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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跨文化展演為博物館人類學研究中的核心議題。筆者期待透過環太平洋國家－日
本的國立民族學博物館和紐西蘭的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的田野比較研究，探討由大
洋洲展演所開展之跨文化意象形塑的議題，釐清國家角色、博物館體制和不同想像社
群之間，如何詮釋我群和他群之社會歷史文化，由此建構在地的意義。
因著日本和紐西蘭兩地特殊的地理位置和歷史背景，長久以來，與太平洋諸島嶼
間，即存在著相互建構、交融混雜和有機鏈結的關係。筆者透過兩座博物館關於太平
洋島嶼的蒐藏、展示、教育和學術研究的觀察和理解，發現同時存在諸多全球化與不
同在地之詮釋觀點與實踐面相。

英文摘要
The cross-cultural topics in anthropological museums may especially reflect by way of
transnational study. My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Oceanic material
interpretation among two national museums located in the rim of Pacific Are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Minpaku) in Japan, Auckland Museum in New Zealand, by starting
with the material representations of Pacific Islanders including research, collection,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then going further steps to explore cross-cultural
implementations. My particular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elucidate how the implement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capital, government policy, administration system, social
culture demands, and some specified value regarding embodiment. The adopted approaches
include archival analyses, field observation, and deep interview.
Due to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and artifact collections of the Pacific islanders in Japan and New Zealand take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Pacific-Asia. Minpaku as one of the best Ethnology museums in Japan and
Auckland Museum as the oldest museum in New Zealand have constructed the diversities
life images of particular ethnic groups based on systematic fieldwork research, objects and
visual collections. Museums also through team work exhibited themselves or other cultures
(communitie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context,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line,
organization of related speeches, gallery talks, education or marketing activities. In regard
to ethnicity topics, the community of museum elites offers particular viewpoints of
globalization or localization related to some particular historic value, ideology and political
power dominanc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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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跨文化展演為博物館人類學研究中的核心議題。筆者期待透過環太平洋國家博物
館的田野比較研究，探討由大洋洲展演所開展之跨文化意象形塑的議題，釐清國家角
色、博物館體制和不同想像社群之間，如何詮釋我群和他群之社會歷史文化，由此建
構在地的意義。

第一節 問題意識
面對異已族群文化，每一座博物館，都有一套述說、傳達他們想法和價值的實踐
途徑。本研究將博物館當作一種文化實踐的形式，探討環太平洋地區國家博物館在面
對我群和他群文化議題時，如何表現「自我」，又如何呼應國家政策、社會期待，作
為一種文化再生產和現代性的場域，承擔跨族群文化之蒐藏、展示、教育之功能角色。
同時也回應博物館在一百多年的形成過程中，所經歷被殖民、去殖民和解殖民的轉
折，以及特殊社會化與文化化的建構邏輯。
日本、紐西蘭同屬環太平洋地區的島嶼國家，大洋洲的文化物件，交織在重點國
家博物館網絡之中。其中，紐西蘭地處世界南島語族分佈的極南之域，屬內國後殖民
（internal post-colonical）國家；日本則因特殊地理位置和殖民歷史背景，太平洋島嶼
學術研究成果豐碩，居於亞洲領導地位。長久以來，兩地便與太平洋諸島嶼間，存在
著相互建構、交融混雜和有機鏈結的關係。筆者所選擇的田野地點：日本之国立民族
学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和紐西蘭之奧克蘭博物館（Auckland Museum，以下簡稱
奧博）
，均設有「大洋洲」相關常設展廳，且同為「大洋之舟」
（Vaka Moana）國際展
的巡迴點，是二地蒐藏和展演大洋洲文化物件極具代表性的博物館。故此，筆者透過
上述館所之實地觀察和對照研究，理解環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博物館與國家角色關係之
間運作，一方面從其自身的歷史處境、蒐藏過程和關懷取徑中，檢視所形塑之大洋洲
族群的意象，是否存在特殊的再現面貌、社會記憶或地方觀點，另一方面，則著重過
去到現在、殖民和解殖過程的實踐，分析物件、展示的流動，是否涉及意識形態的轉
型，以及多重交疊之異我認同、文化想像和區分運作的邏輯。由此反思人類學的區域
概念、民族誌權威的本質、傳統的創造、文化再現、全球化或現代性等議題的研究爭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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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田野時間和地點
本次田野可行性調查計劃執行共計四個月（123 天），停留紐西蘭期間為 2008
年 11 月 30 日至 2009 年 1 月 29 日，計 61 天；停留日本期間為：2009 年 3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計 62 天。主要以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以下簡稱奧博）和国立民族學博
物館（以下簡稱民博）之大洋洲文化物件之蒐藏和展示為切入點，綜合文獻檔案分析、
田野參與觀察、深度訪談等研究方法，探討跨文化與再地實踐，如何作為文化資本的
中介，如何配合國家政策、行政制度與社會文化需求，具體表現特定的價值。
田野期間，筆者承下列人士接受訪談、提供寶貴的資料或協助各項事宜，特此致
謝。紐西蘭：Bevan Chuang、Diane Blomfield、Ma’ara Maeva、Mevryn F Hutchinson、
Max Riksen、Heilxe Winkelbower、Ben Crowe、Kipa Rangiheuea、Vincent、Fuli Pereira、
Soughtton Graham、Kelly Bewley 等。日本：野林厚志、Peter Matthews、印東道子、
菊澤律子、丹羽典生、林勲男、白川千尋、三田牧、小林繁樹、宇治谷恵、橫山廣子、
韓敏、松園万亀雄、林麗英；天理大学附屬參考館：吉田裕彥、早坂文吉等。
本報告僅以計畫所資助之紐西蘭和日本田野工作期間，所採集之口訪、文獻檔
案、內部或公開資料彙整為主，相關完整之比較和分析論述則於學位論文中處理。

圖 1-2：
（左）紐西蘭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外觀。位於奧克蘭市中央（Domain）公園
的制高點上。中央公園為一全年開放無牆式的火山丘森林和草坪地景，設有熱帶溫室
植物園、登山步道、足球、大型戶外活動等空間。
（右）Richard 和 Pamela Wolfe（1997）
年出版的「博物館驚魂夜」兒童繪本書，以奧博建築外觀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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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日本國立民族學博物館外觀。位於大阪府吹田市萬博記念公園的北方，與日
本庭園、自然文化園、大阪日本民藝館、大阪府立国際兒童文學館毗鄰。萬博公園開
放時間為上午 9：30 至下午 5：00，需購票入園，側口鐡閘門僅於上午 9：30 至下午
7：00 開放，惟櫻花祭時夜間開放。

第二章

大洋洲島嶼的跨越與連結：日、紐的比較

第一節 國家博物館的誕生與營生
2.1.1 民博：東大人類學教室、文部省史料館與萬國博協會
国立民族学博物館於 1974 年 6 月創設，1977 年 11 月對外開放。時值日本經濟強
勢成長年代，建館總經費高達 70 億日元，是日本第一座標榜以「民族學」為主題的
博物館，也是日本研究和展示世界多元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博物館，自詡在設備和規
模，皆為世界一流民族學博物館。1民博以「基於文化人類學・民族學相關調査研究成
果，從事民族資料之蒐集・公開等活動，提供大眾世界諸民族社会與文化相關情報，
促進諸民族認識和深度理解」為設置目的。不僅是具有傳統博物館的蒐藏、展示、教
育功能，同時也是學術教學機構，附設総合研究大學院，授予博士學位。
民博的成立與日本民族學的發展有密切的關係。「日本民族學會」是日本最早成
立之民族學研究機構，2於 1934 年（昭和 9 年）成立，並於 1939 年在東京設立附屬研
究所和民族學博物館。3從原始博物館建築體的配置來看，主要從事的是民族學本資料
蒐藏和分類整理工作。4另一方面，該學會從 1936 年（昭和 11 年）起連續 3 年，派遣

1

民博占地 40821 平方公尺，開館時建築面積為 10210 平方公尺（祖父江孝男 1983：10-11）。
該學會以振興民族學與國際交流為目的，同時發行〈民族學研究〉期刊。
3
財團法人日本民族博物館，係為澁澤敬三、白鳥庫吉等人於 1935 年提案構想的具體實現。
4
附博物館原址為一棟木造平房，占地 347.75 坪，前半部（248.75 坪）有二間大陳列室、三間小陳列
室、三間標本資料整理室、接待室、休憩室，後半部則有二間大收藏庫、四間小收藏庫以及值夜室（民
博 1984：3）
。澁澤敬三於 1921 年（大正 10 年）開始組織研究團隊，發起從鄉土玩具開始，從事常
民文化研究的風潮，調查內容遍及全日民眾的生活用具、生產用具等。因而附屬博物館的收藏庫中，
約有 1 萬件標本係移自設立在澁澤府的檔案室（アチック．シューゼアム）在舊址的一隅，則移建有
一座武藏野民家典型代表建築（民博 198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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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隊至北千島、南庫頁島、臺灣、朝鮮半島、中國、密克羅尼西亞日本殖民島嶼等
地區，進行標本資料蒐集工作，使得標本量增計至 2 萬餘件，占約標本量的 70%。二
次戰爭擴大的同時，原為文部省直轄研究機關－民族研究所，在 1942 年將附屬博物
館納入日本民族學會的事務中，由民族研究所的外圍團體－「財團法人日本民族學協
會」接手經營。5
戰敗之後，日本在民族學調查和資料收集內容方面，也產生了若干變化。原本歷
史傾向的民族學，開始受到英美人類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學（文化人類學）逐步納
入人類學分支，在大學中新開設文化人類學課程。6在此潮流中，「財團法人日本民族
學協會」進一步連合日本人類學會、日本社會學會、日本言語學會、民間傳承會（後
稱日本民俗學會）、日本地理學會、日本宗教學會等，介紹海外民族學界的工作，並
在連合軍總司令部民間情報教育局（CIE）的建議和文部省的贊助下，於 1959 年完成
《日本社會民俗辭典》的編纂工作。7
1952 年日本施行博物館法，財團法人日本民族學協會附屬博物館，同時登錄為正
式博物館，持續資料獨立調查和標本資料的蒐集展示工作。1964 年「財團法人日本民
族學協會」更名為「財團法人民族學振興會」
。8「民族學振興會」於 1999 年秋，因為
利率下降營運困難，結束 65 年的歷史（民博 1984：6；宇野文男 2000：11）
。9所幸
1963 年將學會的機能從財團法人獨立出來，成立新的日本民族學會，仍持續運作並發
行〈民族學研究〉期刊（1934 年創刊）。
民博創館之初，除了曾接受「財團法人民族學振興會」挹注支持下，同時也接收
「舊東京大學理學部人類學教室」、「舊文部省史料館」、以及「舊日本萬國博協會」
等單位標本資料，作為早期館藏品主要建置的基礎。三者的成立淵源和歷史發展過
程，茲分述整理如下：
5

1943 年時以大東亞省為中心，提出「大東亞博館」企畫。後囿於地點等理由未能實現，而附屬博物
館和建築一部分成為東京高師附屬小學校園設施，雖然 6 年來公開活動暫告中止，所幸收藏標本大部
分在相關人士的努力下，未曾受損或散佚。此外，
「財團法人日本民族學協會」重新接手博物館的同時，
日本政府亦計畫籌設國史館，跨越年代 2600 年，紀念事業中包括設立民族學博館（宇野文男 2000）。
6
1950 年日本學會會議人類學研究連絡委員會，提出新制大學教養科目「人類學」
，包括：人類學課題
與歷史、人類的特性、遺傳與環境、人種與民族、人類的進化、人類的行動、生活諸方式、文化的概
念．構造．機能．動態、文化與人格、應用人類學等教學綱要。
7
含括臺灣、千島、南庫頁島、朝鮮半島、中國、密克羅尼西亞、沖繩各地區的研究業蹟，出版機關刊
物〈民族學研究〉，專題內容：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和系統、沖繩研究特集、臺灣研究特集、金田
一京助博士古稀記念沙流愛奴共同調查報告、社會調查等。參如誠文堂新光社刊全四冊。
8
振興會乃係將澁澤敬三捐贈的博物館土地等拍賣後，成立基金會以財團方式營運，後來資助民博的創
設等活動，並在千里設立事務局。
9
1983 年 11 月千里文化財團成立，廢除千里事務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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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東京大學理學部人類學教室資料
民博永久典藏保管之舊東京大學理學部人類學教室的民族學資料，總計 6181 件。
來源區域包括：密克羅尼西亞、美拉尼西亞、東南亞、臺灣、沖繩、愛奴等地。由於
該教室成立有 120 年歷史，許多資料現今取得困難，這些以研究者為中心採集的物件，
現今被視為相當重要且珍貴的文化資產。
最早提案在東京大學（1877／明治 10 年創立）設立博物館的人，是美籍教師
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其於聘用期間擔任理學院動物學教授，10並向
東京大學提出設立博物館的建議，理學部標本室在 Morse 的建議下得以逐漸充實。1880
年，日本第一所大學博物館「東京大學理學部博物場」，在神田一ツ橋校區的大學內
正式成立。循此，日本政府於 1882 年起，指定示警視廳和各府縣，將各地採集的標
本送往東京大學收藏，從而奠定東大資料館藏的基礎（宇野文男

