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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是針對我所申請的博士論文田野獎助的結案報告。因此本結案報

告將針對計畫執行方式、步驟以及收集資料的成果進行評估，而非田野工作所

得資料的解釋。 
帛琉獨立至今十四年，在與美國簽署自由聯盟協定之下，每年可得一千

多萬的援助，成為帛琉主要的現金收入來源。在這樣的依賴的狀態下，帛琉本

身的文化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在傳統儀式中的現金流量加大，而整體

社會的經濟逐漸從生計經濟轉為現金經濟，而現金的來源實際上是各國的援助

款，帛琉人多半擔任政府公職接受現金來源。因此而造成借貸、抵押的行為盛

行。土地在現金經濟的衝擊下，開始出現大量的爭議。而傳統的所有權與使用

權的習慣，與西方法律體系相衝擊，加上世代交替傳統知識流失，生活風格改

變，土地私有化的情形似乎難以阻擋。 
 
 
This report is to display the process of my fieldwork and the difficulties that I 

encountered when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in a Pacific Island Society, Palau. 
Therefore, this report is not an academic article which arguing with som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It is rather a description of the work I have done and the social 
phenomenon that are happening in Palau.  

Palau has been independent for 14 years, and it has had the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Fund since 1994. This fund is to support the bureaucracy in Palau and 
help with some basic construction. Also, it becomes a major cash income in Palau. 
After the mid of 90’s, the cash flow during the traditional custom, such as first baby 
born ceromoney(Ngasech), funeral (Kemelediil), and house party(Ocheroal), 
increased dramatically.  Most Palauans cannot afford it, so they usually get loans from 
the bank, rich local businessman, or mortgage the land to the bank or rich people to 
get cash. At the same time, land ownership is increasingly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cash economy, and as a result, many land disputes have emerged as a result.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land-ownership and use rights conflict with the western law 
system, and many younger citizens simply do not have much of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land.  These changing lifestyles and values make the privatization 
of land hard to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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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1是針對我所申請的博士論文田野獎助的結案報告。因此本結案報

告將針對計畫執行方式、步驟以及收集資料的成果進行評估，而非田野工作所

得資料的解釋。因此在報告的呈現上，第一，會強調現象的呈現但並非分析性

的解釋。第二，研究的執行過程。第三、最後的評估，會針對經費使用、海外

田野工作的困難度進行評估與建議。 
 
一一一一、、、、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    
本研究主要是以經濟人類學的理論關懷為出發，主要關注的是太平洋島

嶼社會如何面對外來的經濟衝擊。理論關懷上，關注於當地勞力、土地的商品

化過程。由於理論預設，假定現代化較晚近的國家在勞力、土地與貨幣的商品

化過程中會有一些社會衝突。帛琉可說是目前最年輕的國家，但在密克羅尼西

亞這個區域的經濟表現上，僅次於美國屬地關島。然而帛琉有諸多的土地爭

議，自二次戰後至今尚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登記，並且有許多土地爭議。因此引

發我的關注，而欲以此為我研究的切入窗口，探討帛琉該地的經濟現象。 
在以土地議題為出發探討當地經濟現象的過程中，我亦發現相關的經濟

行為，例如儀式中的消費、信貸行為、以及小型商店的經營模式等等。因此在

收集資料的過程中，這些經濟現象也是我的關注焦點之一。期望在收集這些相

關的現象後能有對太平洋島國社會如何因應現代經濟模式有較完整的解釋。 
 
二二二二、、、、執行過程執行過程執行過程執行過程    
本研究的地點，一開始主要依據計畫書所寫，希望進行兩個不同性質村

落的比較。然而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主要的商業與各種金融現象仍然集

中在舊首都 Koror，而且多數居住在大島的人都移居至 Koror 以就學、就業，或

者就醫2。因此，在進行了兩個州的普查工作後，我回到 Koror 作為我田野工作

的基地。一方面可以就近至尚未搬遷至新首都的政府機關收集資料，並調查經

濟行為。另一方面，所有的圖書館與檔案資料都在 Koror，方便我進行文獻研

究。因此，我重新界定我的研究地點為目前商業中心 Koror，以研究整體經濟

現象，以及方便進行各種現象的觀察以及研究。 
由於筆者關心的議題主要在於經濟與產權的關係，在進行田野調查的過

程中，一開始與帛琉接待單位說明我的論文題目，在經過引介之下，我接觸了

                                                 
1 筆者對於本文中英文夾雜感到抱歉，很多辭彙我一時之間很難找到適合的翻

譯，等待思考過後會將本文再做修正。 
2 根據 2005年的統計調查，19,970人中有 12,00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 Ko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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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土地議題相關的幾個單位，並且進行初步的訪談。但是土地的爭議必然與社

