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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馬紹爾人主要食用種植在土地上的食物，從土地產出的食物集中後，會再被

分配給土地所屬的親屬，食物、親屬和土地三者的關係是緊密的。自從現金經濟

進入馬紹爾群島，受到世界市場經濟體系的影響，住在首都馬久羅的馬紹爾人逐

漸高度仰賴使用現金從超市或商店購買食物商品。這現象使得馬紹爾人日常生活

所使用的食物與物資高度商品化後，造成食物和土地沒有直接連結關係。本次可

行性田野調查筆者主要關注於當代馬紹爾食物生產型態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造成

地方作物生產與消費改變、進口食物商品高度取代土地作物時，從馬紹爾人日常

生活的食物商品消費、舉行嬰孩滿歲儀式以及喪禮等的生命儀禮過程，掌握馬紹

爾人當代社會飲食習慣與食物消費型態。當馬紹爾社會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現金

流通止於家戶或親族範圍內的共享機制，而既有階序制度維持由下而上的物資或

現金流通與集中，卻不如以往進行由上而下的現金重新分配時，在高度仰賴進口

物資與有限的珊瑚礁島土地資源，加上華人移民在地經商的經濟競爭現況之下，

馬紹爾人如何在有限現金取得機會的焦慮下，創造有限物資的新價值與現金取得

的機制，此為筆者想要釐清的問題。 

 

關鍵字：食物、商品、消費、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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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Marshallese mainly had foods produced from the islands. After 

gathering the local foods from the islands, foods would be redistributed among the 

kinships, landowners, and chief, who are all related to the land. Local product, kinship, 

and land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Since cash economy was introduced to 

the Marshall Islands, the nation has also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world market. People have become dependent on using cash to buy food 

commodities from supermarkets or small stores. This phenomenon makes the 

Marshallese highly reliant on imported food commodities but not on foods produced 

in Majuro, the capital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The contemporary patterns of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ave changed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ism. In 

this preliminary fieldwork, the author focuses on how the Marshallese consume and 

circulate local foods and food commoditie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life-cycle rites, 

such as first-year birth ceremonies and funerals. After the 19th century, capitalism 

was still evident in the Marshall Islands, as the chiefs or land managers who owned 

the land rights required the commoners to offer foods, goods, or currency in exchange 

for the lands they us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ism, money was circulated among 

households or kinships. However, it was not handed over from the chiefs or land 

managers to the commoners. At present, the Marshallese depend highly on imported 

goods, limited arable land resources,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interesting to discuss how the Marshallese create 

new value for their limited resources and what mechanisms they use to gain money 

based on food commodities in their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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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馬紹爾群島位於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東部海域，陸地面積為 181平方公里，

由 29個環礁以及 5個島嶼組成。本研究計畫田野調查地點為馬紹爾群島的首都

馬久羅（Majuro），馬久羅人口高度集中、珊瑚礁島耕種土地及食物作物產出的

限制，使得馬紹爾群島內部之間其他環礁及島嶼的馬紹爾人會移居至首都馬久

羅，加上馬紹爾政府開放外國人至當地從事具有專業性質的工作以及開放外資至

當地投資的誘因，這使得其他太平洋島嶼國家的島民，無論是吉里巴斯、斐濟、

科斯雷、波納佩、楚克等，以及來自亞洲的中國人、臺灣人、韓國人、菲律賓人

等紛紛移入馬久羅，造成首都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產生。除此之外，由於馬久羅

本身為珊瑚礁島土質貧瘠，水源供應仰賴雨水與地下水，可耕種的土地不僅非常

有限，從土地產出的食物數量與種類，都深受珊瑚礁島特殊自然環境條件的影響

而有所限制，日常生活裡已見馬紹爾人高度仰賴從超市或小型雜貨商店購買進口

食物商品。 

二二二二、、、、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 

過去馬紹爾人主要食用種植在土地上的食物，從土地產出的食物集中後，會

再被分配給土地所屬的親屬，食物、親屬和土地三者的關係是緊密的。自從現金

經濟進入馬紹爾群島，受到世界市場經濟體系的影響，住在首都馬久羅的馬紹爾

人逐漸高度仰賴使用現金從超市或商店購買食物商品。這現象使得馬紹爾人日常

生活所使用的食物與物資高度商品化後，造成食物和土地沒有直接連結關係。筆

者主要關注當代馬紹爾食物生產型態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地方作物生產與消

費改變、進口食物商品高度取代土地作物時，從馬紹爾人日常生活的食物商品消

費、舉行嬰孩滿歲儀式以及喪禮等的生命儀禮過程，掌握馬紹爾人當代社會飲食

習慣與食物消費型態。當馬紹爾社會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現金流通止於家戶或親

族範圍內的共享機制，而既有階序制度維持由下而上的物資或現金流通與集中，

卻不如以往進行由上而下的現金重新分配時，在高度仰賴進口物資與有限的珊瑚

礁島土地資源，加上華人移民在地經商的經濟競爭現況之下，馬紹爾人如何在有

限現金取得機會的焦慮下，創造有限物資的新價值與現金取得的機制，此為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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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釐清的問題。 

