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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序
史前人類在土地上的記憶，從採集、狩獵到農耕，工具也從

石器打製到陶器、鐵器使用，藉由考古證據，驗證史前人類存在

的事實，結合各種科學技術重現當時的自然環境與生活樣貌。

本期主題為「古代生活體驗」，探討十三行遺址的發掘到

十三行博物館的建立，重新思考史前復原展示的實踐；也透過新

北國際考古論壇，呈現臺灣、日本與法國考古研究成果，一窺各

國史前生活習慣與工藝技術，對比古與今。

值得一題的是，位於博物館旁，歷經三年整備的新北考古公

園於今年 5 月誕生，結合新北考古生活節，正式揭開史前文化耀

眼的多元面向，歡迎大眾感受都市文史花園的美麗與魅力。

十三行博物館是北臺灣唯一以考古為主題的專業博物館，

透過研究、典藏、展示、教育推廣、出版推動公眾考古；此外，

十三行也監管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與大坌坑考古遺址，讓考古遺

址、博物館與民眾的對話更加緊密與貼近。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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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臺灣的遺址博物館

博物館通常展示過去，當然各類

博物館都有不同的特色。考古博物館

通常以人和自然互動的過程為主體，

不論大小往往有區域的侷限性。臺

灣目前只有二個專業的考古博物館，

十三行博物館以新北市為中心的北部

地區為展示區域，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則以臺灣為其範疇，最近開放的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則以

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出土的遺物與

遺跡為主要的展示範疇，其他還有一

些博物館內具有部分考古的展示，例

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

物陳列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

灣博物館、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芝山岩文物陳列館、蘭陽博物館、高

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牛罵頭遺址文化

園區、倒風內海故事館、連江縣馬祖

文物陳列館等，也部分展示史前遺

物，目前正規劃中的博物館或文物陳

列館，包括湖山水庫人文遺址館、花

蓮縣遺址陳列館（？）、宜蘭縣遺址

陳列館（？）、桃園市遺址陳列館等。

這些博物館或陳列館年代最早的是日

本時代成立延續至今的臺灣博物館、

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其次是戰後

前期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其餘主要都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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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以來設立的，當然也有陳列館設立以後又裁撤或改換其他陳列，例如臺南市民族文物館史前

標本陳列室 1，目前已無史前標本的專門展示。

整體而言，臺灣的史前或考古遺址展示並不發達，這跟考古遺址在文化資產體系中不受到正

視是相同的道理。筆者曾經指出這和臺灣的歷史書寫係以文字、漢人、政治為中心的觀念是一致

的（劉益昌 2014），而且其狀態至今依然如此。張光直先生 1986年回臺，在中央研究院成立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倡議全貌觀的臺灣歷史書寫，指出臺灣歷史的研究方法或資料，應該有

新的想法，必須將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納入，也就是應該將考古學研究的史前史做為整體歷史的

重要部分，並且特別指出不要因為文字之有無，而產生對一個區域歷史的偏見（張光直 1986、

1994、1995：82-85）。雖然筆者附和張先生的想法，而且一再提出以土地為思考的歷史書寫

理念，但三十多年來臺灣歷史學界依然故我，文化資產保存方向依然故我，仍然以狹隘的文字歷

史時代為主體，近年雖略有改善，但仍然差距甚大，尤其是歷史書寫與文化資產展示，並未符合

本世紀初以來聯合國教科文組（UNESCO）於本世紀初以來倡議並要求會員國訂約的《保護與

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簡稱《文化多樣性公約》）。

由於考古學主要的研究包含時間長遠的史前時代，因此和歷史時代以人物或事件發展為主軸

的歷史展示有相當大的差別，基本上可說考古博物館中史前文化的部分通常是展示常民的生活。

十三行博物館就在於展示台灣史前時代最後階段以十三行遺址為代表的人群其生活景況，也就是

一個聚落的結構及其日常生活。並期望可以跟歷史時代的初期的人群與文化直接產生連繫，因

此十三行博物館的展示與實踐另一個重點，就在於連繫古今，產生歷史的連續性。換句話說，

博物館的古代體驗應該和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具有密切的關連。

1 	此處所列具有考古遺址出土標本或史前文化陳列的館舍，是指具有主題展示的部分，才予以列入，少量

或私人展示則未加說明，例如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中心之陳列室。如有未盡之處，請讀者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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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三行博物館展示的概念

十三行博物館是一個典型的考古博物館，原本設置的目前在於展示十三行

這個古代重要聚落的文化內涵，以及聚落的對外關係和向晚期發展至歷史時代早期的關連，由

於十三行遺址所代表的時間層次除了十三行文化以外，也包含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圓山文化，以

及歷史時代以來到八里污水處理廠建設拆遷前的十三行漢人文化。雖然原先的研究設計思考的

重點在於史前晚期與歷史初期的連繫（臧振華等 1988），而且 1960年前後發掘所得的資料，

似乎也敘述有此種連繫的可能（楊君實 1961），但是經過大規模發掘審慎判斷以後，確認十三

行文化晚期與歷史初期之間文化的發展並不連續，而且新石器時代晚期圓山文化的遺物並不豐

富，似乎不是八里平原或鄰接區域重要的圓山文化遺址，僅出土少量文化遺物（臧振華、劉益

昌 2001）。換句話說，此一遺址在史前晚期與歷史時期之間可能不是一個受到漢文化影響的連

續性發展，因此十三行遺址的最重要內涵是十三行文化層，目前所知十三行遺址的十三行文化層

大致有早、晚二大階段，「十三行文化人大約是在 1800年前來到此地，最早的聚落地點據現有

的資料推測可能是在 B區和 C區一帶，也即是目前遺址較為中心的範圍。到了 1500年前以後，

十三行文化人的聚落區域向兩邊的 E區和 D區擴展，而北側較接近海邊的 H區，則可能是史前

聚落較晚擴及的地區。」（臧振華、劉益昌 2001：32）。H區不但測定年代較晚，而且出土陶

器也顯示和大坌坑遺址的十三行文化層相當，測定年代也相近，可說是整體十三行文化的中期階

段。也就是說十三行遺

址的十三行文化層可能

有二大階段的多次住居

行為，代表著十三行遺

址十三行文化整體的發

展過程，至於最晚階段

十三行人究竟遷移至何

處，目前尚未有定論，

但恐怕以淡水河口南北

二岸的十三行文化晚期

聚落群做為主要的思考

方向，如此則可以顯示

整體十三行文化直到北

部區域歷史時代初期所

2 	近年基於舊香蘭遺址、崇德遺址、花岡山遺址以及漢本遺址發掘的結果，已有新資料，幾乎可以解決此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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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的原住民族複雜群體之間的關連性，說明一個聚落由盛而衰的過程，

