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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為萬物孕育的源起，雖然分隔了土地與人群，同時又提供豐

富資源及交流管道，人類與海的互動即構成文化與歷史的基礎。臺

灣屬海島型地理環境，日常生活如飲食、信仰、器物等皆與海洋關係

密切。本期 JOY 愛十三行以「東亞海島文化」為題，臺灣大學人類

學系陳有貝副教授專文介紹東亞海島在歷史、貿易活動發展的共同特

色。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趙綺芳副

教授，分享長年研究東亞族群、民俗文化與鄰近海域互動的成果。

　　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日

本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分別從博物館所屬地域深度介紹漁撈工

具、交通貿易、考古資料等。楊政賢老師論述達悟族及巴丹島族群、

文化與考古的關聯 ; 蔡振良老師則介紹阿美族人在自然、超自然及人

的互動與文化記憶傳承。盧柔君博士細數日本沖繩的史前遺址、歷史

時期遺址、宗教遺址與戰爭遺址，引領讀者破除傳統觀光視角重新詮

釋沖繩文化之美。

　　十三行博物館近年來致力整合各學科專業知識並推廣考古教育，

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字介紹，讓讀者對東亞海島文化有初步認識，更邀

請大眾在閱讀刊物之餘，能夠實地造訪博物館現場，一同探索東亞地

區海洋文化之美。

館長序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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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焦點

東亞海島文化

壹、�東亞的海島

　　「東亞海島」通常是指分布在亞洲東岸的一連串島嶼，主要

包括日本列島、琉球列島與臺灣等，由於它們在地理上的位置毗

鄰，而在歷史過程中又曾經共同經歷各種區域事件，導致在文化

的表現方面也呈現出若干共同的特色。

　　有一些研究者會將東亞海島連同中國大陸東岸沿海、朝鮮半

島等地合稱為「東亞的地中海」，便是強調這個地區的人群透過

便利的海洋交通，超越了國家與民族的藩籬，頻繁地往來於海岸

撰文、照片提供／陳有貝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

▼

	 	圖 1	東亞的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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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從而形成具有共同特色的文化區
１
。基

本上，這個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對於海上

民族而言，海洋並不是一種阻礙他們探索其他

地區的障礙，而是四通八達的通道，可以乘載

著人群與文化擴散到各地。

　　不過，如果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還會發

現其實各個地區都有原本的自我傳統，對於外

來的新事物也不是完全沒有抵抗、限制與選

擇，這是個有一定複雜度的交流過程，而正是

在各種自然、人文、內在傳統與外來影響等要

素的交織作用下，各地區的人群塑造出了新的

文化面貌。

　　臺灣是東亞世界的一員，可以說從史前時

代以來就是一個由移民構成的社會，長期持續

吸收來自各處的移民與文化。因此，若我們想

要了解臺灣文化的根源與特質，便不能忽視臺

灣在地理環境上身為東亞海島的本質，以及它

們深遠的史前歷史。

貳、�日本、琉球與臺灣

　　根據考古學的研究，自史前時代以來的日

本、琉球與臺灣，各有不同的文化發展，以下

先擇要說明：

一、 日本列島主要由「北海道」、「本州」、

「四國」、「九州」四個大島，與周邊各個小

島所組成。目前所知，列島上最早有人類居住

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 3 萬多年前，當時

的人群基本上都過著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

直到距今約 1 萬 5 千年前，人類發明出陶器的

製作技術，而又因為當時的陶器表面常壓印有

各式繩子紋樣的裝飾，所以那個時期也被研究

者稱為「繩文時代」；又到了距今約 2 千 4 百

年前，日本列島進入到所謂的「彌生時代」，

這個時期的文化特徵是從島外帶入了稻米農業

以及金屬器物的使用；再往後到距今約 1 千 7

百年前，則進入了「古墳時代」，這個時期居

住在日本各地的人群突然建造起巨大的墳墓，

代表了有著集中權力的國家體制開始出現。

　　日本的史前社會存在著許多特殊現象，其

中一個例子便是各種新石器時代要素 2 的不平

衡呈現，例如世界上很多地區的陶器和農業都

是同時伴隨出現（通常是距今約 1 萬年前），

然而日本卻遠從 1 萬多年前便有陶器的製作

（過去他們的陶器還曾被視為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陶器），但另一方面，明確的證據卻顯示他

們的農業是在距今 4 千多年前才具體開始，兩

者相隔竟有 1 萬年以上的落差。這種現象是否

和日本海島文化的特殊性格有關，將是個相當

有意義的研究題目！

１

2

如著名的考古學者國分直一先生便屢屢強調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可參見國分直一 1995《東アジア地中海の道》	
（東京：慶友社）。

一般而言，新石器時代的要素定義包含有「磨製石器」、「陶器」、「農業」、「畜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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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琉球列島位於日本九州和臺灣之間，由南

北總縱長約 1 千 2 百公里，共約 2 百多座島

嶼所組成。

　　琉球列島向來是日本發現最多舊石器時代

化石人骨的地區，其中，最古老的人骨年代距

今應該有 3 萬年以上。而琉球列島的新石器時

代（貝塚時代）開始於距今 6 千多年前，直

到西元 11 世紀後左右才結束，這個時代雖然

有陶器，但卻和本土一樣沒有農耕活動，在生

業上相當倚賴海洋資源。琉球列島最晚期的史

前時代稱為「城時代」，此時期在各個丘陵山

頭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城，代表各地域人群之間

產生競爭或征戰的現象，而重要的農業與金屬

器也約略出現在這個時候，顯然這類新技術和

社會變革有很大的關係。到了 15 世紀中期，

琉球列島的史前時代結束，進入有文獻記錄的

「琉球王國」時期。

　　琉球列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在於，根據人

文與自然地理環境區分，整串列島可以明顯被

劃分為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個地區，而史前文

化的發展也大致和此相呼應：其中，北部和日

本列島的文化關係最深，中部其次，南部最

遠，呈現一種合於邏輯的文化地理關係 3 。不

過，最令人好奇的問題是為什麼琉球向來都和

它的北方有較為密切的往來，面對南方時卻顯

得關係疏遠？像是列島中的與那國島，緯度約

和臺灣的花蓮相當，和臺灣島最近的距離也僅

僅只有 110 公里，但是在史前時代，和臺灣

卻沒有文化的往來？這個現象實在令人不解，

也已成為近來學術上的重要研究問題。

三、 臺灣是東亞海島中最南方的一站，也是連

接著大陸與海島的中繼站。但除此之外，臺灣

還扮演著另外一個重要角色：便是東南亞島嶼

圈在北部的一環。換言之，臺灣島位於東亞與

可參考高宮廣衛1994〈琉球諸島の先史時代〉《沖繩の歷史と文化─海上の道の探究》：17-44（東京：吉川弘文館）。3

▼

	 	圖 2	從遺址出土的臺灣史
前穀類作物與農業用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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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島嶼圈的中間位置，無論是在文化或是

地理上的地位顯然都更為複雜。

　　一般來說，研究者大多以三分法區分臺灣

的史前時代，分別是「舊石器時代」、「新石

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就目前所知，臺灣

的舊石器時代人類最早出現在距今約 3 萬年

前，主要生活方式為採集與漁獵；到了距今 6

千多年前陸續進入新石器時代，這個時期開始

有了陶器與農業，並且在各地發展出形形色色

不同的文化面貌；而距今約 2 千年前，則進入

鐵器時代，鐵器的使用和島外貿易是這個時期

最重要的大事，人群也藉此改變了當時的社會

狀態。

　　史前臺灣島的特色之一，是農業發生的年

代非常古老，甚至早於周邊其他海島數千年以

上，這可能是導致臺灣後來走向獨自發展的原

因。另一個特點，是臺灣的史前居民都屬於所

謂的「南島語族」，而南島語族是現今分布在

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各島嶼的主要族群──從此

點來看，臺灣在族群關係上似乎與南方較近 4

，和東亞島嶼較遠，因此，這個族群因素當然

也應該作為理解臺灣文化重要的基礎。

參、�東亞海島的特色

一、 大陸與海島：平行傳播

　　從史前時代以來，東亞的海島便分別受到

來自大陸地區源源不絕的文化影響，各個文化

的傳播路徑雖然彼此沒有關聯性，但是因為源

流相同，所以在有些方面也呈現出某種類似

性。

　　例如，以海島人類的開始出現而言，臺灣

與琉球列島的人群可能來自於東亞南方路線，

日本的人群則可能來自於北方路線，然而，這

些人類同樣都在距今約 3 萬年前開始出現，這

種類似性恐怕不能歸因為偶然，而應該聚焦於

人類為什麼都約略在此時期從大陸向東移居至

海島？他們的背後很可能有著相同的原因。

　　又例如，大陸地區在距今約 2 千多年前再

度產生一次向海島的大規模移民，這個事件導

致了日本出現有著稻作農業和金屬器的彌生時

代，而臺灣則邁向鐵器時代。研究者推測它的

成因是來自中國歷史時期內部社會的動盪，從

而形成一股將人群推向海外尋找其他生存環境

的壓力 5 。

　　上述兩次的外來影響，都造成海島人類文

化發展的轉折：第一次人類擴散的原因不明，

推測可能和自然環境有關；而第二次擴散的動

臺灣島是目前已知南島語族分布範圍的最北界

可參考黃士強 1985〈試論中國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及臺灣史前文化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4：1-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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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明顯是社會性的。但是總而言之，人群帶

著原居地的生活方式，由大陸向海島傳播的路

徑雖然互不相同，但卻因為有著共同的源頭，

造成了兩地文化相似的發展結果。

二、 島嶼與島嶼之間

　　隨著海水面的上升與下降，東亞地區斷斷

續續的島嶼有時相接、有時相望、有時則又遠

離，海島之間交織的人群與文化往來也使得這

個地域一直保持著一定的連動性，形成了島嶼

的「文化圈」。

　　影響島嶼與島嶼之間文化關聯性的一個主

要因素，是島嶼本身的地理位置與相對距離。

有研究者認為，只要是在目視可及範圍內的島

嶼，就一定會有勇敢且好奇的人群登島探險，

而文化便是藉由這種機會被傳播上岸──這個

說法在琉球列島得到了最好的驗證，前面所說

的琉球列島被分為三個地理區的現象即是其

一。

　　另外，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日本本土的文

化便源源不絕地南下輸送到琉球：早期是在琉

球列島北部圈出現了和九州當地類似的陶器，

接著，九州陶器的要素也出現在中部琉球列

島，並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更多南下要素，到

了晚近，甚至連南部圈也納入了文化傳播的射

程範圍 。

　　同樣地，琉球列島的文化要素也北上進入

到日本列島，其中最有名的事證就是琉球的貝

殼與相關製品，藉由貿易，不僅傳到了九州，

更遠甚至到達本州以及 2 千公里以外的北海

道，而這條有名的貿易路線又被稱為「貝之

道」 。從上面的例證我們便可以清楚地了解，

不管是有形的物品貿易與交換，或是無形的技

術和知識的傳達，對雙方帶來的文化影響都是

相當深遠的。

三、 海島貿易

　　上述的貝殼貿易讓我們看到海島人群的活

動力，而事實上，還有更多不同的交換與貿易

活動存在於東亞各地海岸，並且隨著年代越晚

近，彼此之間的交流也越頻繁。

　　觀察距今約 1 千多年以來的海島考古遺

址，常常可以看到各種來自其他地區的器物，

例如陶瓷器、金屬器、玻璃器等，甚至如各國

的古代錢幣也不算少見，透過對這類器物的研

究，我們便可以知道當時人群貿易的來源對象

或是物品輸送路徑等相關的訊息。

　　海外貿易對越小的海島影響效應可能越

大，例如琉球列島在這一波的衝擊中從原本只

有採集、漁獵的簡單社會，快速步入了實施農

業的複雜社會，又經過數百年後，隨即成為有

著王朝體制的琉球王國。

▼	 貿易輸入臺灣的玻璃珠與金屬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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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臺灣的情形又是如何？考古研究者發現，