會中其他的文化慣習、結構以及當時社會的狀態相關，因此我廣泛的收集與經

濟與產權相關的資料。等於一方面進行整體的理解以及民族學式的記錄，另一

方面針對我關心的議題進行理解跟訪問。 
然而在真正開始進行調查之前，我花了一些時間處理「台灣研究者」的

形象。由於該地有許多美國學者以及日本學者進行過研究，加上帛琉被此兩個

國家殖民與託管，在言語和文化上有親近性，他們也很熟知如何應對這兩個國

家的學者。然而台灣在該地的形象除了商業、觀光客等，就是大量援助金錢的

外交政策。因此，在剛開始接觸帛琉人並且說明我的研究題目時，一方面他們

不知道如何對待『做研究的台灣人』，另一方面我所進行的研究題目也較為敏

感，因此在尚未彼此熟悉的狀況下，訪談進行極為困難。此外，資料的正確性

也有待交叉驗證。因此前三四個月的時間，我都處在介紹自己、積極參與活

動，以及解釋自己的研究興趣與主題的狀態下。一直到約六個月時，帛琉人比

較清楚我的研究興趣及意圖，也較為熟識後，我也比較清楚整體社會的狀況，

訪談才比較能深入。因此，質性研究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方式，除了基本的參與

觀察、訪談，最重要的還是藉由與當地人的互動以及參與日常的活動來理解當

地人的觀點。藉此掌握當地人關心的議題，依此深入議題的核心。 
人類學研究著重在訪談、參與觀察以及理解。但要做到「理解」需要有

些方式，我藉由以下幾種方式與當地人接觸，並且在進行較為制式性的調查過

程中，詢問當地人的看法，以求正確的理解資料，並且篩選出重要的報導人進

行較為深入的訪問。以下是我進行田野調查的幾種方式。 
 

2.1 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 
首先，我先學習語言，從語言開始了解帛琉的文化思惟。在接下來，則

在當地人的協助下，在兩個不同性質的村落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的過程讓我了

解不同州有不同的土地狀況，過程中也熟知一些當地的文化與既有慣習等等。

之後我便開始篩選應該訪問的對象。在此期間輔以報紙、電視等協助理解當代

帛琉社會所發生的事情。並且，在篩選出與我論文相關的報導人之後，開始針

對焦點團體、以及重要報導人進行深度訪談。總歸，我所使用的調查方法約如

下： 
 

� 語言學習：一對一指導並藉此學習文化習俗 
� 地方性問卷普查：Melekeok State, Ngaramlengui State, Koror State 
� 焦點群體調查與訪談： 

Land registration officers, land surveyors, Land Court judges, Palauan 
lawyers, director of Palau Public Land Authority, Land Court staffs, 
Bankers, local market business man, Mujin members.  

� 統計分析：土地權狀檔案 
� 法院土地案例研究 
� 參與觀察：傳統儀式、法庭 hearing、土地疆界調查等相關活動。 
� 深度訪談：針對重點個案長時間的相處跟訪談 

 
                 

2.2目前收集之書面目前收集之書面目前收集之書面目前收集之書面、、、、錄音錄影等資料錄音錄影等資料錄音錄影等資料錄音錄影等資料：：：： 
1. Land Certificate: 10 states in Pa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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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ustom video tapes: Ngarsech 4 cases; Kemeldiil 3 cases 
3. Land uses and household income questionnaires: 35 cases 
4. Focus people Interviews: 45 persons 
5. Land cases: 43 
6. Newspaper 
7. Related literature, Japanese old Books 
8. Palau Law(related to common law and property law) 
 
2.3 工作時間表工作時間表工作時間表工作時間表 
 
Time Work Item  
Sept   � Settle down 

� Meet host institution 
� Networking 

 

Oct � Learning language 
� Networking 
� Participate in local activities 
� Library research 
� Meet people in Bureau of Land and Survey 

 

Nov � Learning language 
� Networking 
� Library research 

 

Dec � Learning language 
� Networking 
� Library research 

 

Jan � Conduct survey and questionnaire at village in Melekeok   
Feb � Conduct survey and questionnaire at village in Ngaralemngui  
March � Conduct survey and questionnaire at village in Ngaralemngui 

