由來自 Lifou 島的合唱團進行開場白，Sebestian 將禮物準備好放在地上，

以 Kanak 傳統方式手持 Manu 自我介紹、說明來意。接著地主 Leonard 回覆、收下禮物並給予

回禮，館長 Emmanuel Tjibaou 全程參加，也在 Leonard 回覆之後做出代表 CCT 的歡迎及說明之

辭。不過，由於此種方式完全依照 Kanak 傳統的模式，卻又由白人攝影家自我介紹，似乎在開

幕之後，引發了一些在臉書展覽粉絲頁上的爭論。有人認為，Sebestian 身為白人，不應涉足

Kanak 文化的紀錄，此外開幕時的 Costume gesture，有人認為 Sebestian 並不具合適身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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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而是 CCT 應派 Kanak 人代表他發言。但也有人反對，認為 Sebetian 是出自對 Kanak 文化

之尊重才進行此計畫以及 Cosutme gesture，而 Sebestian 是獨立的藝術家而非 CCT 的一員，當

然不需要 CCT 派人代表發言，他可理所當然地為自己發言。 

 
開幕 Costume exchange 以及畫中主角與肖像畫合照，圖右一後方肖像畫為館長 Emmanuel Tjibaou(取自臉書:) 

 

4. Allee: temporary exhibiton 

在 CCT 的走廊上定期更換以攝影為主的特展，有時是由展覽部門策畫，有時則由圖書館部

門策畫。本次調查期間是一位旅居萬那度的澳洲籍戰地攝影師 Ben Bohane，作品是關於太平

洋島民士兵如在阿富汗執勤的東加、法屬玻里尼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澳洲原住民、毛利人

等。此外也有他拍攝太平洋島嶼之間戰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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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相關機構參訪 

根據 Petelo，CCT 經常跟新喀里多尼亞的一些其他機構合作或借展，特別是跟北方的文化

中心或圖書館有較多合作，例如棲包屋家鄉 Hiengene 的文化中心(已建館 30 年，可能是新喀

里多尼亞境內最早的文化中心之一，目前整修中 2015 年將重因開放)，目前尚未與 Kone 的與

CCT 同層級的 Poemone文化中心進行合作，但已與 Kone 圖書館合作借出一檔 FACKO展覽 Je suis 

Noir。在努美亞市中心的則例如在法國海外屬地接待處長期借展 FACKO，以及會向新喀里多尼

亞博物館商借藏品展出。在鄰近的地方層級上，Mont-Dore 和 Dumbea 的文化中心性質與 CCT

不同，因此距離雖近但沒有合作。本節將簡要介紹此次參訪過的文化中心與博物館，做為與

CCT 之定位與實踐之比較參考的範例。 

北部省 

 Voh 文化中心(9/19) 

北部省 Voh 地區附近 2014 年 4 月新開的文化中心，此次展出當地藝術家 Thierry Maguin

的巡迴計畫，他以攝影師身分與在地文化中心合作，找當地居民自行使用攝影器材拍攝相片，

再討論想表達的意涵，透過技術人員修改照片，最終成果以展覽型態展出。展中也有 Thierry

自己的作品，主要是拍攝當地人的正面全身像。此次展覽還包括此次計畫的紀錄照片，以及一

部由當地影像工作者拍攝及使用中心電腦軟體剪輯的紀錄片。參加開幕茶會者有北部省會

Kone 文化中心的館長及展覽組主任、許多居民創作者的親友。Voh 文化中心有效仿 CCT 的建

築形制，並有刻著當地部落名稱的 8 座木頭門柱雕刻，具有當代的藝術創作型態。中庭以大片

Manu 作為裝飾，亦設有圖書館與媒體中心，門口亦有傳統木雕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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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館長是當地 Kanak 人，似乎也有在藝術學校學習過或是留法且會說英文，告訴我有關當地

的社群跟產業狀況。由於鎳礦資源豐富，跨國企業設廠，有許多亞洲族群如日本人、越南人、廣東人、

菲律賓人等都來此工作。館長特別提到與其他太平洋地區的交流，因為他認為高科技如電腦和網路讓

當地人不想跟外地交流，而越加封閉。當地居民的作品經常使用鎳礦廠作為象徵現代化的符號，通常

呈現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拉扯。此外，每件作品都有一段創作者自述，很多是以詩歌的方式呈現。 

 Eco-Musee(9/19) 

 

