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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序
墓葬與出土人骨在考古學科裡，是解讀或建構史前生活與文化的珍貴素材，經由

解剖、定年、遺傳基因、體質病理等科學分析方法，配合各式出土遺物，進一步推測

與自然環境的互動情形。

 本期 JOY 愛十三行以「臺灣考古出土人骨」為題，探究臺灣部分考古遺址出土

墓葬。首先，從地緣開始，由劉益昌老師分享國定十三行遺址發掘搶救過程，及其出

土墓葬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其次厲以壯及邱鴻霖老師則分別從田野發掘、教學研究等

層面切入，概述考古學家如何利用有限的出土材料為史前人骨道出精彩的故事。

再來以考古遺址出土文化年代分述，讓讀者透過現存考古出土人骨及墓葬資料，

從臺東八仙洞、馬祖亮島、臺南南科、臺中中社、臺南中洲等考古遺址，一次網羅史

前舊石器時代到清朝的考古遺址，了解史前人類飲食、健康、喪葬習俗、社會秩序等

生活概況。最後介紹臺中市惠來考古遺址的研究及保存發展現況，使讀者了解墓葬出

土人骨、親近考古遺址，進而厚植文化資產保存觀念。

十三行長期致力於推廣考古教育，蒐羅學界各式研究主題，並透過淺顯易懂的科

普文章，讓讀者對考古學中墓葬、人類體質及文化關係有所認識，邀請大眾在閱讀刊

物之餘，能親身造訪十三行博物館。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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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遺址 
考古的追憶

本期焦點
撰文／�劉益昌�

(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教授 )��

照片提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8-1992年十三行遺址的搶救發掘由於牽涉甚廣，也對臺灣考古遺址的保存

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個人稱之為「十三行事件」，用以惕勵文化資產保存以及考

古學研究。猶記得 1992年臺灣出身的偉大考古學家、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張光直

先生，回台之時曾前往十三行遺址進行現地觀察，並受筆者邀請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針對臺灣考古的未來進行座談，發表一篇重要的論述〈臺灣考古何處去？〉

（《田野考古》3卷 1期，頁 1-8）提醒臺灣的考古學者資料的重要性，認為無論哪

一個學派的考古都要倚仗資料，一旦資料丟失了，就無法進行研究，因此也提醒所有

的考古學者，必須要認真面對考古資料的擷取，也就是考古發掘工作的進行，當然還

有其他的意見，不過本文是在說明田野工作，因此特別強調這篇文章提醒田野工作重

要性的部分。

當年筆者正當盛年，可說整天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與八里十三行遺址之

間奔馳，當時沒有台 64道路，也沒有良好的交通，因此花費大量的時間在

交通與運輸標本的過程，至今回想最艱困的部分在於十三行遺址出土墓葬的

運送與處理。

考古，通常也被視為考骨，的確如此。因為人類最大的過程就是生與

死，在一個考古遺址當中往往得以見到墓葬，所以全世界的考古學家都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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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墓葬著迷，大至金字塔，小至臺

灣考古遺址中的一個墓葬，同樣可

以顯示古代人的生死觀念，說明人

的一生、聚落的一世。

十三行遺址的側身屈肢葬是

臺灣考古界一個重要的發現，從遺

址被林朝棨教授發現到石璋如教授

率領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學生進

行田野實習課的短短三、五年間，

十三行遺址出土遺物包含煉鐵遺

留、玻璃器、南瓜瓣壺以及那具引

人矚目的側身屈肢葬，可說是十三

行遺址的第一道光芒，從此考古

學家就把十三行遺址所代表的十三

行文化以屈肢葬做為主要的表徵。

1987年筆者隨著臧振華、高有德先

生前往十三行遺址進行調查發掘，

在張正平先生家前的菜園內發現了

令人驚訝的無頭葬，代表了十三行

遺址另外的埋葬形式，可說是十三行遺址另外一道閃爍的光芒，不幸這卻是十三行遺

址遭受破壞的開始，從此考古學家和污水處理廠的施工便結了不解之緣。在工程單位

壓迫之下，考古學家不免認真思考什麼才是重要的，又有什麼可以割捨呢？面對十三

行這樣一個重要的遺址，我個人覺得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割捨之處，尤其是看到文化層

內人類生活所留下來的房舍、水井、生活遺物和每天的食物遺留堆積而成的貝塚，深

深的理解當時人群生活的豐富與滿足，也看到外來的文化遺物，諸如玻璃珠、瑪瑙珠、

青銅器、金器、銀器出現在深埋的墓葬當中，清楚的理解當時人群對於這些裝飾器物

的依戀，尤其是看到在墓葬中陶罐內盛裝的陪葬物品，更可以想像當時人群珍而重之

的態度。顯然在遺址上，我們理解這樣一個活在一千多年前的聚落，在臺灣史上所具

有特別的意義，只是不幸被工程單位選中做為污水處理廠址，而且毫不尊重原本

就已經調查並書寫在《台北縣志‧史前志》（盛清沂 1960）的重要考古遺址，

污水處理廠的環評報告中甚至隻字不提，在工程以及經濟掛帥的當時（當

▼

	墓葬 B 區 M30 單人側身屈肢葬，隨葬品含貝類、獸
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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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今天也還是如此，文化資產永遠

是弱勢），毫無疑義必須忍痛割捨

不少埋藏文化遺物的文化層以及地

層堆積中的人類墓葬，至今思之不

捨。

墓葬在當代漢人的社會當中似

乎是一個鄰避設施，可是同樣住在

這個島嶼上原住的南島民族卻不做

這種想法，歷來把平安逝世的先人

視為具有保護力量的祖先，往往埋

葬在聚落的家屋內部或院落裡面，

十三行遺址所看到的情形就是如

此。由於房子是干欄式的結構，因

此墓葬主要在院子裡，這些都是考

古學者在發掘的過程當中仔細的觀

察以及回到研究室後比對整理所得

到的結果。想當年十三行遺址的墓

葬大量出現，發掘過程中來不及在

工程挖土機之前保護下來的墓葬，

遠比考古學家仔細發掘帶回研究室的要多得多，從面積比例而言，保留區與發掘區只

佔整個遺址面積的六分之一不到，工程毀掉的遺址範圍多達六分之五，假若這些毀掉

的遺址範圍和考古發掘的範圍出土的墓葬比例相似，那麼恐怕毀掉一千五百具以上的

墓葬，這實在是令人難以心安的狀態。回憶起來，當時在拼命搶救的狀態之下，其實

無暇思考這些事情。

墓葬的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的過程中，往往是最需要仔細處理的部

分，墓葬的保存有好有壞，就十三行遺址而言，有的已經風化腐

朽到幾乎無法取起甚至無存的地步，但也有保存狀況相當良

好，可以製作模型做為博物館展出的樣本，當然以可以進行

許多研究分析，提供重要的成果。基於這個遺址的重要性，

個人在發掘的過程當中，除了注意考古發掘記錄對於墓葬的

各種不同需求之外，也思考將要如何針對墓葬和當時人的行

為可以做出博物館的展示，在這二種目的交錯之下，又得承

受工程單位無情的催逼進度，做為遺址

▼

	墓葬 C 區 M16 單人側身屈肢葬，隨葬品含貝類、陶
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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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現場的指揮者，除了請助理與工作同仁加緊努力之外，也經常想辦法將墓葬起

土，尤其是不容易處理的墓葬或具有代表性的墓葬，想辦法連著附著的土壤予以塊狀

起土，這種想法其實源自於大學時代所受考古學訓練，安陽殷墟考古發掘過程當中，

石璋如先生設計了如何將 H127甲骨坑整體起土的過程，讓我回思起十三行遺址的墓

葬也可以做如此處理，因此請了當時幾名具有木工經驗的發掘同仁，思考如何將整體

墓葬切起，於是做了有趣的木箱子，並利用鋼繩切鋸下層的土壤，逐步將木箱子底板

塞入推進於墓葬底下，終於可以將整體墓葬起土，也為十三行博物館留下了可以展示

的素材，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具墓葬以原樣保存的方式，留存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考古館，這應當是二十多年前留下來的記憶與實體吧！
▼

	墓葬 B 區 M35 及 M36 發掘工作情形，將木箱底板與
鋼繩切鋸下層土壤，再把木箱底板塞入墓葬底下，可
將整具墓葬以原樣起土並保存。

▼	墓葬 B 區 M53 及 M64 雙人側身屈肢葬，隨葬品含獸
骨與陶罐等，該陶罐為侈口縮頸單把折肩束腰圈足
罐，又稱人面陶罐，屬十三行遺址最具特色的出土文
物之一。

▼

	墓葬 B 區 M35 及 M36 雙人側身屈肢葬，推
測是大人與小孩合葬，隨葬品含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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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故事的 
生物人類學 
- 專訪厲以壯教授

人物小故事
撰文、攝影／賴郁旻���
照片提供／厲以壯

大家知道嗎？美國影集《CSI犯罪現場》中，關於犯罪現場鑑識的基本觀念與方

法，即是採借自考古發掘。不能任意移動、不能破壞現場的物件秩序，必須保持原本

深度及相對位置，很薄很薄地一層層向下揭露。現任職於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

系的厲以壯教授告訴我們，不同的地層代表了不同的時空意義，生物人

類學（體質人類學）可以藉由墓葬和人骨特徵，訴說曾經發生於當

地的歷史故事與人群足跡。

初生之犢即遇高難度挑戰

因為自幼喜歡古文明、歷史及生命科學，進入人類學領域

之後，厲以壯教授最感興趣的就是考古和生物人類學。就讀

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時，參與了卑南遺址的搶救發掘，處

理了大量的石板棺與人骨，即是正式踏入生物人類學的開

始。

「三十多年前，臺灣沒有專門研究生物人類學的教

授，相關的課程都由考古學者來授課，當時指導我們的

連照美教授，正和宋文薰教授一起進行搶救卑南遺址的考

古工作。進了研究所之後，我有幸參與了最後兩個梯次，那

個暑假，處理的幾乎都是墓葬，工作量相當大。」厲教授

回想：「卑南的墓葬處理難度很高，人骨保存狀況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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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部分的骨頭都已經分解了，跟泥土並不是

截然分開，必須用肉眼去分辨兩者顏色上的差

別；只要稍微用力一點，就會把早已鬆軟的骨頭

挖掉……」

厲教授告訴我們，臺灣大部分考古遺址出土

的人骨保存狀況都不好，若以大量出土的遺址為

例，清水中社及南科園區的一些遺址，狀況比卑

南稍微好一點。如果與歐美和日本相較，臺灣的

人骨保存狀況相當差，主要的原因是臺灣乾濕季

明顯，人骨很容易被分解；比較適合人骨保存的

環境通常處於恆定的狀態，可以很乾，也可以很

濕，但不能有過於劇烈的變化。

不過，厲教授第一個墓葬發掘的考古田野不

是卑南，而是南投的曲冰遺址，當時，中央研究

院的陳仲玉教授正在做大規模的發掘，還是大學

生的他以實習生的身分參與工作。曲冰遺址距今

大約兩千多至三千多年前，位於海拔 923 多公

尺的山區，雖然有石板棺出土，但沒有人骨和陪

葬品，直到石板棺中出現閃玉質玦形耳飾，方才

確定是墓葬。

從發掘到實驗的全套訓練

畢業後，厲教授曾經短暫離開人類學領域，

擔任媒體記者與編輯；然因濃厚的興趣使然，他

考取了公費留學，前往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攻

讀碩士及博士，重啟生物人類學的研究。

厲教授說，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最初創立

的時候即是教育機構，前身是 1635 年法國國王

路易十三世設立的王家學院，授予植物學、化學

與解剖學三種課程，不僅學費全免，亦資助學生

前往其他國家學習並蒐集資料。法國大革命之後

由一群學者重整了四年，其中包括著名的生物學

家拉馬克。因收藏品豐富，包含許多動物、植物、

▼

 圖 01：1985 年首次參與曲冰遺址發掘。
（厲以壯提供）

▼

 圖 02：1988 年參與卑南遺址搶救發掘。
（厲以壯提供）

▼

 圖 03：1988 年卑南遺址搶救發掘團隊。
（厲以壯提供）

▼

 圖 04：與法國和印尼學者在印尼爪哇
Punung 工作站，以及於當地發掘出土的
人骨標本。 （厲以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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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地質和古生物標本，於是在 1793年博物館改

