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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海島行旅　拓廣文化視野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和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都是考古主題博物館。以往，兩館

以館際借展的方式推展交流，這次「旅行記憶-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南太平洋文物特展」是兩

館首度合作策展，讓觀眾可以看到日本人岩佐先生的畢生收藏。

談起旅行，人們總會開啟聊不完的話題。旅行的步調讓人跳脫日常生活的思維，旅行

的見聞豐富人生的廣度，旅行的經驗帶來不同的感受。伴隨著旅行的休閒氛圍，往往令人

心曠神怡，而岩佐先生的旅行經驗，更是一個特別的例子。所以，這次的特展特別以岩佐

先生豐富的旅行經驗來破題。

理工學科背景的岩佐先生在40多年間造訪巴布亞新幾內亞、索羅門群島、萬那杜、斐

濟、薩摩亞、東加、大溪地等地約50次，收集超過2萬件物品，並且曾經成立南太平洋研究

協會，也將學習得到的南島語言，彙整編輯出版南島語言書籍。從這些數字、地理距離及

他所著力投注的事物推想，岩佐先生擁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健康充足的體力以及賡續不斷

的毅力，對文化探索充滿熱情。

超過半生歲月的行旅及收藏，岩佐先生延伸所見、所聞、所有的人文關懷，將在行旅

中所收集的物品，一件也不剩的全數捐贈給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為族群文化研究提

供了豐富的資料，也讓這批物品透過博物館，發揮更廣泛的價值。

本館在這次特展中設計了教育互動操作體驗。觀眾最投入的是樹皮布拼圖，具有規則

性及地區特色圖紋的樹皮布，能吸引觀眾想要挑戰還原圖紋的興趣，也因此常常在實體樹

皮布展臺及製作工藝的影片前，看見大批觀眾駐足瞭解。另外以鏡面照映的原理，把觀眾

的臉帶入郵票中，讓觀眾從互動中，不但發現岩佐先生的集郵收藏，也瞭解各國郵票特

色。桌遊的開發是一個新的嘗試，結合岩佐先生的旅程及蒐集的文物，讓觀眾從遊戲中想

像岩佐先生的旅程，結伴玩這副桌遊時，跟著岩佐先生就可獲得更多文物的故事。

藉由這本特展專輯和大家一起分享岩佐先生一生對南太平洋群島的熱情及行旅經驗，

不限時空地增進跨文化的視野。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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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立館以來即致力於南島研究，積極拓

展臺灣與世界南島之關係，連結更多世界南島語族的文化脈絡。日本岩佐嘉親先生（Mr. 

Iwasa Yoshichika 1922-2014）於2008年3月17日將其畢生蒐藏，總數超過1萬8件之大洋洲文

物及相關調查研究資料，全數捐贈給他迄今從未造訪過的臺灣。岩佐嘉親先生，早年因個

人興趣，窮盡一己之力進行大洋洲島嶼的田野調查，歷經五十餘年，完成了傑出的南島語

言與文化研究，並收藏大量的南島語族標本、文物、影像與研究史料。岩佐先生此批捐贈

之收藏文物資料類項與數量皆極為豐富，在我國博物館捐贈史上誠屬少見之盛舉。據聞，

岩佐先生曾表示：「我希望能將文物捐回有南島語族人民的國度，略表回饋之心」。岩佐

嘉親先生於2014年2月17日辭世。其遺孀岩佐寿美女士，亦將弔慰金日幣2,000,000元（折合

新台幣588,200元整）捐贈本館，支持相關研究工作。岩佐先生終其一生，生前身後無私的

情懷令人感佩不已。相信本批文物對史前館未來在南島研究與展示教育之整體發展，必能

挹注無限的動力與資源。感謝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於2015年共同合作辦理「旅行記憶：

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南太平洋文物特展」，以淺顯輕鬆的旅行、記憶角度，介紹岩佐先生所

探險的南太平洋，讓更多民眾對南島世界有所認識。我們將秉持善盡文物研究典藏與展示

教育之責，持續地讓文物發揮其對世界、對公眾不凡的意義與功能，期不負岩佐先生跨國

捐贈之義舉。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館長

序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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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緣起　Introduction

南島人群與岩佐嘉親先生
Austronesian and Mr. Iwasa Yoshichika
本文編整/林芳儀(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遺址監管員)

廣闊太平洋海域中，往東到智利復活節

島、向西至馬達加斯加、南界為紐西蘭、北界

達臺灣為止，此範圍中的人群語言具有許多相

似或共同的詞彙，因而被語言學家劃分為同一

語系，以「南島語族」稱之。臺灣現生原住民

族講述的語言亦屬南島語族的一個分支。

語言學家的研究顯示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

人群的原鄉，在此一概念之下，包含考古學、

人類學、生物學、遺傳學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

也紛紛加入此議題的研究，試圖尋找更多相關

的證據來證實或反對。借用語言學的概念，將

說南島語的人群泛稱為「南島語族人群」，也

因為文化中有許多共通之處產生「南島語族文

化」一詞。

日本文化愛好者岩佐嘉親先生自1959年起往返造訪南太平洋島嶼國家多達50次，期間除

了調查各地語言文化，也收藏2萬多件各種特色文物，並留下豐富的影像紀錄成果。隨著年

歲漸增，膝下無子的岩佐先生決定將畢生收藏的南太平洋地區文物資料捐贈出去。幾經考量

之後，同樣進行南島語族人群文化研究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成為這批珍貴文物最後的



特展起源　Exhibition origin

▼南太平洋特殊的舷外浮桿獨木舟

▲巴布亞紐幾內亞有獵捕鯊魚的傳統文化

落腳地點，在2008年和2013年分成兩梯次進行捐贈，希望能夠增加相關研究的成果。

位於新北市八里區的國定十三行遺址擁有臺灣重要的金屬器時代文化層─十三行文

化。考古出土資料顯示，十三行文化人已經懂

得煉鐵技術，是臺灣史前文化發展史上的一項

重要突破。綜合多項研究結果，目前學術界多

認為十三行文化人應該是南島語族人群中的一

個分支，可能是凱達格蘭族的祖先。因而，對

於南島語族人群文化的研究和推廣教育也是

十三行博物館長期以來的努力目標。

因為和南島語族人群文化的共通關聯

性，本次特展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與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合作，立基於博物