臺灣島上臨海的村落遺址常出土眾多豐富的外

來物品，代表者像是十三行遺址、漢本遺址、

舊香蘭遺址等，它們所出土的各種器物有來自

中國、東北亞、東南亞，甚至是西方大陸等地。

但是，臺灣島上的人群是以何種物品和島外的

商人交換？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考古證據可以說

明，如果我們參考近代的文獻，則會發現鹿皮、

鹿肉或者稻米、鹽等，都是可能的物資。

　　表面上，貿易活動帶來各形各色的新器

物，使生活的物質條件更加充裕也更為多樣。

但實際上，這種交流活動也帶入了外來的文

化，促成新的價值觀，對於傳統精神層面的衝

擊恐怕也不在物質文化之下。

四、 傳統文化的力量

　　文化多樣性無疑是海島的一大特色，但

是，我們也不能疏忽每個島嶼其實都有它來自

內部的穩固力量，以維持傳統的核心文化。在

此點上，臺灣尤為突出：

　　臺灣的地理位置就像一個海陸的十字路

口：西側為大陸；東側是廣大的太平洋海域；

北側是琉球列島；南方則是菲律賓等東南亞諸

海島，雖然處於這樣複雜的地理位置，臺灣本

身的傳統文化卻沒有因此解構。舉一個代表

性的例子我們便可以知道：臺灣島鄰接著琉球

列島的南方島嶼，據說有時從琉球的與那國島

甚至可以望見臺灣高大的山影；除此之外，臺

灣與琉球之間還有蘊藏豐富海生資源的洋流流

經，可以說為這個地區的人群往來提供了絕佳

的條件。然而，在史前時代，琉球和臺灣之間

卻似乎隔著某種難以跨越的界線，根據研究，

主要原因或許還是人群的主觀選擇，也就是人

群原有文化的力量主導了這個地域範圍人群的

來往。

　　從某些觀點而言，臺灣雖然是一個「島」，

但似乎更像是一個大陸：這個地方擁有眾多的

內陸高山，也有古老的農業，使得陸續移居來

此的族群都可以長久維續生活，或許，就是在

這樣的環境下，人群對於島外的世界相對也就

不再那麼好奇並積極地想去探索了。

肆、�結論

　　東亞地區各海島的文化，是在島嶼上生活

的人群融合了地理、生態、歷史等所發展出的

多樣性產物，而且，每個海島之間環環相扣，

也形成了一種特殊化的區域現象，這便是我們

所知的臺灣歷史文化中，最為深刻的特徵。

▼	 圖 4	貿易輸入臺灣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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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謝世忠教授

認識 
近現代史上 
的愛努族

在
北海道，比較瞭解當地民情的

人，不會失禮地直接問話：「你

是不是愛努族人？」現任教於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的謝世忠教授如是說。直到

2008 年，日本才承認愛努族是國家的

先住民族。在一百多年高壓同化期間，

該族的社會文化完整性遭到嚴重破壞，

如今他們正一步一步地從基礎開始復

興，尋回失去已久的族群尊嚴。

深受其害而傷及認同

　　謝世忠教授長期研究臺灣原住民以及分布

於中國、寮國和緬甸邊境的傣族，並在 2006

年另行開啟東北亞愛努民族的研究，他說：

「接觸人類學之後，愛上它的開闊視野，渴望

瞭解世界，期許自己鑽研的領域不只侷限在臺

灣，才會先後拓展東南亞及日本北海道這兩個

領域。」

　　雖然同屬海島族群，但愛努族與臺灣原住

民的語言文化系統完全不同，族群的發展歷程

也不盡相同。論及愛努族的文化變遷及其與大

和民族的歷史關係，就須從十二世紀談起。

　　西元十二世紀，北海道進入以愛努文化為

代表的時期。漁撈和小規模園藝式農業是愛努

族的基本生業型態，他們與南方的大和民族地

方群體維繫著有限的經貿往來。然而，隨著明

治政府對北海道的殖民開拓，大量日本和人移

居者進入該地，當地與外來人口陸續產生衝

突。現今的愛努族人多認知到在經過三大戰役

之後，愛努人徹底失敗，其傳統社會結構也快

速崩解。

▼

	 謝世忠教授

人物
小故事

撰文、攝影／賴郁旻

照片提供／謝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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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天皇

時期，因沙皇

俄國勢力一直往東擴及整個西伯利亞，倍感威

脅的日本，決定搶先一步，將北海道正式納入

國家版圖。為了讓此地完全屬於日本，他們採

取極度高壓的手段，強力同化眼中的「舊土

人」，歷時百年的慘烈過程，使愛努族飽受其

害。這個被多數人歧視的群體，終至沒有人敢

承認自己的族裔身分，文化也快速消失。

　　直到 2008 年 6 月 6 日，迫於聯合國壓力，

日本國會終於通過法案，承認愛努族是國家的

先住民。只是，習慣自己是單一大和民族的日

本人尚難適應，各項因應新增國家承認之先住

民族而須修改的法規制度進展的相當緩慢。

隱藏是為了生存

　　「極度同化的結果是大部分的公共祭典儀

▼

	歷史時期愛努族分布圖	
（	謝世忠翻拍於札幌市北海道愛努協會	2007.7.12）

▼

	愛努族人抗議日本政府不承認其民族地位	
（森若裕子攝於札幌	2007.9.8）

▼  歷史時期曾率領愛努族人抵抗日本人入侵並
獲得勝利的族群領袖 Shakushain 紀念儀式
（北海道靜內町 2010.9.23 謝世忠攝）

▼ 2008 愛努領地先住民高峰會
議，祝賀愛努族獲得先住民地
位認可。（2008.7.1 謝世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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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被禁止了，族人也不敢公開使用族語，現

在有不少八、九十歲愛努族老人不會講自己的

語言，有時候甚至須向四、五十歲，專門研究

愛努語的日本人學習。」謝教授說：「想像一

下，長達一百多年的打壓同化，等於延續了

三、四個世代。當年，這些八、九十歲的長者

正年輕，為了避免在外面被欺負，家中長輩嚴

禁他們講母語，甚至不讓下一代學習，因為不

會講就可以隱藏對自己不利的身份。」許多人

學了日語，使用日文名字，停止祭典習俗，愛

努人與自己的祖傳世界愈形遠離。

　　居住於北方冷冽氣候的愛努族，外貌上與

南方日本本島大和民族有明顯的差異。為了禦

寒保溫，長期演化下來，愛努族擁有較長的體

毛，也會留長髮和鬍鬚，這些特徵讓向來有潔

癖的日本人嫌惡。在一些需要顯露肌膚的場合

如醫療保健單位或公共澡堂，就常發生族人受

到羞辱的事件。

　　2008 年之後迄今的十年間，狀況有所改

善，但速度仍慢。所以，在北海道並不適合直

接問：「你是不是愛努族人？」畢竟若不承認，

族人會良心不安，但內心卻又是排斥的。無端

挑起人家不幸的回憶，有失厚道。過去留下的

陰影太深，整個社會環境也還沒有辦法真正平

等地接納他們。

逐漸復興的文化祭典

　　近幾十年來，有一些較大型公共儀式已開

始恢復，例如「迎捲鮭祭」。鮭魚是愛努族傳

統上最重要的蛋白質營養素來源，是天神賜與

的禮物。人們對魚族相當尊重，每年鮭魚洄游

時，族人都會舉辦歡迎和感謝牠們的祭典儀

式。由於日本政府禁止族人捕鮭，儀式也跟著

消失了。如今，為了保存愛努文化，地方公務

▼

 愛努語教學現場 
（謝世忠攝於札幌 2007.7.11）

▼

 今日愛努族人參與祭祀活動多著傳統服裝
（謝世忠攝於登別 2012.9.9）

▼

 北海道登別市熊牧場邊愛努族展示屋
（ 2008.4.11 謝世忠攝）

▼

 傳統時代的愛努族送熊祭典 
（萱野茂二風谷愛努資料館提供 2007.7.18）

▼

 愛努族人於祭典儀式後表演蝗蟲舞 
（謝世忠攝於北海道靜內町 20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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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開始贊助愛努族人舉辦祭典，並贈送活體

鮭魚，讓族人象徵性地鉤刺，以合於傳統儀式

中必須前往河口捕獵的活動項目。

　　不過，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儀式——「送熊

祭」，就再也見不到了。狩獵對愛努族人也非

常重要，族人獵團會在熊進入冬眠之時，找到

他們的藏窩，刺殺成年熊，然後把小熊帶回家

飼養，一年後再取其生命，將牠送回天上跟天

神在一起。整個儀式非常莊重且充滿敬天之

意，不過，因要獵殺熊類，早就被日本政府禁

止，現在又有動物保護法的規範，不可能恢復

舉辦。

　　這些年，還延伸出一個非傳統的歷

史英雄祭拜儀式。在前舉三大戰役的最

後一場，愛努族打了勝仗，日本人提議

講和，於是驍勇善戰的首領 Shakushain，

帶著全部幹部前往赴會，沒想到對方卻設下

一場鴻門宴，將所有人毒殺。如今，每年都會

舉辦首領英雄祭拜儀式，而且會有政府官員和

議員前來致詞，歌頌這位領袖的豐功偉業，並

訴說今日的和平。

　　民間部分最重要的是家族的「先祖供養」

儀式。日本政府明令禁止公共祭典，不過在家

中的祖先祭拜行儀，可以秘密進行不被發現。

在各項祭儀中，都會製作糯米酒，並將木頭削

成長棍和短棍，長棍象徵遠祖和神明，短棍象

▼ 北海道白老町愛努民族博物館（謝世忠攝 2011.9.9）

人類學的理想是參與觀察所研究對象的

日常生活，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應相互信

任，基於研究之需，前者會詢問後者各

種在地情境話題，惟前者更應毫無保留

答覆來自於對方關於研究者本身或研究

課題等的反向提問。

▼

	室內祖先供養儀式（森若裕子攝於白老町	200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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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近祖，祈求他們在另一世界過得

更美好。公共儀式完成之後，會有娛神的傳統

表演，出演者以簡單的清唱和舞步，呈現出生

活的點滴。長期以來，愛努族就靠著先祖儀

式，維繫著起碼的文化認同。

認同是一條漫漫長路

　　今天愛努族面臨的最大困境是什麼？謝教

授的答案是：「沒有自然村，缺乏用以紮根之

具體土地範圍。大家或許知道，北海道阿寒地

區有一愛努族部落，但那是為了觀光而建，在

裡面工作的愛努族人都是從外地來的。」

　　謝教授告訴我們，現今愛努族的祭典儀式

年年舉辦，活動現場氛圍會讓人覺得族群力

量強大；然而，活動結束後各自回到家中，

▼ 	

戶外感謝鮭魚祭祀神靈儀式	
（2011.9.10	謝世忠攝）

	▼		阿拉斯加原住民表演團體受邀參加愛努
族祭典後之表演節目（謝世忠攝於北海
道靜內町	2010.9.23）

▼

 愛努族表演團體應邀來臺北表演 
（謝世忠攝 2017.10.28）

▼

 謝世忠教授與萱野茂二風谷愛努文化資料館負責人萱野
志朗先生合影（森若裕子攝 20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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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是族人專屬社區，街坊鄰居都是日本人，

其實相當孤單。

　　愛努族雖有一個成立超過半世紀的半官方

協會，但主要是申辦與社會福利相關的事宜，

族人多會在孩子上學時申請教育補助，卻不是

人人都願意參與活動，有些人仍不願公開顯示

身份。

　　「他們超羨慕臺灣原住民！」謝教授補

充：「當然，臺灣的原住民政策還是無法完全

圓滿，但在國際間已經是屬一屬二。」舉例來

說，臺灣原住民的各級民意代表，從鄉民代表

到立法委員超過百人，這還沒算進民選官員人

數，愛努族卻連一個都沒有。在沒有人替他們

發聲的狀況下，怎麼可能有力量？此外，單單

國立臺灣大學就有近百位原住民學生，也有專

屬社團，而愛努族就讀大學者非常少，實在很

難期望族群未來能有突破性的發展。

　　謝教授略帶感嘆地說：「不過，我還是

覺得他們很了不起。沒有自屬的村落、語言

喪失嚴重，公共祭典也消失了三、五十年，

被迫融入日本大和文化，個人更遭受嚴重歧

視，可以想見他們心裡的壓力和負擔有多大。

但族人還是會進行家族與家族之間，以及家

庭與祖先之間的聯繫，有了這個基礎，才有

機會在受壓抑百年之後重建。這也表示，愛

努族人的『我族認同』仍相當堅實，只是長

年的陰影帶來了許多後遺症，使他們面對當

代世界仍是難關重重。」

　　雖然有隱憂，但也看得到進步。愛努民族

與大和民族的互動往來，隨著社會環境和人的

觀念不停地演變，未來應可獲致更為正面的族

群關係效益。

▼  北海道阿寒愛努觀光部落 
（謝世忠攝於 2009.9.17）

▼

 臺灣原住民與愛努族人共同表演 
（萱野茂二風谷愛努資料館提 2010.9.24 翻拍）

▼

 愛努族人與臺灣原住民互訪聚會 
（萱野茂二風谷愛努資料館提供 2007.7.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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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專訪趙綺芳教授

