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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何謂圓山文化？它的文化內涵為何？這個問題的釐清對瞭解臺灣北部這個時期的史

前文化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就整個島嶼臺灣的史前文化，和其與周邊區域間的互動情形

之解明，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筆者擬結合歷年來的考古研究成果，和筆者多年來在臺

北盆地進行調查、發掘工作的理解，透過層位證據、器型特徵、器物組成、聚落空間分布、

碳 14年代等各項考古資料，特別是筆者在圓山遺址新發現的柱洞群遺跡，對圓山遺址的

圓山文化之可能聚落型態之掌握與分析，來探討圓山文化的可能內涵，期能對圓山文化

的內涵釐清有所助益。

二、圓山文化的分布與年代

圓山文化的分布範圍大，以臺北盆地、北部海岸為主要的分布範圍，部分見於西北

部海岸地區，重要遺址有臺北盆地的圓山遺址、芝山岩遺址、土地公山遺址、鵠尾山遺址，

北部海岸的龜子山遺址，及西北部海岸的大坌坑遺址、大園尖山遺址等，分布的範圍相

當廣。這些遺址大多分布在淡水河及其支流兩岸，和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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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圓山文化的層位堆積，就目前所知的所有層位證據而言，均以訊塘埔文化層在下、

圓山文化層在上的方式出土，兩文化層之間或為直接疊壓，或存在無文化遺留的土層。圓山

文化的年代，絕大多數集中於 3,200∼ 2,300 B.P.。

三、圓山文化的陶器與其它遺留

（一）陶器

圓山文化的陶器製作，在陶器內外常有明顯的指窩痕，器體的厚度、弧度常呈現不一致，

及陶片斷面上可看到 2∼ 3片泥片疊壓的情形看來，其陶器製作為泥片貼塑、以手捏製成形，

如同臺灣最早的大坌坑文化一直史前時代最晚階段的所有製陶工藝一樣（郭素秋 2013）。

圓山文化的陶器，主要為橙色夾砂素面陶，並有少量泥質陶、粗砂陶。其中，夾砂素面

陶可見有「火成岩的安山岩系」，和「沈積岩與變質岩系」兩種主要不同陶土來源的

陶器，但兩類陶器的形制幾近相同。器型有罐、小口帶流罐、兩口或三口圈

足罐、雙豎把罐、缽、帶柱把陶蓋、陶質獸頭狀把手、陶環、陶支

▲ 圖 1 圓山文化遺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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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等。其中，罐形器以中小型圓腹圜底罐為主。另外，圓山遺址曾出土 1件陶甑殘件，

可推測圓山文化人已知以炊蒸的方式處理食物。

其中，圈足罐、雙豎把罐、陶蓋、注口，或雙小口、三小口罐等器種，這些陶器的

出現，意味著圓山文化人將注意力放在如何穩定陶容器、如何容易持拿、如何容易傾倒

等機能性的進一步考量上；也意味盛裝的內含物亦有所區分，如加上注口的陶容器可能

是以盛裝液體為主要用途。圓山文化出土為數不少的陶蓋，器蓋內側的中央部分則常見

有捺點紋。圓山文化的陶把橫斷面大多寬扁，亦有近圓形或半圓形者，不少豎把上有施

紋，紋飾皆為捺點紋，呈一行、兩行或多行排列，有些則呈八字紋。

不過，雖然上述這些附件或器型的變化，但是整體而言，圓山文化人是在既有的圓

腹圜底罐這種固有的陶容器上，再做部分變化而成：如直接加上圈足則變成圈足器；或

再於陶罐上半身兩側加一對對側的豎把則成雙豎把罐；或是於罐口上的某一點以手指捏

出一個向外凸出的小流口，即成可以傾倒液體的陶容器；而具有特色的小口罐、雙小口罐、

三小口罐等，基本亦是將陶罐口徑變小或增加數量而成，亦即，透過罐口、注口、把手、

圈足等變化，而發展出雙豎把罐、圈足罐、多口罐、小口帶流罐等多種器型。小口帶流

罐多見於中小型罐，但亦有大型罐有帶流者，其流淺小，位於兩把中央。這類的小口、

雙口或多口罐，其中雙口罐，常於兩對邊的小口處各做出一個注口，可從任一小口傾倒

出液體，而之所以會將罐口做成幾公分大小的原因，可能亦與考慮到傾倒液體時不易大

量流出，且可以精準的控制流量和將液體倒入杯等小容器之中，意味著其所傾倒的液體

較為珍貴（可能是酒或其它較珍貴的液體），而非一般的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其後

的植物園文化，似乎又回到單純的圓腹罐的表現，雖然仍可見有圈底、少量陶把和陶蓋

等，但是圓山文化的上述陶容器特徵，則大多數消失不見。

圓山文化的陶器以素面陶為主，器表常塗有一層紅衣。另外，除了上述在器蓋內外、

把手、圈足與紡輪上常可見到捺點紋外，少量腹片帶有條紋、圈印紋及網印紋等。以圓

山遺址的網印紋為例，可見其以縱向、橫向各四條線直交結網成一個單位，每個單位間

均留有相同的間距；在大坌坑遺址出土者更呈現出複雜而富變化的結網、編織技術。從

這些網印紋陶片上，各單位的壓印線條有同步向左或向右擺動，且交叉結網的結點處的

印紋較深等現象看來，乃以軟性的編織網直接壓印而成，意味著其背後所擁有的編網技

術已相當純熟而複雜。

4 本期焦點



（二）小型青銅器

在臺北盆地的圓山文化中，曾出土零星的小

型青銅製品，包括有青銅斧、青銅鏃、銅環等。

（三）骨角器與動植物遺留

自從在圓山遺址發現貝塚以來，貝塚成為

圓山文化極具代表性的內涵之一，不過，圓山文

化中僅圓山遺址、關渡等較下游的遺址曾出土貝

塚，其他遺址大多未發現貝塚。

圓山文化的貝塚中，出現許多骨角器，如

骨錛、鹿角製魚叉、骨製兩縊型網墜、骨製矛、

獸牙墜飾、人牙飾品、磨製骨管，另有許多切

痕、刮削痕或磨鋸痕的獸骨。其中，圓山遺址出

土 1件製作精美的帶倒叉、兩個穿孔的骨叉（黃

士強等 1999a：圖版五十八），意味著圓山文

化人的漁獵技術達一定程度。

動物遺留方面，以圓山遺址圓山文化的貝塚中所出土者為例，包括陸生和水生兩大相。

水生動物包括大量的大蜆、魚類、龜等，大蜆的採集季節在晚春至入冬，而集中於夏季。陸

生動物則以豬、鹿、羌、犬、貓科動物、鼠、蛇及鳥類，豬根據骨骼外表特徵鑑定，初步判

斷為野豬。其中，學者們對圓山遺址大蜆殼體進行共計 21件的碳氧同位素分析之結果，均

顯示這些大蜆乃棲息於淡水環境中（李娜莉 2003：44），而非過去所認為的半鹹水環境。

四、石器的特徵與組成

（一）石器組成

石器的種類有斧鋤形器（無肩和有肩）、錛鑿形器（無段和有段）、石鏃、石刀、網墜、

砥石、石支腳等。最可代表圓山文化的特質者，有磨製大鏟、平凸面大鋤、有肩石鋤、扁平

石錛、有段石錛、石矛和石鏃等，以有肩石鋤和有段石錛最為典型（宋文薰 1980；黃士強 

1985：8）。不過，圓山文化中雖出土多量的有肩石鋤和有段石錛，但至今未發現有肩有段

石器，即有肩和有段同時出現於一器，均為各別出現。

▲ 圖 2  臺灣北部的圓山文化的遺物組成 
（除 112 ～ 116 屬宜蘭的丸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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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文化的石器中，以斧鋤形器占最大量，其中又以無肩斧鋤形器數量最多。圓山

文化新出現有肩石鋤這種器型，有肩石鋤的石材、製作方式、器型，大致上與無肩斧鋤

形器相去不遠，唯一的差別在於是否有打磨製出肩部。而即使是有肩斧鋤形器，基本上

肩部的形狀變化亦多，肩部有平肩、垂肩、向上斜肩等各種形狀，且兩肩的角度、形狀

變化大，整體製作亦屬粗略。和無肩斧鋤形器相同，有肩斧鋤形器主要使用大屯火山區

的安山岩這類火成岩，臺北盆地南側的鵠尾山遺址則使用三峽當地所產的玄武岩做為主

要石材。有肩斧鋤形器，有絕大多數偏好使用火成岩類石材（安山岩、玄武岩）的傾向。

圓山文化中並新出現以石英砂岩製作的磨光斧鋤形器，此即過去稱為「巴圖」或「匙

形石斧」者，器型略較一般有肩或無肩斧鋤形器為大，長度多在 20公分以上，圓山文化

出土者多為扁平狀，觀察其端刃的使用痕跡，推測有做為斧使用者。圓山文化新出現的

這類石英砂岩製的磨光斧鋤形器，到了其後的植物園文化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且出現柱

