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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aveuni Island, known as the garden
island of Fiji, Waitabu village possesses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coral
reefs and nearly 650 acres of land. Taro (dalo) and kava (yaqona) farming is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for the villagers while fishing is just a subsistence
practice. In 1998 a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 was established. This Waitabu
Marine Park is one of the first community-managed MPA in Fiji, and it
provides additional income to the villagers generated from ecotourism
activities. This field research situates the conservation proje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Fiji’s neo-traditional sea-land tenure system. From this framework
one has a vantage point to observe the dynamics between Waitabu and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settlements, as well as land owner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boundaries and utilization of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Conservation
therefore is not merely a project taken place in a physical location, but
realignment of ideas, aspira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social realm. The data
gathered in this field research includes daily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with community members, landowners, NGO workers, historical
land deeds, maps and coloni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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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座落於斐濟第三大島「花園之島」Taveuni東北海岸的Waitabu村落擁
有將近650畝的土地以及海岸珊瑚礁等自然資源。芋頭與卡瓦胡椒農業為
其主要經濟來源，而捕魚僅為生計之用。1998年時，當地人在村子外的海
岸設立了一個海洋生態保育區。這是斐濟最早由當地人控管的海洋保育計
畫。它所帶來的生態旅遊提供Waitabu村民除了農業之外的經濟收入。這次
的田野研究將此生態保育計畫放置在斐濟「傳統」的土地海洋所有權的脈
絡中來觀察。由這個角度我們可以看到在保育計畫建立之後，Waitabu村落
是如何在傳統界線上、地景與海景的利用上與周邊的社群、聚落、與土地
擁有者互動。因此，生態保育不只是在自然環境中建立一個新的地點，它
更使得社會中的想法、期望、和關係被重新編排。此次田野調查的資料包
括日常民族誌觀察、與村民、土地擁有者、NGO工作者的訪談、歷史地契、
地圖以及殖民政府報告。
關鍵字：生態保育、土地所有權、海洋所有權、斐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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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研究問題
在過去十年內，人類學界已經出現了一些針對太平洋區域的生態保育以及環
境資源管理的著作（Barker 2007; Bennett 2000; Hviding and Bayliss-Smith 2000;
Overton and Scheyvens 1999; West 2006）。以應用人類學為其主要走向的學術期
刊 Human Organization 之前也出版了以 “Customs, Commons, Property and
Ecology”為主題的專號 (Wagner and Evans 2007) ，而裡面十篇文章與研究通通
是以太平洋地區為主，並且主題都牽涉到太平洋島嶼社會環境資源管理策略所面
臨的變遷。這個學術潮流反映著當今太平洋島嶼社會所面臨的劇烈環境問題：全
球暖化、海水上升、森林濫伐、魚獲量銳減等等。在此同時，順應國際環境主義
的高漲，外國政府的資金援助（大多來自澳洲、紐西蘭）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知
識、人才訓練也開始大量進入太平洋島嶼社會中，幫助他們面對這些環境議題。
但如同許多學者早已指出的，環境主義本質上是一個「現代性」以及「新自由主
義管理」（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的計畫。它以環境保育地區、國家自然
公園、生態旅遊產業等形式進入地方社會中、將自然世界一致化、並且在地方上
製造出能自我管理環境的主體意識（Agrawal 2005; Argyrou 2009; Igoe and
Brockington 2007; Li 2007）。然而，我們也應該了解地方社群也可以用他們自己
的創意、想像以及宇宙觀來阻擋、甚至地方化這些現代性價值（關於這個主題的
最新著作，參見 Lattas 2010，儘管與環境主義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些全球與地方價值觀互相競爭或交融的一個最直接的場域便是地景或海
景（landsacpe/seascape）。生態保育計畫是在自然環境之上直接被建造起來的，
也因此在這裡它直接衝擊了地方上的土地或海岸所有權。在太平洋島嶼社會中，
祖靈信仰、遷徙歷史、家族聯繫、和傳統價值觀常被銘刻在地景之上，或是由自
然世界的事物表達出來(Hirsch and O’Hanlon 1995; Strathern and Stewart 2003)。太
平洋島民與其環境有一種深刻而且延續的關係。一個廣為人知的例子便是斐濟的
「土地」（vanua）這個概念。它指的不只是實際的土地，更包括了祖靈、傳統、
和一個社會組織的在一地生活的權利（Ravuvu 1988:6）。當環境面臨實體上或
是概念上的變遷時，例如山林的破壞、一個生態保育區的設立、或是生態旅遊產
業的成立，這些想法不會輕易被驅逐，甚至某些元素會被特別強調。另一方面我
們必須了解到的是，這些土俗概念也是不斷地在轉變的，甚至經過殖民政府的再
發明或與基督教信仰的互動，絕對不是一套凝滯不動的系統。
這個研究便是希望了解於1998年設立於斐濟Waitabu村落外海岸的海洋生態
保育區如何與當地傳統的土地海岸所有權互動。土地海岸權不只是界線的劃分，
更包含了村落之間互動的歷史、社會規範、以及身份認同。當這些地方想法與環
1