撰文、攝影／賴郁旻

照片提供／趙綺芳 舞
蹈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

的角色，它是一種普遍的活動，

也是一種藝術的呈現。而它，在不同區

域和人群之中，經歷長時期的發展，是

否曾經創造或記錄了些許關於時代的社

會價值？專精於舞蹈人類學，現任教於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的趙綺芳老

師，將從沖繩的祭儀和舞蹈中帶我們一

窺究竟。

誤打誤撞的機緣巧合

　　從小學舞的趙綺芳老師，原本心儀的是臺

大歷史系和外文系，卻在對人類學懵懂無知的

狀況下，誤打誤撞進入了這個科系，開啟了至

今仍未停歇的研究之路。

　　「人類學的訓練很廣泛，需要學習相關的

社會科學和人文等基礎學科。注重整合的觀

點，對思考方式有很大的幫助，也讓我認識許

多世界的文化，尤其在讀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記

錄之後，人文內涵變得相當具體，視野開闊很

多。」趙老師笑著說：「因為喜歡和『活生生

的人』互動，所以當年沒有選擇『考古』，而

是『文化人類學』。」

　　在大學時代，除了人類學，趙老師做最多

的事是——跳舞。在社團接觸了現代舞之後，

她才發現身體的自由表達要從很根本的元素去

帶動，例如呼吸與脊椎。「這跟學習人類學有

一點相似，都在幫助我打開對自己和世界的認

識。於是思考，我可不可以把這兩者結合？」

　　對於學生這種聽起來很怪異的實驗性想

法，剛從美國回來臺大任教的謝世忠教授也很

從舞蹈看 
沖繩的 
文化銘刻

▼

 趙綺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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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因此在唸碩士時，趙老師就很確定自己

要做跟舞蹈相關的人類學研究，想從人類的舞

蹈行為裡去了解人的文化。因為某些因緣際

會，她加入了中研院黃智慧女士在沖繩的研究

計畫，在《沖繩的祭典》書中看到沖繩有很豐

富的民俗祭典，看到其中的竹富島還有一個國

家指定層級的無形文化財儀式。止不住的好奇

心，讓她一腳踏進沖繩、踏進竹富島……

屬於民間的生活祭儀

　　因為鄰近中國和日本，讓沖繩受到兩國文

化的影響，也因為較為封閉的海島地形，讓它

在被影響之餘，還能發展和保留當地特色。

　　「去沖繩做田野調查有一種很親切的感

覺。在日據時代，臺北是距離沖繩最近的城

▼

 竹富島種取祭長年傳承的藝能表演棒（趙綺芳拍攝）

▼

	竹富島民以虔誠的心態維繫傳統祭儀（趙綺芳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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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少人曾與臺灣有過淵源，再加上他們也

使用漢字，祭典都是按照農曆來計算。分屬在

大海的兩邊，卻有著相似的儀式、相似的曆

法，這些是文化的共通點。」

　　在沖繩的傳統信仰裡，大多數的祭典儀式

都跟早期的農業社會有關，且以生活共同體

「社區」為根本。就好像竹富島的「種取祭」，

它是一個結合很多面向的綜合型祭儀，核心

目的是祈願種子順利發芽，長達數天、全島

參與的儀式不只是撒種、鋤草、挖土等農耕

動作，還包含了部落政治和家族歷史的回顧，

像是地方歌謠、村落藝能與口述傳統。在祭

典裡，可以看到非常厚實的，屬於部落的共

同記憶，藉由表演及歌舞，展現社會和群體

之間的緊密連結。

　　過去，沖繩很多地方都會舉行種取祭，現

在已經越來越少了，竹富島是目前保存最完

整，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每年都有不少研究者

前來觀摩見學。它之所以能夠在時代變遷的衝

擊下持續演進，原因是：島民對於重要儀式的

保存、執行和傳承具有高度的共識，再加上專

家的引導、鄉友的支援，才能讓它成為竹富島

的文化象徵。

　　另外，類似清明節和中元節等敬拜祖先的

儀式，也是受到中國和日本的影響。和臺灣不

同的是，沖繩在春分和秋分掃墓時，不但會在

祖先墳前分享食物，還會彈三弦唱歌，除了慎

終追遠，也有著家人一起過節的氛圍。這現象

在夏季的「盂蘭盆節（Obon）」更為明顯，

人們會舉辦儀式迎接祖先的靈魂回到人間，在

感謝和崇敬之餘，並與之共享歌舞和歡樂，有

點像是墨西哥的亡靈節，跟先祖的關係並不是

充滿畏懼，而是親近緊密。

　　沖繩的「豐年祭」在不同村落，有不同的

舉行時間和舉行方法，是一個以氏族為主的活

動。以竹富島為例，大家會在這天前往氏族的

▼ 	

竹富島民在種取祭的世乞儀式中到各
家戶祝福（趙綺芳拍攝）

	▼		八重山傳統織品，常於跳舞時綁在腰
間，圖案象徵一男一女情投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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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場所感謝祖先，以及信奉的神祉，謝謝祖

先讓大家這一年豐衣足食。 

　　從沖繩竹富島的祭儀可以看出這裡

的社會結構，它們反映了這些人住在

哪裡，跟誰比較有關聯，而歌舞就是

集體的記憶，用的是自己的語言，講

的是部落的故事，透過一年一次的演

出，加深對土地和自我的認同。 

琉球王國的舞蹈與祭典

　　西元 1492 年至 1879 年間，沖繩屬於獨

立的「琉球王國」，當時有很清楚的官階制度，

並向中國的明、清兩代，以及日本的薩摩藩和

江戶幕府朝貢。為了因應外交場合的需求，因

而發展出精緻的古典舞蹈。

　　在琉球王國時代，古典舞蹈是身分地位的

象徵，唯有在宮廷內擁有官階的男

性可以學習，形象莊重、動作優雅，服飾

的造型和紋路也非常講究，在在展現宮廷的華

麗氣度，日本 NHK1993 年的大河劇《琉球之

風》，講的就是琉球王國的故事。

　　王國時期，有些貴族因為得罪皇帝或高官

被放逐到遠方，於是，他們把古典舞蹈的技術

帶到了鄉村，流傳下去。這也是為什麼離開王

▼ 竹富島種取祭儀式藝能中女性舞者的演出（趙綺芳拍攝）

▼

	傳統祭儀中，常於舞蹈或遊行中
使用的敲擊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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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留下來跟父祖輩學習傳統藝能、地方語言

及歌謠舞蹈，也讓這些祭儀有機會完整保留下

來。

　　在沖繩的都市裡，各種儀式漸漸轉化為舞

台性的表演。由於音樂和舞蹈一直都是沖繩民

眾生活的一部分，又因觀光業有著大量的演出

需求，民俗傳統得以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裡持續

被重視，也讓多采多姿的文化展演在今日的沖

繩遍地開花。

　　古典戲劇和舞蹈則需要依靠教育及國家資

助。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有很完整的琉球藝能訓

練，民間也有一些以教導琉球藝能為主的私人

舞蹈社；位於浦添的國立劇場經常舉辦古典表

演活動，還有工作坊、鑑賞會，以劇場為中心

來教育民眾，培養琉球藝能的觀賞能力和興

趣。

　　趙老師曾經在文章中寫道：「不論在臺灣

或沖繩，傳統藝能都面臨了相當類似而漸趨嚴

峻的變遷。然而，源自傳統共同體生活的樂音

和身體，即便聽來陳舊、卻不失其感染力，更

可能是為當代的社會行動者與其渴想的歸屬連

結提供了渠道，不論是空間的、或時

間的歸屬。傳統最大的力

量就在於它超越時間的

向度，為當代

世界提供

國中心這麼遙遠的竹富島，會有古典舞傳統的

原因。 

　　另外，在琉球王國甚至更早之前，沖繩就

擁有一個特別的宗教人員系統，因而發展出一

種與宗教型態有關的祭典。例如，部落最有權

利的是男性政治領袖，而他家族裡的女性會出

任祭司，成為宗教領袖，擔任人與神之間溝通

的角色。幾乎每兩三個月就會有一個專屬於祭

司的祭典，她們會到侍奉神明的神聖空間去服

侍，練習自己和神明溝通的能力。目前只有在

特定的部落才能見到這樣的傳統，這也是沖繩

在都市化過程中面臨到的衝擊，小型社區人口

外流無人可繼承，再加上祭司跟現代社會較為

脫節，因此逐漸式微。

傳統與現代的交融與連結

　　現代化之後，傳統應該如何保存？趙老師

以竹富島為例，島民用的是自己的社群力量和

共同意識，但背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動力——興

盛的觀光業。這樣的經濟條件讓中生代能夠回

到家鄉生活，

▼

	扇子是琉球王國時期氏族男性的身分象
徵，也是古典舞蹈中最基本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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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的價值絕不僅侷限在學術研究層

面，更是一種能夠實際融入社會、融入

人群的溝通橋樑。

另外一種管道。只要不是傳統主義式的操作，

藉由實踐者的詮釋，傳統也可能向現代開放，

和現代共鳴共振。」

跨文化的人際連結

　　不論是考古學、語言學，或是文化人類

學，基本精神都是在認識「人類」的社會生活，

只不過專注和研究的對象不一樣，它們同樣強

調整合性，試圖尋找人類的生活遺跡和軌跡，

幫助我們了解某個社群從古到今的樣態，以及

不同時期生活和文化之間的連結性。

　　談到目前教授的舞蹈人類學課程，趙老師

說：「我常提醒舞蹈系的學生，跳舞的意義和

方式有很多重，不只是為了在舞台上呈現出精

采的演出，它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過程，可

以跟其他人連結，更進一步地彼此認同。」

　　對於所有的年輕學子，趙老師也建議：「現

在是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必須接觸許多不同文

化的人，如果能夠早一點擁有人類學的視野，

了解文化差異並給予尊重，在面臨跨文化挑戰

時會有更多的資源，遇到的衝突也會少一點。

人類學的價值絕不僅侷限在學術研究層面，更

是一種能夠實際融入社會、融入人群的溝通橋

樑。」

▼
 島民透過儀式的傳統藝能維繫向心力 
（趙綺芳拍攝）

▼

 島民透過儀式藝能世代傳承 
（趙綺芳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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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兵庫縣位於日本列島中央偏西

之處，北為日本海，中擁瀨戶內海，

南方還有廣垠的太平洋。瀬戶內海

中最大的島嶼淡路島隔著 3 個潮流

快速的海峽與本州、四國相望，特

別是從左右包挾明石海峽的

海域，更是擁有豐饒的漁業資

源（圖 1）。

　　此種地理環境使兵庫縣

沿岸自古以來發展出多種海

洋文化，以下介紹將特別

聚焦於以瀨戶內海沿岸區

為中心的漁撈文化及

海上交通。

考古�╳�文化�╳�環境

兵庫縣的 
海洋文化

撰文、照片提供／藤田淳 & 岡田章一主任 
( 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 )

翻譯／詹慕如

大
阪
湾

日本海

瀬戸内海

太平洋

明石海峡

鳴門海峡
紀淡海峡

播磨

兵庫県

神戸

兵庫県立
考古博物館

大阪大阪

四国

淡路島

兵庫津

本州

四国
九
州

北海道

佃遺跡 堺堺

平
城
京

▼

	圖 1 兵庫海洋文化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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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瀬戶內海沿岸區為中心的漁撈文化

　　身為島國的日本列島的漁撈文化雖可上溯至 1 萬年前左右的繩文時代早期，但兵

庫縣內並未發現此時期的遺跡。但到了約 3,500 年前的繩文時代後期，淡路島東岸的

佃遺址內發現部分獨木舟及石製漁網網墜（石網墜）、海豚及鱸魚骨等，確認人類已

積極接觸海洋。兵庫縣內各地均有發現繩文時代的石網墜，應是用於海洋及河川的網

漁作業中。

　　到了約 2,500 年前開始的彌生時代後，源於中國大陸的稻作栽培與新的漁撈工具

一同傳入日本。其中之一是以陶土燒製的網墜，彌生時代後陶土網墜取代了石網墜，

使用時期很長。不只用於海洋漁撈活動，其形狀、大小、重量等隨著刺網、圍網、地

曳網等不同漁法而變，也因時期或地區而異。

　　最普遍的管狀陶土網墜是用球形～細長圓柱狀的陶土塊中央穿孔製成，到了

2,200 ～ 1,300 年前左右，兩端穿孔的棒狀陶土網墜（有孔陶土網墜）主要用於大阪

灣岸一帶（照片 1）。

① 管狀網墜

② 棒狀網墜

③ 杯狀飯蛸壺

④ 釣鐘型飯蛸壺

⑤ 製鹽陶器

　　彌生時代後，瀨戶內海開始出現使用專用壺的特色漁撈活動─蛸漁。此漁法是用

章魚會在海底尋找藏身之所的習性進行捕捉，又根據普通章魚跟短爪章魚體型大小，

壺的尺寸可分為真蛸壺與飯蛸壺。而飯蛸在冬季產卵期時會將米粒形的卵藏在飯蛸壺

內部，直到現代仍被視為珍貴的冬天美食。

　　約 2,000 年前的飯蛸壺為杯狀，在壺口附近打了便於穿線的孔，約 1,500 年前變

成底部外側附有堅固吊孔的釣鐘形。這樣的改良或許是不想讓捕撈因吊孔損壞而徒勞

無功吧（照片 1）。

▼

	照片 1 兵庫出土漁具

23



（　は高麗青磁の諸窯）

渤海

黄海

平泉

鎌倉京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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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洛陽西安