館研究典藏成果分享及活用的目的，透過

岩佐嘉親先生捐贈的南太平洋文物，介紹

南太平洋島嶼人群的環境資源、生活文化，增加觀眾對於南島語族人群文化的認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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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佐嘉親（Mr. Iwasa Yoshichika）

先生將其畢生蒐藏，總數超過2萬2千

餘件之大洋洲文物及相關調查研究資

料，全數捐贈給臺灣「國立臺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

岩佐嘉親生於1922年7月21日，卒

於2014年2月17日。他是一位自學的民

族學調查者，因為醉心於南太平洋地區

的文化，自1959年開始共進行了50次

以上的田野調查。他曾表示：「我希望

能將文物捐回有南島語族人民的國度，

略表回饋之心。」因此，他於2008年

3月17日將一萬八千件以上的大洋洲文

物及相關調查資料全數捐贈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並於2013年再度捐贈

民族學、自然史及研究參考資料，共計

4,321件。

▲岩佐嘉親先生與其收藏合影

誰是岩佐先生
About Iwasa Yoshichika
本文整理/張至善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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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岩佐嘉親先生相關簡歷

日期 內容

1922.07.21 出生

1942 （年約20歲）
岩佐先生自關西高等工業學校（現大阪工業大學）畢業，但他

似乎十分醉心於文化事業。

1955 – 1959 （33歲至37歲）

成為「瀨戶內海史蹟調查團」團員，更在1959年（37歲）與
信州大學鈴木教授等學人組織「1959 年波利尼西亞學術調查
隊」。自該年之後，共進行過50 次以上太平洋地區的田野調
查，並在各地收集民族學與考古學資料。

1965 （年約43歲）
成立「太平洋文化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太平洋研究（南島語

族研究）成為他終生之志業。

2008.03.17

岩佐先生將其畢生蒐藏，總數超過1萬8千餘件之大洋洲文物及
相關調查研究資料，全數捐贈給臺灣「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

2013.04-05

2012年12月3日岩佐先生委託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藍采如
女士轉告尚有一批大洋洲文物及調查資料願併入捐贈，交與史

前館永久保存。考量岩佐先生已逾90歲高齡，且近日身體狀況
不佳。經研議後，史前館核派兩位研究人員緊急前往日本探訪

岩佐先生，並執行標本文物蒐藏及訪談工作。

經過統計，第二次岩佐嘉親先生的大洋洲捐贈文物可分為民族

學、自然史及研究參考資料三大類別，共計4,321件。

2014. 02.17 逝世
遺孀岩佐寿美女士，將弔慰金日幣2,000,000元（折合新臺幣
588,200元整）捐贈史前館。

@a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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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佐嘉親先生的調查地點包括下列地區：

1.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__巴布亞紐幾內亞

2. Solomon Islands__索羅門群島

3. Republic of Vanuatu __萬那杜

4. Republic of Fiji__斐濟

5. Independent State of__薩摩亞

6. Kingdom of Tonga__東加

7. Polynésie française__ 法屬玻里尼西亞(大溪地)

2

1

3
4

5

6

7



展示單元　Display unit

一、旅行這件事

「旅行」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

意義，可以是放鬆身心、增廣見聞、認識

異文化、挑戰冒險，或是尋找自我的過

程。每一段旅行都會產生專屬的記憶以及

代表性的紀念物，可能是觀光紀念品、新

認識的朋友、郵寄回家的明信片、拍攝的

影像和照片。承載 你/妳 獨特旅行記憶的

物件又是什麼呢？讓我們跟著日本文化愛

好者岩佐嘉親先生的記憶物件，一起認識

南太平洋獨特的人群文化與景色吧！

展示單元　Display unit

-6-
＠ Denis Bu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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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岩佐先生與他的足跡

居住在日本（1922-2014），出身理工

學科的岩佐先生對南太平洋的人群文化深感

興趣，1959年起在半世紀裡造訪巴布亞新

幾內亞、索羅門群島、萬那杜、斐濟、薩摩

亞、東加、法屬玻里尼西亞（大溪地）等7

個地區多達50次，除了調查各地語言文化，

也收藏2萬多件各種特色文物。隨著年紀漸

增，高齡88歲、膝下無子的岩佐先生決定

將所有收藏的南太平洋文物捐贈給同樣進行

南島語族文化研究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希望有助於研究和展示教育活動的發

展。2008年曾獲我國教育部頒給一等文化獎

章，這是史上第一位獲得此獎章的外國人。

國家 招呼語

斐濟 fiji Bula
西薩摩亞  West samoa Talofa
萬那杜 Republic of Vanuatu Halo Aloketa
索羅門 Solomon Island Halo
大溪地 Tahiti Orana
東加 The Kingdom of Tonga Maloelele
新幾內亞 New Guinea Halo Aloketa

▲

七國招呼語

展示單元　Displa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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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新幾內
亞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首都：莫士比

港 (Port Moresby)

國慶日：9月16日

人口：6,552,730人 

幣制：Kina

面積：462,840 km²

地理範圍：主
要涵蓋新幾內

亞島東半

部，以及周圍
600多座島嶼。

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首都：荷尼
阿拉 (Honiara)

國慶日：7月7日

人口：545,000人

幣制：Solomon Islands Dollar

面積：28,450 km²

地理範圍：
索羅門群島

是一個遼闊
的

島國，由多
個島嶼組成

，最西與最
東

的島嶼之間
大約相距1500公里；位於

萬那杜以北
的桑塔庫魯

茲群島與其
他

島嶼之間的
距離大於200公里。

法屬玻里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  首都：帕比提 (Papeete)國慶日：7月14日人口：259,596人

幣制：CFP Franc (XPF)面積：4,167平方公里地理範圍： 共計130多座島嶼，分為5個群島，
整體分布面積約500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整個歐洲的面積，不過實際
土地面積僅4,167平方公里

七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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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獨
立國

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首都：阿
庇亞 

（Apia）

國慶日：
1月1日

人口：185,000人

幣制：Tala

面積：2,934 km²

地理範圍
：包含7座島嶼，

可劃分為
11個傳統it

ūmālō

（政治區
）。

東加王國

Kingdom of Tonga

首都：努瓜婁發（
Nuku alofa）

國慶日：11月4日

人口：116,900人

幣制：Pa'anga/ T$

面積：748 km²

地理範圍：由3個群島組成，共計

172個島嶼，其中36個有人居住。

萬那杜共和國
Republic of Vanuatu
首都：維拉港市 (Port Vila)國慶日：7月30日
人口：205,754人
幣制：Vatu (Vt)
面積：12,200 km²
地理範圍：由83座島嶼排列為Ｙ字形，
其中14個面積超過100平方公里。

