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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部史前文化考古教育 

文／屈慧麗．圖／林德牧、趙啟明 

摘要 

 遍布於臺灣中部地區的考古遺址是臺中人長時間以來的歷史舞臺，古人類使

用的陶器、石器以及居住地、埋葬地等，日後都深埋在曾經生活過的土地上，因

緣際會才被考古學家挖掘出來。不同時代的人，由遠古至近代，在土地中由下而

上的、逐漸的堆累了生活的證據。因此我們所居住的土地，也是自遠古以來人類

生息的土地，亦即現代人是生活在遺址上。 

遺址的維護與再利用在異質性社會中引出的震盪與整合是多方面的，近年來

考古的新角色是作為自然與文化、生態保育與都市發展之間的中介性連結。本文

以中部地區考古遺址的保存及活化展示教育為例，吸引社會大眾思考地下埋藏的

古物與個人及城市發展關係及不同文化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各地考古遺

址、遺物與教育、觀光、政治、出版、研究、展示等息息相關，因此形成相關知

識的建構與推廣，開展適宜社群的學習機制，必能提高社會教育水準與社群永續

發展。 

一個社會成功的永續經營必須包括大眾的參與、教育環境的改造以及生活品

質的提昇。近年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遊憩與觀光時間增加，成為當今經濟

體系中最具發展潛力的事業之一。世界各國將考古資產發展成為教育與觀光資源

的例子不勝枚舉，其中現地保留的考古遺址更是以真實的方式呈現過去，將某段

時間凍結在規劃的遊憩空間吸引遊客駐足，進一步發揮終身學習與寓教於樂的功

能。 

關鍵詞：史前遺址、考古教育、永續經營、寓教於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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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臺中考古地圖 

 地表空間是人類活動的舞臺，不論是現代或史前文明的人類，其生活方式都

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或與之產生交互作用，因此地理學中重要的傳統即是探討與

人相關的地表環境等諸多現象，以及環境與人的交互作用關係（王洪文， 1988；

Johnston, 1997）。事實上考古學者所探討的課題中，史前人的生活方式是其中最

重要的主題，而人的活動深受自然資源與環境變遷的限制，故對於遺址的古環境

重建，以及環境對於史前文化之特徵、遷移、轉變與興衰等影響之議題探討，在

考古研究領域中有其不可忽視的地位 (Rapp Jr. and Hill, 2006)。 

 臺中盆地位於臺灣西半部的中心位置，由於盆地的生成與臺灣新期造山運動

的構造活動有密切關係，在東西兩側的活動斷層以及南北兩大河流的界限之下，

自成一個獨立的地理單元（圖 1）。它的北界是大甲溪，南界是濁水溪，東界因

為車籠埔斷層的關係，丘陵與盆地直接交界，山麓線平直，盆地西側則是東傾的

大肚臺地和八卦臺地。此地的土地肥沃、灌溉便利，過去一直是臺灣重要的稻米

和甘蔗的農業區（陳正祥，1993）。

 
圖 1. 考古是挖掘與考證過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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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史記載在 300 多年前的明朝末年，臺中盆地早期曾是平埔族的生活區