三三三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一一一一））））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田野調查 

筆者自 99年 12月 17日至 100年 3月 1日，共計二個半月，在馬紹爾群島

的首都馬久羅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主要是採取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田野調查方

式進行研究、馬紹爾語語言學習、以及文獻檔案資料蒐集。本次田野可行性調查

執行的期程如后：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起迄地點起迄地點起迄地點起迄地點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99/12/17 臺北至馬紹爾首都馬久羅 去程。 

99/12/18- 

100/3/1 

馬久羅東部地區以 Darrit、Uliga

至 Dela為主；西部地區以 Laura

及 Arrak為主。 

 

主要在馬久羅進行田野調查工

作，並至馬紹爾學院、圖書館、

教會、非政府組織、馬紹爾週刊

等處，蒐集文獻資料。 

100/3/1 馬久羅至臺北 返程。 

    筆者針對馬紹爾食物商品的批發業者與零售業者進行調查，探究批發業者如

何掌握馬紹爾人日常生活所需的進口食物商品、馬紹爾人食物商品的消費型態、

超市以及小型商店零售業空間區位分布的差異。筆者發現無論是在超市、小型商

店或是馬紹爾人之間的社群網絡已經有販售地方作物的現象出現，換句話說，土

地產出的作物已不純然透過親屬之間的共享與交換，同時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現

金交易地方作物產出以獲取貨幣。 

    從馬紹爾不同社會階序關係，即酋長、土地管理者、平民所舉行的生命儀禮

無論是嬰孩滿歲儀式、婚禮或喪禮等儀式進行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馬紹爾人舉

行的嬰孩滿歲儀式，此儀式是在嬰孩出生滿一歲後舉行，舉行儀式者無論是嬰孩

的母方或是父方皆可，儀式參與者以嬰孩父母的親屬朋友為主，舉行儀式者會準

備食宴邀請親屬朋友共食享用，受邀者也會準備禮物參與。儀式過程中無論是舉

行儀式者或是受邀者所使用的物資大多是以現金購買。筆者從馬紹爾人儀式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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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角度，進一步觀察不同社會階序者投注儀式性消費的目的、儀式性交換商品

物的內容為何、儀式舉行對於親屬團體的維持有何重要性。透過儀式性的消費與

交換，對於馬紹爾人在社會關係上的投資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再生產。 

本田野可行性調查計畫的執行成果，以下分別就馬久羅的地方食物生產、進

口食物商品與消費型態、生命儀禮中的食物/商品以及基督教教會的募款經濟活

動說明之。 

1.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作作作作物生產物生產物生產物生產與商品化與商品化與商品化與商品化 

首都馬久羅西部 Laura一帶是早期開發之地，也就是昔日被稱為「馬久羅」

的所在地（Spoehr 1973[1949]）。早期首都馬久羅的發展是以西部的 Laura為要，

後來，馬久羅西部的人口以及馬紹爾群島內部的外島島民、其他太平洋島嶼國家

及亞洲移民等紛紛移入馬久羅東部後，東部逐漸開始發展。這歷史背景造成首都

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的 Darrit、Uliga以及 Delap。其中，Darrit 也稱為 Rita，