南京
開封

遼

宋

高麗定窯

磁州窯耀州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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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壇窯
修内司窯

越州窯景徳鎮窯

龍泉窯建窯吉州窯

徳化窯

磁灶窯甫田窯
同安窯
漳州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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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州窯

石湾窯

長沙瓦渣坪窯

十三湊

六浦宮津三保関

安濃津

兵庫津

鞆赤間関

坊津
揚州
明州

福州

泉州

広州

（大輪田泊）

　　以海藻等提高海水濃度，並用素燒

陶器熬煮取鹽的陶器製鹽也是特色鮮明

的漁撈活動之一。約 1,800 年前幾乎擴

及瀨戶內海沿岸全區，但製鹽用的陶器

形狀也會因地區及時期而異。

　　到了 1,300 年前（奈良時代）左右，

位於瀨戶內海的淡路島屬於進獻食材給

天皇的「御食國」之一，從當時的首都

（平成京）也持續出土記載淡路島進貢

鹽的木簡。

　　此外似乎還有釣漁、使用魚鏢及魚

叉的突刺漁、貝類採集、徒手潛水漁等

漁撈活動，但因兵庫縣內尚未發現足夠

的考古學資料，實情不明。

　　如上所述，由豐富海洋資源孕育而

成的兵庫縣古代漁撈活動，經悠久歲月

不斷發展，即便到了相距 2,000 年以上

的今天，仍由散佈於瀬戶內沿岸區的諸

多小型漁港及近代製鹽產業承繼不輟。

參、�以兵庫津為中心的中
世海上交通

　　位於兵庫縣的神戶港是日本代表性

且聞名全球的國際貿易港之一，其悠久

歷史可遠溯至 8 世紀（奈良時代）名為

「大輪田泊」的港口。

　　大輪田泊出現的時間不詳，但因奈

良時代成書的『萬葉集』中收有歌詠大

輪田泊的和歌，可知至少奈良時代時已

存於世。其後在 9 世紀至 10 世紀間不時

出現於史書中，但自『日本紀略』947

年的修繕紀錄後便從史料上銷聲匿跡。

　　大輪田泊再次現身是在 12 世紀後半

（平安時代末期）。武士領袖平清盛鎖

定此地，建設名為經之島的人工碼頭等

等，大力整修港口，企圖引導宋國船隻

直接駛入大輪田泊。此舉使大輪田泊與

博多（福岡縣福岡市）均成為日宋貿易

的據點，大幅發展，宋朝各家窯廠燒製

的陶瓷器也大量進入日本（圖 2）。

　　之後又經多次改建，到了 13 世紀

（鎌倉時代），民眾聚集居住的街區成

形，人稱「兵庫津」。

　　兵庫津從 13 世紀～ 16 世紀（鎌倉

時代到室町時代）均為瀨戶內航路的中

心基地，發展蓬勃，還獲朝廷賦權，可

向當時日本最大寺廟─東大寺（奈良縣）

徵收關錢（入港稅）。當時東大寺的關

錢稅賦紀錄帳本『兵庫北關入舩納帳』

收錄 1445 年（1 年分）紀錄，可藉此史

料得知當時情況。其中詳細記載了（１）

船籍所在地、（２）裝載品項、（３）

貨品數量、（４）關錢、（５）關錢交

付日、（６）船長姓名、（７）

問丸名稱等。

　　以世界史觀點檢視，

可發現同時代僅有當時北德漢

撒 聯 盟（Hanseatic League）

的核心城市呂貝克（Lübeck）

遺留的史料可相提並論，未

見其他案例，因此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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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的物流、交易來說確是極為罕見的貴重史料。

　　15 世紀初日本與明朝開始貿易後，兵庫津又多了遣明船離靠港基地的功能。與

博多並肩成為對中國貿易的核心，更為壯大。遣明船離靠港時，將軍會

從京城出行兵庫，故史書中再三出現將軍出行的記述。

　　儘管兵庫津如此繁華興盛，但因爭奪將軍繼任人選釀成了

日本中世最大內亂─「応仁 ‧ 文明之亂」，使兵庫津於 1467

年時慘遭兵燹而荒廢。內亂結束後，雖然城鎮重建再興，但

國際貿易港地位只能拱手讓給堺（大阪府堺市）。

　　兵庫津再次以港都之姿復活要到 17 世紀前半（江戶時代）

之後。以江戶時代要港之姿重拾繁榮的兵庫津，打下近代以來躍

昇為國際貿易港的神戶港基石。

▼	 圖 2 宋代窯跡交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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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列島位於中國大陸	朝鮮半島以東，與臺灣均為四面環海。距今約 2 萬年前

的舊石器時代（最大冰期）時，臺灣及日本與大陸以陸棚相連。但一般認為其後因地

球暖化，在 1 萬 2 千年前左右與大陸分離，於 8 千年前左右的間冰期變成與今日相同

的狀況。如日本和臺灣般四面環海的島國，新來的人、物、訊息都是透過海洋仲介交

流，也有眾多從事海洋相關職業的人們。日本人便是與海共生至今的群眾。

貳、海與人的關連

　　日本的新石器時代同時也是始於約 1 萬 5 千年前，並延續 1 萬年以上的繩文時代。

特徵之一為使用陶器及弓箭等物。這段時期的名稱「繩文」來自陶器表面加工形成的

繩索花紋，因特徵鮮明故以此命名。但，除了以東日本為中心的繩文陶器文化外，也

曾存在不同的陶器文化。

　　繩文時代初始期或早期的南九州地區，主要是用貝殼進行陶器的花紋加工或外觀

調整。除了用二枚貝的邊緣或背側做戳刺、壓刮、削去之外，也可發現利用螺旋狀貝

殼以按壓或旋轉方式製作花紋等手法。以貝殼製作花紋的陶器文化在南九州率先成熟

興盛。與海洋共生，關係密切的人們產出此種文化，相較於東日本的「繩文」，應可

考古�╳�文化�╳�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東　憲章學藝員 
( 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 )

翻譯／詹慕如

南九州地區的 
人海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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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文陶器

▼

	 貝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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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貝文」。在日本考古學史上，

繩文陶器研究以東日本為中心發展而

成，因此使用「繩文陶器」、「繩文時代」

之名，若南九州地區對同時代的陶器研

究領先出現的話，絕對會變成「貝文陶

器」、「貝文時代」之名。

　　從彌生時代到古墳時代，九州北部

及京都週邊、其他地區的掌權人士喜好

之物中包括南海產的貝類。以棲息於奄

美大島以南海中的大型貝為原料，加工

後製成的手環、裝飾品、利器、祭器等

都極受人們珍惜，散佈範圍甚至廣至韓

國及北海道之遙。這些南海產的貝類，

從南島透過島島相連，經由九州西岸北

上的通道迢迢而來。稱為「貝道」的交

易系統，是種伴隨著貝類的採集、搬運、

交易、加工等分工的經濟活動，應是在

彌生時代前期時成形。另一方面，古墳

時代中期之後，九州東岸出現了新的北

上通道。當時日本社會的中樞為京都週

邊，正是南九州的人民擔負起日本中央

與南島、中國大陸、朝鮮半島聯繫交流

重任，特別是海運方面的貢獻。

　　從西都原古墳群（宮崎縣西都市）

出土的著名文化財之一為模仿可航行外

海之準構造船的「埴輪船」（國家指定

重要文化財）。從下葬掌權人士的埋葬

設施─古墳中除了出土埴輪船（舟），

也可看到舟出現在石室或石棺的繪畫

中。此種情形下，通常都會將船隻解讀

▼	 船形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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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運送死者靈魂至來生的交通工具。但有另一種解釋是死者生前的職務是搭船往來與

河或海之間。西都原的埴輪船船體兩側各有六個凸起，是利用 12 支槳航行的船隻。

船首與船尾有高高翹起的裝飾板，有串連飾板的貫材，船內還做出了分隔牆與船板

等，造型十分寫實。推測埴輪船的作者至少是親眼目睹過作為範本船隻的人。

參、透過海洋的交流

　　稻作文化與伴隨而生的各種文物由大陸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列島。涉及層面不僅

止於經濟面的生產，甚至引起了共變及階級分化發展等社會系統變革，影響十分深

遠。此外，從彌生時代到古墳時代的鐵製品、玻璃製品等，一般也認為是經由與稻作

相同的路徑傳播，在日本，有許多人都覺得「新進的文化來自西方」。

　　但是，從南太平洋到東南亞、再到臺灣及琉球等東亞諸島等，像是圍繞著太平洋

般星羅棋布，透過連結這些島嶼的海流，日本與南方世界絕對有著人、物、訊息的交

流。可作為佐證的除了由各地遺跡出土的考古資料外，也應重視流傳在環太平洋諸島

的神話及口傳故事的共通點。人類祖先從天際降落高山之巔的故事、神要人類二選一

的故事、為尋找遺失的釣鉤而接觸異世界（海神等）的故事等等，均可在日本及韓國、

臺灣、東南亞、南太平洋諸島上找到共通內容，這些傳承正滔滔不絕地訴說著自古以

來的人類交流史。

▼

	 神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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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各島嶼與人類移居

　　琉球列島位於九州與臺灣之

間，由大大小小約 200 個島嶼，

跨 越 南 北 1100km 相 連 而 成。

奄美群島以北屬鹿兒島縣，沖繩

群島以南屬沖繩縣。人類在約 4

萬～ 3 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移居

沖繩各島嶼，當時為冰河期的海

面下降期，沖繩周邊的海面高度

也下降 100m 左右，但一般認為

當時沖繩各島嶼和現在一樣同為

獨立「島嶼」。因此，舊石器時

代的人類應是採用了某些方法方

能跨海移居至沖繩群島。

　　沖繩各島上遍布著由隆起珊

瑚礁形成的石灰岩，並且有大量石灰岩洞穴（鐘乳洞）。因石灰岩中鹼性成分的作用，

故能良好保存一般遺址不易存留的古代獸骨及貝類等等，也發現過人骨。尤其是沖繩

出土許多舊石器時代人骨，對探討日本列島的人類起源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區域。

考古�╳�文化�╳�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山崎真治主任 
( 日本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 )

翻譯／詹慕如

沖繩人類史

▼

		琉球列島的地圖與地理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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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川人（１號）骨架

　　沖繩最早人類存在證據為山下町第一洞穴遺址（Yamashita-cho 

No.1 cave site）（那霸市）中所發現、3 萬 6 千年前左右的幼兒腳骨，

者也是日本國內最古老的人骨。此外，在港川遺址（八重瀨町）中發

現約 2 萬年前的港川人（Minatogawa man），共有 4 個個體，

可仔細復原長相及身形，因此成為日本境內舊石器時代人類的

代表例。男性港川人的身高不高，推算約為 150 ～ 155cm，尤

其是跟細瘦的上半身相比，下半身較為發達。按頭骨與下顎骨

的型態分析來看，港川人應是來自南方的人類族群。

近年來持續進行調查的石垣島白保竿根田原洞穴（Shiraho-

Saonetabaru cave site）中發現了大約 20 個個體的舊石器時

代人骨。從人骨中取出骨膠原蛋白（collagen）並進行放射性

碳定年法後，確認是距今約 3 萬～ 1 萬年前之物。此外，也成

功從人骨取出 DNA，測出目前常見於東南亞或中國南方型態的

DNA，由此可推估這些人骨應屬於來自南方的人類族群。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生活

　　雖然沖繩發現了許多人骨化石，但另一方面，長年以來始終

不曾確認舊石器時代人類使用的石器等工具或生活場域，因此考

古學上的評價懸而未決。另一個懸案是從約 1 萬數千年前至 7 千

年前陶器文化出現為止，沖繩境內人類活動證據不明的「空白期

（blank period of human history）」為時良久。

▼	 	白保竿根田原洞穴遺址進行發掘調查的情況	
	（人骨從照片中的紅土層中發現。當時為了興建機場進行前置調查，故移除了洞穴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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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狀況中，2009 年

開始進行發掘調查的沖

繩 島 南 部 Sakitari 洞

穴遺址（南城市），

從舊石器時代地層

中 發 現 世 界 最 早

約 2 萬 3 千 年 前

的腹足綱貝製魚鉤

（shel l  f ishhook）、

貝 珠（shell beads） 等

貝 製 工 具（shell tools），

證 實 舊 石 器 時 代 人 類 使 用 多 種

貝類器物。此外，由同地層還出土大量毛蟹

（mitten crab，與大閘蟹相近）及川蜷屬淡水螺

（freshwater snail）的殼，也找到含鰻魚及日本

鸚鯉（Calotomus japonicus）等魚骨。由以上事實

可知，沖繩的舊石器時代人類十分頻繁利用河海的水產

資源，尤其出土毛蟹中有不少大型個體，應該是捕捉秋季為產卵

而往河川下游移動的成熟毛蟹，可見舊石器時代人類似乎也很熟悉螃蟹於秋天盛產的

生態。

　　長期與大陸及本土隔絕的沖繩群島上少見可作為狩獵對象的大型陸地動物，即使

更新世時有名為琉球鹿及琉球昔羌的鹿科動物棲息，但均在4萬～3萬年左右時絕種。

由於缺乏優質的石器石材，因此沖繩的舊石器時代人類利用身邊容易取得的貝類製作

各式各樣的器具，極為有效地利用了河海資源。

▼

		Sakitari 洞穴遺址	
	（此處為大規模的石灰岩
洞穴，也成為觀光景點，
洞穴內設有咖啡廳）

▼	 	發掘調查的狀況。牆面
黑色處是約 2 萬年前的
碳化物層。

▼

	 	世界最早的腹足綱貝製魚鉤（約 2 萬 3 千年前）	
左：正面、右：反面

▼ 		約 2 萬年前的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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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塚時代

