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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夏威夷大學臺灣學生會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at Univeristy of Hawaiʻi at M

ānoa） 

計畫名稱： 南島青年論壇 

結案日期：2020/02/15 



夏威夷大學臺灣學生會辦理「南島青年論壇」成果報告書 

壹、前言 

 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每年邀請來自全球各地超過一百

位的「年輕學者」與「社區工作者」發表論文、分享經驗，今年第十九屆國際研

究生研討會（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IGSC），IGSC 與臺

灣原住民族委員會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合作，共同

舉辦南島青年論壇（Austronesian Youth Forum），青年論壇期待透過南島原住

民族的產官學界的青年代表的對話，培育具備宏觀國際視野及文化主體認同的南

島民族青年領袖，提升其對南島民族事務之理解、認同， 及專業知能。進而促

進並建構南島語系國家之間的互動網絡，除可提升全球對於南島文化的瞭解，並

同時推動國際之間的文化聯繫，進而推升臺灣原住民的國際能見度與地位。 

 

貳、活動執行情形 

一、 名稱：南島青年論壇（Austronesian Youth Forum） 

二、 地點：東西中心 Imin國際研討會中心（美國夏威夷檀香山） 

三、 參加人數：150 人 

四、 計畫執行效益、特色及影響：  

  本次南島青年論壇將邀集國內外南島民族青年，進行對話與交流，並規

  劃一場「圓桌論壇」提供青年學者與工作者討論的場域，另外還有「論

  文發表」的機會，來分享南島學的研究。本論壇將於在美國夏威夷舉行，

  探討的主題為：跨越南島的影像紀錄 （Images Across Austronesia）。 

五、 大眾傳播媒體及部落內部反應或大眾評價：  

1. 大眾反應認為，透過視覺藝術工作者，能暸解南島區域、大洋洲的

共同關注議題，以及原住民參與者，是如何透過影像、視覺藝術來

反映、解決、陳述這些議題。 

2. 東西中心是大洋洲重要的政策研究學術機構，藉由邀請來自大洋洲

地區的參與者與臺灣原住民視覺藝術工作者互動，創造了國際學術

多面向交流與合作研究的平台。 

3. 對於參與者來說，南島青年論壇是連結彼此的契機，南島民族之間

從共同當代議題、語言、文化、都有共同之處，透過互相的連結，

創造了未來合作得可能性。 

4. 參與者認為，期待與東西中心的合作，最終能促成常態性的連結。

對於目前缺乏臺灣原住民參與的平台，東西中心能扮演原住民國際

參與的管道與場域。 

 