域，主要以農耕、狩獵維生，明鄭時期起則陸續有漢人進入此地開發。在行政區

的劃分上，嘉慶 15年（西元 1810年）時，清朝政府首次在臺灣中部設立「臺灣

縣」，此地逐漸成為臺灣中部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至日治時期則改設臺中

州，「臺中」之名自此確立。這裡因位居臺灣南北向交通中點，擁有便利的聯外

交通，加上四季氣候宜人，發展條件十分優越。 

臺中地區的考古調查始於 1900 年日本學者鳥居龍藏、森丑之助進入中部山

區進行人類學與考古學的調查工作，而臺中市發現的第一個考古遺址是臺中公園

（神社），也是由森氏於 1911 至 1926 年之間發現的。根據氏平要、原田芳之兩

人 1933年合著的《臺中市史》記載，1908年大阪每日新聞社長本山彥一曾陪同

戴仁親王到臺中市參加縱貫鐵路全線通車典禮，看到臺中神社所在的東大墩丘陵

「疑似古墳遺址」，1925年 8 月在山麓挖掘出土 3個「打製石斧」。 

根據臺中地區遺址出土史前時代的墓葬與遺物，加上遺物器型比對

分析和碳十四科學定年結果得知：臺中地區南島語原住民族群經歷了牛罵頭文

化 (4,500~3,000 BP)、營埔文化 (3,000~1,600 BP)和番仔園文化 (1,600~400 

BP)。目前臺中都會區包括前臺中縣已登錄的遺址有 149處及獨立地點 28處（劉

益昌等，2007），及臺中市遺址普查遺址有 29處；獨立地點 3處（郭素秋，2010）。

從各遺址時空分布的地點來看，臺中地區的遺址資料就像一部史書，自 4,000多

年前開始上演古早臺中人的故事，在不同的時空環境移轉下，也發生了好幾次的

器物風格、聚落型態和文化行為等的轉變。直到 17世紀漢人社會移入臺中盆地，

擠壓、取代、同化了當時的平埔族，開闢自己的庄頭居地。 

之後日治時期 1905 年，日人設立「臺中驛」（圖 2）。1908 年 10月 24日鐵

路縱貫線全線通車，為臺中的交通帶來新的改變，也促使站前地區的快速發展，

形成了繁榮的景況。根據《臺中市發展史》記載明治 38年（1905年），市府成為

火車站一帶的繁榮地標，同時開發中區一帶的用地，將低窪沼澤處大量涸池填

土，造成路基拓寬道路（東海大學歷史系，198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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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治時期的臺中街道 
 

 

 

 

 

 

 

 

 

 

 

 

臺灣光復後，臺中市的發展曾長時間停滯，除了民國 38 年後大批國民黨

軍公教人員遷入，直到 1970、80 年代市府藉著市地重劃、擴張都市計劃區、

開闢工業區，使臺中市更形成為臺中地區各鄉鎮的教育、文化與消費的中心城

市。至 1990 年各期重劃區中以七期惠來里「新市政中心」（原名「副都市中心」）

的完成為市政的重點開發。2001 年起在新市政中心附近的惠來遺址試掘，遺址

分布範圍面積大，出土豐富的陶、石器遺物以及動、植物生態遺留。文化內涵

包括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牛罵頭文化、營埔文化以及金屬器時期番仔園文化為主

的史前大型聚落遺址。近年來由整理、分析史前聚落現象及遺物的分布，得以

對先民生活樣貌進行部分復原（屈慧麗、何傳坤，2002、2008、2009）。此外，

遺址出土的近代以來的清代以及日治時期的陶瓷器物遺留，亦展示了臺中地區

人群遷移活動的演變過程。從史前住民到晚期的平埔族住民，進而到漢人居民

入墾，延續到日治時期以至今，考古出土的物質遺留訴說著臺灣中部的變遷發

展史，成為現今市民們對於自己的城市了解過往的最好證據。 

二、過去的現在 

考古發掘過程亦見證臺中地區其實有更深遠、清晰的前世今生（圖 3），

之前各遺址的發掘物大多蒐藏在博物館與中研院。現今清水牛罵頭文化園區、

小來公園已闢成教育園地及據點，由文化局志工接手導覽與解說工作。2010

年科博館推出「城市考古」特展，迎接中、小學師生共同體驗城市出土古物，

2011 年科博館參與臺中市梨山藝術節旅行吧 Slamaw！推出認識陶器與「考古

小偵探」（圖 4）。其實博物館的展示與科教活動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一為推

動「公眾考古學」，從社會歷史的觀點來看，它呈現了在地過程族群的具體文

化成就，從教育的觀點來看，它讓現今中部人認識本地人類文明的演進，這正

是教育下一代的實體標本，亦是現今世代城市文化創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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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要保存考古遺址？ 遺址的保存有許多的理由，從考古專業的研究價