　　在 Sakitari 洞穴遺址發掘調查中逐步發現約 1 萬

4 千年前的人骨和石英製石器、約 9 千年前的押引文

（Oshibikimon）陶器等，這些都是補足不為人知的「空

白期」的線索。但在那之後要到 7 千年前以後的時代才

出現連續且完整的文化史證據，而沖繩在那之前已開始

使用陶器，也逐漸形成貝塚。

　　沖繩、奄美群島的陶器文化受九州繩文文化影

響 極 大， 約 5000 年 前 的 曾 畑 式 陶 器（Sobata type 

pottery）、 約 3500 年 前 的 市 來 式 陶 器（Ichigi type 

pottery）等九州系的繩文陶器都在沖繩出土。而先島群

島則和沖繩	奄美以深鉢形陶器為主體的陶器文化不同，

在 4000 年前左右出現了以淺鉢形為特徵的下田原式陶

器（Shimotabaru type pottery）。先島群島與沖繩、奄

美群島相隔遙遠，應該自成一獨立文化圈，而下田原式

陶器則可視為南方系文化。先島群島內下田原式陶器

的時代持續推進，直到 2500 年左右不使用陶器的無陶

器文化興起，便出現了以硨磲貝製成的貝斧（Tridacna 

shell adze）。此貝斧在沖繩、奄美也未發現相似之物，

應與菲律賓或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等南方地區

有關。

農耕興起與海洋王國

　　稻作農業約於 2800 年前經朝鮮半島傳進日本，即

便九州已進入彌生時代，但沖繩各島嶼上仍長期延續依

賴海洋資源的漁獵採集生活。在豐饒海洋環繞的安穩島

嶼生活中，或許並沒有農耕的需要。沖繩境內農耕社會

建構完成的時間比九州晚，一直要到 11 世紀後開始的

御城時代（Gusuku period）。但此後的歷史發展迅速，

不過 300 餘年，便出現統一與那國島至奄美群島諸島的

琉球王國，在東亞世界中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歷史現象。

▼ 		市來式陶器	
	（沖繩縣浦添貝塚出土）	
Ichigi	type	pottery	
From	Urasoe	shell	mound

▼

	 	荻堂式陶器	
	（沖繩縣伊是名貝塚出土）	
Ogido	type	pottery	
From	Izena	shell	mound

▼ 		下田原式陶器	
	（波照間島下田原貝塚出土）	
Shimotabaru	type	pottery	
From	Shimotabaru	shellmound

▼

		貝斧	
	（沖繩縣長間底遺址出土）	
Shell	adze	
From	Nagama-zoko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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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歷史，臺灣原住民所屬的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 是個不折不扣的海洋民族，

海洋並未阻隔他們與外界的溝通，精湛的航海技術，大海反而成為他們通往世界的大

道。過往的漫漫歲月中，曾幾何時，蘭嶼拼板舟高聳的船翹也劃開了太平洋的海上帷

幕，Tao 1 族人乘船破浪，隨著季風與海潮，一波一波地陸續「登島」，他們篳路藍縷、

落地生根。於是，蘭嶼成了族人海上漂流的明燈，更是他們異地遷徙，重新「寓居」

的新故鄉。

　　自臺灣蘭嶼（見圖 1）至菲律賓巴丹島 2 （見圖 2）此一跨國境海洋島嶼鏈區域

（見圖 3），長期以來即存在著一個文化類緣關係密切而經常被討論的跨境「族群」，

該族群在蘭嶼稱為 Tao，在巴丹島則稱為 Ivatan。考古學者臧振華（2002：127）指出：

「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距離相近，而且居住在蘭嶼島上的雅美（達悟）人與居住在巴

丹島上的伊巴丹人，無論在語言和若干文化特徵上，都有甚為相似之處，加上在雅美

族部落的始祖傳說中，有涉及菲律賓巴丹島者，所以長久以來，語言學者、人類學者

和考古學者大都認為兩者之間有密切的歷史關係」。

考古�╳�文化�╳�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楊政賢 
(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

拼板舟與船型葬
－臺灣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 

的兩種「船」

1 		本文對蘭嶼島上居民的族稱將採族人口語上的說法

「Tao」。文中所引節錄文獻，為了忠於原著而繼續沿

用「雅美」或「達悟」。因此，文中所出現之 Tao、

雅美與達悟，同屬蘭嶼島上同一族群，特此註明。

2 		此處「巴丹島」一詞，係泛指「巴丹群島」諸島之總

代稱。文中若遇有群島中個別島嶼需分開稱呼時，則

使用各該島名稱加以區隔。

▼

  圖 1	 	由蘭嶼青青草原南端遠眺巴丹群島方向南方海
域，眼前可見小蘭嶼。34



因此，「蘭嶼 - 巴丹」此一區域逐漸成為許多學者爭相前

往與比較研究的田野場域。有鑒於此，本文將具體以蘭嶼

拼板舟與菲律賓巴丹島船型葬為例，探討這兩種「船」在

在島嶼環境、族群文化與考古發現之間的關聯性，期能促

使兩地族群互動的歷史圖像與文化景觀，得以點滴建構，

更臻完善。

蘭嶼「拼板舟」

　　Tao 族人是臺灣原住民中唯一具有金銀工藝的族群，藝術成就分別展現於漁船、

紡織、製陶、雕刻等面向。以蘭嶼「拼板舟」為例（見圖 4），漁船由伐木取材至紋飾、

上漆等整個過程均憑借族人一雙精巧的手來完成，一切原料均取自原野自然的產物，

使用的工具，主要是小鐵斧。最終完成是一件巧奪天工的藝術珍品，它充分顯現原住

民將生活藝術化的結果，它不僅能讓人類學家、民俗學家、藝術家重視，同樣使觀光

遊客嘆為觀止，可說是蘭嶼最有價值的人文景觀資源之一。

    Tao 族人居住在一個四面環海的世界，是一個典型的海洋生態社會，一年的作息

與飛魚汎期有著密切的關係。Tao 族人根據生物生態的習性與洋流的循環制定一套歷

法，訂立許多禁忌以規範 Tao 人的魚區、捕魚時間和捕魚方式，這套知識文化可說是

Tao 人與海洋為伍累積經驗與智慧得到的民族生態學。換言之，漁撈是 Tao 族男子最

重要的生計活動。他們因而發展出相當進步的造船技術。族人認為船是男子的身體，

造船是神聖的使命，是生命的一部分。擁有船就表示擁有了海，擁有了天空，也擁有

了男子的勇氣。造舟，對 Tao 族而言，是神聖與美的結晶。

　　蘭嶼拼板舟早已遠近馳名，但外人常以「獨

木舟」稱之，則是很大的誤解，其實它是經由 Tao

族人精心選取 13 種不同的樹種，依其木材特性分別

▼

  圖 2  由菲律賓巴丹群島 Itbayat 島 Santa Rosa 山上北望蘭嶼方向，眼前可見

▼

	 	圖 3	 	臺灣、蘭嶼、巴丹群島與呂宋島相
對位置圖（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 		圖 4		兼具生活實用與藝術工藝的蘭嶼拼板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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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選為龍骨、邊板、船底、船糧、木釘、船摺等船身各部位之木材，相當考究，不應

以「獨木舟」稱之。其用材包括的樹種有大葉樹蘭、麵包樹、欖仁舅、番龍眼、銹葉

野牡丹、對葉榕、大葉山欖、紅果表控木、小葉桑、貝木、蘭嶼花椒等等。蘭嶼拼板

舟有大小兩種，大型的名為 Chinurikuran，可乘坐 10 人，約七公尺長；小型的名為

Tatara，長約三公尺，可乘坐三人。

　　蘭嶼精美的「拼板舟」，除了

在力學上是令人驚異的設計之外，

與整個南島語族的航海文化也有著

明顯可見的直接相關，船身的彩

繪也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蘭嶼

「拼板舟」的外側有著精緻的裝飾

圖案，在首尾部位的圖案中有著象

徵人形的圖案 mangamaog（見圖

5），以螺旋狀的紋飾象徵手的部

位。蘭嶼拼板舟首尾部分也有象徵

漁船眼睛，以同心圓為主構成之圖案 mata no tatala（見圖 6），其每一圈並刻有鋸

齒狀的花紋，形成日光放射的樣子。其紋飾的顏色則只有白、紅、黑三種顏色，其顏

料的來源則為石灰、鐵礬土、漆樹等。蘭嶼拼板舟文化，反映著族群跟自然環境的對

話關係，在臺灣這個生態多樣性的海島，孕育出臺灣原住民多樣而精彩的文化。

　　雅美族人對「拼板舟」的建造相當重視，必須選定黃道吉日開工，船身各部位分

別選定特定的木材。這些木材均由造船的伙伴，深入森林內尋找，每塊用料均須由活

著的立木上取得，因為他們視枯死木或風倒木為禁忌。雅美族人所用之工具僅斧頭、

平鑿、半圓鑿三種，斧頭用於伐木、鉋木；平鑿用於修平，半圓鑿用於打洞。其船身

各部位的結合，係於船板上先鑿洞，再以小葉桑製成之木釘結合之，為防止接縫滲水，

則利用蘭嶼紅椒根部的纖維來填塞船縫 ( 鄭惠英 1984)。

巴丹島「船型葬」

    洪曉純（2008）試圖從區域考古的研究來說明新石

器早期臺灣、綠島、蘭嶼、巴丹群島、巴布漾群島與

呂宋此一人類活動區域，彼此之間的群族遷徙與文化整

合現象。其中，針對巴丹群島考古的重要性，Hung 提出了

▼ 		圖 5		蘭嶼拼板舟船身的人形圖案 (mangamaog)

▼

	 	圖 6		蘭嶼拼板舟船身的船眼圖案 (mata	no	tat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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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點看法，包括點出巴丹群島可能是臺灣與呂宋島之間移民的跳板、巴丹群島曾

出現東南亞玉器來源的作坊遺址，以及巴丹群島當地族群與蘭嶼的 Tao 族具有文化上

和語言上的特殊類緣性等（上引書：120-135）。

    巴丹島「船型葬」這類墓葬的考古發現（參 Barretto ,Grace、Armando Salvador 

B. Mijares ＆ Rey Santiago 2003；Dizon,Eusebio Z. ＆ Grace D. Barretto 1998；

Dizon,Eusebio Z. ＆ Jun Cayron 2003；Hornedo 2000），其中一個最大的特徵即在

於船型葬使用安山岩等石塊排列成兩頭尖的船型（見圖 7、圖 8）。船型墓的內部中

央有平舖的岩塊是埋葬死者之處（見圖 9），根據考古發掘報告，死者是以蹲踞姿式，

並包裹屍布的方式埋葬。其人骨的碳十四定年約 350B.P.（參 Dizon,Eusebio Z. ＆ 

Grace D. Barretto 1998；Dizon,Eusebio Z. ＆ Jun Cayron 2003）。截至目前，船型

墓葬分佈在巴丹群島的 Batan、sabtang、Ibuhos 等島嶼，是巴丹島特有的考古現象，

在臺灣、蘭嶼尚未發現（李坤修 2010：49）。

▼

	 	圖 7	 	巴丹島船型葬 /	使用安山岩等石塊排列
成兩頭尖的船型。

▼

	 	圖 8	 	巴丹島船型葬 /	豎立「L 形」之安山岩石塊作
成船尖狀。

▼	 	圖 9	 	巴丹島船型葬 / 人體埋葬示意繪圖	
	（資料來源 /Hornedo	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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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船」的啟示？