制完成，同時保留了原有的學校體制。

厲教授說明：「那裡的優點在於學習的

內容相當豐富，量和質都比一般學校來得高，

碩士班必須在十個月內，完成史前史、地質

學，以及古生物學的全部課程，除了緊湊的

課程，還有考試及論文，通過之後才有資格申

請博士班，極具挑戰性。博士班則是師徒制，

學生跟著指導教授做研究，不再有學分、課程

及考試。」當時，他的指導教授手上有一批跟

人類牙齒有關的材料，詢問他做這個題目的意

願，於是從碩士開始一直到博士，進行好幾年

的複雜研究，人類牙齒也成為厲教授專精的生物

人類學項目之一。 ▼

	上圖 05：在法國西南部 Tautavel 歐洲史前史研究
中心標本庫房研習古生物化石。（厲以壯提供）

▼

	下圖 06：於法國南部 Grotte	du	Lazaret 洞穴遺址
進行發掘工作。（厲以壯拍攝）

▼

	圖 07：在義大利 Isernia	La	Pineta 舊石器
時代遺址參與考古發掘工作。（厲以壯提
供）

▼

	圖 08：在義大利北部岩蔭遺址 Riparo	
Tagliente 與義大利學者合影。（厲以壯提
供）

▼

	圖 10：2006 年，在法國巴黎進行博士論
文口試。（厲以壯提供）

▼

	圖 09：在法國巴黎人類古生物學研究所的
古人類學研究室與各國留學生合影。（厲
以壯提供）

10



在法國，還有一個讓厲教授相當難忘，也是在臺灣這個相對新生的島嶼無法擁有

的體驗。第一次的法國田野工作，他到南部的兩個遺址做了兩個多月的考古實習，兩

個都是好幾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古生物化石堆積如山。在那裡，他受

到了史前考古最重要的訓練，包含田野發掘、篩土、清洗、分類、登錄，以及實驗室

裡的工作，從頭到尾一整套的完整流程。厲教授補充：「我們實習及工作過的研究單

位都很開放，也很信任學生及外來的訪問學者，只要經過館內學者的允許，那些堆積

如山的化石，都可以自己看、自己學、自己研究。在那邊的兩個月收獲非常豐富，認

識了很多在臺灣不可能見到的古生物。」除了法國，厲教授也曾參與義大利兩處舊石

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工作。

看骨頭說故事

生物人類學的研究，大部分都是研究

骨頭跟牙齒，不太會有軟組織。不過，還

是有少數例外，近代的墓葬考古學，就有

一些木乃伊仍然保有軟組織，像是埃及、

中國西北到中亞一帶沙漠裡的乾屍木乃

伊；或是遺體和內臟皆保存完好，中國大

陸最有名的馬王堆漢墓辛追夫人遺體（大

陸學界稱為「濕屍」）；中南美洲馬雅文

明與印加文明也有乾燥的木乃伊。

發掘出土的古代人類遺體，可以有好幾個不同的研究方向。第一個是「形態」，

包含了形態學（morphology）及形態測量學（morphometry），利用測量數據來重建

軟組織，例如，研究骨骼上肌肉附著面的痕跡，再依基準計算肌肉的厚薄，讓我們得

以藉由容貌復原，見到他們的模樣，十三行遺址和惠來遺址都有相關的案例與展示。

也可以從骨頭肌肉的附著面，或是骨盆的幾個特徵來判斷性別；還可經由頭骨上的骨

縫癒合程度，或是牙齒來判斷年齡。 

第二個是「病理」，包含感染的疾病、遺傳的疾病和創傷。有一些細菌感染，和

結核菌感染，都會在骨骼上留下痕跡；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影

響，比如說關節炎、骨質疏鬆、骨質增生、骨膜炎等病理學；

或是後天的創傷，例如骨折、長期勞動、慢性傷害、營養不良，

皆會留下不同的病理特徵。這些因為傳染病、非傳染病、遺傳

性疾病和創傷，以及長期或過度的行為活動，導致骨質的變化，

都是研究古代人群行為、疾病和社會狀態的依據，

也可以研究人群的遷徙。

▼

	圖 11：在法國西南部 Tautavel 歐洲史前史研
究中心實驗室學習操作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厲以壯拍攝）

▼

	圖 12：在泰國清邁
大學研究人骨標本並
翻製齒模。（厲以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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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是「遺傳」，可以由牙齒抽取

DNA。生物人類學除了型態測量屬於傳統技術

之外，後面的發展都是仰賴新的生物科技，尤

其是遺傳學。第四個，除了 DNA之外，還可以

做蛋白質序列比對，或其他生化分析，像同位

素、微量元素的分析，可以得知飲食習慣。

此外，在生物人類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應

用──法醫人類學，當警察發現骨骸可能是失

蹤人口，就會用容貌復原的方式製作幾個不同版本，以便公告或尋找。人骨亦可利用

化學分析，檢查是否有毒物反應，就好像影集《CSI犯罪現場》裡經常用到的那些生

物人類學科技。目前，美國有許多州政府會與大學的生物人類學者及考古學者合作，

除了法醫人類學的鑑識之外，有時也會借助考古學者的協助，復原殺人埋屍的現場。

▼

	圖 13：教學使用的樹脂人骨模型。（厲
以壯拍攝）

▼ 	圖 15 ＋ 16：與印尼學者在印尼爪哇
Punung 工作站拍攝考古發掘出土的人骨標
本。（厲以壯提供）

▼	圖 14：在印尼爪哇 Punung 工作站研究考古
發掘出土的人骨標本。（厲以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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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原貌的不破壞原則

CSI是從考古學學習過去的觀念和技術，同理可證，考古發掘如同「犯罪現場」，

不能隨便移動，得保持現場原狀，深度及相對位置不能混亂，必須很薄很薄地一層層

向下揭露。因為，不同的地層會有不同的東西，每一層的時空意義都不一樣，最好可

以利用 3D掃描進行記錄，將每一層的影像接續起來之後，就是整個遺址的立體樣貌。

除了發掘時必須輕手輕腳，不破壞現場，臺灣的生物人類學和墓葬亦需要相關法

規的配合。臺灣的文資法雖已於 2005年修法保護考古遺址，但同一地點無法同時認

定為古蹟類文化資產與考古遺址，因此，若列為古蹟類文化資產，很可能只保護了建

築物，卻破壞了周邊和地底下的文化資產。如果能參考 1972年世界文化資產保護公

約及相關法規，同時保護地上建築物及地下內容物，將有助於文化資產的完整保存。

▼	

參訪義大利 Ostia	Antica 遺址。（厲以
壯提供）

▼

	圖17：2005年與法國學者至愛爾蘭踏查考古遺址與文化遺產，
圖為新石器時代石造墓葬 dolmen 遺址。（厲以壯提供）

▼	

圖 19：2017 年受邀至日本石垣島參訪水下考古遺址，
並觀摩日本水下文化資產定期勘查及維護過程。（厲以
壯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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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物人類學的未來

為什麼回到臺灣之後，沒有繼續研究擅長的專業領域？對此，厲教授語重心長地

表示：「在學術上，臺灣生物人類學面臨兩個主要困境。」

第一是學術環境，例如臺灣最具代表的學府和研究機構——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

院皆無生物人類學實驗室，不僅缺乏相關的研究人員，也缺少人骨測量的各項儀器、

分析 DNA等生化研究的儀器及電子顯微鏡等等。

第二是學術資源分配嚴重不合理，缺乏一套合理的機制分配這些經費。例如私立

大學教師所能獲得的資源遠少於國立大學教師；學科領域之間也有極大的差異，比較

之下，生物人類學領域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及合理的資源。單就儀器來說，雖然可

以付費借用，但前題是必須有足夠的經費和時間，畢竟儀器必須依據不同目的設定功

能，更有許多細部參數需要調校。以厲教授自身為例，因缺少儀器設備，再加上適當

的實驗材料取得不易，雖已返臺十年，卻仍無法建立最基本的研究條件，難以延續在

歐洲時的研究。

厲教授認為，若希望臺灣的生物人類學未來能有所發展，首先必須要有政府主管

機關科技部的支持，其次是大學院校及研究機構也必須支持，方能突破沒有職缺、沒

有經費、沒有設備的困境。當政府和學界都能夠敞開心胸，這個具有高度實用價值的

學科即有前景可期。

▼

	圖 20：2015	年在大愛電視台擔任「地球證詞」節目「人類旅程」導讀 ( 圖中左二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林秀嫚副研究員（厲以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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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研習生物人類學（在臺灣

又稱體質人類學）有興趣，應該要

具備足夠的基礎知識，例如生物學、

解剖學與人骨學，甚至是瞭解其他

生物身體結構的比較解剖學；另外，

與生物學相關的物理化學也必須多

加涉獵，方能增進自己專業技術與

能力。

▼

圖 21：2014	年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參
觀戰國時期墓葬整理實況。（厲以壯提供）

▼

	圖 22：2012	年執行宜蘭縣南澳鄉武塔遺址搶救發掘。（厲以
壯提供）

▼	圖23：2007年在十三行博物館演講人類演化史。（厲以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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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故事
撰文、攝影／賴郁旻���
照片提供／邱鴻霖

人骨考古的 
倫理與態度 
- 專訪邱鴻霖教授

即使沒有 DNA，人骨考古學同樣能得知遺骸的其他資訊如體質型態、環境適應，

以及文化與其身體之間的關係。邱鴻霖教授認為，從遺址的墓葬處理開始接觸，可以

賦予人骨考古更多社會和文化上的意義，他們是在什麼樣的背景和過程中走到了此等

樣貌？我們又該用何種態度來看待他們？相信，每一位曾經為這片土地奉獻心力的人

們，都值得後人的謹慎與尊重。

掌握書寫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匡悌教授的助理，開啟

了邱鴻霖教授至今仍未停休的人骨考古研究之路。邱教授

說：「參與發掘、調查、整理標本，接觸到許多出土遺物，

讓我好奇，為什麼考古學者要花那麼多時間處理這些破

碎，不如故宮文物般美麗之物？慢慢才發現，考古脈絡可

以藉由不同學科間的合作，將這些『破碎』重新拼湊成一

段過去未曾被書寫，或是尚未有文字訴說的歷史。這很令

人興奮，原來書寫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可以掌握在自

己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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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臺大人類學研究所之後，邱教授

遇到的遺址皆有不少墓葬出土，並承蒙陳

有貝教授的指導下前往著名的淇武蘭遺址

負責墓葬的發掘與整理工作。當時，國內

只有少數學者專精於墓葬和人骨研究，體

質人類學則多利用博物館的人骨做測量，

進行型態學分析。此時，考古出身的邱教

授體會到，若以「考古脈絡」加上「體質人

類學」，不僅能判別頭形、身高、疾病，還

能依據埋葬習俗、陪葬品、埋葬方式，以及

墓葬跟聚落的空間配置，告訴大家更多社會

和文化層面的故事。這個，不就是考古研究

的目的嗎？

邱教授表示：「體質人類學講求的是

身體型態在時間上的變化，考古學關注的

是人的社會文化。所以，我研究的是人骨考

古學，體質人類學只是使用的方法之一。」

他舉例，假設在一座大的遺址裡，有

些人被埋在一起，有些人被孤立埋葬。我

們會問：為什麼他單獨被埋葬？接著，可

以先從民族學找到相關資訊，也許是非自

然或生病死亡等因素，但這只是推測，證

據應從何處來？這時，可以從體質人類學

的研究去尋找，從骨頭上看到的跡象分析

孤立遺骸的身體特徵，像是性別、年齡、

病史、是否生育……等等；再分析陪葬品、

埋葬方式及當時的社會環境，利用考古學

進行基本推論。如此，既有民族學的知識，

又有考古學的資訊，也有來自於體質人類

學的科學證據。

▼

	上：人骨標本狀況檢視。

▼

	下：人骨標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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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臺南科學園區大規模的墓葬處理是邱教授

