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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世界─

臺北原住民族群
互動的另一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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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史前時代的臺灣

臺灣與世界─ 教室說歷史

臺灣與世界─

芝山岩遺址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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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本截角及教師證
到館參觀者，得享國立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含康
樂本館)團體票價優惠，憑票
根 3 日內可免費至卑南遺址公

園參觀，詳細優惠資訊請洽博物館 
服務台 089-381166  分機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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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簡介
1980年 7月，南迴鐵路興建工程案，出土約二千座墓葬與數萬件陶器及

石器，是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十分重要的代表性遺址，也是環太平洋與東南

亞地區規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遺址，在多年的文物搶救、考察與規劃下，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簡稱史前館）正式於 2002年 8月 17日開館營運，
目前分為三大主題來展示不同種類的文物，分別是台灣自然史、台灣史前史與

台灣南島民族，是臺灣最主要的國立人類學與自然史博物館。

康樂本館地址：950-60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 1號
聯絡電話：089-381166 

1博物館正面　2卑南遺址公園　34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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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及活動資訊

與祖先對唱：海端鄉布農族 Pasibutbut 特展
106/09/15∼ 108/02/28
本特展透過本館連結海端鄉 布農文物館及部落進行調查，於祭儀、
田野應用的實際狀況，並藉由錄音科技的無遠弗屆，開創族人穿越

時空與祖先對唱的奇特經驗。

108 年 1 月至 3 月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展覽及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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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速報
107/02/09∼ 108/03/08
以 2003年至 2013年進
行挖掘的舊香蘭遺址與

上里遺址所出土文物，

以釐清臺灣史前先民工

藝技術之純熟，也提供

社會大眾對近期考古新

知的了解。

馬修連恩聲音雕塑 《Consonance》
106/09/15∼ 108/02/28
馬修連恩（Matthew Lien）以 16支麥克風分別錄下 16名布農族人
的歌聲，再於展場內以 16支特別設計的揚聲器排成一個大圓，參
觀民眾可以站在圓的下方，想像自己就站在布農族人合唱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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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及活動資訊

音樂的慰藉：臺灣原住民現代歌謠中的共享記憶特展
107/02/09∼ 108/03/08
轉彎人生，從不敢承認自己的人生低谷，彎回找自己；從「流浪到臺北」，彎

回原鄉；從第一個國語（日語）、第二個國語（華語），彎回母語。走過殖民

時期的人生低潮、走過離鄉背井的苦悶；不管哪個年代，都有人從深刻體驗中，

譜出、唱就一首首反映與見證時代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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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史前時代的臺灣

臺灣與世界─

教室說歷史

文  高雄市前鎮國小科任教師 謝瑋哲

※本文照片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前　言

「古」與「新」是個相對的概念，「前日」之於「昨日」譬如「昨日」之

於「今日」，流逝掉的時間我們可以稱為歷史，短則以秒計算，長則數千數萬

年前。

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

替」。我們該如何向歷史借鏡？歷史

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即是我們懷

著探究的心，學習歷史的態度。

小學五年級社會領域規劃了專

章，介紹臺灣遠古時期的文明。課堂

上談到這裡，往往啟動孩子對於「先

民」生活的諸多好奇與想像。

▼

 先民生活樣貌／祖靈連結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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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史前時代的臺灣

臺灣與世界─

教室說歷史

話說到此，學生們紛紛對於考古

這門學科產生莫大的好奇，繼續追問

道，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方法界定這些

文明歷經了多少年？老師說：科學家

為了要瞭解考古年代，測定的方法有

很多種且相當深奧，而目前應用最廣

的測年法以「碳十四斷代法」為主。

我們時常於各類書籍中見到多數史前

考古遺留標示「距今 XX年」的說法
便是如此，這種方法較能準確測出約

莫五萬年前生物遺存的年齡。

探索過去的奧秘

在史學的定義裡，我們會以有

無文字記錄作為分界，一般稱沒有

文字紀錄者為「史前時期」，有文字

紀錄即是「歷史時期」。而臺灣從有

文字紀錄以來，距今僅約四百多年的

歷史。然目前臺灣發現最早的史前文

化，可追溯自五萬年前，這是人類文

明發展史中，時間最長的一段。

既然史前文化有這麼悠久的歷

史，我們何以宣稱它的存在？除了文

字足以述說過往，記錄人類曾發生過

的點點滴滴，亦可透過口耳相傳、石

壁上的刻劃或使用過的器物、工具來

解謎。因此，考古學對於過去人類社

會的研究，主要藉由重建與分析先民

的物質文化與自然環境，這些第一手

資料涵蓋文化景觀、器物、建築及生

物遺留。

▼ 玉耳飾／卑南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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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石器時期，此時較著名的有圓山