狀的稜形磨光斧鋤形器。

圓山文化中，錛鑿形器占石器種類中的次高比例，除了訊塘埔文化既有的扁平方角

錛鑿形器外，圓山文化新出現扁平有段、柱狀錛鑿形器。圓山文化的錛鑿形器，不論是

扁平方角、扁平有段，或是柱狀錛鑿形，均主要以產於臺北盆地東南側的頁岩、硬頁岩、

砂岩、泥岩為石材，並有部分或少量使用安山岩、玄武岩、花蓮閃玉等製作者。

（二）玉器

圓山文化的許多遺址，出土玉錛或玉飾等玉製品，如玉錛、玉鑿、玉環、玉玦、人

獸形玉玦、船形玉飾、玉管珠等。

五、圓山遺址的砂岩岩盤柱洞群

圓山遺址位於臺北盆地基隆河南岸的一座砂岩小丘上，地形由西向東傾斜。以下敘

述圓山遺址所發現的岩盤柱洞群：

2010年 3月，筆者在圓山遺址新發現一個砂岩岩盤的柱洞群遺跡，此新發現的柱洞

群與黃士強先生等所發掘出土的第二地點柱洞群約在同一高度，而隔著現在的 3D劇場建

物南北對望。不過，根據 1904年堡圖，可知此 3D劇場所在的凹地原本並不存在（乃為

晚近人為開挖而成），從 2010年發現的柱洞群一直到黃先生所發掘的柱洞群一帶，過去

為連貫延伸的小丘緩坡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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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們清理柱洞群內部的結果，屬於史前時代的柱洞共計 74個，形制、挖鑿方式均相

同，其中有 46個柱洞內無遺物，28個柱洞內的褐色砂土層中則出土圓山文化的陶器或大

蜆貝殼。此柱洞群的分布、排列，基本上順應本區的微地形變化來進行配置。這些柱洞大

致可分布於上下兩個階面，兩個階面高差約在 1-1.5公尺左右。其中，上階面的海拔高度在

36-38公尺之間，上階面的地勢大致由東北向西南傾斜，坡面斜度約 25∼ 30度，面積較大。

下階的海拔高度約在 35公尺前後。在上、下階面之間，可見有兩個並列的人工打鑿出來的

階梯。

其中，部分的柱洞可見有兩兩成對的現象；較大的柱洞則多為單柱。絕大多數的柱洞均

為直立式，除了在上階面柱洞群的西側邊緣處可見兩個相鄰的柱洞為斜插式柱洞，且此兩柱

洞的斜插柱洞為相反方面，其中編號 68的柱洞往東南側方向斜插、編號 69的柱洞往西北

側方向斜插，因這兩個斜插柱洞的西側即為樹欉所覆蓋，無法確認其可能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階面的柱洞群之間，可見有 5條平行排列的人工細溝槽，此 5條平

行溝槽的走向（西北—東南走向）適與上階面的斜坡走向垂直，推測可能與排水或截水的目

的有關。亦即將凹凸不平的岩盤以一定的間隔先挖鑿成大致平行排列的溝槽，溝槽寬度僅約

10公分、深度約 5∼ 10公分，其縱剖面呈 V字形，溝槽上亦見有與柱洞壁面相同的鑿挖痕

跡。在柱洞之間或柱洞和溝槽之間，常見有寬約 3公分、深約 2-3公分的小形淺凹面，明顯

有從較高的柱洞導引至較低的柱洞或溝槽之意圖，推測應為排水之用，因為若柱洞中積水的

話，可能會造成木柱的腐朽，進而危及建物的結構安全，且會滋生蚊蟲等。如後所述，由於

建物應為架高的杆欄式，所以這些排水溝槽的設置並不影響建物的格局。

根據以上的岩盤柱洞群看來，能夠克服岩盤的凹凸不平的地面，而利用木柱等去建造的

建物形式，應為杆欄式建築。

有關圓山文化的杆欄式建物的可能建造工序和格局，從以上的敘述看來，圓山遺址第二

地點的柱洞群絕大部分（柱洞 2∼ 12號）有呈一直線排列的現象，其中第 4、5號柱洞並

列存在，這些柱洞群的排列大致與原地形 13.5公尺的等高線平行，可知柱洞的位置和排列，

基本上順應微地形的走向而建；且在柱洞 2、3之間存在著一條人工鑿成的小溝槽，此小溝

槽的走向，適與斜坡走向一致，可能做為排水使用。而根據 P6坑的人工鑿直岩壁方向和柱

洞 2∼ 12號的直線排列走向看來，在西南側下方（即原為獸欄所在之處，已被挖除）極可

能原為史前杆欄式建物之所在，從最東側的人工岩壁至最西側的 12號柱洞的距離約為 10

公尺，或可做為建物側邊長度的參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地點的局部柱洞群有對砂岩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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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行整地修平的動作之後，再鑿挖柱洞的現象，此與上述2010年所發現的柱洞群不同，

後者乃直接在原有的岩盤上挖鑿柱洞和槽溝。

而在第二地點這些柱洞的正上方，出現圓山文化的貝塚堆積看來，也反映了圓山文

化人居住和丟棄垃圾的的習慣，亦即：在凹凸不平的岩盤上先進行局部的整地後，再挖

鑿出規則排列的圓形柱洞，以撐起圓木，再往上建造出杆欄式的建物，這些木柱依其所

在位置和所承載的重量等，而有粗細不同，部分亦有以 2支圓柱並列使用的現象。

而從上述 2010年發現的柱洞群遺跡看來，圓山文化人應是先將整個砂岩岩盤覆蓋

的植被、土壤等先清理乾淨後（或者是此處當時亦露出地表），再根據岩盤的走向、分

布狀況、傾斜角度，先進行整體的聚落空間配置後，再著手進行鑿琢砂岩岩盤，完成了

一個具有排水、柱洞間通行、不同柱洞群階面間的階梯設置等功能的小型聚落結構。

在建造杆欄式建物的流程方面，針對微地形規劃建物的格局和細部設計後，第一階

段先根據上階面的地勢打鑿 5條平行的溝槽，目的應在於排水。第二階段再於上階面上

打鑿出所需的柱洞，各柱洞的位置、大小，主要根據建物的設計、隔間及各柱預計承重

的程度而有所變化，重點應在於能否撐起穩固的杆欄式建物。第三階段可能為了善用較

低的下階面，因為開鑿出兩個連接上下階面的階梯，其中出現的一階梯上的柱洞（32

號），可能為下階面的 5個柱洞（34∼ 38號）有關，而撐起同一組建物。

綜上，推測圓山文化人建杆欄式建物的可能工作程序如下：

（1）根據建物的預計用途、使用人數，和周邊立地、視野、防禦功能等情形，選定預計

建屋的地點。

（2）根據可能取得的木柱粗細狀況、木柱數量，和岩盤走向、傾斜狀況等，考慮如何安

放柱腳、人工溝槽，擬定建物的規劃配置圖。

（3）從岩盤和柱洞的砂岩多呈紅色且疏鬆的現象看來，圓山人鑿挖柱洞、排水槽溝等之

前，似有先全面將岩盤以火燒過的現象。

（4）挖鑿所需的柱洞、排水槽溝、階梯。

（5）立柱、建屋，完成該建物。

從上述的岩盤柱洞群，和貝塚疊壓在岩盤柱洞群的情形看來，人們主要居住或使用

架高的杆欄屋舍中，並將吃剩的貝殼、獸骨和用壞的陶容器、石器殘件等，朝住屋下方

及其周邊較低的空間丟棄，而這些垃圾所形成的貝塚即覆蓋於岩盤的柱洞群之上，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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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柱部分往上連結 2樓的結構仍露出於垃圾堆外。但在之後的遺址形成過程中，杆欄式建物

逐漸倒塌、木柱傾 ，終至腐爛，而僅剩岩盤和土層中的許多柱洞遺跡。

根據過去試掘的理解，在圓山遺址小丘南側的平地一帶，當時可能屬於淺沼等靜水沉

積的環境，並非完全露出地表。圓山文化人主要居住的地點可能以小丘上這種較高的地點為

主，垃圾則棄置於住屋周邊較低的溪谷地形和西側斜坡上。從出土石器中，農耕用斧鋤形器

占有高比例，加上稻米的出土，可知當時已有相當發達的農耕行為。

根據上述貝塚的分布情形，和筆者近幾年的調查理解，可知圓山小丘西側斜坡有一連續

分布的大型貝塚，意味當圓山文化人居住於小丘丘頂時，西側的斜坡和小丘中間的溪谷凹地

一帶，為圓山文化人主要棄置垃圾的地點。在圓山遺址的圓山文化的貝塚之中，出土大量食

用後的大蜆貝殼、獸骨、魚骨和各類陶、石、骨角器，獸骨有梅花鹿、水鹿、羌、豬、犬等。

其中在西北側斜坡一帶的貝塚中，過去曾出土 5具仰身直肢葬（石璋如 1954a，b），意味

著局部的貝塚垃圾堆亦做為墓地使用。

▲ 圖 3  圓山遺址圓山文化層的遺跡分布圖 ▲ 圖 4  圓山遺址 2010 年發現的柱洞群平面測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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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