� Verifying data 
 

April � Verifying data  
May � Conduct research in Koror 

� Land court  
� Bureau of land and Survey  
� Customs participating 

 

June � Conduct research in Koror 
� Land court  
� Bureau of land and Survey 
� Customs participating 

 

July � Conduct research in Koror 
� Archive research 
� Credit system project 
� Customs participating 

 

Aug � Conduct research in Koror 
� Archive research 
� Credit system project 
� Customs participating 

 

三三三三、、、、帛琉社會現象調查報告帛琉社會現象調查報告帛琉社會現象調查報告帛琉社會現象調查報告    
帛琉位於密克羅尼西亞，整個區域位於北緯 6º53至 8º12，東經 134º08至

134º44之間。目前根據 2005 年的國家統計，目前帛琉總人口約有 19,9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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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252 人為菲律賓籍勞工3。帛琉的社會結構是母系社會並且是以同胞關係

的交換為主。該社會的經濟與社會形態與殖民過程息息相關。因此在我關注的

幾個社會現象上，我著重於當代社會的現象與殖民歷史之間的關係。但我目前

僅呈現社會現象而不多加分析，所有論證留待論文處理。 
 

 
(圖 1: Map of Republic of Palau) 
 
3.1 “習俗習俗習俗習俗““““（（（（custom, siukang）））） 

                                                 
3 其他的族群分別為，317名為中國籍勞工，因做環島公路的工程，而有越南籍

勞工 321人，目前已經離開。此外有白人 186，台灣 70，韓國 86人等等。實際

上，在 2008年有一些孟加拉籍的勞工，人數大約百人左右，而中國籍的勞工人

數也上升，不過目前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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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帛琉社會中仍然盛行該文化中的傳統儀式，主要有三種儀式，當地

人以日文的 siukang(慣習)稱之。如女性的嬰兒初生儀式（Ngasech）、葬禮

（Kemeldiil）以及買屋或買船集資會（Ocheraol）。以下我做簡單的描述： 
 
嬰兒初生禮嬰兒初生禮嬰兒初生禮嬰兒初生禮：：：：Ngasech  
這個儀式是每位女性在她第一個嬰兒出生時所舉行的儀式。以往因為帛

琉人不懂剖腹生產，因此女性生產後的存活率很低。這個儀式主要是慶祝女性

的存活，並且展示這個新的母親給男方親屬看，她已經從產後恢復為一個健康

的母親。以往的嬰兒出生禮多半是女性的第一個小孩，現在演變為每一任丈夫

的第一個小孩都會舉辦嬰兒出生禮。此外，在傳統上，夫妻必須先結婚後才會

舉辦嬰兒出生禮，現在則多為舉行嬰兒出生禮後，雙方家長討論兩者是否要結

婚。在嬰兒出生禮後，雙方親屬主要討論男性給女方家庭多少錢，目前包括美

金與帛琉傳統錢幣。個案如下： 
 

Diljun Epitson 的嬰兒初生禮。她已經有一個小孩，但目前她跟另一
位男性有了小孩。等小孩出生後約一個月，男方的親屬給她舉行十
天的藥草浴（ mesurch ）。之後便舉行嬰兒出生禮。這個儀式主要
是讓男方的親屬看，經過藥草浴後，母親恢復光滑的肌膚，身上因
為懷孕而產生的黑色斑點也去除了，十分健康。因此母親必須站著”
展示“藥草浴的成果。男方的親屬會上前跳舞慶賀，並且用藥草碰觸

這位母親的腳。Ngasech 這個字的意思是上升、登高的意思。傳統
上，母親必須登上木製的高臺展示。目前只剩下 Anguar 尚有舉行這
樣的儀式，帛琉其他地方則已經沒有登高臺的儀式。 
 
在儀式結束後，男女雙方的親屬會聚集起來，討論這對新人是不是
要結婚，男方要給多少錢給女方跟小孩，還有幫忙做藥草浴的女
性。在這場儀式中，男方給的錢的項目如下： 
 

• Bus4-10,000 $＋Chelbucheb(第二等級的帛琉錢，圓形有多
色的圓點) 

• Buuldiil5-10,000$＋ kldait（第四等級的帛琉錢，圓形但只有
單色，多為黃色和橙色） 

• Sengk6 

                                                 
4 這是一筆男方家庭必須給女方家庭的費用，以連結這個婚姻。 
5 字義為破腹，此筆錢支付女性生產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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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s money 15,000$：給嬰兒的錢。 
                  -Mesurch7 500$ -酬謝做藥草浴的女性。 
                  -Toluk 2 個：給幫忙準備食物的女性或者給做藥草浴的女
性。 

 
總共的儀式花費由嬰兒的父親支配。這次嬰兒出生禮的金錢高達
35,000 美金。基本上這些錢全交由女性的舅舅處置。 
 

 
圖二：The baby’s father’s relatives are 
dancing around the mother and giving the 
dollar bill to her.  