2009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林浩立研究成果

境保育計畫帶來的生物科學、旅遊產業的經營管理、保育等等現代性價值接觸
時，會讓這個生態保育計畫產生什麼樣的面貌？會讓地方社會產生什麼樣的轉
變？是這個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

二、田野研究
這次田野研究花在田野地的時間大約五個月，從 2010 年 2 月 26 日開始一直
到 2010 年 7 月 28 日。在此之前我已經拜訪 Waitabu 村落四次之多。第一次是在
2006 年七月以遊客的身份來到了 Waitabu 所位於的斐濟第三大島「花園之島」
Tavenui。當時在 Taveuni 結識了一位斐濟計程車司機 Sikeli，他跟我提到他的村
落 Waitabu 有一個提供遊客浮潛觀賞熱帶魚的 Waitabu Marine Park，享譽國際。
我跟著他一路開到 Taveuni 東部道路崎嶇砂石飛揚的 Bouma 地區，然後轉向一條
陡降的小路開往海邊，在幾分鐘後豁然開朗出現在眼前的就是 Waitabu 村落。比
起許多斐濟村落，Waitabu 還是保持著傳統樸素的面貌：以鋁浪板為屋頂、地板
鋪著草席的小屋，幾棟幾棟整齊地座落於這個被丘陵環繞的口袋中。約莫 10 坪
的小空間僅用一塊布由屋頂上垂吊做隔間。炊事之所設置在屋外、洗澡的地方則
是在戶外一根水管之下。全村沒有電源，只有幾台發電機在晚上使用。村子一旁
是一座專屬於 Waitabu 的天主教教堂，是村中最大的建築物。村中的草坪、屋子
前面由朱蕉、鐵樹、木槿等熱帶植物構成的小花園都修剪地十分整齊。我立即的
疑問是，所謂的 Waitabu Marine Park 在哪裡呢？我以為我會看到一個基礎設備齊
全的小型主題樂園，但發現的卻是一個寧靜祥和的世外桃源。2007 年時，我已
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的人類學系博士班就讀。在一門太平洋民族誌的閱讀
課中，我接觸了 Paige West 所寫的 Conservation Is Our Government（2006）一書，
裡面提到在巴布亞新幾內亞 Crater Mountain 的生態保育計畫如何與當地人的期
望產生差距。對現在非政府發展計畫所盛行的草根發展模式來說，其目標是教導
當地人生態知識並提供他們基礎建設，並且最終由他們自己管理發展。但當地的
Gimi 人，基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社會盛行的「交換」傳統，卻期待與這些和他們
同居共食過的西方發展工作者建立永久的關係，並獲得醫療、學校、科技等資源。
這樣對「發展」
、
「生態保育」認識上的落差使得發展工作者覺得當地人不用心經
營、當地人則覺得發展工作者背棄他們。這個研究架構讓我開始思索 Waitabu
Marine Park 與斐濟社會文化互動的問題。在一次網路上的資料搜索中，我發現
了一則新聞讓我更加重視發展這個研究議題的可能性。這篇標題為“Fishing
Dispute Leads to Killing”的報導中提到1，2005 年三月時 Waitabu 的村落頭人
（turaga ni koro，負責村落行政事務與對外聯繫的領導人）在一次捕魚爭執中被
鄰村 Vurevure 的村民打死。這場爭執是肇因於前一天 Waitabu 村民發現 Vurevure
1