以咖啡為主軸的博物館，是殖民地建築，本有 3 間，共 7 個職員，花費 10 年推動，營運

4 年。與當地藝術家、學校合作，除了協助當地咖啡小農處理烘培咖啡，館長也讓當地人在館

舍旁開小吃店。計畫來自於 l’association de heritage et history de Voh，有三大方向：發展觀光

農業，如自然生態、草原等，成立 ecomuseum；環境保育，要求當地鎳礦廠改進；最重要的

遺產保存，館方認為連繫當地不同族群共同記憶的就是咖啡產業，因此以咖啡為其中一個重要

主旨。 

遺產保存最重要的則是山藥的復育，他們跟當地小學合作，根據傳統種植週期，以一周時

間跟學童一起種植。不只耕種技術，也傳授 Costume 傳統知識、山藥的象徵意義、收成時的舞

蹈等。透過與東部部落每年交換、討論，保存山藥的多樣性和活知識。導覽員 Valentine 提到

要讓當地人覺得博物館跟自己生活有關，不然他們只覺得是一個不相干的事情。她把自己對博

物館的想像稱之為「House of passing knowledge」，經過努力，已有當地人會來參觀。 



30 
 

南部省-努美亞市 

 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 Territorial Museum of Nouevelle Caledonie 

 

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與CCT有非常多借展，在CCT尚未建館時是ADCK常進行活動的地方。

經過實地參觀，了解其建築應為殖民時期的公務建築，在本館之外件有一個南部省的傳統家屋，

不過高度比起 CCT 的家屋來說較矮。其館內展示仍完全以人類學及民族誌研究為基礎，以櫥窗

陳列民族誌物件，以婚喪禮俗作為櫥窗之分別，器具也以陳列方式說明。不過展示最後設有一

小房間展示當代 Kanak 社會中樹皮布的運用包括時尚服裝、產業等等。 

 

 

由於參觀適逢遺產之月，參加到一舞蹈表演。其特色為先由努美亞市多個青少年街舞團體

演出，之後移至傳統家屋前表演傳統 Kanak 舞蹈。Kanak 舞蹈表演者來自 Yate 及 Lifou 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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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演出前與館方有進行簡單的 Custome gesture。演出過程中，舞團與觀眾有許多的互動，Yate

的舞團為十多歲的青少年，Lifou 舞團則年約 18 歲以上青年。兩者表演風格有些不同，前者較

為活潑、將觀眾拉入演出，後者則較正式、舞蹈動作較繁複，相較之下更像正式的演出。在此

並遇到一位原本為Nouvelle Caledonie報社記者，她認為 CCT跟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性質不同，

前為向國際展現為主，後則以服務市民為主。 
 

 Kanak 之新喀里多尼亞日紀念處 

在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正對面的停車場空地旁，有一以傳統 Kanak 圍籬圍起的空間，裡面

放了許多傳統/當代創作的雕像、住屋以及象徵通往頭目家之通道的兩排松樹。根據詢問此處

並無切確名稱，只知原本這些雕像是在 2013 年 9 月 24 日新喀里多尼亞（殖民紀念）日時，以

人力搬運搭建而成。有一些主張獨立的 Kanak 人士，在當天結束後不肯拆除這些裝置，要求永

恆留下此一場所並升起 Kanaky 旗幟。至今仍有人住在此地不願搬離。 

 

 Haut-Commissarie 

根據與 Petelo 的訪談，CCT 有出借 FACKO 館藏到法國政府接待處 Haut-Commissarie 展示，

是新喀里多尼亞代表法國政府最重要的處所。適逢遺產之月，10/18 開放大眾參觀。參觀後發

現，在此接待處所展示的可辨認的 FACKO 藏品僅有一幅作品有標註創作者及資訊，其他作品(包

括知名傳統竹雕家)皆無標註姓名，僅強調其裝飾性。在接待處中有一展示是講述新喀里多尼

亞的殖民歷史，而 Kanak 常見的住屋及門柱也出現在此，但其形制並沒有依照傳統方式搭建。

牆上亦掛有棲包屋與法國大使簽和平條約 Accord de Matignon 之照片，不過並沒有任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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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Dore 文化中心 

 

位於努美亞市南部郊區的 Mont-Dore 地區文化中心，因攝影師 Thierry 的巡迴展出移至此

地，前來參加開幕。此文化中心亦有特殊造型，不過從年度節目表看來，大部分是針對社區居

民所開設的活動。此次的居民創作者多是藝術家的朋友，來參加開幕者有些是在地社區偶然來

到文化中心的居民，與上次在 Voh 文化中心的開幕之規模或氛圍有些不同。 

 Dumbea 文化中心 

 