 
圖三：In front of the baby’s mother has 
two baskets of herbal, and the two ladies 
standing beside her. One is the person 
how help her to do the herbal bath, and 
the other one is collecting the money 
from the guests  

 
 
葬禮葬禮葬禮葬禮（（（（ Kemeldiil ）：）：）：）： 
傳統的葬禮會將屍體放在家中，親近的女性親屬圍在棺材的旁邊，其中

最親的女性，通常是女兒，手中要抱著母親生前常用的袋子，裡頭裝著吃檳榔

用的工具，如小刀、石灰盒等、錢等。女兒要守著這個袋子一年，以示陪伴。

一年後，打開這個袋子，將東西分送給親近的女性。 
陪伴在棺材旁的，或者可以進入這個停放棺材的人，只能是女性，而且

是這個家中女性的女兒。若是男性的女兒，則必須受到邀請才能進入。男性在

屋子外頭準備搭建棚架，以迎接賓客。 
以往的葬禮多需要隔夜，親屬們唱歌撫慰喪失親人的近親。但在一九八

零年左右，因為來參加喪禮守夜的多半為年長的女性，她們長期坐在屍體旁，

                                                                                                                                            
6 Sengk此字來自德語的 schenken，表示給某物作為禮物。這筆錢表示是額外

的，感謝協助舉行儀式的人，例如幫忙做藥草浴的人，或者給小孩將來的學

費，幫忙準備食物的人等等。 
7 意思為潑灑藥草水。在嬰兒出生之前，會有男方的女性來幫忙做藥草浴，主要

熏蒸子宮以及去除皮膚上的黑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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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唱歌、聊天以及吃東西，一方面擔心屍體的細菌影響人體健康，一方面在

喪禮中飲食過量同時也長期待著沒有運動，危害年長者的身體。因此一九八零

年左右，Koror 州的女性最高地位的 Bilung 宣佈更改葬禮的進行，不過夜，節

制葬禮食物，在 Koror 舉行的葬禮只能殺一隻豬等等。目前的葬禮演變為只需

要一天的時間即可下葬。 
 

Ciana 的媽媽過世，高齡約九十多歲。她母親的家族來自
Ngarechlong，但是移居 Koror 已經很久了。所以葬禮一開始是在移
居 Koror 的家族之屋中舉行，當在 Koror 的親人都至家中致意之
後，棺材移至 Ngarachelong 舉行同樣的儀式，之後葬在其母方氏族
家的石頭平台內。在日治時期，日人禁止帛琉人將家人葬在家屋前
的平台上，Ciana 的母親是在日治之後第一個葬在家族的石頭平台
的人。 

Ciana 的媽媽擁有兩個頭銜，一個是第九階酋長的合作夥
伴，另一個是第四階酋長的合作夥伴。這兩個頭銜分別來自不同的
村落。通常在儀式結束後，會有一個傳承頭銜的儀式。也有人在這
個時候搶走以椰子葉做成的象徵性的頭銜傳承物，也就搶走了頭
銜。因此在傳承頭銜時必須非常小心。 

此次葬禮獲得禮金約 30,000 美金，而 toluk 約有 40 枚。這些
金錢和 toluk 會分給協助葬禮準備食物的女性。喪家在准備食物上花
了 3,000 美金，而他們殺了五頭豬。因為喪家即使知道在 Koror，女
王規定應該只能殺一頭豬，但是一方面他們覺得這是他們家的葬
禮，他們想要這麼做。另一方面，也是親戚的要求，所以他們就殺
了五頭豬。 

 

  
圖 四 ： All the close relatives sitting 
around the coffin, and the daughter 
should hold the disease’s bag and sit in 
the front of the coffin. (June 21, 2008. 
Koror T-Dock) 

圖 五 ： The diseased person hold two 
titles, so after she passed away, the title 
should pass to different person.(June 21, 
2008, Ngarach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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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屋集資會買屋集資會買屋集資會買屋集資會：：：：Ocheraol / House Party 
以往所有的買屋、買船等，都稱為 Ocheraol，字義為「被買」，現多指