馬紹爾人平日習慣稱此處為 Rita。 

大體而言，Rita區域主要是馬紹爾人密集居住的地方，Uliga有遠洋漁船停

靠的碼頭，Delap為行政與經濟中心，住在此區的人，大多是從事生意或是受教

育後發跡的人居住，反而比較不是傳統的大地主。儘管，在這六十年間首都的行

政與經濟重心從西部轉移至東部，馬紹爾掌握傳統權力以及許多土地財產的酋長

與土地管理者仍然居住在西部 Laura和 Ajtake一帶。整體而言，人口組成結構以

馬紹爾人為主的區域就屬 Rita和 Laura這兩處。 

由於可耕種土地集中於馬久羅西部，馬紹爾人使用的椰子、麵包果、林投果、

等地方作物，大多是由此處產出。馬久羅東部由於外島、其他島嶼國家以及華人

等移入，造成人口高度集中、土地使用大多轉換為居住使用而無法耕種，使得馬

紹爾人無法完全自給自足所需的地方作物使用，反而需以現金購買地方作物，造

成椰子、麵包果、林投果、香蕉等地方作物商品化的現象。這些地方作物在馬紹

爾人最常消費購買食物商品的小店內便有販售，這些作物來源處大多是來自於馬

久羅西部 Ajtake至 Laura一帶。除此之外，居住在首都馬久羅甚至移居至夏威夷

或是美國的馬紹爾人無論是舉辦嬰孩滿周歲儀式或是喪禮時，會使用不少椰子、

麵包果、林投果、香蕉以及芋頭等以準備馬紹爾食物。尤其是，芋頭、麵包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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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產出有季節性、所得不易的情狀下，更促使地方作物商品化取代親屬團體

之間的交換。 

2. 進口進口進口進口食物商品食物商品食物商品食物商品與與與與消費型態消費型態消費型態消費型態  

馬紹爾社會的階序關係仍然維持著，同時這階序關係也已逐漸轉換成為資本

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馬紹爾內部社會組織為階序的關係，即酋長（iroij 男性酋

長、eroij 女性酋長）、土地管理者（alap）及平民（rijerboal），後來，受到資本

主義現金經濟的進入而產生改變。由於馬紹爾的社會階序關係，早期馬紹爾群島

的島民便會對酋長進貢，馬紹爾語稱為 ekkan，這是經由儀式展演將蓆子、新鮮

或保存的食物在儀式舉行過程中獻給居住在島上的酋長，或是當酋長來訪巡視環

礁之際進貢。 

十九世紀後期由於德國殖民者在馬紹爾開始進行椰乾貿易，酋長和島民會共

享椰乾生產所得的現金利益。土地管理者除了管理土地和在負責管理土地上工作

的馬紹爾人之外，土地管理者不僅要將土地上生產的共享食物集中外，還要將椰

乾貿易所得現金集中。酋長就會從些現金中獲得部份椰乾生產交易所得的現金

（Tobin 1952）。由於現在馬紹爾群島酋長所掌握的金錢不是來自於平民，酋長沒

有理由再分配金錢，到目前為止酋長和平民之間持續進行的交換關係，已和過去

大不相同。殖民時期馬紹爾人便和外來者進行交換關係，目前正大肆擴展著這樣

的交換關係。酋長掌握這樣的內外交換關係，平民反而不是進入這樣交換關係的

一部份。由於馬紹爾島嶼上的交換關係受到外界的影響，使得酋長成為「資產階

級的」酋長，這些酋長和平民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擁有來自世界經濟體系的金錢財

富（Carucci1997）。 

馬紹爾人手上擁有的資金能力，反映在平日的消費型態上。依據最新的馬紹

爾群島的家戶調查資料，住在馬久羅的馬紹爾人平均一個家戶住 7.5人（EPPSO 

2006），其中，只有一至二人有薪資，由於當代社會馬紹爾人日常生活高度仰賴

進口食物商品，超市提供的進口新鮮蔬果，由於價格高，不僅讓馬紹爾人卻步，

也無法供應一般家戶眾多人口以及一日多餐的日常生活食用。儘管，首都馬久羅

西部的 Laura有耕種面積、土質較適合種植園圃作物耕種並且臺灣農技團設於當

地，長年輔導馬紹爾人從事蔬果作物的種植，不過，產量並不是穩定供應至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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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唯一一處傳統市場或是小型雜貨店販賣。首都馬久羅的蔬果供應來源處，還