（一）圓山文化的內涵

圓山文化的陶器、石器的製作方法，和陶土、摻和料及石材的來源，基本上可納入

臺北盆地當地自訊塘埔文化以來的陶石製作傳統之中。其中，陶器的製作均為泥片貼塑、

以手捏製成形，所以陶器破片的斷面上，常可見到 2∼ 3片泥片疊壓的情形，而陶器內

器表常可見到手指的凹窩痕。在陶器捏製成形後，會將陶容器外器表抹平，部分陶器在

抹平後會再全部塗上一層紅色顏料（紅衣），從這層紅衣相當容易剝落這種情形看來，

可能為陶器燒製完成後再加以全面塗紅。就陶器的器型而言，以中型的圓腹圜底罐最為

常見，部分陶罐並加上圈足，從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到圓山文化的罐口和圈足，大

多可見以慢輪加以修圓而留下的同心圓狀修整痕，此慢輪修整痕意味著轆轤裝置存在的

可能性。而石器的打製、磨製技術，和石器的形制、組成，基本上從大坌坑文化、訊塘

埔文化至圓山文化，三文化相去不遠。

北部地區自大坌坑文化以來，經訊塘埔文化，到圓山文化，陶器的摻和料主要分為

兩類，即以火成岩成分為主的陶類，和未含火成岩岩屑的陶類，這兩種陶類雖然在質地

反映出截然不同的陶土來源，但是兩種類陶的製作和器型卻又呈現出相當類似的風格。

訊塘埔文化和圓山文化的陶器均以摻火成岩屑的陶類為最大多數，這種以不同地質區的

陶土製作陶器的傳統，間接反映出訊塘埔文化一直到圓山文化，在製陶傳統上的一致性。

圓山文化的主流陶器，其陶土、摻和料、製作方法、器型等，均可在訊塘埔文化中

找到類緣，並非完全斷絕。如根據 1998年圓山遺址發掘陶器分析的結果，圓山文化的素

面陶中的主流陶類之一，亦可於訊塘埔文化陶類中找到類緣（黃士強等 1999b），且在

訊塘埔文化層中已存在有相當數量的素面陶。

圓山文化的陶器以素面陶為主，器表常施有紅色或褐色的色衣，此種習慣以紅色顏

料全面塗覆陶器而形成一層紅衣的情形，從臺灣北部最早的大坌坑文化、經訊塘埔文化

一直到圓山文化均見。另外，圓山文化中常見的動物造型陶把、帶捺點紋陶把、帶把手

的陶支腳等，亦見於訊塘埔文化之中。

圓山文化的大部分石器，可從臺北盆地早一階段的訊塘埔文化中找到類緣，特別是

圓山文化的斧鋤形器、錛鑿形器，乃在臺北盆地既有的石器製作傳統下發展變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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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是全新的外來技術所製作者。訊塘埔文化中已可見有橫向打剝的斧鋤形器、安山岩打製

加磨斧鋤形器、有頸斧鋤形器、扁平石錛、打製加磨厚柄石刀、帶柄厚身的樹皮布打棒等。

其中，石錛多為扁平方角，內有一些為閃玉製作者，訊塘埔文化曾出土 1件有段玉錛，後者

端刃有明顯的軟性消耗缺刻。

以圓山文化的有肩斧鋤形器為例，基本上仍從既有的無肩斧鋤形器中變化出來。而這種

以安山岩為石材，進行打製加磨所製作出來的無肩斧鋤形器，最早可見於臺灣北部的大坌坑

文化，經歷其後的訊塘埔文化，持續發展至圓山文化。如士林區三角埔遺址的大坌坑文化晚

期的遺存中，已可見安山岩製的大型磨製石鋤和安山岩製的大型打製石器（劉益昌、郭素秋 

2000）；訊塘埔文化亦出土大型石鋤，與圓山文化多見的大型斧鋤形器形制相同，但在圓

山文化中，有了更進一步的器型變化，此即有肩石鋤的出現，且其石材選用，有明顯傾向以

火成岩為石材之現象。

有肩斧鋤形器、有段錛鑿形器，從器型和實際的肩部或段部的損耗痕跡觀察，多有實際

進行裝柄之狀況，有著「阻」的功能，是裝柄的複合工具。但如前所述，圓山文化同時伴出

的最大量的無肩斧鋤形器或無段錛鑿形器，和臺灣的新石器時代的大多數考古文化的斧鋤形

器、錛鑿形器，雖然沒有特別做出肩部或段部，仍可觀察到裝柄的損耗痕，換言之，有無做

出肩部或段部，並非裝柄的必要條件，而主要仍是文化上的考量。

換言之，圓山文化的有肩斧鋤形器、有段錛鑿形器，乃由臺灣北部早一階段的訊塘埔文

化的既有的無肩斧鋤形器、扁平無段錛鑿形器的製作傳統發展而來，但是有肩器、有段器的

逐步發展過程，在臺灣北部卻看不到。亦即是到圓山文化的時期，突然出現多量且多變化的

有肩斧鋤形器、有段錛鑿形器，可能是模仿其他地區的有肩器、有段器而發展出來。但在流

行一段時間之後，到了其後的植物園文化，有肩斧鋤形器幾已消失不見，而有段錛鑿形器亦

僅見柱狀有段錛鑿形器，數量和種類明顯減少。由於臺灣新石器時代的斧鋤形器、錛鑿形器，

不論是否刻意做出肩部或段部，均不影響它們進行裝柄，換言之，圓山文化人刻意去做出肩

部或段部這點，比起實用的目的，似乎較像是一種流行，當這種流行風潮退時，有肩部和有

段器的數量和種類，也隨之變少甚或消失不見。

臺灣史前時代的斧鋤形器、錛鑿形器，不管有無製作出有肩、有段的部位，基本上多可

見到裝柄所造成的磨損痕。而大部分的情形是，無肩的斧鋤形器、扁平或柱狀的錛鑿形器。

換言之，臺灣新石器時代石器的特徵之一是，不論是否製作出肩部或是段部，大多都會裝柄，

因此肩部或段部，並非裝柄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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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山文化的新要素

雖然如上所述，圓山文化的陶器、石器製作傳統和部分器型等，可在早一階段的訊

塘埔文化中找到類緣，且兩者均有杆欄式建築，但是圓山文化亦出現了一些新的要素。

以圓山文化的圓腹圜底罐為例，此種器種雖可溯至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但是到了

圓山文化的時期，這種占大多數的圓腹圜底罐除了加上圈足這種臺北盆地傳統的器型外，

卻出現一些新的裝飾手法，如以扁平或圓、橢圓形的橫剖面之陶把（部分有類似狗的動

物造型），成對連接於罐口到器身肩頸的部位，而形成了圓山文化最富特徵的雙把圓腹

圈足罐，這些陶罐上有時在罐口上加上便於液體流出的「流口」；這種圓腹圈足罐並進

而發展成雙小口或三小口的小口圓腹圈足罐，且可見到兩小口的對邊分別捏製出一個流

口，以便於兩個小口均可做傾倒液體的動作。此外，陶蓋也大量的出現。

從圓山文化的陶容器上刻意地去加上雙豎把（少部分為動物造形）、注口、圈足、

陶蓋；甚或小口、雙口或三口圈足罐，於兩對側口緣刻意捏製出一對對稱的注口以利傾

倒等，為了提高飲食的便利性和舒適性，進一步器型的精緻化；和石器的有肩器、有段

器的多量出現等現象，確實地呈顯了圓山文化人對盛器、複合工具等的進一步要求，由

於這些特徵大多不見於前一階段的訊塘埔文化，亦多消失於其後的植物園文化，也因此

成為圓山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表徵。

圓山文化這些陶器加上陶把、陶蓋、流口等裝飾或造形的手法，和有肩石器、有段

石器、青銅鏃、青銅斧等，在臺北盆地甚或臺灣島內較早的考古文化，並未能找到明確

的發展演變之過程。但是，若將上述這些要素放在亞洲東部這個較大的空間脈絡中加以

檢視時，則會發現圓山文化這些裝飾或造形的手法，和石器、青銅器等，基本上與中國

東南沿海地區同時期的考古文化，有相當的類似性。

七、結語

根據以上的敘述，可知圓山文化的基層乃是臺灣北部繼訊塘埔文化一路傳承而來的

固有文化，因為圓山文化對這些新的文化要素之展現，仍是在既有的陶器、石器的製作

傳統上，去發展出這些新的要素；且在臺灣北部甚或整個臺灣，並未發現有肩石器、有

段石器、青銅器等器物的初始、發展、演變及沒落的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而僅是呈片

段或零星的出現。相反地，在中國東南地區或整個中國地區，可以明確看到有肩石器、

有段石器、青銅器等器物的初始、發展、演變及沒落的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且隨著中