March15, 2005, Fiji Times. 收錄於 Waitabu Marine Park 官方部落格：
http://waitabumarinepark.blogspot.com/2005_05_01_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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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捕其海洋生態保育區中的魚隻，而強行將魚獲以及魚具沒收。由於這則新聞已
經發生了一段時間，而且沒有其他脈絡供參考，所以我只能就我的理解進行解
讀：這種「盜捕」的事件可能與斐濟人一向極為重視的土地海岸所有權以及其界
線的認知有關。2007 年五月，我申請到學校亞洲研究中心的短期田野補助金，
前往 Waitabu 開始一個月的初步田野探勘。在這一個月中，透過 Sikeli 的牽線，
我寄宿在他的弟弟 Mika 在 Waitabu 的房子裡。很快地，我便被「收養」到這個
家戶中，開始稱 Mika 為“Tata”（父親）
，他的妻子 Sia 為“Nana”（母親）
，受到他
們盛情而且無私的照顧。這段初步田野研究讓我結識了 Waitabu 全村的人，包括
老酋長 Tui Nasau（頭銜）Sepo，也讓我開始認識 Waitabu Marine Park 的架構和
運作。我發現村民雖然以這個保育計畫為榮，但卻沒有積極經營的企圖心（例如
年久失修的遊客廁所、或是消極招攬遊客的心態），而生態旅遊也沒有帶給他們
整體顯著的收入。在生態保育上，他們倒是十分尊重保育區的設立，也表示顯著
地感受到魚隻的復育。2008 年七月，在系上和亞洲研究中心的贊助下，我重返
Waitabu 進行為期一個月的第二次田野探勘。這次我專注於 Waitabu 的生計經濟
活動：捕魚、種芋頭（dalo）
、卡瓦胡椒（yaqona）
，以及與這些活動相關的土地
海岸所有權問題。我發現芋頭與卡瓦胡椒的種植佔據了男性村民大半的時間，但
也提供他們最多的經濟回饋。村民也進行小規模的捕魚活動，但魚獲僅供家戶食
用，從來不販賣。每戶人家在山中都擁有一塊田地（teitei），並依照他們所屬的
世系群劃分。捕魚的地區則沒有這樣的劃分，每戶人家都可以在同一塊近海地區
捕魚。這些觀察讓我對當地的土地海岸所有權系統有了基本的認識。2009 年六
月我前往首都 Suva 在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與 Paul Geraghty 教授學習斐
濟話，藉由空檔我還是短暫地拜訪了 Waitabu 的家人，了解一下他們生活的近況。
我告訴他們明年我有機會和他們生活一長段時間。
本次的田野研究採用了包括深度訪談、參與觀察等研究方法，所涵蓋的區域
不僅限於 Waitabu，也包括鄰近 Bouma 地區內的村落和聚落。由於時間比之前幾
次長許多，自然也遇到較多的事件。事件有預期之外的，但也有安排好的。例如
篤信天主教的 Waitabu 村民，每年五月「聖母月」都會有一系列向聖母瑪麗亞祈
禱的活動，在 2010 年的聖母月中，他們將教堂中的聖母像依照順時鐘的方向依
序在村中不同的家戶中停留一天，輪完之後他們又將它移動到鄰近的 Vurevure
和 Mokosoi 兩個聚落。藉此我們便可以看到 Waitabu 的「信仰圈」的範圍。意外
事件則包括 3 月 13-15 日斐濟北部史上最大的颶風 Tomas。颶風之後我觀察到每