並得以釐清聚落定著與盛衰的關鍵。

2001年筆者曾接受十三行博物館籌備處委託進行「十三行博物館展示單元細部內容文字、

圖像資料庫建立專案計畫」（劉益昌等 2001），針對十三行博物館的展示內容提出幾個重要展

示單元，包括一、十三行博物館緣起；二、台北古生態環境；三、古老的台北人；四、十三行遺

址住民的體質；五、物質文化（包含飲食、服飾、住屋、聚落模式、交通、交換與貿易、陶器製

作、煉鐵、墓葬文化、聚落型態）；六、社會類型，並總結十三行文化的衰退與轉變以及十三行

文化與凱達格蘭族兩大議題。這些展示的內容與概念，並未全盤進入十三行博物館在成立以後的

展示體系之中，但也有部分充分應用了這些展示概念。整體而言，有關十三行博物館緣起的「十三

行事件」，二、台北古生態環境；三、古老的台北人；四、十三行遺址住民的體質，都有展示內

容呈現於博物館的展示，至於物質文化則以標本做為主要的展示內容，配合解說員說明標本展示

的意義，工藝技術中的煉鐵與製陶亦有所展示，但十三行文化的衰退與轉變以及十三行文化與凱

達格蘭族兩大議題則略顯薄弱，無法說明變化的軌跡，至於十三行文化的來源，則非當時的研究

所能理解，學術界尚在解讀之中，因此未有充分的展示當可以理解 2  。

就展示的方法而言，十三行博物館充分的利用了當時已有的展示手法，提供必要的知識訊息

給予觀眾，尤其是實境展示的「十三行人的一天」，雖因研究並不充分，但仍具體展示出當時臺

灣所未有的史前人群生活實境展示，企圖復原聚落生活的景況，讓參觀者得以融入博物館展示的

情境之中。這在當時同一階段成立或已有的博物館史前部分展示，可說是較為貼近觀眾的部分。

換句話說，觀眾可以透過這種實境復原的展示方式，體會十三行遺址聚落復原展示的一個面向。

3. 復原展示的思考與實踐

假若要做史前時代人類生活的復原，以便於觀眾在參觀過程中得以實踐與古代體驗。那麼復

原展示應該要從哪個角度談起？事實上，一個考古遺址不管是時間的長短，我們看到的都只是一

個文化基調、時間的橫切面，所以目前所做的復原展示，也都只是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很少能夠

把遺址本身的內涵講得清楚，尤其是文化變遷的部分。就考古學而言，遺址通常是指過去人類生

活的聚落或活動區域的舊址，所以其實是層層壘壘的許多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特性的空間，博物館

所有的展示橫切面都是一個假設性的穩定狀態，但是聚落從來沒有穩定過，它是一直在變遷的狀

態，因此假若要談所謂聚落的復原或古代生活的復原的時候，當然可以展十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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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鐵、狩獵、捕魚或是十三行人和外界的貿易

等生活相貌，這都可以透過物來復原過去生活一個不同的面

向，但是真正要讓大家覺得它像是一個活著的聚落，那麼復原就非常

多重要的要素，以下說明二個方向。

第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過去的文化景觀，也就是聚落某一個生活時間的歷史文化景觀，當時

人生活的時間橫切面的環境狀態，這應該是過去人群生活的背景跟舞台。所以談凱達格蘭或巴賽

人的祖先，我們不能不考慮在接近 2000年或 1800年以來當時的自然環境的變化，這是考古學

家可以透過它的研究得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狀態，這些環境狀態在最近的一、二千年以來，是可

以使用現生環境的某一些部分來做比擬的，也就是它的背景生活狀態是存在的，十三行遺址的人

群生活的年代，至少可以分成好幾個不同的時段去看它環境的變遷。

第二個主要因素就是整體性復原。我們現在的復原展示，往往煉鐵是煉鐵，狩獵是狩獵、捕

魚是捕魚、交易是交易、燒陶是燒陶。例如說，早年芝山岩遺址的生活展示，我們就是一幕一幕

的圖片來顯示當時耕作、狩獵、捕魚、製陶等生活的狀態，每一幕就只是一個生活狀態，我們沒

有辦法把這些生活狀態做完整而且有機的連繫。早年在十三行博物館的處理過程，或者是展示的

過程，筆者也曾經做過這些主題的基礎資料研究（劉益昌等 2001），提醒十三行博物館在復原

展示的面向，可以採用「十三行人的一天、十三行人的一年、十三行人的一生，還有十三行人這

個聚落的一生」，以這樣不同的觀念，來把十三行遺址所看到的文化遺物和它所表現的背後的生

活景況，安插在這些不同時間尺度變化的場景，而這些不同變化的場景，通常也都可以拍成一部

細膩的影片。十三行人的一天，要談的內容包括早晨起來的生活，包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

業、漁獵生活以及自然環境周而復始的狀態，從早上太陽昇起到傍晚太陽落下，然後到晚上臨睡

前的整個聚落的活動；十三行人的一個月，或者是一年，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生活狀態與週期；

十三行人的一生，同樣看到生老病死的生命週期；十三行這個聚落出現、興盛到衰弱，也是聚落

的整個大歷程，連接早晚不同文化延續歷史發展。有這樣的展覽、這種復原，才真正像是一個聚

落的復原，像是一個遺址讓它重新活過來的展示方式，否則我們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展示，都將

只是片段而不可連接，就像一些華麗的辭藻堆砌在一起，拆碎下來只有片段。除了展示物件的本

身以外，假若我們想做生活型態的復原，不免必須考慮到動態的展示方式，這個動態的展示方式

不是說我們用動態的方法去展示，而是用一個過程的展示方式去談人、聚落和土地之間的關係，

理解文化變遷。這樣才能讓展覽很貼切的就像你到一個異文化的聚落裡面去看到的各個不同的面

向一樣，否則，你永遠看到的只是櫥窗式的展示，而不是生活式的、生態式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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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土地的語彙

博物館展示其實是歷史書寫的一種形式，筆者歷年來思考歷史書寫的概念，提出以土地為主

的史觀。從傳統台灣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是一個「非典型」的台灣人類歷史的研究者，這可

能是因為我是考古工作者，通常使用文字紀錄以外的證據來研究人類活動史。相較於僅使用文字

紀錄來研究歷史，考古學這門雜學以各種不同的角度與材料研究的所見的人類歷史，比較接近當

今流行趨勢的大歷史概念。我認為，這樣的研究方法對於台灣這塊土地來說，更可以展現人類歷

史在台灣的時間長度與廣度。一個區域的歷史研究，除了只注重主流或當代多數人群的歷史，更

需要考慮所有曾經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群歷史，何況在某一時段，十三行文化人是主流，來

到十三行聚落，進行交換的「漢人」才是配角。而考古學的研究，讓我們得以認知台灣這塊土地

上人類歷史的時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更新世冰河時期，因此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主流人群和文化在

不同區域當有所不同，因此博物館的復原展示的觀眾體驗，是可以擁有不同的內涵，但展示的復

原與實踐的理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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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古代生活的 
行為考古學
—專訪陳維鈞教授

延續小時候的興趣，逐步踏上考古的道路

「我從小就對古物非常有興趣，也很喜歡古代的東西。長大後隨著大學聯考分發，進入臺大

人類學系，一路就到現在了。」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的陳維鈞，侃侃談起踏

入考古界的歷程。剛進大學時，他參與各項研究計畫與田野調查，自多元面向的課程內容找尋自

己的最終發展方向。

至大一暑假，陳維鈞加入了卑南遺址的搶救，第一次如此貼近考古，讓他溢滿了興奮與激動；

而後升上大三、大四，選修到現任國立海洋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李光敦教授的課程，透過有別於

傳統的新考古學，帶領他接觸更多考古的田野調查，除了有機會在臺灣各地東奔西跑之外，他甚

至成為第一批進入墾丁國家公園進行調查的學生，這些經驗加深了他對考古的興趣，進而興起投

身考古界的念頭，這份熱情亦成為他研究東南亞區域之歷史變遷的重要推力。

串聯物質遺留與人類行為，建立史前文化的脈絡

在談論陳維鈞的研究計畫前，須先了解「考古學」存在的目的。考古學有三大研究目標：第

一，為文化史的重建，就像設置出一個框架，條列出不同文化與其時間軸，即傳統考古學；第二，

為過去人類生活方式的重建，在框架中注入聚落型態、生業適應的研究，深入了解區域史前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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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環境，以及族群間的互動關係，即新考古學；第三，為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和變遷，藉由