值、保存歷史記憶、凝聚社區意識，到形塑國民精神氣質等。這幾年開發建設

工程與考古遺址間的爭議，引發了學者、官員、議員、里長、文史工作者、建

設業主之間的衝突、角力與妥協（屈慧麗，2009）。不論是實質的經濟利益或是

文化價值，必須轉化為論述以尋求多方的平衡，然而遺址卻有其脆弱與不可取

代性、一旦破壞了就影響追溯變遷歷程，無法拼出這塊土地過去完整的圖樣。

我們實有必要正視前述的中部歷史與史前史，一個偉大的城市不在於高人一等

的「物質文明」，而在於認同此時此刻的你我、這塊土地、自然與過往的人群、

文化，並竭盡所能經營其間種種的良善關係，做為基底，才能開拓城市未來豐

厚永續的願景。 

臺中都市發展史 

經濟、文化條件//空間分布形態 

遺址與臺中都市（過去與現在的時空重疊）

史前臺中/自然環境/文化變遷 

新臺中未來展望 

現在 

現在/過去 

過去 

未來 

圖 3. 臺中都市發展與考古的關係 

圖 4. 科博館到梨山找「考古小偵探」 

 5



臺中夙有「文化城」之稱，文化是一個城市的靈魂，2007年龍應台在臺

中「發現城市魅力」中曾說：「所有動人的城市，都說明了一個事實，城市的

美不是無中生有或靠著外在粉妝，而是厚植在自己的土壤，綻放出來的花朵」。

重新閱讀地方，以各種角度的閱讀察覺地方是透過反覆的社會實踐而構成，在

每日的基礎上建造和重建而有所變化，也透過閱讀地方讓原有的界限和永恆的

思考模式加入開放與改變，去尋找對地方的美與最好的實踐方式。 

臺中地區埋藏著四、五千年的歷史與文化，中科友達光電廠區也

出土歷史時期漢人的窯址。綜合遺物及遺跡證據，可知經歷過漫長的新石

器時代至鐵器時代，先民的生計活動從採集、狩獵到農耕，到今天新貴的高科

技生產與數位時代，快速發展令人驚嘆不已。迄今臺中惠來遺址、牛罵頭、

清水‧中社、七家灣、西大墩等 5 處已為指定遺址。未來的大臺中都會必須

全面啟動遺址的整體保存與發展機制，需規劃相關的管理維護計畫，並進行遺

址的教育及文化旅遊推廣工作。因為中部地區的考古研究工作尚有許多待解決

的問題，未來的遺址發現與發掘工作，有賴更多市民、公部門、考古專業者在

充分共識下通力合作。 

三、考古教育 

考古學在西方早於 19 世紀已漸發展成一種專業，尤其碳 14 等科學鑑定年代

的方法建立，加上各種出土物的科技整合、判讀，使人類史前史的幅員大大增加。

當然考古學不只是學術象牙塔裡學者專家的一種興趣，它的任務在試圖解釋有文

字以前，也就是所謂「史前」人類是如何在地球表面生存、遷移、擴散、演化的。

因為上述長久居住的過程，其遺跡往往歷經地表的變動、風化、堆積，而有些幸

運的不被擾動，反而被埋藏在現今的地表之下，構成所謂的「文化層」。而這些

文化層又會依循時間的先後疊加，由下往上排序。考古學家的任務便是透過挖掘

這些文化層以「鑑古知今」，解讀其中出土的古物及各種人為的現象，以科學的

推論來重建史前人類的生活。進而教導學子及一般大眾認識人類是經過如此的演

化建立起人類文明的歷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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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史前遺物被埋藏在現今的地表下，構成所謂的「文化層」。 

 

如何呈現史前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近年博物館在展示史前文化時嘗試達

到三個目標：第一是建立器物文化史，描述這些考古遺址和人工製成品在時間和

空間上的分布；其次是解釋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類如何適應當時的自然

環境和利用自然資源的方法；第三是研究文化演變的順序，詮釋人類文化是如何

及為何變遷。由於考古學者面對史前人類複雜的知識面相，研究目標有時隨理論

而轉變，因此濃縮成博物館展示時又必須面對新的嘗試。 

世界各地知名大博物館僅將古文明視為文化和藝術的殿堂，依不同地區展示

各民族歷史文化成就，例如歐洲文明、印度文明等。如果說博物館是考古學家的

一面鏡子，那麼它開啟了人類物質文化之窗，主要的原因即是博物館善用物的展

示並且作了完善的傳譯工作(Pearce, 1990)。史前文物不會自己講話，展示者的主

觀認知、問題取向、展示方法、解釋框架，均會影響到文物的選取和利用。 

博物館裏的考古學家收集史前文物資料，透過展示操作，期待與觀眾「對

話」。蘇珊皮爾斯女士在探討語言和文物的關係中曾以瑞士語言學者德梭煦（F. de 

Saussure）提出說話與語言兩概念區別實際說話的行為和說話內藏基底符碼來說

明文物的展示。 

   物品可以傳達的訊息包括物件本身的物質、生產過程、功用、相關的資料等，

然後每一項可以再進一步討論與分析它的背景資料。例如物件本身包括它的材

質、顏色、大小、重量、物品狀況。生產過程包括何時、何地、由誰、為誰、如

何及為何生產。功用方面的訊息有何時使用、為什麼使用、如何改變使用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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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誰使用等資訊。最後一些相關的訊息包括古物與個人、大眾的關係及在不同文