國不同地區、時期的考古文化，這些文化要素在數量、器型變化上均有相當多樣的呈現

12 本期焦點



和明確的發展過程。

就圓山文化上述的這些新要素在周邊地區出現的頻率、數量、多樣性、強度、持續時間

長度、分布空間的廣度等看來，筆者認為圓山文化這些新要素的主要來源，乃以中國東南沿

海地區為主，就如同上述一些學者們所主張者。但是，有所不同的是，筆者不認為來自中國

東南沿海地區的影響，是所謂「外來族群入侵」的結果，亦非僅是單次或零星的接觸之結果，

而是可能是兩地間多次接觸的結果。但在這段多次接觸的過程中，圓山文化並非全無招架之

力的對外來文化全盤接受，而是基於臺北盆地固有的文化傳統，有選擇性的吸收這些外來要

素，並與傳統文化進行融合之後，發展出一個臺灣北部特有的考古文化—即圓山文化，這是

為什麼在臺灣周邊地區甚或全世界，找不到與圓山文化完全相同的考古文化之主因，因為圓

山文化人除了持續傳承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以來的文化傳統與智慧外，並擁有吸收並創

新外來影響的能力，進而創造出獨樹一格的考古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與圓山文化同時期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雖然各地的考古文化的器物

組成，因多少承繼當地既有的文化傳統且各有其特色，但是這個時期可以看到超越一個小區

域，而存在有大區域的文化共性，亦即幾乎所有的器物特徵均或多或少地受到青銅器的製作

或器型特徵之影響，而呈現出帶有青銅器特徵的陶器或石器，且存在有段石器、有肩石器，

而這個時期廣泛地轆轤製作原始硬陶、刻劃符號亦多出現。

在圓山文化形成、發展的過程中，至少不僅一次地與中國東南沿海同時期的考古文化有

過接觸，使得圓山文化亦受到青銅器的器型特徵或轆轤製陶外形特徵之影響，在臺北盆地既

有的泥片貼塑、以手捏製成形的陶器製作傳統外，去模仿製作出具有青銅器的器型特徵或轆

轤製陶會出現的輪製痕；並在臺北盆地既有石器製作傳統下，去製作出有肩斧鋤形器、有段

錛鑿形器等，同時期流行於從江蘇、浙江、江西、福建至廣東等地的器物特徵。這些共同的

特徵讓上述各個區域的考古文化，乍看之下有許多共性，但是仔細觀看各個地域的考古文化

器物組成，卻又各自保有自我的特色，包括圓山文化亦是如此，此種現象的產生是因為各地

域既有的考古文化仍成為主要基層文化之故，青銅器的製作和器物特徵、轆轤製作原始硬陶

的技術，雖對整個中國東南地區的考古文化造成一定的器型和視覺上的變化，但是並非完全

取代各地區既有的器物製作傳統，而是各地區的固有文化如何在傳統的器物製作和文化基礎

上，去順應大時代的潮流而去做出一些變化，由於各地區的各考古文化仍是基於當地較早的

文化傳統發展而來，也因此各自擁有獨特的文化內涵。而文化的發展除非遭到突如其來的完

全滅族，否則總能在其後的考古文化中發現早一階段的文化特色，這是一種文化傳承，也是

文化演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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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接觸考古，找到興趣與職業所在

個頭嬌小、走路與說話都不急不徐的陳玉美，在 1980年代末，

曾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唯一進行臺灣考古的女性學者，也

是從事民族考古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不過她坦言，最初開始接觸考

古的契機，其實是來自大學聯考的志願選擇。她在請教兄長之後，選

填了當時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而非分數更高的哲學系。直到正式開

始學習後，她才發現，需要廣泛學科知識作為輔助的考古學，恰好與

自己的興趣相近；而在父親書架上意外尋獲的人類學書籍，也彷彿暗

示著她與考古人類學獨特的緣分。

儘管陳玉美笑稱自己是「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才報考公費留考、

前往劍橋大學繼續深造。然而，當時的臺灣社會不僅對考古學的理解

尚且不深，在各個專業領域，女性也普遍會因性別特質與婚姻狀況等

問題，遭受工作能力上的質疑，需要花更多力氣才能取得認同，陳玉

美學生時期就曾因「女生比較麻煩」而失去過參與田野的機會。因此，

當她選擇遠赴濕冷的大不列顛島，無疑成為了臺灣考古領域中女性先

行者的一員。

順利取得碩士進入博士班後，陳玉美決定回臺灣進行田野調查，

並申請進入中研院史語所，她當時的指導教授、也是後來主持土耳其

撰文 / 莊淳閔      

攝影 / 蘇雯祺

以民族考古學為

過去賦予意義

人物故事

－專訪陳玉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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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嘉泰土丘遺址發掘的伊恩霍德（Ian Hodder），便因陳玉美曾提及臺灣女性研究者

可能面臨的困難，而特別在推薦信函中，描述了陳玉美在完成碩士論文後於劍橋北方

Haddenham遺址擔任義工時的畫面，或許也正是提醒著其他人，這位東方女性嬌小

身軀中，蘊含著與男性研究者無異的能量。往後，陳玉美在臺灣持續研究，以蘭嶼為

田野調查場域，為民族考古學研究累積出深厚的學術基礎。

何謂民族考古學？為骨架增添血肉的方法

那麼什麼是民族考古學（Ethnoarchaeology）？這個名稱雖然在 1900 年就

已經見於文獻，但直到 1960 年代末期，才正式成為一個學科分支，又曾經名為

Living Archaeology 和 Action 

Archaeology，即如何透過觀

察與研究 ( 當代 ) 社群的物質

文化與社會組織 /結構以及人

的行為之間的關係，來理解以

及反省考古學研究者對考古遺

址出土的物質文化之解釋。

所謂的物質文化，指的是

過去社會留下的器物，包含屬

於動植物性質，但非「生態遺

留」的物品，例如貝殼與骨骼，如果被拿來製作為項鍊或珠子，便可能被當時社會賦

予文化意義，從而成為「物質文化」的一種。因此，考古學家需藉由出土物品的型態，

進一步建構出過去的社會架構及文化變遷的軌跡，但要如何讓這些物品訴說已過去的

故事呢？

在考古學發展的早期，為了對器物進行解釋，考古學家會借用社會人類學中民族

誌的一些資料。但考古學所面對的器物主人大多已經不存在，而人類學家所面對的是

活生生的人群與社會，兩者雖然同屬廣義人類學，可在建構故事時有本質上的不同，

後隨著時間發展，如陳玉美所說：「1960年代以後，考古學家發現人類學家進行的

田野調查資料，有點不夠用、不適合用了，於是他們決定自己來做，這就是民族考古

學這個分支簡單的起源。」

如前面所述，民族考古學即是透過對當代社群現況的了解，進一

步解釋物質文化與社會、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關係所指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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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更簡單來說，如果說出土文物—物質文化，是一副骨架，那麼考古學家便是透過民族

考古學的方法，為骨架逐步添加血肉，賦予更多解釋和意義。

不過，陳玉美也提醒，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的考古學家，難免都會有以自己的經驗、或

無意中的文化偏見，對器物產生一些假設的盲點。例如生活在當代的人們，已經很習慣稱

呼帶杯耳的容器為馬克杯，但如果今天有個遺址出土了同樣的形狀的容器，我們仍然要將

它視為馬克杯嗎？物品是有自己的生命史的，功能可能會隨著不同的使用者與社會型態而

產生變化。因此，考古學家在進行器物解釋時，應該盡可能避免偏見，畢竟「考古也沒有

什麼真正『正確』的解釋，只有『比較合理』的解釋。」陳玉美說道，而她也在研究的過

程中，時刻自我提醒「物質文化與人之間有著非常複雜的關係。」

在蘭嶼田野中，看見物質文化的複雜與變遷

陳玉美最主要的考古研究田野在蘭嶼，研究雅美族（Tao/達悟族）的家屋空間與相關

問題，前前後後經歷了二十多年。最早起因於 1960年代至 1980年代間，政府在蘭嶼當地

建造一批水泥國宅，新建國宅未將當地傳統空間配置放入設計考量，導致雅美族（Tao/達

悟族）家屋空間產生變化，引起學界關注，而持續發展中的文化現象，也吸引了陳玉美的

目光，從而投身田調，在野銀部落的傳統家屋與水泥國宅中都住過好一陣子。

「沒有一個社會是完全孤立的，所以也不會有社會完全沒有文化的變遷，主動的、被

動的都是。」陳玉美說道，蘭嶼當地的人是透過家屋與船的「落成禮」來累積社會聲望與

社會資本，加上當地人競爭的精神所以一直都有主動的家屋變化。她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