七國資訊

斐濟共
和國

Republic of Fiji

首都：
蘇瓦（

Suva）

國慶日
：10月10日

人口：
849,000人

幣制：
Fijian Dollar

面積：
18,333 km²

地理範
圍：群

島包括
322

個島嶼
，其中

的106個

有人居
住。Viti Levu和

Vanua Levu兩個為
主要

島嶼，
居住人

口約佔
全國

87%。

展示單元　Displa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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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佐先生捐贈文物小解析

岩佐嘉親先生捐贈的南太平洋收藏品約2萬2,000件，包含布料、織品、動植物標本、飾
品、生活器具、面具、雕像、模型、樂器、錢幣等2,531件文物、11,219件影像紀錄，以及
郵票、首日封、地圖、信件、手稿等7,970件文件資料。

南太平洋的樂園

1995年出版的《南太平洋の楽園》一
書為岩佐嘉親先生的著作，記錄他在

南太平洋的各種

見聞。全書分為

13個篇章，描述

岩佐先生了解的

南太平洋生活情

況、社會文化、

與當地人的相處

情形以及他的感

觸及想法，可以

說是岩佐先生多年來的旅行筆記。

會話集

南太平洋各島嶼的語言不同，

前往新的島嶼都要從頭學習

新的語言。岩佐先生曾說：

「剛開始的時候，當地語言

真的讓我嚐盡苦頭。」旅途

中學會的語言後來出版為大

溪地、薩摩亞及努庫西瓦島

語會話集。

岩佐先生手稿日記

本件為岩佐先生的旅行日誌，記載自1960年1月

1日到2月23日以及8月26日到9月15日，共2趟旅

行的見聞與感受。這些

手稿資料不僅記錄岩佐

先生眼中的南太平洋人

群生活面貌，也是岩佐

先生旅行的記憶。

岩佐先生探險杖

這支柺杖來自薩摩亞群島，多年來

伴隨岩佐先生走過許多地方。岩佐

嘉親先生將畢生收藏的南太平洋文

物全數捐贈給同樣進行南島語族文

化研究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希望有助於研究和展示教

育活動的發展。2013年岩佐

先生目送裝箱完成的捐贈

文物離開家門時，將這

支柺杖一併交給了史

前館的研究人員。

捐贈文物中約有11,219件的照片和影像資料，記錄著岩佐先生50年間的旅行見

聞，也是他的旅行記憶。美麗的景色、熱情友善的人群，讓岩佐先生對南太平

洋念念不忘。約有57件文字手稿、手繪紀錄、出版品原稿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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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與生活

南太平洋的人群認為，海不是阻隔而是

道路，乘著船可以自在地穿梭在島嶼密布的

太平洋。因為陸地面積較小，島嶼的陸域資

源種類相對稀少，人群生活所需物資主要依

賴海洋，包括食物、日常用品和各種美麗的

裝飾品。植物採集、狩獵和山田燒墾農耕是

提供陸地食物和資源的主要方法。

舷外浮桿獨木舟

船對於南島語族人群而言不僅是捕魚工具，

也是島嶼間聯繫的橋樑，是生活的一部份。

人們將樹幹中央刨除做成獨木舟，用來航行

在水面上。為了保持船身穩定，能夠航行於

海上，人群在船的舷外加上浮桿，一來可以

防止獨木舟橫轉，同時也降低顛覆的危險。

考量兩側浮桿造成航行水阻力較大、速度較

慢、載重量減少，南太平洋地區常見只裝設

一側浮桿的獨木舟，這種船型的船體較輕、

航行速度較快、水阻力較小，同時也可以提

升載重量。

▲陸域資源文物展櫃

▲倚海維生文物展櫃

鐵木梳 

本件以太平洋鐵

木製，以麻線繩
將長短不同兩端

尖之鐵梳齒排列組合後纏繞成
形，用來梳理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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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製頭枕

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期，玻里尼西亞地區

的人們普遍使用木製頭枕。M型外觀的頭枕是

東加群島獨有的特色，稱為「Kali」，幾乎所

有大人和小孩都使用。因為使用位置接近人的

頭部，當地人認為頭枕具有靈力（mana），

若未經過擁有者同意就觸碰是一種侮辱的行

為。現在東加的人們大多也改用柔軟的枕頭，

木製頭枕成為傳家寶珍藏。

捕鯊魚的人

巴布亞紐幾內亞東部地區的新愛爾蘭群島上

住著Kontu人，具有呼喚和捕獲鯊魚的傳統文

化。人們會使用藤條在水中攪動，發出類似

魚群覓食的聲音吸引鯊魚前來，之後以肉餌

引誘鯊魚接近小船，看準時機將木製大浮標

以繩子套在鯊魚身上。受到浮力阻礙的鯊魚

無法潛回海中，等到鯊魚掙扎到沒有力氣的

時候就可以捕獲。

＠Andrey_Kuz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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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布大多取自桑科植物，以構樹（paper mulberry）