系統理論與實踐，將重建出的史前生活，交織成整體文化發展的過程和變遷，進而解釋其中的可

能機制，即後考古學。因臺灣現階段的考古人才較少，以及國家經濟發展的走向，所以臺灣的考

古研究多停留在第一及第二階段，是目前較為可惜的地方。

一般大眾對考古研究的了解，多停留在以過去文化、人類行為，以及遺留下的物品，來了

解古代的文化與社會，但這些僅能得知不同文化層的特色，而無法深入建構出史前文化的來龍去

脈。「我認為考古學主要為研究物質文化與人類行為間的關係，從『行為考古學』中探討人類行

為的發展與變化，所以它不該受時間與空間限制，更不該只侷限在古代的人事物。」陳維鈞表示，

考古學是唯一擁有歷史與時間縱深的社會科學，透過行為考古學，可以直接推斷過去，理解各時

期人類在不同時間點的變化，讓考古學的研究面向更為廣泛。

行為考古學細分為四種研究策略：第一種，利用過去的物質遺留，研究過去人類行為的發展；

第二種，從現代的物質遺留，了解過去的人類行為；第三種，從過去物質遺留，找出可以適用於

過去以及現在人類行為的法則；第四種，利用現在的物質遺留，研究現在人類行為。考古學家可

以從問題的特性，選擇一種策略套入研究，並能以第二及第三種的理論資料，套入第一及第四種

的物質遺留，探索遺址形成過程造成的影響，確立人類行為與物質文化之間的關係，進而建立出

一套具規律及邏輯性的人類行為，是更為精確與詳細詮釋的考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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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行為考古學，揭開史前世界的神秘面紗

陳維鈞認為要了解臺灣，必須先了解我們來自何處，因此他的研究地區以臺灣本島、金門、

大陸東南亞，以及越南中北部沿岸為主，其中臺灣除了擁有地理位置的獨特性，以及考古資料的

多樣性之外，更被視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之一，更是東南亞區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據點。那

他是如何將行為考古學的研究策略用於自身的研究計畫呢？這部分可以從陳維鈞的「臺灣地區史

前漁撈研究」及「籬仔尾遺址研究」中看出。

一般在進行史前漁撈研究時，會從沿岸或內陸的貝塚開始，因為貝殼除了不易被分化，其分

解而釋放出的鈣，可以提升土壤鹼的濃度，有利於動物骨骸、植物遺留和貝類的保存；同時，貝

塚的種類及大小，亦可幫助考古學家了解當時的生態環境與季節分布情形，對人類行為的解釋能

提供更多的佐證資訊。但因臺灣位處熱帶及亞熱帶區域，物質遺留的保存很不容易，如不以篩網

水洗進行樣本採集，很難取得合適的標本，只是現今篩網水洗具有經費高，以及不能在本地直接

檢驗的困難需克服，而無法常態應用在研究中。

陳維鈞在探尋史前漁撈文化的過程中，除了研究史前人類捕撈魚類的器具之外，亦積極以

兩層篩網的工法，及投入大量時間取得沿岸的魚骨的標本。對此，他進一步解釋：「如果以用具

推測過去的漁獵方式，會比較不精確，因為我們不能掌握當時漁網的大小及堅韌度，但魚骨可以

推測出當時的魚種，透過魚種可以知道當時的生活環境以及捕撈習性，同時也可以套用於現在捕

撈的行為，並回推至過去。」從研究中所得到的結果，如與遺址中出土的物品吻合，便可解釋當

時漁撈文化的由來與器具，如沒有吻合的資料，也不代表之後會沒有或毫無收穫，因為從過去的

物質遺留與人類行為之間的關係推論結果，可以讓考古學家更為精準的勾勒出史前族群的生活型

態。

不能停歇的學習，過去是還未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臺南新化外環線工程的環境評估而發現的「籬仔尾遺址」，位在新北外環線道路北端，靠近

中央橋路段東側的農地上。由於此新建道路直接穿越遺址，因此政府以變更工法的方式運用高土

堤墊高路基，將遺址保護在土堆內，但因需施作排水及供電系統，無法完全避免掉對遺址帶來的

破壞，這時就需要倚靠考古學搶救與挖掘直接影響的部分。

「籬仔尾遺址為多文化層遺址，分別為蔦松文化與大湖文化，這兩個文化在時間上沒有連貫

性，所以無法比較，只能針對它們個別的出土物及考古現象作分析。」陳維鈞表示，考古發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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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雖是一種破壞，但考古學家會盡量保存挖掘過程中的資訊，以提高之後復原的機率。針對這個

遺址，共分為五個探坑區域，並以ａ至ｅ進行命名，其中所有ｂ區探坑的文化層土壤，都進行了

篩網水洗，以系統性的採樣範圍內的物質遺物，而其他區則是由發掘人員以撿拾的方式採集各種

標本。

籬仔尾遺址除了是第一個發現糞便化石的遺址，更出土了為數眾多的物質遺留，其中以陶質

遺物最多，數量也最為豐富，如各式陶環、陶容器、陶珠等。另也挖出非常多的手持式砥石，至

今只能得知它是用來磨東西的，但還不能確定它的實際功用是什麼。「我覺得這個遺址最特別的

是，兩種文化層的墓葬方式完全不同，大湖文化為俯身葬、蔦松文化則為仰身葬，而其中蔦松文

化有兩具遺骸的身上放有他人的下顎骨，它可能是裝飾也可能具其他意義，目前還無法得知，但

它是臺灣首見的案例。」陳維鈞語帶興奮地依依介紹籬仔尾遺址所帶來的物質資訊，雖然多數出

土的物質及人類行為，現今仍沒有足夠的證據或推論可以給予正確的解釋，但透過考古學家的忠

實紀錄，以及運用行為考古學的策略方式，相信未來定能為大眾解開籬仔尾遺址的謎題，進而追

溯並重建史前文化的發展與變遷。

最後，問起大眾如何加入考古學家的行列，陳維鈞表示，考古界歡迎各式背景的人加入，因

為每段不同的人生及學識經驗，都能為考古界帶來多面向的刺激。同時，要隨時保持求知的心．

擴大自己的眼界，以不同的角度與欣賞的眼光認識各地區的文化及人事物，並藉此回頭批判自己

的不足之處，才能更加進步。如同陳維鈞所說：「要把每個考古遺址當成全新的學習，不能先入

為主的用舊有的範例套用，並保持當初決定踏入考古界時的初衷，永遠不要停止學習，不要覺得

已經足夠。」便能為考古界注入更多的活力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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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植物遺骸中
的史前線索
─專訪李作婷老師

　考古現場發掘出的遺物，除了我們熟悉的骸骨與各種器物之外，偶爾還能看見一顆顆

黝黑的碳化種子，或是印在陶器上的種子印痕，這些史前植物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故事，我

們又能從中探索出什麼樣的歷史線索呢？來聽聽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李作婷老師怎麼

說吧！

探險故事所啟發的考古路

大學就讀日文系，李作婷與考古學的相遇發生在登山社的社團活動中，當時因為社團常走訪

古道，學長姐們不時會準備日治時代的踏查文獻供後輩閱讀，當中描述的種種風土景觀與探險經

歷都讓她十分嚮往：「那時候印象最深的是鹿野忠雄，他除了登山也做一些民族學、考古學的調

查，讀到他描寫的那些早期民族，或是石器之類的，就開始覺得很有趣，覺得考古學家很酷！」

笑說當時考古學家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像電影法櫃奇兵中印地安納．瓊斯那樣的探險家。懷

著這份憧憬，畢業後她嘗試報考臺大人類學研究所，因為完全沒有基礎，身邊又沒有相關科系的

朋友能請教，她只好主動打電話到臺大人類學研究所表達報考的意願。在助教熱心的協助下，她

來到臺大人類系的史前史課堂旁聽，回憶初次上課的情況，她直言好多專有名詞都聽不懂，一堂

課下來，好幾次都陷入思考斷片的狀態，卻也沒有感到挫折。之後為了準備口試所需的研究計畫，

她從研究方法開始逐步學起，記得當時選的主題是舊石器時代，然而翻開找來的報告書依舊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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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沒有懂，她心念一轉，便關注起當中的圖片，看著石斧、陶片、玻璃珠等出土文物的照片，單