稱為新屋落成的集資宴會（money-raising party）。因為在帛琉的傳統價值中，

不能自己蓋房子或做獨木舟，必須付錢給別人讓她們來作，以顯示自己的地

位。但目前多半只剩下新屋落成的集資宴會。通常只有男性會舉辦 Ocheraol，
當他舉辦 Ocheraol 時，他的家族中最年長的姊姊必須給最多的錢，接著其他親

屬會依次遞減錢的數量。為了讓弟弟能夠籌到較多的錢，因此姊姊必須盡力的

給出高額的款項。姊姊的丈夫是主要去籌錢的人，他要不就是借貸，要不就是

找他的姊妹籌款。 
在一九八零年代左右，開始有人引入了如美國的暖房會(house warming 

party)等。邀請的對象是親戚好友，但不是強迫性的，集資的金額也不會大過於

Ocheraol。屋主多用此集資宴會的錢來添購傢具或者裝潢。買屋集資會主要的對象

在於親屬之間相互幫助以協助親屬蓋房子，通常只有男性可以舉行買屋儀式，

而該男性的最年長的姊姊通常是必須要給出最多錢的對象。在一場買屋集資會

中，最高的記錄是姊姊給出了 30,000美金。加上其他親屬的協助，最高的金額

曾經高達 100,000美金。因此隨處可見漂亮的大房子，其實一般帛琉人所得不

高，GDP約為五千美金。他們可以蓋漂亮的大房子多是因為親屬的協助。 
以上三種儀式仍然在帛琉盛行，因此每個人花在儀式的費用上十分的

大。幾乎每個人都有跟銀行借貸、抵押土地、以及參與 mijin8以籌措儀式費

用。根據 2006 年的統計顯示9，帛琉全年總收入約九千四百萬而花費是九千兩

百萬，其中在消費項目的統計中，儀式費用佔據第二，高達一千八百萬。因

此，這也形成了當地銀行的主要收益在於放款，而非中小企業的經營。此外，

從此數據也可發現，平均起來，帛琉人每家戶的存款一年大約只有四百五十

元。然而每個發薪水的週末，帛琉到處都是儀式。許多帛琉人抱怨，儀式費用

造成他們很大的負擔，他們必須去貸款、抵押土地、變賣土地才有辦法支付儀

式費用。年輕一輩的帛琉人，有些開始逃避參加儀式。甚至他們在蓋新房子

時，也寧願向銀行貸款而不願意舉辦買屋儀式。即使舉辦買屋儀式時，會得到

親屬的協助，但是同時也表示你的屋子必須公開給所有的親屬借住。現代的小

家庭傾向於擁有自己的屋子，也習慣享有隱私權，因此有些人開始試圖脫離這

些傳統儀式的連帶，他們傾向於使用現代的金融制度，借貸然後還錢，而不願

參與親屬間的儀式的金錢捐助。 
 

3.2 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土地問題 
帛琉的土地問題反應出的是歷史的過程以及帛琉人本身對於殖民政權的

態度。歷代政權展現不同的土地政策，每換一個政權便改變土地政策。日治時

期的土地調查（Tochi Daicho）是首度將彈性的土地使用制度文字化與系統化的

                                                 
8 日治時期傳入的行為，像是台灣的跟會。每個人每個月給固定額度的錢，然後

抽籤看誰可以得到這筆大錢。得到這筆錢的人可以將錢拿去買大型的電器、船

或者支付一些龐大的費用，或者可以把他存到銀行中。至今，老一輩的女性仍

然普遍的喜愛這種集資的方式。 
9 帛琉國家統計 HIR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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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而二次戰後帛琉被託管，託管時期的政府本身態度搖擺，因此在土地政

