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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南太平洋島民的文化往往被殖民官員、西方觀光客甚或人類學家凍結在某種

扁平的概念之中，諸如「懶惰」或「生性樂觀」，同時，透過書寫這些扁平化的

說法被視為「傳統」，然而，這樣的傳統終究是在全球政治經濟脈絡中相對應出

的概念。多數人認為美拉尼西亞島民處於一個穩定、傳統、不會改變的社會，社

會生存的基礎在於平等與共產的形式上，但這樣的理解仍舊將美拉尼西亞放置在

前殖民時期的處境中。儘管，美拉尼西亞島民生活已經改變，但是，對島民的認

識透過書寫者的筆凍結在某種傳統之中，而傳統又因為書寫再一次的被凍結在翻

譯之中。 
    斐濟群島生活中存有一種共享的交換模式，稱為 kerekere。kerekere 的意義

在斐濟人的交換裡是一種出自於慷慨的互享模式(give-and-take of goods)，任何人

經過家門口，只要村莊任何一戶人家正在享用食物，家人一招手便可坐下來共

享。當你吃過鄰人招待的豐盛飲食後，自己也同樣有責任回請或招待他人。在殖

民時代之前，這樣的共享與交換具有財富雄厚的象徵性意義，一旦交換了起來，

就沒有說不的權利。若不答應交換，不接受他人食物或不宴請鄰人，斐濟人是可

以殺了對方的，這居間沒有賣、賣或乞討的意義。但是，殖民思維滲入了交換價

值之中，透過殖民歷史的紀錄，「傳統」的定義因為現代歷史進程而有了文化意

義上的轉變。在殖民時期，kerekere 除了代表殖民政府所認同的地方自治組織之

外，同時也囊闊了白人的商業貿易行為的涵義。殖民者的資本市場自我利益取向

透過傳教士和殖民政策的介入，斐濟的 kerekere 交換開始有了自私自利的成分，

交換已經不再也不能慷慨表現，直至 2008 年的今天，斐濟語中的 kerekere 語意

為「請」、「拜託」之意，其中更隱含著發言者乞討與卑微哀求的姿態。 
kerekere 交換意義的轉變標誌著資本主義思維文化再現的影響力，看起來是

「傳統」的交換，實際上已經遠離了「傳統」的意涵，這個轉變的「傳統」仍舊

在日常生活中被實踐與被述說。「傳統」實際上是關乎歷史敘說，重點不在於你

究竟知道了什麼，而是在於關於這些人的歷史或文化如何被傳唱、被述說。 
 
 
 
 
關鍵字：傳統、共享經濟、文化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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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ative, how will you discourse your “tradition”?  
Cultures of South Pacific islanders are often defined by colonial officers, western 

tourists or anthropologists. It has become a frozen concept such as "laziness" or 
"naturally optimistic" that was considered "Tradition". However, this tradition is due 
to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 Melanesian 
islanders living in a stable, traditional, unchangeable society, and also their social life 
is the form of equality.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keeps Melanesians at the situation 
of the former colonial period. Although, the Melanesian islanders’ life has been 
changed, the writing of the islanders still has been frozen in a traditional concept 
which is created by outsiders. 
    Fiji Islands have a shared life in the exchange mode, known as kerekere. It is a 
way of exchange about give-and-take of goods. Anyone could share the food as 
family member. When you was inviting, you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turn it. 
Before the colonial era, the wealth sharing and exchange with strong symbolic 
significance, once exchanged happened, there is no rescue to refuse. However, the 
colonial mentality gets into the exchange value through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record. Kerekere with the meaning of begging is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exchange 
nowadays instead of being generous.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 is about describing 
which is actual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point is not whether people knows, 
but how is describing. 
 
 
 
 
Keywords: Tradition, sharing economic, kerekere, cultur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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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與移民交往的「傳統」 

族群特質與分享經濟 

鄧湘漪 
 

我的族人，我的傳統 

那是在很古老的年代裡了；那是一艘由非洲駛向斐濟的船隻。我們來自於非洲，Thankanika。我

們搭著船尋找、遙望著陸地，船艙內沒有任何一個人說話，非常安靜，看著遠方只為看見陸地。

雙拼獨木舟已在海上行走一個月。1864 年，第一塊被發現的土地稱之為 Kacau，也就是我的祖

居地，這是一塊被隱藏在海洋之中的陸地。 

 

雙拼獨木舟的船底有個箱子，我的族人就躲藏在那稱之為 Mana 這個意思是「會帶來好運」的箱

子裡。當我們抵達斐濟時，我們遇上了稱之為 Raronda 的礁岩，艙底碰上了礁岩撞出了個大洞，

水就這麼滲進船艙中。船上的人被迫打破沉默開始交談並向船底的人大喊：「你們艙底的人還好

嗎?」，艙底族人回應：「Sawuyekei !! 下面有水」(water is with us!!)，Sawuyekei，這就是我們村

莊的名字，也是我宗族的名稱，更代表著擁有權力的酋長手中的鯨魚牙。 

 

我們在島上住了一段時間，其中一支族人表示為首的酋長已經不適合相處了，於是告別了族人尋

找其他可居住的地方。祖先當時經常和非常強壯的酋長兒子打架，有一天，大酋長對著名叫

Neivuneivu 的族人說：「你們離開吧！明天早上離開，有艘獨木舟等著你，你可以帶著漁夫、木

匠隨行，離開這裡去別的地方戰鬥」，於是我們乘坐獨木舟離開島嶼來到了 Nawu Island。當時，

Nawu Island 已有居民，祖先抵達島上後，酋長 Ajian 已風聞等候。島上的居民有個習慣，當他

們吃完麵包果將殘餘物丟在地上後會坐著張開嘴巴，祖先就趁此同時，利用斧頭砍下了他們的腦

袋。接著，祖先的名聲傳遍村莊並且被擁戴為巨人(big man)，於是，村人便擁護祖先成為酋長，

成為 Nawu Island 島嶼首領。(採集自 Rotu Jolame Lewanavanua,喬拉美酋長) 
 