純的覺得這些東西既漂亮又有趣，再次加深了她對考古學的興趣，也笑稱很多考古學家應該都是

這樣，因為先喜歡上這些物件才開始想去研究，多少都有些「古物癖」。

進入人類系的第一年，李作婷參加了陳有貝老師帶領的宜蘭加禮宛遺址發掘調查，親眼見

證到過去報告書裡的各種遺物一件件被挖掘出來，這種知識得到印證的感覺既奇妙又令人振奮，

讓她從此愛上田野調查，對現場的一切充滿好奇：「我們以前跟老師出去都會先做地表採集，老

師在地面上發現繩紋陶、素面紅陶陶片，他說這裡可能有兩個文化層，我一聽心裡就會想說真的

嗎？」然而越挖越多的不只是遺物與成就感，還有各式各樣的疑問，挖掘現場的工作又十分緊湊，

最後累積成一本本寫滿待解疑問的筆記本，而對解答的期盼也成為她在考古路上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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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細節，還原史前場景 

植物存在在史前人的生活環境裡，被人們利用、食用，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植物考古學顧名

思義，是以史前遺址中所發現的植物遺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問，常見的遺骸種類包括種子、果

實、樹木、葉片，由於植物本身的特性，遺骸保存下來的可能性相較於動物來說要低得多，因此

植物考古學家還會利用植物細胞的結晶物，「矽酸體」（phytolith），進行調查，這種微型殘骸

是植物在生長期間，吸收地下水中的二氧化矽所形成的結晶體，沉澱於莖、葉或果實外皮的細胞

壁中，會隨著植物死亡後殘留土壤中，並且會因為植物本身種屬和細胞等不同來源而產生各式各

樣的型態，就像是植物的另類身份證。正如人骨考古學家能透過骸骨復原出史前人類的樣貌，藉

由這些遺骸，植物考古學家也能推論出史前時代的環境景觀，甚至是史前人與環境的關係，因此

歸納、整理植物遺骸的種類，就成為植物考古學研究現場的首要任務。

掌握了遺址植物的種類，接著便要判斷它們出現在這裡是不是「正常」，李作婷進一步說明

道：「假設我們來到一般的郊區、山區遺址，看到像是樟樹、厚殼樹這些常見於野生山林的低地

植物，就能判斷它是屬於這裡的原始環境，但如果發現了松果，或是一些高海拔才有的植物，那

就有可能是被河川沖刷，或者是史前人特地去收集回來的。」隨著採集、貿易等活動，不屬於原

始自然環境的植物遺骸也可能出現在遺址中，對植物考古學家來說，發現植物遺骸不過是一切的

開始，分析眼前遺骸背後的脈絡才是真正的課題所在，她認為做植物考古學的一大難點，在於需

要考慮很多面向，諸如遺址附近的地質環境、水文變化等等，包括矽酸體也可能在加工的過程中

附著在工具上，或因食用而潛藏在史前人的牙結石中，種種細節都暗藏著史前人如何使用這些植

物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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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考古學的廣大領域中，李作婷的研究聚焦在史前農業與稻米的耕作上。臺灣是一塊豐

饒的海島，各地遺址都曾發現碳化的稻米顆粒，目前臺灣出土的史前稻作中，年代最早的一批發

現於臺南的南關里、南關里東兩處遺址，經過定年檢測，確認是屬於距今 4800年前的大坌坑文

化產物，然而對李作婷來說，這次發現的背後還存在著一些未解的謎團。在故事往下講下去之前，

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觀念，那就是「稻米的出現與農業活動本身並不能畫上等號」這話聽來十分

弔詭，背後的原理則要從李作婷博士後研究時的經歷說起，當時她跟著李匡悌教授的研究計畫，

在進行南關里遺址的土壤分析，試圖透過矽酸體的殘留了解此地史前植物相和穀類種植的情形，

然而結果卻出乎意料之外：「稻米的矽酸體主要來自稻葉，按理來說如果這個區域已經出土了碳

化稻米，推測是有種稻，那總該會有葉子吧，但我作了八十幾份土壤樣本，都沒有發現過稻葉的

矽酸體。」透過植物考古學技術，李作婷與團隊開始一點一點的抽絲剝繭，首先是自然環境，土

壤樣本中雖然沒有看見稻作的直接證據，但卻發現了許多蘆葦屬植物的矽酸體，由此可以推斷當

時的南關里是一個靠近河邊的低溼地環境，應是適合種植水稻，而在出土的碳化米中除了稻米，

又混雜著粟與稷兩種旱作植物，如此矛盾的結果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多方推敲之下，她們得出了

稻米可能不是種植在遺址當地的可能性，至於背後的原因有兩個猜測，一者是通過種植以外的方

式由外部取得的，另一說則是這批穀物可能是在地勢較高的其他地區種植，收成之後帶回聚落裡

面食用，這兩種假說既解釋了找不到稻葉矽酸體的原因，也提示了臺灣史前農業多元起源的可能

性，李作婷也期望未來能有進一步的發現，能解開這個既神祕又有趣的疑問。

堅持觀察，等待答案

當我們問起能給予對考古有興趣的學子什麼樣的建議，李作婷覺得除了要有敏銳的觀察力

外，更重要的是學會懷抱疑問並耐心等待，如果依賴一問一答去解決眼前的問題，那麼就容易滿

足於表象，考古學是一個不斷探求的過程，永遠不可能只挖一、兩個遺址，唯有將過程中產生的

疑問留在心裡，並一步步的透過行動去歸納、印證，才能真正的體會到這門學問所帶來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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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從新石器時代到
中世之炊飯方法的復原：

從深鍋使用痕跡
分析看起

考古 

文化 

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小林正史

1. 前言

本文根據自台灣北部淇武蘭遺跡等所出土之土鍋的黑煤、焦碳分析以及炊飯民族誌之比較分

析，來復原台灣北部開始稻作時期至中近世左右之炊飯方法。

之所以將焦點放在炊飯方法的復原，乃由於炊飯方法與稻米品種之特性（特別是黏性度）有

高度關連之故。稻米品種的黏性度從所謂「軟韌」的較軟（黏性強）品種到所謂「乾鬆」的較硬

（黏性弱）品種，可謂種類繁多，這與配菜的特徵（特別是湯汁較多者）和「用筷子、用湯匙，

或者用手進食」、「共用餐具或個人餐具」、「入口前讓米飯與配菜混合的程度」等米飯食用方

式都有很高的關聯性。

比方說，在日本傳統飲食文化（和食）中，米飯、配菜都很重視「品嘗食材本身的味道」，

故米飯和配菜、湯汁不會混合一起入口，所以多以筷子夾取進食而非湯匙；另一方面在東南亞、

南亞等地的傳統飲食文化，米飯較為乾燥鬆軟，烹煮食物的湯汁會加入米飯中一起食用 (例如咖

哩飯 )。

有趣的是，日本初期稻作期（彌生、古墳時代）的主食為從長江下游經山東半島、朝鮮半島

導入的「與東南亞民族一樣、黏性較弱的稻米品種」，因此當時較普遍的飲食文化跟東南亞民族

一樣，「讓米飯跟湯汁多的配菜混合後以手抓取入口」；中世紀後配合位處稻作文化圈中位處最

寒冷地帶的日本之條件，提高稻米的黏度，也改變了飲食方式。

由此可知，稻米品種的黏性度可說是形成各地區飲食文化特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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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方法與分析資料

