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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見福民國小
文∕屈慧麗．圖∕趙啟明、林德牧

摘要
再見福民國小是在 2011 年 2 月，雖然今年冬天的氣溫有些低，沿著臺 8 線
兩旁盡是接枝的梨樹和葡萄園，熟悉的感覺又讓人暖和起來。還記得 10 年前因
921 地震後災區國小重建，和同事啟明、德牧一起出田野，看地圖找學校的位置
約在大甲溪的中游，白毛臺西側低位河階面上，行政區域隸屬臺中新社鄉福興
村，水系屬阿寸溪。在與往谷關溫泉中橫的路叉開，右穿過天福大橋和蜿蜒上爬
的小徑，沿路山櫻花開，終於找到海拔 550 公尺的福民國小。
當時迎面看到的是數間漆著彩繪的組合屋簡易教室，近數十年來臺灣的考古
學者因應現代社會的需求，投注了大量的心力參與社會服務，其中一些應用性的
考古工作包括文化資產保存與環境影響評估。
在內政部 1995 年出版的臺閩地區考古遺址調查報告中，即登錄臺中縣大林、
福民國小為考古遺址。學校屬政府機關，因此校舍重建時為免破壞史前遺物要先
進行調查。2000 年劉益昌研究員與溫振華教授在評估重建建議時，提出試掘 3
個探坑及監測，同年，臺中縣政府文化局即委託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人類學組執
行。這次挖掘的探坑和監測時發現的灰坑出土陶片 1340 片、石器 714 件，底層
有數件似繩紋紅陶但未發現文化層堆積。出土遺物的文化內涵主要為距今約 3000
∼1800 年的營埔文化水底寮類型及距今 1300∼500 年間的谷關文化 Pinijan 類型。
關鍵詞：文化層堆積、灰坑、繩紋紅陶、水底寮類型、谷關文化

1

圖 1. 從福民國小看大甲溪

再見福民國小是在 2011 年 2 月，雖然今年冬天氣溫有些低，沿著臺 8 線兩
旁盡是接枝的梨樹和葡萄園，熟悉的感覺又讓人暖和起來。還記得十年前因 921
地震後災區國小重建，和同事啟明、德牧一起出田野，看地圖找學校的位置約在
大甲溪的中游，白毛臺西側低位河階面上（圖 1），行政區域隸屬臺中新社鄉福
興村，最近的水流是阿寸溪。在與往谷關中橫的路叉開，穿過彎曲的小徑，沿路
山櫻花開，終於找到海拔 550 公尺的福民國小。

圖 2. 921 組合屋教室
當時迎面看到的是數間漆著彩繪的組合屋簡易教室（圖 2），近數十年來臺
灣的考古學者因應現代社會的需求，投注了大量的心力參與社會服務，其中一些
應用性的考古工作包括文化資產保存與環境影響評估。依據新頒佈的《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1 條：
「遺址所在地都市計畫之訂定或變更，應先徵求主管機關之意
見。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不得妨礙遺址之保存及維護，並應先調
查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或疑似遺址；如有發現，應即報主管機關依第 40 條審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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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辦理。」
在內政部 1995 年出版的臺閩地區考古遺址調查報告中，即登錄了臺中縣大
林、福民國小為考古遺址。學校屬政府機關，因此校舍重建時要先進行調查。2000
年劉益昌研究員與溫振華教授在評估建議時即提出試掘 3 個探坑及監測以免重
建時破壞史前遺物，同年，臺中縣政府文化局委託科博館人類學組進行挖掘。探
坑出土遺物相當豐富，文化內涵包括距今約 3000∼1800 年的營埔文化水底寮類
型及距今 1300∼500 年間的谷關文化 Pinijan 類型。
科博館人類學組在福民國小一共進行兩梯次的考古挖掘。第一梯次挖掘於
2001 年 2 月 6 日至 13 日進行，依審查委員之建議，在校門前的山蘇園內抽樣挖
掘二坑及校園後山坡挖一坑，同時也利用鑽土器在校園四周抽樣鑽探。第二梯次
挖掘則是因為重建施工時，人類學組進行監測時發現灰坑現象，因此請施工單位
配合，緊急於 6 月 7 日至 15 日進行 3 個探坑的搶救挖掘（圖 3）
。