位於努美亞市北部郊區 Dumbea 的文教中心，旁邊有 2 所中學、一所

大學、一所小學。Dumbea 文化中心總監 Patrick 表示，他們主要目標是設

法讓中小學的特殊教育學童透過學習 Kanak 傳統雕刻藝術找回自我價值感。

Patrick 表示，新喀里多尼亞的教育體制內總是讓法國籍教師任教，他認為

來自法國的老師因駐地時間短暫，通常並不了解如何引導 Kanak 學童進行

學習。他並提到，CCT 總監 Guillium 也是剛來到新喀里多尼亞約 4 年左右(筆

者回國後看到 CCT 正招募 2015 新任藝術總監)，他將 CCT 描述為法國政府在棲包屋被刺殺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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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演 1980 年代暴動而進行的安撫政策，其發展目標或取向是以向歐洲遊客展現，而非專

注於吸引 Kanak 人前往，也如同已關閉的努美亞藝術學院一樣，對 Kanak 傳統雕刻的傳承並沒

有實質影響。他本身是 Futuna 人，曾到紐西蘭駐村創作，希望將經驗帶回，2015 年與其藝術

家團體擬自行開設一籌備 30 年之久的雕刻學校，專門教導 Kanak 傳統雕刻。 

 城市博物館、二戰博物館、航海博物館 

   

在文化中心之外，筆者也參觀了位於努美亞市中心的三座博物館，皆為從市中心椰子廣場

(coconut place)可走路抵達的位置。此三間博物館各有明確的關懷目標，從展示實踐上來看，

是以展示歷史物件、戰爭遺留物、水下考古物為基礎，分別講述努美亞市的歷史與族群、二戰

時的新喀里多尼亞與太平洋戰爭、大航海時代的科學文明與新喀里多尼亞。此三間博物館並沒

有明顯關注 Kanak 人或文化或歷史，但仍可作為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實踐的參考比較範例。 

南部省 Yate-Goro 部落之旅 

在田野調查期間因緣際會認識了努美亞當地藝術家，攝影師 Thierry Mangan 以及從臺灣多

次重返新喀里多尼亞的泰雅族紀錄片導演 Laha Mebo（陳潔瑤），由於 Laha 曾多次前往南部省

東南岸 Yate 的 Goro 部落進行當地樂團的紀錄與訪問，本次剛好也遇上 Goro 部落一年一度的

海洋文化祭活動，因此在調查期間最後也隨著 Thierry、Laha 以及 Allan 等人一齊前往 Goro 部

落參加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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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認識了當地樂團 Jargar 成員，以及南部省觀光局專員 Nardy，更因緣際會參與了

Goro 長老們(文化祭主辦者)的傳統 Kanak 午餐。此外也認識民宿老闆娘 Djounou、當地記者

Marie 等人。Goro 部落的海洋文化祭活動已經辦理超過 10 年，主要場地在海邊，有魚市、菜

市場、餐廳及表演舞台，活動為期兩天，周六中午抵達現場時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當地人，到了

傍晚開始有一些白人遊客，也有看到手工藝或創意商品店（如以寶特瓶製作掛飾）。 

 

在 Goro 部落時，Thierry 帶大家一起去當地的 Nakamal 喝 Kava。Allan 說 Kava 是來自萬那

度，新喀里多尼亞本身原本沒有，Kava 是由樹根磨粉加水而成的具有輕微麻醉性的飲料，喝

完之後會讓人有些頭暈飄然，在努美亞市也有。民宿老闆娘 Djounou 是 Thierry 跟 Laha 的朋友，

為下圖左的右二女士。Nardy 則是因公務出差來 Goro 參加文化祭，她也提到南部省觀光局有

補助此文化祭的活動，每年大約 30 萬太平洋法郎。在回程時，Thierry 跟 Allan 進行了一些拍

攝作品，下圖右即為其中一張作品（下排圖皆取自 Thierry 臉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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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論文可行性分析 