個家戶如何從作物的重創中走出，以及兩個禮拜後政府糧食援助前來時，Waitabu
如何分配糧食，定義誰是屬於 Waitabu 的人。這些事件給予研究者一個理解村落
文化邏輯的窗口，也看到當地人如何面對變遷來進行調整。以下我便設法將在田
野中記錄到不同資料和事件用主題串連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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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落歷史、土地所有權與認同
「我們其實不應該區分誰從哪裡來，我們都是 Nasau 人」— Mika
Waitabu 是一個人口 125 人2的海邊小村落，由 25 個家戶組成。如同斐濟傳
統的村落社會結構，Waitabu 是由一位酋長領導，其頭銜為 Tui Nasau。三個
mataqali（世系群）構成了 Waitabu 的親屬體系：Vunivesi、Waiso’i、與 Veiniu。
Vunivesi 之下又分成兩個 ito’ato’a（次世系群）
：Vunivesi 與 Nasolo。其中 Veiniu
這一支自成一個聚落名喚 Wai，座落於 Waitabu 外約 1.5 公里處，一般不被算在
Waitabu 村落組織中。Vunivesi 是傳承酋長頭銜的世系，Waiso’i 則是勢力比較龐
大的世系（25 戶中佔 17 戶）。這些親屬組織是執行村落之中與之間工作與義務
的基本單位。例如 6 月 12 日時 Wai 聚落為之前過世的一位老婦人所舉辦的喪禮，
便是由 Waiso’i 的婦女負責製作掛在其墳墓上的布花片。村落若有動員全體男性
的工作天，也是由 Waiso’i 與 Vunivesi 的婦女輪流煮中餐。
Waitabu 最主要的經濟活動在 1980 年代之前是販賣曬乾的椰肉（copra）
，一
公斤可以賣 20 cent 斐幣。這也是 Taveuni 全島的主要經濟活動，在 Waitabu 中現
在還可以看到當時烤乾椰肉的大型烤爐。然而隨著國際芋頭以及卡瓦胡椒市場的
興起，1980 中期之後這兩個經濟作物的種植已經成為村中唯一的經濟活動。芋
頭不僅是經濟作物，也是具有儀式意義的傳統作物。婚禮、喪禮以及其他的獻禮
都可以看到許多綁成一束的芋頭。斐濟芋頭有非常多不同的品種，但成熟的時間
大多為六至八個月。現在的耕作方式使用了大量的化學肥料與除草劑，即使一般
家戶的小芋頭田地也是如此。一公斤的芋頭可以賣 1-2 元斐幣。Taveuni 是斐濟
最大的芋頭生產地，其芋頭佔斐濟全部外銷芋頭的 80%。如同芋頭，卡瓦胡椒也
是具有濃厚儀式意義的傳統作物，太平洋島嶼社會如何飲用卡瓦胡椒在文獻中已
經多有記載。它需要三到四年成熟，整個種植過程不需要化學添加物，對土壤也
不會造成負荷，因此被認為是一種最對環境友善的作物。Taveuni 也是斐濟卡瓦
胡椒的主要生產地之一。在 Taveuni 當地卡瓦胡椒一公斤可以賣到 15 元斐幣。
但若賣到 Suva、Nadi 等主要城鎮，其價格可以飆升到一公斤 40 元。一些 Waitabu
的村民會在 Taveuni 收購卡瓦胡椒然後搭船到 Viti Levu 本島去販售，賺取更大的
利潤。
與這些作物的種植直接相關的便是土地所有權。依據斐濟 Native Lands
Commission 的官方土地所有權分佈圖，Waitabu 擁有一共將近 650 畝、並且劃分
成兩個世系群的土地。世系群基本上是一個土地擁有單位，其傳承原則是父傳
2