　　關華山（1989：149）引「方位」的觀點探討雅美人的世界觀與宇宙觀，他指出：

「死靈並非一概的惡，其中頭部靈、祖先靈多少是中性的，前者在人死後，遠走南方

白島，便與活人無涉了」。從中，我們可以探見雅美人的神靈信仰，雅美人認為在死

後，其亡靈依然要回到心之所繫的「南方」白島。關氏亦指出蘭嶼島上的雅美人，由

於與南方的歷史淵源，這也使得雅美人認為自己已身處北方。也就是說，雅美人把蘭

嶼視為世界觀的「重心」，卻不是其「中心」。雅美人把此中心讓給了大海（同上，

頁 150）。因此，關氏認為雅美人：「把南方的歷史經驗，定作一個方向 teyload，

而島本身這時只被視為一個點。至於其反方向，他們稱為 teyrala。由於雅美人的歷史

經驗再沒有往北的，所以 teyrala 相對於 teyload，只能說是面山的方向」（同上，頁

167）。總之，無論是雅美人的世界觀或宇宙觀，「南向」始終顯而易見，並且是文

化重心的方位。

    此外，從巴丹島船型葬的外觀，明顯可讓人聯想到蘭嶼拼板舟 tatala 或巴丹小船

tataya（見圖 10）船身兩頭尖翹的船型。這些船型葬現象或許隱含一深具族群遷徙意

涵的象徵意義，因為「船」是巴丹島早期先民渡海而來的交通載具，同時也可能是接

引島民死後亡靈歸返祖蔭天國的象徵依附。其中，部分遺址的大多數船型葬（參見

Cizon ＆ Cayron 2003），其船身的縱線指向幾乎全部都朝向「西北偏北方」，而這

個方向是否與蘭嶼、臺灣或 Tao 傳說中亡靈歸處白島的方位有所呼應？換言之，我們

若從這些船型葬所埋葬者亡靈的「歸向」來思索，是否可以看出有何族群遷徙的文化

▼	 	圖10	當代菲律賓巴丹島的傳統小舟(tat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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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目前的考古證據來看，可以確定花東地區的靜浦文化與當代的阿美族人有密切

的連續性關係，因此，靜浦文化亦被稱為阿美文化。從目前靜浦文化的出土遺物來看，

其中也有許多的網墜、魚骨或貝塚等，可見當時花東海岸人類社群與海洋之間的密切

關係。若從更早的臺灣各地新石器時代的網墜形式，亦能判斷投網技術可能是臺灣南

島民族一項普遍的共同傳統技術。 2 亦即，人類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之中生活，即會發

展出適應該生活環境的物質文化。居住或出身於花東海岸的阿美族人，雖然在目前的

考古物質遺留上，無法進一步推斷史前時代的海洋文化細節，但由於其生活的環境與

海洋密切相關，因此在當代可以看見海岸地區阿美族人仍實踐著一套關於海洋的複雜

知識系統，且這些知識系統也被展現在日常生活以及關乎宇宙觀的神聖儀式中。

　　今日的阿美族人，日常生活與海洋密不可分，尤其在食物的文化以及休閒活動

上，更是可以見到阿美族屬於海洋的智慧。海洋所提供的養分滋養了身材相對高大的

阿美族人，海岸地區阿美族尊崇善於潛水漁獵的海洋獵人，女性大多亦可以輕易地辨

識藏匿在潮間帶與礁岩中的各式各樣海貝與海藻。這些各種不同種類的魚、海貝、海

考古�╳�文化�╳�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蔡政良 
(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

從傳統環境智慧談
阿美族的海洋文化

本文節縮改寫自蔡政良、羅素玫（2016），《阿美族都蘭部落野菜採集與海岸漁獵地景中的傳統環
境知識與自主性發展》，科技部成果報告，103-2420-H-143	-	002	-	MY3。	
以及蔡政良（2015)，Micinko ／ Mipacin（打魚）──	阿美族的海洋文化與潛水射魚文化初探。原
住民族文獻	23。電子資源 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30&id=891。

參見陳有貝（2007），〈史前臺灣的兩縊型網墜與投網技術〉。《考古人類學刊》67：117-155。

1

2

1

40



螺、到各式各樣的海菜，都是阿美族人漁獵或採集而來的食物來源。花東海岸地區的

阿美族人透過與海洋密切互動的歷史過程中，系統化地發展與實踐了關於海洋的傳統

環境知識（TEK,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而這一套知識系統即可以

被視為理解阿美族海洋文化的起點。

　　從傳統環境知識的角度來理解阿美族的海洋文化，可以從人與自然（海洋及其相

關聯的生物、環境與地景）、人與超自然（信仰、神話、宇宙觀、儀式…等）以及人

與人（日常生活、物質文化、歷史、社會組織…等）等三個面向來切入，以下即從這

三個面向對於花東海岸地區的阿美族海洋文化進行概略的介紹。

　　首先，從阿美族人與超自然的互動中所呈現出的海洋意象，有許多來是來自於神

話的傳說，並且進入到儀式與禁忌的實踐中。例如，大部分阿美族人的祖源傳說都大

致脫離不了從海上而來的說法，由此傳說發展出許多與海洋有關的相關祭典。例如

花蓮的里漏部落，至今仍每八年舉辦一次船（舟）祭（palunan），以紀念祖先自海

上而來的傳說。其他居住於海岸的阿美族也幾乎都有海祭的儀式，有的是單獨舉辦，

例如花東海岸北部一帶的阿美族稱之為 miladis，中部海岸一帶稱之為 misacepo´；

花東海岸南部一帶的阿美族，則是伴隨著年祭（Kiluma｀an）舉辦，稱為 mikesi´。 

除了在特定時間週期性舉辦的海祭儀式之外，阿美族人日常婚喪喜慶之後的漁撈祭

（pakelang），居住於海邊的阿美族人也大多是以共食從大海裡捕撈的魚獲作為回到

日常生活秩序的儀式。即便在日常的魚獵活動裡面，尤其是危險性最高的自由潛水射

魚獵人，在海岸邊準備下水之前，也多會以香菸、或檳榔或米酒，祭告從海上而來的

祖先，祈求平安與豐收。甚至在有些區域，流傳有海神 Diwa 將熱帶魚上色的傳說，

並且將雷氏胡椒鯛命名為 Diwa 的學生，被視為帶有靈性與神性的魚類。另外，又例

如海龜，如同大部分的南太平洋區域南島語族社群，亦被阿美族人視為一種帶有特定

靈力的海中生物，在某些阿美族部落亦用海龜殼作為祈雨的儀式物件之一。因此，不

論從神話或是各種儀式中，都可以見到海洋在阿美族人的宇宙觀中佔有相當重要

的分量。

　　其次，從人與自然的角度切入，亦即阿美族人與海洋之間

的關係來看，海岸地區阿美族人對於海洋及其相關的環境知識

相當豐富且跟主流知識系統有著不同的理解與分類。以魚類

而言，阿美族人對於魚類的分類體系以及理解相當多元與複

雜，例如從形貌學來命名的魚類，許多種類與陸地的山林動

物形成一種對應的類比關係，例如（陸 /lilik 蚱蜢：海 /lilid 花

倒吊）、（陸 /fafoy 山豬：海 /fafoy 條紋蓋刺魚）、（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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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o 雞：海 /kokok 牛港鯓）、（陸 / 蝴蝶 alipangpang：海 /alipangpang 蝶魚）、（陸

/Lukedaw 老虎、豹：海 /Lukedaw　石雕、石斑）、（陸 /kalitang 長豆：海 /klitamg

水針）等。除了以形貌學來分類外，阿美族有些魚類命名亦交織了其社會與文化的脈

絡與生態知識。例如，鸚哥魚與刺尾鯛之間在行為上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於鸚哥魚採

取其鬼鬼祟祟的擬人性格習性來命名，或者雷氏胡椒鯛具有其禁忌的意味等。除了魚

類之外，阿美族人對於貝類以及海藻、海菜等海中生物的知識也相當的細膩與複雜。

至於在海洋地景方面，包含部落傳統海域中的流水、海底地形、海潮等知識系統也相

當細緻，依照不同季節、不同時間與不同的氣候狀況，或者從海岸山脈的雲霧分布狀

況等，都能立即判斷海象，甚至從海洋的變化來判斷自然災害的敏感度亦相當高。另

一個可顯現海岸阿美族在傳統環境知識與社會性質有關連的是海岸地景的記憶與命名

系統，這套知識（記憶）系統也再現了阿美族人對於海洋環境的認識與其社會與文化

機制的連結。海岸地區的命名其實多與歷史事件、人為的行動或其地形或海洋特質而

來，阿美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記憶建構在海岸地名、海祭以及海岸空間中的身體實踐

上，牽涉了阿美族人如何認知海岸空間的內在觀點，也呈現出該地名背後所再現的環

境知識之一。３再者，從語言中有時也可以看到阿美族人對於海洋的細膩觀察，例如

在都蘭部落的阿美族中即有一句諺語是：

　　Kamaro’ay a riyal, awa’ay ko fali.（當海坐下來的時候，沒有風）。

　　這句諺語的意思就是當退潮到底的時候，風都會停下來。顯見當地阿美族人對於

海洋與自然環境變化的細膩觀察，並且成為重要的傳統海洋環境知識。

　　最後，從社會與文化層面的視角來看待阿美族人與海洋的關係，尤其是年齡組織

以及飲食文化上等，可以看出阿美族人與海洋之間在社會與文化上的緊密關係。例

如，就阿美族社會中相當重要的年齡組織制度而言，是除了以血緣為基礎的人群團體

之外所形成的地緣性社群團體，男性在年齡組織中不同生命階段被賦予不同的任務。

因此，以年輕或中壯年男子而言，自由潛水打魚獵人受到部落其他成員相當的推崇與

尊敬。然而，潛水射魚也是一項相當危險的行為，除了大量的環境知識必須學習之外，

也必須透過集體行動來確保彼此的安全。這也是阿美族人，尤其是男性在年齡組織中

培養領導、默契與體力的絕佳方式。以年齡組織為單位到海邊捕魚，甚至也具有為阿

參見呂憶君（2007），《海祭、身體實踐：花蓮港口阿美的海岸空間》。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以及呂憶君（2010），〈花蓮港口阿美海岸地名的命名特性與敘事〉。《民族學研究
所資料彙編》，21：79-115。

3

42



美族男性提供社會療癒機制的性質，尤其是中年男性更是為要。此外，在阿美族的年

齡組織中，總會有一個階段會需要負責部落事務的總管，當一個年齡組在成為總管階

段前，開始會對於未來要承接年齡組織的重要工作而集體感到憂心與不知所措。同年

齡組的級友，有時就是透過自由潛水射魚的集體行動，共同面對收穫與不確定的危

險，而組員在經過這樣的集體下海射魚實踐後，也同時培養了彼此在面對緊張時的默

契。至於在女性的部分，在潮間帶採集（milakelaw），亦需要有完整與豐富的海洋環

境知識，包含潮水的計算以及各種潮間帶可食生物的分辨以及判斷。潮間帶的採集需

要有天時與地利，以及豐富的生態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關乎細心的態度與耐心的培

養，才能透過採集撐起一個家庭（patireng to ko loma）。由於海岸地區阿美族的蛋

白質來源有大量來自於海洋，因此在飲食特色上也可以看到阿美族豐富的海洋料理，

且大多不需太多的調味方式，而以食材本身的原味為主，且在飲食上絕不浪費。在假

日的時候，也可以經常在海岸邊看到阿美族人全家或集體在海邊潛水或採集的畫面，

對於阿美族人來說，這就是最好的休閒活動了。

　　以上從傳統環境智慧的角度來簡述花東海岸地區阿美族人的海洋文化，礙於篇

幅，只能做一個概要的說明。事實上，最近在臺東也有阿美族人開始與臺日兩地的博

物館合作「3 萬年前的航海－跨越黑潮」實驗計畫，透過阿美族傳統製作竹船的技術，

企圖要驗證 3 萬年前史前人類手造竹筏，從臺灣到日本沖繩的歷史軌跡。阿美族的海

洋文化復興正方興未艾，然而，阿美族與海洋的關係其實也還更為複雜與細緻，學術

界目前所知還太少，等待未來有更多的人可以將這些智慧與知識保存、學習與傳承下

來。這些傳統環境智慧也是當前臺灣面對氣候變遷與人為破壞的海洋環境時可以借鏡

的重要知識庫，尤其是花東海岸，若能從阿美族的海洋文化著手來理解該區域的海洋

特色與變遷，相信能對臺灣在邁向一個海洋文化的國家目標上，扮演具有不可忽略的

積極角色。

▼

  自由潛水漁獵是海岸地區阿美族獵人以身體學習及實踐海洋環境知識的方法 ( 攝影朱馬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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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小旅行 撰文、照片提供／盧柔君