喬拉美酋長 

這段兩百年前的移民故事深刻在喬拉美酋長(Rotu Jolame)的生活記憶之中，一直

到今天，喬拉美家族仍舊是 Nawu Island 的領導階級。喬拉美酋長，1942 年生於

斐濟首都蘇瓦(Suva)，並在首都教會學校完成小學教育。父親是名昆蟲學家，自

1932 年開始便在政府部門工作；母親則來自於北方擁有斐濟首領島嶼(the chief 
island of Fiji)稱號的 Bau Island，一個征戰全斐濟島嶼而成為領袖的地方。有著四

個姊妹、兩個兄弟的喬是家族中立志成為農人的成員。當每天看著父親抓害蟲、

在田中耕作的喬對其父親說：「我不要繼續讀書了，我要成為農夫」時，其父親

難掩失望的神情，那是一個眾人皆想要成為醫生的年代。生氣並沮喪的父親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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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為農的兒子說：「我不會協助你任何農事，你，一切都必須自己做」。承接著

父親傳遞的農事記憶，喬離開家鄉，遷往 Sigatoka 河谷，買了一塊地就此定居了

下來，「我把樹砍了，就住了下來」穿著橘紅色襯衫照映出深色皮膚光澤的喬拉

美酋長說著 30 年前的開墾回憶： 
 

我努力耕種賣田裡的農產品，Sigatoka 的市場太小了，於是我到 Suva 市場，

我坐下來將帶來的農產品買給斐濟人、印度人，我自己去，而我太太則在家

照顧小孩。那時，每到晚上我都在公共廁所洗澡，隨處找個地方休息，然後

隔天繼續到市場做買賣。我很努力工作，才能付清購買土地的負債。 
 
喬一開始耕種買賣的農產品是斐濟主食樹薯和芋頭，對於一輩子只知道種芋頭、

樹薯和作為傳統飲品作物 Kava 的農民而言，會種蔬菜的印度人往往帶來一些生

活上或農事上衝擊。「印度人總是在談錢，而斐濟人總是在談 Grog(麻醉性飲

料)」，面對斐濟人認定總是努力工作累積資產的印度人，喬決定加入他們，因為，

錢可以付清債務、可以餵飽家人、可以讓孩子受教育。有一天，喬拜訪印度鄰居，

想聽聽他們的耕種經驗。樂於分享農事技藝的印度農民帶著喬拉美酋長走向農

田，看看田裡的花生。「我這輩子從來沒有看過花生，當印度農民跟我說田裡種

的是花生的時候，我問：『花生在哪裡?』，在土裡，我以為花生是掛在樹上」，當

喬說出花生長在樹上時，印度農民笑了出來。這個經驗除了讓喬在芋頭和樹薯之

外，發現農事技藝的多樣性與複雜度外，更讓喬下定決心向印度農民學習，一掃

那種被人取笑的情勢，「印度人一定覺得我很愚蠢」他說。於是，當喬在印度農

民的農事工作中嗅出了蔬菜在銷售市場中的重要與價值，「種植蔬菜」的決定成

為改變喬拉美酋長農地裡作物生長週期的開端，也成為生活轉變的重要關鍵，一

個足以讓喬拉美家族脫離芋頭和樹薯，與現代資本交手的關鍵。 
 
喬拉美酋長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稱之為 native land。在斐濟，土地規劃具有

兩種類型：native land 和 free hold land。這是斐濟在受英國殖民期間所制定的土

地政策，全國 90%的土地屬於 native land，以血統為區分的斐濟人(native)以家族

的形式承襲土地。印度人並沒有承襲 native land 的權力，印度家族必須傾歷代之

力，向斐濟人承租土地、耕種進行買賣、獲利存錢，買那僅存的 free hold land。
多數擁有 native land 的斐濟人在土地裡種植樹薯、芋頭等生活主食，農地裡的生

產支持整個家族的生活所需，而喬所擁有佔地約 10 英畝的農地承載著宗族的生

存。宗族裡不少族人依賴喬在蔬菜耕種上的生意頭腦並在其土地上幹活，喬也是

鄰近村莊中唯一擁有農事機具的農家，不但可以出借工具分攤投資與耗損成本，

更有能力僱請印度工人操作與維修機械，畢竟，這些勞動，斐濟人不太有興趣。

除了不懂技術外，更沒有資本添購農具。 
 
酋長的資格雖然是家族與生俱來的，但要維持聲望非得要有一番別於他人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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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某天，喬拉美酋長帶著他的印度廚師回到祖先移居的家鄉 Nawu Island，
在這個斐濟最大島 Viti Levu 東北方的小島嶼上，享有島嶼權力與聲望的酋長是