其實傳統型家屋中早已引進新的建材，而在新型的水泥國宅建築中，雖然房屋的空間利用

勢必發生變化，但某種程度上還保留著傳統房子的社會文化象徵意義，依然以「一對夫妻」

這樣的核心家庭為單位。陳玉美透過民族考古學的觀察研究，為蘭嶼傳統家屋的失落現象，

提供了更細膩的觀察與另一層可能的解讀。

此外，她也以田調時的實際案例，進一步解釋物質文化在社會結構變遷中的複雜變化，

有一次於村落中休息時，無意間看到一位雅美族（達悟族）人的雕刻工具盒中，居然放著

一個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石錛」，這個在開地砍草途中被意外發現的磨製石器，從

過去的刨木工具，變成了現今打磨雕刻工具的「磨刀石」，充分說明了器物的生命史變動，

也突顯了在不同時空與情境下，考古學家在進行意義賦予時，所需要考慮到的各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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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考古學家或人類學家而言，田野調查工作既需要長時間的累積，也沒有標準的

SOP，過程會依每個人的不同特質以及不同田野地點的特性產生變化，也由於人類學的田野

調查基礎是「參與觀察」，需要研究者盡可能融入當地生活，或許更側面說明了所謂的考古

學與人類學，終究都是奠基在對人類社會的觀察、想像和解讀上，與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

貼近生活，期待考古學進入大眾日常

「考古學其實沒有離一般人的

生活那麼遠。」陳玉美這麼說道，

當需要向普通人解釋專業的考古學

知識時，她總是習慣以最易懂的生

活案例切入，例如咖啡杯、餐廳、

訪談現場等等。她認為，有很多考

古學的觀察和分析方式，在日常生

活中就會使用到，而年輕的孩子們

自然而然就能從日常的接觸和感受

中，對考古學產生興趣。

她舉例說明，在用以判定文物年代的炭十四定年法發展成熟以前，最早是使用排隊法

(seriation)法，由一位埃及考古專家 Flinders Petrie 提出，將不同型式的墓碑之內容樣式進行

排列比對，找出它們彼此間的演進關系。當我們走在路上，不論是車子、窗戶樣式、行人的

衣服等，其實都可以成為觀察對象，成為另一種獨特的視角，為生活帶來更多樂趣。她也借

大學時代友人的話進一步解釋，認為就讀人類考古學就像打開了一扇特別的窗戶，當去旅行

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總是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現今的臺灣，比起過去有更多接觸考古知識的管道，不僅有相關博物館活動，如臺大人

類學系也會為孩子們舉辦學科博覽會，陳玉美認為，如果能有更多人認識這個領域，對考古

文化資產的保護有著積極、正面的影響，「透過考古相關的活動，其實也會連結自身和土地

的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中得到『意義』。」她如此說道。就像考古學家，

是以不同的考古學方法，來為過去的器物、社會與生活型態進行解釋、賦予意義；當代的人

們，也能透過考古學，為自己的生活尋到更多的體驗與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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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著興趣引領，踏入考古的世界

「我本來沒有打算進入學術界的，會從事考古工作完全是因為興

趣加上『因緣際會』。」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的江芝華，

侃侃談起進入考古領域的契機。在學期間，雖曾因選修考古相關的課

程，而勾起江芝華對考古的興趣，但因有著經濟壓力，在還沒畢業前

她便找了份編輯的工作，只是嘗試了幾個月後，她仍對工作提不起勁，

就在此時中央研究院對她提出擔任研究助理的邀請，在「興趣」與「穩

定」中，江芝華毅然決然地接受聘任，並在參與考古發掘的過程中，

逐步確立自己對考古的熱愛，且依憑著這份熱情一路走到了現在。

考古學跟一般科學或社會學科有什麼不同呢？江芝華笑著說明：

「考古學跟其他學科一樣，都是運用研究來探討『人』與世界之間的

關係，只是用的方法不同而已。」考古學家主要是透過田野調查，以

及文物與各方資料的研究，轉譯出過去的歷史，而人本就是多變的，

因此考古研究的過程總是充滿著新鮮感與不確定性，這亦是讓她深深

著迷的原因。「考古學家就像偵探，透過不同的線索把東西拼湊一起，

它研究的不只是過去，而是不同時間與空間的人們。」江芝華進一步

解釋，考古可以幫助人們依循著過去的軌跡，與現在交叉，並接續未

來，進而理解這世界是如何運作，並展現出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生活

樣貌。

撰文 / 王玉妮      

攝影 / 蘇雯祺

當女性主義碰
上考古學 

人物故事

－專訪江芝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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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女性主義，推動考古界的反思浪潮

考古學隨著世代演變與科技進步，而不斷產生新的研究方向與火花，其中「女性

主義考古學」更是大大改變了考古學家的思考與提問方法。「最初的女性主義，談論

的是性別的真平等，到後來則是深入討論身體差異所造成的各種人群間的差別，以及

性別存在於社會中的價值與意義。」江芝華解釋，早期的考古學受殖民主義影響，以

及從文物上無法判斷製作者是男性或女性的限制，所以不曾過問過去的社會性別，但

「性別」是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的重要範疇，這些差異更可能是造成過去社會資源分

布及生活型態與現在不同的原因，因此我們不能因為不能理解，而不去理解。

「女性主義刺激考古學家重

新思考早期建構故事的方式，以

前的論述是以實證理性的角度切

入，但人的感官經驗影響著每一

件事情的走向，這並非是沒有道

理或無法理解的，因此考古學家

不能僅展現出某一群人理性的樣

態，而是要從方法、理論去談這

些『看不見』的事情。」江芝華

表示，過去常是拿來合理化現在

的藉口，對於過去的爭論也很容

易造成國家紛爭，因此知道正確的過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下，

她會先設想當時的環境和人的樣貌，並從貼近人的情感角度提出疑問，讓過去更為真

實、細膩的呈現。江芝華認為將「女性主義」帶入考古，除了讓考古研究更具深度且

接近事實之外，亦讓考古學家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而該如何與社會共處，

以及發揮正向的影響力，則是他們最重要的課題。

當考古學家拋出問題後，該如何驗證假設的正確性呢？「考古學家需要透過各領

域資料閱讀，並輔以科學研究，來找到證據佐證或是推翻假設的可能性，並依據得到

的答案支撐過去的故事。」江芝華表示，除了科學證據之外，如何論述這段故事則是

跟「人」相關，例如科學證據顯示某地出土的陶片雖來自同一片地質區，但其所使用

的摻合料卻來自不同河段，罐身更是以不同技術製作而成，從這一片片陶片中，可

以看見不同性別、家庭或是社群的故事，考古學家必須提出更多假設，並找

到更多證據來解釋這些現象，而這不斷推論與追逐真相的過程，正是

考古學最有趣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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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現在的選擇，搶救發掘不是唯一的道路

「考古固然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但當

『遺址』與『發展』並存時，我們卻僅剩搶救

發掘這個選項了。」談起臺灣考古現場的現況，

江芝華語重心長的表示，面對遺址保存與經濟

發展之間的衝突時，搶救成了臺灣社會唯一的

解套，但只要是考古學家都知道，搶救發掘是

面對遺址最糟糕的處理方式。江芝華進一步說

明：「在時間與經費有限的搶救中，考古學家

在採樣與取捨下，僅會留下稀有、精緻且漂亮

的文物，但這些文物只代表著某一個層級的

人，那些關於大部分的人怎麼過生活的證據，

都被挖掉了⋯..」在不斷搶救的過程中，捨棄

的比留下的還多，而論述過去的歷史面向更

會因文物的單一化，而產生偏頗，並在一次次

的挖掘中不斷被強調，但過去的人們真的只是

這樣嗎？這問題的答案已被埋沒在消逝的土層

中，永遠無法證實，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啊！

「遺址」不只是過去的層層堆積，它會跟著我們，也會跟著我們的下一代，甚至能讓

我們看見某種程度的未來。「我知道國家不可能完全都不開發，但不是只有搶救跟發展這

兩個對立的解決方式，我們應該仔細的衡量兩者有形及無形的價值，或許可以從工程下手，

讓遺址與建設並存。」江芝華嘆息的表示，社會風向會帶出集體意識，而政府單位也沒將

輿論帶到對的方向，讓彼此失去討論的空間，不是只有將發掘出的文物統一集中在博物館

這種保存方法，每件事情都有很多可能性，但只要社會風氣認為「遺址是可以移掉的」，

就沒有其它選擇了。

「近年來，我很少參加搶救了，較多著重在公眾考古教育。」江芝華認為，臺灣考古

界面臨的窘境，是因為大多數的民眾都不了解「考古」的意義，以及歷史與文物的價值，

而面對公眾考古教育的急迫性，可以從兩方面下手。其一，邀請民眾參與田野調查或是搶

救發掘的現場，透過最直接的視覺感官，直面過去遺留下的足跡，真切地體認到過去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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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進而改變思考的角度與方式；其二，提升當地居民對土地的認同