此人口數據是根據 2010 五月 Taveuni 醫院委託各分區醫療室進行的人口調查。125 人中男女分
別為 63/62 人，14 歲以上可參與勞動的人口為 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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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為女性會離開村落、嫁到別人的世系群中。也因此斐濟的繼嗣制度一般被
歸類父系社會。然而斐濟的村落社會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異性存在。Buell Quain
在 Vanua Levu 北部就曾蒐集到母系繼嗣的資料（Quain 1948）
。在 Waitabu 村落，
我發現 25 戶人家中有 4 戶是別村的男性結婚後移入 Waitabu，使用妻子世系的土
地。若再加上母親是 Waitabu 人、父親是外地人，但現在在使用 Waitabu 土地的
家戶，數字會上升到 9 戶。此外我也發現兩個別村的男性因為妻子來自 Waitabu，
而得以前來使用 Waitabu 土地的案例。這些資料顯示 Waitabu 的土地所有權是認
可女性家族成員的權利的。在每個世系的土地中，又再依照不同的家戶分成不同
的田地（teitei）
。田地的所在地都有名字，有些是歷史悠久的地名（例如 Nasau），
有些則是現在 Waitabu 村民的祖父或曾祖父輩開發田地時命名的。此類在近代開
發而被命名的土地多半可以看到椰子樹種植的蹤跡，其名字多半指的是自然事物
的狀態或動植物（例如 qereloa，黑土）
。使用別人的田地或是世系土地的情況也
是存在的。只要向土地所有人或是世系領導人“kerekere”（請求）
，就可以開始耕
種。但是第一次收成的作物必須獻給對方，也就是所謂 isevu 的儀式。Mika 常跟
我感嘆，現在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使用別人的土地，卻沒有給對方 isevu。
Waitabu 在 Taveuni 島上所屬的區域稱為 Bouma。Bouma 包括 Waitabu 在內
有四大村落：Vidawa、’Orovou 與 Lavena（見圖一）
。Vidawa 的酋長頭銜是 Tui
Lekutu，為全 Bouma 地區最古老的頭銜。’Orovou 則是 Bouma 的「首府」
，很多
人都直接稱”Orovou 為 Bouma。其酋長頭銜為 Vunisa，為整個 Bouma 地區的大
酋長。Waitabu、Vidawa 與’Oorovou 無論在距離上以及在親屬關係上都十分緊密，
距離他們 7 公里之遠的 Lavena 則自成一套體系，但酋長 Tui Lavena 在 Bouma 社
群中仍十分有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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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Bouma 地區各村落的地理位置（Dixon 1988:xviii）
關於這些不同的村落的關係與酋長頭銜的故事，在 2007 年我曾聽 Tui Nasau
的兒子講到：「故事要從 17 世紀開始說起。當時 Bouma 地區的原住民叫做 Kai
Lekutu，他們住在山上一個叫做 Navuga 的地方。他們的酋長就是 Tui Lekutu。
之後有一群來自 Lau 的人來到 Bouma，被 Tui Lekutu 分配到今日 Korovou 的地
方。酋長的弟弟 Batiuraura 想要跟他分家，於是被分配到 Waitabu，成為當地的
祖先，也就是 Tui Nasau。」2008 年我訪問了 Waiso’i 的一位長者，他說了一個
類似的版本：
「最早的 Tui Lekutu 和 Tui Nasau 是一對兄弟，他們領導的族人來自
Viti Levu 的 Na Kauvadra，在 Taveuni 的 Wairiki 登陸，是 Taveuni 北部最早的居
民。Tui Lekutu 是大酋長，而 Tui Nasau 則是擔任 Sau Turaga 的職務。Sau Turaga
是僅次於酋長的位置，可以直接與酋長對話。他們兩個之後便在 Tinatina 這個地
方建立聚落。之後來了一群來自 Lau 的人，他們向 Tui Lekutu 請求土地。Tui Lekutu
不但給予他們土地，也把大酋長的權力賜與他們。這批人就在今日’Orovou 的地
方建立聚落，其酋長 Vunisa 成為整個 Bouma 地區的大酋長，而 Tui Nasau 還是
一樣居 Sau Turaga 的位置。」在這次的田野中，我對一位住在 Vidawa 的長者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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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了關於這個故事的深度訪談。他補充了許多這個故事中的細節，包括地點、人
物等等。由於這個訪談將近三個小時，細節我就不再贅述，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地方值得在此提出。首先，Tui Lekutu 與 Tui Nasau 所領導的那群人居住在山上
非常長久的時間，該長者說一直要到 1917-18 年在 Taveuni 的流感爆發時，全村
人口幾乎死亡，存活的人才下山到海岸邊有乾淨水源的地方居住，也就是現在
Vidawa 和 Waitabu 所在之處。3Bouma 海邊的聚落是那群從 Lau 過來的人建
立’Orovou 之後才開始的。事實上，在現在我也聽過 Vidawa 和 Waitabu 村民是「山
上的人」的說法，儘管他們現在都居住在海岸邊。Tui Lekutu 的“lekutu”一詞意思
指的就是森林，而 Tui Nasau 的“Nasau”則是一個山坡上的古老地名，現在 Waitabu
人去山中田地種芋頭時都一定會經過。
在Waitabu有一個大家都知道的秘密，那就是現在的Tui Nasau其實並非來自
古早Tui Nasau的世系。根據訪問一位Waitabu村落的長者和一位住在Vurevure的
德國籍老人4的結果，在19世紀末期Waitabu的人口相當稀少，最多只有四、五戶
人家。當時的酋長叫做Mario，是Vunivesi世系的領導者，但沒有任何小孩。他死
後Tui Nasau頭銜面臨了無人繼承的問題，最後這個頭銜只好傳給了父親是來自
北邊Naselesele村落的Apisai，也就是現任Tui Nasau的祖父，而他也加入了
Vunivesi使得該世系能夠延續下去。另外方面，大約同時一批來自’Orovou的人也
開始在Waitabu一帶居住，之後分別形成了Waiso’i和Veiniu兩個世系。酋長Mario
當時為了在村中發展天主教的信仰，找了一位來自北邊大島Vanua Levu的土著宣
教士來村里定居，他之後就成為了Nasolo次世系的創始人，也是我的斐濟父親
Mika的祖父。由此可知，現在我們看到的Waitabu社會結構，其實是一個很近代
的產物，是一批批來自不同地方的人群移入的結果。當Waitabu Marine Park成立
之後，每每遇到經營上的爭執，就會有人指控對方不是真正的Waitabu人。Mika
自己也曾批評一位村民貪財，說他其實是來自南邊的Vuna村落，不是本村人。
但他接著又說：「其實我的祖先也是來自Vanua Levu，我們不應該區分誰是從哪
裡來，我們現在都是Nasau人。」