喬的大哥。當年，喬離開家鄉遠至 Sigatoka 河谷定居，多少有另闢戰場的味道。

而這些年的闖盪，無論在威望與財富的衡量尺上，喬成功展現自身酋長地位確立

的能力。當晚，喬被安頓在只有酋長才能住的草屋之中。喬的印度廚師帶著各種

新鮮的印度香料來到這沒有印度人的島嶼，島上可運用的食材不多，就是芋頭和

樹薯，印度廚師到近海處抓了一條魚，回到酋長專屬的草屋中為喬烹煮晚餐。晚

霞漫漫、炊煙升起，這輩子沒嚐過印度食物的島民循著咖哩香料味道走出家門，

紛紛聚集在喬居所外討論起酋長的晚餐，「那到底是什麼?味道怎麼這麼奇怪而且

這麼強烈?」，當島民在騷動中談論究竟喬帶回家鄉的是個什麼樣的廚師時，喬以

他酋長的身分對大家宣佈：「這是印度香料，很香對不對!但是，只有我可以吃」，

那一刻，喬在自己家鄉的聲威又更加厚實了一些。 
 
喬在 Nawu Island 家鄉的聲望與日俱增，在移居地 Sigatoka 河谷也不容忽視。雨

季的早晨，鄰近村莊的農民聚集在喬拉美酋長的穀倉，鐵皮屋頂水泥牆的平房坐

落在 10 公畝農田的側邊，臨著村莊唯一的聯外黃土道路。以喬為首的十餘農民

做在草蓆上正在討論下一季的蔬菜耕作時程，握有公部門補助資源的喬正說著他

的耕種經驗。席間，剖半挖空的椰殼盛裝著 Kava 不時的在群體間傳遞享用著。

這是一項儀式，在會議開始之前，必定使用斐濟語唱誦關於謝天的禱詞，接著，

無論準備的是 Kava 根莖或粉末，都在一個木製大開口的盆裡搓揉，當粉末與水

充分融合呈現灰白色不透明狀的液體後，眾人再唱誦禱詞擊掌三聲後依序飲用。

主人得要善盡地主之誼完成這個儀式，當每一個人皆享用過唯一的椰殼杯裡盛裝

的 Kava 後，會議才能開始。喬說著他參加政府部門舉辦的農業訓練後的心得，

佈達著政府政策。喬不會說印度話，但參與會議的農民 3/4 是印度人，於是，喬

用斐濟語說完一段話後，群體中的某個印度農民會用印度話再傳遞一次，確認大

家聽到的是同樣的消息。 
 
會後，喬拉住了隔壁村莊的斐濟農民，詢問著由他發起的「無菸害村莊」

(non-tobacco village)活動執行成效，喬認為，斐濟村民之所以不能進步，不能像

印度人一樣有錢，除了懶惰之外，Kava 和煙草也是罪魁禍首，「斐濟人花太多時

間在喝 Kava 和抽菸上了」，於是，他以酋長的影響力在各大家族的會議中提出

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是「安靜週」(quiet week)，這週所有的村民不能喝 Kava 也

不能抽菸草，任何集會前的 Kava 儀式僅象徵性的唱誦，但不實際搓洗、暢飲

Kava。喬拉美酋長非常得意這項政策，「印度人幾千年前就在過農耕生活了，我

們斐濟人是這幾十年才開始耕作，我們以前是採集和放任式的種植，中間差距這

麼多年，要追上不容易，你不能要求我們像印度人一樣熟悉耕種，我們還需要時

間」，喬很有信心透過「安靜週」的推行讓斐濟村民不沉溺於 Kava 和煙草，只

有當斐濟人花時間在耕種上時才能促進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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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喬的家鄉 Nawu Island 以聚會所為首的口字型傳統斐濟聚落，在 Sigatoka
河谷的村莊則呈現各族群混合散居的狀態。東加人、印度人、斐濟人以單戶分散

的形式看守著自己的農地。自 1870 年起，英國殖民政府引進所羅門及印度勞工，

這是繼東加群島人口移入斐濟後第二波經濟移民潮。如今，斐濟人的語言受到東

加及所羅門群島的影響，在人口上與印度人更呈現著幾近對半的比例。 
 
無論在政治或經濟層面上斐濟人和印度人之間有著許多矛盾，印度人善於經商，

透過掌握斐濟經濟大權進而進入政治系統掌握政治權力，自獨立後的三次政變

(1987,2000,2006)皆與斐濟、印度政黨間的傾軋有關。印度人不滿斐濟政權下的

土地政策，斐濟人不同意印度政權下的議會結構，於是雙方都在自己是在野黨時

發動政變推翻執政黨。2006 年的政變將印度政黨推翻而上台的斐濟總理馬拉馬

在組成臨時政府後，由於政權取得奠基在一個不合法的立場上，因此，受到了紐

澳大國的國際經濟制裁，所有的援助皆暫時停止。斐濟目前面臨的是沒有國際經

援的局勢，所有的人都感受到了生活的艱辛，政府沒錢是大家都心知肚明的事。

喬拉美酋長面對日益緊縮的經濟活動時，緩緩道出對於斐濟共享傳統的肯定，當

共享傳統得以不斷延續時，紐澳的經濟制裁根本傷害不了斐濟社會。 
 
「分享是我們的傳統」喬拉美酋長說。 
「喬，斐濟還有赤身裸體的村莊(naked village)嗎?」 
「什麼?不穿衣服，我們都穿衣服了，我們是文明人」 
「像萬那度(Vanuatu)就還有赤身裸體的村莊，只有下山去市場交換買賣的時候才

穿衣服」 
「赤身裸體和食人族已經是很久以前的傳統了」 
「那喝 Kava 呢?」 
「那是傳統」 
「那大家都說斐濟人很懶惰呢?」 
「那也是傳統…」 
 

復刻的島嶼性格 

陰濛細雨，車緩行進村莊，場景很像是電影搭架出的片場，什麼都有但什麼都單

薄，唯一顯露出歲月痕跡的是牆上的油漆，那肯定曾經是鮮豔的綠。一圈空心磚

鐵皮屋頂平房圈落的中心點座落著的是聚落男子集會所，唯一可以辨識出「傳統」

建築形式的草屋頂棕櫚牆半開放性的空間。車停、外來者落足連日陣雨而鬆軟黏

膩的泥土地時，不如往常，村口總有人擊木鼓傳遞外來者進入村莊的消息，一個

人也沒有，但隱約瞥見鐵絲封起的窗口後那雙年輕、安靜的眼睛，無聲的讓人很

不安。陪伴的斐濟農業部工作人員，20 初頭，已經從農部政策的村落執行者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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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區域專員，這過程不到一年，他的規劃是進入中央擔任管理階級，然後呢?
沒有然後，就安安穩穩的成為一個公務員，那些曾經在他的計畫底下試行各種農

業增產增值方案的農民，就由後起的村落執行者去傷腦筋吧，他悠悠然說!「你

看，他們都不去工作，年輕人都待在家裡，不做任何的事情，懶惰。」相較於他

的成功之路，村落的殘破，尤其在陰雨中透露的衰敗，農民不求進步、青年不出

外求職的生活觀只能用「懶惰」來解釋。 
 
這早已不是個別的說法了。 
 
農事擴展有成的酋長說：「聖經上說，懶惰是通往貧窮的大門，印度人為什麼這

麼有錢，斐濟人為什麼這麼沒有錢，就是因為斐濟人太懶惰了」； 
 
印度農民說：「我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所以要勤勞工作存錢買地，這保證了我

在斐濟的生活，斐濟人有土地，他們不需要勤勞，他們很懶惰」； 
 
西方觀光客在藍天碧海的細白沙灘上說：「真羨慕斐濟人的生活步調這麼悠閒，

生活好像不需要太多東西就可以活得很快樂。他們天性樂觀，可是也很懶惰」； 
 
旅居斐濟三四十年的華商說：「華人工廠裡不喜歡用斐濟人，他們太懶惰了。可

是，印度人又太狡詐」；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生性樂觀」這個族群認識之中。當生活遇到衝撞或旁人找不

