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根據突變特徵與已發表的單

倍型類群進行比對，以確定其所

屬的單倍群（haplogroup）。

四、分析結果
本研究取得淇武蘭遺址樣本6

個，均為牙齒（表1）。樣本整體

保存狀況不佳，顏色較黑，磨粉

後顏色過深，顯示雜質很多，影

響DNA之保存。經過乙醇三次洗

濾，顏色始成正常白色。因此，

樣本應由實驗人員親自取樣，選

取保存較好的牙齒，整顆牙包含

牙根部分均需保持完整，並不能

有牙冠嚴重磨損之情形。本研究

PCR成功擴增並定序2個樣本，

編號M7、M69，二條序列均為A

單倍群（表2）。

以東亞地區單倍群的分布狀況

來說，東亞共有二大分支，分別

為M與N。A單倍群為N群下的一

大分支，在東亞的比例約6.5%，

北方出現的頻率略高於南方，多

樣性也高於南方，擴散的時間大

約為1.5∼1.9萬年。A單倍群在北

方族群中之藏族、北方漢人以及

阿爾泰語系的比率最高。南方族

群最高的是南方藏緬，再來是南

方漢族，侗台、南島、南亞等語

系的比例都很低（表3、4）。A

單倍群在南方的分布以南方藏緬

與南方漢族為主，可能與最近五

千年漢藏語族自北向南擴散有

關。再將淇武蘭二序列與Tajima

（2003）發表之台灣原住民序列

進行比對，未找

到共享單倍型者

，也沒有類似的

序列，顯示與台

灣原住民的親緣

關係較遠。目前

粒線體DNA資料

中 ，台灣原住民

為A單倍群者僅有

一例，即Tajima等

（2003）分析的泰

雅族樣本，編號ATA451。A單

倍群在南島語族中十分罕見，

這一例很可能是採樣的誤差。

因此，淇武蘭樣本母系血緣可

能與亞洲大陸有密切關係。

五、討論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排除

污染的因素，可能的解釋有幾

種：一、淇武蘭遺址是噶瑪蘭

族的舊社，噶瑪蘭族擁有南島

語族少見的A單倍群，意味著噶

瑪蘭的起源與現代南島語族及

台灣原住民有所不同，他們來

台灣的時間較晚，母系源頭可

能是華南地區。二、淇武蘭遺

址的人口組成深受鄰近的凱達

格蘭族影響，而凱達格蘭族的

來源可能是亞洲大陸，並且是

最近二千年才來到台灣。凱達

格蘭族的血緣很有可能與現代

南島語族及台灣原住民不盡相

同，但仍需要更多遺傳學的資

料來驗證。三、噶瑪蘭語與東

部、南部山區族群以及其他南

島語有不少同源詞，但與凱達

蘭語也有不少借字的情形。再

根據宜蘭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

狀況，淇武蘭遺址居民的祖源

可能與台灣東南部山區群接近

，但後來則深受北部凱達格蘭

族的影響；而三百年前大量漢

人開始入主蘭陽地區，淇武蘭

遺址的人口組成因而更趨複

雜。以目前的研究結果雖然尚

不足以認定以上三種哪種可能

性較高，但是本研究成功的樣

本代表了400∼200年前宜蘭人口

結構改變的關鍵時期，未來需

要更多的證據才能釐清真相。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第三版

一、前言
淇武蘭遺址位於宜蘭縣礁溪

鄉二龍村，年代為距今1,300年

前至今，共出土104具墓葬（如

圖）。淇武蘭遺址的層位依其文

化內涵，可分為二大部分。早

期文化層年代為距今1,300∼800

年前，晚期文化層又分為早期

與晚期，早期為距今400∼200年

前、晚期為距今200年前至今，

目前考古學家將此期歸類為北

部的十三行文化。本研究取得6

顆人骨牙齒，利用古代DNA分

析方法，初步瞭解該址古代居

民與島內外人群的親緣關係。

二、淇武蘭遺址文化脈絡及
人口組成

淇武蘭遺址早期文化層與晚

期文化層間有80公分的生土層，

未留有任何文化遺跡，顯示這

段期間無人居住，原因可能是

環境變化。這段期間正是遺址

的古代環境從沼澤溼地風化成

陸地的時期，可能因為土質與

氣候改變而不適宜人居與農