有鄰近的外島阿諾 Arno島嶼，平日會經由當日船隻載送地方出產的新鮮蔬果。

由於園圃的蔬果產量不多，往往船隻一靠岸，便被馬紹爾人搶購一空。新鮮蔬果

的高價位，使得罐頭蔬果或是冷凍蔬果成為馬紹爾人日常生活飲食普遍的選擇。  

整體而言，馬紹爾人日常生活偏好大量食用米、冷凍雞腿肉以及罐頭食品。

馬紹爾人的日常生活食物商品的消費，米，為其中一項重要項目。儘管，馬紹爾

人平日會使用叉子或是湯匙進食，但是，依據馬紹爾人所言，以手進食，更能吃

出食物的美味。很有意思的是，米本身的黏性與否，會直接影響到馬紹爾人以手

抓飯進食的時候，是否可以容易將米粒捏揉成米糰的重要因素。當批發業者進口

米時，馬紹爾人對於米的要求，便成為影響進口何種米的因素之一。 

在首都馬久羅的批發業者，除了是馬紹爾人與美國人外，臺灣人和中國人也

會引進進口食物商品。例如，米的進口來源處，之前主要是從澳洲、美國，後來

澳洲收到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影響，稻米產出劇降造成產量不足，近幾年來，這

狀況使得中國產出的稻米，順勢進入馬紹爾人的消費市場，甚至取代先前馬紹爾

人習慣吃的澳洲米，而成為現今馬久羅最普遍食用的米。在馬久羅的華人，尤其

是臺商為重要的食物商品批發業者，由於為了降低進口食物商品成本、抗衡從中

國進口的米市場，目前在首都也有從越南進口的米。整體而言，可以發現馬紹爾

人所食用的米，已經不單是從從澳洲、美國進口，現今從亞洲的中國以及越南進

口的米，也進入馬紹爾食物商品的消費市場。 

另外，罐頭食品也是馬紹爾人大量消費的商品，罐頭食品的種類，尤其是以

Spam、Corn Beef以及鮪魚罐頭最常見。其中，鮪魚罐頭過去主要是從美國進口，

不過，因為華人也掌握了進口食物商品的價格波動，為了降低成本轉取利潤，華

人的批發業者亦紛紛從東南亞進口鮪魚罐頭食品進入馬久羅，以供應馬紹人日常

生活的消費所需。初步發現，儘管馬久羅的食物商品受到跨國市場價格的影響，

不過，進口的食物商品也同時受到馬紹爾人飲食文化的影響。 

食物商品的批發價格較一般零售低，而且可以滿足多人數的食用，所以馬紹

爾人多喜好至批發處，主要購買米、冷凍雞肉、麵粉。馬紹爾人及美國人聯合經

營的食物商品批發就有 Pacific Basin Company和 Payless，臺灣人經營的批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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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Garden、Formosa和 Cost Price。馬紹爾人日常生活仰賴批發或零售的食物

商品購買，這些食物商品貨源來自於 Uliga的船運進口，馬久羅的國際船運路線

是以 Matson船運為主，此國際船運路線行經中國、關島、密克羅尼西亞、夏威

夷以及美國等處。近幾年來，由於馬紹爾的網際網路費用，是以月費計價，不像

之前以時間計價，大幅度地降低網路收訊費用。這使得過去仰賴臺灣人批發業者

提供食品物資的中國人，一起聯合經營批發，自行上網訂購船運貨單，遂近來中

國人經營的 AA 和 Farewell批發業興起，並多以降價策略增加競爭力。 

在馬久羅的食物商品零售是以超市和小型商店的形式販售，馬紹爾人稱這樣

的小型商店為“Mom and Pop Store”。馬久羅當地的超市主要是以馬紹爾人與美

國人聯合經營的 Payless超市與臺灣人開設的 Formosa超市較大規模，空間上的

分布位置也較為廣佈。小型商店的店家主要是馬紹爾人和中國人經營，空間上，

很明顯地，在 Rita和 Laura這二處都是馬紹人主要居住處，小型商店的擁有者為

馬紹爾人，並且多是酋長或是土地管理者家族才有資金能力可以投注小型商店的

投資和經營。除了這兩處之外，近幾年來，由於 AA 和 Farewell批發業的經營，

更加速中國人經營的小型商店數量的成長和空間上的廣佈。中國人經營的小型商

店無論是低價格或是經營時間長等經營策略，都直接地造成馬紹爾人經營的小店

的威脅。 

目前在 Delap現址的 Payless超市原本是 Gipson超市，大約是在 2004或是

2005年改為現在的 Payless超市。Payless超市為美國在關島 Guam所設的連鎖超

市，後來移植到馬紹爾。當時由於 Gipson超市的生意經營狀況不佳造成營運上

的虧本，後來，關島的 Payless超市就收購馬久羅的 Gipson超市，在原址重新營

業。Payless超市內的食物商品，主要是以美國食物為主，食物商品無論是新鮮

蔬果、罐頭食品、冷凍食品等的進口來源地都是以美國為要。Formosa超市和

Payless超市客源的區隔，前者主要傾向亞洲人和馬紹爾人。亞洲人包括臺灣人、

中國人居多、日本人、韓國人、菲律賓人等。臺灣人開設的餐廳、臺灣或是大陸

圍網漁船會在馬紹爾靠岸補給。Formosa超市從臺灣進的貨櫃或冷凍櫃次數比較

多。亞洲人賣亞洲食品給亞洲人，Formosa超市對此本身也經營地得心應手，而

這也是 Payless超市比較不會和 Formosa超市造成消費市場競爭的區塊。就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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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角度來看，馬紹爾人的消費市場很簡單，就是只要賣場有 Corn Beef、