出理由解釋當下發生的事件時，「斐濟人天性樂觀」的說法便成為結論。而這個

結論常伴隨著貶抑的態度：不積極、不守時、不注重物質生活、不儲蓄、無法做

固定的工作等意向，既然斐濟人生性樂觀，那這一切的負向表述無論在斐濟人自

身或他人眼中皆在找不出其他說法的狀態下視為可接受的說法。Connell(1990)
討論南太平洋群島移民發展時認為多數人對美拉尼西亞的傳統有著錯誤的理

解，認為島民處於一個穩定、傳統、不會改變的社會，社會生存的基礎奠基在平

等與共產的形式上，而這樣的錯誤理解將美拉尼西亞社會放置在一個前殖民時期

的處境。Joseph Conrad(1899)在其著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描繪

主角馬羅決定隨著商船航行至非洲前接受身體健康檢查，醫師希望有機會能夠分

析所有非洲商船船長的健康紀錄，因為沒有一個船長可以活著回英國。於是除了

量頭圍之外更進一步詢問馬羅家中有無發瘋的歷史，透過這段英國醫師的提問，

可以了解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葉的英國對非西方想像，那是一個瘋了的人才會去

的地方。Conrad 筆下的「野蠻人」充滿著「自然」的氣息，完全異於強調人道

救援與勢力擴張的「新帝國主義」(the new gang-the gang of virtue)中的英國文明

人。Conrad 這樣子描繪乘著獨木舟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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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是黑人划的。遠遠可辨他們閃爍的白眼珠子。吆喝，高歌；汗流浹背；這

些傢伙的臉好像奇形怪狀的面具；但他們有血有肉、人高馬大、生氣蓬勃、

精力充沛，有如岸邊浪濤一樣自然，一樣真實。他們生於此，是天經地義的。

他們也蠻賞心悅目的。我甚至覺得自己處的世界是如此單純。可是這種感覺

維持不了多久。往往遇到一些事情會把這種感覺給嚇走。(鄧鴻樹譯 2006:19) 
 
於是，英國文明人眼中的「單純野蠻人」除了身體的自然與狂妄外，一旦遇到非

關自然之事，那些近乎於欣賞的念頭便消失無形，文明理性的判斷取而代之： 
 

他們已受雇六個月(我想他們之中沒有人了解時間的觀念，跟活在現代的我

們不同。他們仍屬於遠古之初—沒有傳承的經驗來教導自己)，想當然，只

要一紙文書符合下游所訂的笨法律，根本沒人會管他們要怎麼過活。(鄧鴻

樹譯 2006:61) 
 

「沒有時間觀念」、「懶惰」、「生性樂觀」形同復刻在野蠻人(斐濟人)身上的形象，

猶如中古世紀的歐洲，為處罰那些在婚姻關係外尚有情人的女人，將紅色大寫

「A」灼燒於身，喻意隱晦卻也昭然若揭。 
 
然而，究竟是什麼樣的氛圍包覆著斐濟人「懶惰」、「樂觀」的特質? 
 
Cluny Macpherson(1996)曾著文討論南太平洋島民移居紐西蘭的生活情況，討論

族群擴及西薩摩亞、庫克群島、諾魯及 Tokelan 群島，作者批判紐西蘭教育教材

的設計仍舊受歐洲觀點所影響，缺乏以海洋為中心的思維 1(Oceania-centred)，更

進一步提出將各群島統稱為「太平洋島民」(Pacific Islanders)仍舊是一種減化的

說法，其中來自諾魯(Niue)島民指出： 
 

好吧!對於那些稱呼我們的說法也就不需要再抵抗了，儘管如此，我自始至

終就是諾魯人(Niuean)。但是，有時候你就是得要用「太平洋島民」(pacific 
islanders)這樣的說法，因為所有人，包括政府部門或市政廳等，都只將資源

給太平洋島民，所以，我成為「太平洋島嶼人」。(1996:130) 
 
Lévi-Strauss 曾在「憂鬱的熱帶」一書中提及這種將個人或族群壓縮為同一類型

使其個別特質消失的處境，當他在思考人類學這個學門和傳教站、避難所間的不

同時，認為人類學站在一個對比之下顯得特殊的位置： 
 

人類學家是人類的一份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

                                                 
1 可惜的是作者並沒有進一步討論究竟什麼是「海洋為中心」的思維，或他想要提出什麼樣的論

點支持「海洋為中心」的思維。我不認為反歐洲觀點即可作為「海洋為中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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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它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

的程度。(王志明譯 1989:57) 
 

除了學門的特殊性外，在民族誌的寫作中也同樣表現出一種個人特性消失的扁平

式書寫。Shostak(1981)著作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中便是

將!Kung 婦女的生命史凍結在民族誌書寫的語意之中(Gupta and Ferguson 
2001:43)。透過 Shoastak 對 Nisa 的描寫我們看見了!Kung 女性的形象代名詞，那