圖 3. 福民國小探 坑 與 鑽 探 位 置

遺址週遭環境與研究沿革
福民國小遺址位於大甲溪中游的低位河階面上，中心位置大約在東經 120∘
52＇22＂、北緯 24∘9＇55＂ ，方格座標 E237100×N2673350。大甲溪全長約 120
公里，由於受到西南氣流及東北風雙重影響，大甲溪集水區內冬夏二季都有豐沛
的雨水，全年雨量平均在 2000 公釐以上，水量也相當穩定，是臺灣地區最富於
水利資源的河川。溪流兩岸適於人類活動的地形多半集中於沖積扇、河階地與環
流丘等地形（林朝棨，1957：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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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沖積扇之扇頂部在東勢鎮附近，河道呈東西向之橫谷，東勢以東，大
甲溪急轉成南北向之縱谷，河床廣闊。兩側河岸階地分布很普遍，高低可分成許
多層次，直到馬鞍寮、麻竹坑附近河道東轉，穿越堅硬砂岩形成的狹谷、水隙。
水隙以東河谷又寬闊起來，馬鞍寮到谷關之間，河谷已呈狹谷地形，除了和平對
岸白毛和博愛有低位河階之外，谷關之前不見有其他河岸階地的出現（王鑫
1984：121）
。
1910 年或之前，森丑之助發現位於大甲溪中游白毛臺河階的臺中縣新社鄉福
興村白毛社遺址。福民國小遺址是在 1995 年 3 月 12 日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
究計畫調查發現（臧振華等，1995）
，當時估計遺址面積約 15000 ㎡。根據大甲
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計畫的史前遺址資料，福民、大林國小、
麻竹坑 II、III 和白毛臺等遺址屬白毛山遺址群，文化歸屬為谷關類型，年代推估
約 1000-300B.P.。
谷關類型的遺址分布於大甲溪、北港溪中上游山地地區，馬鞍寮、天冷以上
至谷關間的大甲溪流域，地勢高聳形成與新社河階群廣大階面不同的地形。其文
化遺物主要是各類型的打製斧鋤型器，尚未發現陶器，其生態適應推測是以山田
燒墾、旱地耕作為主的居民（劉益昌等，1997）
。
福民國小遺址在 921 地震前即因道路、教室等興建，已遭到相當程度的破
壞，因此保留未受大規模整地或建築影響的範圍不多。然而因過去內政部委託的
調查僅是地表採集，其範圍包括臺中縣新社鄉及大甲溪對岸的和平鄉河階臺地，
而位於大甲溪中上游地區僅 Babao 遺址（劉 益 昌、楊 鳳 屏，1997；劉 益 昌 等 ，
2008）與七家灣遺址（劉 益 昌 ， 1999）有正式挖掘資料，因此福民國小遺址藉
著校園重建而進行的田野試掘與調查，對瞭解大甲溪流域史前聚落分布型態更具
有重要意義。

發掘過程
福民國小的考古挖掘依審查委員之建議，於校園南側山坡抽樣 P1 及校門前
方山蘇園內抽樣的 P2、P3 二坑。P1、P2 坑面積均為 2x2 ㎡，P3 由於出現遺物，
因此擴坑為 3x2 ㎡。第一梯次除探坑挖掘外，同時也利用鑽土器在校園四周抽樣
鑽探；第二梯次則是因為施工單位在升旗臺西側挖掘圖書館地基，人類學組在執
行監看時發現土牆斷面有灰坑現象（圖 4），因此緊急在地基西側進行 P4、P5、
P6 坑的搶救挖掘，三坑的面積均為 2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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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趙啟明先生在地基斷面發現灰坑現象
1. 探坑發掘層位與現象
P1 坑
位 於 福民國小南側的斜坡臺階地，地表種植桃子、檳榔樹，是一長度約
50 公尺、寬度約 4 公尺的細長臺階。P1 探坑面 積 為 2x2 ㎡，距北 1 公尺是
下階，距南 1 公尺是上階界牆，上下階相差約 1.5 公尺，挖掘時採人工層位，
每 10 公分一層。
(1) 現代耕土層：厚約 40 公分，L1 為深褐色（7.5YR3/4）的壤土；L2 出現石
鋤、石錛，草根密集；L3 出土石核、斧鋤型器，植物根很多，仍是干擾層；
L4 出土灰黑夾砂陶、斧鋤型器等。
(2) 堆積擾亂層：L5 仍有塑膠袋、破布等擾亂物；L6 有草根、南邊土色漸轉變，
出土砥石、斧鋤型器及一粗砂灰黑陶片。推測文化層已被擾亂；L7 土色轉
黃、土質漸硬，有礫石出現。
(3) 生土層：L8 西北角仍有黑色黏土，其餘均是黃色砂土，東北角出現一斧鋤
型器；L9 西北角以黑土結束，大小礫石增多，無遺物出現，結束挖掘（圖
5）
。