Spam、鮪魚等罐頭食品，馬紹爾人就會購買。 

馬紹爾人的消費習慣，也會受到空間上的影響，因為大多數的馬紹爾人會以

走路的方式購買食物商品。馬紹爾人日常生活的食物商品的主要基本消費米、冷

凍雞腿、麵粉仰賴批發之外，其他罐頭食品等則多仰賴小型商店。小店不僅滿足

收入不足的馬紹爾人的日常所需，也維持著人際往來彼此之間的社會生活，這狀

況尤其是在以馬紹爾人口組成為主的 Rita以及 Laura二處最為明顯。再者，Mom 

and Pop Store這樣的小型商店，不僅普遍滿足收入不足、小額消費、商店附近鄰

近住家，馬紹爾人的日常所需，也維持著馬紹爾人彼此之間的社會生活，這狀況

尤其是在馬紹爾人主要居住的 Rita以及 Laura地區的小型商店最為明顯，而這兩

個地區也往往是華人不願意入住的區域。相比較馬紹爾人與中國人開設的小型商

店，可以發現馬紹爾人的店面，多會設置桌椅等，供當地人坐下來聊天、休息或

是吃食。而中國人經營的店面，往往不會有這樣的安排，店家和消費者的互動，

往往是僅止於金錢與商品的交易往來，或者，有時候因為語言上的誤會造成衝

突。在 Rita以及 Laura地區的小型商店的所有者大多是酋長或是土地管理者家

族，他們在雇用小店員工時，儼然承襲既有的社會階序關係，位階較低者往往成

為受僱為其工作的人。 

3. 生命儀禮中的食物生命儀禮中的食物生命儀禮中的食物生命儀禮中的食物/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筆者原本欲從馬紹爾不同社會階序關係，即酋長、土地管理者、平民所舉行

的生命儀禮無論是嬰孩滿歲儀式 keemen、婚禮或喪禮等儀式進行參與觀察與深

度訪談。不過，我在此行田野調查期間並沒有遇到婚禮，主要是參與不同社會階

序者的嬰孩滿歲儀式 keemen、新居落成慶祝、喪禮、聖誕節以及新年慶祝。馬

紹爾人舉行的嬰孩滿歲儀式，此儀式是在嬰孩出生滿一歲後舉行，舉行儀式者無

論是嬰孩的母方或是父方皆可，儀式參與者以嬰孩父母的親屬朋友為主，舉行儀

式者會準備食宴邀請親屬朋友共食享用，受邀者也會準備禮物參與。甚至家族成

員當天還會穿著同樣款式、花色的服裝出席，強調家族團體之間的向心力和歸屬

感。儀式過程中無論是舉行儀式者或是受邀者所使用的物資會有以現金購買的。 

除此之外，我也發現到馬紹爾人生命儀禮中使用的食物，除了米是購買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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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外，有大多數從土地生產的食物，會透過世系群的社會網絡，島與島之間流

通、交換及集中所需的馬紹爾地方食物。馬紹爾人對於生命儀禮的舉行，無論是

嬰孩滿歲儀式、新家落成、喪禮等都非常重視馬紹爾地方食物的使用，從土地產

出的麵包果、林投果、椰子、香蕉、芋頭，陸蟹或是從海洋、潟湖取得的魚、蚌

等都是馬紹爾人認為在各項生命儀禮中必須準備的食物。 

由於首都馬久羅珊瑚礁島上的麵包果樹的產出，無法全年供應馬紹爾人的使

用，加上近海岸處現有林種的不足，無法滿足多樣近海魚類的棲息，所以馬紹爾

人在近海岸處可獲取得魚，無論是種類或是數量上也逐年降低。為了滿足生命儀

禮地方食物的需要，透過社會網絡進行馬紹爾群島之間以親屬團體為基礎的交換

關係，仍然是非常活絡而且重要的。不過，這些地方作物已有商品化的現象出現，

已不純然單靠以交換就可獲得。 

我想從馬紹爾人儀式性消費的角度，進一步討論不同社會階序者投注儀式性

消費的目的、儀式性交換商品物的內容為何、儀式舉行對於親屬團體的維持有何

重要性。透過儀式性的消費與交換，對於馬紹爾人在社會關係上的投資會產生什

麼樣的社會文化再生產。馬紹爾人現金消費購買的食物商品是如何被選擇、商品

的價值如何被評斷、食物商品在社會關係中如何產生連結與意義，食物商品和馬

紹爾人從過去至今仍使用的食物，對於馬紹爾人而言其意義為何，這是筆者於日

後應進一步釐清的。 

4. 聯合聯合聯合聯合基督教會基督教會基督教會基督教會以食物商品為主以食物商品為主以食物商品為主以食物商品為主的募款經濟活動的募款經濟活動的募款經濟活動的募款經濟活動 