3

關於這個說法我認為有些問題。首先根據 1880 年的土地調查地圖，Vidawa 的位置已經是在海
岸邊。第二，根據位於 Taveuni 的醫療官 W.W.T. McGusty 在 1919 年殖民報告中的紀錄，在 1917‐18
的流感中只有三人死亡。並不符合「幾乎滅村」的說法。
4
這位名喚 James Byron Hennings 的德籍老人是在斐濟近代歷史上赫赫有名的企業家 Frederick
Hennings 的第三代子孫。他 1930 年在斐濟出生，完全不會說德語，繼承了父親在 Vurevure 購置
的土地。他在 1977 年時娶了當時 Tui Nasau Apisai 的女兒 Elena 為妻，成為 Waitabu 的女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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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生態保育計畫、海岸所有權與傳統
「如果你看得到藍子魚，就代表村落萬事太平」 — Bouma當地俚語
從2007年第一次的田野調查開始，我就一直有一個疑惑，為什麼如此低度的
捕魚活動會造成魚隻減少，到需要設立海洋生態保育區的地步。Waitabu的捕魚
活動只用在生計上面，除了少數家戶間以5元斐幣交易幾隻魚外，我從來沒有看
過他們將魚隻拿到市場販賣。村中也不是每戶人家都在捕魚。根據估計，經常在
捕魚的村民並不多。其中包括由4-6位女性組成的長網捕魚隊、和2-3位來自同一
個家庭，會乘坐馬達船出海捕魚的男性。這是村中唯二的捕魚團隊。除此之外，
家戶的妻子會不定時地站在岸邊用尼龍線釣魚，丈夫則會潛入近海地區使用魚叉
射魚，但這些都不是每天固定的活動，也不是每戶人家都會進行的。捕魚團隊每
次最多的魚獲量大小魚隻加起來不超過30隻，線釣5-10隻已經算是多了，空手而
歸也是會發生的狀況。根據訪問的結果，相較於芋頭和卡瓦胡椒父傳子的種植技
術，Waitabu沒有一套明顯可以傳承的「捕魚知識系統」。我曾問過村裡一個剛
結婚的青年，同時也身兼Waitabu Marine Park浮潛觀光的嚮導，為什麼從來沒看
過他捕魚，他回答：「沒人教我啊！」當我問村裡的少女和幾位經常捕魚的女性
他們捕魚的技術是誰教的，得到的答案出人意外地都是「自己學的！」
然而，訪問幾位村中的長者得知以前Waitabu的捕魚情況絕非現今這個模
樣。一位長者告訴我，他看過50多人一起在海岸拉起捕魚大網（yavirau），也看
過用人們用魚藤（duva）的根部磨成粉泡水來毒魚，對海岸生態造成很大的破壞。
更有甚者，1980年初期，有一個海產公司來到Waitabu出錢收購海產，使得村民
們開始無節制地捕魚，其中尤以龍蝦數量受創最深。拿著手電筒夜捕的行為就是
這時候開始的，珊瑚礁也被長期踐踏。長者跟我解釋，他認為這種濫捕的現象反
映了斐濟人越來越不重視「傳統」（custom）。他們進入別的村落的海岸地區捕
魚都沒有“kerekere”，也沒有把捕到的第一籃魚獻給酋長或是親人，就像種田的
isevu儀式現在也被忽視一樣。有趣的是「傳統」對他來說不只是斐濟的文化價值
觀，也包括基督教的教義。他提到聖經裡面其實也有isevu的訓誡，例如在申命記
二十六章第二節：「就要從耶和華 ─ 你神賜你的地上將所收的各種初熟的土產
取些來，盛在筐子裡，往耶和華 ─ 你神所選擇要立為他名的居所去，」5另外位
長者跟我說，他已經越來越少看到藍子魚了（rabbitfish, 斐濟話nuqa）。藍子魚
在斐濟文化中被賦予很高的價值，在斐濟的傳統月曆中，十二月和一月分別是
vulainuqalailai、vulainuqalevu，意指「有一些藍子魚的月份」、「有很多籃子魚
的月份」。籃子魚同時也是Vunvesi世系的圖騰魚6。他繼續說道，在斐濟有一則
5
6