策上一方面希望將在日誌時期徵收的公共地還給原來擁有者，另一方面則是希

望能將土地重新登記，在 1975年成立公共地管理局。除了殖民政策之外，經濟

也是誘發土地爭議的原因。當戰後的 Land Commission剛成立時，土地爭議案

也很少，爭議的原因也如同傳統上的疆界爭議。到了七零年代末，較多現金隨

著美國海軍經常停駐帛琉，開發與商業的需求，導致土地爭議加劇，訴訟人也

從兩個擴增至多個或者達到十個以上。後來因為大量爭議案的出現，因此改變

為土地聽審辦公室（Land Claim and Hearing Office），後來經過國會討論，

2003年增設土地法庭置於司法部，而土地調查局則於資源管理局下。 
土地的爭議，一方面來自西方所有權與既有文化的所有權相衝突，加上

登記過程將彈性的部份固著化，既有文化中某些不明確的部份加上世代的凋

零、知識的喪失，成為新一代可以操弄的部份。此外，明確的土地界限與清楚

的所有權的知識，抵觸既有文化中對土地的觀念，而法庭體系也讓帛琉人可以

有訴訟競爭的場域，因此既有文化中的爭議權加上法院體系，使得爭訟不斷上

演。 
至今，土地法庭成立已經五年，今年 Bureau of Land and Survey的契約已

經到期，但是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國會在質詢之後最近通過續約，延長任期兩

年。所有的人怪罪 Land Registration Officer 的工作太慢，Land Registration 
Officer 怪罪沒有經費沒辦法進行土地調查，而領導者不知道怎麼領導下屬，也

不清楚這些工作的性質與內容。這些文件處理以及調查工作的進程與時序，曠

日費時。 
實際上，土地爭議的問題反應了現代制度強烈的入侵，而爭議某程度上

反應了人民的抵抗。雖然有很多爭議以及操弄傳統法以圖自利的行為，但是這

修爭議案也促使帛琉人思考傳統與西方法之間的關係。爭議的原因分為幾類，

第一，六十多歲的老人仍然固著於傳統的土地使用方式，因此他們多仰賴口傳

知識以及傳統的氏族、家族和傳統的繼承法作為訴訟的理由。帛琉原本就有土

地爭議，多由村落酋長協調解決，爭議的內容多為疆界與使用。六十歲以上的

老人仍堅持著傳統的土地權。第二、世代交替，年輕世代忘記或者不知道傳統

的家族有地。第三、經濟與社會階級的差異，使得受教育以及有錢的人可以聘

請律師進行繁複的法庭訴訟，因此贏得更多土地，加劇社會階層的分化。第

四、傳統法與西方法的抵觸，造成許多判決跟傳統大相逕庭，而帛琉人上無法

改變這些既定的西方法律。 
由於這些大量的爭議，加上政府效能不彰，因此導致土地登記十分緩

慢，同時也反應了帛琉正在消化吸收這些西方的法律制度，並且試圖找出所謂

帛琉的方式為何。目前累積的判例正在建立帛琉當地的習慣法體系，「習慣

法」逐漸被定義下來。目前總統大選，同時也進行幾項法案的投票，其中一條

法就是希望帛琉的慣習法若與西方法抵觸時，能以帛琉法為優先。至於此法會

不會通過則要等待大選結束後才能知道。 
 
3.3 經濟形態經濟形態經濟形態經濟形態 
帛琉的經濟形態與政府對土地的保護有關。法律規定外人不得擁有土

地，而外商投資的資本額相當高，而且課以相當高的稅。因此多數來此經營的

中小企業都選擇與當地人合作，營業執照掛著當地人的名字，而實際的經營者

是外人。當地稱之為「Front Business」。在帛琉真正的外人投資大概只有 Pa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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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Resort, Palau Royal Resort， 外商銀行如第一銀行、夏威夷銀行、關島銀