圖 5. 1 號探坑的西牆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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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坑
位 於 921 地 震 之 前 的 福民國小校門口外長約 40 公尺、寬約 30 公尺的
山蘇園內，在地表即可撿到不少打製石器，園內可能因使用有機肥料的緣故，
土壤顏色黑。
(1) 耕土層：厚約 40 公分，L1 至 L3 土色為深灰褐色（10YR3/2）
，有塑膠袋、
礫石等出現。L1 出土 1 打製石器、1 石錛及 4 件斧鋤型器；L4 土色漸轉為
深褐色（7.5YR3/3）
，未見史前遺物。
(2) 文化層：L5 西界牆出土 1 件斧鋤型器；L6 出土少數夾砂灰黑陶片、8 件斧
鋤型器及 1 打製石器，仍有許多未完全腐化的樹根，西界牆出現一顆大礫
石；L7 出土數十顆約 10 至 20 公分大小的礫石、6 件斧鋤型器、1 件圓柱形
的砥石及 1 件打製石器（圖 6）。

圖 6. 2 號 探 坑 出土許多石材石器

(3) 生土層：L8 土色轉為淡褐（7.5YR3/4）
，陶片、石器數量明顯減少；L9 進入
生土層，無史前遺物，L10 結束挖掘。
P3 坑
位 於 P2 坑 西 北 約 4 公 尺 ， 探 坑 有現象出現，因此向南擴充 1 公尺，
面 積 為 3 x2 ㎡。
(1) 耕土層：L 2 土色深灰褐（10YR3/2）
，有塑膠袋、電線等，但也出土 4 件斧
鋤型器；L 3 有瓦片、鐵塊等擾亂物及 1 件石錘出現；L 4 進入文化層，土
色轉為深褐色（7.5YR3/3）
。
(2) 文化層：L5 出土大量中型礫石及少許炭末，夾雜 7 件斧鋤型器、9 件打製
石器廢料及 3 件粗砂黑陶片；L6 出現 12 件斧鋤型器，有的完整，有的因使
用過度消耗而折斷成平直狀，1 件石錘及 5 件石器廢料；L7 出現 1 打製石
器；L8 有 6 件夾砂褐陶片、2 件磨製切割板岩片、4 件斧鋤型器及 1 件完整的
三角形箭頭；L8 靠南界牆約 30 公分處土色明顯轉為黑褐色，為瞭解更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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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決定向南擴坑 1 公尺，擴坑後 L9 出土 7 件斧鋤型器及 7 件石器廢
料；L10 靠北牆及地表出現大礫石；L11 僅挖掘南擴坑，出土 8 件斧鋤型器、
3 件切割板岩片、2 件網墜、3 件箭頭及一件石器廢料。L12 出土 6 件斧鋤
型器、1 件切割板岩片、3 件網墜、2 件箭頭及 2 件石器廢料。L12 出土的
碳送至美國佛羅里達州貝他實驗室進行碳十四年代測定，其結果為距今
2690±100 年（Beta-153621）
。
(3) 生土層：L13 仍出現數顆礫石，土色轉黃出現生土層，結束挖掘（圖 7）。

