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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臺灣中部番仔園文化葬俗淺談史前人群互動 

文․圖╱何傳坤、閻玲達 

摘要 

臺灣中部有豐富的考古文化，遺址遍布平地與山區。隨著近年來在臺中市區

大型遺址的發現，提供更多中部地區古代文化與人群生活的資料。本文試圖回顧

中部地區考古發現的俯身葬，以了解中部古代人群與外地的互動狀況。考古資料

顯示中部人群並非固守於當地與外界隔絕，而是與臺灣其他地區，甚至中國大陸

的人群有所接觸。充份展現中部地區與其他人群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這些互動對

文化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番仔園文化、俯身葬、烏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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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部地區考古文化歷史悠久，從新石器時代最早的繩紋陶大坌坑文化，經中

期的牛罵頭文化，至晚期的營埔文化，至晚近的鐵器文化遺址相繼發現，但出土

墓葬者僅有番仔園文化。 

番仔園文化幾乎全數為俯身葬，這在其他地區十分罕見（圖 1、2、3）。根據

筆者之一於 1996 年整理之番仔園文化墓葬模式，5個遺址 21座墓葬全數為俯身

葬，多數手臂向後交叉放在骨盆上，頭向全為東偏南（何傳坤等，1998），顯示

這是一個盛行於中部鐵器時代的墓葬文化。但是同時期其他地區幾乎沒有俯身

葬，北部十三行文化盛行側身屈肢葬（劉益昌，2002a），南部的蔦松文化則以仰

身直肢為主（何傳坤，2004）。本文藉由中部俯身葬俗淺談其與南、北部史前文

化間的互動關係。 

圖 1. 大甲鐵砧山遺址出土俯身葬 

 

 

 

 

 

 

 

 

圖 2. 臺中縣清水遺址出土俯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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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中市惠來遺址出土小來俯身葬遺骸 

 

 

 

 

臺灣史前俯身葬俗 

南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湖文化烏山頭遺址（2800∼ 2500B.P）有三分之一

為俯身葬，烏山頭遺址 32座可辨認葬姿的墓葬中，有 12座為俯身葬，佔 37.5%

（圖 4，李坤修，2002）。烏山頭遺址僅短短 300 年，葬姿除了俯身以及常見的

仰身直肢，還有側身葬及半屈肢葬，但從墓葬資料中找不到變化的模式。其俯身

葬姿與番仔園文化不同的是，雙手多數交叉置於腹下（李坤修，2002）。除此之

外，與烏山頭遺址同時期、同在臺南平原上的南科右先方南二遺址上層，也有俯

身葬。右先方南二遺址共出土 132座墓葬，110座為上層的烏山頭期（含甕棺 42

具），22座為下層的大湖期（含甕棺 4具）。葬姿下層多採仰身直肢，上層仰身、

俯身部分並存。與烏山頭遺址相同的是，埋葬方向除無法辨別之外，其餘一律向

北（表 1）（朱正宜等，2004）。 

 

 

圖 4. 台南烏山頭遺址出土俯身葬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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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烏山頭遺址、南科右先方南二遺址上層墓葬常有覆臉陶，右先方南二