行，世富建設公司等。真正的外商投資大約不超過二十家，但是實際上的商業

營業執照大約有兩百家。 
在這種 front business的經營狀態下，許多當地人在看到外人經營成功

後，便將整個經營拿走。在當地外商間流傳著很多整個商業被當地人吃掉的故

事。因此外商認為最好的經營方法是掌握住人脈、資源以及通路。只要有一項

技術當地人無法奪取，那麼經營上便比較有保障。 
除了這種與外人合作的 front business之外，當地人自營的商業包括小型

零售業（mama and papa store），當地傳統食物的市場。這些小型的零售業，因

為缺少相關資訊，在貨品定價有些問題。此外，他們也因為必須讓親屬以及鄰

居賒帳，一直等到領薪日來付款，有很多商店因此週轉不過來而倒閉。每個州

大約都有四到五個小型的零售業。 
至於當地的傳統食物的市場，在每個州多有一兩家。他們多半周日休

息，但是他們開張的時間十分不固定，多半是看心情。但他們提供的食物多是

鮮食品，例如當地的芋頭、樹薯、螃蟹或是燻魚，也有些當地新引入栽培的水

果，例如芭樂。這種當地市場，有大約六個州的居民固定到科羅州的廣場來販

賣他們的當地產品，而有一個婦女團體也在周四周五的中午來擺攤，利益的百

分之十捐為獎學金。 
根據統計資料，在帛琉目前完全從事生計經濟的人口只有 2.3%，多數的

人擔任政府公職，目前在帛琉的帛琉人工作人口，公私部門加起來仍然少於外

國的勞工。 
 

3.4 信貸體系信貸體系信貸體系信貸體系 
根據統計，帛琉有 35%的人從事政府公職。這種政府公職像是某種社會

福利事業，因為多半的人上班的時間是配合休閒的時間，而非相反。加上上述

儀式花費的需求，幾乎每個帛琉人都貸款，一次大約貸三萬到五萬，主要支付

儀式費用，或者買船、買車、付小孩至美國求學的學費等。然後以兩三年的時

間從政府的薪水中扣除貸款的項目。退休的帛琉人每個月可以領到 social 
security約五百美金。因此他們也用這個為保證跟銀行貸款。 

由於島上沒有生產的事業，一般帛琉人的農業僅供儀式需求，而很少大

量生產為主要收入來源。傳統市場的經營並不固定，也是他們有去採收一些農

作才會開張。因此，帛琉人的現金來源主要都來自外援，這些外援也大量的流

入外籍勞工手中，因為帛琉人現在幾乎都雇用菲律賓人和孟加拉人進行傳統芋

頭田的耕作，或者協助家務和儀式食物的準備。主要的原因在於年輕人在高中

畢業後幾乎都離開帛琉，前往美國或關島、賽班、夏威夷等地求學或工作，年

老的人體力上無法負擔太重的工作，因此便宜的外勞10成為主要的社會勞動

力。 
對於這些目前所觀察到的現象，我會在論文中論述之間的相關性以及試

圖跟理論對話。目前僅是十分簡略的呈現田野調查過程中幾個與經濟有關的現

象，以及目前的社會現狀。我仍收集有其他的一些文化資訊，但是因為不在經

濟這樣的主題下，因此在此略過，希望在論文時有機會可以將這些資訊放入我

論文的論述之中 

                                                 
10 外勞的薪資約在 115到 15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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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評估跟建議成果評估跟建議成果評估跟建議成果評估跟建議 

身為台灣的學生，我在一開始進入該地時所面臨的是族群反射在我身上

的印象。例如國人的國民形象造成的對台灣人的某些刻板印象，例如台灣人很

有錢等等。我花了一段時間適應調整。此外，因為關注一個外國文化的處境，

需要比較久的時間才能調整以往在國內做研究時不容易注意的問題，例如全球

化或區域化的現象，在掌握現象上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加上我主要以英語進

行田野調查，跟以母語進行田野比較起來，難度當然比較高。整體說來，對於

一個完全不同環境的適應，的確有助於修正我以往比較沒有注意到的國際關係

以及外來勢力對社會的影響。這方面的確有助於學術視野的修正，對於提升台

灣國內的學術視野的增廣，以及對外建立學術的交流網絡而言，我覺得都有相

當正面的貢獻。 
而在我本身計畫的執行度上，我認為在執行既有計畫書所寫的調查計畫

之外，在實際的田野調查過程中，很多資訊超出我預期的發展，這是田野工作

很令人興奮的地方。但是以下有幾點是從我的經驗而來的建議： 
 
一、學術方面：從我本身遭遇的困境反推去思考台灣的教育上的缺失。

因為台灣的既有訓練，不重視語言訓練的要求，以及國際觀的培養，因此我在

適應上花了比較長的時間。在田野調查期間遇見一些國外（多為日本）的學

生，有些只是碩士班研究生，他們的語言能力不算是太好，但是獨立程度以及

國際觀，我覺得都比台灣的學生好。台灣的學術訓練過於習慣向內觀，而缺少

跟其他區域研究者對話的能力。學術不只是一個內省的過程，而是必須關注被

研究者的社會現狀，即便是研究台灣本島的社會現狀，也需要將台灣的定位在

區域中，否則所有的現象觀察容易流於瑣碎的資料堆積。但是如果台灣的學術

要跟國際間的學者對話，沒有足夠的國際視野跟語言能力，台灣的學術要跨出

去台灣本島，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在帛琉研究的期間，我遇見了數十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研究生。彷