圖 7. 3 號探坑 L13 出現生土層
2. 灰坑 現象
第二次挖掘主要是因為學校在興建圖書館挖地基時出現灰坑 H1，地點位
於升旗臺西側約 4 公尺處，探坑由北至南分別是 P4、P5、P6，由於基地已挖開
才進行面積 6×2 ㎡探坑的搶救挖掘，所以探坑方向是北偏西 30∘。當時探坑的
附近地表有兩棵羅漢松，東邊約 2 公尺處有棕櫚樹，南邊也有椰子樹。
H1：
(1) 地表下 0 至 50 公分：先請校方用怪手搬移羅漢松，L1 土色深灰褐
（10YR3/2）
，在挖 L1 和 L2 時有大量樹根，挖掘 L1、L2 時，P4 出土一板
岩磨製石器殘件，P5、P6 有斧鋤型器、磨製石器及石片器等。
(2) 地表下 50 至 110 公分：L3 土色深褐（7.5YR3/4）
，仍有大量樹根出現。P4
是干擾層，少見遺物出現，P5 已進入文化層，出土 1 玉錛、1 石錛，P6 出
土 1 件石錛；L4 有大量樹根，仍是干擾層，少見遺物出現，P5、P6 出現陶
片、斧鋤型器、網墜、石片器，P6 西北角有石塊堆，二坑均有多量打製石
器出現；L5 有斧鋤型器、石片器、石錛、砥石等出土，P6 坑仍有大量樹根，
較特殊的標本是 P4 出現的玉飾及 P5 出現的閃玉錛形器；L6 出現的標本有
陶片、斧鋤型器、網墜等，石器數量漸減少。P6 東南角出現一小部分生土，
土色紅褐色（5YR4/4）
；L7 有大量樹根，在 P4、P5、P6 有少部分的干擾現
象，仍有陶片、斧鋤型器出現。由 P4 北牆、P6 南牆面判斷 P4、P6 將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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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層， P5 在中間仍然有灰坑現象，P6 東南角出現生土層，因此採自然
層位挖掘；L8 有大量樹根，在 P4、P6 仍有干擾現象，出現陶片、斧鋤型器、
網墜等，P5、P6 出現較多石塊聚集。
(3) 地表下 110 公分至 160 公分：L9 土色深褐（7.5YR3/4）
，P4 南半有生土出現，
北半邊仍有數十顆石塊、大量炭與陶片出現，疑似製作石器的工坊（圖 8），
P5 整坑仍大致屬灰坑的範圍，但灰坑西半邊在挖地下室地基時已被破壞，因
此估計灰坑範圍至少寬 2.5 公尺、深 0.7 公尺，P6 大致已達生土層，東北角
仍有少許文化層現象；L10 的土色為深灰褐色（10YR3/2）
，P4 石塊現象仍保
留， P5、P6 之間僅挖掘灰坑部分，生土部分予以保留；L11 灰坑面積縮小約
為 1 ㎡，挖掘時仍有陶片、石器及 4 顆大礫石出現；L12 土色仍為深灰褐色
（10YR3/2），疑似碳灰，已接近底層但仍有陶片出現、石器少；L13 生土層
出現，結束挖掘。

圖 8. 4 號探坑 L9 出土大量炭末、石器
與陶片

H2：
2 號灰坑（H2）距第一個灰坑現象（H1）東側約 25 公尺，在新教室挖掘地
基過程中，在土牆上又出現第二個灰坑現象 H2，距地表下深約 0.7 至 1.2 公尺，
土色黑褐，土質鬆軟，含植物根等有機質多，亦有陶片、石器出現，然而此灰坑
深入學校花壇下，僅繪圖記錄（圖 9、圖 10）
。