參、自我優劣評鑑 

一、 優點：（分點詳述） 

1. 連結臺灣南島語族文化與大洋洲之間的關聯 

2. 透過論壇，培育參加全球性與區域性之原住民族國際會議青年人才 

3. 建立對話與溝通平台 

4. 以大洋洲原住民為主題的討論 

二、 缺點：（分點詳述） 

1. 行銷、宣傳部分應該更觸及到大洋洲社群 

2. 單次性論壇，無法與大洋洲社群建立長久之連結 

3. 大洋洲對於臺灣所提倡的南島文化暸解不多，因此在與大洋洲青年

交流時，應可將「南島」、「大洋洲」、「太平洋島嶼文化」…等等的

字眼並存。 

肆、討論與建議 

一、 與原訂計畫之落差： 

  角色定位分工不夠明確（以下建議未來執行方式） 

 原民會：主辦單位與補助單位 

 東西中心：合作單位 

 夏威夷大學臺灣學生會：承辦與策劃團隊（行政公文、經費核銷） 

o 指導教授一名 

o 兩名主要負責人 

o 四至六名計劃協助人員 

二、 有無製作紀錄供作未來之參考？ 

  提供計畫書以及建議書。 

三、 改進意見： 

        經費執行方面— 

1. 建議原民會與東西中心，透過《南島青年論壇》的方式，持續常態

性合作：東西中心為合作單位，將《南島青年論壇》交由夏威夷大

學臺灣學生會承辦。 

2. 由南島青年論壇策劃團隊編列經費預算表，透過「東西中心」提交

原民會審核。核定之經費表，請原民會正式（行文）回覆東西中心，

並知會團隊。 

3. 經費部分可由原民會先行撥款挹注東西中心，或是請東西中心依據

核定經費清單，先行代墊費用，並由側滑團隊收集單據，由東西中

心統一交付原民會辦理核銷。 

4. 請原民會負責經費核銷承辦人與策劃團隊，建立線上討論群組，隨

時溝通，說明經費核銷方式與規則，以便釐清經費核銷問題。 



伍、結論與建議事項 

    建議論壇計畫時程 

 5/31前：完成策劃團隊徵選 

 6/30前：由策劃團隊與東西中心(提供建議)完成論壇主題策劃與經

費預算表，提交原民會審核。 

 7/31前：完成「南島青年論壇徵文啟事(call for abstract/paper) 

或作品集」，交付原民會於臺灣公開徵求原住民青年參與。 

 8/1-9/30：公開徵選(由策劃團隊決定)，建議徵選 2名。 

 10/15：由策劃團隊發信公告錄取之原住民青年名單 

 10/31前： 

1. 確認臺灣原住民青年參與人選 

2. 由策劃團隊在東西中心的協助下，邀請專題演講講者

(Keynote Speaker)與南島地區非臺灣原住民之青年的參與

(1-2名)。 

 11/30前： 

1. 確認專題演講者與非臺灣原住民青年的參與名單 

2. 收到臺灣原住民青年與會者之講稿  

 12/31前： 

1. 完成論壇文宣與印製   

2. 臺灣原住民青年與會者內容定案(策劃團隊可提供英文協

助) 

 1/31前：完成論壇宣傳 

 2月：論壇執行。 

 

註：成果報告書附件 

一、 原活動計畫書（如附件一） 

二、 活動相片（如附件二） 

三、 DVD（計畫書有列攝影費用者須附：無） 

四、 參加人員名冊（並註明族別，如附件三） 

五、 文宣品、報導剪報影本（如附件四） 

六、 發表文章與簡報（如附件五） 

 

 

 

 

 



 

附件一：原活動計畫書 

 
 

原住民族委員會 

 

「南島青年論壇」 

計劃書 

 

 

 

中華民國 108 年 9月 
 



 

 

夏威夷  Imin 國際研討會中心 

美國 夏威夷 檀香山 

 2020年 2 月 13-15號 

 

1. 計畫背景與目標 

 

東西中心國際研究生研討會 

 

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每年邀請來自全球各地超過一百位的

「年輕學者」與「社區工作者」發表論文、分享經驗，今年第十九屆國際研究生

研討會（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IGSC），將於 2020 年 2

月 13~15 號在美國夏威夷舉行。在歷經十八年的時光裡，IGSC致力於提供一個

跨學科觀點的交流平台，提升亞洲與太平洋區域議題的國際能見度，開拓青年朋

友在國際的產、官、學界互動交流場合。本年度 IGSC 2020將專注於探討地方社

區在全球化的劇烈影響下如何應對、回覆、參與對話的過程，因此今年的主題是 

“超越邊界的社區之聲” （Community Voices Beyond Borders），期待藉由主

題演講、專題討論會與圓桌論壇的方式，深入暸解快速全球化下「地方社區」的

轉變與方向。 

 

研討會規模及歷年參加人數 

 

自 2002 年首屆國際研究生研討會至今，共有累積近 1,800 人次參加與會。其

中，每屆報名人數近 200位，錄取人數約 80~100 之間，報名參加的研究生來自



全球各地，已成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青年學界的重大盛事。研討會的發表形式

多元：專題演講 (Keynote)、圓桌論壇 (Roundtable)、海報展示 (Poster)、論

文發表 (Plenary Session)。專題演講由主辦單位邀請講者發表，論文發表及海

報展示則由與會者自由報名。 

 

研討會與南島青年論壇合作計畫 

 

IGSC-2020 將首次與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合作，共同舉辦南島青年論壇（Austronesian Youth Forum），青年論