因應稻米品種的黏性度，米水比例、炊煮時間、瀝去米湯時間點和瀝去米湯量、燜蒸時有無

側面加熱等，都可以看出某種程度的相關規則。也就是說，炊飯方法高度忠實地反映著稻米品種

之黏性度。

因此我們可以從觀察挖掘出的土鍋使用痕跡，鍋上的黑煤焦碳，復原炊飯方法，並透過比較

分析推測當時稻米品種之黏性度以及飲食文化的特徵。為了從土鍋的黑煤焦碳復原炊飯方法，首

先要觀察還保留有底面的復原土器。而台灣能觀察到具有許多黑煤焦碳土鍋之遺跡目前僅限於淇

武蘭遺跡（中	近世）、大龍峒遺跡（約 4500年前）等少數地方。

淇武蘭遺跡是位於宜蘭縣的中、近世低濕地遺跡，中世史書上記載此地為原住民噶瑪蘭族的

聚落。第一次挖掘調	中，從許多土坑出土了可復原深鍋，其黑煤、焦碳的保存狀態極為良好。

從這些淇武蘭遺址發掘出深鍋上的黑煤焦碳，經觀察後發現一半以上有著炊飯的痕跡（碳化米粒

痕 16個，以及顯示米湯外溢之後馬上瀝去米湯之「斜向外溢米湯痕」1個）。

3. 與其他民族之比較分析

稻作文化	的傳統的稻米品種，依照朝鮮半島、日本（溫帶型梗稻）、東南亞（傳統上以熱

帶型梗稻為主）、南亞（印度型稻米）的順序，黏性弱的澱粉（amylose）比率漸高。

▲ 図１ カリンガ族の炊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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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性弱的稻米品種會因為加入較多的水、長時間煮而大大膨張，因此煮完的結果內部空隙較

多，口感較為乾鬆 (如南亞 )；而黏性強的日本、朝鮮半島之稻米品種若長時間煮容易軟爛變形，

因此需要先泡水，短時間以大火加熱後封住蒸氣；黏性度居中的東南亞傳統稻米品種（熱帶型梗

稻）則必須同時滿足「防止變形（必須縮短煮的時間）」和「炊出乾鬆口感（必須煮夠長時間讓

米粒膨張、內部空隙較多）」這兩種正好相反的需求，所以必須先以水煮米使其膨脹後，在米湯

外溢後馬上瀝去米湯，最後以側面加熱方式煮熟上半部未熟之米芯。

綜上所述，「米湯外溢之後馬上瀝去米湯」及「側面加熱燜蒸」的炊飯方式密不可分，在日

本彌生、古墳時期遺跡的深鍋中也可獲得驗證。而淇武蘭發掘的土鍋上有著白色米湯外溢及側面

加熱的痕跡，可推測其應屬東南亞的烹米方式。

淇武蘭遺跡的底面焦碳，由其輪廓細部形狀和附著範圍，可分類為「底面的大型圓形焦碳和

鍋體中段的側面加熱帶狀焦形成連續的廣範圍焦碳」（a類、8個），「不同於鍋體中段側面加

熱焦碳的大型圓形焦碳」（b類、8個），「由薪炭形成之不整圓形焦碳所構成的不整圓形焦碳」（c

類、6個），「多個小圓形焦碳」（d類、5個），「無焦碳」（e類、6個），焦碳範圍依上述

順序愈來愈小。a類和 b類較難判別「是火焰或薪炭」，而 c類和 d類則很有可能是置於薪炭殘

火上之焦碳。整體上 a～ e各類的構成比例有沒有太大差異。

從與使用次數之關聯看來，可以明顯發現「隨著使用次數

增加，焦碳範圍也擴大」的傾向，a、b 類從焦碳本身的特徵

無法判斷是「火焰加熱或者薪炭殘火加熱」，可能是置於薪炭

殘火上之加熱焦碳 c、d類累積、重複的結果。也就是說，底

面焦碳多半並非置於火源上方時的火焰加熱焦碳，而是燜蒸時

置於薪炭殘火上之焦碳。

4. 復原淇武蘭遺跡的炊飯方法

以上分析結果試整理淇武蘭遺跡的炊飯方法如下。首先，從斜向外溢米湯痕的存在可知，米

湯外溢之後馬上傾斜鍋子瀝去米湯。其次，內底面焦碳和外底面黑煤消失並非形成於置於火源上

方時的火焰加熱階段，而是置於薪炭殘火上之加熱時，因此可以知道「小火加熱後，在底面附著

焦碳前將鍋子從墊石移下，放在墊石旁邊的薪炭層上」。第三，由於鍋體中段有高頻率以火焰進

行側面加熱所形成之焦碳，可知燜蒸階段側面接受了火焰加熱。亦即，在燜蒸階段底面置於薪炭

殘火上之焦碳與鍋體側面加熱焦碳乃同時形成。

日本初期水田稻作期亦即彌生前期至古墳中期的深鍋也發現許多斜向外溢米湯痕及內外面

側面加熱痕跡，中國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期也發現有側面加熱痕跡，可知同樣的炊飯方法亦很

普及，臺灣、中國長江下游、日本初期的稻作農耕都採取「輔以側面加熱燜蒸之瀝去米湯法」的

▲ 図２ 斜め白吹き　キウラン H148-
10 と鍋を傾ける湯取り（カレ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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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炊飯，而炊

飯方法又與稻米品

種的黏性有強烈關

係，因此可知黏性

弱的稻米品種從東

南亞到日本，普及

於廣大地區。

之後隨著較寒

冷的日本、韓國逐

漸轉換食用年性較

強的稻米品種後，

上述這三個地區開

始出現各自不同的

炊飯方式與飲食文

化。

▲ 図３ 湯取り法炊飯の加熱過程の模式図

▲ 図４ 炊飯方法の時間的変化 20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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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鐵器時代
的玻璃珠： 
時尚的舶來品

考古 

文化 

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王冠文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1.「玻璃珠」還是「琉璃珠」?

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概念，許多讀者常對「玻

璃」、「琉璃」的用詞產生疑惑，從材料科學的觀點來看，「玻

璃」、「琉璃」都是屬於非晶質的玻璃材料，是相同的材質。

什麼是「非晶質材料」呢？世界上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原子組成

的，如果是「晶質材料」，他的原子是規則排列的，例如：我們煮飯

用的食鹽，是氯化鈉，他的排列方式是由一個氯原子、一個鈉原子，

依照順序組成的立方體，如果我們用顯微鏡觀察食鹽，會發現他們是

一顆顆立方體的結晶；這種由原子規律排隊組成的結晶物質，就是「晶

質材料」；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常見的玉、青銅、鐵等文物都屬於晶質材料。

但是，玻璃不是晶質材料，雖然玻璃也是由原子組成，玻璃裡面的原子排列卻

沒有特定的規律，這樣的物質叫做「非晶質材料」；除了玻璃之外，考古出土的黑

曜石、陶瓷器的釉，也都是屬於玻璃態的非晶質物質。

2. 各地的獨門配方：玻璃的燒製、原料和產地

古代工匠在製作玻璃珠之前，必須先取得玻璃。玻璃的燒製，在古代是門專業知識，首先，

工匠必須先找到合適的砂，但是，砂的熔點太高了，以前的窯爐沒辦法承受那麼高的溫度，所以，

工匠們需要加入另一種材料—助熔劑，顧名思義，就是幫助砂熔化的物質，如此一來，燒製玻璃

的難度就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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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追求漂亮與時尚，喜歡配戴各種飾品，古人