呈顯著!Kung(the !Kung)群體特質，標示著一群在波札那(Botswana)說著一種特殊

語言(San-speaking)的老布須曼人(the “Bushmen” of old)。而她們是石器時代的生

還者，更是資本主義擴張下的倖存者，她們是「傳統採集狩獵社會最後的生存者」

(1981:4)。Shostak 認為人類學家的任務就是打破疆界限制，進入那些在空間上受

到孤立且生活形式彷彿固著在千年以前的族群，這類群體擁有著龐大的遺產但卻

沒有時間，甚至沒有歷史(1981:6)。就我認為，Shostak 的說法存在著兩層意義，

一為族群被凍結(hailed)在某種傳統之中，沒有空間、沒有時間；其二則是此傳

統必須透過他者的介入，如人類學家的描繪與轉述呈現出來，Nisa 的生命經驗被

人類學家透過文字與以封包留存，!Kung 族群的生活歷史則藉由人類學家之筆重

新獲得了翻譯。族群被凍結在傳統之中，傳統又再一次被凍結在書寫翻譯之中。

Appadurai(1992:34)將此現象稱之為「轉喻的凍結」(metonymic freezing)，Appadurai
在思考文化如何被訴說時認為，人類學家將非西方人視為「土著」(native)的說

法是一種再現過程的受監禁狀態，這一說詞仍舊是在西方思維下的產物，將土著

監禁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之中，透過這種簡化的論述方式達成文化的理解，並將這

簡化了的層面視為整體，如印度等同於階層、美拉尼西亞等同於交換(斐濟等同

於懶惰、樂天)，Appadurai 寫道：「土著，那種受地域限制而被規範所屬的人們，

那種不被更廣大世界所影響的群體，可能並不存在」(引自 Gupta and Ferguson 
2001:24)。 
 
所以，無論是「太平洋島嶼人」或「傳統的布須曼人」，甚至是「懶惰的斐濟人」

皆成為一種凍結性的概念，而這個概念主要是透過西方的殖民和資本擴張所支撐

出來的框架。這樣的形象並不會孤立存在，主要是對應於資本市場中為了累積個

人財富而創造出來的勤奮價值，一如 Gupta and Ferguson 在回應文化認識過程中

所創造出來的孤立空間時提及，「文化差異的生產過程有其持續性，牽涉到空間，

更受到不平等的政治、經濟因素所牽引」(2001:45)，其中，「他者的他者性」

(“otherness” of the other)正是在一個時間、空間相互關聯的世界體系之中，在共

同社會和歷史進程之中所創造出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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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裡的文化再現：kerekere 共享經濟 

英國約於 1870 年發現斐濟，隨之以殖民政府的姿態統治斐濟直到 1970 年斐濟獨

立為止。儘管，斐濟脫離英國取得獨立的政權，但一百年的統治歲月，英國性仍

舊殘存在斐濟的生活之中。喬拉美酋長所述說的祖先移民歷史，在年代的推算

上，可說是受到英國殖民影響的遺跡。根據歷史記載，16 世紀便有荷蘭探險家

抵達斐濟，為「發現」斐濟的第一個歐洲人。就時間推算，南太平洋島嶼間的移

動早在 16 世紀之前便已展開。Sillitoe(1998)討論美拉尼西亞區域的起源神話時，

論及美拉尼西亞區域的人類活動早在五萬年前即已開始，且自 Pleistocene era 冰

河時期從東南亞移出，而陶器、農耕種類、牲畜物種等出土古物被證實為五千到

九千年前自東南亞移入。而喬拉美酋長的祖先移居時間點為 1864 年，正是英國

航海家發現斐濟的時間序，以喬拉美家族在家鄉 Nawu Island 的酋長地位推估，

祖先移民歷史敘述受到英國殖民教育的影響，現代化的進程自殖民時代開始，透

過行政與教育系統重新模塑文化述說的能力，一如 Sahlins(1993)在討論當代社會

的民族誌時認為，對他者的理解若以歷史民族誌的概念為出發，將會發現在地文

化的差異性主要透過全球現代化，亦即北美觀點的再現形式所塑造而生，文化樣

貌實際上是現代化的產物。而北美觀點、現代化代表的正是資本擴張的帝國強權。 
 
斐濟生活中存有一種共享的交換模式，稱為 kerekere。kerekere 的意義在斐濟人

的交換裡是一種出自於慷慨的互享模式(give-and-take of goods)，任何人經過家門

口，只要村莊任何一戶人家正在享用食物，家人一招手便可坐下來共享。當你吃

過鄰人招待的豐盛飲食後，自己也同樣有責任回請或招待他人。而那年代裡共享

的食物為芋頭、樹薯和 kava。在殖民時代之前，這樣的共享與交換具有財富雄

厚的象徵性意義，一旦交換了起來，就沒有說不的權利。若不答應交換，不接受

他人食物或不宴請鄰人，斐濟人是可以殺了對方的，這居間沒有賣、賣或乞討的

意義。但是，殖民思維滲入了交換價值之中，透過殖民歷史的紀錄，「傳統」的

定義因為現代歷史進程而有了文化意義上的轉變(Sahlins 1993)。在殖民時期，

kerekere 除了代表殖民政府所認同的地方自治組織之外，同時也囊闊了白人的商

業貿易行為的涵義。殖民者的資本市場自我利益取向透過傳教士和殖民政策的介

入，斐濟的 kerekere 交換開始有了自私自利的成分，交換已經不再也不能慷慨表

現，直至 2008 年的今天，斐濟語中的 kerekere 語意為「請」、「拜託」之意，其

中更隱含著發言者乞討與卑微哀求的姿態。 
 
現下的斐濟村莊，仍舊存在著 kerekere 交換共享文化，但這個文化卻飽受具有現

代化發展思維者的批評，「那讓我們沒有錢」喬拉美酋長這麼說。村子裡有一個

故事，某年輕人不想要在家鄉種田，於是離開家鄉到城鎮開了間雜貨店，想和印

度人一樣，在城裡有間商店賺錢存錢。沒幾個月，雜貨店營運不下去倒閉了，原

因是宗族裡的人知道年輕人在鎮上開雜貨店，於是，都到他的店裡 kerekere 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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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起來，店裡的所有貨物都在沒有支付「金錢」的情況下消失了，而年輕人沒有