壇期待透過南島原住民族的產官學界的青年代表的對話，培育具備宏觀國際視野

及文化主體認同的南島民族青年領袖，提升其對南島民族事務之理解、認同， 及

專業知能。進而促進並建構南島語系國家之間的互動網絡，除可提升全球對於南

島文化的瞭解，並同時推動國際之間的文化聯繫，進而推升台灣原住民的國際能

見度與地位。 

本次南島青年論壇將邀集國內外南島民族青年，進行對話與交流，並規劃一場「圓

桌論壇」提供青年學者與工作者討論的場域，另外還有「論文發表」的機會，來

分享南島學的研究。今年的南島青年論壇的主軸呼應 IGSC2020的方向，從當地

社區觀點出發，夏威夷原住民有一個深刻的詞：Kawāmamua，其詞是「過去」的

意思，但同時意涵著「前面的方向」或「前面的時間」，就好像夏威夷人堅定地

站在現在，背對著未來，他的眼睛盯著過去，尋找「現代困境的歷史答案」。這

樣的文化概念並非夏威夷人獨有，台灣的阿美族也有類似的文化認知。因此，南

島語族的未來方向，如何面對全球當代局勢的挑戰，也奠基在「過去的知識」與

「祖先的智慧上」。 

 

2. 議題討論範圍 

 

基於以上南島的文化的概念，會議子題包括：【跨越南島的影像紀錄】、【跨境的

原住民生態智慧傳播：在地知識國際連結】、【跨太平洋的青年組織】、【社區健康：

以在地社區為解決方案】，期盼透過子題的探討，以南島文化概念為基礎，分享

南島民族的社會組織、生態智慧，並促進多元關係之共存共榮的實踐，藉由南島

民族之間社的對話，使台灣與更廣大的南島民族，建立更穩固之瞭解與支持網絡

的基礎，也將在區域間促成進一步的合作與連結。 

 

主要議題介紹： 

 

【跨越南島的影像紀錄】 Images Across Austronesia 

 

透過影像連結台灣南島語族文化與大洋洲之間的關聯，藉由寫實紀錄影像、動

畫、圖片、刺青技術等，以豐富的多媒體形式呈現多元族群的各項議題，並運用



先進的影音技術規劃建制祭儀的連線，凸顯當代原住民的真實生活面貌，更進一

步深入探討 21世紀的南島語族面臨文化保留與認同，及適應現代社會之間平衡

的問題。 

 

報告方式與推薦人： 

 

「南島青年論壇」第三天 （二月 15日）於 16:00~17:30，目前規劃四位演講者 

（兩位台灣原住民 + 兩位來自南島地區的演講者），和一位論壇主持人。 

 

- 推薦台灣參與青年論壇名單 

1. 伊誕・巴瓦瓦隆1 

    2. 尼誕‧達給伐歷 Nitjan Takivalit2 

    3. Lahok Oding 曾秉芳3  

    4. 阿迪丹4  

- 預定國外參與人 

 1. Sergio M. Rapu (復活節島 Director of Eating up Easter Island)5  

 2. 手繪畫家 Aaron Brake  (夏威夷 Painter and Author of Mata: Visions 

of Austronesia) 

- 預定論壇主持人: Vilsoni Hereniko（夏威夷大學教授、The Land Has Eyes 導

演）6  

 

論壇子主題： 
 

【跨境的原住民生態智慧傳播：在地知識國際連結】 

Local Knowledge-sharing the connection across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in 

Asia-Pacific  

 

議題介紹：邀請青年學者/社區工作者是如何將「在地知識國際化」，從一個習於

陸地環境的人的觀點來看，太平洋的島嶼可說是「汪洋中有小島」（islands in a 

far sea），其島嶼土地狹小、偏遠而且孤立。然而，對南島語族而言，他們的生

                                                      
1
 伊誕・巴瓦瓦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OhkLng_8I 

 
2
 尼誕‧達給伐歷 https://www.facebook.com/PUWALU/posts/257249974783913/ 

 
3
 Lahok Oding 曾秉芳 https://www.facebook.com/hbun4u/posts/507990326407878/ 

 
4
 阿迪丹 https://www.facebook.com/atitanartstudio/ 

 
5
 “Eating Up Eas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PIofifOmn8) 