為主要原料。構樹廣泛分布於亞洲大陸南部、東南亞島嶼地

區、臺灣、日本及太平洋島嶼，它的樹皮很容易被整片、長

條狀的剝取下來，經過泡水和反覆的搥打後變得柔軟。除了可以作為

布料使用，也是早期臺灣原住民編織繩索的主要材料之一。

▲東加樹皮布打棒四、打樹成衣

在現代紡織技術發明或普及之前，許多環太平洋熱帶地

區的人群會取下樹木表皮製成布料使用。這些樹皮布料不僅是

日用衣料，也有宗教祭祀、生命儀禮或物品交換等多種功用意涵。近來隨著

觀光業的發展，也成為南太平洋地區重要且獨具特色的觀光商品。



澳洲考古學家彼得‧貝爾伍德（ P e t e r 

Bellwood）指出，『樹皮布打棒』（Tapa beater）

常見於亞洲東南方島嶼及大陸邊緣地帶，特別是南

島語族人群的分布範圍內；相對於此，亞洲大陸地

區主要則是使用『紡輪』。這個結果反映出樹皮

布文化對南島語族人群應該具有特別的文化意義

（Peter Bellwood 1979）。現在，樹皮布被認為是

南島語族人群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

樹皮布表面經常有美麗的圖案，顏色以紅、

黃、黑色為主。這些顏料來自哪裡呢？其實都是取

自自然界的素材喔！例如黃色主要取自「薑黃」塊

莖，紅色取自紅土，黑色可以從燒黑的燭果樹果實

獲得或鍋子底部的煤灰加上椰子油混合使用。

樹皮布表面各種複雜漂亮的圖案又是如何製作

的呢？不同地方的人們會使用不同方法，有些以筆

刷或竹子沾染顏料在樹皮布表面彩繪，有些則是使

用印模做出大量、規則性的圖案。

以南太平洋地區樹皮布圖案和色彩最為豐富的

斐濟為例，當地製作的樹皮布紋飾大量使用圓形圖

案，另外還有長方形、菱形、三角形等幾何圖案。

人們將各種幾何圖案製成鏤空印模，把不同的天然

顏料塗印在樹皮布表面，連接排列成這些美麗的圖

案。相對於此，東加的人群雖然也使用圖案印模，

但是先將顏料塗在印模表面後再轉印到樹皮布表

面。此外，薩摩亞的人群就則是先在木板上刻出圖

案紋飾，把樹皮布鋪在木刻版上後將顏料刷在布料

表面，印出木刻板的紋飾。

展示單元　Display unit

▲ 斐濟樹皮布

▲斐濟樹皮布圖案印模

▲斐濟樹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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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

樹皮攤成平面。

Spread the bark 

in flat.

步驟 (7

繼續使用木槌敲打樹皮纖

維，樹皮逐漸延展。

Use the wooden hammer 
a g a i n  t o  k n o c k  t h e 
bark fiber, the bark will 
extension longer.

步驟 (6

清洗樹皮布，擰乾攤

開曬乾完成樹皮布。

Wash the bark, make 
it dry in a flat.

步驟 (5

經過縫製及裝飾後，美

麗的樹皮布衣完成了!

A f t e r  s e w i n g  a n d 
d e c o r a t i o n ,  t h e 
beautiful tapa is done!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採集適合製作樹皮布的

樹種，例如：構樹。

Gather the bark, which 
suitable for making 
tapa, such as paper 
mulberry.

使用小刀將樹皮的表

層削平滑。

Use the knife to peel 
t h e  b a r k  s u r f a c e 
smooth.

使用木槌敲打樹皮，使樹

皮從樹幹上鬆脫。

Use  wooden  hammer 
knock the bark, make it 
fall off the trunk.

使用剪刀剪開樹皮。

Use scissor to cut the 
bark.

樹皮如何變成布 
The steps of making Tapa



展示單元　Display unit

-16-

五、自然就是美

岩佐嘉親先生的收藏品中有許多以自然素

材製成的裝飾品，反映當地人群善加利用自然

資源。不論是貝殼或植物種子串連而成的項

鍊、貝類磨製的潔白手環或是動物骨頭製成的

鼻飾，都是當地人群重要的配戴物品。由於不

同種類的貝生存環境略有不同，這些漂亮的貝

殼本身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南太平洋的生態環

境。

此外，在太平洋地區許多部族裡，貝和貝

類加工品在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作

為裝飾品使用，也可以作為一種『交易貨幣』

（shell money），有時候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意

義和象徵意涵─尤其是與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和社會財富有關。

-16-

▲當代Langalanga人貝珠串的貿易路線 改繪自郭佩宜〈協商貨幣：所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的動態貨幣界面〉。

▲貝殼飾品

▲貝珠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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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貨的形式多樣，索羅門群島的

Langalanga人是製作傳統貝珠串的能手。

他們住在Malaita省西岸的礁湖海岸聚落，

人群擅於航海，主要以捕魚維生。製作貝珠

串是當地另一種獨特的生業形態，數百年來

貝珠串不僅是日常交易的媒介，也是重要儀

式場合交換的珍貴物品。貝珠錢的製作過程

包含下面幾個步驟：

（1）潛水和挑選貝殼

（2）將貝殼敲成適當的雛形大小

（3）中間鑽孔

（4）放在燒熱的石頭上改變顏色

（5）以繩子串起後磨平邊緣至相同大小

（前述兩段文字內容摘錄自郭佩宜〈協商貨幣：所

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的動態貨幣界面〉及〈展演

「製作」：所羅門群島Langal anga人的物觀與「貝

珠錢製作」展演〉）。

▲黃寶螺反面

-17-

▲黃寶螺正面

▲雪山寶螺正面 ▲雪山寶螺反面

這兩種貝類都是生長在熱帶珊瑚礁地形。由於外

形漂亮，常被當作貨幣或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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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樂舞祭情

南太平洋的人群有著豐富的音樂和舞蹈

文化。歌舞儀式不僅是和祖先、神靈溝通的

管道，同時也是日常生活重要的娛樂和社交

活動。樂器材質多使用自然素材，木頭、竹

子、植物果實都是常用的材料，足鈴、鼻

笛、排笛、木鼓等都是常見的樂器種類。 

岩佐嘉親先生收藏的文物有許多木雕人

像，有些是神靈、祖先的象徵，有些則是部

落有名望的亡者形貌。根據研究，在東南

亞、南太平洋等地區皆有發現呈現蹲踞姿勢

的人像木雕，臺灣原住民排灣群社會也有這

種姿態的木雕像。 ▲斐濟傳統樂器Lali演奏
圖片由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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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像裂縫鼓

Tamtam人像木雕鼓來自萬那杜的

Ambrym島。外觀為直立式的圓柱

形，頂部有突起的乳釘式髮型裝

飾，臉部有圓且大的眼睛與鼻子，

木柱中央部份挖出一長條凹槽。傳

統的tamtam人像木雕以麵包樹幹製

作，人們會將它立於廣場，在祭儀

或活動時敲擊凹槽發出聲響，伴隨

舞蹈強烈的節奏。（引自林建成〈原始與熱

情─淺談岩佐嘉親先生採集的萬那杜人像

與面具雕繪文物〉一文）

鼻笛

鼻笛泛指以鼻吹奏的樂

器，常見結構有以鼻子送氣的吹

氣口和控制音高的指孔，或是以吹氣力度和

速度控制音高。鼻笛在亞洲、東南亞、非洲

和大洋洲等地區皆有發現，臺灣的原住民族

部分也有這種樂器。

萬那杜珊瑚雕像

萬那杜當地人群會使用珊瑚製

成雕像，這與當地環境屬於珊

瑚礁島嶼地形有關。人群就地

取材、充分利用當地素材，結

合祭祀及儀式需求作出的藝術

表現。

▲圖片引自陳奇祿《臺灣排灣羣諸族木雕標本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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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南島語族與臺灣