也不遑多讓，從新石器時代以來，考古研究就持續發現

不同類型、不同材質的裝飾品，例如我們的國寶「人獸

形玉玦」，就是新石器時代的人們所喜愛的耳飾。

五彩繽紛的玻璃珠也是史前人類喜愛的飾品之一。

在台灣的考古紀錄中，玻璃珠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在新

石器時代晚期與鐵器時代之交，大約是在西元一世紀前

後。攤開台灣的過去，玻璃珠的使用持續了將近兩千

年，整個鐵器時代，一直到歷史時期，甚至是現在的原

住民社會，都有使用與交易玻璃珠的紀錄。那麼，在鐵

器時代，這些色彩鮮豔的玻璃珠，是如何製作出來的？

又是如何出現在台灣呢？

如果想做出顏色鮮豔的玻璃，只有砂和助熔劑是不夠的，還需要加入「發色劑」。發色劑的

角色，就像我們在煮飯時的調味料，適當的加入，可以讓煮出的菜色更加色香味俱全、更加吸引

人，例如：如果我們想做出深藍色玻璃，可以加入鈷，著名的青花瓷的藍色花紋，就是使用鈷料

做彩繪。

因此，古代玻璃的燒製，需要許多對於原料使用和搭配的專業知識，同時，各個地區的燒製

工藝也時常是獨門秘方，這就像是煮菜，同樣的菜色，每個人煮出來的口味、搭配的食材可能都

不一樣，有些家庭甚至有自己獨到的家傳配方。

這些古代玻璃燒製的獨到配方，到了現代，就成為我們探討玻璃工藝和交易的重要資訊，這

些資訊，往往反映在玻璃的化學成份。透過考古研究和化學分析，目前我們知道，台灣鐵器時代

沒有自己燒製玻璃，也就是說，這些色彩鮮豔的玻璃珠是來自海外的舶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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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玻璃珠是哪裡來的呢？就玻璃

珠的交易對象而言，這些玻璃珠應該是來自東

南亞或中國，但是，就玻璃最原始的燒製產地

而言，他們分別是南亞、西亞、中國的產物；

我們判斷的依據，就是這三個地區的玻璃燒

製，各有獨門配方。

南亞的玻璃，使用的砂含有比較多的長

石，長石是一種由鈉、鋁、矽和氧組成的礦物，

所以，使用這種原料做出來的玻璃，鋁的含量

比較高。這種玻璃出現在台灣的高峰期，大約

是在西元一世紀至七、八世紀之間。

西亞的玻璃，使用的砂是比較純的石英

砂，石英是由矽、氧組成的礦物，所以，和南

亞的玻璃相比，西亞玻璃的鋁含量十分低。西

亞玻璃的另一個特色，是使用植物灰當做助熔

劑，植物灰含有鈉和鎂，所以，和其他地區的

玻璃配方相比，西亞玻璃的鎂含量比較高。大

約在西元七、八世紀之後，台灣的考古遺址開

始出現產自西亞的玻璃。

中國的玻璃製作，從唐代發展出使用鉀、

鉛和矽的配方，所以我們不難想像，產自中國

的玻璃，鉀和鉛的含量肯定高於上述的南亞或

西亞玻璃。在台灣的考古研究中，這類玻璃大

多出土於西元十世紀之後的遺址。

南亞玻璃和西亞玻璃盛行於台灣的期間，

我們從考古遺址的出土現象了解到，當時台灣

和南亞、西亞沒有直接的往來，而是呈現與東

南亞的密切互動；這兩種玻璃在東南亞出現的

時間點，也與台灣相吻合，因此，我們認為這

些南亞或西亞玻璃，是由東南亞傳入台灣，映

證自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以來，台灣與東南

亞持續的往來。

而中國玻璃出現的時間點，恰好是自唐

末以來，漢人開始到台灣或鄰近島嶼貿易的時

期，表示這些玻璃珠，應是當時台灣的住民與

漢人貿易的物品之一。有趣的是，大約在稍晚

的十二世紀之後，東南亞也時常出現中國燒製

的玻璃珠，因此，這些玻璃珠的出現，並非表

示台灣不再與東南

亞交流往來，而

是顯示，在大約

十世紀以後，

中國商人在

南 海 的 海 上

▲	十三行遺址出土的橘色玻璃管珠。( 出處：《十三行遺

址搶救與初步研究》，p99，圖版 111)

▲	產自南亞的拉製玻璃珠，玻璃表面可以看到清晰的拉製

紋路。( 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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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逐漸增多，台灣或許是他們較早接觸的區

域。所以，透過這些玻璃珠，我們能夠想像，

鐵器時代的台灣是十分有活力的，與海外的交

流一再延續，不曾停歇。

3. 社會在走，技術要有： 
拉製珠與捲製珠

玻璃的燒製有獨門配方，玻璃珠的製作也

偶有獨特的技法。在鐵器時代，最具有特色的

工藝，是南亞拉製珠的技術。

在南亞當地發展的拉製法，簡單地說，是

由窯裡將熔融的玻璃拉出，變成一條條空心的

長玻璃管，再將這些長管切成一顆顆的小玻璃

珠，這些小玻璃珠再經過滾磨，磨去尖銳的邊

角。這種拉製珠的表面，時常留下拉製痕的痕

跡，成為我們判斷拉製珠的重要依據。台灣鐵

器時代，使用南亞玻璃製成的珠子，幾乎都是

拉製珠，進一步驗證這些珠子最初始的產地來

自南亞。

捲製珠是另一個常見的技法。使用西亞

玻璃製成的珠子，或是使用中國玻璃製成的珠

子，時常是捲製珠。捲製珠的技法，是將實心

的玻璃條纏繞在金屬棒上，做出不同造型的玻

璃珠。這類捲製珠工藝十分常見，所以，我們

較難判斷，這些捲製珠是在西亞或中國製作的

產物？或是由東南亞的工匠，使用進口的玻璃

料，另行製作的產品？目前也沒有足夠的考古

證據能做深入的討論。

4. 古人的時尚：玻璃珠的使用

現代人愛美，古代人也愛美。許多考古出

土的玻璃珠，是在墓葬中發現的，表示古人下

葬時，喜歡使用玻璃珠當做陪葬的裝飾品。從

墓葬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玻璃珠飾品配戴

於手指附近的位置，或許是手鍊，有些則出現

在頸部的位置，或許是項鍊；我們也曾看到，

玻璃珠和紅石髓珠交錯出現，表示古人也會使

用不同材質的珠子串成飾品。這些現象告訴我

們的是，玻璃珠在鐵器時代的使用十分多樣，

即使都是做為飾品，每個社會喜歡的飾品組

合、配戴位置，都有自己追求的美感與流行。

◀	使用中國玻璃和捲製法製成的玻璃珠。( 作者提供 )

▲	道爺南遺址的墓葬出土的玻璃珠，出土位置在牙齒的

下方，顯示這些陪葬的珠子可能曾經是項鍊。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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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陶器剖析 
過去社會的脈絡

考古 

文化 

環境

撰文、照片提供／ Aude Favereau

1. 簡介

在全新世（Holocene，大約始於 11,500 年前）之前，有陶器出土的考古遺址很少見，最

古老的陶器出現於中國江西省仙人洞遺址，距今約 20,000-19,000年；其他包括中國湖南省玉

蟾岩（最早的陶器距今約 18,300-17,500年）、日本本州青森縣大平山元 I（最早的陶器距今約

16,800-15,600年），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哈巴羅夫斯克省的 Gasya、Khummi和 Goncharka 1