他沒有直接引用這段經文，是我之後自行查閱聖經和合本。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的 Paul Geraghty 教授認為斐濟人現在提到的圖騰魚或圖騰樹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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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是「如果你看得到藍子魚，代表村落萬事太平」，言下之意是反之亦然。
自1990年初期開始，Bouma地區正在積極發展Bouma National Heritage Park
的生態旅遊產業。這個計畫的創始村落是南邊的’Orovou和Lavena，他們分別在
1991年和1993年建立了村落管理的生態旅遊景點。當時Waitabu和Vidawa兩個村
落也想要成立自己的計畫。一位Waitabu的婦人便提議以「浮潛」來發展。1998
年時她找到了一位在Taveuni西邊協助當地營運浮潛旅遊的專家Helen來幫忙評
估。來自英國的Helen不僅是浮潛專家，也是一位業餘的海洋生態學家。她來到
Waitabu的海岸潛水探勘後發現珊瑚礁已被破壞殆盡，根本看不到任何魚隻，不
可能以此建立生態旅遊。之後這位婦人又再邀Helen來看一次，還是被拒絕。一
直到第三次Helen才建議一個「海洋生態保育區」（Marine Protected Area，MPA）
必須被設立，來復育珊瑚礁和魚隻，生態旅遊才有可能。於是這個MPA，以及
以之為基礎的Waitabu Marine Park便於1998年在Taveuni東部沿海村落的酋長同
意下成立了。為什麼要得到東部沿海村落的同意呢？其原因是這裡的海岸所有權
是東部沿海兩大傳統區域Wainikeli以及Bouma共有的。在Native Lands
Commission的報告裡面，這個區域被稱為“Wainikeli-Bouma”，其中的村民都有
在這個區域進行非商業捕魚的權利。Helen向我表示，即便MPA已經被建立了，
在法律上村民還是可以在裡面進行生計捕魚。事實上，Waitabu Marine Park成立
一開始的時候，有一戶Waitabu的人家還是不斷地去MPA捕魚，最後是在社群壓
力下才停止的。之後鄰近聚落的「盜捕」事件也可能反映了這種傳統的捕魚權和
現代生態保育價值的認知上的差距。政府現在提供的一個解決辦法是「盜捕守望
人」（Fish Warden）的訓練，他們可以在發現盜捕犯時將他移送到警察局。在
Waitabu現在已經有五位受過訓練並發有證書的盜捕守望人，但是我看到他們的
證書上“Fish Warden”一詞前面還是加了“Honorary”一字，顯示他們還是不具有法
律基礎。Helen說他在挑選守望人的時候，就希望能由村落中「德高望重」的人
來擔當，以社會地位來達成嚇阻的效果。就Helen現在所屬的非政府組織Resort
Support每年所做的Waitabu海洋生態報告書（最詳盡的一篇請見Helen and Reddy
2008）以及村民自己的觀察來看，魚隻和珊瑚礁的復育可以說相當成功。我常在
Waitabu Marine Park工作者與非政府組織、外來研究者、以及遊客的談話中聽到
一種論述：他們了解海岸是他們的資產，沒有這個資產他們便不會有今日的發
展，包括觀光收入、遊客的到來等等，所以他們會全力保護它。事實上，協助
Waitabu Marine Park運作的非政府組織，例如Coral Reef Alliance，也一直在教導
珊瑚礁是村落的「銀行」的想法：只要你保存，未來就會有資產和利息。這顯示
「現代化」關於利益、永續的價值觀已經逐漸進入當地人對環境的看法中。