賺到錢付不出店面租金，也沒有錢再購買雜貨，於是，商店關了，年輕人，又回

到家鄉種田，去那些拿他店裡商品的族人家裡 kerekere。 
 
斐濟 kerekere 交換的意義成為受英國人影響與重新建構的文化內涵，而這個文化

內涵將既有的意義抽離，以資本主義的交換思維夾藏進被抽離的縫隙之中。一個

看起來彷彿是「傳統」的交換，卻早已失去了「傳統」的意義，斐濟仍舊在日常

生活中實踐著 kerekere 交換，並引以自豪的說「那是我們的傳統」。但是，當生

活現實攤開在眼前必須面對的時候，橫在斐濟人面前的是一個必須以金錢作為交

換的世界，村子裡的斐濟人必須要種植作物、在市場裡買賣，日常生活所需必須

要到超級市場採購，斐濟人的主食芋頭和樹薯已不再是自家農地的生產，而是每

天要去鎮上的市場以資本主義的貨幣購買交換，kerekere 交換並不能為斐濟人累

積財富，當這樣的交換體系在村子裡漸漸成為一種負擔時，那「傳統」裡彰顯的

象徵性財富的意義已消散遠去。 
 
這種進不了現代化社會也回不去採集生活的現象，在後殖民的國度裡往往形成一

種凝結或停滯，是那種前腳已經踏出了「傳統」，但又因為「傳統」而無法踏出

後腳縱身進步的西方，於是凝結出一股哀傷的氣息。斐濟人想要追尋過往英國

人、現下印度人的腳步累積資本創造財富，但過往英國人與現下印度人對金錢資

本的態度與手段，卻又不能被斐濟人所接受，猶如 V.S.Naipaul 在「幽黯國度」

(An Area of Darkness)裡面對其自身無法接受的印度人時的感概： 
 

印度和英國之間的這場邂逅，終歸破滅；它在雙重的幻想中落幕。新的覺悟

使印度人不可能回到從前，他們對「印度民族性」的堅持，卻又讓他們無法

邁開大步向前走。在這個國家，你也許找得到一個自從蒙兀兒時代以來就不

曾改變過的印度，但事實上，它已經改變了，而且改變得非常徹底。(李永

平譯 2001:297) 
 

那麼，什麼才是「傳統」？ 

讓我們再回到「斐濟人很懶惰」的傳統之中。如果，「懶惰」是在一個歷經殖民

並處於後殖民情緒的氛圍中所疊加出來的「傳統」，這樣的「傳統」事實上已經

溢出既有的文化範疇，它被包覆在更廣大的全球性政治經濟脈絡之中。 
 
Simon(1994)曾敘述了一段關於印度婦女在丈夫死後殉葬的習俗，該習俗如何透

過殖民論述的再造，背離了印度殉夫習俗的真意。在殖民論述中，印度殉夫習俗

被解讀成為兩個極端，貞烈英節或需被拯救的受害者。同時，殖民官員將殉夫區

分為好的、壞的之別，視「好的殉夫」為傳統印度教精神的守護者，而「壞的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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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則是婦女被迫用以保障其他家屬經濟和物質利益的犧牲者。殖民官員視「好

的殉夫」是合法的，但前提是婆羅門學者必須提供各種經典、典故說明殉夫的真

實性，而「壞的殉夫」被視為不合法，必須加以制止以維護婦女尊嚴。殖民者將

殉夫做為壓迫、傳統和父權的象徵，這樣的習俗必須加以剷除。 
 
Simon 在文章末描寫了殉夫的「真實」，發現，印度並不存在著殉夫的「傳統」，

即使經典上有記載，也是說明如果丈夫早死，妻子可以選擇殉夫、成為修士或重

婚，而在地方風俗上，多數婦女會選擇成為修士。對於依存著在地風俗生活的印

度居民而言，殉夫實質上並不存在；但對殖民官員來說，殉夫真實的存在，而且

該議題必須被看重，解放婦女的方式不但將其從殉夫受害中拯救出來，更透過教

育計畫(尤其是殖民國家給予援助所支持的國際組織教育行動2)反過頭來貫徹鞏

固「第三世界國家為落後不發達」或「第三世界婦女居於受壓迫角色」的意識形

態。表面上是維護了婦女的尊嚴，但實際上則突顯出「真正的」印度文化其實是

由殖民者所認定的。儘管殖民官員試圖將印度經典權威化，然而實際上，印度的

地方風俗比經典更具權威性。針對殉夫此一「傳統」--由殖民者再造的傳統，殖

民者創造了一種拯救與被拯救的存在關係。 
 
斐濟的懶惰正如印度的殉夫同樣都在帝國主義發展的過程中被創造了出來，而這

些是「傳統」--西方界定的東方的「傳統」。Hobsbawm 認為被發明的傳統採用參

照舊形勢的方式來回應新形勢，或是通過近乎強制性的重複來建立他們自己的過

去。現代世界持續不斷的變化、革新與將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建構成為不

變的、恆定的這一企圖形成對比(1983:2)。我們更可以說，斐濟人懶惰的形象正

像是一種儀式，不斷的在日常生活中用以回應無法全然融入的資本主義社會，這

個西方所創造的「懶惰」儀式不斷的被實踐，同時也被述說。 
 
喬拉美酋長永遠都無法理解為什麼村子裡「懶惰」的年輕人不出去找工作。當農

地知識掌握在老一輩人的手中、當城市經濟掌握在精於資本遊戲的人手中時，斐

濟鄉村青年的處境猶如那股前後腳擺盪不協調「傳統」，既回不去鄉村也進不去

城市。Conrad 描述馬羅如何在船甲板上述說著傳奇的庫茲，那取得象牙的英姿，

這些從未謀面但卻已歷歷在目的傳奇事蹟，重點不在於你究竟知道了什麼，而在

於這些關於人的歷史如何被傳唱、被述說。 
I had never imagined him as doing, you know, as discoursing. 