（最早的陶器距今約 16,800-14,100年）。

在考古遺址上發現的陶器，是提供過去人類活動和社區基本資訊的關鍵文物。

每次挖掘出土的陶器，會有一個至數個陶器專家照顧、研究，透過了解場地及其地層，洞察

哪些材料與陶器碎片有關聯，從而能夠提供陶器的相關重要數據，以增加對場地的了解。

2. 為什麼要進行陶器技術分析

對陶器做技術分析的目的，在於透過陶器來剖析人群與社會。

陶器多半是根據其形狀、裝飾風格來進行分類，如此的分類方式恐會誤導研究者們，因為這些

相同風格的陶器可能藉由複製出現在世界各地不同時段、不同區域中，彼此間沒有太多共同之處！

陶器的形態分析，有時與礦物學、化學分析相結合。當研究同時考慮到陶器的成分、形狀和

裝飾風格，將提供有用的資訊，例如：可以解釋用於製作陶器的原料來源、獲取原料的地點與方

式。遺憾的是，這種分析通常是相當耗費時間與成本的，僅能就一部分的陶器組合進行，致使陶

器的資訊無法完整的被整理出來；但不可否定的，是這些研究對於遺址的理解是具有決定性的。

因此，在研究陶器組合時，理想情況下應先進行陶器的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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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進行陶器技術分析

V. Roux博士與 M.A. Courty博士合作開發了一種進行陶器技術分析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從法國考古學家與民族學家研究岩屑人工製品的方法中汲取靈感。它基於「操

作鏈 (chaîneopératoire)」的概念，即「將原料轉化為成品的一系列操作，無論是消費對象還是工

具」。這種方法已被世界各地的許多考古學家使用。在臺灣，使用操作鏈方法來分析陶器引起了

人們的興趣，並且已獲得顯著的成果，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的學生甚至有機會接受陶器操

作鏈和陶器技術分析的培訓。

從民族考古學和實驗研究顯示，製作陶器有幾個基本步驟，這些步驟鏈接在一起，形成所謂

的操作鏈。其步驟是先選擇原料，然後製作、捏塑、整理、表面處理和裝飾、乾燥和燒烤（圖 1）。

在操作鏈的每個步驟中，紋路和特徵將在陶器黏土中、容器的內表面和外表面上形成。這些紋路

和特徵是由處理粘土的工匠創造的，並且經由他們製作的手法以及他們使用的技術和工具產生。

透過對紋路和特徵的分析，陶器成為真正可以研究的個體，研究工匠們的行為、他們選擇的技術

和他們的「做事方式」。

透過對容器內表面和外表面的宏觀與微觀詳細檢查，並檢查其截面（圖 2），可以辨識在製造

過程中於陶器表面和陶器黏土內產生的紋路和特徵。還應特別注意陶器上發生的所有裂縫。陶器專

家可以使用肉眼、放大鏡和雙目顯微鏡進行觀察。為了使紋路和特徵變得更加清楚，可以在陶器的

表面上投射均勻的光線。需要新的斷裂來正確觀察橫截面時，一些陶器陶片也可以分成兩塊來觀察

其特徵和成分。接著，利用民族考古學資訊，將紋路與特徵和實驗陶器樣本進行比較。民族考古學

提供了探索陶藝和技術的絕佳資訊，再透過詳細的比較，能夠更了解考古陶器的製作。

在現今的一些國家，仍有許多地方在不使用陶輪的情況下製作陶器，因為跟史前製法較相

▲	圖 1：陶器製成 ( 操作鏈 ) 的主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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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故在研究分析上特別有價值。研究陶器與陶器製作時，另一個基本要素是操作鏈，陶器粘土

很容易獲得，原料不一定要與古代陶藝工匠使用的相同，在實驗製作時，先預設採史前的製作方

式，觀察者更可以從陶器黏土和表面上的紋路和特徵理解史前技巧。

法國南泰爾大學著名的「陶藝圖書館」由一群研究人員成立，研究集中在史前史和科技，不

僅展示陶器，還可供學生、研究人員和對陶器技術感興趣的個人使用，還提供每個陶器及其製作

方法的詳細說明（詳見 http://www.pretech.cnrs.fr/）。受到這個「陶藝圖書館」的啟發，國立成

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的師生們，最近也開始在所內建立一個民族考古學和實驗圖書館。待圖書館

的資源更加充實時，歡迎對陶器文物感興趣的訪客參觀。

4. 案例研究

位於泰國東南部海岸的 Khao Sam Kaeo遺址，在 2005年至 2009年間出土，出現了少量陶

器碎片，其特點是出色的裝飾，與菲律賓中部（例如 1964年於 Solheim出土的 Kalanay陶器）

以及越南中部、南部（例如 2011年於 Hoang Thuy Quynh出土的 Sa Huynh文化陶器）相似。

為了瞭解風格的相似性，並探索這些陶器的社會意義，該團隊利用了 130個陶器（221件陶器碎

片），對 Khao Sam Kaeo的陶器進行技術分析，以便瞭解 Kalanay或 Sa Huynh裝飾的靈感來源

（圖 3）。其分析顯示，陶器可分為三組，實際上是按照三種不同的操作鏈製成的：

▲	圖 2：泰國南部發現的陶器碎片。用肉眼和顯微鏡進行陶器檢查時，應注意內外表面以及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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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包括 97 個陶器（188 件陶器

碎片），這些陶器在其內表面上進

行回火、盤繞、刮削，在氧化過程

中燒製而成，為當地陶藝工匠複製

Kalanay 或 Sa Huynh 靈感製作出來

的，約出現於公元前 4世紀至 3世紀。

 第二組包括 10 個採用回火的陶器，

使用組裝元件（線圈或板塊）形成，

表面經過平滑和拋光處理，亦是由當

地陶藝工匠複製 Kalanay 和 / 或 Sa 

Huynh靈感製作出來的。與第一組不

同之處。在於這一組是在還原階段進

行回火，出現時間稍早於第一組陶器

 第三組包括 23 個壓碎的陶器、碎殼

並進行回火；用線圈形成線條，表面

經過平滑和拋光處理，在氧化過程中

燒製陶器。這一組的陶器來自定居環

境，出現於公元前 4世紀至公元前 1世紀。然而，它們在場地上的空間分佈，僅限於第二組

佔據的區域，猜測這些陶器可能來自南中國海地區進口，特別是菲律賓。

綜上所述，第一組的陶器早在公元前 4世紀便在當地生產。第二組的陶器也在當地製

造，但考古證據顯示，它們的生產可能在晚些時候才開始。第三組的陶器是進口的，很

可能是在該地點的後期期間。在技術和做法方面，這三組並沒有互相交流的紀錄，這

表示每組陶器可能代表一組獨特的工匠和一個獨特的社區。由於共享靈感來源，所有

陶器碰巧都顯示出類似的裝飾。

本案例研究提醒這樣一個事實，即：找到類似的陶器，並不代表著同

一群人參與它們的生產。本案例還強調了將陶器數據與考古數據相關聯的

必要性，並強調了相互作用的複雜性，這可能涉及陶器的技術和 /或風格。

5. 結論

本文討論了陶器操作鏈在陶器分析中的意義，當然，陶器分析永遠有更多的方式與

可能，透過這些新的方式產生更多陶器組合的數據，並分享予科學家、陶器研究者及大眾，藉以

修正舊有的解釋，為未來研究找到更多資訊絕對是必要的。

▲	圖 3：泰國南部陶器陶片上裝飾圖案部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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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谷里舊石器時代
遺址、博物館
與地方社群

撰文、照片提供／ Hanyong, Lee 

全谷史前博物館 館長

遺
址
小
旅
行

1. 簡介

全谷史前博物館建立在「全谷里舊石器時代遺址」。1979年，東亞第一個阿舍利型手斧在

全谷里遺址出土，重新編寫了世界舊石器時代研究的歷史。位於京畿道漣川郡全谷邑全谷里的全

谷里遺址，被指定為國家史蹟名錄第 268號，受到國家保護。為了永久保存和利用全谷里遺址，

2005年開始建造全谷里遺址博物館，並於 2011年 4月 25日開幕。

鑒於多數歷史遺跡都是在土地開發的過程中被發掘，最終難逃變成大廈地下停車場或柏油路

的命運；而佔地 77萬平方公尺的全谷里遺址能以原貌留存下來，可謂為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中的