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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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田野自評
這次的田野研究蒐集的資料以訪談和參與觀察為主，其中訪談的人多為
Waitabu的村民以及Waitabu Marine Park的工作者。Waitabu附近有四位外籍土地
擁有者（除了上面提到的德籍老人外，還有一對經營蔬果產業的丹麥籍夫婦以及
在Vurevure灣培養黑珍珠貝殼的加拿大人）以及Resort Support的Helen、NZAID
（紐西蘭國際援助暨開發機構）駐斐濟辦公室職員也與我進行訪談過。但我還需
要訪談斐濟政府部門人員，特別是漁業部以及環境部，來了解生態保育在斐濟的
法律基礎。在Waitabu村落，或是整個Bouma地區中，我必須要多觀察當地人的
捕魚行為以及對海洋生態的知識，這是在這次田野研究中比較被忽略的部分，而
且與海岸所有權有著直接的關係。我需要蒐集更多量化資料，例如Waitabu Marine
Park的收入、種田捕魚的收益、家戶其他方面的經濟來源，來更清楚了解Waitabu
村落面對現代性、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價值的轉變。另外一個值得發展的地方是
當地天主教的信仰如何進入斐濟的傳統信仰或地景海景中，進而與海洋生態保育
的想法互動。這次田野中我只簡單訪問了Taveuni最大的天主教教堂Holy Cross
Church的神父Crispin，但在教堂一旁由天主教神父McVerry所開設的Tutu農業學
校卻沒有機會拜訪。這是了解天主教對生態與地方發展的想法最適合的地方。總
而言之，這次田野已經初步建立了生態保育、土地所有權、海岸所有權、斐濟傳
統想法的聯繫。希望下一次的田野調查能夠補齊質化、量化的資料來建立做更清
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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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Maps and Documents

http://www.greece-map.net/oceania/maps/fiji-map.gif
Taveuni is the third largest island in 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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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Derrick 1951:259, The Fiji Islands: A Geographical Handbook

Waitabu Marine Park in the Bouma National Heritage Park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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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abu Marine Park brochure.

http://bnhp.org/
The location of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 and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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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nap shot of a historical map of Taveuni was provided by a Danish landowner in
Vunivasa, north of Waitabu, during the fieldwork. The map is dated 1880. It shows
the names of the landowners and the titles of the land. The location “Vidawa” on the
map is actually Wait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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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Pictures

Picture 1: Preparing for Hurricane Tomas on March 13th.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worst
hurricane since Hurricane Bebe in 1972.

Picture 2: From March 7th to 11th, 2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led by anthropology professor Peter Brosius visited Waitabu and other
eco-tourism projects in the Bouma region. Waitabu provided homestay for 12 of the
students as well as Dr. Brosius. This is the day when villagers took students out for
snorkeling.

Picture 3: The method of planting yaqona (kava, piper methysticum): Fijians will
chop the rhizome part (lewena) into branches and plant them somewhere in the village.
After 3 to 4 weeks when small leaves sprouted, they will then dig them out and
replant them in their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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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4: Yaqona is a long-term crop which needs 3 to 4 years to mature. It also has
low demands on the soil system and requires little fertilizing. Therefore, it is more
efficient to plant them with taro, which needs 7 to 8 months to be harvested.

Picture 5: The coconut tree beside the road in the middle of the picture is the
boundary marker of the land namatiu.

Picture 6: A Fijian outdoor meeting place, called vatuniloa, was used to welcome the
America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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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7: Line-fishing (siwa) along the coast just outside Waitabu.

Picture 8: Using small hermit crab (uga) as bait.

Picture 9: Branches of Fiji Christmas tree (nuqanuqa), green cordyline (qaiqai), palm
tree (palema), red cordyline (sacasaca) were given to each family on Palm Sunday. It
is said that they have power to protect people from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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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cture 10: After hurricane Tomas struck northern Fiji and left on March 15, all the
crops were destroyed. Village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bats (beka), which is
considered a local delicacy.

Picture 11: Government food aid came in two weeks after hurricane Tomas devastated
Taveuni. It contained soy bean oil, tin tuna, dal, rice and flour.

Picture 12: Government food aid came in another form: cabbage and long bean seeds.
It only takes 4-6 weeks for them to m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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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13: Squeezing coconut milk out of coconut meat. After this the coconut milk
will be boiled to extract coconut oil (waiwai).

Picture 14: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village, where Mass is performed every
Sunday.

Picture 15: Young man spear fishing (kilipati) in the coral reef just outside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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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16: A taro (dalo) farm in the bush. These taros are 5 months old. They can be
harvested in another 2 or 3 months.

Picture 17: Small taro suckers (vaqe) grew by the mother plant. Each fully matured
taro can have 4-6 suckers.

Picture 18: After a taro is pulled, farmers will chop off the suckers and replant the top
(mata ni dalo). In this picture the taro top on the left is called tausala, and the right is
a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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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19: Hurricane Tomas destroyed some of the houses in the village. In this
picture is the leader of the Waiso’I mataqali (clan), Elia.

Picture 20: Hurricane Tomas also destroyed the traditional house (bure) that the
villagers built for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volunteers. The Peace Corps volunteer
by that time was in New Zealand for a short trip, escaped the catastr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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