當代馬紹爾社會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現金流通止於家戶或親族範圍內的共享

機制，而既有階序制度維持由下而上的物資或現金流通與集中卻不如以往進行由

上而下的現金重新分配，高度仰賴進口物資與有限的礁島土地資源，加上華人移

民在地經商的經濟競爭，馬紹爾人如何在有限現金取得機會的焦慮下，創造有限

物資的新價值與現金取得的機制。 

我發現聯合基督教會婦女平日從事教會籌募基金經濟活動 Mweiuk Walk，馬

紹爾語 Mweiuk 意指商品的意思，在這經濟活動中所提供得商品是以婦女自批發

商、超市、小店購買的進口食物商品為主。我想進一步討論教會婦女如何從這經

濟活動，提供食物商品、集中物資、經由這經濟活動的消費，創造物資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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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中取得更多的現金累積以提供教會做為基金。 

由於聯合基督教會為在馬紹爾發展最久具有百年歷史的基督新教宗派，此宗

派教會經由土地管理者與各土地單位 wato 的維持連結，教會已成為物資與現金

集中之處。這不僅表現在平日各土地單位輪流負責提供食物的週次 kijen week，

以及馬紹爾人重視的聖誕節，土地管理者也透過這經濟活動籌措基金再進行分

配。在這創造出的籌募基金經濟活動，面對現今馬紹爾人現金的需求與焦慮，婦

女在教會活動的層次已跨越階序關係，賦予物資的重新價值以獲得現金，將現金

資源進入教會機制再重新分配於馬紹爾社會內部。 

（（（（二二二二））））地方地方地方地方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馬紹爾人使用的語言為馬紹爾和英語。馬紹爾群島分為日昇島鍊(Ratak 

Chain)及日落島鍊(Ralik Chain)，這兩串島鍊的地方語言有所差異。首都馬久羅

屬於日昇島鍊的其中一座島嶼，日昇島鍊使用的馬紹爾語為筆者想要學習的地方

語言。筆者在首都馬紹爾當地找到幾種語言教材版本並知曉馬紹爾拼音系統到目

前為止並沒有使用統一版本，經由打聽馬紹爾學院提供的馬紹爾語言課程與詢問

當地宣教士教授馬紹爾語的經驗。我在日常生活中和當地人學習馬紹爾語時，主

要是使用 Practical Marshallese一書的語言教材內容，此書為目前所知較適合現階

段筆者學習需求的語言教材，學習期間並且搭配使用 Marshallese-English 

Dictionary為語言學習工具書。筆者此行在馬久羅當地和馬紹爾人的互動過程中

開始學習馬紹爾語，希望增加筆者對馬紹爾語的語感，這不僅有助於我進行田野

調查工作，也可提高我對於馬紹爾語文的敏感度。 

馬紹爾人目前並沒有使用統一標準的拼音系統，整體而言，聯合基督教會所

使用的馬紹爾語聖經拼音系統，以及夏威夷大學語言學者與馬紹爾人合力出版的

馬紹爾語與英語對照字典 Marshallese-English Dictionary，此二者是馬紹爾人書寫

時最普遍使用參考對照的拼音系統版本。這次調查期間筆者認識馬紹爾語與英語

對照字典其中一位作者馬紹爾人 Alfred Capelle先生，他在夏威夷大學受語言學

教育與研究計畫，返回馬久羅之後長期致力於馬紹爾傳統慣習諮詢、馬紹爾語字

典的編纂以及語言傳承教育工作，目前推廣馬紹爾語與英語對照字典拼音系統的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呂憶君研究成果 