意識，如二十幾年前江芝華曾參與搶救的丸山遺址，後雖因故沒有開發，但近年來已被定為

國定考古遺址，當地居民藉此成立國定遺址促進會，並邀請她去說明丸山遺址的重要性，江

芝華激動地說：「當我看見那些老人家很驕傲且自動地向人介紹『我們的山頭有幾千年的歷

史，我們的山頭就是這麼精采！』時，真的非常感動！」理解過去，並將歷史轉換成自己與

這塊土地之間的關係，進而自發性的保護遺址、珍惜過往的故事，這是公眾考古教育最珍貴

且最重視的事情，亦是考古學家對未來的殷殷期盼。

以女性考古學家的角度，改變田野工作的環境與方式

最後，問起以女性考古學家的身分進入考古領域，

是否為考古環境帶來什麼改變時，江芝華笑著回應：「一

般傳統的考古環境都是以男性為主導，因此當女性進入

考古現場後，就會產生很多不便，例如該在哪裡上廁所

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作為女性考古學家，在考古現場

會面對很多需要，以前的環境會因為單一性別而將這些

需求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排除掉，但女性加入且身處這樣

的工作環境後，便會讓田野調查逐漸友善化。

此外，江芝華表示女性進入後，亦改變了田野調查

的工作模式，大眾都認為女生力氣比較小，在田野調查

中容易造成負擔，但其實田野調查並非體力活，更多的

是細緻的工作細節，因此「合作」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如同江芝華所說：「這是一個互助的場域，雖然每

個人都要知道田野調查的每一個環節，但你不需要一個

人全都做，將自己擅長的事情做好，並彼此幫助，一起把田野調查做好，便是最快最有效率

的做法。」

是否對考古研究或遺址發掘產生興趣了呢？江芝華鼓勵想了解考古領域的人可以多接觸

考古相關的活動，如博物館舉辦的各式體驗或展覽，但最重要的是要對「人」以及「世界」

保持好奇心，多開放自己與各領域接觸，期許未來有更多人加入，一同保護臺灣的過去，並

為考古帶來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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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菲律賓，你會想到什麼？

很多國人對菲律賓的第一印象是天主

教信仰。的確，菲律賓是亞洲信仰天主教

比率最高的國家，島國上教堂林立，巴洛

克風兼容在地特色的古老教堂（圖一）以

及充滿歐洲風情的美岸（Vigan），更是

名列世界文化遺產。菲律賓的天主教信仰

與歐風建築，當然與其所經歷的三百多年

西班牙殖民史脫不了關係，事實上，在大

航海時代的殖民歷史之前，由台灣島南方

七千多個島嶼所組成的「菲律賓」從不存

在⋯。

考古、殖民、與全球史： 

西班牙殖民時期

的菲律賓與台灣 

撰文 / 謝艾倫 

(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 圖一  呂宋西北部的抱威教堂 (Paoay Church)，世界文化遺產

考古 × 文化 ×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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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講述大航海時代的歷史的時候，常常習於用上述的方式，細數歐洲偉大的航海家如何

千辛萬苦、不畏艱難地開闢偉大的航道，「發現」了美洲與太平洋的島民，甚至定義了菲律賓。

言下之意，這些地方的島與人，似乎在歐洲人到來之前並不存在，或者是就算存在，他們的文化

似乎「差不多」-- 言下之意，不同族群文化的差異性必忽略，其各自在前殖民時代的歷史更是乏

人問津。被殖民者與殖民者兩造皆以一種單一、均質的方式被呈現，殖民後則一律走上了殖民者

同化被殖民者的戲碼，至於那些居於高山不受殖民統治的族群，則在後殖民時代被視為堅守傳統

文化的「原始」島民。

文獻的缺乏與偏頗，可能是造成誤解的原因之一。

長久以來，生活在東南亞海域的芸芸眾生，僅有少數掌

權者被記載下來，另有一些族群因為習於將文字書寫於

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樹葉、樹皮等有機物上，很遺憾地無

法讓我們藉其書寫系統認識他們的過去。至於那些遊走

於帝國邊緣的成功海盜商賈，就算會書會寫，也不會刻

意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於是乎，我們由文字拼湊出的東

南亞早期海域史或殖民史，似乎總是間斷破碎的、而且

很難脫去他者的目光。近二十年來，研究東亞、東南亞

海域的史學家、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不斷地嘗試翻轉

上述單一的敘事角度，反思亞洲在大航海時代的地位。

其中考古學者從考古出土的物出發，提供了不同的視

角，幫助我們了解這塊區域在大航海時代之前與之後的

歷史。

在眾多種類的考古遺物中，高溫燒製的陶瓷器所

遺留的碎片由於在各種環境下皆能保存，一向是考古學

者最仰賴的線索之一。各地燒製陶瓷由於原料不同、技術不同，產品各有特色，而且即便是同一

窯口生產的物品也會隨時代風格而有所變化，因此在東南亞各地（尤其是港口或水路易達的內陸

地區）發現的陶瓷碎片的首要功能便是作為判斷遺址年代下限的資訊。其次，藉由分辨出中國、

▲ 圖二  使用可持式 X射線螢光分析儀（pXRF）
收集青花瓷的化學組成資訊

23



日本、大陸東南亞各地窯口出產的陶瓷，

學者得以重建貿易網絡的變遷，並探討其

中的因素，或者是各消費場域所隱含的社

經 權 力 關 係 (Acabado and Hsieh n.d.)。

陶瓷碎片的判讀一般多仰賴對各時期陶瓷

器相關知識的累積與經驗，但是對於考古

遺址中許多體積小、缺乏特徵的破片，即

使是專家熟手也常常愛莫能助。因此，如

何用科學分析的方法，在不破壞標本的前

提下，能用較少的成本辨認出大量陶瓷器

碎片的產地，成為筆者近年的研究方向之

一（圖二），這部分的研究目前在利用可

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pXRF）分辨標

本的部分已有一些進展，可以成功辨識中

國景德鎮、漳州窯以及日本肥前所生產的

製 品 (Fischer and Hsieh 2017; Hsieh and 

Fischer 2019)。

筆者在過去數年分析了菲律賓首都馬

尼拉王城區 Intramuros（ 西班牙人集中居

住的區域，圖三）內外出土的數以萬計的

陶瓷片，試圖探究這個近代早期全球史上

最重要的殖民港市的物質文化特色，以及其中的殖民者、閩南華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的複雜關

係 （Hsieh 2017）。其中一項有趣的發現即是西班牙在馬尼拉所使用的陶瓷器組合明顯與其於

美洲的殖民城市（例如墨西哥城）有異之外，與亞洲同時期發展的其他殖民港市（像是萬丹、熱

蘭遮城）也有明顯區別。此外，王城內部數個遺址的比較亦顯出殖民者內部的差異性（行政長

官、商人、軍人等等），這些觀察都有助於我們打破對歐洲殖民者在亞洲的刻板印象（謝艾倫

2017）。

▲ 圖三  在王城中代表性的建築 Casa Manila與工作人員合影

▲ 圖四  美國密西根大學 Guthe Collection 庫房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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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針對原住民的研究的部分，以李

旻（2013）的研究為例，他利用收藏於美

國密西根大學 Guthe Collection ( 圖四 )，

來自菲律賓中部近海遺址的中國青花瓷片，

探究在西班牙殖民者到來之前與之後當地

原住民社經文化的轉變。其研究之所以可

以辨別前後期的青花瓷片，並不是由出土

的層位（藏品多來自地表調查或層位不清

的洞穴），而是各地青花瓷各期的風格特

徵。他的研究進一步將依照青花瓷片的精

粗程度分成數個等級，進而觀察出與前殖

民時期相較，菲律賓中部的原住民所消費的青花瓷器在進入殖民時期之後質地明顯較差，若帶入

當時的歷史背景，推測應是西班牙的殖民活動改變了貿易路線，削弱了菲律賓中部海域的貿易地

位，如此也可能連帶影響到當地依靠外來奢侈品所維繫的社會組織關係。

鏡頭拉回我們所居住的台灣，1626-1642年間，西班牙人為了與荷蘭人競爭對中貿易的優

勢，以及對日傳教之便，便佔領了以今日基隆社寮島為核心，西至淡水到東至宜蘭的區域，北台

灣在這段時間遂跟菲律賓群島一樣，成為西班牙東印度的一部分。一樣位於殖民帝國的邊陲，相

較於菲律賓中部貿易路線的沒落，宜蘭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早期豐富的外來陶瓷卻暗示著噶瑪蘭

地區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後似乎迎來一個短暫的興盛階段！ 藉由居於北海岸、擅長對外貿易與製

鐵的馬賽人（史料中記為雞籠人），富產稻米的蘭陽平原得以引入更多的外來陶瓷。然而，藉由

比較生活面與墓葬脈絡出土的陶瓷器類別可知，不是所有的外來陶瓷都被當地人視為珍稀品，有

些可能是單純取代本地陶器的生活用品，至於由陪葬品所觀察到的社會內部差異是否因西方殖民

活動或旺盛的貿易活動而被強化則有賴更多的研究與討論（謝艾倫 2012a, 2012b）。筆者目前

在基隆協同主持的「聖薩爾瓦多城暨修道院考古發掘計畫」，則希望除了釐清西班牙人在社寮島

的生活之外，能找到更多馬賽人的活動證據，馬賽人與西班牙人、華人以及其他平埔族群的互動

關係也有望釐清（圖五）。

▲ 圖五  基隆和平島發掘現場的教堂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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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無論菲律賓群島還是台灣島，外來陶瓷對當地原住民而言都不是新鮮事，畢竟此區的海

