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來里遺址
台中市惠 來里遺址位於西屯區，地理區屬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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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盆地，海拔約 7 0 公尺，西側遠眺可望見大肚台
地及南屯區。靠近市政路與惠 來路交叉口衣蝶 百
貨商 場大樓基地，其南側為寬約 6 0 公尺的市政

台中市最早發現的史前文化遺址是台中公園，

路，西側約 1 0 0 公尺是寬約 3 0 公尺的河南路，

或許久居台中盆地內的市民聽到會大吃一驚。台

四周有新光三越百貨及老虎 城等著名消費中心。

中公園遺址是 1929 年由日本考古學家鹿 野忠雄

基地附近約1 公里處 有筏子溪經過，筏子溪為知

發現，在柳 川、綠川間起伏的東大墩丘陵，採集

高 本圳之水源，發源於台中縣境神岡、社口間，

了夾砂 繩紋陶、打製斧鋤 形器、石片器等，這批

最後在烏日西南方注入大肚溪。

標本目前收藏在國立台灣 博物館內。後來考古學

惠 來里遺址的調查 工作分為地表調查 與正式發

家在台中盆地東側山腰緩坡的軍 功里發現面積約

掘，前者以徒步方式觀察建築、道路等人工切出

3 萬5 千平方公尺的軍 功公墓遺址，這二處 遺址

之地層斷面，並以採土器鑽取地層下方土樣。

目前經分析 研 究估屬牛罵頭文化，年代距今約
4000~3000B.P. 。

遺址分布範圍是採用遺物、遺跡的連續出現來
界定，此次惠 來里發現遺物遺跡的範圍，東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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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西至黎 明路之間，其中河南路西側繩紋陶

學，在台中市市政路之北側，靠近市政路與惠 來

文化層堆積相當厚( 圖2) ，
惠 文三街文化層較薄、

路交叉口發現了大家期盼已久的惠 來里遺址。他

陶片零星出土。北從市政北六路，南到市政南二

帶科博館人類學組研 究人員至惠 來停車 場旁新百

路之間也發現陶片。此外河南路老虎 城旁，靠近

貨公司基地，該基地面積約6000 平方公尺，業

市政路的空地發現有繩紋陶與營埔類型灰 黑 陶在

主租借西屯區惠 民段地號 110 的土地作運輸便道

地表，另外在中港路與朝富路交口的統聯停車 場

( 圖1) ，在便道西側的土層斷面發現極為難得的

未舖水泥前，也發現有繩紋陶。推測由於受到人

文化層與繩紋紅陶片。標本帶回科博館後，研 判

為開發因素的影響，其實早期相當大的範圍已被

是台中市區內重大的考古發現，並立即向台中市

擾亂破 壞，目前初步估計惠 來里遺址群範圍至少

文化局報告。

150,000 平方公尺。

圖 2.P4 探坑西牆陶片密布

遺址文化內涵
圖 1.衣蝶百貨公司旁文化層出現地點

台中市過去由於都市開發極為快速，目前要尋
獲考古遺址極為不易，為避免遺址遺物又在無知
中被破 壞，因此科博館立即進行挖掘與搶 救。

惠 來里遺址分布在筏子溪附近，應 依賴河域食
物來源，可惜 沒有網墜的發現，出土大量的石器
製造工具、石材、石錘 相伴出土，顯示工具的製
造是在聚落內進行，由生產工具如石刀( 圖3) 的

出現，推測台中盆地附近早期是以農耕為主要的

取得一些木炭標本，經美國BETA 實驗室所做的

生業型態，並以漁獵採集為輔。由於惠 來里遺址

碳十四測年為3680 ±40 年(Beta-169789) 。此外

的面積推估超過 1 0 萬平方公尺以上，並且在河

選擇3 件陶片送到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 究

南路地點 發現的文化層堆積相當厚，也顯示出當

所進行熱釋光測年，結果 為距今 2670 ± 210 年

時聚落內人口眾多而且定居較久。

(P1L7 粗 繩紋陶片) 、距今2420± 190 BP(P4L7 細
繩紋片) 、距今2360±180 BP(P6NL11 素面陶片) 。
熱釋光測年顯示惠 來里遺址文化層年代範圍距今
約2100~3000 年之間，目前所知細繩紋陶文化的
年代上限大約是在距今4500~4700 年之間，下限
在3800~3500 年前左右。雖然，惠 來里遺址熱釋
光測年顯示的年代稍晚，但碳十四測年及出土的
遺物內涵顯示該遺址確屬中部牛罵頭文化。

惠來里遺址發現的重大意義
圖 3.石刀(人類學組林德牧復原，趙啟明攝影)

中部地區具代表性的牛罵頭文化遺址有苗栗縣

繩紋紅陶文化可說是台灣 在空間上分布最廣的

頭份鎮 、通霄鎮 媽 祖田、苑裡鎮 水坡里、後龍 鎮

史前文化，張光直(1969) 認為中部地區史前文化

白沙屯、造橋鄉 談文湖、三義鄉 三櫃 坑、外埔鄉

層序以牛罵頭文化最早。惠 來里遺址出土的陶

麻 頭路、大甲鎮 水源地、
火 葬場、神岡鄉 莊 後村、

器，其器型、口緣、圈足型式及紋飾相當近似牛

龍井
鄉龍 泉村、大肚鄉 頂街、烏日鄉 學田村、成

罵頭文化的特色；石器的種類也相近。其中最令

功嶺旭光國小、南投縣草屯鎮 草鞋墩、草溪路、

人注目的是石材來自花蓮 的蛇 紋岩製小型錛 鑿型

平林 IV 、集集鎮 洞角、彰化縣彰化市牛埔、員

器( 圖 4) 和裝飾品，也說明當時繩紋陶人與東部

林鎮林 厝遺址等。

地區的居民有互動關係，然其性質目前難以判
別。

惠 來里遺址位於台中盆地，林 朝棨 教授根據盆
地的地質歷史認為台中盆地曾是大湖或海灣 ，湖

1970 年代「濁 大計畫」調查 及試掘八卦山、

水自 4000 年前的大湖期之海進及海退而影響盆

大肚山台地重要的考古遺址及近幾年的普查 計 地之地形。當湖水乾涸之後，盆地邊緣的山麓 便
畫，牛罵頭文化遺址分布的地形大多在台中盆地

隨著湖水的外洩，形成不同高 度的台地，並提供

周緣的海岸階地、低位河階以及盆地邊緣地勢較

史前居民良好的居住環境。此次惠 來里遺址抽樣

高 的地區，到了晚期並向河流中游丘陵山地地區

挖掘的P 2 地
點 ，西距筏子溪約8 0 0 公尺，在第

分布。

11 層之下出現了礫石及厚約1 . 5 至2m 的青灰 色
細砂 土（圖5 ）
。這些堆積是否可能僅是千年前河
流改道，地表開始產生土壤化後，繩紋陶人開始
居住在河湖之濱 ？
總之，古台中盆地是否為湖泊沼澤 區，需要更
多屬於湖泊相的沉積物來證明，為解答這個疑

圖 4.P4L6 出土玉錛

圖 5.P2L11 的平面出現礫石及
青灰色細砂土

惠來里遺址的年代
為了確定惠 來里遺址的年代，
研 究人員在P4L8

題，未來將繼續進行深度調查 附近考古遺址，並
採集古生態環境相關訊息，來釐清惠 來里遺址文
化內涵及時空分布，然後再探討牛罵頭文化與北
部及南部地區繩紋陶文化之間的淵源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