耕。直到400年前，土地又形成

沼澤溼地時才又有人居住。據

墓葬資料，早晚文化層間有一

定程度的差異，整體而言早期

文化層呈現多樣化，晚期文化

層有極高的一致性，造成這樣

的原因可能與遺址人口組成有

關。早期文化的人口來源可能

不同，即是不同地區的人們來

到此地定居；而晚期文化可能

有共同祖先，是同一部落的人

由他地遷來，在遷入此地之前

就已有高度的凝聚性，血緣也

應有高度的相似性。

晚期文化層早期與晚期最主

要的差異有二：一、晚期漢化

明顯；二、晚期人口銳減、男

女比率改變。晚期墓葬中出現

瓷器的比例大幅增加，葬具也

融入了漢人形式，這是漢人大

舉遷入後所帶來的影響，是否

也會影響當時人口的基因組成

？男女比率改變可能反映淇武

蘭的社會結構與婚姻制度的改

變，早期女性多於男性，可能

與母系社會有關。而晚期男女

各半，可能意味著女性外婚的

比例增加。為了探討上述人口

組成變異的原因，墓葬人骨的

古代DNA分析是尋找答案的工

具之一。

三、古代DNA研究理論及方
法

1. 理論

由於每個細胞內粒線體數目

比細胞核內的染色體數目多出

許多，考古遺址中出土的人骨

經歷千百年的腐化，粒線體的

保存數量會比染色體要來得

多，成功萃取DNA的機率較

大，因此古代DNA的研究大多

以粒線體為主要對象。

2. 方法

古代DNA一般常用矽膠（sili-

ca）吸附法，傳統的酚氯法是使

用酚氯除去樣本中的蛋白質，

再用乙醇沉澱得到DNA；矽膠

吸附法是以核酸在某些條件下

能與矽藻或矽顆粒結合，並在

較高溫度下被洗脫釋出的特性

而建立，是一種簡便、快速、

可靠的DNA抽取純化方法。研

究者比較兩個方法之後，初步

證明矽膠吸附法在PCR（聚合酶

連鎖反應）的反應效率上要高

於傳統的酚氯法。

淇武蘭古代人骨樣本的DNA

經過DNA萃取、PCR擴增、電泳

及純化測序後，與劍橋參考序

列（CRS）進行比對，以其突變

位點辨識其單倍型（haplotype）

宜蘭鐵器時代淇武蘭遺址

出土人骨古代DNA研究

編號 齒冠磨損度 備 註牙根

M12 少許 齒泡完整、五個

樣 本 資 料

未明、保存狀況不佳

M4 完整 嚴重 成年女性、上文化層晚期
預處理刮除表面土壤

時，牙冠與牙根分離

刮除表面土壤時牙根碎

裂，僅保留齒冠

M7 少許 磨平 老年男性、上文化層早期

M43 少許 齒泡完整 青年、下文化層

M51 完整 嚴重 老年男性、上文化層早期

M69 完整 稍磨損 成年女性、上文化層早期

※齒冠磨損度：嚴重——齒冠凹陷；磨平——沒有齒泡；稍磨損——齒泡明顯。

人群

頻率

北

方

南

方

阿爾泰 藏族
北方

漢族

7.2 15.5 7.3

北方

總計

8

南方

漢族
南亞

5.8 1.4

南島

1.2

侗台
南方

藏緬

3.1 9.8

苗傜

3

南方

總計

5

表3. 東亞人群A單倍群頻率分布表一（%）（文波，2003）

表1. 樣本資料表

表2. 樣本序列比較表

表4. 東亞人群A單倍群頻率分布表二（%）（張帆，2005）

人群

樣本量

頻率

人群

樣本量

頻率

南方藏緬 蒙古族 北方漢族 朝鮮人 日本人 阿爾泰 西北漢

537

10.43

南方漢

696

5.60

293

9.90

侗台

458

3.71

376

9.49

苗傜

522

3.07

344

9.30

南亞

98

2.04

771

8.17

東南亞

1199

1.58

166

7.23

台灣原民

187

0.53

453

7.18

土家族

96

8.30

樣本 高變異一一區變異點

QWL-M7 93     179     223     290     311     319     362

單倍群

A

QWL-M69 179     223     256     290     311     319     362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