圖 9. 2 號灰坑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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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H2 灰坑剖面
3.鑽探記錄
(1) 表演臺西側：30 公分內是黑色黏土，30 至 50 公分是深黃褐色土
（10YR4/6）
，有陶片出現，50 公分以下為五花土，至 100 公分為深棕色
土（7.5YR5/6）
。
(2) 福民居南側：40 公分內是工程回填用的沙土，40 至 60 公分是深褐色土，
60 公分以上是礫石，沒有文化遺物。
(3) 網球場南側：35 公分內是工程回填用的沙土，35 至 60 公分以上是深灰
褐色黏土（10YR3/2）
，60 至 85 公分為深褐色土（7.5YR2.5/3）
，85 公分
以上是大石頭，沒有文化遺物。
(4) 操場跑道內側：20 公分內是工程回填用的沙土，土色為深褐（10YR3/3）
，
25 公分以上是石頭。
(5) 山蘇園內：靠北的兩個鑽探孔約 20 公分即碰到礫石，因此放棄。靠南的
一個鑽探孔，在 70 公分內為黑色黏土夾雜有塑膠袋等擾亂物，115 公分
時出現黃土，土色為 7.5YR4/6。
4. 監測記錄
(1) 升旗臺西側鑽土記 錄 及山蘇園內進行 P2、P3 挖掘，出現陶片遺物，因
此工程監測時特別注意此二區。
(2) 在拆除舊手工藝教室、校長室挖深地基時，在舊地基下約 30 公分亦發現
陶片。
(3) 怪手挖掘山蘇園運出的有機深色土壤，被白毛臺農家收購堆在門口，其
中亦發現有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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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園升旗臺南側，怪手挖深地基在地基下約 50 公分發現有斧鋤型器。

遺物分析—陶器
陶器的分類主要以陶土攙合料的種類、粒徑、密度大小，加上陶片顏色（以
1994 年版的 Munsell Soil Color Charts 為比對標準）
、紋飾等要素進行觀察與分類。
福民國小出土陶片一共有 1340 片，其中僅統計大於十元硬幣者 351 件，重量 3181.7
公克（44.22﹪）
，小於十元硬幣者有 989 件，重量 4012.9 公克（55.78﹪）
。
根據上述的分類原則，所得到的陶類可以分為 4 大類，其中灰色陶類數量最
多有 242 件，佔總數的 68.94﹪。灰色陶依攙合料的粒徑大小的差異再細分粗砂
中粒陶 82 件（23.36﹪）
、粗砂細粒陶 154 件（43.87﹪）和泥質陶 6 件（1.71﹪）
。
其次為褐色粗砂陶類 96 件，佔總數的 27.35﹪，雖然有的褐色陶明顯可見陶片表
面有塗泥再加以抹平、修整的情形，使器表看來砂粒較少，但由於攙合料顆粒大，
因此仍歸為粗砂陶類。黑色粗砂陶 9 件，佔總數的 2.56﹪。紅色粗砂陶類數量最
少，只有 4 件，佔總數的 1.14﹪。
表 1. 陶器分類統計表
陶類

件數

百分比 重量/公克 百分比

粗砂細粒陶

154

43.8％

1600.8

50.31％

灰胎陶類 粗砂中粒陶

82

23.36％

488.9

15.37％

泥質陶

6

1.71％

62.7

1.97％

褐色陶類

粗砂陶

96

27.35％

881.2

27.70％

黑色陶類

粗砂陶

9

2.56％

84.2

2.65％

紅色陶類

粗砂陶

4

1.14％

63.9

2.01％

351

100％

3181.7

100％

總計

表 2. 各探坑陶類統計表
坑號∕件數 灰胎細粒粗砂陶

灰胎中粒粗砂陶

灰色泥質陶

褐色粗砂陶

黑色粗砂陶

紅色粗砂陶

∕重量

P1

1

16.4(g) 0

0(g)

0

0(g) 1

8.7(g) 0

0(g) 0

0(g)