遺址下層僅有三具在頭顱上方有一石頭疊壓其上，可稱之為覆臉石（朱正宜等，

2004）。番仔園文化也有覆臉陶，但數量極少，目前僅發現 2 例（何傳坤等，1998）。

烏山頭與南科右先方南二遺址由於年代、地理位置相近，文化特徵相似，二地先

民應有互動。但大湖文化晚期出現的俯身葬、覆臉陶，又在稍晚時出現在中部，

二者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研究。 

番仔園文化最早的碳十四年代接近 2000 年前左右，證明 2000B.P.中部史前

文化內涵有重大轉變。在這段時期，石器的使用大量減少，鐵器漸漸出現，是個

金石並用的年代。鐵器文化從何處而來？對當地居民又造成什麼樣的衝擊？ 

很早就有學者提出中部鐵器時代的可能來源。楊君實曾經指出臺北縣八里鄉

的十三行遺址所出土的黑陶陶片，與番仔園文化的黑陶極為相似，必須注意二者

間的關聯性。宋文薰教授更明確地指出二者可能的關係，十三行遺址與番仔園文

化遺址都缺乏有刃石器，而以鐵器取代，並發現玻璃器與瑪瑙珠，認為二者不但

在同一個文化階段，在年代上也應有並行的現象。之後，臺大考古人類學系與地

質學系共同發掘十三行文化期的貝塚，並根據其做碳十四年代測定所得的結果

為：1940±190 B.P.、2390±200 B.P.、2010±200 B.P.，年代早於中部的番仔園文化，

因而推測北部地區的十三行文化可能在公元前後向中部傳遞（宋文薰、連照美，

1971）。 

十三行遺址中發現煉鐵作坊與大量的鐵渣遺留，因此這一群人不只使用鐵

器，還自行製作（劉益昌，2002b）。而北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植物園文化

（3000~1800B.P.）出土的幾何印紋軟陶與十三行文化早期近似，推測十三行文

化是植物園文化接受外來製鐵技術而發展起來的（劉益昌，2002b），轉變的中心

可能是淡水河口到臺北盆地西北半部，再沿著海岸向東、向南發展。因此中部地

區的番仔園文化人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後裔（劉益昌，2002a），只接受

了由北方傳來的鐵器。 

筆者們認為，臺灣的煉鐵技術在 2000 年前突然出現，應該確是受到外來文

化的影響。這時中國華南等地都已進入歷史時代，鐵器也廣泛使用（劉益昌，

2002a），因此不排除有一批煉鐵族群到達臺灣，但不能確定其確切來源。根據考

古記錄與學者研究，北部的十三行文化最早受到影響，煉鐵族群的登陸地應是淡

水河口。語言學的證據也間接證實這點，從 19 世紀末的語言資料可以發現，淡

水河是北部平埔族凱達格蘭族語言二大分支的主要界限，因此淡水河兩岸是凱達

格蘭語最分歧的地區，可以推測淡水河口應是該族最早的發源地，其祖先可能是

從淡水河口移入臺灣（李壬癸，2000）。 

番仔園文化早期可能就受到鐵器技術的影響，但由於沒有煉鐵遺跡，出土的

鐵器也不多，筆者推測此時中部人可能仰賴與北部交流獲得鐵器。另外，由於發

現的鐵器均為鐵刀，沒有其他用具，因此鐵刀可能有特殊意義。一直到了晚期，

鐵器才成為主要的工具，有些遺址甚至出現少量宋、元、明時期的青瓷、釉陶等，

顯示當時可能與中國大陸有互動往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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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部地區內陸的發展又是另一個模式，與番仔園文化同時的大邱園文化與

內轆型文化，仍維持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情況，大量使用石器，顯然較少受到鐵器

文化的影響。而山區一直到距今 500 年前都還是以石器為主要工具，曲冰、水蛙

窟、七家灣等山區遺址的最晚階段年代都在 1200∼500 年前左右（劉益昌，

2002a），出土大量石器，沒有鐵器遺物。筆者認為，這是鐵器文化經由海岸傳播

的證據，並未影響到內陸及山區。 

俯身葬俗的重要意義 

番仔園文化盛行的俯身葬也是一項值得注意的議題，但關於俯身葬的來源與

意義一直沒有一個強而有力的說法。目前臺灣最早出現有較高比例俯身葬的是南

部新石器晚期的大湖文化。烏山頭遺址有三分之一，南科右先方南二遺址烏山頭

期也有不少俯身葬，但較早的大湖期卻無，早期的牛稠子文化、大坌坑文化菓葉

期也都是以仰身直肢葬為主，沒有俯身葬。從時間分布來看，俯身葬是否在大湖

期與烏山頭期間發展出來的呢？有沒有可能是從外地傳播而來？檢視東亞地區

的考古資料，除了臺灣，華北地區也曾有俯身葬，可以追溯到龍山文化。山東日

照的龍山文化有俯身葬，到了殷商時期出現的頻率增加（王仲殊，1996）。河南

安陽大司空村的殷墓在能看出葬法的 89座墓葬中，有 22座是俯身葬（馬得志、

周永珍，1956）。俯身葬到了春秋戰國時代幾乎消失，僅有幾個孤例，之後便沒

再出現過（王仲殊，1996）。 

俯身葬的意義與來源一直是個謎，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說明。有關俯身葬習

俗的民族誌資料不多，但是可以初步了解各民族俯身葬的意義，如太平洋雅浦島

（Yap）難產而死的婦女用俯身葬（何傳坤，2004）。另外，石璋如與宋文薰教授

曾在〈鐵砧山史前遺址試掘報告〉中引述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出版的《赤峯紅山後》