東亞海島之旅 
─ 沖繩

　　每當連續假期，總是會有許多遊客前往日

本旅行。尤其離臺灣只有一個半小時航程的沖

繩，更是熱門的旅遊地點。其實，除了美麗的

珊瑚礁海岸，異國風情的國際通，以及琉球王

朝的宮殿首里城以外，沖繩還有許多吸引人的

原野和城址，訴說著無人傳唱的故事。這次，

就讓我們來看一看沖繩的另一層面貌。

　　今日的沖繩縣轄區，包括從九州以南到臺

灣以東的一系列島嶼。由於島嶼間的距離，其

實內部可以由北至南分成奄美群島、沖繩群

島、先島群島（包括石垣島、可以看見臺灣的

與那國島等）三個小區域，各自在文

化與歷史

的發展上都有不同之處。直到 15 世紀，這三

個群島才由琉球王國統一；17 世紀開始被當

時統領九州的日本薩摩藩間接統治；19 世紀

後正式成為日本領土。

　　沖繩這一串有如花綵般弧狀散在太平洋西

側的島群，既包容了三個子區域的文化差異，

也融會了本土文化與中日文化，雖屬於日本，

卻又處處可見不同，結合而成這個汪洋大海中

孕育的美麗文化。如果想要了解沖繩的前世今

生，不妨在抵達沖繩之後，先造訪新都心，逛

逛建築造型優美的沖繩縣立博物館。博物館的

外型仿造城址，由粉白的石灰岩打造出流線型

的外觀，當耀眼的陽光輝灑在白牆上，襯著藍

天，讓視覺都變得晴朗起來。博物館內部的展

示內容包羅萬象，包括自然、地理與歷史文

化，由數百萬年列島的成形開始、到今日各種

沖繩縣立博物館
地址：沖縄県那覇市おもろまち３丁目１－１
乘單軌電車到 Omoromachi 站（おもろまち駅），
徒步 10 分鐘即可到達。

▼

	 	沖繩博物館	沖繩縣立博物館，外型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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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石器時代的沖繩

　　看過博物館之後，一定不能忽略近乎鎮館之寶的「港川人」展示。由於沖繩的許多島嶼都由

珊瑚礁隆起構成，這些珊瑚礁浮出水面，歷經千萬年，便成了石灰岩，因此沖繩石灰岩地形非常

發達。而石灰岩的弱鹼性相當適於保存人骨。因此沖繩便成了發現史前人骨的寶庫。所謂港川人，

是在 Gangala 之谷附近的石灰岩裂縫深處發現的數具人骨。港川人是沖繩最古老、骨骼發現最完

整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用一同出土的木碳來定年的結果，可以知道他們活在一萬八千年前。他們

在岩縫中出土，深達 20 公尺，不知道他們是生前失足，還是種特殊的下葬方式。但無論是哪一

種，可以確定的是，週遭沒有發現任何工具遺物（標本），因此也無從推論他們的生活面貌。只

能從他們週遭的動物骨頭，推測他們生前可能享用山地的野鹿、野豬、秧雞或是海邊的貝類來渡

過每一天。

　　不止是港川人身邊找不到遺留的工具，事實上人骨孕藏豐富的沖繩，幾乎沒有舊石器時代的

石器出土，這也成了沖繩考古學家最大的煩惱之一——和臺灣考古學家的煩惱恰恰相反。臺東的

八仙洞遺址出土了不少距今兩萬年以前的石器，酸性的土壤卻沒有任何一具人骨標本保留下來。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過去，兩邊的考古學家都在各自為了缺少的拼圖而煩惱，不過近年來，在港川人發現地點附

近，「Gangala 之谷」內部的「Sakitari 洞遺址（サキタリ洞遺跡）」中，發現了 2 萬 3 千年前

的貝製魚鉤；1 萬 2 千年前的地層中，也發現了幾件 2 ～ 3 公分左右的的石英質小石器，還有恐

怕是吃剩的蟹腳。說明這些一萬年前住在鐘乳石洞的住民們，恐怕並非使用石器來生活，而是使

用貝器，吃著海味呢。雖然這些人工遺物發現數量極為稀少，不過這個遺址還在持續發掘中，說

不定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宣佈謎題解答了。

　　目前「Gangala 之谷」的網頁中可以預約參觀導覽，知名觀光鐘乳石洞「玉泉洞」就位在對

面。若是大家預計要前往美麗的玉泉洞，不妨再多預約一個導覽行程。行走在這個歷經數十萬年

形成的鐘乳石洞穴中，感受自然的神秘氣息，參觀史前人類的家。

Gangala 之谷（ガンガラーの谷）
地址：沖縄県南城市玉城字前川 202 番地
搭乘單軌電車到「旭橋站（旭橋駅）」，步行至「上泉」公車站，坐 54 號（前川線）、83 號（玉泉洞線）公車至「玉
泉洞前」下車，徒歩 2 分即可到達。
「Gangala 之谷」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洞穴極為廣大，面積甚至與東京巨蛋比肩。若是東西掉進洞穴時，會發出
悠遠不絕的「鏘……嘎啦……」聲，因而得名。所以叫「鏘嘎啦谷」好像也是正確翻譯？除了導覽行程，洞穴中
還設置咖啡廳，想體驗在鐘乳石洞中幽靜地享用咖啡的朋友，也不妨一遊。

特有的生物介紹，並說明人類如何來到沖繩島上，經歷過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城時代到歷

史時代，成立了輝煌一時的琉球王朝，也努力在明朝與日本兩大勢力的夾縫中求得生存。最後到

日本統治，二戰時期的悲慘景況，也都有詳盡的介紹。接下來，我們就隨著時間的足跡，一起去

探訪歲月在沖繩這個島嶼上留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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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

　　距今 7000 年前，沖繩進入新石器時代，開始出

現與日本九州相似的陶器，可以燉煮美味的蛤蜊湯；

也發現了石斧、石錘等明確可辨認功能的石器。這個

時代又稱作「貝塚時代」，正如其名，幾乎在所有遺

址中都可以發現一層厚重的貝殼，也就是史前人類吃

剩 的貝殼堆。從裡面發現的動物骨頭，可以看出史前

沖繩人的菜單是多麼奢華。在狹長的沖繩本島上，幾

乎找不到一個真正遠離海洋的地點，稍微向南向北走

幾步，不小心又要看到美麗的珊瑚礁海岸，淺灘可得的漁獲和貝類源源不絕，小山上還有山豬肉

可以享用，簡直就是山珍海味，手到擒來。

　　若是往沖繩本島東側前進，穿過波光粼粼的跨海公路可以抵達伊計島。島上有著日本國家指

定史跡「仲原遺址」。這裡除了 2500 年前的陶器、石斧，還有曾經是美麗項練的穿孔鯊魚牙，

最珍貴的是出土了 23 座石列組成的半穴式住居遺構，其中還有用於取暖、煮食的火爐遺跡。雖

然只有石質部份留在地層中，研究者參考民俗案例，復原住居。在遺址的半穴居裡穿梭，添增不

少趣味與思古幽情。

　　若是向西，可以抵達沖繩本島中部西海岸「木綿原遺址」。這裡發現了 6 座 2000 年前的箱

式石棺墓，還有精製的貝手環、磨製石斧以及日本的彌生陶器等遺物。這些東西也在日本本島的

遺址發現，但貝手環產自沖繩，彌生陶器則產在日本本島，說明貝塚時代後期的沖繩人，以及同

時代的日本彌生文化人，顯然有過互動、交易活動。從日本也有類似的箱式石棺墓來

看，沖繩人可能連墓制都受到了影響。不知道當時說著不同語言的他們，是怎麼溝

通、討價還價，甚至傳教的呢？

　　無論是哪個遺址，站在如今已是一片草原的遺址上，總是可以望見近在咫尺的

淺綠色海洋，有如柔軟的絹布飄揚在藍天之下。住在這些地方的史前沖繩人，每天

享用著無價的景緻，吃著山珍海味，逝去以後葬在這樣寧靜優美的草原上，也算是

一個美好的歸宿吧。

仲原遺址
地址：沖縄県うるま市与那城伊計
搭乘單軌電車至「旭橋站（旭橋駅）」，步行至「那霸公車總站（那覇バスターミナル）」，再乘
27 號公車至「JA おきなわ与那城支店前」下車，轉乘 Uruma 市公車（うるま市コミュニティバス）
至「伊計 beach 前（伊計ビーチ前）」下車，徒歩 15 分

木綿原遺址
地址：沖縄県中頭郡読谷村渡具知５０２

▼ 	 	木綿原遺址	新石器時代出土箱式石棺墓的木綿原遺址

▼

	 	木綿原遺址 2	木綿原遺址就位在海岸邊，舉目
就能看見藍綠色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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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代

　　過著漁獲捕獵，採集生活的沖繩人們，在

10 ～ 12 世紀間，開始採用傳來的耕種技術，

逐漸邁入農耕生活。也許是沖繩的土地，對於

耕作來說不夠豐饒。在資源的競爭中，我們發

現了地層中出現滑石製石鍋、青瓷、硬陶等中

國／日本產稀有物資，顯示物品的所有權出現

了等差；四處營建的砌石城牆，說明能夠指揮

民眾建造城牆的支配層出現。沖繩急遽轉變為

階層社會，進入了各地按司（地方支配者）林

立的「城時代」（グスク時代）。

　　城址有兩個共同點。一、城牆都是弧形，

呈現波狀，有可能是象徵周邊海洋的波浪。

二、城中都可以發現一些形狀不規則的石塊，

點狀連結成九宮格的形狀，這些就是上面曾經

負載木柱的礎石，從礎石的分佈，可以推測建

築的結構。因此看礎石的變化，便能夠得知木

造建築物的大小、位置分佈以及結構變遷。

　　14 世紀後半，中國史書《明實錄》依序

出現琉球國中山王、南山王與北山王的朝貢記

錄，並有「三王爭雄」的敘述，可見在 14 世

紀時，沖繩本島已呈三強鼎立之勢，競相爭奪

地盤以及在對外交易上的主導權。其中北山王

的居城是今歸仁城，中山王的居城是浦添城，

南山王的居城是南山城。這些居城留存至今，

都經過發掘調查與一定的史蹟整備。其中又以

今歸仁城與浦添城的保存程度較佳。

　　今歸仁城內遍佈寒緋櫻（山櫻花），初春

降臨時，一片緋紅深深淺淺，點綴得古城如

夢似幻，即使對歷史沒有興趣的遊客，也會

為了景緻造訪，是著名的賞櫻名所。城跡旁

的今帰仁村歷史文化中心，對於城內的發

掘成果與今歸仁城的歷史有一

些簡單的介紹，在進城之 

前，可以進去瞧瞧。

　　浦添城則是中山王原本的居城，旁邊的浦

添極樂陵（浦添ようどれ）是王陵。附屬的

「極樂館」展示了一些浦添城的老照片及出土

資料。由於浦添城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許多

破壞，因此現在正努力透過發掘調查來恢復它

的原始面貌。透過推理，讓崩落的砌石重生，

是沖繩歷史考古學家的拿手好戲。

　　15 世 紀 初， 中 山

國王的家臣竄奪王

位，將首都

1 		勝連城跡二之曲輪	考古學家可以由礎石的位置來推

論當時建築物的大小跟結構，圖為勝連城跡的二之曲
輪（城內區劃名）

2 		今歸仁城	北山國王的居城，今歸仁城跡

3 		今歸仁城波狀城牆	沖繩的石城的城牆都呈波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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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至今日的首里城。15世紀末，再度有臣子竄位登基，這次便在首里城畔也建了王陵，名為玉陵。

有趣的是這些王陵即使內部還存放著廚子甕（骨灰罈），考古學家為了調查結構的演變，仍然不

懼不怕，進行發掘，果然發現不同時期的建築配置都有所不同，反應政治結構與信仰文化的改變。

　　除了上述城跡以外，整個列島上，還散布著大大小小的各式城址，其中沖繩本島的中城城跡

與座喜味城跡等，都是建築各有特色，也具有不同歷史地位的城址（中城城跡是唯一可以在城上

同時望見東側太平洋與西側東海的城址）。如今這兩座遺址也都納入「琉球王國石城及關聯遺址

群」中，登錄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今帰仁城跡
地址：沖縄県国頭郡今帰仁村字今泊 5101 番地
自那霸機場搭乘 Yanbaru 急行巴士（やんばる急行
バス，直通那覇空港・那覇市内的急行巴士）本部循
環線，至「今帰仁城跡入口」下車，徒歩 15 分到達。

中城城跡
地址：沖縄県中頭郡中城村泊 1258 番地
搭乘單軌電車至「旭橋站（旭橋駅）」，步行至「那
霸公車總站（那覇バスターミナル）」，再乘３０
號（泡瀬東線）公車至「久場」下車徒歩 15 分到達。

▼	

浦添極樂陵	15 世紀中期以前的中山國王（琉球國王）陵

▼  玉陵 15 世紀中期以後的琉球國王陵

▼

		浦添城跡中山國王在 15 世紀以前的居城，浦添城跡。受
到戰火破壞，目前仍持續發掘調查與修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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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遺址