2000：12；民博

2007：141；国立東京大学 2009）。
日本的「人類學會」（後名東京人類學會，及現今的日本人類學會），於1884在
東京大學成立，發起人為有「日本人類學之祖」之譽的坪井正五郎（1863-1913）11。
升任理科大學教授後，主持人類學講座，將研究室改作為人類學教室（宇野文男
2000：13）。跟隨坪井從事人類學研究的鳥居龍藏（1870-1953），亦是一位日本民族
學的重要先驅人物。121895年奉坪井之命到遼東半島，開始在日本國內外從事攝影調
查。除了使用玻璃底片拍照外，同時也盡可能地採集當地物件，前後總計蒐集了：庫
頁島、阿穆爾河（黑龍江）地方、中國東北、蒙古、臺灣等地文物共372件，是了解
20世紀初亞洲的重要物證（宇野文男

2000：20-21）。13

10

講授進化論，導入近代動物學、人類學及考古學的知識。在日本任教的二年半期間（1877 年 6 月至
11 月至 1878 年 4 月至 1979 年 9 月）
，參與大森貝塚的挖掘，同時也蒐集了一些陶器、民具、招牌。囑
託在未來之教育博物館，籌展大森貝塚出的土物。
11
坪井為明治時代代表之人類學者，亦是民具研究的先驅。坪井創立人類學會時為理學部學生，結和
10 名有志一同的友人成立，在理學部生物學科首發『東京人類學會報告』刊物，提唱從事正月習俗調
查研究，其就讀研究所期間專攻人類學，1888 年任大學助教，擔任動物學教室工作。鑒於「東京大學
理學部博物場」雖然對外公開展示，但由於人手不足且對校方對博物場關心度低，1885 年甚還關閉 5
年，標本被移轉到本鄉的新教室內，動物學教室的資料則分散在一ツ橋的大學倉庫內。坪井在擔任助
教時，將置儲放在本鄉動物學教室內的標本，移到人類學研究室，後自英國留學學成歸國（1892 年）
（宇野文男 2000：13）。
12
鳥居於 1886 年進入人類學會時年僅 16 歲，1893 年開始到人類學教室整理標本。
13
鳥居於 1942 年辭去大學助教授工作後，其蒐藏大半由東大人類學教室典藏。1913 年，坪井在俄羅
斯田野調查期間粹逝，由在庫頁島同行調查的石田與鳥居共同負責教室的營運，其後松村瞭接續石田
的工作，閞始轉往密克羅尼西亞進行採集。1937 年擔任人類學教室的副手、歷經講師的杉浦健一，1953
年任東大教養部首任文化人類學教育，專事密克羅尼西亞調查，高度關心物質文化，蒐集為數眾多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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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年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料館成立後，原人類學教室保管的先史時代標本、人
體標本等，則移往該資料館保存。民博於1975年夏天，接收全數東大人類學教室所藏
資料，由於人類學教室比較狹小，每件標本狀況不一，資料點交時，發現有標籤剝落、
資料不全、編號無法確認、或鑑定困難的狀況。14民博當時創設僅1年2個月，研究人
員17人，為現有之4分之1，因此和情報管理設施的館員一起組成工作團隊，將上述之
資料加以整合，並輸入電腦（宇野文男

2000：24-25）。進行資料鑑定作業，區域與

數量表列如下：

東京大學資料區域別

數量

區域

數量

印尼

347

臺灣

855

密克羅尼西亞

826

支那（中國）

269

美拉尼西亞

491

西伯利亞

84

玻里尼西亞

69

法屬中南半島、西藏、印度

70

澳大利亞

75

高加索、拉布蘭（Lapland）

18

北海道愛奴
千島愛奴

501
81

非洲

6

美國、愛斯基摩（現稱 Inuit）

162
216

庫頁島愛奴

334

日本

琉球

389

地區不詳

1093

295 總計
6181
表 1：舊東京大學理學部人類學教室蒐藏資料數量，依區域別。本表依「土俗品目錄」
中的地區名稱和地域分類（宇野文男 2000：24）
朝鮮

舊文部省史料館資料
民博接收舊文部省史料館的標本，總計約 2 萬 1 千件（民博 2007：141）
。舊文部
省史料館的標本，源自於澁澤敬三所創設的閣樓博物館（アチック．ミューゼアム，

籠子物件。1939 年 6 月，熱衷於帕勞等密克羅尼西亞藝術活動的土方久功，在南洋群島文化協會東京
旅行事務所內，展出「土方久功氏蒐集南洋土俗品展」，7 月巡迴至人類學教室展出，後來捐贈給教
室。1934 年人類學教室搬到新落成的理學 2 號館 3 樓，1936 年理學部設置人類學科，1938 年東北大學
教授長谷部言人擔任理學部教授，坪井任人類學講座，隔年開始招收新生。其中，1949 年第 9 屆畢業
生祖父江孝男，即為民博籌備階段重要的成員，負責將人類學教室的資料轉移給民博，其畢業論文為
杉浦健一收集之密克羅尼西亞籠子形式分類與分布。人類學科當時稱為生物學科人類學課程。
14
資料來源包括「土俗品目錄」和「東大卡」
，前者為資料收藏的原始記錄簿，依地區分為 14 冊，依號
碼順序排序，記載事項包括：原簿號碼、名稱、採集地、記事，記事欄記錄了用途、使用法、尺寸、
採集者和物件素描。
「東大卡」則有二種，一種是將「土俗品目錄」全部內容記錄在 A4 大小的穿孔卡
片上，另一種是用稱之為老式舊東大卡，約圖書卡片大小，舊卡上記載著分類號碼、標本名稱、土語
名、部族名、採集地、採集年代等，內面則附有照片，標示材質和尺寸大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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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c Museum）。澁澤敬三15於 1921 年在東京三田澁澤宅邸車庫二樓，創設閣樓博物
館，在歐洲 3 年期間曾參觀許多博物館，認為日本應有規模較大的民族學博物館，加
上 1930 年代，閣樓博物館因收藏空間狹窄，於是在 1935 年時，澁澤與白鳥庫吉等人，
提出財團法人民族博物館的成立構想，但終未實現（宇野文男

2000：26）。

閣樓博物館對日本之民具研究，出版刊物、年輕研究者培育和民族學發展方面有
貢獻卓著。由於澁澤「對民族學個人抱持特殊的敬愛和同情，迄今仿效生物學採用實
證的方法論，並不能滿足」16，於是積極蒐集物件，透過物件建構背後使用者的生活
面貎，進而了解其精神生活層面。關於佛教的達摩、娃偶、鄉土玩具的蒐藏約 1 萬件，
另創造「民具」一詞，從事農山漁村的生活用具、生產用具等常民文化研究，以帳簿
記帳方式，將蒐藏物件資料登載在「民具標本收藏原簿」中（宇野文男

2000）。

閣樓自 1933 年至 1939 年，逐步將資料轉移給日本民族學會附屬民族學博物館，
而這 6 年亦是蒐藏最活躍的時期。前半期收藏以食衣住相關物件為主，17後半期則著
重舊殖民地調查，同時也採集民具，參與者主要為日本民族學會的成員，如：馬淵東
一、古野清人、宮太馨太郎等人，其研究成果、採訪記錄等，多在〈民具蒐集調查要
目〉（1936）、〈民具問答集〉（1937）等刊物中發表。
1937 年澁澤將位於東京保谷的附屬研究所，與附屬博物館土地和建物18捐贈給日
本民族學會（1934 年設立），連同閣樓的資料、研究員工一併轉移。2 年後，日本民
族學會附屬民族學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此後，日本民族學會於 1936 年以後三年間，
日本民族學會派遣調查隊到北千島、南庫頁島進行資料蒐集，同時臺灣、朝鮮半島、
中國、密克羅尼西亞地區的資料也逐步增加當中。
二次大戰期間，閣樓鑒於收藏物件來自敵對國家之故，將名稱更改為日本常民文
化研究所，自此到戰爭結束前活動皆呈停頓狀態。一方面博物館在1942年以後由財團
法人民族學協會管轄，戰後，民族學協會改名為財團法人日本民族學協會，1952年施
行博物館法，日本民族學協會附屬民族學博物館正式登錄為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

15

澁澤敬三（1896-1963）歷任日銀總裁、大藏大臣，為經營第一國立銀行、製紙、運輸、鐡路等大企
業澁澤榮一的孫子，也是日本戰後經濟最重要的領導人之一。1922 年派任至羅馬開設橫濱正金銀行分
店。
16
複引自《祭魚洞雜錄》（1933）。
17
參與成員包括：市川信次、磯貝勇、桜田勝德、岩倉市郎、知里真志保、草間、千代等。
18
該建築物是日本最早設立的民族學研究設施，為一木造平房，面積 1188 平方公尺，包括：陳列室、
收藏室、資料整理室、工作室和攝影室，另一棟則為附屬研究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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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50年代以後，開始從事海外學術調查。19與此同時，博物館的建築物日漸朽壞，
貴重資料保存困難，協會提出創設國立民族學博物館，以移管這批文物，因此在1962
年秋，移轉給文部省史料館，日本民族學協會附屬民族學博物館活動告終。此間，日
2000：32-33）。20

本民族學會持續為設立國立民族學博物館催生（宇野文男

舊文部省史料館中，有33件被列為國家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指定第1號，從國內
各地蒐來的背負搬運工具計62件，加上亞洲和大洋洲等海外各地生活用具、生產用
具，現在皆很難再度取得。21這批文物經過半世紀的輾轉紆迴，資料終於流向民博。22
民博在創設1年半後，建築物逐漸完工，同時也作為日本萬國博覽會從海外進關後暫
放的保稅倉庫，1977年1至3月，則移到新建築的收藏庫房中，自後開始進行資料整理
工作。1977年許多文物於東亞展示廳中的「日本文化」單元中展出。當時，民博的收
集活動仍持續進行，舊文部省史料館的文字，作為展示資料的核心，以支援民博的展
示，現在民博近藤雅樹教授仍持續進行藏品研究（宇野文男

2000：36-37）。

舊日本萬國博協會資料
日本萬國博覽會（簡稱大阪萬博、Expo '70）結束後，成立了文化公園，其中 6
百餘件的標本，轉移給 1974 年創設的國立民族博物館。日本萬國博覽會由日本萬國
博覽會協會（現為獨立行政法人日本萬國博覽會紀念機構）主辦，1970 年 3 月 15 日
至 9 月 13 日在大阪府吹田市的千里丘陵舉行，為期共 183 日，是日本首次主辦的世
界博覽會，以「人類的進步和協調」為主題，共有 77 個國家 4 個國際機關參加，入
場觀眾多達 6421 萬 8770 人（維基百科 2009；万博機構

2009）。23

展示企劃總監岡本太郎，曾邀請東京大學泉靖一教授、京都大學助教授梅棹忠夫
19

1953 年探險隊至尼泊爾西北部採集文物，1957 年則三度派遣稻作民族文化綜合調查團至東南亞進行
研究採集，同時作為日本民族學會成立 20 週年記念計劃（1954），調查地包括：越南、高棉、寮國、
泰國、印尼、印度、尼泊爾。
20
1964 年學會日本人類學會連名向文部大臣送交「國立民族學研究博物館設置」請願書，日本學術會
議並於 1965 年向內閣總理大臣提出勸說，民博創設逐步出現了曙光。
21
但是這些藏品的意義不只這些，民具與生活有密切的關係，是認知表現的文化財，需要特別保護，
閣樓博物館的民具研究傳統和這些藏品存在。附註的原採集者，除了澁澤敬三之外，還包括早川孝太
郎、桜田勝德宮、鹿野忠雄、岡正雄、宮本太馨太郎，以及日本的民族學（民俗學）等對民具學建構
各路人名。
22
1975 年 12 月 4 日深夜，卡車車隊經東名高速道路進入萬博公園，在公園一角的倉庫卸貨，其中舊
文部省史料館、東京之國文學研究資料館等標本，此後至 16 日為止，總計四趟 20 輛次。
23
占地約 350 公頃。萬博會場由丹下健三設計，展示的企劃總監為岡本太郎，岡本是畫家、雕刻家、
評論家，同時也是太陽塔（主題館）的策畫者，太陽塔於博覽會結束後保存下來，現已成為萬博紀念
公園的傳世地標。日本庭園則由黑川紀章設計的和風建築為主，亦於 1974（昭和 49）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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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召集新生代的民族學、人類學相關研究者、研究生約 20 人組成「日本萬國博
覽會世界民族資料調查收集團」（Expo ’70 Ethnological Mission，簡稱 EEM），以約
6000 萬元的預算（含航空運費、倉儲費、包裝費、交通運輸費、保險費），為博覽會
展示蒐集標本物件，包括面具 500 件、神像 300 件、生產器具、生活用具 1200 件等
總計數約 2600 件。
雖然萬國博覽會只開放半年，但是許多人士則持續懷抱設立博物館、永續經營的
夢想。24EEM 在這樣的思維運作下，1968 年秋天開始從事物件蒐集活動，地點包括：
北美、中南美高山地帶、歐洲、西非、東非、印度、中近東、東南亞、大洋洲、韓國、
臺灣，並將日本分成 12 區，成員各自分別進行採集研究活動，當標本資料到位之後，
岡本和小松左京、川添登等，一起進行展示場地的設計和規劃（民博 1984：18-21；
宇野文男 2000: 38-41）
。25