學術生涯的轉折點。一個遺址出土了幾百具墓

葬，然而，一具墓葬就必需投入許多時間、人

力來進行精細處理。在搶救遺址的現場，為了

趕時間，也為了保護人骨，無法於當下完整

處理，大部分是利用玻璃纖維 FRP整個包封回來，

一具具如同時空膠囊般躺在庫房裡。

邱教授解釋：「墓葬出土的遺骸和我們一樣都是人類，在處置的態度和方法上需

要非常謹慎。但在考古遺址裡，無法預估會挖到多少遺骸，而且墓葬一定是在人類生

活空間的下一層，將生活層挖開了，往下走才會出現墓葬，經常在發掘即將結束時出

現，且數量龐大，又有經費、人力和工程三方的壓力，我們只能先做初步空間的處置，

記錄它的出土脈絡、大致樣貌，便趕快包起來，整箱抱回來。」

在備感自身處理能力不足、倉促與無法發揮墓葬與人骨資料的惋惜心情下，邱教

授毅然決然地前往日本九州攻讀博士，希望能夠學習國外的經驗，讓大規模的墓葬處

理發揮最大的學術及文化資產效益。

回國後，邱教授同樣回到南科，參加臧振華和李匡悌教授的團隊，負責墓葬處理，

並且開始建立整理人骨的標準作業程序。以國內教授和前輩們原本建立的田野程序為

▼

	標本狀況檢視。（陳香蘭提供）

▼ 	標本狀況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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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延伸至搬回庫房內的整理

與記錄，目的是讓墓葬和人骨能

夠真正產生知識。「記錄跟型態

和考古相關的後續整理，可以幫

助我們瞭解考古脈絡，了解人類

體質的特徵，有助於後續的文化

保存策略，甚至建置一個完整，

可提供查詢的資料庫。」

研究與展示需注意倫理

在研究過程中，邱教授也發

現國內法規和體制上有一些問題。

例如，國外在人體遺骸的使用及展

示教育上，有倫理上的規範，但國

內目前仍未強調，就好像文化資產

保存法保護出土的遺物和標本，但

人骨不是生態遺留，也不是人工遺

物，無法定位，也沒有法規保護。

邱教授說明：「臺灣有其特

殊性，古代跟當代關連密切，古代

遺骸很有可能是當代某些族群的祖

先，因此在研究或展示時，找到不

會對他人祖先造成侵犯或不敬的方

法和態度是相當重要的。」未來如

何讓人骨考古從遺址、典藏到展

示，皆有基本的處置程序可依循，

讓研究在過程中產生知識，而不產生倫理上的錯誤，是他心中的使命。

好奇詢問，墓葬處理是否有所禁忌？邱教授告訴我們，就標準來講，考古學者跟

墓葬處理之間並無禁忌，但考古遺址現場跟周邊參與的人之間是有所禁忌的。這，同

樣與「倫理」有關。

因為前者必須秉持科學的標準和態度來處理，不管出土的是王、是妃，還是平民，

學者皆用眾生平等的科學角度來對待；不過，協助處理的工作人員有自身的文化背景，

▼

	頭骨及顏面復原說明。

▼

	頭骨標本檢視。

▼

	建立標準處置程序及倫理規範是邱教授心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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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顧慮他們在信仰上的禁忌，例如邱教授帶領的考古隊，會在中元節進行普渡，主

要目的是讓參與者可以安心工作；若有民眾即將進入存放人骨的區域，會事先提醒大

家若有禁忌請自行避免。他認為，利用科學態度處理，並兼顧民間信仰和心懷虔敬，

是墓葬和人骨研究應具備的正確心態。

從紙上談兵到大體老師

在清華大學，邱教授開了一門選修

課──人骨考古學。完全以人骨考古學

為出發點，而且不僅僅是紙上作業。雖

然一學期的選修課程結束後，學生們仍

無法提槍上陣，不過，邱教授的目的

是建立基礎概念：為什麼要學人骨考

古學？它跟體質人類學有何不同？如

何辨別人體 206塊骨骼、基礎的病理

和型態測量。

課程前半段屬於紙上談兵，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知識；後半段每兩位學生會分配一具

人骨做為大體老師，讓學生依所學知識，

從骨頭特徵解讀其人生歷史。「看著照片

和實際接觸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是真的

人，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在跟一個人對話，

只是他不會說話，你要幫他說。於是，你

會考量，能夠亂講嗎？必須有一分證據說

一分話！而且，不論是拿起或放下，都不

能像拿標本、拿石頭那樣，直接往籃子裡

丟；因為他跟你一樣是人，甚至有可能是

你的祖先！如何在過程中好好處理，也是

一種態度培養。」

邱教授認為，在考古研究領域，正

確態度與知識能力同等重要。這片土地

▼▼

	人骨標本狀況檢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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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文化都是這些人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他們也許不是名人，卻是社會歷史的一部

分，處理的態度必須慎重且敬重。在課堂上，分析的是大體老師的個人歷史；處理墓

地，研究的是一群人或一個家族的歷史；處理遺址，可能是一個村子；處理數個遺址，

或許代表了一個族群……透過一具具人骨的累積，即是在累積臺灣史。

利用行動力鍛練基本功

如果你對人骨考古有興趣，邱教授建議，從基本功開始鍛練，從考古脈絡、體質、

型態、病理等面向，將材料記錄下來。他認為，研究文化最重要的是過程和原因，若

不具備發掘、處理和記錄能力，只能瞭解片段；若能到考古遺址從墓葬處理開始接觸，

可以賦予人骨考古更多且更準確的意義。他更提醒大家，培養基本功需要時間、經驗，

也需要行動力，就好像一位警察若想偵破案件，不能只去殯儀館，必須親自到刑案現

場，甚至對周邊進行調查；墓

葬和人骨考古研究，應有同樣

的決心與毅力。

在邱教授已經著手進行的

未來藍圖裡，有一座依照程序

進行研究和處理的人骨考古資

料庫，只要勾選欲查詢的項目，

就能從累積的資料中擷取出來，

例如你想知道 1500年前蔦松文

化中 35 ～ 45 歲男性的身高，

只要按幾個鍵，就能找到相關

資料。他期待，未來能培養許

多專業的研究人員和團隊，在

臺灣的各個遺址中細心地發

掘墓葬、處理人骨，

豐富人骨資料庫，

期待有一天可以書寫

一部透過人骨來訴說

的臺灣史！

▼

	邱鴻霖教授與其指導學生。

▼ 	

《遇見骨早人》是由邱鴻霖教授
編著，十三行博物館出版的考古
教育繪本。

我的研究焦點是利用研究墓葬

現象及人體遺骸回歸到考古學的本

質目標。為了解開古代社會與文化

相關議題的謎團，考古學者們無所

不用其極，有人選擇陶器，有人選

擇石器，而我是用墓葬與人骨，大

家的研究方法和材料不同，但目的

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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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洞遺址

洞穴、岩蔭、開放平台

分布示意圖

八仙洞遺址

洞穴、岩蔭、開放平台

分布示意圖

八仙洞遺址

洞穴、岩蔭、開放平台

分布示意圖

▼

	圖一	八仙洞遺址洞穴、岩蔭、開放平臺分布示意圖（中研院八仙洞遺址調查研究計畫拍攝繪製）

圖說：八仙洞岩丘上分布著 30 處洞穴、6 處岩蔭及 5 處開放平臺，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的人們曾在
桃紅色標示的洞穴裡留下他們的生活用具和遺跡。

考古 ╳ 文化 ╳ 環境

八仙洞的 
長濱文化人

撰文、照片提供／曾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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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洞遺址

洞穴、岩蔭、開放平台

分布示意圖

八仙洞遺址

洞穴、岩蔭、開放平台

分布示意圖

八仙洞遺址

洞穴、岩蔭、開放平台

分布示意圖

八仙洞，位在臺灣的東海岸，是一處比鄰蔚藍太平洋的崖壁山丘，雖然山勢不高，

但是地形陡峭，由花東濱海公路旁仰望，灰黑色崖壁聳立眼前，頗有氣勢。在山丘上

有數十個海蝕洞穴及可供遮蔭的岩蔭分布在不同的高度（圖一），從 30000年前到

近現代，先後有屬於不同文化的人群間歇性地在八仙洞活動或居住過，是個歷史感十

足的場域。從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開始，之後經過先陶時代、新石器時代、金

屬器時代到晚近的近現代，陸續在八仙洞留下人類活動的蹤跡。到八仙洞除了循著步

道登高感受高聳的洞穴崖壁和太平洋的壯闊之外，若能認識這些曾經在八仙洞留下足

跡的人群們，或許下次親臨現場時會有更深刻的感受。本文聚焦於臺灣最古老的舊石

器時代「長濱文化」，從現有的考古證據，來看看長濱文化人的生活樣貌吧！

三萬年前的八仙洞生活即景

「寒冷之際，數人坐在洞口圍繞著火塘，有的人正搓手取暖，有的人正使用著

費心敲打製造的石器肢解不久前獵取的鹿肉，另外還有人正吃著烤熟的鹿肉，大快朵

頤。」（圖二）

這是考古學家復原推想出長濱文化人的其中一個生活樣貌。由上面的敘述，讓我

們一點一點抽絲剝繭地認識長濱文化人吧！

▼	圖二	八仙洞長濱文化人的生活想像圖（攝於八仙洞遊客中心		展廳）有人在洞外的火塘旁烤魚，後方
有人抬著剛狩獵到的鹿科動物，也有人正在製造石器並以石器肢解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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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一：「寒冷之際，圍繞著火塘取暖」，長濱文化人的生活環境是什

麼樣子呢？

長濱文化人生活在距今 30000-15000年前，當時正好是晚更新世晚期冰河時期

中的「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距今 27000-18000年前），氣候比較

寒冷乾燥，全球平均氣溫比現在低攝氏6度。乍看之下是否覺得低6度似乎不太冷呢？

如果轉換成現在的環境，當我們到海拔高度 1000公尺的高山，此時高山的溫度會比

平地低 6度，如此思考，或許比較能想像長濱文化人生存的溫度。

溫度會影響地表植被的種類，當時臺灣主要的植被可能是現在分布在溫帶的疏林

草原（forest steppe），地表的植被較現今稀疏。當時全球氣溫降低也導致水以冰雪

型態大量累積在陸地上，造成全球海平面下降 120公尺，使得位在淺海陸棚的臺灣

海峽出露形成陸地，此時南方相對溫暖的環境也吸引了中國華北一帶的動物，經由臺

灣海峽出露的陸地向南遷徙。因此我們參考在澎湖海溝一帶撈取到的大型哺乳動物骨

骼的種類，以及近年來在八仙洞遺址出土的少許獸骨，推想當時長濱文化人的生活周

遭，可能有著以下幾種屬於鹿科的哺乳類動物，包括梅花鹿、達氏四不像、水鹿、山

羌。

線索二：長濱文化人是什麼人？

事實上，考古學家目前為止並沒有在八仙洞發現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的人類骨

骼。不過，在臺灣周邊鄰近地區有發現同樣屬於晚更新世晚期的人骨，例如東北邊的

琉球列島，總共出土了超過二十具以上的人骨；南邊菲律賓的巴拉望島塔本洞穴也有

發現同時期的人骨。由現代人類演化及遷徙的路徑來看，在亞洲一帶晚更新世晚期的

人類，都屬於智人（Homo Sapian Sapiens），因此推測長濱文化人是智人，曾經在

八仙洞數個洞穴生活，留下他們上千件的工具及活動的遺跡。

線索三：「獵取的鹿肉」，長濱文化人靠什麼維生？

他們在八仙洞依靠狩獵和採集維生，從目前的考古證據來看，包括鹿科動物、齧

齒類的鼠科及魚類都可能是他們動物蛋白質的來源，此外他們也會採集漿果類的植物

來食用。不過因為八仙洞的土壤為酸性，對於生態遺物的保存相當不利，因此所發現

的骨骼狀態都相當細碎；在火塘附近發現的獸骨通常經過火燒，骨骼狀態也較細碎且

脆弱，很可惜地無法作更細緻的動物種屬鑑定。貝類的遺留也很稀少，相較於鄰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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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長濱文化人製作的礫石砍器（上）、礫石
石片器（中）和礫石細小廢料（下）（中研院八
仙洞遺址調查研究計畫）