「南島語族」這個概念來自語言學，因為語言相似且有共同的詞彙，被語言學家劃分

為同一種語系。南島語系包含1300多種語言，使用的人口大約有2億5千萬人。臺灣原住民

族的語言因為多樣性和歧異性最高，同時也保有許多古南島語特徵，多數語言學者認為臺

灣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之一：以臺灣為中心向南、再向東和西擴散。近年來考古學、人類

學和遺傳學（DNA研究）的成果也逐漸強化此一論述。目前的研究認為南島語族的人群文

化包含幾項重要特徵，如樹皮布的製作和使用、紋身習俗與吃檳榔的習慣等。

紋身

以尖狀刺針和自然顏料在身體上留下

不會消失的圖紋，這是南島語族人群

常見的風俗。紋身具有成年象徵、彰

顯功績地位、也有辨別不同人群的功

能，有時候也是人群社會審美觀念的

反應。

檳榔

吃檳榔是南島語族人群的文化特色之一，除了日常食

用，透過交換和共同嚼食的經驗也可以建立或強化族

群和文化認同，此外也可以作為社交禮物、治療疾

病、防止瘟疫、宗教祭品或法物。在巴布亞新幾內

亞，最早只有住在低地區域說南島語的人

群食用，後來傳進住在高地區域說巴

布亞語的人群後造成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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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太平洋構樹的原鄉

構樹（俗稱「鹿仔樹」） 是東亞及中

南半島常見、雌雄異株的桑科原生樹種，強

韌的內皮讓它成為重要的造紙原料。在近代

文明傳入大洋洲島嶼地區之前，人群種植構

樹且取樹皮槌打後製成「樹皮布」。現代樹

皮布的實用價值雖然已經被紡織布取代，但

仍有重要的儀式及象徵意義。

2008年3月至今年（2015）年10月，歷

經七年半，在有限的研究經費條件之下，研

究團隊蒐集分析來自臺灣、中國、中南半

島、日本、菲律賓、印尼蘇拉威西、新幾內

亞及大洋洲島嶼各地合計超過600個構樹樣

本。研究分析蘇拉威西、新幾內亞及遠大洋

洲等地人群從樹根萌芽繁殖的構樹，發現

DNA中帶有與 南臺灣構樹 相同的葉綠體基

因單型cp-17，顯示臺灣可能就是「太平洋

想要更加了解『南島語族』嗎？

可以參考下列網站喔！ www.ianthro.tw/p/49www.ianthro.tw/p/46

構樹」的原鄉，此一結果與臺灣是南島語族

人群原鄉的論述十分吻合。

此研究是目前第一個從民族植物學角度

著手的南島語族人群起源地研究。透過常見

的本土樹種，見證了臺灣在南島語族議題研

究的重要性。

（以上內容整理自 鍾國芳2015〈民俗植物訴說的

「出臺灣說」？台灣是太平洋構樹的原鄉〉）

構樹南北大不同

北臺灣構樹多帶有cp-1的基因單型（最

常見於福建到華中地區），配合北臺灣構樹

的遺傳多樣性較低、臺北盆地五股地區的古

地質孢粉報告以及北臺灣考古最早出土的

「石拍打棒」年代，研究團隊推論臺灣北部

這些帶有與福建相同基因單型的構樹可能非

原生植物，而是最早隨南島語族先祖從福建

來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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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畫家筆下的南太平洋

地處遙遠、風景優美且擁有特殊文化的

南太平洋是許多人嚮往的地方。19世紀後，

許多藝術家不辭千里來到這裡，記錄下他們

對島嶼最深刻的記憶，創作出令人感動和驚

嘆的作品，也把南太平洋獨特的人文風光介

紹給更多的人。

◎ 保羅．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

沙灘上的大溪地女人，1891

◎ 劉其偉先生 Liu Chi-wei （1912-2002）

紅毛猩猩，1999 巴布亞的精靈，1993 巴布亞的咒語，1997

臺灣知名畫家兼人類學家。受到中、日文化的洗禮淬鍊，一生經

歷曾任多種不同職業。他的畫作備受推崇，擅長水彩畫與混合媒

材，有畫壇老頑童之稱。

1993年，他以81歲高齡組織探險隊前往大洋洲巴布亞新幾內亞進

行石器文物的藝術研究，見證「人類最後石器時代」的樣貌。其

一生關注於藝術人類學和原住民文化田野調查，致力以藝術推廣

其對大自然的熱愛和自然生態保育。

生於巴黎，法國畫家、雕塑

家、陶藝家及版畫家，印象

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認為20

世紀初野獸派的先驅。

因為對於南太平洋地區充滿

期待，致使他在34歲時離開

巴黎遠赴大溪地停留至 1893 

年。該地的美與神秘使他著

迷，創作不少為世人所驚嘆

的作品。晚年的高更，為攞

脫都市文明，移居純樸、原

始的大溪地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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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方框看世界

郵票由各地政府發行，圖案經常會反映

當地的文化和景觀特色，有時候也可以看到

特殊的歷史事件紀念以及人群間的脈絡關

係。

東加的金屬異形郵票

 東加王國（TONGA）於1886年開始發

行郵票。1963年突破國際慣例，發行一套6

枚的圓形紀念郵票，是世界郵政史上最早的

異形郵票。1964年南太平洋婦女大會在東

加舉行，該國發行

雞形、鱷魚形的紀

念郵票4枚，此後

更有三角形、十字

形、水果形、動物

形、房屋形、地圖

形、體育運動和名

人剪影等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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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鑽油井郵票