EEM 成員姓名

調查區域

EEM 成員姓名

調查區域

岡田宏明

北美

浪貝毅

印度中部，近東

泉靖一

中南美高原地帶

青木保

東亞

友枝啓泰

中南美亞馬遜地帶

高橋徹

東亞

大貫良夫

中南美亞馬遜地帶

石毛直道

大洋洲

野村雅一
歐洲
松園正毅
大洋洲
藤本達生
歐洲
泉靖一
韓國
川田順造
西非
青木保
臺灣
江口一久
西非
梅棹忠夫
日本
片寄俊秀
東非
坪井洋文
日本
高山龍三
印度中部，近東
沼部春友
日本
表 2：日本萬國博覽會世界民族資料調查收集團（EEM）之調查成員及負責區域。收
集團首開先例由同時期許多專家組成，不論是學問、標本都是日本當年一時之選（民
博 1984：18）。

萬博主館展示空間分為地下、地上和空中三層，地下表現的是世界的根源，地上

24

以民博創館館長梅棹忠夫為例，其曾於 1964 年擔任日本民族學會理事，自 1930 年代便開始鼓吹並發
起民族學博館設立運動，試圖在東京近郊尋覓合適地點未果，故而期許透過萬國博的機會，一舉促成
博物館的設立。
25
1968 年 2 月第一件標本從斯里蘭卡寄到日本，其後陸續寄到，置於運輸業者保稅倉庫中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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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的是現在、調和的世界，空中則代表未來、進步的世界三個要素。2600 餘件來自
世界各地的民族學標本中，有 1406 件放在主題館的「地下空間」展示。地下空間由
「生命」
、
「人」和「心」三部分組成，其中「人」的空間中再劃分成「智慧」
、
「祈禱」
和「相遇」
，其中「智慧」的空間以生活用具為主，以「道具之森」組成。
「祈禱」的
空間，由放大的臉的造形組成，象徵全人類，周邊則配置有神像、偶像，天井中則多
由面具來展示原始社會祭典的氛圍。當萬博結束時，大部分的收集物置於協會本部的
倉庫中保存，日本萬國博覽會協會在之後，成立日本萬國博覽會記念協會，記念協會
開設「日本萬國博覽會記念館」
，回憶品，公開展示約 1600 件民族資料（宇野文男 2000:
38-41）。
1970 年 9 月萬國博閉幕，在大藏省內設計諮詢機關由福田大藏大臣主持，任命
25 名委員，就現地利用多次召開「萬國博覽會跡地利用懇談會」。委員之一的梅棹忠
夫，在懇談會中提出民族學博物館設置建議案，受到岡本太郎等多位委員的支持，並
在許多的出版刊物中鼓吹，26並向大藏大臣提出利用萬國博現地成立設置博物館文化
設施的購想，做出三大結論：1.整批土地利用。2.綠意包覆的文化公園。3.提出基本計
劃實現時間表。1971 年大藏省同意核撥 310 萬 1000 日幣作為國立民族學研究博物館
設置的調查費，由事務次官裁定在文部省內設置調查會議，由此跨出歷史性的一步。
梅棹忠夫後來成為民博第一任創設館長，1977 年 5 月為迎接開館的展示作業，
迅速展開文物資料收集工作，並從 EEM 採集的標本中選擇 639 件轉移給民博典藏。
現在由於萬博記念館的規模縮減，民族資料的展示也相對減少，是否交由民博統一保
管，尚在交涉之中（民博

2000：44）。

萬國博覽會資料區域別

收集數量

區域

大洋洲

248（6）

東南亞

177（42）

美洲

361（69）

韓國

122

歐洲

304
503（299）

臺灣

77
239（117）

非洲
26

1984：21-23；宇野文男

日本

同年 11 月，博物館設置運動的領導人物泉靖一驟逝，梅棹繼而承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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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中近東
362（106） 總計
2393（639）
表 3：舊日本萬國博協會資料數量依區域別，括號內為民博蒐藏入館件數（宇野文男
2000：44）。

圖 5-6：
（左）民博的戶外中庭主題設計主題為「未來的遺跡」
。圖：
（右）正門大廳的
天花柀和建築物四周圍牆的圖案，象徵人類的指紋，含有人類之手的意義（祖父江孝
男 1983：7-8）；攝於「千家十職」特展開幕茶會。
圖 7：日本國中教科書中「到國立民族學博物館走走」的課
程。民博被納入為學校教育的一環，也是學生必到參訪的所
在。由此可見民博的在日本人世界觀教育養成過程中的地
位。隨著少子化影響，民博入館參觀人數長期逐年遞減。

2.1.2

奧博：帝國殖民資源陳列櫥窗、戰爭紀念祠到觀光行銷

奧克蘭博物館（Auckland Museum，全名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27建立於 1852 年，是紐西蘭歷史最悠久，最古老和最重要博物
館之一，同時也是全球太平洋諸島物件蒐藏範圍最廣泛的國家博物館之一，館藏標本

27

博物館有兩個名字，一是奧克蘭博物館（Auckland Museum），另是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奧克蘭博物館於 1852 年成立於奧克蘭時，當時並沒有戰爭紀念碑。1929 年，
奧克蘭博物館新館成立，結合了戰爭紀念碑，從而出現兩個名稱，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為正式場合、
刊頭的全銜（例如年度報告），以彰顯其戰爭紀念的功能。奧克蘭博物館則用於非正式或廣告宣傳的
場合（AM 200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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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約 150 萬件（人類學標本占 20 萬件）
，其中玻里尼西亞南島語族（含毛利族）標
本蒐藏居全球之冠。設置有：太平洋子民（Pacific People）
、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和紐西蘭戰爭的故事（New Zealands War Stories）常設展示廳，以及太平洋資源中心
（Pacific Resource Centre）（Alanteck 2008；AM

2002:8-9；2008）。由於該館與南

太平洋存在百年以上的互動關係，長久以來從事大洋洲諸島社群多樣性、毛利文化之
研究、蒐藏與展演工作，並為世界首座將大洋洲民族的海洋文化－Vaka Moana，推向
環太平洋國家巡迴展出的博物館。
奧博原址位於奧克蘭大學校園內的一間小木屋，由奧克蘭省政府所（Auckl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管轄，以「闡明自然史、新殖民的拓荒物質和紐西蘭毛利和
太平洋諸島人民的器物」為建置目的。1869 年，奧克蘭省督察長，將奧克蘭博物館改
為奧克蘭機構（Auckland Institute） 28 所屬單位，後者改名為奧克蘭機構和博物館
（Auckland Institute and Museum）
。29並於 1870 年，將奧博遷移到 Princes Street，為現
今 Hyatt Kingsgate Hotel 的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為記念奧克蘭省徵募戰場死
亡的將士，奧克蘭市民決定在奧克蘭中央公園（Domain）山頂上，建立奧克蘭戰爭紀
念博物館（The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該館於 1929 年對外開放。二戰之
後，再增設紀念建築物館（1960 年開放），接著擴建完成禮堂部分（1969 年）。另一
方面，政府將原有的奧克蘭機構和博物館，改屬為紐西蘭皇家協會（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Zealand）30的地方分枝機構，將奧博搬遷至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內（Park

28

奧克蘭機構（Auckland Institute）
，於 1867 年成立，為一學習的社團，1868 年，仿效皇家英國學會（The
British Royal Society）科學組織.，成為新成立之紐西蘭機構（New Zealand Institute）下的分支機構，
1993 年，紐西蘭機構（New Zealand Institute）轉名為紐西蘭皇家協會（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Zealand），不過，奧克蘭機構（Auckland Institute）仍維持原有名稱。此學會首要的成立宗旨，是以建
立合於大眾教育博物館並將物件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29
奧克蘭博物館機構（The Auckland Museum Institute）原稱為奧克蘭機構（Auckland Institute），緣於
1867 年制定之紐西蘭學會法案（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Act）下成立。法案提倡透過科學學會的建立，
加速礦產資源的辨認，如：金和煤，以利經濟的成長。然而，此項法案將範圍擴大，這些學會被要求
提供「一公眾博物館、實驗研究室和圖書館」，
「藉由演講課程」來推廣促進一般學習，藝術科學文學
哲學等不同領域部門教化。僅管如此，早期的焦點放在地質上。
30
奧克蘭博物館現仍為紐西蘭皇家協會下的分枝機構。1933 年紐西蘭皇家協會法案（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Zealand Act，簡稱 RSNZ）頒布，由紐西蘭機構（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奧克蘭機構（the
Auckland Institute），以及其他相關學會組成，成為新組織的分枝機構。奧博基於學會章程以及奧克蘭
博物館法案（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Act, 1996）建立，從歷史發展上來看，與倫敦皇家協會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en）有深厚的淵源。英國倫敦皇家協會（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en）於 1660
年成形，由 12 位自然哲學家非正式討論 Francis Bacon 的想法，在 Christopher Wren－倫敦聖保羅大教
堂建築師的演說之後，倫敦皇家協會於焉成立，Wren 便成為創始會員。129 年之後，協會聘請庫克 James
Cook 到大溪地，記錄 Venus（維那斯）運輸，這趟航行使歐洲人重新發現了紐西蘭（偶然間，學會會
員發現奧克蘭博物館北門的石頭，是從英格蘭運來的，有 Christopher Wren 印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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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
現今奧克蘭機構和博物館，仍以促進奧克蘭、紐西蘭、太平洋通域及其他人民，
從事研究、鑒賞、普及科學、文學、歷史和文化表達的推廣工作為宗旨。由 29 位審
議會委員所監管，其中 12 位，係從奧克蘭機構和博物館 2 千位會員（或學友）中選
出，3 位由審議會本身選出，14 位由奧克蘭地方之市、自治區、郡之議會所選出。約
有 75%的博物館年度預算來自地方政府徵收，其餘來自捐贈、禮物、政府補助、遺贈、
博物館商店、咖啡館、捐贈。來自紐西蘭政府的經費低於 1%，政府補助的特別經費，
以雇用教育組的教育人員。31

第二節 組織架構與發展脈絡
2.2.1 民博：從國家到法人化組織轉向
民博是日本民族學和文化人類學研究調查的中心，也是研究型博物館和國立大學
共同利用機關。但是，民博不屬於日本文部省設置法中「國立博物館」或「博物館法」
規制的機構，而是依「國立學校設置法」定立（民博

1984：75）。日本以往的研究

所大都隷屬於大學之下，受到大學經費的影響，規模也常受限，因此日本在設立大規
模的研究所同時，往往期待能使其脫離大學的限制而獨立，並且直屬於文部省管轄，
於是自 1960 年代中期開始，出現了所謂國立大學共同使用的機構，1974 年 6 月國立
學校設置法修正，民博也便納入其中，即以研究工作為主，並設有教官（教授）指導
研究生從事研究工作。
民博主要從事民族學資料的收集、整理、保存和公開活動，將世界各民族的資料，
提供研究者、國民利用的同時，促進相關總合研究為目的的民族學研究博物館。目前
館藏資料包括：標本、影音、文獻圖書等，物件典藏總計257,860件，其中168,978件
為日本境外蒐藏（民博

2008：26），涵蓋生計活動、日常生活、儀禮、工藝製作、

技術用具等內容。
在組織架構方面，1965 年（昭和 40 年）的學術會議原先建議成立三個研究部，

31

近年來，奧博投資在研討會影像以及和紐西蘭人先進研究教育網絡（KIWI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簡稱 KAREN）
。紐西蘭皇家協會（RSNZ）參與人士遍及全紐西蘭，並逐漸偏向用
虛擬視像溝通。RSNZ 目前五大方針如下：提供專業建議；科學方向、經費和生涯建構；教育；科學
溝通以及商業互動。現在，RSNZ、奧克蘭博物館和奧克蘭博物館學會，仍然緊密合作，以伸展關於藝
術、科學、文學和哲學，帶領人們去接觸優質的資訊，並提供新進思考和討論的機會（AM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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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 1971 年調查會議專門小委員會，決定員額及研究部門及研究室名稱，1972 年確
定員額總計 131 位，5 個研究部門，主要以區域來劃分：第１研究部綜理東亞、中亞
和北亞；第 2 研究部綜理東南亞和南亞；第 3 研究部綜理歐洲和非洲；第 4 研究部綜
理美洲和大洋洲；第 5 研究部綜理民族藝術、民族技術、民族語言和數位民族學。表
列如下：