本次調查發現依據田野調查的歷程可分為幾個重點：(1)CCT 雖然以 FACKO 典藏以及太平洋

地區之藝術展示與交流聞名，其館內的視覺展覽與典藏部門在人事、資金、空間方面因某些因

素而正面臨縮減的狀態。(2)CCT 的遺產研究、口述記錄及圖書館的數位典藏系統是相當重要且

核心的工作，從人員數量、典藏規模、年度業務中可以得知此一部分重要性不亞於展覽部。這

與 Kanak 文化重視語言以及說話有關(3)對何謂 CCT 想要蒐藏的當代藝術典藏之內容，CCT 明確

指出需要與當代太平洋地區有關，總是將 Kanak 文化放置在太平洋地區脈絡加以考慮。而如

Case Jinu 中為開幕而委託創作的藝術作品，雖然其依循傳統選材、手法、儀式，卻仍算是 FACKO

當代藝術典藏，擴充了當代藝術典藏的定義。(4)不過 CCT 的蒐藏不只有當代藝術典藏，還有

由館方自行定義的幾種不同蒐藏內容，有一種是 CCT 持續實踐 Kanak 文化傳統 Costume 

exchange 的儀式而獲得的禮物，其中可能有些需要再次回歸到交換傳統的實踐之中。此外館方

正在建置能表現 CCT 蒐藏特色的數位蒐藏系統。 

(5) 展覽在 CCT 有不同的策畫方式與原因，是為了呈現出 Kanak 藝術與文化的當代樣貌而

策畫的藝術展示，此樣貌必須與太平洋地區同時被呈現，意即總是呈現出 Kanak 人與其他地區

的關係。雖然展示理念或設計是由館方與策展人或藝術家共同討論而成，但 CCT 非常尊重策展

人、團隊或藝術家的原創意念或美學。(6)CCT 大量使用 Kanak 語彙命名空間或展覽，空間視覺

呈現相當程度地融入 Kanak 文化要素，並真實重現了傳統家屋及 Costume 場域。空間運用上的

彈性很大，雖然規劃時有一定的順序，但實際上文化中心中的各個空間都可以變成其他活動的

場所。館內外都有足夠空間讓學童團體活動，也可自由借給其他組織機構所用。 

(7) 在新喀里多尼亞，文化中心(或圖書中心)的建置非常常見，CCT 也非最早建造的文化中

心，只是文化中心依照定位與區域不同而有不同實踐，可進一步耙梳新喀里多尼亞的文化中心

發展及概念。(8)CCT 與新喀里多尼亞博物館關係緊密，除了現在的合作，ADCK 也曾經在新喀

里多尼亞博物館中展出第一屆 Ko I neva 展覽。兩者蒐藏目標區分明確，展示實踐有相當差異，

可進一步研究兩者不同的視覺與蒐藏實踐創造出何種 Kanak 文化樣貌，而兩者又如何合作。(9)

殖民歷史在過去與當代社會中都對於 CCT 的實踐有所影響，簽定和平條約以及棲包屋被刺殺的

事件是 CCT 核心的建館緣由，這兩者都與殖民歷史緊密相關。在當代新喀里多尼亞最重要的、

代表法國政府的機構 Haut-Commissarie，也長期借出 CCT 的 FACKO 作為展示品，其呈現卻並不

是以藝術展示的方式展出，而是以裝飾性的方式、未提及任何創作資訊。(10)藝術家 Patrick 認

為 CCT 雖屬於 ADCK，但並非關注於 Kanak 文化的傳承，而是偏向一個國際性的公關性的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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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運作，雖然他持續跟 CCT 合作，但是並不認同 CCT 的 direction 的理念。CCT 在新喀里多尼

亞的定位與實際上對於創造當代文化認同的影響為何，可做進一步的探討。 

根據本次發現重點，本論文應有可行之空間，可進一步考慮以下方向：耙梳與比較新喀里

多尼亞國內不同定位之文化中心的實踐/棲包屋家族與殖民歷史的關連，進一步探討私人記憶

如何與民族歷史交織互動，從 CCT 館內的視覺呈現，包括典藏實踐(FACKO、Costume 禮物蒐藏、

特殊條目典藏)、Costume gesture、當代藝術展示及棲包屋家族物件展示等，探討 CCT 在新喀

里多尼亞當代社會中的博物館實踐以及試圖創造的 Kanak 文化想像與認同為何，以及民族認同

與文化中心的連結。 

六、 田野自評 

本次在新喀里多尼亞進行棲包屋文化中心的參與觀察調查，首先是先以了解 CCT 運作現況

為目標，所以進行了很多基本的紀錄與文獻蒐集閱讀。在文獻資料方面，獲得允許以拍照方式

帶回一些資料，但許多是法文內容，需要再進一步進行解讀。此外也需要進一步了解 Kanak 口

述傳統的部分。在本次調查過程中，受到 CCT 的 Petelo 先生極大的幫助，遇到困難的部分主

要是在法文溝通方面，筆者也將繼續學習法文，期能改善此次調查之行有所不便之處。在本次

調查期間也認識了可用英文進行訪談的人士，包括 CCT 的 Petelo、Anne-Laure、館長 Emmanuel 

Tjibaou，Dumbea 文化中心總監 Patrick，南部省觀光局 Nardy，Lifou 島人 Allan 及他的朋友 Edwige 

Sitrita，法籍攝影師 Sebastien Lebegue。此次調查的發現已於上簡述，並找出可能的論文研究

主題。在未來論文撰寫過程中應可藉此更進一步認識更多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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