一書內對俯身葬所做的解釋。《赤峯紅山後》是記述內蒙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的

考古發現，發掘的墓葬中也有一例俯身葬，日本學者在註記中記載其他民族的俯

身葬習俗：「在蝦夷族間有，對於患流行病死亡者行俯身葬之例子；西伯利亞之

Chukchi族也有時對於不正常的死採用俯身葬。」（石璋如、宋文薰，1956） 

綜合以上民族誌資料，可見許多民族對非自然死亡者採俯身葬。烏山頭遺址

的俯身葬佔所有葬式的三分之一，沒有特定模式，看不出其與性別、年齡、社會

地位（覆臉陶與陪葬品的有無）之間的關聯（表 2），上述的資料提供一個值得

參考的方向。或許未來可對人骨進行法醫人類學的研究，鑑定可能的死因，也許

會有較清楚的答案。雖然這些資料仍無法解釋為何中部鐵器時代盛行俯身葬，也

沒有任何明確的證據顯示它與南部大湖文化晚期的俯身葬有關，不過在年代上有

所承接，其間的關聯性仍然值得重視。 

由考古資料看來，中部地區的古代人群並非固守於當地與外界隔絕，而是與

北部、南部、東部，甚至中國大陸的人群有互動。臺中市區出土的蛇紋岩製的錛

型器以及環型器，其石材應是產自東部的花蓮，顯示在新石器時代即與東部人群

有所交流（何傳坤、屈慧麗，2004）。約 2000 年前又受到北部傳來的鐵器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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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對當地人民的文化系統與日常生活可能都帶來不小的衝擊。到了約 1000

年前，出土的宋、元、明瓷器又可能顯示與對岸有所接觸。這些證據充份展現中

部地區古代人群與其他地區的互動關係，以及這些互動對文化發展的影響。 

表 1. 烏山頭與南科右先方南二遺址大湖文化墓葬表 

 右先方南二大湖期 右先方南二烏山頭期 烏山頭遺址 

葬地 家屋外 家屋外 ？ 

排列方式 東西平行、南北線性 東西平行、南北線性 ？ 

壙穴 淺 深 多為深穴，少部分淺

穴 

葬具 無葬具，有甕棺 部分疑有葬具，有甕

棺 

少部分疑有葬具，無

甕棺 

頭向 北 北 北 

葬姿 仰身直肢 仰身、俯身 仰身、俯身 

特殊葬儀 覆臉石 覆臉陶 覆臉陶 

陪葬陶容器 部分 大部分 少部分 

陪葬飾品 陶環 無 陶管珠 

拔牙 ？ 有 有 

資料來源：朱正宜等，2004。 

表 2.烏山頭遺址俯身葬個體資料表 

編號 位置 深度 覆臉陶 性別 年齡 拔牙 

B2 P27R-ext -242 無 男性 20± 無 

B3 P28L-1 左臉下 不明 5± 無 

B6 P30R-9 -266.5 無 不明 6± 無 

B7 P30R-5-9ext -290 無 男性 30± 無 

B9 P27R-3-4 -248.5 右臉上 女性 25+ 有 

B10 P27R-2 -243.5 右臉下 女性 30+ 有 

B11 P27R-2 -254 無 不明 3± 無 

B14 P39L-30 -131 左臉下 不明 10- 無 

B19 P37R-28-35 -183 右臉側 男性 30+ 無 

B23 P38L-35-ext -66.5 無 男性 30± 無 

B26 P37R-10 -196.5 臉下 不明 15- 無 

B31 P41L-1 -152 無 男性 30+ 無 

資料來源：李坤修，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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