10 
 

使用。Alfred Capelle先生也慷慨地提供筆者拼音系統鍵盤輸入的相關軟體程式，

解決一般電腦無法提供的語言符號，可更方便使用此套馬紹爾語拼音系統。 

（（（（三三三三））））文獻資料蒐集文獻資料蒐集文獻資料蒐集文獻資料蒐集 

此次田野調查期間的文獻檔案資料蒐集，關於基督新教教會檔案，基督新教

傳入馬紹爾群島，已超過 150多年的歷史。發展至今馬紹爾群島的基督新教，以

美國基督新教教會（Protestant Church）為最早傳入者，也是現今最主要的宗派，

即為公理會（United Congregation Church）。後來，美國公理會與福音歸正會合

併，亦稱為美國聯合基督教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簡稱為 UCC。由於此

宗派除了維持公理會（United Congregation Church）的系統之外，後來又有 

Assemblies of God教會的成立。在首都馬久羅目前已經有不同基督新教宗派的各

教會林立其間。我發現公理會儘管在當地已有一百多年的發展，不過，由於當地

教會慣以口傳與行動實踐，反而書寫記錄存檔的歷史文獻資料需至夏威夷相關教

會機構進一步蒐集，因此參與觀察和訪談成為蒐集當地教會相關資料的主要途

徑。 

這次我主要從馬紹爾學院（College of the Marshall Islands）的圖書館檔案資

料找到與馬紹爾群島、人類學相關文獻檔案。原以為南太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在馬紹爾分校有相關藏書，不過經過查詢相比較之下還是以馬紹

爾學院的文獻檔案較多、檔案整理地也較具有系統性。筆者也至馬紹爾政府經濟

政策規劃與統計中心（Economic Policy and Planning and Statistics Office，EPPSO）

蒐集有關馬紹爾群島各島嶼的人口、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消費指數等出版資料。

除此之外，我在馬紹爾學院取得當地最主要的報紙刊物《馬紹爾周刊》檔案，記

載著自 2005年至 2009年馬紹爾當代社會文化訊息等檔案資料。 

四四四四、、、、成果自評成果自評成果自評成果自評 

    筆者預計將此次田野調查工作的成果，分別發表於以下兩場研討會：2011

年 4月 30日至 5月 1日發表 “Mweiuk Walk: Goods Walk among the Marshallese” 

於 「第十一屆全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相關系所研究生發表會」，國立臺灣大學人類

學研究所舉辦。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另外，2011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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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6日發表 “Food Commodificaiton and Women in Protestant Church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發表於「第四屆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臺北︰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經由本次田野可行性調查研究計畫的評估，筆者認為日後有繼續研究發展的

空間，因為以食物為中心，無論是文化、經濟、健康、環境相關的討論都已經受

到當代太平洋島嶼國家的關切。同時，在全球化影響之下，商品消費已成為當代

蓬勃發展的社會文化議題之一。馬紹爾首都馬久羅於世界市場經驗與資本主義影

響之下，本身有限的珊瑚礁環境資源以及外來移民的經濟發展威脅，筆者以食物

商品為主軸討論馬紹爾人如何因應當代變動的社會經濟環境，目前從進口食物商

品與地方作物生產消費型態、生命儀禮與年度節慶中的食物/商品、基督教教會

的募款經濟活動 Mweiuk Walk面向觀察馬紹爾人的經濟活動。正當現今首都馬久

羅馬紹爾人高度仰賴的進口食物商品，目前當地食物商品市場除了有由馬紹爾人

和美國人聯姻的業者掌握之外，華人移民食物商品市場的經營策略已經使得當地

人感到經濟發展上的威脅。相對於華人移民汲汲營營於進口食物商品批發與零售

業的經營與擴張以賺取現金累積個人財富累積個人財富，馬紹爾人的現金累積則

明顯表現在小店經營、地方作物產出、熟食食物商品化的販售以及以進口食物商

品為主的籌募基金經濟活動。接下來，如何進一步掌握之間的辯證關係是筆者接

下來將釐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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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第十一屆全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第十一屆全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第十一屆全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第十一屆全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 

時間：2011 年 4月 30日及 5月 1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Mweiuk Walk: Goods Walk among the Marshallese 

Yi-Chun LU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Mweiuk Walk” originated from the “Cake Walk”, however, 

the Mweiuk Walk is different because it involves goods to be won instead of cakes. In 

Marshallese, the Mweiuk Walk means “Goods Walk.” It is a popular fund-raising 

event in a Protestant church, in which women contribute goods to raise funds for the 

church. More funds can be raised as more participants become involved in the event. 

Instead of cakes, food commodities are mainly provided because they are more 

important in the daily lives of the Marshallese. The difference in the value of goods 

varies based on the prices of tickets. At times, Marshallese handmade mumu dresses, 

handicrafts such as wreaths, earrings and necklaces also serve as prizes.  

    The Rita Christian Church, a Protestant church in Majuro, has become more than 

a place of worship. Currently, it has become a place where people gather and 

redistribute foods and goods. Land managers are key persons connecting the church 

with chiefs, land managers, and commoners on lands. The Church fits in the 

Marshallese society because of its traditionally hierarchical position in the society. 

However, women in the Rita Christian Church go beyond the hierarchy because they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raising funds through the Mweiuk Walk. 