化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科博館人類學組籌備「城市考古」特展就是朝這個目標，因為臺中市沒有一

座可以衍生歷史記憶的博物館，正好惠來遺址的挖掘可以激發公眾關切，媒體已

將新聞炒熱，適時接續的展覽呈現可凝聚與延伸文化的生命力。因此透過展示的

「物」，不論選取自考古遺址挖掘現場或是蒐藏庫房，經過研究者、展示設計者

和導覽解說者密切配合，可將其呈現成一首詩、一齣城市的舞臺劇，讓博物館在

競爭激烈的行銷市場中更容易被觀眾接納（圖 6）。 

 

圖 6. 史前人透過展示期待與觀眾「對話」 
 

 

 

 

 

 

 

 

 

 

 

 

考古學者常是在遺址現場才有機會直接面對大眾傳播考古知識，否則便是接

受教育機構的邀約直接面對市民、進行演講。現今社會因為 E化，傳訊系統大

幅的增長了人類接收各種來源的訊息，考古方面的知識資訊亦是如此。與大眾接

觸的考古學和傳統的考古學不同，但它們彼此是相關聯的，其中比較具體的做法

就是推廣考古教育（Stone and MacKenzie 1990）。一般來說，西方國家因為媒體

長久以來大力推廣並且社會上業餘考古家多，因此民眾對考古知識的認同、接納

似乎比較容易。 

展覽通常要比學術的出版更易引起大眾的檢視，如何詮釋早期的歷史有其特

殊的挑戰性，因為其對象不只是一般民眾，也包括學術團體。考古詮釋與呈現可

以讓人感動，激發思古幽情，也可能是誤導錯誤的訊息。古物有可能「製造」歷

史嗎？例如當考古只挖掘到較易保存的石器就以為當時沒有使用木器、皮革等較

易腐朽的物質（圖 7）？或者採用一般批判性的詮釋只是因為和主流文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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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一般而言石器較易保存而木柄則較易腐朽 
 

 

 

 

 

 

 

 

 

 

 

 

 

 現今臺灣的社會其實對於考古學的興趣，藉著知識的水平提昇、媒體的發達

比起以往，已是大大的提昇。看來考古學吸引考古學家的那種對過往神祕世界追

根究底所獲得的滿足感，同樣挑起了市民大眾的胃口。至少這種過往世界之神秘

感是可以全家一起來消費、消遣的，等而上之，則引起一些民眾的求知慾，進而

身體力行也加入業餘考古的行列（圖 8）。 

圖 8. 考古學與公眾考古教育的推廣 
 

 

 

 

 

 

 

 

四、博物館推動的考古教案 

 目前臺灣教育體系中「國小社會科」和「國中認識臺灣歷史篇」，都有介紹

史前文化與考古遺址部分。科博館曾舉辦「文化資產種子教師研習營」，課程包

括臺灣原住民、史前史、認識古物、田野發掘方法等。大部分老師都認為舉辦這

些活動對考古學和史前時代的臺灣有了更深的認識，考古課程的內容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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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認為研習營對未來的教學會有幫助，但可惜田野發掘課程太短，並認為以

後回到居住縣市若有考古的發掘或相關工作也樂於參加。另外，很多老師也希望

博物館能進一步提供教學的補充教材、教具箱等，如此才能言之有「物」，進一

步引導小朋友踏入考古殿堂。大部分老師在研習課程中最喜歡的是介紹臺灣史前

文化與臺灣平埔族的課。但又覺得史前遺物的課不容易瞭解，因為對陶器、石器

很陌生，期待未來有後續的中級、高級考古課程。近年來科博館因惠來遺址的發

掘舉辦考古體驗的課程，亦廣受小朋友歡迎（圖 9），其中他們最期待與躍躍欲

試的是參與挖掘（圖 10）。 

 

圖 9. 小朋友體驗考古是一門科學 
 

 

 

 

 

 

 

 

 

 

 

 

 