 
6
 Vilsoni Hereniko 

http://acm.hawaii.edu/vilsoni-hereniko/?fbclid=IwAR0zouK3pXd7QUSUqYYbHOxcCRp9hrm-O0biI

_ZDekdORTtnH8AHFGmKMh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OhkLng_8I
https://www.facebook.com/PUWALU/posts/257249974783913/
https://www.facebook.com/hbun4u/posts/507990326407878/
https://www.facebook.com/atitanartstudi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PIofifOmn8
http://acm.hawaii.edu/vilsoni-hereniko/?fbclid=IwAR0zouK3pXd7QUSUqYYbHOxcCRp9hrm-O0biI_ZDekdORTtnH8AHFGmKMhE
http://acm.hawaii.edu/vilsoni-hereniko/?fbclid=IwAR0zouK3pXd7QUSUqYYbHOxcCRp9hrm-O0biI_ZDekdORTtnH8AHFGmKMhE


存空間是一片「散佈島嶼的海洋」（a sea of islands），構成的元素不光是陸地

面積，還包括周圍的廣大海洋，以及其中的資源。因此透過跨境的生態觀點交流，

探討如：航海工藝、海洋知識、芋頭文化等議題，理解青年如何將此在地的知識

傳播出去進行區域連結。 

 

【跨太平洋的青年組織】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Young Community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議題介紹：邀請投身南島區域組織的青年領袖與工作者，來討論其「跨境組織」

是如何成立、發展、並持續發揮其影響力，期待在太平洋區域組織工作的青年工

作者分享其工作經驗，和如何加深其區域之連結。 

 

論壇場地： 

Hawaii Im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為東西中心主要的國際會議場

地，其中 Keoni 大禮堂(Keoni Auditorium) 為南島青年論壇的場地，該禮堂可

容納下 300 人。 

 

圖一：Hawaii Im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夏威夷  Imin 國際研

討會中心 



 
 

圖二：Keoni 大禮堂(Keoni Auditorium) 為南島青年論壇的主場地 

 

3. 計畫團隊成員 

 

本計劃之職稱  姓名 學歷與職稱 

 

專長 
 

計畫負責人 李政政 

美國夏威夷大學 

政治學系博士生 

美國東西中心 

學位研究員 

太平洋區域政治、台灣對太平洋外

交關係 

 

協同負責人 

 

江巧雯  

美國夏威夷大學 

民族音樂學系博士生 

美國東西中心中心學者 

蘭嶼民族音樂 

計畫工作人員 

Kalesekes 

Kaciljaan 

（排灣族） 

美國夏威夷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生 

美國東西中心會員 

原住民族健康照護議題 

計畫工作人員 

Sra Manpo 

Ciwidian 

（阿美族） 

美國夏威夷大學 

政治學系博士生 

美國東西中心會員 

大洋洲區域主義與區域組織 



計畫工作人員 

Giyu 

Tjauvaljian 

（排灣族） 

美國東西中心 

訪問學者 
民族教育 

計畫工作人員 
文宏 

（鄒族） 

美國夏威夷大學 

音樂學系博士生 

美國東西中心會員 

音樂創作：純音樂、跨領域及文化

素材 

計畫工作人員 賴奕諭 

美國夏威夷大學 

人類學系 博士生 

美國東西中心會員 

菲律賓左派政治、社會文化、原住

民與世界南島語族等議題。 

 

4. 東西中心國際研究生研討會議程 

19
th
 IGSC Program 

Thursday: February 13th 

Registration 

1:00 pm-4:00 pm 

 

Opening Ceremony 

4:30 pm – 6:00 pm 

 

Welcoming Hula and Chant 

Kumu Hula,  

Hawaiian Chant 

Taiwanese Indigenous Chant  

 

Opening Remarks 

Richard R. Vyulsteke 

President, East-West Center 

Introducing Guests: CIP 

 

Keynote Address 

Speech Title: TBA 

Taika Waititi 

Film Director 

 