 

Keywords: goods, consumption, Protestant church, women,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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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2011 年年年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會會會第四屆年會第四屆年會第四屆年會第四屆年會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時間：2011 年 10月 8日及 10月 9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Food Commodification and Women in Protestant Churches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Yi-Chun LU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inception in 1857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Congregational in the 

Marshall Islands, the other faction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such as the Assemblies of 

God, Bikot Nan Jesus, Light House, and Full Gospel, among others, have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Majuro, the capital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At present, 

Marshallese women in protestant churches are involved actively in raising funds for 

church activities. The Marshallese highly rely on imported food commodities such as 

rice, flour, quarter-legs, and spareribs from wholesalers, supermarkets, or small stores. 

The Marshallese’s dietary habit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Asian (Japanese, Korean,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because of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Marshall Islands. 

My current paper will focus on how women in the aforementioned protestant churches 

commodify cooked foods to make plates on the road or to bake cakes, pies, sweets or 

cookies at home, as well as how they recreate the new values of these cooked foods to 

raise funds for their churches.  

 

Keywords: food, commodification, women, church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呂憶君研究成果 

16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  馬紹爾語錄音馬紹爾語錄音馬紹爾語錄音馬紹爾語錄音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檔檔檔檔 

日常生活會話日常生活會話日常生活會話日常生活會話 

 
 

 

 

日常生活語彙日常生活語彙日常生活語彙日常生活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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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蒐集蒐集蒐集蒐集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在當地學習馬紹爾語言所使用的在當地學習馬紹爾語言所使用的在當地學習馬紹爾語言所使用的在當地學習馬紹爾語言所使用的 Practical Marshallese 語言文本語言文本語言文本語言文本 

 
 

 

 

馬紹爾群島最新馬紹爾群島最新馬紹爾群島最新馬紹爾群島最新出版出版出版出版各島嶼各島嶼各島嶼各島嶼 2005 至至至至 2006 年年年年年報年報年報年報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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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爾馬紹爾馬紹爾馬紹爾群島首都馬久羅群島首都馬久羅群島首都馬久羅群島首都馬久羅地方報紙地方報紙地方報紙地方報紙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馬紹爾馬紹爾馬紹爾馬紹爾群島首都馬久羅群島首都馬久羅群島首都馬久羅群島首都馬久羅日常生活消費指數檔案日常生活消費指數檔案日常生活消費指數檔案日常生活消費指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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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爾群島馬紹爾群島馬紹爾群島馬紹爾群島首都馬久羅首都馬久羅首都馬久羅首都馬久羅最新最新最新最新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2006 年社區報告檔案年社區報告檔案年社區報告檔案年社區報告檔案 

 

 

 

 

 

馬紹爾群島馬紹爾群島馬紹爾群島馬紹爾群島最新最新最新最新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2006 年社區與社會經濟調查檔案年社區與社會經濟調查檔案年社區與社會經濟調查檔案年社區與社會經濟調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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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田野調查影像田野調查影像田野調查影像田野調查影像 

圖 1 馬紹爾人一年一度重視的聖誕節 圖 2 各土地基本單位 wato 居民組成的聖

誕節歌舞團體 

圖 3 聖誕節物資及食物集中於教會 圖 4 教會婦女的籌募基金活動 

圖 5 籌募基金活動販售的彩劵及獎項 圖 6 籌募基金活動獎項以食物商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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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進口米成為馬紹爾人的主食  圖 8 馬紹爾人大量食用進口雞腿肉 

 

圖 9 移居至馬紹爾當地 

臺灣人所經營的食物商品批發 

圖 10 供應馬紹爾人日常生活 

所需的小型商店 

  

圖 11 進口罐頭食物商品 

廣受馬紹爾人喜愛 

圖 12 便當為外食者的主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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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珊瑚礁島產出之作物 

販售於小店 

圖 14 珊瑚礁島有限土地資源 

的園圃作物生產 

圖 15 進口罐頭及米等商品 

為馬紹爾人給基督教教會的奉獻 

圖 16 基督教教會主日崇拜後教友手持 

日常生活用品奉獻並唱歌跳舞 

圖 17 喪禮儀式所需的 

各樣傳統馬紹爾食物 

圖 18 親屬團體分工互助準備 

喪禮儀式所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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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土地管理者 alap 家族的嬰孩滿歲儀

式 keemen 

圖 20 大量食物集中與再分配的嬰孩滿歲

儀式 keemen 

圖 21 嬰孩滿歲儀式 keemen 的會場佈置 圖 22 首都馬久羅街道上的熟食販售 

 

圖 23 馬紹爾人烤熟麵包果的方法 圖 24 馬紹爾人使用電鍋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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