沖繩群島，在同時期曾經依賴貝類做工具，

更發現了全世界最古老的魚鉤，而且也出

土種類多樣的生態遺物，差異甚大。

線索四：「使用費心敲打製造的

石器」，長濱文化人的工具是什

麼？

如果有機質大部份都會腐爛而難以留存，還

能依靠什麼來認識舊石器時代的長濱文化呢？答案

就是兩千多件以石頭製造的石器和相關廢料。

長濱文化人會選取海邊或河邊的橢圓形礫

石作為原料，以敲打的方式使堅硬的礫石

破裂，產生片狀及厚重的石核後，利用

銳利的邊緣作為切割或砍伐的工具，這

就是石器。其中片狀的石片多用來切割，

類似刀子，稱為石片器（圖三）；厚重的

石核加工後適合拿來砍伐，稱為砍器（圖三）。

敲打石器的過程也會順勢產生其他不需要的大小

石片或石塊，稱為廢料（圖三）。考古學家透過詳

細地檢視石器和廢料，推想並實驗出長濱文化人製

造石器的方法，包括「錘擊法」、「砸擊法」

和「摔砸法」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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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錘擊法」：顧名思義，就是一手拿著石錘，另一手拿著礫石原料，揮動手持

石錘的一手，使石錘大力撞擊原料的邊緣，此時原料就會破裂。錘擊法通常使用在想

要使原料小範圍破裂的時候，例如刃部加工。

2. 「砸擊法」：與錘擊法一樣，都需要一手拿著石錘，不過另一手是將礫石原料

豎直放在石砧上，以手扶妥使其不晃動，接著大力揮動拿著石錘的一手，擊打礫石原

料邊緣的上端，此時礫石原料會破裂，而在被擊打的原料上端，和受到石砧反作用力

的原料下端，都會有傷疤。砸擊法較常使用在原料體積較小的狀況，例如石英相關材

質的石器製造。

3. 「摔砸法」：這個方法與上述兩種相比，並不需要石錘。一手拿著礫石原料，

之後大力揮動，將原料的邊緣微微斜向地摔向地上的石砧，使其在撞擊石砧的瞬間破

裂。這個方法通常在原料體積較大時使用，可以有效率地獲得較大的長橢圓形石片。

獲得石片後，剩下的石核也可以再以錘擊法加工，製造出砍器。

＊＊同場加映考古小知識＊＊

Q：考古學家如何分辨人為製造的石器和自然破裂的石塊呢？

A： 經過人為敲打過的石片，會有以下幾個人工打擊的痕跡，包括打

擊點、打擊泡、放射線和同心圓狀波浪紋（圖四）。在臺灣出土

的石器，由於石頭材質的顆粒較大，通常上述的特徵並不會每樣

都存在。而自然風化破裂的礫石通常會沿著岩石脆弱面破裂，並

不會有上述的人工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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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長濱文化人

長濱文化人從 30000年前開始，在八仙洞至少 8個洞穴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間

歇性地持續活動了 15000年左右。不過在距離現在 15000年前之後，卻沒有在八仙

洞發現他們的蹤跡，之後要一直到距今約 6000年前，才又有下一批人群出現在八仙

洞。也就是說中間約有一萬年左右，沒有人類在八仙洞活動。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長

濱文化人沒有持續在八仙洞活動呢？

由生活環境來看，長濱文化人消失的時機，正好也是更新世末期全球氣候大轉變

的時期。從距今 18000年開始，全球氣候逐漸暖化，距今約 15000年開始海平面快

速上升。溫度的轉變也造成地表的植被類型大幅變化，動物也因生存棲地改變而移動

或滅絕。對長濱文化人來說，很可能是面臨了上述大環境的改變，使他們沒能在八仙

洞持續生活，留下許多謎團有待考古學家們繼續發掘研究。

▼

	圖四：具有人工敲打製作痕跡的石片特徵說明圖（中研院八仙洞遺址調查研究計畫拍攝繪製）

圖說：由這件長濱文化人製作的石片器來看，在裂解面的上端有灰白色的打擊點，下方會有以打擊點
為圓心發散出去的放射線。這個具有打擊點及放射線的些微突起扇形區域，就是打擊泡。在打擊泡之
外，有時會有同樣以打擊點為圓心的同心圓狀波浪紋。

裂解面 (Ventral surface)

打擊點及打擊台	
(Point	of	percussion	&	striking	platform)

打擊泡	
(Bulb	of	percussion)

刃線 (Curved	cutting	edge)

同
心
圓
狀
波
浪
紋	

(C
oncentric	ripple	m

arks)

頂端 (Proximal	end)

底端 (Distal	end)

背面 (Dorsal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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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考古界有個相當震撼人的消息，便是我們的考古專家在馬祖列島的亮

島上發掘出兩具遺骸；一具是男性，鑑定出來是超過 8300年前的人，一具是女性，

接近 7500年前的人。這是一件轟動國際考古界的大事。於是訪問這個遺址勘察及挖

掘計畫的主持人陳仲玉教授。陳教授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他是一

位島嶼考古學的專家，也是臺灣地區參與國家公園的推手之一。自中央研究院退休

後，不但沒有休息，反而孜孜不倦地在馬祖列島上進行馬祖史前遺址普查和發掘工

作，為「馬祖民俗文物館」建立「馬祖考古陳列室」等。

一、「亮島」在哪裡 ?

陳教授說可能一般人都沒有聽說

過「亮島」這個地方，這是前總統蔣

經國先生命名的。它就在馬祖列島的

北邊 (圖 1)，處於偏僻地區，海流又

湍急，風浪很大，船隻停靠不易，補

▼

	圖 1 亮島地理位置

考古 ╳ 文化 ╳ 環境

 馬祖列島上的 
八千歲『亮島人』

撰文／陳彩鳳

照片提供／陳仲玉 (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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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艱難，加上早年常有匪盜出沒，故雖然周圍有魚獲量甚為豐富的海域，卻在某些季

節才有漁民們來捕魚，無人居住，可以說是一座無人島。直到 1951年正式歸國軍管

轄。目前島上留有一守備部隊駐守。 

二、「亮島遺址」怎麼發現

既然亮島是無人島，只有

少數守軍在那裡，那麼「亮島

史前遺址」又怎麼發現的呢 ?

陳教授笑著解釋說，2011 年

7 月 15 日，國軍有「慶祝亮

島登島六十週年」紀念會。其

中有一位貴賓是連江縣楊綏生

縣長。當他上島時，注意到在

道路旁的斜坡斷面上有許多貝

殼堆積，很像陳教授在馬祖民

俗文物館考古展示室的貝塚。於是立即跟陳教授商量研究。陳教授覺得很值得探討，

於是組成「馬祖亮島考古隊」上島做考古田野調查。

經過地表文物遺留與文化層現象觀察，在亮島的「島尾」一段路邊 (圖 2)，發現

大量貝殼的堆積，稱為貝塚。於是採取貝殼標本，送到臺灣大學實驗室，做碳十四年

代測定，結果是距今有八千年的歷史，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同時還發現三片人

類頭蓋骨，於是把此處命名為 "島尾Ⅰ遺址 "，判斷遺址內應該有更豐富的內容。

三、『亮島人 1 號』出土

由於 "島尾Ⅰ遺址 "的發現，連江縣政府認為這是一件大事，於是由該縣文化局

立即委託陳教授，進行「馬祖亮島島尾遺址研究」，邀請馬祖當地的考古愛好者協同，

在 2011年 9月開始登島調查暨試掘。

▼

	圖 2 亮島的「島尾」一段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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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教授說，結果非常令人興

奮，在亮島島尾 I 遺址發掘時，除

出土陶片、石器、骨器、貝殼等物

外，並且發現一處完整墓葬，裡面

有一具遺骸，四肢是彎曲的，有個

特殊的名稱叫「屈肢葬」( 圖 3)。

可是到底這遺骸是男是女 ?陳教授

率領考古隊，將遺骸仔細清理，又

經 3D 掃描及體質形態分析，判斷

此遺骸為男性，命名為『亮島人 1

號』。

那麼這具遺骸在地底那麼久，

才被挖掘出，有沒有損壞 ? 陳教授

說，很幸運，這遺骸的頭骨、四肢

骨的骨質都很好，頭骨雖然破損的

較為嚴重，但總算變形程度不大 (圖 5)，可以修復，並且可以將顏面重建。整體骨架

還有約 75%存留完好。再來便詳細檢查遺骸的臼齒，依據其磨耗程度，推估該遺骸

大約 30 歲左右。至於身高呢 ? 依華南男性的標準推測約 160±3.59 公分，算是並

不高大的中等體型，雖然體型不高大，但他的骨骼肌嵴線發達、骨體粗厚，特別是

上肢骨，判斷此個體應為肌肉活動能量大、體型結實之男性。

那麼這個古人年紀多大呢 ?以碳十四年代（AmsC14）測定，証實為 8320~8160

年前的人，陳教授說 :哇 ! 8300多歲耶 ! 

四、『亮島人 2 號』出土

陳教授接著說，半年後，在同樣 "島尾Ⅰ遺址 "的地方，距離亮島人 1號出土的

地方距離約 3-4公尺，又發掘出一處完整墓葬，裡面也是一具遺骸，但為仰躺型，他

▼

	圖 3『亮島人 1 號』曲肢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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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肢是直的，名為仰身直肢葬 (圖 4)，比較像我們所理解的樣子。那麼是男是女呢 ?

考古隊再進行清理、及體質形態分析後，判斷是女性，命名為『亮島人 2號』。

那麼『亮島人 2 號』的骨頭完整嗎 ? 陳教授說，很幸運，整具骨骸存留約

85~90%。頭骨 (圖 5)、四肢骨的骨質仍然良好，頭骨稍微有點破損，但變形程度不

大，依然可以修復並可再重建顏面。依顱骨縫合線與牙齒磨耗狀態，推估該遺骸年齡

約 30歲左右。身高約 165~169公分左右，與現代華南女性之平均身高相較而言，屬

於中等偏高個體。

總之，這具遺骸頭骨上女性特徵的表現並不特別明顯。四肢骨整體而言稍粗壯。

那麼年紀呢 ?陳教授賣個關子，才笑笑的說，用碳十四測年，為距今 7590~7530年。

哇 ! 7500歲耶 !

▼

	圖 4	『亮島人 2號直肢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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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亮島人』DNA 的研究

問題來了 !陳教授變身偵探說，這一男一女的亮島人，年紀相差 600-700多歲，

是不是同一地方人 ?或是同一種人呢 ?要怎麼知道呢 ?

陳教授說，依現今的科技，採用 DNA檢驗是最適合的方法。但 DNA的萃取是一

項嚴謹的過程，一旦受到汙染，可能出來的結果完全錯誤。陳教授早已考慮到這點，

所以在發掘墓葬，清理遺骸等所有的過程中，嚴格要求工作人員一律穿上醫療級的防

護衣，以預防工作時遺骸骨頭受到人為的污染。

為了讓 DNA 檢驗有最高的品質，令人無疑義的結果，在嚴密的人骨清整過

程與採樣防護措施之下，兩具遺骸的腿骨、牙齒和指骨樣本，由陳教授親自送

▼

	圖 5『亮島人 1 號』、	『亮島人 2 號』頭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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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國的馬克斯、布朗克人類演化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是世界頂尖演化遺傳研究機構，合作進行 DNA萃取分析。陳教授開

心的說 :結果所有骨頭牙齒樣本 0污染，DNA粒腺淬取全部成功。

『亮島人 1號』之粒線體有 16,569個鹼基 (base pair)，可以說 100%的完整，

比對結果，判定屬於 E單倍群 (haplotype)。這種 E單倍群由遺傳系譜作分析，早期為

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帶的族群，拿來跟臺灣原住民及菲律賓、印尼的人種之粒線體基