　　其實，城址還有一個共同點是：

內部都有許多名為「御嶽」的神聖空

間。不過正確來說，不只是城址裡有，

因為御嶽是一種自然崇拜的遺留，凡

是大石、古木或泉水等不常見的景象，

都可能是受到敬拜的對象。通常御嶽

反映了神所憑依之處，或祖先所在之

處，大小不一，意義也不盡相同。其

中，目前所留存規模最大的聖地是「齋

場御嶽」。「齋場」在沖繩方言中與

「最高等」同音，因此「齋場御嶽」，

就等同於「最高等的聖地」。

　　這些聖地是由神女（女祭司）負責管理與膜拜，這些神女常是地方支配者（按司等）的女性

親屬，最高級的聖地—齋場御嶽，則是由最高層級的「聞得大君」，也就是琉球國王的女性親屬

來管理。由此可以窺見琉球王國不只是對政治，對宗教體系也施行階層化管理。即使進入歷史

時代，琉球王國仍然保存了大部份自然崇拜的原始特質，但在重整的過程中，卻給予了它

制度化的面貌。這是相當有趣的特色。

　　此外，雖然是聖地，也經歷過發掘調查。考古學家們透過發掘，找尋聖地的原始

結構，也藉由出土遺物了解過去不曾記載在史書中的祭祀道具、內容，甚至思想。

如齋場御嶽曾經在祭祀核心地區中同時出土不同材質的勾玉以及青瓷碗，加上排

列成特殊形狀的古錢，其下層又出現瓷盤、古錢及厭勝錢（辟邪錢）。調查這些

標本，除了可以知道這些舶來品的入手狀況，也能推測不同時期的祭祀形態，

或是進一步延伸當時人群對不同物品的神聖或非神聖的想像。不過，這些都

還有待資料的增加來評斷其可能性。在聖地中，我們可以去看看這些標本，

也可以只是單純去感受數百年來由神女們維持潔淨的神聖氣息。

斎場御嶽
地址：沖縄県南城市知念字久手堅地内
陰曆 5 月 1 日～ 3 日、10 月 1 日～ 3 日閉園
搭乘單軌電車至「旭橋站（旭橋駅）」，步行至「那霸公車總站（那覇バスタ
ーミナル）」，轉乘 38 號（志喜屋線・志喜屋行）公車，「斎場御嶽前」下車，
徒步 10 分鐘到達。

▼	

齋場御嶽	齋場御嶽（最高等級聖地）

▼ 	三角岩	齋場御嶽內自然地形壯闊，此為三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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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遺址

　　經歷 14 世紀的三山時代後，15 世紀前

期，中山國整合北山與南山國，征服奄美群島

與先島群島，完成統一大業，成為中國史書中

記載的琉球王國。琉球王進駐首里城，開始華

麗的大航海時代，首里城出土的貿易品包括金

屬器、琉璃器、陶瓷器與螺鈿漆器，件件瑰麗

無方，精彩紛呈。16 到 19 世紀間，由於中

國、琉球王國與日本之間對貿易與政治利益的

角逐，琉球從明朝臣子變成中日二屬，再被日

本無血開城，最後來到 20 世紀，成為日本人，

與美國作戰……我猜你在想，到了 20 世紀，

也太現代了吧？這會有什麼考古遺址呢？

　　有的，而且能夠發掘到的事實非常重要，

和當地的居民息息相關，那就是戰爭遺址的發

掘。對於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摧殘的沖繩，尤

其重要。

　　發掘這樣的遺址，一定充滿著無數的黑暗

與憂傷，面對出土的標本，無法像是發掘史前

遺址一樣，用單純的好奇與喜悅來面對。如南

風原壕群 20 號壕，是二戰中當作病院的壕溝，

發掘中出土的標本，大多都是陳舊的醫療用

品、爆彈的碎片，或是炸彈的痕跡。這些醫療

用品的數量相對於傷兵之眾，是絕對的不足。

清理出當年的模樣，才知道承受著槍林彈雨的

沖繩士兵，即使回到戰壕裡，面對的仍然是惡

劣的環境與設備。無數的沖繩傷兵曾在這裡無

助地救醫，痛苦地死去，為了某些信念，一同

走向絕路。

　　為什麼要發掘這麼可怕的遺址呢？面對傷

痛，對於經歷過一切的當地人來說，一定極其

痛苦吧。然而，也許是認為掩蓋傷口，有一天

會化膿。許多人還是努力地刨起傷疤，去面對

戰時的沖繩。也許，只有求得戰時的真相，才

能嘗試理解，嘗試原諒。也許害怕戰爭的無

情，能夠讓我們今後免於戰爭。

　　如果你有勇氣，也可以試著去南風原壕群

20 號壕看看真相。

▼	園比屋武御嶽	首里城內的御嶽（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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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灰暗的近代，來到現代，回到現實世界，如今的沖繩仍然在藍天白雲之下，奕奕生輝。

從考古遺址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沖繩，溫暖的海洋文化曾經包容諸多不同的人群，從史前時

代到歷史時代，經歷過文化變遷以及周邊的政治角力，展現出獨自的丰彩。如今熬過了無情的戰

火，相信扶桑花仍會重展她鮮明的色澤。

　　過去的一切，仍有諸多藏在尚待發掘的面紗中。還有許多真相擠不進文字裡。讓我們一起到

舊石器時代到現代之間的各種遺址去旅行吧。讓我們去看看已經出土的遺留，期待還沒完結的故

事——

南風原壕群 20 號
地址：沖縄県島尻郡南風原町字喜屋武地内 黄金森公
園
毎週三、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閉壕
搭乘單軌電車至「旭橋站（旭橋駅）」，步行至「那
霸公車總站（那覇バスターミナル）」，轉乘 40、
109 號公車，「福祉センター前」下車，徒歩 3 分。

▼ 	 	中城城跡砌石牆復原	考古學家為石塊編
號，透過石塊的掉落位置和相互關係來拼回
砌石牆，並加以記錄

▼	 	2011 中城城跡發掘調查	2011 年，中城城
跡正在發掘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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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佔了地球七成的面積，是孕育

萬物的母親，也是人群航向新天地的舞臺。

臺灣、日本四面環海，擁有豐富的海洋文

化。十三行博物館展出「Hi ！海—東

亞海島文化特展」，以考古

學為核心，透過精選

文物呈現臺灣到日

本琉球、九州、

本州等處的海

島文化。本特

展 集 結 日 本

兵庫縣立考古

博 物 館、 日 本

宮崎縣立西都原

考古博物館、日本沖繩縣立博物館 ‧ 美術

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陽明海洋文化

藝術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宜蘭縣立蘭

陽博物館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等 8 間

博物館及單位所典藏相關海島文化的文物，

以深入淺出方式介紹東亞海域的自然環境，

以及海島居民的生計活動、貿易交流與藝

術創作。

　　本特展使用半透明的空間感受，以紗

網、漁網、船骨等象徵海洋文化的元素做

為裝置藝術，營造出海洋風格。展區共分

為「島嶼與海洋」、「海洋與人群」、「人

群與文化」三大部分介紹東亞海島文化。

　　「島嶼與海洋」展區從自然環境面向，

闡述東亞島嶼的形成、洋流、水域及漁業

資源。本區展出考古遺址灰坑出土十餘種

貝類遺留，並透過互動裝置學習本區的海

域洋流。

十三行新脈動
撰文、照片提供／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教育研究組

東亞海島 
文化特展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船形埴輪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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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介紹東亞海島人群從何而來。「海洋

與人群」展區根據考古證據，說明東亞人群

的遷徙路線、海島人群的來源，以及海島地

區自舊石器時代以來的文化變遷。透過圖文

解說以及互動拼圖，認識海島人群組成，例

如日本人群的先祖就有繩紋人與彌生人兩個

支系，他們在外貌及生活方式上都有很大的

不同。本區同時展出日本舊石器時代石器精

品以及繩文時代的陶器，這兩件陶器除了展

現海島人群的工藝外，其上的貝殼紋飾更說

明海洋資源對海島文化的重要性。

　　有人群就有文化的出

現，「人群與文化」

展 區 從 人 類 的 活

動、 海 上 交 流、

海洋藝術三大部

分介紹東亞豐盛

多樣的海洋文化。

　　『人類的活動』展示漁獵、煮鹽、貝器

工藝及造船工藝。海島居民運用周邊資源製

成各式各樣的漁具，包括網墜、蛸壺、魚鉤

等。本展覽展出十種史前網墜、東亞及大洋

洲各種類型的魚鉤外，日本兵庫地區捕捉章

魚用的蛸壺更是首次在臺灣展出。本展覽也

展出兵庫出土的素燒陶器，其下有灼燒的痕

跡，內側有許多刮痕，推測是煮鹽器具，為

海島居民煮海水為鹽的證據。

　　此外，海島居民也常利用大型貝類製

作用於木作、狩獵、切割、漁撈的工具及

容器等。貝殼也被製成裝飾品，或用來

壓印出陶器上的紋飾。本次展出各種

貝器、貝斧、貝鏃、貝環、貝飾等，

讓民眾認識海島人群在生活中

廣泛利用貝類資源。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主視覺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漁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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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是近海地區重要的交通及生活工具，

『人類的活動』展區中同時展示東亞海域

不同時期與地區的船舶模型，以及日本的

船形埴輪。這些展品除了呈現海島居民們

精湛的造船工藝外，埴輪更是日本古墳群

出土的著名文化財之一。埴輪為墳墓頂部

和四周排列的陶器，因此船形埴輪象徵舟

船在日本文化中重要的精神意義。

　　海島居民經常利用船隻往來島嶼之間

進行互動交流，形成有規模的貿易圈。臺

灣多處鐵器時代的沿海遺址出土外來品，

如鐵器、玻璃珠、瓷器、銅錢等。『海上

交流』展出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來自中國、

印度、東南亞的貿易陶瓷、精美的玻璃環

及瑪瑙珠，都是史前人與島外人群交流所

留下的。而日本九州及本州在彌生時代出

現許多生長於南方海域的貝類所製成的貝

環，推測也是透過交易取得貝環或製作貝

環的材料。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海祭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煮鹽工具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蛸壺

54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船形埴輪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摺頁

▼

	 	東亞海島文化特展魚鉤

　　最後「海洋藝術」展區呈現與海相關的

藝術、創作以及神話傳說，首先觀眾可以利

用互動影片欣賞臺灣地區相關的海洋祭儀。

展區中間也設計了舒適的休息區，除了可以

閱讀海洋神話、文學創作及研究論文外，同

時也可以欣賞臺灣原住民藝術家的木藝作

品。本次展出拉黑子．達立夫的「海祭」作

品，其中蘊含著山的稜線、水

的波線、

陶甕的弧線及阿美族特有的年齡階層結構，

傳達原住民族海洋宗教的精神。

　　尊重海洋，探索海洋，疼惜海洋，守護

我們共同而唯一的母親。歡迎蒞臨參觀特

展，了解悠久豐盛的東亞海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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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鉤 (Fish Hook) 外觀呈彎月形，一端以線材綑

綁，另一端則將魚餌固定，屬漁獵工具的一種類型。

　　魚鉤材質因各區域資源不一而異，過去常見材料

有貝殼、獸骨、獸角等，銅也曾是材質選項之一，但

因過軟容易被大型魚類拉直而淘汰，就目前出土保存

之考古資料得知，最早的魚鉤時間約為 2 萬 3000 年

前的舊石器時代，材質屬貝殼，發現地點為日本沖繩

地區。

　　現代魚鉤採用鋼製作，含碳量高則魚鉤質脆，遇

到扭曲或拉扯易斷；含碳量低則魚鉤抗拉強度降低，

容易被魚拉直。故魚鉤品質可從抗拉強度、穿透性及

韌性來判定，而魚鉤包裝通常有 4 個 H 或 5 個 H。

這個「H」，是魚鉤硬度的一種表達方式。4H 是 80

號，5H 是 100 號，號數越多，鉤子越硬。今天我們

要教大家自製簡易的魚鉤及綁線，趕快準備材料一起

來作魚鉤吧！

工具＆材料

剪刀 鐵絲

斜嘴鉗

尖嘴鉗 縫衣線 

*		請在圈圈裡打勾確認工具是否備齊

因魚鉤屬尖銳物，製作過程請父母或老師

陪同或指導較為安全。

貼心小提醒

FUN 手做
撰文、照片提供／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教育研究組

漁具小達人 
- 魚鉤及綁線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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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自己喜好的魚鉤大

小，以尖嘴鉗剪取一段

鐵絲。

2-1  

依步驟 1 完成的魚鉤大

小，以剪刀剪取縫衣線

一段。

2-4  

兩端同時拉緊，並將交

叉線端的線修短，即完

成魚鉤綁線。

1-2  

將剪下的鐵絲一端，以

尖嘴鉗夾取向內彎成小

圓 圈， 與 鐵 絲 本 體 密

合。

2-2  

將 剪 下 的 縫 衣 線 與 魚

鉤 平 行， 將 靠 近 魚 鉤

U 字 形 的 縫 衣 線 一 端

與魚鉤交叉。

1-3  

以手將鐵絲另一端彎成 U

字 形， 並 與 步 驟 1-2 的

小圓圈呈垂直狀，最後

以斜嘴鉗在魚鉤端端口

斜剪一半使之更為尖銳，

即完成簡易魚鉤製作。

2-3  

縫衣線另一端纏繞交叉

端線與魚鉤 4 圈，最後

將交叉端線頭回穿交叉

端圓圈。

完 成

步驟 1�魚鉤製作

步驟 2�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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