P3

1

6.7

0

0

0

0

0

23.4 0

0

P4

17

388.3 4

24.9

0

0

6

105.3 0

0

2

52.4

P5

30

203.1 19

97.4

4

50

17

114.9 0

0

0

0

H1

51

550.3 31

201.9 1

6.9

63

571.3 3

31.5 2

11.5

P6

54

436

28

164.7 1

5.8

9

81

2

29.3 0

0

總計

154

1600.8 82

488.9 6

62.7 96

881.2 9

84.2 4

63.9

百分比

43.87％

50.31％

15.37％

0

23.36％

1.71％ 1.97％ 27.35％

10

27.70％

4

2.56％ 2.65％ 1.14％ 2.01％

90.00%

80.00%
數量百分比

70.00%

重量百分比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黑色陶系

灰色陶系

紅色陶系

褐色陶系

1.灰色陶類
為本遺址的主流陶類，共得 242 片，此類陶片表皮顏色大多脫落，胎色為灰
和灰黑。依攙合砂的粒徑大小再細分為粗砂細粒陶、粗砂中粒陶和泥質陶。基本
上粗砂細粒陶攙合料的粒徑小於 2mm，夾砂密度介於 20﹪到 30﹪之間。粗砂中
粒陶攙合料的粒徑介於 2∼6mm，甚至超出此範圍的各粒級，攙合料有石英、變
質岩屑等，有的粗砂中粒陶攙合料的密度可達 40﹪到 50﹪（圖 11）
。泥質陶較少
僅 6 件，總重 62.7 公克，佔總數的 1.97﹪，厚度約 2.5 至 4 mm 間，其中有碟形
器、高圈足，有 2 件有陶衣及一腹片具矢狀劃紋，均為較特殊的標本。

圖 11. 出土陶片以夾砂灰胎陶類佔多數

灰陶器型可見罐形器、缽形器、碟形器。P4L10 出土 1 件帶耳的小型罐形器，
突出的扁耳把，把手上有兩穿，耳下有黑色斜方格繪紋。陶器部位有口緣、折肩、
把、耳、腹片及圈足。口緣厚度差異較大；介於 4∼15mm，口緣形式有斂口平唇
與侈口卷唇，罐形器口徑大小分布介於 15∼20 公分之間，腹片厚度多在 4∼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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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器表大多為素面，P3 L9 出土一灰色夾砂陶表面有矢狀劃紋。科博館人類
學組林德牧先生復原一高圈足泥質陶及一帶耳的小型陶罐（圖 12）
。

圖 12. 德牧復原的帶耳小型陶罐
2.黑色陶類
統計表中此類陶僅 9 件，由外表看均含粗砂，但灰坑 H1 出現的 6 件為夾砂
黑皮陶，其中有 3 件腹片表面有黑色斜方格彩繪紋
（圖 13 左）
、直條紋及徑約 4 mm
塗黑的圓點，厚約 4 mm，有 2 件黑色素面陶、1 件內外均有黑皮修整，器形有罐
型器。此外 P3 L5 出現 3 件黑粗砂陶片顆粒均相當粗，攙合料的密度可達到 50
﹪。P1 L4 出現 2 件小於 10 元硬幣的細砂黑陶片，厚約 6mm。
3.褐色陶類
共有 96 片粗砂褐陶，部位有口緣、腹片及圈足，其夾砂粒徑多以 0.5∼1.5 mm
的砂粒為主，夾砂密度大都介於 20﹪到 30﹪之間。器型可見有罐形器、缽形器、
盆形器、陶蓋紐。
(1) 灰坑 H1L11 出土一陶蓋紐及一夾砂陶罐口緣，口緣末端收尾時，略有收束，
從外部看有約 1 公分寬的黑色修整痕，唇部從側面看有一突脊。
(2) 紋飾：灰坑出土一褐色夾砂陶缽殘片，器表壓印「非」字形條紋（圖 13 右）。

圖 13. 彩繪線條紋（左）；幾何「非字形」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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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紅色陶類
在四類陶中數量最少，1 件粗紅陶口緣出土於灰坑，復原直徑約 20 公分，
為中型大小陶罐。直徑大於 5 元硬幣的紅色夾砂陶僅出土 4 件，其中 P4L8 出土
的粗砂紅陶攙合料密度可達 50﹪，厚約 7mm，陶片切片顯示其礦物成份含石英
粒及千枚岩屑。山蘇園內 P3L11 出土 4 件直徑小於 1 公分的夾砂紅陶疏鬆易碎、
厚約 3mm，P3L9 也出現 30 餘件褐色夾砂陶略帶橙色，疏鬆易碎似繩紋陶材質。
本次未發現繩紋陶文化層，若有，推測已遭營埔文化層覆蓋，因此僅少量紅陶。