因組比較，結果顯示『亮島人』與臺灣原住民之人種最為接近，與印尼或菲律賓的人

種距離稍遠，並與現今大陸沿海的族群關係不大。

『亮島人 2號』之粒線體 DNA則判定為 R9單倍群。這種 R9單倍群，早期存在

於中國西南地區的某些族群，在臺灣原住民鄒族約有 4%，其他各族很少發現，漢族

更為稀少。其中的 R9c在臺灣原住民鄒族最高達 20%以上，也存在布農、卑南及魯

凱族。在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各地傣族分佈相似，約 3%-7%，但苗

瑤族與漢族相當少見。因而推測 2具『亮島人』均與現代臺灣原住民與東南亞若干島

嶼族群有共同的母系遺傳血緣，而少見於現代的中國大陸東南地區的族群。

六、結論

『亮島人』的粒線體 DNA檢驗至少證實了，距今 8300-7000年間，中國大陸東

南沿海一帶，確實存在著與臺灣原住民，以及東南亞的若干族群有相同母系血緣的人

群。過去語言學家推論約 5000~6000年前是南島語族分化的時間點。但『亮島人』

的發現，推測部分臺灣的原住民族群與『亮島人』，在 8300年前或更早，有共同的

母系血緣。而南島語族分化的時間點，也許要推早	 3000-4000年。

陳教授總結說，『亮島人 1號』 及『亮島人 2號』骨骸，是目前在中國東南沿

海一帶新石器時代早期保存狀況最好的人骨標本。而 2具遺骸的染色體，是目前亞洲

大陸東南一帶古代粒線體 DNA中，最完整且年代較早的二筆資料。對於研究臺灣與

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古代人群的起源、人種形態與人群移動路徑提供了具關鍵性的

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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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的考古遺址搶救

始於 1996年至今，台南市新市區與善化區一帶的「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簡稱南

科）」的大規模開發發現了大量的史前考古遺址，遺址規模之大、出土遺物之豐，超

越了過去對臺灣西南部史前文化的認識，考古遺址的搶救發掘期程更長達二十年，不

僅始料未及更投注了龐大的經費與人力。考古學者 3 長期投入搶救發掘與整理出土遺

物，重新建構起原本破碎、斷裂與資料不全的臺灣西南平原地區的史前史，也可說是

挖出了臺灣五千年來的歷史。許多出土遺物與現象都是臺灣最古老或唯一的案例，堪

稱臺灣 Number. 1的考古發掘。截至今日，超過二十年奮戰的南科搶救發掘，才稍稍

放緩了腳步，面對守護文化資產與教育推廣的社會責任，新的挑戰也陸續展開。

1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班生

3 其中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臧振華院士與李匡悌研究員所共同率領的團隊為主要代表，工作耕

耘至今已超過 20 年

考古 ╳ 文化 ╳ 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邱鴻霖 1 、詹凱雁 2

穿越時空遇見你 
- 南科的墓葬與人骨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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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參與其中的考古人，親眼見證了這個過程中許多早已被時間與汗水所洗褪的

人事物；其中不只是對精彩考古遺物與現象出土的讚嘆，更有對遺址的破壞與毀滅的

哀傷；還有政府機關、地方民眾、廠商與考古學者間的多方角力，還有許多在地居民

投入大規模搶救發掘也孳釀出新的鄉里傳奇。回到臨時搭建的工作室內，經費與資源

的爭取、出土遺物整理、發掘方法研發、學術研究與出版、公眾教育、國際交流、專

業人力訓練、儀器設備維護、協助博物館興建等，集多方要求於一身，其中墓葬與人

骨的處置更是需要高度專業素養與耗時費心的工作（圖版 1、圖版 2）。

遇見古 / 骨早人

南科考古的發現中，最吸睛又具有高度研究價值的莫過於一座座的墓葬與人骨遺

骸。南科園區內橫跨 5000年六大文化期相：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

蔦松文化、西拉雅文化、近代漢人文化的墓葬共出土近 3000座。特別是臺灣新石器

時代最早期的大坌坑文化，自 1960年代大坌坑文化命名以來，在島內一直未曾發現

的墓葬，居然在南科園區內距地表之下六到七公尺處出土，不僅令考古學者意外與振

▼

	圖版 1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學生進行校外教學

▼ 	圖版 2 進行人骨遺骸的記錄觀察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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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更引發了國際學者的高度關注。臺灣考古學史中，墓葬的發現經常是零零星星，

人骨遺骸也大多保存狀況不佳，幾乎沒有見過如此大規模且仍保有大量遺骸的古代墓

葬群出土，提供了考古學者絕佳認識古代社會文化習俗與跨時限文化變遷過程的絕佳

契機。

十餘年來筆者參與了多處南科遺址的發掘，在團隊分工中主要負責墓葬人骨的清

整記錄與初步體質特徵的鑑識（性別、死亡年齡、死亡因素、病理特徵、四肢骨測量

等）、墓地空間關係的確認、埋葬習俗的重建與資料庫的建構；要成就這個龐大的基

礎資料架構，最基本也無法避免的工作便是與一具具的骨 /古早人「面對面」的近身

接觸，透過科學的方法（體質人類學、法醫人類學、古病理學、生物遺傳學等），從

「個人」生命史的認識出發，一步步建構起對「家庭」、「家族」、「族群」、「區

域文化」的不同層次認識。如何讓死者說出自己與他所處群體的故事並非簡單任務，

經常必須面對骨骸長年深埋地下而變形、位移與腐朽的狀況，更不是所有的死亡事件

都會在遺骸上留下線索。遺骸一旦出土便進入了另一個整飭程序，許多訊息在遺骸脫

離了原先的空間脈絡關係後便無法復見。因此，如何在出土的第一時間竭盡所能地記

錄與觀察出他／她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是至關重要的任務（圖版 2）。

儀式習俗與社會秩序的表現

人類埋葬死者的行為模式（喪葬習俗），不似物質文化的流行易於改變，能夠反

映出墓主所屬社會的來世觀、價值觀與宗教信仰，換句話說是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秩序

與規範；不同時期的喪葬儀式習俗若不同時，則反映出社會文化的變遷或新文化要素

的進入的直接證據。埋葬行為是社會行為的縮影，人骨遺骸則乘載了每個人的生命歷

程，提供我們最直接認識古代社會與環境生活適應的材料。埋葬行為涉及精神、信仰

與價值體系，是人類社會文化行為中較為根深蒂固的一塊，因此當考古學者發現埋葬

行為發生變化之時，可以推論這個社會已歷經劇烈的變化，而變化的因素與過程正是

考古學者探究的重點。

南科的埋葬習俗從「頭向」與「葬姿」觀之，最早期大坌坑文化為頭朝南向的仰

身直肢葬 （圖版 3）→ 牛稠子文化為頭朝南向的仰身直肢葬＋幼兒甕棺葬 （圖版 4）

→ 大湖文化為頭朝北向的俯身直肢葬＋幼兒甕棺葬 （圖版 5）→ 蔦松文化為頭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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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版 4 右先方遺址（牛稠子文化）成人墓
葬與幼兒甕棺葬之墓葬群（臧振華、李匡
悌	2013）

▼

	圖版 5 三抱竹遺址（大湖文化時期）頭向朝北
的俯身直肢成人墓葬與幼兒甕棺葬墓葬群（臧
振華、李匡悌	2013）

▼

	圖版 6 道爺南遺址（蔦松文化）頭向朝北仰身
直肢葬，墓葬叢集與疊葬現象（臧振華、李匡
悌	2013）

▼

	圖版7旗竿地東遺址（漢人文化）仰身直肢葬，
墓葬外槨以三合土澆漿封棺（臧振華、李匡悌	
2013）

▼

	圖版 3 南關里東遺址（大坌坑文化）出土墓葬
群，頭向統一朝南，仰身直肢葬（臧振華、李
匡悌、朱正宜、邱鴻霖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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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仰身直肢葬（圖版 6）→ 近代漢人為方向多元的仰身直肢葬（圖版 7）。可見

同時期的埋葬行為在不同遺址間有高度的規律性，反映出當時有穩定與嚴謹的社會規

範；換言之，不同村社間的人群也共享著同樣的價值觀與信仰。另一方面，不同時期

的埋葬習俗卻有相當大的差異，不僅頭向南北顛倒，葬姿更是如煎魚翻面般的仰、俯

變化，這些現象明確地告訴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經歷了劇烈的文化變動，人群的價值觀

與信仰與先前的人群有高度的差異，代表了不同文化勢力或族群的進出與交融。

 歷經五千年的時空變遷，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人群從何而來又往哪裡去，埋

葬習俗又為何有顛覆性的轉變歷程？當代臺灣南島語系多元族群的歷史源流，是臺灣

原住民、歷史學家、語言學家甚至是一般民眾所關心的大哉問，答案與證據或許可以

從考古發掘的觀察中窺見端倪，南科的墓葬現象與人骨遺骸則是最迫近謎底的關鍵證

據之一。

體質 / 生物人類學

不僅如上述的埋葬習俗，南科

出土的人骨遺骸提供了我們認識史

前人在生物遺傳、親屬關係、人口

結構、疾病與營養、飲食型態、勞

動型態、拔齒毀飾、爭鬥獵首等重

要訊息。目前，生物遺傳分析尚未

取得具體可靠的 DNA分析結果，推

測可能因為環境濕熱多雨導致骨膠

原難以留存。但是從頭骨與顏面的

復原重建仍可以清楚看出大坌坑文

化、大湖文化、蔦松文化人的顏面

形態與顱骨型態的差異性，特別是

鐵器時代的蔦松文化人與新石器時代的人群更有顯著的差異。

在體質特徵的觀察上，史前時代的各文化期相都可見到儀式性拔齒（圖版 8）、

爭鬥損傷與獵首行為（圖版 9）；在骨病理現象方面，普遍皆可見到牙結石、蛀牙、

▼	

圖版 8 南關里東遺址（大坌坑文化）出土墓葬拔齒
現象（臧振華、李匡悌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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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版 9三寶埤遺址（大湖文化時期）
出土墓葬獵首現象（臧振華、李匡
悌、邱鴻霖	2015）

▼ 	圖 10 道爺南遺址（蔦松文化）左
下顎 C線性琺瑯質欠損（臧振華、
李匡悌、邱鴻霖	2016）

39



齒槽膿瘍、線性琺瑯質欠損（圖版 10）、關節炎、貧血等現象。值得一提的是，大

坌坑文化人在飲食取向上，因傾向較為粗糙且多魚貝類導致牙齒的磨耗程度大且磨耗

形態特殊，而近代漢人時期也因飲食內容的精緻化，牙齒的磨耗程度相對較低，但口

腔疾病卻相較於史前時代高，同時也因人口密度高與流動的頻繁，在近代漢人常見到

有文明社會的流行疾病例如：肺結核、梅毒。

古代人體遺骸的倫理規範

南科大規模的人骨出土也引發了另一個課題，考古學者肩負重任搶救

發掘，但是發掘考古遺址的本質就是不可逆的破壞行動。考古發掘雖使得

先人的遺骸重見天日，學者可藉此深入認識古代社會文化；但是，遺骸

的出土也是加速劣化的開端，必須有妥善的保存維護策略。另一方面，

若我們站在先人與其後裔的立場來考量，沒有人願意自己的祖先被掘墳

挖骨、公開展示與任意切片分析，正視出土遺骸的倫理問題是一個嚴

肅的課題，必須能兼顧法規、繼承者意願、大眾觀感、教育與研究上

的需求。我們經常見到考古遺址出土的墓葬人骨特展在博物館中巡迴

舉辦（例如：埃及木乃伊、樓蘭美女等），不論在國內外，人體

遺骸的特展都最具話題性引人入勝的主題。這些在櫥窗櫃中的

墓葬人骨是否適合展示？是否褻瀆或侵犯了先人的遺骨，目前

仍見仁見智。先進國家的博物館紛紛制定了人體遺骸典藏政策

與倫理準則（例如：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博物館等），臺灣在

人體遺骸相關的法規與管理規範卻仍停留在研擬階段而尚未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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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發掘墓葬人骨如同偵辦刑案，反覆觀察檢測與記錄墓葬的考古脈絡與遺骸上所留

下的特徵，每個徵兆與現象都是關鍵，這些痕跡彷彿是人骨在訴說自己的前世經歷，

記錄的過程就是與古 /骨早人的對話。南科遺址群出土將近 3000具的墓葬與人骨遺

骸，是解開臺灣史前文化諸多謎題的寶藏，他們有高度的潛力能夠告訴我們更多的故

事。目前這些墓葬已在南科園區內的臨時搭建的庫房「荷園」中暫存十餘年，預計於

2018年底遷入即將落成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館標準典藏庫房中。更期望

在未來能有系統地研究這批珍貴的材料，豐富我們對臺灣史前時代的認識；讓民眾來

到象徵高科技與未來發展的南科時，也能穿進古老的時光隧道與史前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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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遺址及其文化