本件為 1 9 6 9年

發行，外形為鑽油

井樣貌，為自黏式

郵票。郵票上印有

藍色「OIL SEARCH 

1 9 6 9」（探勘石

油 1 9 6 9）的英文

字樣，底下的綠色

島嶼為東加王國塔

布群島的外貌。郵

票 中 央 印 有 黑 色

「TONGA」（東加）

和「THE FRIENDLY 

ISLANDS」（友善的島嶼國家）英文字

樣。圓形内的人頭像為當時的東加國王陶法
阿豪圖普四世，自1965年繼位後至2006年

卸任。

◎金屬地圖郵票

本件1964年發行，形狀為塔布群島的

外貌，為自黏式郵票。郵票的發行是為了紀

念該國當年舉辦南太平洋婦女大會，因此金

色外框印有「PAN-PACIF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的英文字樣，

外框下方的「NUKU' ALOFA」為東加首都

努瓜婁發。中央印有國家名稱「TONGA」

（東加）以及「The Friendly Islands」（友

善的島嶼國家）英文字樣。圓形内的人頭像
為當時的東加女王薩洛特‧圖普三世，自

1918年繼位後至1965年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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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群島郵票

本件為1968年發行，紀念法國探險家

布干維爾（Bougainville）1768年進行環球

航行時來到薩摩亞群島滿200周年，圖上的

虛線為當時的航行路線。布干維爾對當地

人擅長製作獨木舟在海上靈巧航行感到讚

嘆，因此稱呼該地為「薩摩亞群島（Samoa 

Islands）」意思是航海者群島，這個稱呼

一直沿用至今。紀念郵票全套共計4枚，岩

佐嘉親先生的收藏是其中一枚。

◎英屬索羅門群島郵票

本件郵票呈現當地人演奏木鼓（當地

稱為Bauro Gongs）的景象。郵票上的文字

「BRITISH SOLOMAN ISLANDS」反映索羅

門群島在1975年獨立之前為英國屬地。郵票

左上角的皇冠圖案和EllR字樣代表英國女皇

伊麗莎白二世，ER是Elizabeth Regina的縮

寫，Regina是拉丁文皇后或女王的意思。

▲特展開發的拓印版
▲薩摩亞群島郵票

▲英屬索羅門群島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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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永續環境的再思考 
獨特且美麗的南太平洋過去吸引了岩佐

嘉親先生和許多人們前往。然而，這個區域

目前正面對巨大的環境衝擊：海平面上升淹

沒家園、大型漁船過度捕撈導致海洋資源枯

竭以及環境變遷造成海洋生物數量銳減、海

洋垃圾的增加及汙染。面對這些議題，身為

地球村一份子的我們是否能夠做些什麼，一

起來保護這片美麗的海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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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a！」熱情的問候語，意思等同中

文的您好，歡迎來到充滿熱帶風情的斐濟。

斐濟位於南太平洋國際換日線上，國家名

稱源於東加語的『島嶼』(Viti)。全境國土面

積18,333 平方公里，由330個島嶼組成，其

中106個有人居住，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島

國」。這些島嶼主要是火山島，少數是環礁

珊瑚島。終年舒適的氣溫、美麗的海灘以及

豐富獨特的南島文化，讓當地現今成為著名

的旅遊景點。

日本文化愛好者岩佐嘉親先生一生往返

南太平洋島嶼國家50餘趟，其中一個國家就

是斐濟。在那裡，岩佐先生以攝影的方式留

住許多美麗的自然景色以及熱情開朗的人群

影像，同時也收集許多當地文物。

本次展覽特別邀請「斐濟駐華貿易暨觀

光代表處」一同合作，藉由更多當地精彩特

殊的文物，提供觀眾更多關於南太平洋人群

文化的訊息。

Bula！從岩佐嘉親先生到斐濟傳統文物

─看見更多南太平洋人群文化

 撰文者/林芳儀(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遺址監管員)

▲本次特展中的斐濟文物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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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va與Tanoa

「這個木盆是用來做什麼的？」許多人第

一眼看到這件文物都會產生這個疑惑。木盆的

名稱是Tanoa，也是外地人拜訪斐濟傳統村落最

有可能第一個見到的重要文物喔！Tanoa有正

面和反面的區別，盆緣下方小小的三角形就是

它的臉，使用時要朝著前方；盆子本身裝飾的

程度可以反應擁有者不同的身分地位。村落中

的人們使用Tanoa盛裝當地的特色飲品─卡瓦

（Kava），用來招待重要的貴賓和朋友。

卡瓦是由胡椒根磨成的粉末加水製成，喝

入口會感覺刺刺麻麻的，如果喝多了會產生微

醺感，可以達到放鬆身心的效果，讓人們談起

話來更加輕鬆愉快。相傳，過去斐濟不同部落

的首領聚會時也會先喝上一些，放鬆心情也緩

和現場緊繃的氣氛，避免衝突一觸即發。

▼Tanoa

▼kava
@solka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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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魚牙齒與社會地位

在斐濟文化中，鯨魚牙齒做成的飾品是

最珍貴的文物，當地稱為Tabua；在斐濟語

中，Tabu表示「神聖」的意思，因此鯨魚

牙齒飾品被認為具有神聖性，能夠持有它是

很大的榮耀。Tabua主要由部落領袖或身分

地位較高的人持有，尺寸大小也反映了持有

人的社會地位，越大表示擁有者的社會地位

越高。此外，鯨魚牙齒飾品也是一些儀式

性場合中重要的禮物，比如婚禮、喪禮、

出生儀式、小孩命名儀式或是協商性場

合。現代社會裡，鯨魚牙齒飾品也有

祝福、尊敬或是忠誠等意涵。

斐濟位於太平洋鯨魚群的遷徙

路徑上，有時候鯨魚會因為迷航而

受困擱淺於環狀珊瑚礁之中，受傷

嚴重者可能因此死亡。斐濟當地人

主要是利用這些死亡的鯨魚，少有補捉的行

為。

鯨魚牙齒飾品因為數量稀少且在傳統文

化上有重要意涵，不僅當地人和政府相當重

視這項傳統文物，許多到訪斐濟的人們也想

擁有這項特殊文物。岩佐嘉親先生捐贈給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收藏中，就有5件

來自斐濟的鯨魚牙齒飾品呢！近年來，斐濟

政近年來，斐濟政府為了避免鯨魚牙齒飾品

大量流往國外，以法律規範鯨魚牙齒的飾品

未經政府允許不可以隨意帶離國境。

「這件鯨牙項飾真的是用鯨魚牙齒做的嗎？」本次展

出的文物是用太平洋鐵木製成外形相似的產品。根據

研究，斐濟當地使用鯨魚牙齒製成的飾品大約有150

年的歷史，在此之前，當地人是以木頭製成形狀相似

的物品，稱為bua-ta。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表

示，雖然Tabua不能隨意離開國境，還是希望能夠透

過bua-ta增加更多人對這項當地珍貴文物的認識。

▲展示文物由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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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感謝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對