洋貿易路線早在歐洲勢力進入之前就已有近千年的發展歷史，歐人來到亞洲之後最主要的貿易活

動，也是以亞洲人過去已經建立起的網絡為基礎（跨太平洋的馬尼拉大帆船航線除外），考古學

的研究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於前殖民時期網絡的認識，並由前後期的比較看到殖民主義背景下的變

與不變。

作者在十多年前參與一個淡水紅毛城的小型考古試掘計畫後與歷史考古學及陶瓷結下不解之

緣，碩士階段研究噶瑪蘭族的舊社遺址淇武蘭在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影響，博士期間則以西班牙人

在亞洲的殖民首府馬尼拉為核心，除了探訪馬尼拉大帆船航線美洲的終點阿加普科、墨西哥城、

以及西班牙往美洲的主要港口塞維亞之外，也考察了萬丹、巴達維亞、柯欽、果亞、長崎、平戶、

澳門、會安等亞洲港市。期間筆者關懷的焦點始終是大航海時代眾多人、物、與訊息的流動，以

及如何把東亞、東南亞海域累積千年的網絡互動與近代以來全球史的脈絡放在一起思考，進一步

跨越今日的國族界線，以更寬廣的角度理解在地的考古發現。

考古學的有趣及奧妙之處，即在於一方面我們有機會將視野放得很大，從全球史的角度看到

各地人與物如何交織出不同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焦點縮到很小，從一小片陶瓷中所含

的微量元素追查其身世來源，進一步探究其歷史因素。在焦點的縮放之間，考古學家不變的初衷

仍是透物見人，寄望由埋藏地底、水底的文化遺產，了解人類社會多元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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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考古學研究的原由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唸考古時，我常說不太上來，簡單來說也許只是兒時受古文明和神秘主義

的吸引，又嚮往探險生活的緣故，但當時的想像當然很多都是不正確的；複雜一點來說，這份模

糊的心志，也受到了很多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人事物激勵，才逐漸變得清晰、堅定。比如說漸

漸了解自己對於其他學科的興趣，只能是興趣，回過頭發現始終縈繞心中的，是如同推理劇一般

地探訪時空上的他者，心中對古代生活的各種揣想也愈來愈具體。話雖如此，考古田野中單調的

勞動，與後續整理發掘材料時的枯索孤單，仍是初心者的試煉。永遠有不知如何歸類的新發現，

不斷挑戰既有的認知，亦帶來喜悅。異地田野中和研究室的交替，雖然佔去專心寫作的時間，但

也能將自己由勞心或勞力的疲乏中解救出來，看看田野中的人事風景，讓書中扁平的案例鮮活起

來。我想這是人類學者或考古學者才有的特殊待遇吧。

中國考古及史

前聚落的研究

撰文 / 林圭偵

考古 × 文化 ×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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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田野調查和考古研究：進入一座「沒有歷史」的城市

就讀碩班時在台大陳伯楨老師的介紹之下，我首先

到了他的田野地重慶，那也是我的中國以及麻辣火鍋初

體驗。接著再到成都參與當時正在進行的金沙「外圍」

遺址的發掘，當時根本不吃辣的我並不知道，此後我會

不斷地重返這個田野地，並在美國思念起花椒的味道；

經過十幾年我也仍在探究這些遺址留下的謎團──在中

心聚落之外我們還有什麼？這也恰好見證中國考古學界

對於聚落考古論述焦點的逐漸轉變，以及個別區域史逐

漸建構完備之後的衍生議題。而這二者均是立足於張光

直先生中國考古學的論述所發生的變化。

以我的田野四川為例，倘若我們再把時間往前推

十幾年至 1990年代，那是一個大發現的時代和轉折點

──在此之前考古學者只是隱隱約約猜測成都平原可能

有更多早於三星堆時期的聚落；另一方面，做為四川最

早發現的大型聚落，三星堆文明雖然展現出獨特的地方

特質，它的諸多青銅禮器、玉器卻也和殷商中原文化難

脫關係。導致很長一段時間裡蜀地的考古學者，甚至關注此地的西方學者，都沒能走出將之視為

中原文化的支系，與「衍生文明」、「次級文明」一類論述。如同歐洲人經常認為歐洲以外的地

方沒有「歷史」，長久以來著眼黃河中游古文明的歷史或考古學者，也很容易過份強調中心對於

邊陲的影響性和控制力，忽略其他地區特殊的歷史境遇。

事實上，90年代在成都展開的調查便發現了一系列新石器時代的城址，這些土牆城體之所

以未能更早被察覺，是因為它們僅是以卵石加固、夯實，在歷經四千多年的人為與自然營力後，

幾與田中土堆、墳丘無異，當地居民更經常在上面栽植作物 (圖 1)，許多地方則僅存片段牆體，

在偌大的稻田間不易辨識 (圖 2 )，有賴調查經驗豐富的考古人員憑想像始能延伸、拼湊起來。由

此也說明系統性、地毯式調查的重要性。也是在 90年代後期，中國各地接連展開系統性的區域

調查，包含 21世紀初在成都平原展開的調查。透過這些調查，不但將區域歷史從新石器時期以

降建構得更為完整，也發現更多非搶救性的遺址，並且由於是系統性為之，考古學者對於遺址的

分佈和佈局能更清楚描繪。從此我們也知道這不是一座沒有史前「歷史」的城市。

更加深入後便發現這些早期遺址與周邊文化早就來往頻繁，也因此帶動人員、器物與技術的

流動和引入，甚至新的物種與生活方式，例如馴化小米、稻米、豬隻等。在這個早期的交往圖像

中，黃河中游的文化並非四川的主要交往對象，反而它與長江中游、陝西，有更深而直接的關係。

▲ 圖 1  成都平原新石器時期城址 (上 )及 
牆體地貌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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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西側的山區則在更早以前，便與甘肅、青海、

西藏等地有所聯繫。這些向所認為較黃河中游為落後的

地區，實際上更加具有流動性，也是我時常半開玩笑將

來要開設「邊緣考古學」課程的講述對象。穿梭在這些

區域、負有傳遞作用的邊緣人群，往往帶來許多創新與

刺激，也是目前學界漸趨注意的課題。

這些區域文化雖然缺乏自身或他方的文字記錄，但

由一些跡象，如築城技術（儘管當時的城牆不如我們現

今一般所認知般雄偉）與長程貿易交流，仍可看出其人

口和食物剩餘，均已有一定的規模，並且具有相當的組

織力；排列有序的墓葬和製作精良的陶器，也顯示了專

業工匠的存在與社區規劃；約與城址興起同時或更早，

考古學者也發現稻米已經躍居為主食。這些圖像似乎符

合多數學者對於農業、定居、人口成長與社會複雜化相

輔相成的假設。但除此之外我們對於成都平原的社會組

織型態仍然有許多未知有待填補，例如城址之外是否另

外有人口聚集的中小型遺址，它們與大型城址保持何種

共生關係？它們之間的資源分布如何？回答這些問題雖

是從事「聚落考古」應當考慮的一部分，但在考古學者忙於尋找更多大型城址，以及對已知的大

型城址也尚未認識清楚的狀況下，再加上許多遺址受到晚期建築工程盤據、切割；考古學者一直

到相當晚近，因調查方法和技術的大幅改進後，才有心力和條件對整體環境做更通盤的考量。

另一方面，在缺乏期待中的高等級墓葬，或是其他足以標誌社會分化的證據之下，我們很

難將成都平原的史前社會與結構嚴謹的權力制度聯想，不過這也並非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的唯一方

式。社會發展在不同地區也許是有不同的途徑。比較不同區域間的社會組織方式，特別是中心以

外其他地區的生產技術、物質成就，收穫也在此。因此若我們進一步區分中原以外的地區，會發

現有許多來自於周邊「蠻荒」地區的新發明，成為中原師法引進的對象。各區域社會有其各自的

資源與環境適應，它們並未因聚落規模較小，或階層較不嚴明而必然較為「落後」。這種有別於

中原地區「非典型」的區域文化發展，提醒我們存在多樣的社會組織型態，嚴格或不明顯的階層

分化皆有可能，甚至並存於一社會的不同場域中，透過多樣的群體、活動或事件來顯現。

看來，在傳統上被視為一級戰區的黃河中游之外，一些似乎是邊陲外圍的社會，一直在我

們過往狹小的歷史視野之外，自顧自地美麗著。不諱言，這些地區和外界一直存在許多深深淺淺

的互動，並非真的遺世獨立；在有些時期也受到其他地區的「刺激」，時間愈晚近，區域間的交

流也愈加頻繁。以上述的三星堆文化為例，許多人懷疑其青銅冶金技術初始即相當成熟，可以說

▲ 圖 2  冬日茫茫的田野調查中，單調的地景有
時容易迷失；遇到新石器時期的牆垣，

對面不相識

▲ 圖 3  「三星」堆之其中一星 (重建 )，靠近著
名之祭祀坑，今為遺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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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憑空出現的「黑科技」，或許是由已經具有純熟冶金