                                       《黑暗之心》 

                                                 
2 Parpart(1994) 「女性東方主義和發展」一文，主要在回應 1980-90 年代，聯合國所提倡的「發

展中的婦女」此一工作方向，同時回應「婦女發展十年 Decad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此一全球政策在立論上的矛盾，認為仍舊以第一世界女性(甚至是第一世界男性)的觀點約束、期

待第三世界女性的生存樣貌，化約了其中的差異。尤其，透過聯合國或殖民國家的政策性援助計

畫，支持非政府組織(NGOs)規劃執行的各項發展計畫，其核心價值則是企圖消弭第三世界國家

女性的自主和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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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孤寂…：斐濟田野手記 

我厭惡孤寂。 
我厭惡大蒜醬油麵條。 
 
躺在木條床上，清晨五點。山凹處的村莊裏沒有鐘錶時間，常常，我要透過床頭

邊手錶長短針的位置確認自己在時序內該有的動作，但更常的是，這樣確認往往

沒有太大的作用。依然躺在床上沒有起身，心裡想著：「今天，要做什麼?」。 
 
住宿家庭已展開了一天之初。今天是週末，所有親族朋友會自城鎮工作地點回到

村莊來，留在村莊裡的老媽媽一早就開始準備迎接一個星期不見的家人。這是斐

濟村莊裏典型的生活型態，成年的家人離開農村—這個毫無資本市場概念裡標定

工作機會的地方，進入城鎮打工、謀職。狀況稍好者進入公家機關擔任公職，較

無資源者則成為城鎮裡的勞動打工階級。他們一個星期回家回村落一次，帶著都

市經驗回到農村接受撫慰。老媽媽今天殺雞了，這原本是養著要送往城鎮市場買

賣的，但難得連日陰雨放晴，老媽媽決定在樹薯和泡麵湯之外，加上剁得細小的

雞塊。 
 
我離開木條床，盥洗完畢進到廚房。說廚房太恭維了這個空間，其實，也不過就

是一個瓦斯爐灶立在廁所門口。瓦斯成本太高太貴了，老媽媽還是習慣用邊門外

牆搭起來的木材爐灶煮飯，材薪外頭撿就有了，食材田裡拿就好了，就是樹薯、

芋頭。有客人的時候，再開個中國進口的鮪魚罐頭加在用泡麵煮成的湯裡，今天

能夠吃到雞肉，想必，老媽媽的心情特別好。老媽媽在一天之初，一開口就問：

「Hsiang，你今天要做什麼?」，問題就出在這裡。 
 
出田野，老是讓我有種荒謬感，這種荒謬感並不是要否定出田野的重要或必要

性，而是，面對一個異於我生長環境的地方，我常有種不知如何開始的焦慮。這

份焦慮源自於那非自然生成的現身動機，畢竟，我要做研究、要工作，交出點成

績來的。出田野跟旅行不一樣，旅行我只需要經驗異地生活，可以散漫，也不需

要從中尋求理解。在旅行過程，我可以吃當地食物和當地人聊天，但那種談天是

漫無目的，毫無章法的亂談，結束了就結束了。沒有什麼好值得惋惜或追根究底

之處。我甚至可以非常大方的面對相異於「我」的各種舉動，可以大方的訕笑，

不需要承擔心中升起的罪惡之感。甚至，我可以非常膚淺的說出:「哇...，這裡真

是漂亮」，然後離開。多數在旅行過程遇見的人，這輩子，可能沒有機會再碰到

面。旅行的出發和離開，並不存在著巨大的焦慮感。 
 
然而，出田野就不是這麼回事了。好歹，我也是要做些功課的。我準備好了嗎？

我對於想要浸身的田野知道多少？想要討論的議題了解夠深入嗎？讀書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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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在出田野前準備階段就足以帶來濃稠的焦慮感。然後，永遠在前一晚才準