文化、大坌坑文化和卑南文化；最後

才是發展出煉鐵技術的金屬器時期，

以十三行文化為最。

上述每個時期都留有豐厚且各

具底蘊的文化遺址，若將這些遺址根

據空間、時間和文明發展的內涵來分

類，同一群遺址擁有相同的特質，且

「文化」與「遺址」

朗朗的讀書聲在課堂迴盪，學生

們讀著關於課本上的史前時代分期，

區分著舊石器、新石器與金屬器時期

等三個階段⋯⋯。

經考古學家調查發現，東臺灣的

史前文明起源於五萬年前，這就是舊

石器時期的代表—長濱文化；隨著

器物的質地與製作方式的演變，進入

舊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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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特定年代和地域，考古學者便

將這些在一定的時空且具有相同或相

似的文化體系，稱作一個「文化」。

像是長濱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

化⋯⋯簡單來說，這些文化就是人類

生活方式的總和（劉益昌，2011）。
「遺址」是上古時期先民生活所

留下來的遺跡，考古學者透過文物的

發掘，將當時人類生活的紀錄，試圖

從中抽絲剝繭，解析其訊息，以重建

過去人類的生活寫照。

依照文史工作者黃育智對遺址命

名的闡釋，通常是使用當地最小的地

名來命名。如，在臺北市 士林區的芝
山岩發現史前遺址，就稱為「芝山岩

遺址」。遺址所出土的文物，經學者

考究並重建遺址居民的生活情景及社

會樣貌，則稱它為一種「文化」。如，

重建「芝山岩遺址」，就稱之為「芝

山岩文化」（黃育智，2015）。

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

臺灣這塊寶島上擁有多元族群，

大部分是由中國大陸移民而來的漢

人，其餘則是最早居住在臺灣的原住

民族，關於後者，考古學界通常認為

他們是南島語族的後代，大約在七千

年前南島語族開始大規模遷移，並

落腳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中的島嶼，而

臺灣地區也是其中之一，考古研究指

出，這批先民大約在距今約四千五百

年左右來到臺灣，發展了新石器時代

文化。

臺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端，

多數原住民族保有自己的風俗文化和

語言，不過隨著現代化與漢化的腳步

加快，已逐漸失去固有的風俗和語言

了，加上要瞭解過往人類的生活史，

很多時候口傳歷史的神話色彩偏重，

未能有更科學的資料佐證。因此，遺

址的發掘、採集進而予以分析判讀，

是考古學家取得貼近當時生活情景的

有利證據。

長濱文化

淺談史前時代的臺灣

臺灣與世界─

教室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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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對當代的啟發

考古不只研究史前時代，也研究

歷史時代，它可以澄清文獻，糾正歷

史記載的謬誤。有句話是這麼形容考

古的，「一進田野，一切未知」，考

古學者猶如外科醫師，隨著田野詭譎

多變的狀況，得時時變通，拿著工具

在一層層的土堆中抽絲剝繭，透過熱

情與衝勁，帶著過人的膽識與一顆細

膩的心，試圖重建消失的古文明，當

脈絡逐漸澄清後，能夠讓我們再次見

證這片土地，因為時間的變遷，歷經

風霜後所遺留下的種種過往。

文化資產之所以無價，是因為它

無法真真切切的被複製，萬一遭到破

壞就永遠無法彌補，彷彿某段歷史

被留白一般。要讓文明昇華，不只仰

賴經濟運作，更需要蘊含豐厚的歷史

深度，加上人人應具備的文化基本素

養。

所以同學們，考古學幫我們回溯

過往的同時，也宣告著環境永續該如

何延續、尊重多元文化與建立土地認

同的重要課題。

 劉益昌（2011）。《臺灣全志（卷三）住民志考古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黃育智（2015）。重讀高中歷史課本。臺北：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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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島語族擴散可能途徑」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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