清水中社遺址分布範圍極廣，

位居清水海岸平原區，介於大甲溪

沖積扇與大肚溪沖積扇間，社口尾

與牛埔之間的沖積平原上（圖 1），

地質屬全新世 1萬年以來的現代沖

積層，行政上屬於臺中市清水區中

社里（公告遺址範圍約於信義新村

及臺中港區藝術中心周邊）。清水

中社遺址考古搶救發掘成果說明，

本遺址的層位堆積包括上下兩個文

化層，文化內涵可能包括番仔園文

化早期的番仔園類型與晚期的鹿寮

類型，有效的木炭標本碳十四定年也顯示該遺址年代集中在兩個區塊：早期的 1500-

1200 BP與略晚的 1000-600 BP（劉益昌 2013）。番仔園文化在臺灣西海岸中部地

▼

	圖 1 中社遺址所在

考古 ╳ 文化 ╳ 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林秀嫚�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 )

中社史前人 
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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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史前最晚階段的文化體系，歷年來均以此一文化體系做為海岸地帶拍瀑拉族的祖

先型文化，不過，番仔園文化分布區域的跨度甚廣，目前已知的分布範圍內包括當代

族群分類的拍瀑拉族、道卡斯族、巴宰海族以及巴布薩族，甚至可能觸及一部分的洪

雅族。

考古學家一般以人骨出土的先後順序為各具人骨（burial，簡稱 B）編號，基於

每一具人骨附近都可能伴隨特定的現象，也可能以墓葬號（mortuary，簡稱 M）進

行編號，舉例來說，清水中社遺址於民國 101年以來，發掘所見的墓葬現象為 M1-

M70。其中，M17 與 M18 確認屬於同一墓葬之頭部與腳部，M42 與 M43 也屬同一

墓葬的人骨；M62為 E區南側界牆進行地下水行水溝渠挖掘時所掉落之散亂人骨，

因墓葬範圍已位於發掘範圍邊界外，僅收集散骨並加以記錄。換言之，清水中社遺址

可見 68具墓葬，依其分布及發掘時畫定之人工區域，計有 19具出土於 A區、33具

於 B區、C區未見墓葬、3具於 D區、13具出土於 E區（劉益昌 2013）。

迄今學界對於番仔園文化的一般性理解，強調該文化的墓葬形式屬罕見於臺灣的

俯身葬（劉益昌 1999）。然而，上述之 68具墓葬的墓葬方向雖然與文獻已知番仔

園文化大致一致，呈東南─西北走向（偏角角度則在 8° -40°不等），但其葬姿中

大致分為：（1）俯身直肢葬（手折身前腹部處－以 M52為例、手折身後臀部處－以

M30為例、平行身側或略曲－以M33為例），（2）仰身直肢葬（以M6為例）與（3）

側身屈肢葬（以 M35為例）。顯見葬姿相對複雜多變，超出過往的認識（趙金勇等 

2014）。另外，M57右側腿骨旁可見一陪葬灰黑陶，此陶罐因類似大湖文化出土陶

器而引人注目。

年齡與性別結構

本文分析之清水中社遺址出土人骨計 15 具，包括 M10、M15、M20、M30、

M35、M37、M46、M47、M52、M57、M60、M63、M65、M67與 M68（趙金勇等 

2014、林秀嫚 2017）。

依年齡分布而言，計有兒童 3 人（M20、M35 與 M68）、青年 7 人（M10、

M46、M47、M52、M60、M63 與 M65）、成年個體 2 人（M15 與 M67）、中年 3

人（M30、M37、M57）及無法判斷之個體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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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上，3具因年齡太小而無法判斷（M20、M35與 M68），7具為女性（M10、

M15、M30、M46、M60、M63 與 M65），4 具 為 男 性（M37、M52、M57 與

M67）。M47因頭骨（男女兩性特徵皆有）、盆骨（偏女性）、肱骨頭（40.55 mm-

疑為女性）與股骨頭（44.77 mm－界於男女兩性之間）等特徵混雜而無法判斷。

健康狀況

於 病 理 現 象 上， 骨 贅

（M10、M30、M47、M52

與 M57）、貧血所造成的眶

篩（M20）（圖 2）與琺瑯質

發展不全（M10、M30、M60

與 M65）、齒列不正（M47 與

M52）、 牙 周 病（M37、M47

與 M65）或象牙質變性（M57）

皆可見於中社遺址出土人骨。然

而，最特別的是 M57 的腰椎與

薦椎的同化現象（第一薦椎似發

展成第六節腰椎）（圖 3）（趙金勇等 

2014）。另外，若以未成年（M20、

M35 與 M68）、 成 年 初 期（M46、

M47、M52、M60 與 M67）、 成 年

（M10、M15、M63與 M65）、壯年

（M30、M37 與 M57）等幾個階段

來比較罹病情形，眶篩仍僅見於未

成年的 M20（12歲左右），而牙周

病、骨贅與琺瑯質發展不全則可見

於成年初期以上的各個年齡層（但

不見於每個個體）。

▼

	圖 2 貧血所造成的眶篩

▼ 	圖 3 腰椎與薦椎的同化現象

44



牙齒特徵

牙 齒 形 態 方 面， 箕 形 門 齒

（shoveling）、下顎第一或第二臼

齒 可 見 4 個 齒 峰（4-cusped LM1/

LM2）、 琺 瑯 質 延 展（enamel 

extension）（圖 4）可見於每個成人

個體 1 ，M20下顎第一臼齒甚至有琺

瑯質珍珠（enamel pearl）的出現（趙

金勇等 2014）。不過，以琺瑯質延展為例，該特徵並非見於每顆臼齒。箕形門齒也

並非出現於每顆門齒，其中，以 M37與 M60上顎側門齒的箕形門齒的形態最明顯，

依 ASU牙齒分類已達第五級。未見牙齒變小（peg-shaped）或 Carabelli´s cusp等

特徵，亦無拔牙習俗出現的情形。齲齒可見於其中三人（M10、M47與 M65） 2 ，

其中又以後二者的齲齒情況更為顯著。

換言之，牙齒形態上的特色在於高比例的箕形門齒（100%）、零比率的

Carabelli´s cusp（圖 5）與完全未出現的拔牙習慣（圖 6）。另外，12具成人個體

中可見 3人有牙周病（25%）與 4人有琺瑯質發展不全（33.33%）。

▼

	圖 5 以烏山頭遺址為例的 Carabell_s	cusp 比較

▼

	圖 6 以烏山頭遺址為例的拔牙現象

1 每項牙齒非測量特徵可供觀察的人數與個體皆有所不同。

2 M30、M37 與 M60 出現類似齲齒的情形，但其發生現象也可能為牙冠破裂造成，故未列於出現齲

齒個體數。

▼

	圖 4 琺瑯質延展成珍珠狀	( 又稱 enamel	pearl)

45



身體特徵

依 Trotter and Gleser（1958）運用蒙古人種統計出來的個人身高公式，可知

清水中社史前人的身高如下：女性大致為 158.56-164.66 公分、男性則為 164.81-

175.9425公分；然而，若依王永豪等（1979）的漢人男性身高公式與王繼宗（2002）

的漢人女性身高公式來估算，則二者的身高依次約為 149.86-172.11公分與 161.32-

172.82公分（表 1）。

中社史前人的概況

於筆者曾分析的考古遺址中，骨贅的現象也可見於臺北

十三行遺址、臺南烏山頭社遺址、臺南三抱竹遺址、臺南五間厝

南遺址與臺南南關里東遺址，但近乎全體成人於 20歲左右即可以於

脊椎椎體上見到輕微至嚴重骨贅現象的遺址則可見於烏山頭遺址與清水

中社遺址（前者年代稍早，距今約 2700年前）。

雖然牙齒受遺傳的影響較大，但如同骨骼會生病，牙齒也會因環境影響而產生

病變。就遺傳因子而言，可見百分之百的箕形門齒（100%）與零比率的 Carabelli´s 

性別
Trotter and Gleser 

(1958)
王永豪等 1979 張繼宗 2001

M10 女 158.22 159.9-149.86

M30 女 161.8215 155.65-164.28

M37 男 168.39-169.34 164.32-168.91

M46 女 158.56-162.83 155.46-161

M47 無法判斷 167.444-173.863

M52 男 164.805-170.599
161.32-164.51( 除左股不在此

範圍－左股較高 )

M57 男 170.0985-175.9425
164.8-172.82( 左橈 , 左尺 , 左

股 , 左右脛皆較高 ) 

M63 女 164.66 161.45-172.11
▼

	表 1 中社遺址出土人骨之性別與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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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為上顎臼齒舌面的特徵性齒峰，特別是第一臼齒，是一種多出現於歐洲人的牙

齒特徵，於太平洋島群民族出現的比例僅有 35-45%）。就環境因素而言，無拔牙習

俗出現的情形。其次，M10、M30、M60與 M65可見琺瑯質發育不全（此現象亦見

於十三行與烏山頭遺址出土人骨），換言之，上述四人於幼年期曾有營養不良的情形

（食物不足或衛生條件不好所造成的寄生蟲偏多）發生。M37、M47與 M65都可見

牙周病，這一方面可以說明當時的個人衛生條件不好，但也有可能說明當時的飲食已

以糖類為主。很可惜，可以企圖了解史前飲食情形的同位素分析尚未在本遺址進行分

析，所以我們也無法得知當時當地的史前人以何種食物為主食。最後，嚴重蛀牙情形

可見於中社人（反之，齲齒與齒槽囊腫兩種現象皆少見於烏山頭與十三行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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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掘

中洲是臺南市仁德區的一個小村落，在臺南市的最南端，隔著二仁溪與高雄對

望。2006年，交通部計畫在這裡拓寬道路，由於工程可能會對當地的中洲遺址造成

影響，所以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進行考古試掘，由何傳坤主任擔任計劃主持人，

我是協同主持人，閻玲達小姐為助理。計畫目標是確認工程範圍的地下有沒有史前文

化層？並判斷工程會不會破壞史前遺址？

▼

 中洲遺址與發掘地點

考古 ╳ 文化 ╳ 環境

臺南中洲的 
清代漢人遺骨

撰文、照片提供／劉克竑�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助理 )

48



中洲遺址是在日治時代由考古學者金子壽衛男發現，之前一直沒有被發掘過，大

致知道遺址分布在仁德體育公園一帶，地表的遺物很少，又受到農耕、公墓和運動場

破壞，不能確定地下文化層的保存情況。過去考古學家在地表上採集到的史前遺物，

以橙色細砂陶片為主，有的表面帶有拍印繩紋；也曾發現陶紡輪與陶環；石器只發現

過打製斧鋤形器；此外還有零星的貝塚。由這些遺物判斷，中洲遺址的文化內涵應該

是距今 4500–3500年的牛稠子文化。

科博館的考古隊從 2006年 8月 15日開始發掘，一共做了 19個工作天，沿著道

路預定拓寬的範圍，挖了 20個 2m×2m的探坑。探坑的深度大部分都超過 240㎝，

有些探坑甚至挖到接近 3公尺深，不過全部都沒有挖到任何史前遺物，更沒有挖到史

前文化層。所以我們挖掘史前遺址的目標算是落空了，這對交通部來說無疑是個好消

息，道路拓寬可以順利施工。

二、墓葬

不過我們也有意外的收穫，而

不是完全做了白工。第 4號探坑挖到

60 ㎝深時，先出現了石灰，隨後就

挖到了一整具人骨，編號為 1號墓葬

（M1）。由壙跡判斷，當初埋葬時，

先挖一個長方形的土坑，長約 200㎝，

寬約 70㎝，深約 70㎝。然後在坑底

放了 4 塊紅磚，在每一塊紅磚上面，

各放一枚銅錢，並在坑底的正中央土

地上，也放置一枚銅錢，每一枚銅錢

的正面都朝上。我們判斷，當初可能

是以薄木板棺材盛裝屍體下葬，覆土

前曾在棺材上及四周縫隙灑上石灰，

但至今木棺已經腐朽不存了，只留下

少許木屑，與許多大小不等的鐵釘。

陪葬品還有 2 枚小銅扣，其中一枚出

▼

	清理墓葬 2

▼

	清理墓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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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在頭部下方左側，另一枚在棄土內篩出。不過在頭骨左太陽穴附近，以及下顎骨中