表 4：1972 年民博成立之初的組織架構圖（民博

1984：33；94）

隨著社會的需求變化，民博加蓋建築物，營運和組織上亦產生各式各樣的變革。
例如：1989年4月総合研究大學院大學開辦，在民博設置地域文化學專攻、比較文化
學專攻的基盤機關，高等研究所博士班教育。321989年6月特展室、書庫棟的建築完工；
同年5月，管理部、情報管理設施進行改組，展示擔當科、標本資料．情報擔當科，
從原有管理部的科變更為情報管理施設所屬科室（民博 2006）
。1998年並更進一步進
行研究部門組織架構的改組。在成立後的第30年，民博亦面臨重大的轉型。2004年4
月，營運組織轉成「法人團體」，在實施的同時，研究部同時也再次進行改組，以先
32

綜合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有 2 個專業設在民博，現約有 40 多名博士研究生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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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人類科學研究部作為機關研究的核心，研究戰略中心則負責民博研究活動戰略的策
定，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則是負責博物館的資料、情報、展示、社會結合的機能，民族
社會和民族文化研究部則維持不變，管理部的組織也有若干的改變。原本評議員會負
責館長重要事項的諮詢工作，法人化之後，則改由運營協議員會取而代之，運營會議
委員計17位，其中館外9位，館內８位。另設有顧問、外部評價委員會、情報體系委
員會（民博

1984：23-24；2006：12-13）。

民博現今內部設有：機關研究、共同研究、獨立研究等多種研究形式。以機關研
究為例，主要是促進文化人類學、民族學和相關各學科的發展，也為了推進人文社會
科學的整合或新領域的開創。至於共同研究，現在已經進行的課題有 39 案。民博聘
有 58 名專職教官（教授 28 名、准教授 27 名和助教 3 名)，任職於 3 個研究部（民族
社會研究部、民族文化研究部、先端人類科學研究部）、和 2 個中心（研究戰略中心
和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要的工作為研究、教學、組成研究群、辦理研討會、並參
與博物館各項事務與推廣活動。例如研究戰略中心，主要負責制定以機關研究為首的
民博的研究活動戰略，同時，也參與大型研究項目的規劃及運營，以及推進與國內外
研究機構的研究合作。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將實物資料和信息、知識和經驗等看作文
化資源，並以推進它們的社會實用性價值為主要目標。具體來說，在調查資料、資料
收集、資料管理、信息化、共同利用、社會回饋等諸多方面開展基礎研究、開發研究
的事業，中心統一對這些工作進行規劃、調整。2009 年計劃開展的大小課題共有 93
類。
民博經常舉辦學術講演會或專題討論會、研究論壇、學會；發行定期學術刊物，
以及各式通信、年報、月刊、館訊等；33開展研究生教育和各種研修教育；除了館內
的常設展覽外，還舉辦巡迴展、聯合展、借貸展；對外公開 60 萬冊圖書資料和 7 萬

33

研究成果出版品包括：国立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国立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SES）
、国立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SER）
、民博通信、国立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叢書、国立民族
学博物館研究年報、みんぱく発見、月刊みんぱく、MINPAKU Anthropology Newsletter、展示ガイド（導
覽）、特別展解説書、博物館展示相關出版品等（民博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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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影視、音像資料；網絡上並公開 26 萬件收藏資料中的 24 萬件資料的目錄及其基本
數據；另外，還有舉辦研討會、電影節、公演等宣傳活動，出版發行廣告冊、展示手
冊、圖錄等印刷製品，以及製作了民博網頁等。34

性質

年度

名稱

共同研究

1984～1986

大洋洲民族文化的個別性和普遍性的民族學研究─密克羅尼西亞和玻里尼西亞
的民族史（オセアニアの民族文化における個別性と普遍性の民族学的研究─
ミクロネシアとポリネシアのエスノヒストリー）35

1984～1986

南島語族的産育習俗比較研究（オーストロネシアの産育慣行の比較研究）36

1985～1987

東南亞、大洋洲文化群之文化項目相關性研究（東南アジア・オセアニアに
おける文化クラスター・文化項目の相関性の研究）37

1989～1991

南島語族的擴散和變遷相關的人類學的研究（オーストロネシア民族の拡散と変
に関する人類学的研究）38

1993～1994

水産資源利用的人類学研究──生態・歷史・文化（水産資源利用の人類学的研
究──生態・歴史・文化）39

2002～2004

西太平洋島嶼居民的居住策略：資源利用和外界接觸（西部太平洋島嶼民の
居住戦略：資源利用と外界接触）

40

2003～2005

在大洋洲諸社會的民族性（オセアニア諸社会におけるエスニシティ）41

2006～2009

去殖民時期大洋洲的多文化公共圈的比較研究（脫植民地期オセアニアの多文
化的公共圏の比較研究）42

特別研究

1988～1997

亞太地區民族文化的比較研究（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民族文化の比較
研究）43

連携研究

1995～1997

大洋洲島嶼國家的國家合併和相關國民文化的研究（オセアニア島嶼国家の国家
合と国民文化に関する研究）44

1999～2001

大洋洲的國家合併和相關地方主義的研究（オセアニアにおける国家統合と
45

地域主義に関する研究）
34

參考整理自民博（2009），以及廣西民族學博物館（2009）對民博的整體介紹：
http://www.gxmb.com/gxmb/wang-shang-bo-wu-guan/2009-04-29-14-24-39/121-2009-07-03-07-20-53.html。
35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collaborative_research/005.html。
36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collaborative_research/021.html。
37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collaborative_research/028.html。
38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collaborative_research/072.html。
39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collaborative_research/109.html。
40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collaborative_research/227.html。
41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exchange_center/research/co_research/013.html。
42
http://www.minpaku.ac.jp/research/jr/06jr089.html。
43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organ_research/special/003.html。
44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exchange_center/research/co-ope_research/004.html。
45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exchange_center/research/co-ope_research/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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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1987 年 9 月 1～2

在文部科學省國際研討會－太平洋地區的孤立和發展（文部科学省国際シン

日、5～6 日

ポジウム－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孤立と発展）

46

1991 年 1 月 14～ 特別研究「亞太地區民族文化的比較研究」第 2 回研討會－漁夫的世界（海人
47

17 日

の世界）

1996 年 10 月 28

特別研究「亞太地區民族文化的比較研究」第 8 回研討會－土地所有的政治史

～31 日

（土地所有の政治史）

2007 年９月 22

国立民族学博物館開館３０周年記念國際研討會－大洋洲的偉大航海者們（オ

～23 日

セアニアの偉大なる航海者たち）

48

49

表 5：民博歷年大洋洲相關研究計畫與研討會（列舉例表）

民博現有編制內員額總計 101 位，館內工作服務人員總約 200 位。其中 43 名事
務職員（含技術職員）人員，主要在管理部和情報管理設施部內服務，負責研究資源
和組織的管理。行政職務人員服務滿三年後需輪調到其他教育行政單位，50館方聘僱
人員服務亦任滿三年亦須離開博物館。電腦資訊、圖書館員、現場服務和清潔人員，
則由人力派遣公司（部分為財團法人千里文化財機構）派遣。51編制內人員上班無打
（刷）卡，而是到各所屬行政組室翻名牌，白色代表人在，紅色代表人不在。2008
年總預算為 30 億 1 千 4 百萬日元（含人事費 13 億 2 千 6 百萬、物件費 16 億 8 千 8
百萬、教育研究費 10 億 9 千 2 百萬、一般管理費 5 億 9 千 6 百萬（民博

2009：7）。

展示廳開放時間：上午十時到下午五時，逢週三休館。

46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symposium/monbusho/001.html。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symposium/special4/003.html。
48
http://www.minpaku.ac.jp/30arch/research/symposium/special4/009.html。
49
http://www.minpaku.ac.jp/research/dp/070922-23.html。。
50
據館員表示，日本政府為防止公務人員在同一單位職務過久，會產生一些弊端或積習，故在三年後
輪調到同府縣的其他單位，如大阪大學、大阪藝術大學等同職等的職缺，如職務較高者同府縣無職缺，
則須調到其他縣市。
51
據館員表示，以為法人化之後，會取消任滿三年需離聘的制度，以留任表現優秀的聘任人員，但經
館內討論決定維持原制度，以示公平。故經人力派遣至民博工作的人員，在民博的年資反而有者多達
二十年。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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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民博現行組織架構圖（民博

2008）

2.2.2 奧博：委員會主導與人事改組
奧克蘭博物館的經費，主要來自奧克蘭區 7 縣市議會的信托基金會，包括：奧克
蘭市，北岸市（North Shore City）、法蘭克林（Franklin）、Papakura、Waitakere、Rodney
和 Manukau。52另外，博物館本身的捐款門票產生的收入、企業贊助商，慈善信托和
私人個人的捐贈支援︰中央政府並未提供資金予奧博，而是從市府等級的預算收益中
提供。.
擔任 12 年館長的 Rodney Wilson 先生於 2007 年 9 月退休，後由 Vanda Vitali 女
士接任。Vitali53博士為奧博第一位女性館長，原為洛杉磯自然史博物館公眾計畫部門
副總裁，以及內容發展組主任，就任館長後即積極進行組織調整和內部人事改組。2008
年 6 月，約有三分之一 60 餘位的館員陸續離職（非自願約 40 餘位54），目前全館工
作人員總計約為 160 位，義工約 100 位。

52

源於在 1996 年在議會的法令下創造的一信托董事會。
新任館長為法裔加拿大公民，加拿大多倫多大學材料科學博士，以及認識論（解釋考古學的科學研
究）博士後研究。奧博官方網站介紹：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default.asp?a=163&t=163&View=FullStory&newsID=15。
54
非自願離職員工一般加發 3 個月薪資作為離職金，如請律師寄發律師函，則加發 6 個月至 1 年離職金。
目前尚有工會就解聘員工適法性問題與博物館進行法律程序釐清中。
53

20

2008 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楊翎研究成果

奧博 2007 年時組織架構設有 6 個部門及分理職掌如下：蒐藏管理（自然史蒐藏、
研究和專業館員服務、圖書和資訊服務、保存和登錄）、公共計畫（教育服務、觀眾
計畫、展示、行銷、商務－賣店、活動、停車場、咖啡座、現場觀眾服務、義工、戰
爭紀念）、財務和設備（會計、財務報告、基金、投資、保險、管控、安全、保全、
建物營運、維護、修理、展場清潔和維護、展示建和陳列）、毛利（毛利價值觀議定
書、祖先遺骸歸還、毛利價值觀培訓、族長關係管理、珍品數位典藏資料庫管理、毛
利計畫、珍品的研究和出版）、人力資源管理（組織發展、聘用關係、薪酬、學習和
發展、合約執行情況、展演管理）、發展管理（資本和捐贈/遺贈籌款、會員發展、贊
助商和主要利益相關者關係管理）。新任館長到任後，修改的 5 個部門組織架構調整
如下：博物館傳達（蒐藏、研究、終生學習、安全防護、創意、觀眾服務、計劃經理）、
商務（事務發展、商業活動、觀光、發展經理）、內部服務（會計管理、人力資源、
房舎設備、履約與合約、資訊技術協調、觀眾與市場調查經理）、溝通與新媒材（行
銷、新媒體、內部溝通協調、圖書與資訊服務）和毛利合作與發展（毛利合作與發展
協調），附直屬館長的行政助理管理室（AM

2008b：59；2009a：16-17）。

奧博每週召開一次主管會議，以及組務會議，每個月則由館長主持員工月會，由
館長報告館內方針，約一至二小時，由員工提問。專案計畫，如大洋之舟，則每一週
開會二次，一次為設計會議，一次為內部管控會議。除了安全和現場服務人員，並無
上下班刷卡制。展場開放時間：上午十時到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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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奧博 2007 年 6 月 30 日時之組織架構（AM