本次特展的支持，提供多件精美的文

物，不僅為本特展增添豐富內涵，同時

也提供觀眾更多對於南太平文人群文化

的認識。本文僅挑選借展文物中三件較

為特色的文物進行簡單介紹，希望能夠

提供讀者更多對於斐濟歷史、人群文化

的了解。

參考文獻

方鈞瑋，2013〈岩佐嘉親藏品兩件介紹：鯨牙

項飾與泥塑彩繪女子人像〉，藏品放大鏡，史

前館電子報第258期。

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著，2014 《什麼

都能吃！令人驚異的飲食文化》，臺北市：書

林。

網路參考資料

斐 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官方網站）：

http://www.fiji.org.tw（2015年12月瀏覽）

Ta bua，Fiji High Commission Australia （2015

年12月瀏覽）

ht tps://fijihighcom.com/home-mainmenu-1/

student-info-mainmenu-59/64-tabua.html

Ea ten missionary's family get apology，BBC 

News：http://news.bbc.co.uk/2/hi/asia-

pacific/3263163.stm

＠Martin Valigursky

▲斐濟海灘與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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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岩佐嘉親先生（M r.  I w a s a 

Yoshichika 1922-2014）於2008年3月17日

將其畢生蒐藏，總數超過1萬8件之大洋洲

文物及相關調查研究資料，全數捐贈給他從

未造訪過的臺灣，將文物捐贈給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下稱史前館或本館）。岩佐

嘉親生於1922年7月21日，於1942年自關西

高等工業學校（現大阪工業大學）畢業，

他十分醉心於文化事業，1955年到1959年

成為「瀨戶內海史蹟調查團」之一員，更

在1959年與信州大學鈴木教授等學人組織

「1959年波利尼西亞學術調查隊」。自該

年之後，共進行過50次以上太平洋地區的

田野調查，並在各地收集民族學與考古學資

料。他在1965年成立了「太平洋文化研究

所」，並擔任所長，熱心推動日本國民認識

南太平洋文化，進行太平洋南島語族研究。

除此之外，岩佐先生為了田野工作，需

要不斷學習新的語言，也促使他寫了不少有

關介紹南島語言的學習專書，並自行發行了

太平洋研究所季刊（1989年9月創刊，持續

到1993年12月，共出刊了13集）。其進行之

大洋洲島嶼的田野調查，歷經50餘年，完成

了傑出的南島語言與文化研究，並收藏大量

的南島語族標本、文物、影像與研究史料。

人間遺愛：

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南太平洋文物的啟示

岩佐先生所捐贈之收藏文物資料類項與

數量極為豐富，在我國博物館捐贈史上實屬

少見的盛舉。2008年3月17日捐贈文物平安

抵達史前館，立即進行開箱清點事宜，全部

清點作業歷時10天，於3月26日完成。經清

點後，實際捐贈數量為：民族學文物2,037

件；自然史標本1,962件，合計近4,000件。

然而上述數量，尚未包含1,451件圖書、約

3,000件的郵票、2,000多件的錢幣，以及岩

佐先生50年來相關調查研究之相關記錄卡及

照片。

本文整理/張至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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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捐贈經過

本館在2007年10月接獲曾經造訪本館

的坂本勇先生訊息，表示有日本文物收藏家

聽聞史前館積極推動南島文化研究，並有完

善的典藏空間及文物管理，願意捐出數件有

關太平洋南島民族樹皮布標本給本館。正巧

本館於2007年12月3日至9日有日本行，由

前館長浦忠成帶隊拜會典藏有臺灣原住民文

物之日本各大博物館，經由坂本勇先生引

介，12月4日下午至「太平洋文化研究所」

拜會岩佐嘉親先生。岩佐先生對浦前館長率

隊親臨拜會至為感動，有鑒於自身年事已

高，加上史前館所在的臺灣同屬南島語族分

布之地，當下便決定將擁有的全數標本捐贈

史前館，做為典藏研究與展示用途。但捐贈

方式是希望史前館能整批完整收藏，而非由

收藏中個別挑選特別的項目。前館長浦忠成

與隨行同仁評估岩佐先生收藏之文物具有相

當重要之意義與價值，便表示接受捐贈之意

願，本館同仁方鈞瑋先生當下即進行初步估

算標本數量工作，以便擬定運輸計畫，因時

間極為有限，且無機會進入庫房，當時粗估

文物數量約在300至400件左右。返台後，

以最快的方式呈報教育部，請求資助完成本

項計畫。在教育部鼎力支持下，於2008年2

月初向岩佐先生明確表達接受其捐贈，迅速

完成博物館專業運輸招標作業。2008年3月

17日文物平安抵達本館。

幾年後，2012年12月3日岩佐先生委託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藍采如女士轉告尚

有一批大洋洲文物及調查資料願併入捐贈，

交與史前館永久保存。考量岩佐先生當時已

逾90歲高齡，且身體狀況不佳。經研議後，

2013年4月11日史前館派兩位研究人員緊急

前往日本探訪岩佐先生，並執行標本文物蒐

藏及訪談工作。文物標本於5月18日安全運

抵史前館，經過統計，第二次岩佐嘉親先生

的大洋洲捐贈文物可分為民族學、自然史及

研究參考資料三大類別，共計4,321件。

岩佐先生曾表示：「我希望能將文物

捐回有南島語族人民的國度，略表回饋之

心。」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岩佐先生超越國

界，無私的胸懷，以及他對南島研究心之所

繫的具體回饋。岩佐嘉親先生於2014年2月

17日辭世。其遺孀岩佐寿美女士，亦將弔慰

金日幣2,000,000元（折合新台幣588,200元

整）捐贈本館，支持相關研究工作。岩佐先

生終其一生，生前身後無私的情懷令人感佩

不已。相信本批文物對史前館在南島研究與

展示教育之整體發展，必能挹注無限的動力

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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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史前館在接受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後曾舉辦過的相關活動，整理如下：