彿出國做研究是一件很平常的要求。跟這些學者短暫的接觸，也學習到不同國

家對於學術工作的要求跟分工。台灣的學術想像太過狹窄，而分工上也因為想

像上的限制而顯得十分不健全。出國研究，不是一個只求奇風異俗的夢想，而

是在實質上可以打破台灣學術想像上的限制，在不同的文化與國家中所遇到的

問題，跟國內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研究、接觸與思考的過

程中，才會清楚人類學以往要求的那些田野守則，適不適用，需不需要修正。

或者在台灣難有突破的問題，也可以在參照比較之下有所刺激跟啟發。 
 
二、經費使用跟時間限制：我很感謝教育部支持南島文化的研究，並且

撥經費支付我田野調查期間的開支。不過在整個執行過程中，因為變數相當的

大，例如原本飛至帛琉的航班遠東航空停飛，目前由華航接手。又因為華航不

想在帛琉設公司，因為帛琉人會抽很重的稅，因此所有往台灣的機票必須從關

島買，票價提高一倍。這是當初始料未及的狀況。此外，田野調查的時間我認

為不需要太硬性的規定起訖時間，或者可以彈性一些的例如有三個月的緩衝

期，但總補助月份為一年，諸如此類的彈性空間。因為田野調查不是一個把人

丟到不同環境，限制時間等他回來後就會生產出一本論文，這中間有很多難以

控制的變數。如果太過硬性規定起訖時間，我認為只是方便行政作業而不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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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的變數跟困難。這跟當初補助學生進行田野調查以擴展台灣學術視野的想

法，就顯得美玉有瑕。希望往後的學術補助能夠考慮國外研究的困難度而給予

較大的彈性空間。 
此外，也希望參照每個國家的消費指數訂定給予補助的額度，這些消費

指數應該在每個國家的政府網頁上，或者 IMF, World Bank等大型跨國銀行跟

組織中都可以找到資料。在帛琉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進口，因此物價比台灣高

一點五倍，汽油、影印、食物、甚至某部份的房價，都相當於洛杉磯的價格。

如果只看帛琉是個「第三世界」國家而不參考消費指數的話，這些補助款絕對

是會令研究者過得非常拮据。希望補助單位能夠多參考一些相關資訊來訂定補

助款的額度，會比較貼近當地的真實消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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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圖六： Koror 州地籍地圖(資料來源：PALARIS ) 

 
 
 
圖七：帛琉的巨石文化，位於 Ngarachelong州，帛琉最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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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帛琉的巨石文化，位於 Ngarachelong州，帛琉最北端。 

 
 
圖九. Ngardmau調查團隊豎立完新地標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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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Ngardmau 團隊正在豎立新的地標 

 
 
圖十一：日治時期的地標 
 

 
 
圖十二：日治時期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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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嬰兒出生禮，這位母親只有十八

歲，因此在儀式後的討論，雙方並沒有結

婚。因此該儀式只能稱為 mesurch。 

 
 
圖十四：圖為嬰兒、其父母親，以及母親

與他人的第一個兒子，在嬰兒初生禮後留

影。 
 

 
 
圖十五：當母親走出來時，必須踩在椰子

葉做的蓆子上。 

 
 
圖十六 母親脖子上的傳統帛琉錢，是嬰兒

的父親家族的錢，用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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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Ngaramlengui州的葬禮與他州不

同，他們在男子會所中舉行，全村的人會

過來幫忙。 

 
 
圖十八：葬禮中，家族中的女性必須準備

傳統食物，以潘露兜樹葉作成的籃子，圖

為巨型芋頭（giant taro, Proak） 

 

 
 
圖十九：葬禮中另外一個重要的食物是

豬。他們用椰子葉做的成籃子裝著豬肉烹

煮，以防豬肉散掉。另外，牛肉跟龜肉也

是常見於葬禮中。 

 
 
圖二十：此外，喪家會準備午餐便當給參

與的會眾。至於喪家女性準備的未煮的食

品，如芋頭、米、魚等，會讓親屬帶回家

中。圖為午餐便當，約有三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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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只有亡者的女性親屬，女兒以及女兒的女兒可以進入此停靈房。其

兒子的女兒必須經過邀請才能進入。 
 

 
  
圖二十二：圖為葬禮尾聲，死者之頭銜傳承給下一位的儀式。七位目前該村的

頭銜擁有者坐在板凳上一起進行這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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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死者埋在家族的石頭平台下，埋葬完家族留影。 

 
 
圖二十四：Ameliik 州的男子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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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 
1. 帛琉的傳統舞蹈 
2. 帛琉的戰舞 
3. 嬰兒出生禮，嬰兒的父方親屬跳舞上前祝賀，並給錢。 
4. Ngaramlengui州的葬禮尾聲的頭銜傳承儀式。 
5.嬰兒出生禮，嬰兒的父方親屬跳舞上前祝賀，並給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