表 8：奧克蘭博物館改組後現行組織架構（AM

2008b：59）。

2009a：16-17）。

第三節 離散的物件與典藏系譜
民博在 1974 年設立之初的蒐藏政策，乃為迎接 3 年後展場開放需求，蒐藏重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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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配合展示主題，同時也接收來自日本其他單位的標本，如：1975 年入藏了原舊東
京大學理學部人類學教室保管之明治、大正時代的民族學資料計 6181 件，舊文部省
史料館含接收之大正時代澁澤敬三創設之閣樓博物館的資料約 2 萬 1 千件，以及 1976
年入藏日本萬國博覽會主題館資料約 640 件。1977 年展場開幕時，總計藏品累計至 4
萬 5 千餘件，其中上述三座機構藏品數量占總蒐藏量約 60%強，是為民博蒐藏的重要
支柱。
民博開館後仍積極到海外各地從事蒐集活動，包含採購和捐贈文物，以年平均 1
萬件速度增長中。至 2008 年 4 月止，民博所藏標本總計 257,860 件，其中本國標本
88,882 件，日本以外標本 168,978 件；尤其是 20 世紀後半葉的民族學標本藏品的品
質與數量，已擠身世界重要博物館之林。民博收集對象的基本原則如下：首先，「不
收集古代或特異的物件，而是以現存一般生活用具或生活樣式為主要對象」
；其次「1.
贗品和真品皆無關緊要。2.原則上不以美術、高價的古董為對象。3.與其他過去博物
館相較，不以寶物為著眼點」。此外，在各地蒐集資料時，以一般物件為優先，而非
特殊物件。循此方針發展民博展示場的增設計畫的蒐藏活動。55
世界各國民族使用的「物件」
，進入博物館後成為「標本資料」
，民博除了由教官
（教授）們直接赴海外蒐集外，開館後民眾捐贈量激增，56部分則以採方式取得。57標
本資料是否具有入藏和研究價值，由民博內部委員會討論議定，並依『国立民族學博
物館昭和 49 年度概算要求書附屬參考書』所列標準分類如下：1.農業、畜牧、狩獵、
漁撈等生產相關用具。2.從衣、食、住到樂器、遊戲等各民族生活相關用具。3.從紡
織製品到木、金屬、陶製品等製作技術相關用具。4.從各種宗教儀禮到冠婚葬祭等相
55

參見「国立民族學研究博物館創設準備會議部會之彙集」報告說明。
1974 年 7 月民博接受了第一筆 123 件贈予標本，這批來自日本石川縣尾口村教育委員山村的生活用
具，是民博接授國內贈予標本的首例。當時尾口村因建水壩，村落有一部分淹沒在水中，因而進行村
史的編纂作業，由佐佐木史郎和宇野文男進行長時間的村史調查，民博創設時，村落有一半已被水淹
沒，村民於是將許多的生活用具捐贈給民博。
57
1975 年則開始陸續購入大型的物件，如滋賀縣高月町的曳山、長野縣秋山鄉的民家，以及來自密克
羅尼西亞的沙他瓦島（Satawal）的切切美尼號（チョチョメニ號）舷外浮桿船。此外，1976、1977 年，
57
亦配合開館展示所需，購置了加拿大西北海岸的巨大圖騰柱、印尼加麥蘭（Gamelan）的樂器、影繪
人形、印尼的高床穀倉，以及 1978 年片山醇之助在非洲停留期間所蒐集西非各地的面具、神像等，總
計 1008 件標本。（宇野文男 2000：48-4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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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用具（宇野文男 2000：3-9）。

圖 8-9：民博收藏庫面積約 8 千平方公尺，大部分為一般收藏庫，其中衣類和漆器類，
放置在溫溼度特調空間內保存。蒐藏庫房文物係依入館時間先後上架，而非物件之地
域分類。

民博建有11種電子數據庫，包括106萬筆館藏品的條目。館內専用之標本資料庫
內建詳細資訊（館內）237,478件，以館藏生計活動、生活、儀禮、製造技術有關用具
類等標本資料為主，提供之資訊包括：標本名稱、當地名稱、翻譯名稱、採集地、使
用地、使用民族、使用年代、用途使用方法、製作地、製作法、材料等標本相關資料
詳細資訊（含影像）。此外，另有日本國內資料調査報告集資料庫22,280件。包含民
具等標本資料、技術傳承者、民俗相關影像記錄、民俗相關出版物等資訊、民博委託
日本國內資料調査委員之調査報告。
在機構資源共有化事業的政策帶動下，也對外提供公開共同利用服務。民博網路
上開放之標本資料總計有237,412件（至2008年4月），提供基本之標本訊息如：標本
名稱、地區、族群、尺寸、重量、入館年度等基本情報，以及影像。此外，在詳細資
訊資料庫中鍵入16,687件標本資料，進一步提供：標本名稱、當地名稱、翻譯名稱、
採集地、使用地、使用民族、使用年代、用途使用方法、製作地、製作法、材料等相
關資訊（含影像）。
除了標本資料外，民博亦收藏影像、聲音、文獻圖書等多種多樣資料。其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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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資料計約69,368筆，58文獻圖書圖書總計605,241冊，後者提供網路檢索服務。59此
外，圖書室中闢有人類關係區域檔案ＨＲＡＦ（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專區，
蒐藏區域（民族群體）檔案檔385件，原典（文本）7,141 冊（民博

2009內部陳報資

料）。
2.3.1

民博：George Brown、朝枝利男與教官蒐藏脈絡
民博館藏大洋洲物件約 2 萬件，其中之 5,983 件南太平洋標本資料，係為英國傳

教士 George Brown 於 19 世紀後半至 20 世紀初至美拉尼西亞採集而來，輾轉購自於
英國的大學博物館。George Brown 於 9 世紀後半至 20 世紀初，美拉尼西亞収集之生
活用具相關資訊（含畫像）。此外，朝枝利男蒐藏資料庫有 3,966 件，主要為朝枝利
男於 1930 年代從事環太平洋地區攝影照片相關資訊（含畫像）。民博教官們的研究
和採集，仍為建置大洋洲廳的最主要基礎。其蒐藏背景和脈絡茲分述如下：

George Brown
George Brown（1835-1917）出生於英國，自 19 世紀後半到 20 世紀初半世紀以來，
在南太平洋各島從事基督教傳道活動。宣教之餘，一面收集當地的動植物和生活用具
標本和資料，總計 3166 件。足跡涵蓋薩摩亞、斐濟、新不列顛島、新愛爾蘭島、俾
斯麥群島、初步蘭群島、新幾內亞、索羅門群島等地區。60
George Brown 於 1875 年至新不列顛島傳教後，開始携帶照像機，總計約拍攝了
900 幅相片，這些影像目前由位於雪梨的澳洲博物館典藏。George Brown 過世後，一
部分蒐藏曾公開展示，遺族原本打算一併賣給澳洲博物館，卻沒有談成。1921 年由
Brown 的出生故鄉英格蘭北部 Bernard Castle 的 BOWS 博物館蒐購，後因維持和管
58

其中影像資料 6,915 筆、音響資料 62,453 筆。影像資料目錄資料庫 7,673 件。動態影像檔、錄像帶
等蒐蔵資訊方面（不含相片資料）、聲音資料目錄資料庫 62,453 件。唱片、CD、卡帶等蒐蔵資訊方
面：音響資料詳細資訊資料庫 279,759 件。音響資料以曲目單位，以及傳說一則為單位的資訊。
59
包括：日語圖書、非日語圖書、雜誌等館藏資料、服飾相關資料庫。其中日語圖書 240,092 冊、日本
以外語言圖書 365,149 冊；雜誌 16,238 種，日語雜誌 9,693 種、日本以外語言雜誌 6,545 種。
60
1855 年到紐西蘭並成為宣教師，1860 年赴薩摩亞群島宣教 14 年，1875 年則赴新不列顛島，1881 年
回澳洲在教會中擔任要職，1888 年到東加、1890 年到新幾內亞、1891 年則到索羅門群島，1913 年衛
理公會教會，任澳洲最高位，最後逝世於雪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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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困難，1954 年轉賣給新堡（Newcastle-Upon-Tyne）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現為
附屬於新堡大學），1974 年，由新堡大學附屬之 Hancock 博物館接管，並曾公開展示
部分的蒐藏。
1980 年代中期英國柴契爾夫人政權大幅削減大學的預算，新堡大學的學長為確保
研究資金奔走，一方面 Hancock 博物館對於這批三千多件標本的維持和管理困難，另
一方面由於 George Brown 藏品的市場經濟價值受到注目，61於是理事會決定將這批標
本拍賣。條件是這批文物必須整批購置，由於歐美博物館和其他大洋洲地區民族資料
來源地博物館皆無此財力購買，後決定賣給民博。此間，曾引發英國博物館相關人員
和研究者的強烈反彈，認為 George Brown 的蒐藏具有相當重要的文化和學術價值，
不可以流出英國。民博經一番努力完成法律手續，於 1986 年以 1 百萬英磅購置了這
3036 件標本。
民博由石森秀三擔任 George Brown 採購案的標本資料收集委員會委員，奉派至
英國新堡大學交涉，並於 1998 年負責召集「George Brown 研究」共同研究會。林勲
男則至澳洲和英國的博物館和圖書館，蒐集 George Brown 相關的資料。兩位教授於
1999 年企畫「南太平洋的文化遺產：George Brown 蒐藏」特展（石森秀三、林勲男
1999：1-2；宇野文男 2000：56）
從各地入館的資料，在搬入後，經燻蒸、點交、標註、攝影等各式作業程序，進
入蒐藏庫，1980 年以後加以數位典藏化，或在常設展示、新到資料展示、特展、企劃、
「民博移動博物館」或巡迴展示中對外亮相，同時也開放借出申請，在民博的學習中
心或網路上，可檢索到標本資料相關資訊（宇野文男

2000：61）。

民博的紐裔 Peter Matthews 和林勲男教授，持續赴澳洲至 George Brown 的故居
和澳洲博物館了解其生平和影像蒐藏狀況，由此在民博成立 George Brown 研究室，
展開一系列館際合作，以及英日資料比對和整理工作。目前資料庫中已收入 5,983 筆
資料。

61

南太平洋民族資料（特別是新愛爾蘭島的馬蘭干）已然是國際藝術市場貴重的「原始藝術品」，拍賣
的價格被哄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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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左）George Brown 在自傳中與太平洋島民合拍的照片（1908）。圖 11（右）：
民博館藏 George Brown 採集標本清冊。George Brown 於 19 世紀後半至 20 世紀初，
在美拉尼西亞傳教的同時，收集可觀的當地生活用具及影像資料。

圖 12：由 Peter Matthews 主持之 George Brown 研
究計畫工作室，擬配合澳洲的影像資料和民博的蒐
藏，發展專屬英日文網站。

朝枝利男
国立民族学博物館所蔵朝枝利男氏 1930 年代環太平洋地域攝影相關資料總計
3966 件，包括：相本 16 冊、曬印 130 枚、底片 2150 卷、水彩畫約 110 件、鉛筆畫約
30 件，另包括調查日誌、書籍、樹皮布、剪貼、信紙等，目前皆存放在民博恆溫恆濕
收藏庫中保存。
朝枝利男於 1893（明治 26）年生於東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館科畢業後，
為了進修地質學，於 1917（大正六）年赴美，1930 年代以環太平洋地域為中心從事
許多攝影記錄活動。二戰期間，進入加州日本人強制收容所中收容二年，後在加州科
學研究院附屬博物館工作，1968（昭和 43）年逝世於舊金山。
朝枝的作品曾於 1929 年獲得柯達公司寫真比賽自然組首奬。1930 期間自費至太
平洋進行拍攝記錄。1930 至 31 年，朝枝和美國作家 Z. Gray 一起到大溪地、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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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濟等地航海攝影。621932 年，美國富豪 T. Crocker 氏組織學術調查團，朝枝以隨團
攝影師藝術家的身份，一同搭乘專屬帆船「莎卡號」前往，留下了 14 冊航海影像記
錄。其後，朝枝和加州科學研究院的動物學者們，至加拉巴哥（Galapagos）群島，進
行特有種生物拍攝，接著到墨西哥沿岸的島嶼調查，1933 年赴索羅門，隨同研究院人
員所從事的是人類學調查，因此留下許多當地人生活的影像記錄。1934 至 37 年，朝
枝氏並參加了二次紐約自然史博物館研究人員的生物調查和博物館展示資料收集工
作，第一次到德屬玻里尼西亞、皮特凱恩（Pitcairn）島等太平洋地區，第二次到夏威
夷、薩摩亞島等玻里尼西亞地區，進行動、植物、地形、植披、遺跡、民族等多方面
的攝影。
此外，朝枝也參加以動物學暨深海探險家 Beebe 氏為首的研究團隊，36 年時在加
州灣，37-38 年在中美洲沿岸進行調查，留下許多魚類，特別是深海生物的記錄，以
及當地捕獲魚類資料的的水彩寫生。在他的記事本中，貼附許多詳細的航海足跡手稿
地圖，此外，從航海日誌等資料中，也可看到其博物館的視野。民博依據文字解說資
料，建立資料庫，欄位包括：攝影年月日、攝影地、英文標題、民族分類、內容分類
檢索，並將照片掃描建檔，不過此系統並未對外開放，由情報管理施設情報體系管理，
需經特別申請才能夠就特定資料進行電腦檔案搜尋。
朝枝一部分的影像資料，曾於 1997 年民博與大英博物館共同研究「異文化的注
目─大英博物館蒐藏探尋（異文化へのまなざし─大英博物館コレクションにさぐ
る）」展中亮相。此外，索羅門島博物館研究人員亦曾關心過朝技的資料，閱覽他拍
的照片，並提供索羅門群島的道具和服裝等資訊，同時計畫辦理寫真展，可惜因故未
能達成。朝枝氏在訪談之後，將太平洋許多文化受到戰爭和近代化浪潮的洗禮過程完
整用相機記錄，是人類研究最貴重學術資料（鈴村民