年代
福民國小發掘在 P3 南擴坑 L12 出土的碳送至美國佛羅里達州貝它實驗室進
行碳十四年代測定，其結果距今 2690±100 年（Beta-153621）
，校正後 3074-2665 yr
BP。此外共選擇 6 件陶片送到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進行熱釋光測年，
其結果如下：
坑號層位

定年材料

測定年代

P1L4

細砂褐陶

1060±80

P3L5

粗砂灰陶

900±70

P3L12

細砂紅陶

1130±90

P4L7

粗砂褐陶

2520±200

H1 L13

粗砂黑陶

2620±210

P6L8

粗砂灰陶

2350±200

依據熱釋光測年顯示福民國小遺址文化層年代範圍距今 2700∼2100B.P.之
間，及 1200∼900B.P.兩個階段的史前文化。比較福民國小遺址和大甲溪中游 Babao
遺址碳十四絕對年代（劉益昌，1998）
，水底寮類型介於 3074- 1749B.P.，至於 Babao
遺址碳十四年代測定的 4324- 4304yr BP，應屬繩紋陶文化層。
遺址

編號

測定與校正年代

福民國小

Beta-153621

2690±100（3074-2665 yr BP）

Babao

NTU-4352

2000±70（2148-1749yr BP）

Babao

NTU-4377

2740±70（3004- 2741yr BP）

Babao

NTU-4369

4080±90（4324- 4304yr BP）

遺址的文化內涵
比較福民國小遺址各探坑出現陶片多寡，很明顯的在校園後方山坡地的 P1
坑出現陶片數量少且小，陶片周邊圓平。山蘇園內 P2、P3 出現陶片數量亦不多，
大多數陶片出自 P4、P5、P6 及灰坑 H1。灰坑出土的文化現象及遺物非常豐富，
文化層堆積厚，估計其聚落面積至少 15000 ㎡。
根據此次發掘的結果，福民國小的文化內涵包括早晚二期，早期距今約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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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年，以灰褐夾砂陶為主的營埔文化水底寮類型為代表，晚期為距今 1300
∼500 年間的谷關文化。
新社臺地位於臺中盆地與東側丘陵之間，呈現山區與平原盆地區的過渡性文
化相貌，營埔文化水底寮類型代表著兩者間的聯絡管道，為此地區的主要文化型
態，主要的遺址包括水底寮、新六村、七分、矮山坪等遺址，這些遺址也可見許
多具谷關文化的特徵。
水底寮類型陶器的器型包括罐、缽、盆、碟、罐形器帶圈足、扁耳把帶雙穿
的小型罐形器。陶器紋飾有幾何非字形紋、矢狀紋、彩繪線條紋等。石器變化也
相當多，包括斧鋤形器、刮削器、箭頭、石錛、石刀、網墜、砥石等，推測其生
態適應是以農林墾殖為主，漁獵為副。
福民國小灰坑中出土閃玉製的石錛、石鑿以及管狀玉飾的出土（圖 14）
，顯
示當時即與東部掌握玉材資源的人群有來往，代表史前人透過交換體系取得異地
資源，當時人是否穿越中央山脈取得玉材或就近透過埔里地區貿易交換，是未來
值得研究的課題。