一大成就。這數十年來，政府已經收購了遺址內的所有私人土地，並投入超過 5,000萬美元的國

家預算，來建造全谷史前博物館。

本文將介紹全谷里遺址的發現及其重要性及博物館的成立過程，並說明博物館成立後與當地

社區交流的活動等。

2. 全谷里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和其重要性

在舊石器時代的眾多歷史遺址中，石器工具是唯一的史前人類遺跡。只有在非常少的舊石器

時代遺址中，有木製長矛這樣的人工製品出現；然而這是極其特殊的案例，因為大多數的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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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腐爛，只有石材能夠保存下來，被考古學

家發掘。手斧是舊石器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器

物之一。手斧有割、砍、切、刮、鑽、掘等

功用，是人類在惡劣環境中生存的必要工具

之一。在全谷里遺址發現的是阿舍利型手斧，

是在東亞地區第一次被發掘。當時普遍認為，

這類手斧只出現在印度以西地區，主要分佈在

非洲和歐洲等地。

全谷里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手斧於 1978 年由駐

紮在東豆川的美國士兵 Greg Bowen發現，並由金元

龍教授（김용용）和鄭永和教授（정영화）向國內外學
術界公佈。在全谷里發現的阿舍利型手斧，被評價為世界

舊石器時代研究上極為重要的人工製品，它提供一個重新思考

Movius舊石器文化二元論的機會。一名美國士兵在 1978年偶然

發現的手斧，成為一個在韓國甚至全世界都極為重要的舊石器時

代器具。

3. 全谷里遺址發掘與推廣

1979年全谷里歷史遺址的第一次挖掘工作開始時，由於該地

位在邊界地區，屬於接近 38度停火線的非軍事區，這裡是一個孤

立的地區，沒有太多的居民和外來者。全谷里地區是一個遠離城市且

安靜的地方，全谷里歷史遺址周圍的區域更是一片荒蕪。根據上述原

因，當這片大約 77萬平方公尺的區域被指定為國家歷史遺址時，遇到

的社會反抗力度並不大。然而，隨著地區開發的蓬勃，社會環境開始產

生變化，人們開始提起訴訟，希望將全谷里遺址從國立歷史遺址中排除。

傷害全谷里遺址周圍居民財產權的反對浪潮，使得全谷里遺址保存更加艱困。為了

解決文化保護和居民財產權的衝突，政府得收購國家歷史遺址指定區域內的私有土地。但是，財

政狀況不佳的地方政府，無力負擔如此高額的支出，必須由文化遺產管理局出面收購土地，換言

之，就是透過中央政府預算來解決問題。然而，立即購入該地區內所有的私人土地，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畢竟收購 23萬坪的大片土地，需要巨額的預算。

▲	全谷里遺址和全谷史前博物館

▲	全谷史前博物館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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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遺址的發掘尚存其他問題。例如，政府要求遺址區域內的土地所有人出售其土

地，當地居民抱怨政府侵害財產權、強制收購他們的土地納入國家遺址，卻對遺址保存沒有積極

作為。換句話說，人們不明白為什麼全谷里歷史遺址被棄置？這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溝通、推廣歷

史遺址的價值和重要性。遺址的訪客只會看到荒蕪的田地、叢生的雜草、挖掘過程中用過的廢棄

辦公室。訪客在此無法得到任何有關全谷里遺址的資訊，這也是社會大眾對於遺址利用的質疑聲

浪越來越大的原因。

為了幫助人們了解歷史遺址的價值，並凝聚當地居民的意識，1993年，總統朴正熙時期初

次挖掘而建造的辦公室，被重建為一個小型的展示館，取名為全谷舊石器時代歷史遺址展覽館。

為了慶祝展館的開幕，並介紹古石器和全谷史前文物，館方舉辦了一個以體驗考古學為主題的開

幕活動，人們可以體驗製作石器和分解豬隻，體驗活動受到參與者熱烈響應，進而發展為一年一

度的全谷舊石器文化節而受到大眾的關注；隨著時間經過，活動內容也日漸豐富。展覽館的開幕、

舊石器文化節的舉辦，從純粹的官方利益開始，逐漸壯大，帶動了漣川郡的參與，更讓它成為一

個即將迎來 26週年的悠久文化節慶。

▲ 表演：原始人

▲

 全谷史前史博物館教育活動：手斧製作

▲ 全谷史前博物館教育活動：

說故事導覽 

▲

 全谷史前博物館教育活動：

漢灘江地質課程。

▲	全谷里遺址的阿舍利型手斧

▲	全谷史前博物館透視計劃

▲	全谷舊石器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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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谷史前史博物館教育活動：手斧製作

▲

 全谷史前博物館的常設展廳。

5. 全谷史前博物館；與在地人生活在一起

經過學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以及許多人對保護和利用全谷史前遺址的呼聲，全谷史前博物館

於 2011年 4月 25日開幕。

全谷史前博物館的設計結構，類似連接玄武岩懸崖面的橋樑，這代表了將舊石器時代連接到

現代。博物館的外部設計靈感來自像龍一般的巨大古代生物，以時間膠囊的形式，讓訪客穿越到

舊石器時代。博物館內部被設計成洞穴的模樣，遊客在博物館參觀，就好像在洞穴裡探險。 在

夜間，室外的照明讓博物館更顯活力。

全谷史前博物館包括常設展覽廳，由栩栩如生的模型介紹人類的演化歷程，還包括了挖掘現

場的戶外展區，遊客可以在此體驗各種考古活動。全谷史前博物館可說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遺址

博物館，讓人們體驗全谷里遺址和舊石器文化的重要性。也因為有幾十年來全谷里史前遺址的挖

掘和研究成果，以及全谷里舊石器文化節的考古文化活動，全谷史前博物館才得以建成。

全谷史前博物館希望透過對人類演化和史前文化的認識，能夠實現人類普世價值。博物館的

經營目標包括：(1)為包括京畿道人民在內的所有遊客提供豐富的文化饗宴；(2)成為讓訪客能盡

情享受文化活動的教育場所；(3)作為綜合性文化教育中心，為社區發展做出貢獻；(4)成為最專業、

最具特色的專業博物館；(5)有效保存文化資產，並成為世界史前博物館網的中心。全谷史前博

物館將繼續努力，盡職地履行博物館的創建理念和經營目標。在這個重視終身教育的現代社會，

博物館的作用逐漸受到重視。我們期待充滿活力、在展覽與教育間取得平衡的博物館，能讓我們

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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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製作過程需使
用剪刀，請父母
或老師陪同指導
較為安全喔！

蛋殼沙考古趣 FUN 手做

將著色稿列印雙面 2 張

準備約十顆洗乾淨的雞蛋 將蛋殼分離出來 在家長陪同下，將蛋殼打碎

成沙狀

將圖樣著色，兩面都要喔！ 剪下著色稿上的圖樣

1 2 3

4 5 6

製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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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製作過程需使
用剪刀，請父母
或老師陪同指導
較為安全喔！

工具＆材料
蛋殼

果汁機

紙盒
剪刀

蠟筆

完成！

  一起當個小小考古家吧！

蛋殼沙考古趣介紹

親子
6+

請家長幫忙將步驟 3 完成著色的圖樣埋進蛋殼沙

中，再由小朋友模擬考古的情況，將貝殼以及陶

器挖掘出來，體驗當個小小考古家。

7

在著色稿上有著各式各樣的貝殼與陶器，提供小朋友發揮想像力，為貝殼與陶

器著上繽紛的色彩。

同時，使用日常生活中易取得的雞蛋做為材料，將蛋殼發揮無限可能，可在家

長協助下將其打碎成美麗的白沙狀，並與小朋友共同將著色的貝殼與陶器埋進蛋殼

沙之中，一同體驗當個小小考古家，從蛋殼沙中找出美麗的貝殼與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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