1998：18；民博 2009）。

圖 13-15：
（左／中）民博將朝枝所拍攝的影像資料全面數位化，存於映像音響資料室
62

Gray 同時愛好釣魚，因此朝枝留下許多鯊魚、旗魚等釣魚所見的攝影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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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內部檢索用。（右）影像和標本置於無酸膠片夾和紙盒之中，放在恆溫恆溼庫房
環境中（攝氏 20℃／相對溼度 RH40）保存。
教官的採集研究
民博長久以來，支持館內教官和日本國內研究機構學者，進行 2-3 年之田野專題
研究，並經常性召開內部各式討論會，或將研究成果於公開研討會中發表或結集出版
（Yamamoto 2005:6-8）
。目前至少有七位以上教官從事太平洋島嶼的研究，教官除了
研究教學外，並參與館內之展演活動之規劃、內容撰寫和解說訓練工作，亦與日本當
地大洋洲人同鄉會保持密切合作關係。
以開館所需大洋洲廳展品採集為例，石森秀三在曾在 1975 年 10 月至 12 月，以
民博之民族資料收集調查員的身份，派遣到澳洲、紐西蘭、斐濟、西薩摩亞、東加、
馬紹爾等島地 70 天。63這些負責蒐集資料的教官，在出發前夕，需先接受採集業務有
關的講座訓練。首先是資料購入費和酬金的出納保管，其次是取得結匯計算書，以及
當地政府民族資料蒐集許可和輸出取可證明。資料以合理價格購置，逐日登寫在現金
出納簿上，當收入資料一筆時，即立刻在收集卡必要欄位中記錄必要登載訊息，並貼
附標籤，及附上拍立得相片。另外，物品管理補助簿和消耗品清冊亦隨時需要記錄。
將採集資料送回日本時，需擇選當地信用良好的運輸業者，在會計年度內安排，同時
和博物館連絡送達事宜（石森秀三

1976：401）。

63

與紐西蘭奧克蘭機構與博物館（Auckland Institute and Museum）的 D.R.Simmons 博士、漁業 Peyel
公司的 L. H. Williams、毛利藝術和工藝機構（Maori Arts and Crafts Institute）的 Kuru Waaka 和 J. Taiapa，
以及斐濟大洋洲地區的學術單位合作。在〈オセアニア民族資料收集調查記〉
（1976）一文中寫載，當
時梅棹忠夫館長在出發前交付三項任免命令。分別為「資料收集臨時資金前渡官吏」、「分任契約擔當
官」
、以及「物品管理官」
，一次賦予三項官職。所謂「資料收集臨時資金前渡官吏」
，是指在國外差旅
期間，得以臨時接受委派擔任採購任務，預領現金到田野地支付民族資料蒐料相關開支。
「分任契約擔
當官」一職，則是被授予國外差旅期間因採民族資料所需，負責管理簽約事務。「物品管理官」，則指
在國外差旅期間，被授予管理購入之民族資料等物品。因民博所派遣的民族資料收集調查成員，全數
為研究部門的教官（教授）
，其本務為研究和教育，而非現金的出納保管、契約事務的管理。理想的作
法是，將對於海外民族資料知識豐富的教官，以及對於管理經驗豐富的事務官一同組團，以推行業務。
但是限於預算之故無法實現，故僅派遣教官至國外採集民族學資料，並在差旅期間，同時兼任採集經
費的出納、購置、保管、簽約、相關事務與購入藏品之管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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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7：庫房中的巴布亞紐幾內亞面具（左：舞蹈面具／右：薯芋面具）蒐藏情形，
形似如新未有使用過的痕跡，這也是民博的蒐藏特色之一。

2.3.2 奧博：從殖民結束到太平洋島民主權資產
奧克蘭博物館為紐西蘭博物館中，蒐藏範圍最多元、館藏量最多的博物館，同時
也是全球太平洋諸島物件蒐藏範圍最廣泛的國家博物館之一，在文化，歷史和科學上
皆具有重要價值。奧博自1852年建館之初，以「保存和展示新殖民地的動植物，以及
藝術、工藝品、器物和先住民族，並反映新移民者的原有文化」為目的開始進行蒐藏。
19世紀下半葉館藏量快速增加，此間入藏的自然史、考古和毛利民族學標本，現今都
成為奧博經典的珍藏品。至今館藏標本總計約150萬件，年代橫跨150年，內容涵蓋：
自然史（動物、植物、地質）、社會史、戰爭史、考古、民族學、裝置藝術、圖書、
影像資料等，已成為全球保存和維護毛利珍品最重要機構之一（Alanteck

2008；AM

2002：8-9；2008b）。
長久以來，民族學標本是奧博館藏的核心，典藏物件約計20萬件，以紐西蘭毛利
和太平洋群島的物質文化為最大宗，由此再分出：考古學、應用美術、歷史等部門。
依來源區域則分為︰毛利、太平洋、東南亞，以及澳、亞、非和美洲物質文化等類項。
蒐藏內容和範圍，依照「奧克蘭博物館使命」中有關世界各地物質文化的收藏政策64而
定，優先入藏區域順序依次為：紐西蘭毛利和莫里奧里（Moriori）、熱帶玻里尼亞尼、
美拉尼西亞、密克羅尼西亞、印尼、東南亞，65澳洲、非洲和美國。鎮館物件包括：
三座全整毛利建築、戰爭獨木舟，以及1830年代以降蒐自全紐的珍貴雕刻作品。此外，
新幾內亞中央高地的民族學蒐藏亦十分豐富，主要是歐洲傳教士、政府官員和人類學

64

藏品依其文化價值，具有兩種意涵，其一是博物館充實內部的任務使命，其二文化和社會製造這些文
化遺產組成要素的外部意義。因為文化的差異，外在意義常發生戲劇性變化，尤其是毛利文化的情況。
現行民族學藏品手寫登錄者為 Thomas F. Cheeseman 研究員所製作。在其第一本登錄簿中，Cheeseman
重新登寫所有博物館現存的民族學物件，然後延續其記錄。自此，民族學蒐藏被歸為是一個獨立的部
分，持續發展成現有的規模。Cheeseman 的手寫登錄現在仍由民族學部門妥為保存，與數位登錄檔案
互作連結。Cheeseman（1874-1923）是民族學門第一位研究人員，其後分別由為 Gilbert Archey, Vic Fisher,
Olwyn Turbot, David Simmons 和 Roger Neich 接任（AM 2009）。參考網站：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363/historical-background。在數位典藏資料庫使用下列關鍵字搜尋︰建
築雕刻（Architectural carvings）、身體裝飾（Body Adornments）
、獨木舟（Canoes）、儀式象徵雕刻品
（Ceremonial Figurative carvings）
、捕魚（Fishing）、食物（Food）、遊戲（Games）、園藝（Gardening）、
打獵（Hunting）
、樂器（Musical Instruments）
、飾品（Ornaments）
、消遣（Pastimes）
、個人財產（Personal
Possessions）
、文身（Tattoo）
、織品（Textiles）
、工具和武器（Tools and Weapons）。太平洋數位典藏分
類則為：樹皮布 Pacific Tapa（bark cloth）、獨木舟（Pacific Canoes）、Ko Tawa、64編袋（Kete）。 數
位典藏資料庫網址：http://muse.aucklandmuseum.com/databases/general/basicsearch.aspx?dataset=KoTawa。
65
東南亞因其史前時代和玻里尼西亞文化之間的關連性，被認為具有區域性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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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20世紀30年代，第一次和高地接觸時所採集的。66

奧博民族學藏品類型分類

件數

1.民族樂器 Ethnic Musical Instruments

700

2.毛利斗篷 Maori Cloaks

400

3.大型毛利雕刻品 Large Maori Carvings

800

4.毛利物質文化 Maori Material Culture

5,000

5.澳、亞、非及美洲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of Australia, Asia,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4,000

6.美拉尼西亞物質文化 Melanesian Material Culture
7.密克羅尼西亞物質文化 Micronesian Material Culture
8.太平洋獨木舟 Pacific Canoes
9.玻里尼西亞物質文化

11,000
900
30 件含模型

Polynesian Material Culture

16,500

10.東南亞物質文化 South-east Asian Material Culture

2,000

表 9：奧博民族學藏品分類及約略數量（AM

2009）。67

民族學部門的成員，主要是從事民族學、太平洋、毛利研究的專業人員（Curators）
和民族學技工。標本之登錄、攝影、保存、燻蒸和維護工作，由蒐藏（保存和登錄）
部門負責，同時辦理博物館間標本展示、研究之借貸工作。所有類型的藏品，皆可能
涉及保存、管理、展示、取得和註銷等過程，由於涵蓋各種材料、尺寸、形狀和文化
意義類型，68具有相當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差異性。因此負責蒐藏的專業人員，除典
藏知識之外，亦需同時具有人類學的背景知識和實際文化敏銳性，對物件製作背後所
蘊含的文化或地理區位之在地價值有所掌握。同時也常透過田野工作和族群社區保持
密切的關係，或和其他學者、族群社區進行多項研究或展示計劃合作（AM 2009a）。
近年來，奧博已將民族學蒐藏的原始登錄、維護操作系統，毛利部落的清冊、主
題目錄、圖卡等，逐步進行整合並加以數位電腦化，以利提供完整有效蒐藏管理和研
66

奧博蒐藏中，有部分重要藏品為1963到1968年間，Nancy Bowers女士攻讀奧克蘭大學博士學位時，在
西部高地Kaugel山谷研究所採集的日常物質文化，包括追踪新合成材料引進後，一系列色彩豐富的網
袋的採集。
67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t=364。奧博資料庫網址：
http://muse.aucklandmuseum.com/databases/general/homepage_public.aspx。
68
材料包括笨重的石塊、脆弱的織品、獨木舟、小型有價的貨幣，特別是玉、 羽毛、骨器、用來做墊
席和編籃的葉子、未加工的木料、陶瓷、竹子、金屬做的劍和匕首、皮革和動物毛皮。體積大者如獨
木舟，小者如釣魚鉤，形狀難以用標準化量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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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系統。另一方面，在紐西蘭的太平洋島嶼移民後裔生活已日趨西方化，開放的網路
通路，將有助於島民更容易取得先民起源或藏品文化背景意義的知識。69
就像許多古老博物館的蒐藏一樣，奧博的記錄有些是含糊不準確的，即使有詳細
的來源出處，有時卻不見得與事實吻合。例如：一些便携型品項（如樹皮布），經常
在島民間互相交換買賣，或流入歐洲商人之手，原出屬地並不清楚，因此需經仔細研
究書寫資料，進行老照片的比對，或跨博物館研究，才能確認其脈絡。再者，隨著民
族學藏品的比重增加，文化蒐藏法定「所有權」的重要性日漸突顯；除了族群道德和
感情的「文化」所有權外，大部分有關毛利所有權和繼承事實，因文件不足或紀錄含
糊，導致許多繼承者所有和管理權案例問題仍懸而未定，需要更周詳的研究合作協商
策略解決（AM

2009a）
。

圖18-20：奧博館藏之各式太平
洋樹皮布（Pacific Tapa，bark
cloth）、相關製作工具和裝飾配
件等，總數超過1千件。70

圖 21-22：典藏人員進行樹皮布的包存上架工作。2006 年奧博後翼之建築改建完成，
文物移進新的地下典藏空間，重新進行標本檢視和整理。

69

許多歷史研究，仍需借重過去手寫系統，以理解蒐藏和詮譯歷史的變遷。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197/ethnology。
70
這些不包括編織的帽子、扇子、籃子、袋子，背包等。樹皮布數位典藏搜尋網站參見：
http://muse.aucklandmuseum.com/databases/general/basicsearch.aspx?dataset=t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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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5：民族學研究人員 Fuli 女士帶領筆者進入
蒐藏庫，說明奧博民族學藏品蒐藏保存狀況。2008
年新任館長就職後進行組織調整，未來民族學藏
品改由蒐藏經理負責管理。