圖 14. 上排 3 件為閃玉製的石錛

大甲溪中游河階丘陵區為大甲溪自新社臺地以東的區域，其間擁有廣大的河
階平臺，在此區域的各河階地遍佈許多史前遺址，但文化類型僅見谷關文化早期
的 Pinijan 類型與晚期的谷關類型。
Pinijan 類型的代表遺址有 Pinijan、Sagava 等，谷關類型的代表遺址有谷關、
稍來社、哈崙臺等遺址，各遺址均見大量的打製石刀、斧鋤形器等農作類石器，
顯然應與史前的生活狀態與環境有關（劉益昌、楊鳳屏，1997）
。
福民國小對面大甲溪北岸和平鄉的 Babao 遺址，碳十四與遺物亦包括牛罵頭
文化、營埔文化水底寮類型與谷關類型 3 個文化層（劉益昌等，2008）
，中冷遺
址亦出現牛罵頭文化層堆積。福民國小營埔文化層底也有出現少數粗砂紅陶，推
測應有繩紋紅陶文化層的存在，但被營埔人擾亂。目前已知牛罵頭文化分布，從
大肚臺地、八卦臺地、臺中盆地、大安溪中上游、大甲溪上游及南投均有，未來
彼此的時空演變關係，尚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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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在挖掘期間承蒙校長、教務主任、劉阿姨及許多和藹可親的老師、小朋友與
我們一起進行史前文化的探索，也感謝學生家長賴建中、陳有寶、張貴花及校友
詹登清、徐一令的協助。還記得當時決定考古抽樣探坑的位置，接著詢問周詩彥
主 任 可否在這附近找到工人幫忙，他笑著說：
「沒問題，這是一個以客家鄉親為
主的聚落，村裡的人不論男女都很勤勞，且大多數會使用鋤頭。」第 2 天就找到
幾位學生家長和福民畢業的校友詹登清先生，他們以前都沒做過考古挖掘，所以
先從認識史前遺物開始。「這個扁扁、長長的石頭就是史前石器喔，那我家附近
的葡萄園裡好多」
，一聽眼睛一亮，忙著要求阿嫂帶我們去住處附近看看（圖 15）
，
地表採集可以彌補探坑發掘資訊不足，是瞭解遺址分布範圍的最好方式。

圖 15. 白毛臺的葡萄園
在土壤看起來有些貧瘠的果園裡，真的撿到許多斧鋤型器等，這是史前時期
住在這裡的人們用來開墾農作的斧鋤工具，一般斧型器較為厚重，多屬中鋒、重
消耗使用，鋤型器則較為輕薄而體長，刃端常一面磨耗較為嚴重的使用痕。石器
以斧鋤型器數量最多，其次為捕魚用的網墜（圖 16）
，狩獵用的石鏃及處理獵物、
農作物用的石片器、石刀、刮削器等類型也多。一般學者認為大甲溪中游遺址的
營埔文化水底寮類型與大肚溪營埔類型的石器變化代表適應不同生態區位而產
生的改變。

圖 16. 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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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來幫忙的家長劉先生聊天，為什麼這個國小這麼「迷你」？他說因為很多
家長為了孩子的教育問題，不得不搬到東勢。的確是這樣，臺灣城鄉差距大，都
市擁有較多的資源，偏遠地方的家長、孩子怎麼面對升學壓力呢？學校雖然小卻
非常溫馨，常見家長帶自己種的南瓜、筍來學校，農家有錢的人不多，單親的、
付不起營養午餐的孩童，老師也格外疼愛，班級小可以掌握每個家庭的狀況。山
上的孩子很純真，看到有外人來共進午餐，探頭探腦似乎有些興奮。行禮如儀的
打菜，開動前感謝上蒼和爸媽，之後高年級學長照顧低年級的，守規矩的客家孩
子讓我們留下極深刻的記憶（圖 17）
。

圖 17. 淳樸的福民國小（韓旭東先生繪）
學校落成了，在福民國小的電子校刊上寫著：
「恭賀校內三至六年級參加 99
學年度英語歌謠比賽榮獲甲等…」，校內也設一間博物館（圖 18），遺址出土的
陶片與近代陶瓷相互輝映。

圖 18. 小型手工藝品展示室
這次校園重建，我們認識了新朋友，也得到了考古資料，身為博物館員總是
思索考古的新角色應是作為生態與文化、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性連結。學者想
要保留的是古人的技術和文化，而技術和文化有時是保存在天地環境間，亦即考
古的意義應該不設限，它可以是古代文明與現代文化創新、資產延續的一種溝通
橋樑。大甲溪水依舊潺潺，新校園山櫻花開，腦海中浮現的是啟明描繪數千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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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來白毛人的前世今生。貫穿於遺址的古殘片和白毛臺的葡萄園，紫色迷戀中
偶而體驗與福民國小的心靈溝通，也期待這個偏遠的社區未來得到更多的關心與
祝福（圖 19）
。

圖 19. 再見福民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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