Closing Remarks 

Smrity  



Cheng-Cheng LI 

19th IGSC Chair 

 

Reception 

6:00 pm- 7:00 pm 

 

 

Friday (February 14th) 

Light Refreshments 

7:30 am – 8:15 am  

Kaniela Room 

 

Parallel Session 1 

8:30 am – 10:15 am 

 

Break 

10:15 am-10:30 am 

 

 

Parallel Session 2 

10:30 am – 12:15 pm 

 

 

Poster Session 1                                                                                

Lunch 12:15 pm-1:30 pm                                             

12:15 pm-1:30 pm 

 

 

Parallel Session 3 

1:30 pm – 3:15 pm 

 

Light Refreshments 

3:15 pm-3:30 pm 

 

 

Parallel Session 4 

3:30 pm – 5:15 pm 

 



Saturday (February 15th) 

Light Refreshments 

7:30 am – 8:15 am  

Kaniela Room 

Parallel Session 5 

8:30 am – 10:15 am 

Break 

10:15 am-10:30 am 

Parallel Session 6 

10:30 am – 12:15 pm 

 

 

Poster Session 2                                                                                                               

Lunch 

12:15 pm-1:30 pm                                                                                          

12:15 pm-1:30 pm 

 

 

Parallel Session 7 

1:30 pm – 3:15 pm 

 

Light Refreshments 

3:15 pm-3:30 pm 

Austronesian Youth Forum 

3:30 pm – 5:45pm 

Opening Remarks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Keynote Speech 

Sergio M. Rapu 

Film Director 

Forum Discussion 

Closing Dance: Taiwanese Indigenous Dance 

Break 

5:45 pm – 6:00 pm 

Pau Hana 

5:45 pm – 8:30 pm 

Lanai 



附件二：活動照片 

 

 

 

 

 

 

 

 

 

原住民族委員會致詞：李康寧科長 

 

特別來賓致詞：Tuhi Martukaw洪簡廷

卉 

專題演講: Sergio M. Rapu (復活節島) 專題演講: Sergio M. Rapu (復活節島) 

 

 

 

 

 

 

南島青年論壇分享： 

Ipiq Matay徐昱萱(太魯閣族) 

 

 

 

 

 

 

南島青年論壇分享： 

Anthony Watson (帛琉) 



 

南島青年論壇分享： 

Fuday Ciyo林光亮(阿美族) 
           

南島青年論壇分享： 

Fuday Ciyo林光亮(阿美族) 

南島青年論壇：與談人 

        

南島青年論壇：觀眾 

南島青年論壇： 

太魯閣織布與阿美族紀錄片展示 

  

南島青年論壇：觀眾 

南島青年論壇：閉幕群舞(排灣族舞

蹈：領舞者—Lius Shiu 徐嘉榮) 
南島青年論壇：閉幕合舞(排灣族舞蹈：

領舞者—徐嘉榮 Lius Shiu) 



南島青年論壇：太魯閣族織布工作坊 

Ipiq Matay徐昱萱主講 

南島青年論壇：太魯閣族織布工作坊 

Ipiq Matay 徐昱萱主講 

南島青年論壇：阿美族紀錄片《織羅之

羽 Ciopihay》首映與座談會—與導演

Fuday Ciyo林光亮對談 

南島青年論壇：阿美族紀錄片《織羅之

羽 Ciopihay》首映與座談會—與導演

Fuday Ciyo林光亮對談 

 

 

附件三：參與人員名冊（並註明族別） 

 南島青年論壇來賓致詞： 

o 原住民族委員會李康寧科長 

o Tuhi Martukaw 洪簡廷卉（卑南族） 

 

 南島青年論壇與會人： 

o Sergio M. Rapau（復活節島） 

o Vilsoni Hereniko （斐濟） 

o Anthony Watson（帛琉） 

o Fuday Ciyo 林光亮（阿美族） 

o Ipiq Matay 徐昱萱（太魯閣族） 

 



 南島青年論壇閉幕舞蹈領舞者： 

o Lius Shiu 徐嘉榮（排灣族） 

 