央偏右處，各有一個被銅綠沾染的痕跡，可能是小銅扣原來放置的位置。我想地面以

上原來應該有個墳塚，可能還有墓碑，或許是開闢道路的時候，把墳塚給剷平了，一

點痕跡都沒有，不然我們也不可能在這裡挖。

三、年代

M1墓葬一共出土了 5枚銅錢，其中

年代最早的是「元符通寶」，鑄造於北宋

哲宗元符年間（1098–1100）；其次是

「萬曆通寶」，鑄造於明神宗萬曆年間

（1573–1620）。另外有 3 枚「康熙通

寶」，其中 2枚背面有滿文「寶泉」兩字，

是清聖祖年康熙年間（1662–1722）北

京戶部寶泉局鑄造的；還有 1枚「康熙通

寶」，背面有滿、漢文「臺」字，是康熙

28年～ 31年（1689–1692）臺灣局鑄造

的銅錢。

為什麼在一個墓葬之中，會同時有

北宋、明代和清代的銅錢呢？其實清代臺

灣民間使用的銅錢中，除了清政府鑄造的

制錢及民間私鑄錢以外，還混雜著唐、

宋、明各朝的古錢。因為在中國歷代流通

的銅錢中，一向包含小部分古錢，政府通

常不予理會，所以當臺灣民間與中國內地

交易時，古錢就會摻雜在銅錢之中流入。

此外，有些古錢可能是早年中國商人或漁

民，與臺灣原住民交易時流入的，也有些

▼

	銅錢與銅扣（正面）1

▼

	銅錢與銅扣（正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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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商船去南洋地區華僑聚集的港口交易時獲得的。除了古錢之外，清代臺灣還混

用不少日本與越南的銅錢，種類與來源相當複雜。

由墓葬的型式與伴隨出土的石灰、磚塊、鐵釘，以及銅錢、銅扣等陪葬品得知，

這是個近代的漢人墓葬。從銅錢的鑄造年代來看，可以知道這人的下葬時間，不會

早於清康熙 28年（1689）。從墓葬的形式來看，再晚也不會晚到日治時代（1895–

1945）。所以大致可以判定是清代，在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這 200年之間。

四、人骨

M1的人骨，我們就叫他中洲人吧！保存狀況還算不錯，葬姿為仰身平躺，四肢

伸直，頭西腳東，頭向為西偏南 20°。頭骨轉向左側，但下顎骨仍保持著正面仰臥

的位置。可能因為當初棺材較窄，肩部被擠壓，所以出土時左肩高而右肩低。右手放

置在胯部上方，右手掌骨與指骨可能經過水漂移動，位置已經擾亂。左手臂在身體側

面，一部分的手掌骨與手指骨壓在左髖骨（臀部）的下方。右髕骨（膝蓋骨）已

脫離原位，滑落至股骨旁。比較奇怪的是脊椎骨斷成三截，可能是埋葬

後受到土壤的壓力，使脊椎骨變了位置。

▼

	中洲遺址 M1 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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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

中洲人是男的還是女的呢？

一般而言，判斷人類骨骼性別的依據，主要是依據骨盆及頭骨的特徵，尤其男女

骨盆的差別相當大，所以辨別的準確度比較高。雖然中洲人的骨盆碎裂得很嚴重，但

是因為有一處重要的辨認特徵「坐骨大切跡」還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可以判斷為男性。

頭骨上有幾個特徵也可以用來判斷性別，包括眉骨、顳骨乳突（位在兩耳後方）

與枕外隆突（位在後腦勺）的突出程度。一般來說，男性這幾個部位比較突出，而女

性的一般比較小。此外，也可以用額頭的傾斜程度來看，男人比較斜而女人比較直；

或者觸摸眼眶上緣，較銳利的是女性，男性較圓鈍。由於這些特徵都是相對的，所以

不如骨盆準確。從上面這些頭骨特徵來看，都顯示中洲人是個男性。

六、年齡

可以知道他死亡時的年齡嗎？

有幾種常用的方法，可以由骨骸特徵來判斷個體的死亡年齡，不過誤差範圍不小。

由牙齒來看，中洲人已經長出第三臼齒（智齒），顯示死亡時大於 18歲，已經

是成人了。由於人類頭骨的縫隙，會隨著年齡而逐漸密合，而且一致性比較高，所以

是主要的判斷年齡方式。用這個方法估計的死亡年齡為 27–45歲；若由顱內及上顎

縫隙密合程度判斷，則他死亡年齡為 35–49歲。此外，也可以由牙齒磨損程度來判斷，

但常因性別或食物而有偏差，大致估計介於 31–48歲之間。綜合上述方法，可以判

斷中洲人的死亡年齡為中年，約在 35–45歲之間。

七、身高

從骨骸看來，中洲人的身材中等而偏瘦小。根據發掘出土時測量的數據，中洲人

由頭頂至腳根骨的長度約 155㎝，這是判斷他身高的一種方式。此外，也可以用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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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股骨、脛骨、腓骨，以及手臂的肱骨、尺骨、橈骨來推算身高。由於中洲人保存

完整的肢骨，只有左肱骨與右橈骨，利用亞洲男人身高推算公式計算的結果，分別為

163.42±9.6㎝及 163.59±8.5㎝。以手臂骨推算出來的中洲人身高，似乎比直接測

量的身高，要來得高一點。再比較左右肱骨的尺寸，右肱骨比左肱骨來得粗壯，顯示

中洲人是個慣用右手的人。

八、牙齒

中洲人還留有 27顆牙，已經掉了 4顆，另外有 1顆智齒一直沒有長出來。除智齒

外，所有牙齒的齒冠都嚴重磨損，表示他日常吃的食物非常粗糙。中洲人也有牙結石與

牙周病，以下門齒特別嚴重，齒槽骨大量流失，但他沒有蛀牙。值得注意的是，中洲人

上下門齒與犬齒的琺瑯質表面，有多條橫向線條或凹痕，顯示在成長過程中有長期營養

失調的情形。

▼

	中洲人下顎與牙齒。其琺瑯質已磨損殆盡

▼ 	中洲人上顎的門齒琺瑯質面有多條明顯的橫線
與凹痕，顯示成長過程中營養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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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洲人的第九、十胸椎。椎體右
側有大塊的增生骨質

▼ 	中洲人的第三胸椎。其椎體左側
有大塊的增生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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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脊椎

中洲人的頸椎、胸椎、腰椎都有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並有大量的骨質增生，形

成骨刺。關節炎與增生骨質通常與過度受力有關，從他的脊椎情況看來，其生前應長

期從事勞力負重的工作。除此之外，中洲人的右鎖骨明顯比左鎖骨大了許多，頸椎的

右側增生骨質也比左側嚴重，推測其生前應經常使用右肩頸負重。

十、結論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稍微推測中洲人的生活情形。從墓葬的形式來看，他

應該是個男性漢人，而不是原住民，生活在清代，住在臺灣府城的南邊，仁德里中洲

村這個小村莊裡。當地因為有河流經過，運輸比較方便，而且地形、土壤與天氣都適

合栽種甘蔗，所以糖業興盛，需要大量的勞工。我們猜中洲人可能是個與糖業相關的

勞工，也可能是個農民，每天辛苦地工作，一直背負或肩挑很重的東西。長期下來，

他的脊椎骨受到損害，頸椎、胸椎、腰椎都有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並有大量的骨質

增生，形成骨刺，這一定讓他整天都在背痛，而且有點駝背。他的食物非常粗糙，可

能也有嚼檳榔的習慣，所以牙齒磨損嚴重。他有牙結石與牙周病，但沒有蛀牙，大概

小時候沒有零食可吃，甚至連吃飽都不容易。從他的上下門齒與犬齒的琺瑯質表面，

有多條橫向線條或凹痕可以知道，他在成長過程中，有長期營養失調的情形。最後，

他在 35–45歲之間的中年就去世了。

必須說明的是，中洲人當然不是個有錢人，卻也不是個特別窮困潦倒的人，死了

以後，至少還有個稍微像樣的墳墓，他的經濟狀況與健康情形，或許可以代表當時臺

灣一般的農民或勞工。藉著考古學方法，我們可以仔細研究這具意外挖到的人骨，對

清代勞苦大眾的生活情形，也能有稍微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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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來遺址簡介

惠來遺址位在文心路和環中路之間，分佈筏子溪流域東岸，西側為大肚台地，東

側為新社台地群及南側延伸的南投丘陵，北接后里台地，南鄰八卦台地。臺中盆地整

體地勢平緩且水源豐富，主要為沖積扇，遺址西側緊鄰馬龍潭，是適合史前人類居住

的環境 (圖 1)。

從歷年來惠來遺址出土遺跡、遺物內涵與地層堆積分析，包括新石器時代中期距

今 4500至 3000年的牛罵頭文化，在市政路、河南路兩側出土大量繩紋陶及三連杯、

豆形器、陶紡輪、玉錛、半月形石刀等，其中更發現玉材來源為花蓮豐田玉，顯示此

時期與臺灣東部有互動關係。其次是營埔文化層距今 3000至 1600年，在新市政中

▼

	圖 2 惠來遺址各文化層分佈範圍

▼

	圖 1 惠來遺址位於臺中七期重劃區

惠來遺址 - 
小來公園話台中

遺址小旅行
撰文、照片提供／屈慧麗�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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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市議會出土灰黑夾砂陶罐、鼎形器、束腰罐、閃玉環等。番仔園文化距今 1600

至 400年，小來公園是現地保留的遺址公園 (圖 2)，附近遺跡包括墓葬、房屋柱洞、

石列、河流、史前沼澤陸化等現象，文化層最厚處堆積可達 90公分，重要的出土物

包括鐵器、瑪瑙與琉璃珠等。遺址最上層是漢人文化層，小來公園於漢人拓墾時期屬

於藍張興庄業戶的墾地範圍，於 400年內至今可見漢人拓墾的早晚兩次農業利用之

耕作層堆積 (圖 3)。

小來公園的發掘

小來公園疑似受到水流沖

積影響，少量牛罵頭文化繩紋

陶片出現於番仔園文化層之下

及生土層之上。番仔園文化層

出現大量的灰坑、火塘、獸骨、

魚骨、炭化稉稻、種子以及陶

片、陶蓋鈕、陶紡輪、石鎚、

石鋤、砥石、石錛、礫石工作

台、大小石材、石錘等，顯示

番仔園時期是以農耕為主要生

業型態的大聚落，並以漁獵採

集為輔。雖然當時北部十三行

已發現鍊鐵作坊，但惠來遺址

出現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

鐵器少顯示當時的使用並不普

遍。惠來遺址第一具出現的人骨，是六歲以下的兒童，觀眾命名為「小來」，公園內

一共有 24具人骨的出土，均為番仔園文化流行的俯身葬 (圖 4)。

在小來公園考古發掘出土的動物標本，經科博館陳彥

君小姐鑑定，有鳥、兔、鹿、羌、獐、雞、野豬、狗獾、

食蟹、龜等 (圖 5)，其中狗獾是目前臺灣已絕跡

鼬科動物 ( 圖 6)，獾在番仔園晚期鹿寮類型

▼

	圖 3 小來公園地層堆積

▼

	圖 4 小來公園的俯身墓葬

▼

	圖 5小來公園出土的動
物標本

▼

	圖 6 灰坑出現狗獾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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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發現，推測其身上黑白相間的