類別 名稱 時間 說明

記者會
日本國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南太平洋地區
文物典禮暨新聞記者會

2008/03/21舉行 捐贈記者會。

特展

公開的密室：博物館典藏保存技術特展 2008/11/21-2009/03/08
以岩佐先生捐贈文物進
行展出及研析案例。

「跨越與連結臺灣與南島文化」國際攝
影展

2008/12/02-2009/03/01
搭配捐贈文物展出，介
紹南島文化。

南海樂園：日本岩佐嘉親捐贈大洋洲文
物特展

2009/10/15-2010/03/31
以岩佐先生之捐贈為主
題之特展。

情繫南島：岩佐嘉親及其收藏特展 2013/08/16-2014/09/30
為岩佐嘉親先生第二次
捐贈後所進行的展示。

旅行記憶：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南太平洋
文物特展

2015/11/06-2016/04/25
新北市政府主辦。新北
市 立 十 三 行 博 物 館 承
辦。史前館合辦。

相關文章

文物流轉．記憶接軌：跟著日本岩佐嘉
親先生一起去旅行

2011/12出版
作者：楊政賢。文化驛
站第28期。p4-p7。

「物件」森林：日本岩佐嘉親先生捐贈
大洋洲文物的標本概況

2011/12出版
作者：王勁之。文化驛
站第28期。p8-p13。

整飭「物語」：日本岩佐嘉親先生捐贈
大洋洲文物的整飭雜談

2011/12出版
作者：潘佳育。文化驛
站第28期。p14-p16。

原始與熱情：淺談岩佐嘉親先生採集的
萬那杜人像與面具雕繪文物

2011/12出版
作者：林建成。文化驛
站第28期。p40-p45。

「跨越與連結臺灣與南島文化」國際攝
影展

2008/12/01刊登
作者：夏麗芳。發現電
子報第114期。

岩佐嘉親（Iwasa Yoshichika）先生捐
贈本館太平洋南島民族文物始末

2009/10/15刊登
作者：林志興。發現電
子報第165期。

相遇在南海 2010/01/01刊登
作者：戴蕾。發現電子
報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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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稱 時間 說明

相關文章

南海風味餐的食材管理─雜談岩佐嘉
親展品的登錄管理作業

2010/01/01刊登
作者：徐翬。發現電子
報第170期。

日本岩佐嘉親先生第二次捐贈大洋洲文
物標本暨研究資料

2013/05 撰寫
作者：王勁之。史前館
網站資料。

「情繫南島：岩佐嘉親及其收藏特展」
介紹

2013/09/01刊登
作者：張至善。發現電
子報第258期。

赴日蒐藏工作紀要：2013年岩佐嘉親先
生捐贈大洋洲文物標本

2013/09/01刊登
作者：王勁之。發現電
子報第258期。

岩佐嘉親藏品兩件介紹：鯨牙項飾與泥
塑彩繪女子人像

2013/09/01刊登
作者：方鈞瑋。發現電
子報第258期。

標本圖錄 跨越與連結臺灣與南島文化 2008/12出版
搭配「跨越與連結臺灣
與南島文化」國際攝影展
出版，收錄標本87組件。

專書 打樹成衣：南島語族的樹皮衣及其文化 2011/01月出版
主編：張至善。收錄樹皮
布相關文物標本2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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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史前館在獲得此批珍貴的捐贈之後，積極

努力希望發揮文物之教育價值，籌劃辦理了一

系列的特展、文章發表以及書籍的出版。此

外，為使岩佐先生此批捐贈文物更具價值，未

來，史前館將善加利用資源，持續積極開展下

列工作：

一、 深化並加速完成更詳實的文物清點、分類

整理、登錄、建檔與數位化工作，以做好

文物保護與後續方便利用之基礎性工作。

二、 配合整理進度逐次開放文物及資料，提供

本國，甚至國際學界之學者，碩博士生參

考研究或發展研究（諸如回歸母體文化脈

絡之研究或各種比較研究）。使研究成果

之累積進一步深化此批文物與資料之價

值。

三、 配合研究成果進一步發展各種相關的展示

及教育活動（館內或跨館合作），甚至與

南島國家間進行學術、展示、教育等交流

活動。

時至今日，岩佐先生所捐贈大量的大洋洲

文物與資料，尚有許多物件知識與文化脈絡亟

需各方的發掘與研究，史前館亦將秉持善盡文

物典藏與文化教育之責，持續地讓文物發揮其

對世界、對公眾不凡的意義與功能，期不負岩

佐先生跨國捐贈之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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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林 志 興 。 2 0 0 9 。 〈 岩 佐 嘉 親 （ I w a s a 

Yoshichika）先生捐贈本館太平洋南島民族文

物始末〉。發現電子報第165期。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

王 勁之。2011。〈「物件」森林：日本岩佐嘉

親先生捐贈大洋洲文物的標本概況〉。文化驛

站第28期。p8-p13。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

童 春發。2011。〈館長序〉。張至善主編。

《打樹成衣：南島語族的樹皮衣及其文化》。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楊 政賢。2011。〈文物流轉．記憶接軌：跟著日

本岩佐嘉親先生一起去旅行〉。文化驛站第28

期。p4-p7。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王 勁之。2013。〈日本岩佐嘉親先生第二次

捐贈大洋洲文物標本暨研究資料〉。史前館

網站資料。http://www.nmp.gov.tw/learn/

collections/news.php?i=46&p=1。

▼「 南海樂園：日本岩佐嘉親捐贈大洋洲文物特

展」為第一個以岩佐嘉親先生捐贈為主題的

特展，2009/10-2010/03。

▼20 11年出版的《打樹成衣：南島語族的樹皮衣

及其文化》，史前館第一本以岩佐嘉親先生

捐贈文物為研究主題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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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繫南島：岩佐嘉親及其收藏特展」為岩佐嘉親先生第二次捐贈後所進行的展示，2013/08-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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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視：學習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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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 ｜ 吳秀慈
總 籌 ｜ 吳秀慈、張善楠
出 版 小 組 ｜ 岳彩琨、王長華、蔡志忍、楊小青、高麗真
企 劃 及 撰 稿 ｜ 林芳儀、張至善
執 行 編 輯 ｜ 林芳儀、張至善、方鈞瑋、王勁之、蔡怡玲
出 版 單 位 ｜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地 址 ｜ 24947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電 話 ｜ 886-2-2619-1313
網 址 ｜ www.sshm.ntpc.gov.tw
出 版 日 期 ｜ 105年2月

◎版權所有，引用和印製請依循相關法律規範

旅行記憶─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南太平洋文物特展專刊
Travelling Memories─Special Exhibition for The Iwasa Yoshichika Col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