技術的中原文化所觸發、引入，甚至由人員直接移入所

帶進，部分器物與中原相似亦增添了這種可能。然而，

即使如此，這種交流更可能是經由蜿蜒而曲折的路徑，

和多方的中介者方能達成。同時，三星堆也接受了許多

中原以外其他文化的產物。在這輾轉傳入的過程中，許

多符碼意外被凸顯、轉化，成為別具當地特色的符號，

甚至在原生地已經消失後，仍延續使用；也有些經過選

擇性利用，賦予器物不同的搭配或使用方式、或局部變

造等；或者藉由模仿，滿足對不易取得之物的需求。這

些選擇和改造都可能成為創新的源頭。經過這些轉化之

後，物品的社會意義和價值也是不同的；無論創新或摹

仿，都同時可能創造新的社會階層、打破既有規範，也

可能反而鞏固既有的階級。

除了上述三星堆之外，在殷商周邊的文化中，對

於殷商貴族的青銅禮器系統，也均是選擇性地輸入或模

仿，使用的方式也與殷商首都不盡相同，這可能暗示他

們可由「中心」取得的高級器物有限，但亦可能是他們

特有的地方性品味與自主選擇，只是在一般詮釋之下被

扁平化為「只得其形不得其意」罷了。實際上，彼此之

間即使姑且稱之為從屬關係，但也充滿了不確定、不一

致與不穩定，有時是多重而複雜的關係。放諸周邊區域

之間，彼此也維持了不盡相同的親疏等級。而除此區域

對區域之間的關係應加區別，個別區域之中的聚落間，

無論其為大型聚邑或較小型的聚落，恐怕也是一種不穩

定的關係。與今日的政經局勢不無相似。

幾千年後的今天，經由考古發掘，許多當時的物品和符號重新為我們所認識，在將這些文物

送進博物館的同時，它們也脫離了原始的使用場景，被重新定位與認識。部分元素獲得今人喜愛，

進入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復古的取材來源；有些則自始存在於當地，只是大眾往往習而不察 

(如圖 4 )。就像當初玉琮千里迢迢由東端的長江下游被帶往上游，歷經千年後出現於成都平原所

在，在當時的成都蔚為風潮；二千多年後的我們也又重新發掘出這些物品，置入不同的意象 (圖

5 )。或許，歷史從未遠離我們，只是換了不同的面貌。

▲ 圖 4  博物館中復原的青銅器時期房屋建造方
式 (上 )，實際上今日仍可見於成都郊外
(下 )

▲ 圖 5  四川博物院外的植栽仿造玉琮形象 
為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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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歷史的 

新北考古公園

十三行新脈動

撰文 / 圖    

十三行博物館

如果喜歡考古、歷史的民眾，來到淡水八里旅遊，想必對於十三行博物館不陌生！這棟曾榮

獲建築金獎的白色混凝土建築，裡面展示著十三行遺址出土的眾多精美文物，講述考古的研究歷

程，不時還結合國內、外博物館館藏，舉辦各式人類學、民族學特展；參觀累了，步行至博物館

後方的陽光廣場，更是親子觀眾運動、野餐與遊憩的好地方。

108年 5月，博物館西側新增一座佔地約 5公頃的「新北考古公園」，更是來到八里旅遊不

容錯過的考古主題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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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休閒兼具的考古主題園區

走近園區入口，映入眼簾的是大型人面陶罐裝置藝術，如迎賓般微笑歡迎民眾的到訪。走過

小橋，來到考古公園的「教學演示區」，規劃有學習體驗教室，及讓孩童為之瘋狂的互動沙坑。

學習體驗教室設計兼具考古與童趣風，服

務臺做成橫倒的人面陶罐造型，猶如剛從遺址

探坑中發掘出來，發出柔和光線的雲朵吊燈，

宛如彎曲河流般的木製桌椅，模擬考古工作時

與天地及探坑作伴的風景，除此之外，教室不

定期推出文物修復程，撥放遺址搶救及考古學

動畫，並提供相關書籍借閱，營造舒適的學習

環境；全臺最大、仿考古探坑造型設計的互動

沙坑，不僅架設屋頂遮風避雨，設置洗手臺方

便民眾清洗，更貼心細緻白沙，不造成孩童皮

膚的不舒適，難怪每個週末都吸引大小朋友攜手來到十三行博物館，化身考古學家，玩的不亦樂

乎。

穿過教學演示區後沿著步道繼續前行，出現一棟茅草屋頂的木造干欄式建築，還以為自己遊

覽到峇里島，實際上，這個「部落教學區」是參照考古學研究成果所建造的史前十三行人聚落，

包括住屋、穀倉、草棚等建物。考古學家藉由十三行內發現的柱洞可推測當時的住屋為干欄式建

築，但地面以上的建築是長什麼樣，卻苦無出土證據。

十三行博物館只能根據早期民族學文獻對於

淡水、八里一帶原住民族的家屋描述，並積

極諮詢許多考古學、歷史學專家後，重現

當時可能的住屋樣貌，包括住屋高於地

面，用木頭搭建，屋頂則是用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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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設而成，只有在房子的前跟後有小小的窗戶

等。民眾遊歷園區累了，不妨在住屋的屋簷下

或在草棚內席地而坐，享受著涼風吹拂，看著

自然光影的變化及植物隨風搖擺，聽著蟲鳴鳥

叫，讓自己的心靈沉澱一下，暫忘都市的繁忙

塵囂。

聚落旁一大塊綠地規劃為「狩獵教學

區」，模擬小山坡地形，加上館方不定期舉辦

的史前獵人體驗活動，專業講師從石鏃箭頭磨

製及弓箭製作開始教學，搭配木製動物雕塑的獵靶教材，帶領民眾重返距今 1,800至 500年前

的八里坌地區，體驗狩獵採集的生活。

融入史前環境元素的十三行花園 

除了園區內特色建築與沙坑景觀外，新北考古公園最特別的，莫過於與其他公園不同的設計

與植栽。博物館參照考古研究資料，發現十三行人生活有著與水源密不可分的關係，且當時植物

也與現今社會有些不同，於是種植了像是桂竹、芋頭、月桃、芭蕉等一般公園難見的植物，並開

鑿一條貫穿公園的小河，形成豐富的史前十三

行聚落生態環境。

若有機會拜訪新北考古公園，不時可見蜻

蜓飛舞或水鳥來此休息或捕食，河道搭配著小

橋及遠處的觀音山，形成一幅山林背景，運氣

好的話，夕陽西下的橘黃色天空，參雜著紫紅

色的光影灑落在住屋的茅草屋頂上，更是另一

種部落美景，遙想當年十三行人，是否也跟我

們一樣對這樣的美景讚不絕口呢？

34 十三行新脈動



打造新北「都市文史花園」

新北考古公園形塑十三行原始聚落，

融入考古、教育、生態、藝術與人文等元

素，重現十三行人傍水而居、依水而活的

生活樣貌，整體與八里在地山海地景自然

融合，走入其內，不僅能體驗考古樂趣，更能穿越時空，

回到距今 1800到 500年前的十三行人生活，親眼看看當時的聚落模樣；

而這融入自然景觀與地方文史資源的獨特設計，不僅區隔出與一般公園綠

地的不同，更在 108年 7月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的肯定，

期待民眾親身來感受考古公園的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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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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 

專屬人面陶罐

FUN 手做

撰文 / 照片提供    

十三行博物館

人面陶罐介紹

本件單把、折肩、圈足人面陶罐是十三行遺址 (1800-500年前 )最具特色的出土文物之ㄧ。

質地為紅褐色夾砂陶，其口緣、足部的表面均勻散佈圈印、櫛點等裝飾紋樣，而最特別的是陶罐

腹部生動的人面造型：微凸的眉脊、狹長的雙眼、再配上旁立起的雙耳，充分顯示了史前居民精

湛的製陶技術與豐沛的創造力。

工具 & 材料

剪刀

打洞機

蠟筆

棉線

口紅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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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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步驟

將人面陶著色稿列印 4 張，

並將貝殼的著色列印雙面

用口紅膠將四張著色稿黏合

在貝殼著色稿中間與人面陶

罐下方打洞

沿裁切線將四張著色稿剪下

為人面陶罐畫上有趣的表情

使用棉線圖樣，最後綁在陶

罐下。

依照折線將著色稿對折

將貝殼的著色稿上色，並沿

裁切線剪下著色稿

1

4

7

2

5

8

3

6

完成！
完成後可翻面替換不同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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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線
折線

裁切線
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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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線
折線

裁切線
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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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線
折線

裁切線
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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