軟毛成為極受歡迎的貿易品，因此

獵人大量捕捉以致滅絕 (圖 7)。

惠來遺址番仔園文化層以鹿

科動物遺留最多，其中山羌、梅

花鹿習群居於山林間空曠處，獐

（Hydropotes inermis）則喜河岸草

澤性環境，多半單獨行動，雄獐無鹿

角卻帶有獠牙 (圖 8)，在四百年前的

臺中平原到沿海地帶仍然普遍分布，

但目前在臺灣卻也已滅絕。灰坑中植

物標本遺留經中研院植微所專家鑑定包

括稉稻、小米、綠豆、苦楝、油葉石櫟、

圓果青剛櫟、梅子等生態遺留。 

俯身墓葬

小來公園共出土 24 具俯身墓葬，由文化層所出現墓葬測年結果，年代距今約

1,500至 1000年之間，約屬於番仔園文化中期。目前小來公園現場展示有兩座墓葬，

其中第六座 (M6)身高約為 165cm，	手交叉於背後，右掌在上 (圖 9)。

頭朝北略偏東 22°，面略向西。經閻玲達博士鑑定，依其乳突的尺

寸大、額頭較為傾斜以及眼眶上緣較不銳利推測為男性，年齡大致

為 45-50 歲左右。身材中等，雖然肢骨並不十分壯碩，

但骨骼嶙峋 (圖 10)，顯示肌肉頗為發達。

M6 有箕形門齒，未見拔牙習俗。齒冠耗損

情形極為嚴重，包括最不常使用的第三臼齒，所

有牙齒齒冠都嚴重磨損，均已磨至象牙質，沒有

明顯牙結石、牙周病或蛀牙的情形。齒冠磨損程

度相當嚴重，可能與食物粗糙有關。另外，M6 

的上下門齒與犬齒均有明顯的琺瑯質發育不全

（enamel hypoplasia）的情形，顯示

在成長過程中有長期營養失調的情形。

▼

	圖 7狗獾

▼

	圖 8雄獐無鹿角卻帶有獠牙

▼

	圖 9 第六座墓葬

▼

	圖 10M6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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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M6周圍出土柱洞和灰坑判斷，他可能被埋葬在住

家附近。柱洞是為了使房屋結構穩固，將柱子基礎

埋深而打入生土層或礫石層之中，惠來人建築房屋

使用的材料是以木和竹為主的有機物，然而大部份

的建材都在自然環境中分解而無法長久保

留。小來公園保留的柱頭，經本館植物

學家鑑定是無患子科的龍眼樹，由

長方形房屋柱洞排列的方

向，推測是長度約在 5

至 10公尺之間。

第 八 號 墓 葬 (M8)

與 M6 相距約 6 公尺，出土時有明

顯壙跡，寬約 1.5m，長約 2.5m。

葬姿為常見的俯身葬，頭朝北，約

偏東 18°，面朝東，雙手內屈，左

手折向腹，掌應置於腸骨之前 ( 圖

11)。腳掌骨與肢骨幾乎成平行，

右肱骨旁有三塊石頭，每塊尺寸約

16x12cm，左肱骨遠端約 18cm 處

有一塊 15x10cm 的石頭，頭骨右

上方約 20 公分處也有一塊相似尺

寸的石塊。此數塊石頭可能為有意堆

置，推測是親人埋葬時做為墓的記號 (圖 12)。

M8以額頭較為傾斜與頭骨、下顎及股骨頭的尺寸來看為

男性。大致可以推斷 M8 的死亡年齡約 30 歲左右。身高約為 170cm。牙齒健康狀況

良好，有鏟形門齒，無拔牙習俗。有輕微的牙結石，沒有明顯的蛀牙、牙周病或琺瑯

質發育不全之情形。M8 的齒冠耗損情形較 M6 輕微許多，顯示其年紀可能較輕。磨

損程度以第一臼齒、第二臼齒、門齒、犬齒較為嚴重，前臼齒與第三臼齒較輕微。值

得注意的是，M8 的臼齒尚未完全磨損至象牙質，但門齒卻已嚴重磨損，顯見門齒的

使用率相當高，至於是用作咀嚼或輔助日常工作則無法確定。

▼	圖 11M8 出土照

▼

	圖 12M8 墓葬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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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 史前人在溪邊捕魚、撈貝

番仔園文化內涵

番仔園文化分布範圍包括臺中大肚台地西側緩坡、臺中盆地、往南延伸至八卦台

地、北至苗栗縣南部海岸丘陵。番仔園文化年代距今約 1600至 400年之間，分為早

期的番仔園類型和晚期的鹿寮類型；代表遺址包括臺中大甲區番仔園、外埔區麻頭路、

清水區清水中社、沙鹿區鹿寮遺址、南勢坑遺址、龍井區山腳、龍泉村、臺中市南屯

區山仔腳遺址、惠來遺址上層等。

番仔園文化的番仔園遺址、麻頭路遺址、龍泉村、清水中社、惠來遺址都發現俯

身墓葬。因已進入鐵器時代，大甲番仔園、龍泉村、南屯山仔腳及鹿寮等遺址都出土

鐵刀。鐵器的類型仍以刀、箭簇等生產工具為主，武器少見。

小來公園陶器以精緻的黑灰夾砂陶器為主，紅褐色陶居次 ;器型有罐形器、缽形

器，其中小陶瓶 (圖 13)、瓢形器 (圖 14)最具特色。陶片花紋常見櫛點紋、櫛劃紋、

櫛波紋 (圖 15)、方格紋、魚骨形紋。骨製工具有骨鏃、骨錐和尖狀器等 (圖 16)。史

前人在溪邊捕魚、撈貝 (圖 17)，遺址也出現琉璃珠和瑪瑙珠，推測當時與東南亞有

貿易行為，彼此交換大量鹿皮，琉璃珠 (圖 18)、鐵器等生活用品。

▼ 		圖 13 小陶瓶

▼	 圖 14 瓢形器

▼

	圖 15 櫛波紋拓片

▼

	圖 16 骨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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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住在惠來遺址的先住民的生活方式對於瞭解番仔園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資

料，可說是臺灣中部地區考古史上的重大發現，對聚落形態的研究具有學術意義，番

仔園文化的俯身墓葬與臺灣北部十三行文化屈肢葬明顯不同，代表不同族群在島內生

活、交流。而小來公園出土的生態遺留、墓葬及柱洞則反映村落的佈局，遺址保存相

當良好，因此為鄉土教育及展示的最佳場域 (圖 19)。

為了增加民眾對文化遺產的認識、瞭解、欣賞，進而引以為傲，在臺中都市叢林

中透過參觀小來公園，參與考古遺址尋根之旅認識過去，進而暸解臺灣的史前文化與

考古學的內容，把書本上的知識化為實際的體驗讓人印象深刻 (圖 20)。未來期待大

眾珍惜文化資產的觀念能向下紮根，並認識維護考古遺址的重要性，以達到傳遞文化

資產薪傳理念。

▼	

圖 19 小來公園的展示

▼ 	圖 20 城市裡聽見古代人說故事

▼

	圖 18 琉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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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新脈動

十三行博物館 
常設展全新登場

撰文、照片提供／彭佳鴻 ( 新北市立十三行
博物館教育研究組研究助理 )

考古學家是從事怎樣的工作？挖寶、挖骨頭還是找恐龍化石？其實都不是，考古

學家就像時空偵探，從發掘出土獲得的物品與痕跡中找尋證據，逐步解開過去人類生

活的樣貌。

十三行博物館全新常設展以十三行遺址為例，展出考古學家

的工作內容與步驟。進入常設展首先可見十三行遺址地層及考古

探坑工作模型，認識考古田野工作內容；孩童可進入一旁的「兒

童考古體驗室」體驗考古發掘，找尋埋藏的陶片、石器或獸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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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遺物進行量測、分類及體驗

文物修復。

進入「考古工作站」，認識考古遺址中常出現的石、木、骨角牙貝、陶、金屬等

多類標本，說明標本的特性與離開遺址之後的保存方法。透過動手體驗操作、影片介

紹、實物模型及多幅清代初期與臺灣相關的古地圖與圖像，一窺考古學研究方法的科

學奧秘，包括：類型學、碳 14定年法、花粉分析、陶器分析、X光影像分析、地質分析、

人骨研究等，瞭解考古學家如何運用各種科學方法推測史前

生活。

隨著「八里時光機」來趟時光旅行，

從當代臺北港一路回溯到史前十三行時代

及 20 萬年前的八里，結合導電油墨、VR

虛擬實境、互動網頁、AR擴增實境視訊直

播及沙箱投影技術等創新互動科技，認識八

里地區的生態環境與歷史發展。走進展間內

的高腳屋，就像走回千年前的十三行人聚落。

高腳屋旁的竹林、芭蕉樹、馬鞍藤隨風擺動，

雞群到處啄食，一不小心還會被你嚇跑；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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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機警的低頭吃草，不時抬頭左右擺

動，隨時注意周邊的情況；野豬用鼻子到處嗅聞，找尋食物。

最後來到「十三行生活」展廳，從各式珍稀十三行遺址文物，看見史前十三行人

的豐富生活資源、精湛工藝技術、貿易行為及生活樣貌。十三行遺址是全臺第一個發

現煉鐵技術的文化，為北臺灣金屬器時代的代表；從遺址出土多樣的石器、骨器，以

及紋飾精美的陶器，呈現十三行人的工藝技術與藝術美感；珠飾、青銅器、玻璃、金

銀器的發現，則見識到十三行人之貿易交流；探坑裡發現的各種動物骨骼，如鹿、豬、

魚、鳥、貝等，顯示當時豐饒的自然資源，以及十三行人的飲食習慣與生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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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推薦的是十三行鎮館之寶「人面陶罐」，陶罐上立體具象的五官，為全臺唯

一，是不容錯過的精彩展品。

考古學除了研究陸地上的過去，也深入水下探索沉沒的歷史。臺灣四面環海，在

遼闊的海洋疆域裡，除了優美繽紛的水下景緻、水中生物之外，還有許多人類活動的

痕跡。「海中奧秘 -水下考古展」以 360度幻視海底隧道打開通往水下的捷徑；再以

考古學家工作室的環境營造與文物展示，述說臺灣週邊海域從 15,000年前的乾燥陸

地變成海洋，以及在這海域上南島語族的擴散、海上絲路與戰爭的故事。此外，本展

覽設有 VR虛擬實境體驗，能身歷其境的進入水下欣賞海下風光，並認識水下考古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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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骨知識解密 - 
骨骼模型 DIY

FUN 手做
撰文、照片提供／�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教育研究組

人體骨骼系統是支撐身體的幕後功臣，約由 206塊骨頭

所組成，可區分為頭骨 (約 29塊 )、軀幹骨 (約 51塊 )、四肢

骨 (約 126塊 )，並佔人體全身重量的 20%。值得注意的是牙

齒並不屬於人體骨骼系統，據研究資料得知，兒童乳齒約 20

顆、成人恆齒則約 32顆。

骨頭的結構可分為骨膜、骨質、海綿骨、骨小樑、髓腔，

同時提供保護、造血、貯存、運動、支撐等功能，這些都是我

們日常維生所需卻又不太熟悉的知識。

人骨經由解剖、定年、遺傳基因、體質病理等科學分析

方法，可了解性別、年齡、文化特徵與自然環境的互動狀況，

考古學家透過上述這些方式處理墓葬出土的人骨遺骸，再搭配

發掘現場的線索，盡可能的還原並建構史前人類生活方式，甚

至連面貌都能復原，所以人骨知識的探索是相當有趣的。

介紹了這麼多關於人體骨骼的知識，今天我們要教大家

自製簡易的骨骼模型 DIY，趕快準備材料一起來製作吧。

工具

材料

( 美工刀亦可 )

( 美工刀亦可 )

( 白膠亦可 )

( 或螺絲 +螺帽組 )

影印紙、珍珠板

剪刀

雙腳釘

膠水

因製作過程需使
用剪刀或美工刀

，請

父母或老師陪同
指導較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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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骨骼模型電子圖檔印出後， 

用膠水固定在珍珠板。

將各部位依續切割， 

並用雙腳釘將紅色連結點戳開。

用雙腳釘將各部位組合， 

即完成人體骨骼模型。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完成！

67


	組合 1.pdf
	十三行_手冊_第八期_完稿PDF(跨頁)_1224
	封面
	目錄
	館長序
	本期焦點
	十三行遺址考古的追憶

	人物小故事
	會說故事的生物人類學
	人骨考古的倫理與態度

	考古X文化X環境
	八仙洞的長濱文化人
	馬祖列島上的八千歲「亮島人」
	穿越時空遇見你-南科的墓葬與人骨考古
	中社史前人初探
	臺南中洲的清代漢人遺骨

	遺址小旅行
	惠來遺址-小來公園話台中

	十三行新脈動
	十三行博物館常設展全新登場

	FUN手做
	人骨知識解密-骨骼模型DIY

	封底


	十三行_手冊_第八期_完稿PDF_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