 南島青年論壇工作人員（夏威夷大學研究生＆東西中心會員）： 

o Kalesekes Kacilaan 黃喻祺（排灣族） 

o Sra Manpo Ciwidian 李孟儒（阿美族） 

o Baicu Usaiyana 文宏（鄒族） 

o 賴奕諭（非原住民） 

o 林愷胤（非原住民） 

o 李政政（非原住民） 

o 江巧雯（非原住民） 

 

 

 

 

 

 

 

 

 

 

 

 

 

 

 

 

 

 

 

 

 

 

 

 

 



附件四：文宣品（南島青年論壇議程與海報） 

南島青年論壇議程 

  

 



南島青年論壇海報 

 

 

 



附件五：發表文章與簡報 

一、 專題演講：【跨越南島的影像紀錄】 Images Across 

Austronesia 

  講者：Sergio M. Rapu（復活節島；Eating Up Easter製片與導演) 

Native Rapanui (Easter Island) producer/director Sergio 

Mata’u  Rapu has spent the last 15 years shooting and 

producing   documentaries that have aired on History Channel, 

Travel, National Geographic, and PBS. His latest feature 

film, Eating Up East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plaguing his island home due to a booming 

tourism industry. A year after its release, the film is 

continuing to play a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and is set 

for a US national television broadcast in May 2020 followed by 

a national impact tour where Sergio and partner organizations 

will use the film to engage communities on topics of waste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Through his work, Sergio aims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life 

through thought-provoking media to inspire resolutions to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Eating Up Easter -- Official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PIofifOm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PIofifOmn8


 



 

 

 

 

 

 



二、 論壇主持人：Vilsoni Hereniko（斐濟，夏威夷大學教授；導演）  

   Dr. Vilsoni Hereniko is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s Academy for Creative Media and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Pacific Island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ʻi. 

Hereniko’s first narrative feature film Pear ta Ma ‘On Maf: The Land 

Has Eyes had its world premiere at 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 His research, 

teaching, and creative work explore issu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indigenous storytelling, art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all kinds of media. 

 

三、 與談人： 

1. Anthony Watson (帛琉藝術家) 

   Anthony is an Oahu-based artist, born in the mainland U.S. 

but raised in Palau with his maternal relatives. Growing up, he always 

had a fascination with learning about his physical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se were gateways into questioning the 

world and finding his place in it. He currently holds a Bachelor in 

Fine Arts degree from UH. 

 

 



 

2. Ipiq Matay 徐昱萱（臺灣太魯閣族；織布文化工作者） 

An Indigenous Truku youth practitioner from the Ciyakang community in 

Taiwan, Ipiq Matay is currently learning and sharing he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of indigenous weaving. In 2018, she created a space 

specifically for the practice, dedicated to sharing its profound 

meanings in mapping the geography, history, and lineage of the Truku 

peoples.IGSC invites Ipiq Maday shares Taiwanese Indigenous Truku weaving 

culture, intending to give participants hands-on experience of 

‘weaving-as-writing’. 

 



 



 

 

 

 

 

 

 

 

 

 

 

 

 

 

 



3. Fuday Ciyo 林光亮（臺灣阿美族，紀錄片導演） 

Fuday Ciyo, is an Indigenous Amis youth director from the traditional 

knife-knit age group of the Ceroh community in Taiwan. With the 

documentary Ciopihay: The Feather Headdress of Ceroh in 2018, Fuday Ciyo 

shares the stories and challenges of being a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Amis 

from the Ceroh community in Taiwan.  

 

        林光亮：2018 紀錄片《織羅之羽(Ciopihay)》 

 

         林光亮：紀錄片（製作中） 

 

 

 

 

 



四、 閉幕舞蹈指導：Ljius Rakuljivu 徐嘉榮（臺灣排灣族） 

 

 
 

五、 論壇介紹人：Andrew Gumataotao （關島，查莫洛 CHamoru） 

Andrew Gumataotao (Fino’ Chamoru, Guåhan) is the host of this 

forum, introducing the speakers. He is a young CHamoru 

embarking on a project to integrate musicians and cultural 



practitioners into the CHamoru revitalization process across 

the Marianas archipela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