備行囊的匆促之中出發前往田野地，第二份濃烈的，還沒準備好的焦慮隨著自己

的行李上了飛機。抵達田野地的瞬間，告別我熟悉的人際網絡，開始和這個我根

本不知道該如何開始的環境打交道，那種不確定的未知猶如雙份 Espreso 般帶來

第三份愁苦的焦慮。於是，我的田野充斥著焦慮情緒。「和誰談話」，「談了些什

麼」，「看見什麼」，「聽到什麼」成為田野生活裡每晚臨睡前得認真檢討的儀式。

為了完成這個儀式，我得要在窮極無聊的生活中繃緊神經，你能體會那種疲累

嗎？明明無聊得很，但你卻不能鬆懈，讓腦袋呈現空無的放浪狀態。明明就真的

沒有什麼事，可是你不能老是待在租來的小客房裡睡大頭覺，你得要出門沒事找

事做。明明田野裡的大家都忙著過自己的生活，唯有你自己不太擁有自己。你不

能讓走路只是純粹的散步，你不能讓喝茶只是單純的品茶。在田野裡，所有感官

所經驗到的一切都將成為夜幕垂降時儀式的一部分，而這個儀式將評斷你究竟夠

不夠資格成為一個人類學家。 
 
我常常，喔，不是常常，是每天，永遠，總是一個人在村莊裡晃來晃去。腦袋裡

想的盡是些究竟研究該如何開始或該如何繼續下去之類的事情。不斷的找機會和

人接觸，聊些他們可能這輩子想都沒想過可以談談的話題。想盡辦法參與當地活

動或組織，為的就是想要為我的研究殺出條血路。但多數時候，報導人對於我的

出現仍舊疑惑至極，這是一種永遠無法說明清楚的狀態，基於我們彼此間對於研

究的想像存在著如此大的差異。對我來說，所有的田野資料來自於村落農民的日

常生活，無論日常生活如何微不足道；但對農民來說，研究必須是端坐起來，要

好好處理招待的一件事。於是，當報導人意識到我和他的閒談可能屬於研究的一

部份時，對話互動便幾近官方說法，所有人都是好人、所有話都是好話。常常，

我得在官式對談中運用各種看不見摸不著的語法匍匐前進，一旦，報導人脫口說

出心底話但檯面上不該表達的語言時，總會噘起嘴型「喔…你非常狡猾!」，這時

候，我也只能乾笑，因為，接下來，對方會更謹慎，那麼，我的問題就更大。 
 
在田野一天的工作週期之中，有幾個目的清楚且不需要有浪費生命之感的時段，

三餐和睡覺時間。往往，一天中的這幾個時段讓我有鬆了一口氣的感覺。「呼...
終於可以吃飯了」，「喔...終於又到了睡覺時間」。但你知道的，事情永遠不可能

朝著你希望的方向前進。於是，問題又來了，在這個村莊裡，有的只是一個燒木

材的爐子，永遠，我都只是例行性的烹煮起我的大蒜醬油麵條。習慣，是一個令

人害怕的態度。當夜幕低垂，那個是否可以成為人類學家的儀式開始進行時，你

才發現，一事無成，一整天真的都沒有在做什麼。這真是種雙重沮喪，一方面是

對自己毫無建樹浪費生命，田野工作的期程又在行事曆上刪掉了一天的哀傷; 另
一方面則是對於晉身人類學家遙遙無望的淡淡哀愁。啊，怎麼辦呢？先睡覺再說

好了，一如郝思嘉面對愛人開門離去，留她一個人在大宅院裡的旋轉式樓梯上木

然站立時，畢竟，豪門還是要有豪門的矜持，不可以輕易流露無助和軟弱，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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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明天再說吧！」！ 
 
三餐之間我總要被問好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永遠在重複。「你從哪裡來？」，「你

在這裡待多久？」，「你喜歡這裡嗎？」，「你最喜歡斐濟什麼？」， 「喔，台灣，

中文的你好怎麼說？ 喔...Ni-Hao，你來這裡做什麼？」。所有的問題幾乎每天都

要重複，重複的次數端看我那天新接觸多少個人。其中，就以我到村裝來做什麼

的這件事情，我的報導人永遠搞不懂。他們只知道我想要和他們約時間聊聊。聊

什麼？「我的故事沒什麼好講的啦！」報導人常常這樣回應。無論我如何運用淺

顯易懂的說法描述我究竟在做些什麼，到最後總還是圖勞無功。有一天傍晚，我

結束某個訪談回到租來的小客房裡，房東一見到我回來，第一句話就問:「湘漪，

你今天活著嗎？」活著嗎？你不是正在跟我說話嗎，怎麼還問我是不是活著？難

道你正在跟一個瀕死者說話以至於要先確定他活著能聽得見你說話嗎？我滿臉

狐疑，一直確定他所使用的文字是 alive 這樣的字眼，房東可是很有信心的接續

問，「對啊，你今天的研究是活的嗎？」，對話正在無限詭異中向前推進，最後，

我實在受不了了，直接問他究竟在問什麼問題啊，可能是我英文不夠好以至於無

法理解他的問題，他才微微笑的說:「你不是說你學人類學嗎？那不都跟死人打

交道」。搞半天，房東以為我做考古研究啦。而這樣的問候還是他費了一番苦心

去問其他人究竟什麼是人類學才發展出來的關心，顯示出他知道我在做什麼。不

如我們第一天見面，當他聽到「人類學」三個字的時候的表情--「啊，那是什麼...」。 
 
我總要專心一致，非常有技巧的和可以接觸的人說話，一邊說話的同時一邊在腦

中記下關鍵字，以免在晚上舉行檢討儀式時忘記白天究竟發生了什麼事，只記得

三餐吃了些什麼。我的報導人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我和他們的接觸其實不

深，前幾個月的田野能拓展一些人際網絡、開發一些議題已經謝天謝地了，不太

可能在田野初期發展出深刻的互動關係。於是，短暫的接觸，初淺的談話之後，

我，又回復到一個人的狀態，又回復到獨自晃來晃去，沒事找事做的狀態。而多

數的時候，我是不知道要做什麼的。然而，我又好像必須要作點什麼以告慰晚上

的檢討儀式。村莊的雨季，天氣多變，有時，一下雨就是一整天，村莊裡的住民

多數抱怨這樣的天氣，因為什麼事也不能做，進出移動都稍嫌麻煩。但我內心暗

地裡卻期待這樣的天氣，名正言順，不用出門。就窩在那腐朽的木床上讀小說，

伴隨著大蒜醬油麵條度過這驟雨的一天。 
 
內心感到十分孤寂。在一個沒有人了解你，而你以為你早已自在融入的地方。我

常常期待田野期程的結束，這樣我可以快快回到我熟悉的網絡中享受那過份濃厚

的溫暖。雖然，這份溫暖過於沈重，但至少我知道該如何應對。在此同時，卻又

焦慮著時間的消逝，而我竟然可能什麼研究產出都沒有。每天清晨醒來，腦袋裡

便不由自主的安排一整天的行程，彷彿只要將時間空隙填滿，鎮日的田野生活就

獲得了交代，這一趟的遠行也就有了意義一般。然而，空蕩的身體在一個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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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你的地方遊走，那刻意補滿的時間則顯得荒謬了起來。這一切，不過只是要

處理不知道該將自己放置在哪裡的焦慮而已。 
 
喔，晚餐時間又到了，我想到又要去和白天才照過面的人說類似的話「你好

嗎？」，「你今天在幹嘛？」，「你到底是來這裡做什麼呢？」，我外出吃飯的動力

頓時減少一大半。我想，今晚我還是得要完成我成為人類學家的固定儀式，為了

珍惜睡覺時間，珍惜這個名正言順且唯一沒有任何工作不力的罪惡情緒的時段，

我想，我還是煮碗大蒜醬油麵條充充饑好了。 
 
孤寂和大蒜醬油麵條，成為我田野工作的宿命。 
 
 
 
 
 
 
 
 
 
 
 
 
 
 
 
 
 
 
 
 
 
 
 
 
 
 
 
 

2007 年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論文田野案：鄧湘漪研究成果



 21

附錄一：旁聽課程「性別展演」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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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旁聽課程「後殖民書寫與理論」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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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旁聽課程「殖民與後殖民書寫」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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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田野照片 

   
 （1）                                                        （2）

   
 （3）                                                         （4）

     
（5）                                                        （6） 

 
【照片說明】 
（1）Kava 
（2）印度農家 
（3）食人族刀叉 
（4）斐濟傳統建築 Bura 
（5）傳遞訊息的木杵 
（6）樹皮衣和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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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10）    
 
【照片說明】 
（7）象徵權力的鯨魚牙 
（8）食人族戰斧 
（9）市集和芋頭 
（10）貫穿全島的運糖輕軌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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