第四節 大洋視野，在地思維－常設展示為例
2.4.1 民博：大洋洲（オセアニア）常設展示廳
民博展場總面積 8400 平方公尺，常設展場展出之標本總計約 4 萬 8 千件、影視
資料 400 餘部。展示場分本館常設及企畫展示場，以及大型特別獨立展示場兩部分。
展場設在二樓，常設展以世界地理區位劃分成九個主題，參觀動線從大洋洲廳展開，
接次向東繞行，進入美洲、歐洲、非洲、西亞、南亞、東南亞、中北亞、東亞廳，最
終到達日本，模擬一趟完整的環球旅行（民博 2007:3,26-7,30-31）
。71常設展廳內亦設
有二處特定主題企畫展示區，以結合民博的多樣化的各類研究、館藏品進展情況。期
許以淺近的方法將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介紹給社會大眾，換言之，以此為「世界之窗」，
使日本人認識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進而增進對各國的瞭解。
民博籌備處時期的「展示企劃委員會」決議採取組織、結構性的展示方式，捨棄
讓每一物體的周圍環境再次展現在觀眾面前的「實物展示法」，而是將物體分解再重
新組織的方法，使觀眾連想到各種物體本身所包含的意義。展示時，盡量避免將器物
放置在玻璃櫃中，強調所謂的開放式，器物就擺在參觀者身邊，是一種可實際接觸的

71

民博展場由「多媒體開發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設計，展示基本計劃主持人為小松左京，其同時也參
與大阪萬國博覽的計劃。本館正廳置有一座 1920 年荷蘭製的大型街頭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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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方法（祖父江孝男

1983：10-11）。

大洋洲（オセアニア）72廳位於常設展入口處，展出標本約 1 千 3 百件，包括：
密克羅尼西亞大型帶帆舷外浮桿獨木舟、復活節島的毛伊像模型、新幾內亞面具和神
像等。開館展示工作小組成員有：秋道智彌、石毛直道、石森秀三、杉本尚次、須藤
健一和中山和芳。73採合議制共同作業的方式，不論是整體展示構想、陳列標本的選
取、具體展出方式、細部作業等，皆經全員討論後始定案。各教官也打破過去學術專
業領域，以能掌握整體面貌為考量，期能表現展示背後研究者們對「物件的見解」。
小組並未將大洋洲文化細分化為孤立的島嶼，而是和海扣連，以展現廣大範疇的共通
共享的文化視野。基於此項共識，必然採用共通文化的表現方式，設定共通文化項目，
選擇大洋洲各地區標本一同展出。
以「狩獵用具與武器」單元為例，小組擇取大洋洲中代表的狩獵用具和武器並列，
以互作比較，當確定好展示方針、作業流程後，即進行各展示區域的設計的討論，根
據各自研究活動專業提出適合標本作展示，共同致力於大洋洲世界共通文化研究的目
標。由於採取共通文化的展示手法，每一件展出標本皆需標示地區，故此，需為大洋
洲區域加以區分定義。
大洋洲過去因殖民歷史之故，民博認為文化的展示不應採用依行政圈來界定地理
的方式。由於文化領域是學術上分類，存在有許多不同的分類法，如有人認為新幾內
亞應包含在美拉尼西亞群島之中，經多次討論，民博決定將大洋洲劃分為五大文化領
域：玻里尼西亞、美拉尼西亞、密克羅尼西亞、新幾內亞、澳大利亞。除此之外，並
採用二名法，即在文化領域之下附加地名，由於行政地名往往因政治體制的變化而改
變，故地名以地理學使用的名稱為主，即群島、河川名稱，如：「東加群島

玻里尼

西亞」
、
「希匹克河流域 新幾內亞」之類的表記表。展示所採用的區域分類，同時需
和未來蒐藏標本的分類符合一致。
1975 年 3 月，大洋洲展示籌備案（包括展示理念及展示構成的基本打樣）完成，
72

オセアニア係為英文 Oceania 的外來語，以大洋洲作為展廳的名稱。
其中杉本尚次因同時負責日本民家和歐洲廳的展出計劃，十分地忙碌，中山和芳則後來出國進修，故
該展廳主要執行成員實為秋道、石毛、石森、須藤四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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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導論」、「海的民族」、「儀禮的世界」、「生活方式」四大主題，74並同步閞始蒐
集展示標本。1974 年石毛和中山至巴布亞新幾內亞從事面具和神像的重點蒐集、1975
年石毛和石森前往西玻里尼西亞群島、1977 年須藤至密克羅尼西亞採集標本。75 1975
76

年一艘從密克羅尼西亞的沙他瓦島（Satawal,サタワル） 出發，橫越 3000 公里大洋，
到沖繩海洋博覽會會場的切切美尼號（チョチョメニ號），在出航抵達日本以前，便
就計劃引進博物館的展示中（民博

1984：247）。77

展
導論
示

海的民族

空
生
活

生
活

生
活

間
儀禮的世界

表 10：昭和 50 年 3 月展示構成理念模型（民博

74

1984：245）。

原本入口處擬從傳統大洋洲文化面向導入，後來改為當代大洋洲人群、各地的自然環境等面向動態表
現，並留視聽空間，並在導入口統一放置區域地圖。此外，
「海的民族」在案中，單元一計畫放置立即
能吸引觀眾的展品。單元一，選擇能象徵大洋洲世界的主題，在船與航海術為主題的「海的民族」
，和
以面具和神像為主題的「儀禮的世界」二單元，前者以玻里尼西亞、密克羅尼西亞標本為中心，強調
海洋島民的性格，後者則聚焦在新幾內亞和美拉尼西亞，以收區域平衡之效（民博 1984：241-249）。
75
當時「海的民族」展示單元遇到了瓶頸。文部省史料館、東京大學理學部人類學教室、日本萬國博
記念協會等之標本資料當中，沒有一艘船可供展示，因船體往往體積龐大，蒐藏和搬運相對困難，因
此揚棄大洋洲傳統帆船，但是船的展示效果佳，當時記錄如下：
「大體積物件是有振憾力的，露兜樹帆
揚起，獨木舟輕快在環礁間或外海航行．．．夕陽餘暉的海邊，椰子樹影林搖曳生姿、船隊在波光瀲
灔的大洋中魚貫歸航，日落南方天際的繁星點點，將船置放在天體運轉模型的展示空間，至少要五艘
各式船隻，但是民博一艘也沒有」
（民博 1984：247）
。民博擬放置船和獨木舟蒐藏吸引觀眾目光、但
是直到開館前都沒有著落。所幸及時引進沖繩海洋博覽會展出的一艘密克羅尼西亞舷外浮桿獨木舟取
代。
76
密克羅尼西亞聯邦雅浦洲最東邊的珊瑚礁島。
77
這艘船的船底由原木刳成，並且裝置有二塊舷側板，船身呈流線型。船頭與船尾形狀一致，因此前後
均能航行前進。以當地傳統技術打造，接合處皆用繩索綁緊，絲毫沒有便用金屬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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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單元名稱

展示標本數量

展示單元名稱

海的民族
1.船與航海
2.チョチョメニ號
（切切美尼號）

（55） 儀禮的世界
54 14.復活節島毛伊像
1 15.神像
16.神像和祖先像
17.面具
18.木皮面和雕像

生活方式
3.漁業和農業
4.卡瓦儀式
5.食器
6.衣服和身體裝飾
7.生活用具
8.編物與籃
9.樂器與娛樂用具
10.狩獵用具與武器
11.通貨
12.毛利倉庫
13.薩毛亞集會場

（543） 先住民的文化運動
58 （2001 年更新開放）

展示標本數量
（127）
1
1
31
81
13
？（待確認）

6
100
113
35
32
43
137
13
1
5

表 11：開館時原大洋洲廳展示單元及標本數量（民博

1984：245）。

圖 26：開館時大洋洲廳空間配置圖（民博 198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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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切切美尼號從沖繩經海路至神戶上岸，再經陸路到大阪，由於受到道路交通法
之限，帆和舷外浮桿解體後搬運，終經努力在 1975 年進入了民博，暫放在臨時的小
屋內，但組裝後發現帆柱比展示天花板高，於是將船體傾斜 30 度，擺出橫風襲來，
舷外浮桿浮出海面快速滑翔之姿，同時也將薩毛亞群島釣鰹魚用的獨木舟和雅浦島的
獨木舟，採同一傾斜角度擺置，以表現船隊一致在海面破浪前進的動態效果（梅棹忠
夫、祖父江孝男

1983：101；宇野文男 2000：49）。

圖 28：在傾斜不安的船體後面，是一段高抬的階
梯，平台上則擺放著複製的復活節島毛伊頭石雕像
以及萬那杜裂縫鼓等展品。

圖 29-30：（左）海的民族單元，獨木舟木槳的展示。（右）儀禮的世界單元，新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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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亞的眾神靈雕像。

圖 31-32：（左）樂器和狩獵工具單元。（右）服裝和裝飾品單元。

圖 33：2001 年更新後空間配置圖（民博

2009）

圖 34-36：大洋洲廳於 2001 年更新，新增夏威夷先住民（左：觀光商店）、紐西蘭毛
利（中）、澳洲先住民文化（右）展示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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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38：2009 年 4 月 5 日，新到任館長須藤健一先生在大洋洲廳進行「大洋洲的文
化復興」（オセアニアの文化復興）民博週末沙龍現場解說。主要介紹展廳中的切切
美尼號與大洋洲的人航海術。

時間

2009 年

演講者

主題

須藤健一（国立民族学博

４月５日（日） 物館館長）

第 107 回

第 97 回

第 87 回

３月 29 日(日)

１月 18 日(日)

2008 年

地點

大洋洲的文化復興（オセアニアの文化復興）。
講述海洋文化的復振，與海相關的玻里尼西亞 大洋洲展示廳
人的傳統知識與文化復興。

丹羽典生（研究戦略セン
ター助教）

太平洋人的嗜喝飲料卡瓦（太平洋の嗜好品カ
ヴァ）。介紹南太平洋島民最喜好喝的代表飲品 大洋洲展示廳
kava。

白川千尋（先端人類科学 太洋洲的醫療（オセアニアの医療）。講述大
研究部 准教授）

洋洲各島嶼生活人民間使用的各種醫療。

飯田 卓（文化資源研究 貝的民族學（貝の民族学）。探索常設展廳具

10 月 12 日(日) センター 准教授）

有裝飾品、貨幣和權力象徵意義的貝殼。

大洋洲展示廳
大洋洲展示廳
非洲展示
北亞展示

面具文化和觀光：巴布亞紐幾內亞的例子（仮
第 78 回

８月 10 日(日)

林 勲男（民族社会研究 面文化と観光：パプアニューギニアの場合）。 大洋洲展示廳、
巴布亞紐幾內亞面具文化相關振興政策，以及 常設展示場入口

部 准教授）

觀化資源化。
第 56 回

第 55 回

第 37 回

２月 24 日(日)

２月 23 日(六)

2007 年
10 月 27 日(六)

小林繁樹（文化資源研究 禮物與社會連結（物を贈り、社会を結びつけ
センター教授）

る）。物件交換饋贈活動內含的複合性的意義。

吉田憲司（文化資源研究
センター教授）

萬國博覽會的記憶、今日民博（万博の記憶、
みんぱくの今）。在民博的常設展中，溯尋 1970
年代年萬國博覽會記憶。

大洋洲展示廳

大洋洲展示廳
～日本文化展示

(1)藤井龍彦（名誉教授）特別企劃由名譽教授帶領民博導覽：

(1)非洲展示

(2)立川武蔵（名誉教授）（1）美洲大陸的多樣性—從各式服裝談起。

(2)南亞展示

(3)清水昭俊（名誉教授）（2）南亞的眾神。（3）大洋洲原住民的文化

(3)大洋洲展示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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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藤九祚（名誉教授）運動。（4）中亞的佛教遺跡探掘。

(4)中央・北亞展示

「大洋洲大航海展」特展籌備和開幕（特別展
第 36 回

10 月 21 日(日)

白川千尋（先端人類科学 「オセアニア大航海展」が出来るまで特別展
は、どのような準備をへて、開催日を迎えた

研究部准教授）

特展室

のでしょうか）。

第 30 回

９月 24 日(一)

★第 29 回

９月 16 日(日)

第 26 回

８月 25 日(六)

飯田 卓（研究戦略セン 貝的民族學（貝の民族学）。從風化和具魅力
ター助教）

的貝殼中，懷想關於海洋的回憶。

林 勲男（民族社会研究 解讀大洋洲展示（オセアニア展示を読み解
部准教授）

く）。試尋過往展示的痕跡。

７月 28 日(六)

センター准教授）

解說面板背後隠藏的故事。

（研究戦略センター准
教授）

第 13 回

６月９日(六)

非洲廳、
中央・北亞廳
大洋洲展示廳

山本泰則（文化資源研究 透視展示面板（·展示プレート・ウォッチング）大洋洲展示廳～

ピーター・J・マシウス
第 20 回

大洋洲展示廳、

池谷和信（民族社会研究
部教授）

紐西蘭和植物世界（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と植物

日本文化展示
大洋洲展示廳、

非洲展示、
の世界）毛利藝術家如何利用各種各樣的植物。
日本文化展示
玻璃珠的魅力（ビーズの魅力）。非洲是全球 大洋洲展示廳、
玻璃珠消費量最大的地區，為何人們如此對玻 非洲展示、
璃珠著迷？