圖 10. 小朋友最期待的是參與挖掘 
 

 

 

 

 

 

 

 

 

 

 

 

由於卑南遺址搶救而有的臺東史前博物館是臺灣最大的以考古為主題的博

物館，近年來推出的活動包括(1)偏遠地區學校和博物館合作教學—南科史前文

化之旅；(2)教材教具編製與運用教師研習；(3)考古冬令營與夏令營；(4)教師考

古研習；(5)史前館網站上的考古教育資源。偏遠地區曾以臺南及高雄縣市國民

小學師生為實施對象，戶外教學內容包括南科探坑與墓葬、工作室、陳列室，其

活動配合學習單進行教學。訪談相關承辦人員之後，發現主辦戶外教學最好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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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溝通講授內容，若辦活動時老師能準備「學習單」並預習則事半功倍。卑南

遺址與臺東史前博物館是目前國中生畢業旅行會選擇的地點之一，如何結合教學

與觀光，讓同學能有所獲而不是走馬看花，並在日後能吸引其家人前來是未來可

努力的方向。 

 位於北臺灣的十三行博物館是第一座考古博物館，在展示方面曾推出考古家

的密碼、臺灣原住民、煉鐵術、臺北地質環境與科博館的城市考古借展等。教育

活動部分有學習體驗室、動手做、繪圖、捏製陶土、拼圖等活動。八里社區視博

物館為利多，期待雙方配合經營以吸引更多參觀人潮，因為十三行位於觀音山與

蜿蜒的淡水河旁，附近又有很多戶外休閒空間，在硬體方面相關有條件配合考古

資產的永續經營。未來行銷的方向在於如何發展鄉土教育，將古物帶出玻璃櫥窗

的限制，利用寒暑假推出「行動博物館」，讓處處有教室，將考古知識送上門。 

五、結論  

 上個世紀末在面對第二個千禧年的來臨，世界各國在討論如何因應新世紀的

挑戰時，普遍都認為「教育」是提升國家競爭力和提高國民生活品質的根本之道。

雖然近十年來臺灣各級學校的考古教材持續加入，但是似乎還未能有效改變這門

學科長久以來被誤解的刻板印象。如何協助社會大眾與政策決策者體認「考古」

對於生活教育的價值，並且在新課程中賦予恰當的地位，實在刻不容緩。 

「考古」探討的主題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未來應該鼓勵民眾走進博物館

體驗終身學習之樂，並將考古教育列入公民教育之中，對第一線的考古教育工作

者而言（至少包括小學社會科教師、國高中教師、大專教師），如果能夠重新思

索考古教育在國民教育階段的意義，同時積極轉變國人（包括對學生、家長、其

他科目老師、校長、教育決策者、企業主、一般社會大眾）對考古的刻板印象，

那麼教改也將是讓考古教育價值彰顯的契機。 

經常考古學者需面對下列的質疑：「什麼是考古，它有什麼用？」 「考古要

如何融入整個課程之中，它與其他學科的相關性為何？」事實上，考古是科學之

后，她可以包括埋藏環境的地質學、地球物理、化學等，透過植物花粉、貝殼、

獸骨等又關係到生物學等知識。此外，考古遺址與出土的遺物均屬「文化資產」

範疇，從推廣考古知識到未來文化資產經營都可納入教育項目，更是培養新世紀

公民不可或缺的一環。 

考古教育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在學術研究上它包含了建立人類文化發展史的

各種重要資料，啟發我們瞭解歷史。從社會的觀點來看，它表現了世界各地區、

各民族在不同時代的具體成就，引導後人再創新機；從教育的觀點來看，它是人

類長期經驗和知識的結晶，也是教育下一代的實體標本，更是人類文化累積創發

的基礎。「考古」不只是有關挖掘，更扮演著將其他自然、人文科學知識對應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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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活場景上的重要角色。近年來考古學對社會大眾更有多層面的影響，因著考

古遺址陸續被發現及傳播媒體的報導，已逐漸潛植在大眾的內心。相信這股力量

對推動文化資產的保存具有正面的意義，中部地區史書目前從 4,000 年前開始撰

寫，或許未來還會發現更早的文化層，考古學者的工作希望能從因都市開發而可

能被破壞的遺址中，搶救、建構出古早的故事，亦即從考古認識過去、展望未來

（圖 11）。 

圖 11. 從考古認識過去、展望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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