愛奴文化展示

澳洲原住民岩壁畫和現行仍流傳的創世時代神
第２回

４月 29 日(日)

松山利夫（民族社会研究 話（岩壁画を語るアーネムランドのアボリジ
ニの人びとは、いまも創世時代の神話を語り

部教授）

大洋洲展示廳

つぐ）。

表 12：民博週末沙龍－與研究員對話（みんぱく ウィークエンド・サロン研究者と
話そう）活動，2007~2009 年 4 月推出之大洋洲相關主題一覽表。舉行時間一般為每
週日下午 14：30～15：30。78

圖 39-40：民博未聘用現場解說人員，設有電子導覽服務窗口（左）
，提供免費之解說
機租借服務（右）。

78

http://www.minpaku.ac.jp/30th/salon.html；http://www.minpaku.ac.jp/30th/salon2008index.html；
http://www.minpaku.ac.jp/30th/salon20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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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19

*24
*37

展示名稱

區域

展期

南太平洋の文化遺産─ジョージ・ブラウン・コレクショ
ン
南太平洋的文化遺產─喬治·布朗蒐藏展
ラッコとガラス玉─北太平洋の先住民交易
海獺和玻璃玉石─北太平洋原住民的交易
オセアニア大航海展─ヴァカ モアナ、海の人類大移動
大洋洲大航海展─vaka moana，人類海上大遷移
（開館３０周年記念特別展）

大洋洲

1999-3-11 ～5-31

大洋洲

2001 -9 -20～02
-1-15
2007-9-13～12 -11

大洋洲

表： 国立民族学博物館歷年大洋洲相關主題特展計有 3 場（民博

2007：38）。79

2.4.2 奧博：毛利廳、太平洋生活方式、太平洋文物傑作
奧博是世界上最重要蒐藏太平洋文物的博物館之一。常設展廳：毛利、太平洋
生活方式、太平洋文物傑作，陳列了奧博過去 150 年的民族學經典藏品，包括：會所
建築、獨木舟、雕刻、織品、圖像等，提供觀眾聯扣連大洋過去，以及展望島嶼未來
的有形連繫櫥窗。
圖 41：紐西蘭地處南太平洋，因其近距
地理條件，造就奧克蘭博物館成為全球
蒐藏太平洋物質文化最重要的博物館
之一。

79

http://www.minpaku.ac.jp/30th/salon2009.html#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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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一樓展廳空間配置圖（AM 2009）80

圖 43：一樓（Ground Floor）大廳入口（Foyer Entrance）

80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153/he- taonga-maori---maori-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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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廳（Maori Court）
展出紐西蘭毛利主要部落珍寶品（taonga）1 千餘件，包括毛利先民早期遷移至
玻里尼西亞相接的展廳，並定居的考古出土物，即便經過兩世紀的外來殖民，維繫毛
利 wairua（心靈）的珍寶品仍持續體現毛利豐富和多樣的文化史，至今仍然是部落認
同的重要象徵物，提供毛利過去，現在和未來子孫連結祖先有形扣結。
展廳正中央是毛利會所，陳列了數件實體原件建築、戰船，周邊則為一系列日常
生活、狩獵和捕魚等器物，同時介紹白種人（Pakeha）到紐西蘭之前毛利人生活的面
貌，進一步探索紐西蘭歐洲人歷史和晚近太平洋及亞洲移民。挑高的展場空間為一無
回音的設計，以鼓勵觀眾能安靜地在毛利廳內停留，感受得展出物件的真實力量－即
所謂馬那（mana）的靈力、日常禁忌（tapu）和連結敘事（korero），以及毛利人活
生生的存在。81

81

毛利展廳介紹網址：http://www.aucklandmuseum.com/Default.asp?t=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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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毛利廳空間配置圖（Am 2007c：4）

圖45-46：毛利Hotonui（會所），原建於1878年。原本是Thames地區東海灣Ngati Awa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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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Ngati Maru的結婚大禮。1924年由奧博移建於展覽正廳，將腐爛或遺失和編織的
部分重新補好，並油漆成單一的洛黃色，現在則計畫將過度著成紅色部分清除，回復
成來的顏色（Park

1986：5；AM 2009）。

圖 47-48：Te Toki a Tapiri
（戰舟）
，是毛利最後一艘大型作戰用獨木舟，由托塔拉（totara）
巨木雕造而成。1885 年在奧克蘭博物館展示，全長 24 公尺，可坐 100 人（Park

1986：

9）。

太平洋生活方式（Pacific Lifeways）廳
展出太平洋島嶼族群標本 1 千 2 百餘件，涵蓋東加，斐濟，紐埃，萬那杜，庫克
群島，吉里巴斯，薩摩亞、索羅門群島和巴布亞紐幾內亞等地區，透過打獵、捕魚、
服裝、娛樂、以及帶領他們横越海洋的工具器物，呈現不同族群多樣的日常思維和生
計技術。此外，本廳亦陳列太平洋島嶼和歐洲人第一次接觸時期的重要物證，對島民
文化殖民化之和平或戰爭歷史多有探討，同時彰顯太平洋傳統文化之所賴以存在延續
的力量。
由於太平洋島嶼為紐西蘭的鄰居，在奧克蘭市區隨時有可能遇見來自各島嶼的居
民，奧博在此提供了與太平洋多元豐富文化邂逅的場域。82

82

太平洋生活方式廳官方介紹網址：http://www.aucklandmuseum.com/?t=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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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卡威（Kave）女神像。置於展廳入口迎賓，這座
神像是加羅林（Caroline）群島 Nukuoro 島至高和惡毒
的女神。高約 2 米，麵包果樹為材質，至今有 160 年以
上的歷史，19 世紀 70 年代由一位太平洋群島商人帶到
紐西蘭。Vaka Moana 巡迴展期間，以照片取代原有位
置，為該館鎮寶珍品之一。

圖 50：晚近太平洋藝術受到基督教影響，旅遊觀光工業、歐洲人的思維和材料，許多反
映工藝製品上，包括便攜式的祭壇、刺繡棉布 T 恤、拼布被子、塑膠麵包袋製成的遮陽
帽。83

圖 51-52：太平洋生活方式廳之入口，及獨本舟展示場景。

83

還有一件博物館訂做的當代東加草席服裝，其配件飾品是在奧克蘭南部 Otara 跳蚤市場

中，以 20 紐幣購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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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太平洋生活方式（Pacific Lifeways）廳空間配置圖（AM

2007g:4）

太平洋文物傑作（Pacific Masterpieces）廳
展出世界上最重要海洋文化精品 600 件，包括：梳子、陶藝、珠寶、織品、航海
羽毛斗篷、面具、盾、獨木舟等。這些精緻、珍貴而經典的太平洋物質文化，多以木、
貝殼、骨、植物纖維等天然原料為材質，多數為 19 世紀初期的採集品。本廳從民族
藝術角度加以陳列，強調大洋物質文化藝術審美的面向。84

圖54：索羅門群島Tikopia島的舷外浮桿獨木舟（Vaka Tapu）。原本停泊在奧克蘭的佈
道灣（Mission Bay），由美拉尼西亞傳教士捐贈給博物館。為本展廳中體積最大的物
件。

84

太平洋文物傑作官方網站：http://www.aucklandmuseum.com/?t=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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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太平洋的胸項首飾展
品，背後的原有主人，各有其
不同屬於太平洋島民故事。

圖 56：太平洋文物傑作廳空間配置圖（AM

2007g:3）

太平洋資源中心（Pacific Resource Centre，Te Kakano Information Centre）
太平洋資源中心位於毛利展廳的西翼轉角處，主要提供深入毛利和太平洋藏品的
資訊，加強大眾對毛利、太平洋島嶼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的認識與認同。本中心毛利
語名為 Te Kakano，該詞引自毛利古諺：「e kore au e ngaro. He kakano i ruia mai i
Rangiatea」（我永遠都不會迷失，因為種子種在 Rangiatea），以此表示當毛利離開
Rangiatea 家鄉時，傳統的價值觀乃代代相傳，象徵毛利和玻里尼西亞原鄉間的連繫。
85

85

太平洋資源中心官方網址：http://www.aucklandmuseum.com/118/te-kakano-information-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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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心設有圖書專區，提供觀眾席地閱讀的空間，此空間也兼作視聽區，設有一
位輪班服務人員及影印服務。另一側則架設有三台電腦，連結奧博 Taonga 數位典藏
資料庫首頁，86內鍵 2000 多筆館藏品的資料，可用不同的路徑搜尋，包括關鍵字、數
位博物館和地理區位等，以利更深入查詢奧博展場和蒐藏庫內太平洋標本的背景資
料。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對外開放，耶誕節和 ANZAC 紀念日上午休息。

圖 57-59：
（左）太平洋資源中心位於毛利廳展場一角。（中）毛利和太平洋人資料庫
網站畫面。（右）太平洋相關主題雜誌和書冊，採開架方式供觀眾閱覽。

毛利文化秀
奧博的毛利文化秀，由來自奧克蘭（Tamaki Herenga Waka）Mana Whenua 部落的
表演團體 Ngati Whatua O Orake i 承包，該團體每年需提報展出計畫書，交給博物館審
核通過後決定。
文化秀每天上午 11.30 和下午 2 點各有一場。開場之前，穿著傳統毛利服裝的男
女團員，分別在前後大廳入口處，以吹法螺號角、甩球或戰舞肢體動作吸引觀眾注意，
隨後將觀眾帶到毛利廳貯屋前集合，一般由女性團員進行的開場介紹，再將持票觀眾
帶入表演廳坐定位。舞台表演時間約 15 分鐘，內容包括：傳統 haka（戰舞）
、甩球舞、
竹竿舞等，結束後團員回到毛利會所前，與出場觀眾做短暫地互動和拍照留影。觀眾
可繼續付費參加毛利展廳導覽解說服務，毛利團員會為參加觀眾披上白色披肩，以利
識別付費身分，如有其他觀眾靠近，則會要求買票或驅離。

86

中心三臺電腦畫面所連接的網址如下：
http://muse.aucklandmuseum.com/databases/sitetekakano/pageloader.aspx?site=tekakanoresources&page=ho
me。毛利珍品數位典藏查詢網址：
http://tekakano.aucklandmuseum.com/geographymap_maori.asp?database=maori&subhead=Geography%20
Map。
49

2008 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楊翎研究成果

圖 60-62：（右上）毛利文化秀場；（左）展廳解說；（右下）毛利團員與觀眾合影。
Vaka Moana（大洋之舟）國際巡迴展
奧博籌備 3 年，展示人類如何横越三分之一的地球到達太平洋故事。內容關於殖
民於大洋洲和澳洲島嶼、新幾內亞和索羅門群島，隨後出現的大洋在四千年前從東南
亞殖民到遙遠的大洋洲和美拉尼西亞島、密克羅西亞和玻里尼西亞。玻里尼西亞的地
極區域：夏威夷、Rapanui（復活節島）和 Aotearoa（紐西蘭）
，是南島民族在地球上
最後安居的地方。計有海洋、島嶼人群、追本溯源、航海術、船、登陸、兩個世界、
文化復振等單元，129 件來自等太平洋各島嶼不同類型的船舟、船槳、船首雕刻、神⁄
祖靈像、面具、貝飾、陶器、樹皮布、工藝品等人類學標本，西方探險家見聞錄、星
象模擬儀以及互動多媒體平台等。

巡迴時間

巡迴點（國家／城市／博物館）

2006 年 12 月 9 日~2007 年 4 月 1 日

紐西蘭：奧克蘭－奧克蘭戰爭紀念博物館，

2007 年 9 月 13 日~ 2007 年 12 月 11 日

日本：大阪－国立民族學博物館

2008 年 2 月 1 日~2008 年 5 月 11 日

臺灣：臺東－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8 年 7 月 1 日~2008 年 10 月 19 日

臺灣：臺中－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澳洲：雪梨－國立海事博物館

2008 年 12 月 6 日~ 2009 年 2 月 15 日

Australia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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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坎培拉－國家博物館

2009 年 6 月 5 日~ 2009 年 10 月 18 日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表 13：Vaka Moana 國際巡迴展時間與展點。

第三章

結語

筆者試圖為學術界和博物館實務之間的斷裂，以及環太平洋博物館間的疏離，強
化溝通和經驗交流的網絡。本報告僅呈現部分的田野資料，將持續進行整理比較分
析，以有助於人類學和博物館間進行啟跨文化研究成果的雙向對話；本計畫一方面在
文化蒐藏和展演實踐的層次上，耕深對異己文化的觀察和反思；另方面則透過「比較
觀點」
，與環太平洋地區博物館間進行實質接觸，拓展並建立多方研究合作關係平台，
提供博物館發展多元實踐路徑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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