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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新發現番仔園文化俯身葬的重要意義 

文․圖╱何傳坤 

摘要 

臺灣中部地區經過漫長的 2000 多年史前文化變遷，在距今 1700 年前正式進

入「臺灣地區最晚期的史前文化—鐵器時代」（連照美，1998）。依連教授之見，

7 世紀至 12 世紀（距今 1300∼800 年）是屬於鐵器文化層。與早期的新石器時代

相比，鐵器時代遺址文化層中出土陶器、石器及外來交易品之外，中部番仔園文

化遺址中出土特殊的俯身直肢葬式及死者頭上扣覆臉陶罐。本文利用 2010 年 2

月於彰化縣菜園角遺址出土的三具俯身葬與臺中市惠來遺址出土的俯身葬先進

行比較分析後，再利用平埔族口述史新資料來探討這種葬俗近千年來的演變及其

重要文化意義。 

關鍵詞：番仔園文化、鐵器時代、俯身葬 



前言 

臺灣中部地區經過漫長的二千多年史前文化變遷，在距今一千七百年前正式

進入「臺灣地區最晚期的史前文化—鐵器時代」（連照美，1998）。依連教授之

見，七世紀至十二世紀（距今 1300∼800 年）是屬於鐵器文化層。與早期的新石

器時代相比，鐵器時代遺址文化層中出土陶器、石器及外來交易品之外，中部番

仔園文化遺址中出土特殊的俯身直肢葬式及死者頭上扣覆臉陶罐。本文利用今年

2 月於彰化縣菜園角遺址出土的三巨俯身葬與臺中市惠來遺址出土的 23 具俯身

葬先進行比較分析後，再利用平埔族口述史新資料來探討這種葬俗近千年來的演

變及其重要文化意義。 

番仔園文化內涵 

臺灣中部沿海地區，在距今 1700 至 400 年之前，流行番仔園文化，主要的

分布範圍是臺中縣的大肚山臺地，往南至八卦臺地以及彰化縣菜園角遺址，北至

苗栗縣南部海岸丘陵。該文化代表遺址包括臺中縣大甲鎮番仔園遺址、外埔鄉麻

頭路遺址、清水鎮清水遺址、沙鹿鎮鹿寮遺址、南勢坑遺址、龍井鄉山腳遺址、

龍泉村遺址、臺中市南屯區山仔腳遺址、臺中市惠來遺址等。番仔園文化的遺址，

通常都有貝塚出現，器物特徵以精製的黑色與灰色陶器為主，紅褐色陶居次。黑

灰陶上常見連續刺點紋、波浪狀櫛紋、圈點紋等；此外也有拍印的方格紋、回形

紋或魚骨形紋（石璋如、宋文薰，1956）。石器數量很少，以礫石片打製石刀、

磨光的馬鞍形石刀、石鎚等較常見；番仔園、龍泉村、山仔腳、鹿寮及惠來里等

遺址都出土鐵刀，因而正式進入中部的鐵器時代。從石刀、貝殼與動物骨骼，可

以看出榖類農業、採貝及狩獵為其主要的生計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遺址

中發現了不少俯身葬與北部所流行的十三行文化屈肢葬大相逕庭。 

番仔園文化俯身葬的時空脈絡 

1. 大甲臺地西側 

番仔園文化遺址絕大多數均出現墓葬，死者的葬式呈直肢、俯身。頭部早期

一律朝向東南方向，晚期方向不一。至於埋葬棺具，宋文薰教授(1962)在發掘報

告中依據木碎片證據，認為當時可能使用過木製棺材，但在文章的另一段，他又

否定了此種可能性。這種推論，由後來及最近的新發現予以證實。1965 年宋文薰

教授利用貝塚牡蠣標本測定番仔園文化的年代為距今 1500 ±80年或 450 ±80A.D. 

2. 大肚山臺地西側北段 

1997年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承辦文建會「考古小尖兵」親

子營，在清水鎮中社里清水遺址（圖1）（另稱中社遺址）深褐色土層中發現兩

具俯身墓葬。在第一具墓葬(M1)的上層分別發現了貝塚及能復原的完整陶罐破片

（圖2）。根據碳十四及熱釋光測年中期的年代在距今1700∼1300年之間；晚期

的年代在距今800∼400年之間（何傳坤、劉克竑，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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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中縣大甲番仔園遺址出土俯身葬。 

 

 

 

 

 

 

 

 

 

 

 

 

 

 

 

 

 

 

 圖 2. 清水遺址第 1號與第 2號墓葬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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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肚山臺地西側中段 

1999年科博館為了搶救沙鹿鎮鹿寮遺址，發現了兩具俯身葬（圖3）。根據熱

釋光及碳十四測年，年代分別介於距今830∼1150年及420∼1010年之間（何傳

坤、劉克竑，未發表）。 

 

 
圖 3. 臺中縣清水出土男性俯身葬。 

 

 

 

 

 

 

 

 

4. 大肚山臺地西側南段 

1973年濁大計畫考古組孫寶鋼(1977)在龍泉村遺址發現一具俯身葬（圖4）。採

自探坑的貝殼及木炭共計12件標本，經碳十四年代測定為距今1653∼559年。 

 

 

 

 

 

 

 

 

 圖 4. 臺中縣龍泉村遺址出土俯身葬。 

 

5. 臺中盆地筏子溪 

2003年10月科博館考古組在臺中市政府抵費地144號惠來遺址發現了23具俯身

葬（圖5）。採自探坑的陶片及木炭測定三具墓葬的年代為M1(1210±40B.P.)、

M2(1360±40B.P.)、M3(1250±40B.P.)（何傳坤、屈慧麗，2004）（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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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44 號抵費地出土第 1、2、3具墓葬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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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中市惠來遺址出土男童俯身葬。 

 

6.彰化平原 

2010年2月中研院史語所郭素秋(2010)於彰化平原的菜園角遺址搶救發掘的文

化層中發現番仔園文化3具俯身葬（圖7）以及5個灰坑。利用貝塚中的木炭進行

碳十四測定，年代為距今600∼400年前後，屬於鐵器時代晚期。 

 

 

 

 

 

 

 

 

 

 

 

 

 

 

 

 

 

 

 

 圖 7.  M1~M3 人骨平面測繪圖（採自郭素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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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番仔園文化遺址出土的俯身葬者的特徵及年代層序的觀察（表

1），有下列 5 項特色： 

（1）從死者年齡組中，僅有 4 具（番仔園的 M11 和 M14，清水的 M1 及惠

來的 M1），為 5∼6 歲的未成年者（從出牙來判斷），其餘皆為成人個體。因清

水遺址出土的 M2 是成年男性，其手臂交叉於盆骨上，所以可推知這是男性埋葬

的葬姿；而雙臂與身體相平行者，推測為女性及未成年者的葬姿。 

（2）從層位學角度來看，原發掘者指出，番仔園遺址的 M15 年代早於 M12；

M15 左、右第一臼齒及左第二臼齒生前曾被拔除，有拔牙的習俗。 

（3）在 16 具人骨中，只有二例死者頭部覆有黑色陶盆，而且都是男性成

年個體。 

（4）大甲及大肚山地區的早期俯身葬，所有死者的頭部均呈東南向，晚期

的鹿寮及彰化平原菜園角遺址死者頭向多變。 

（5）臺中盆地臺中市惠來遺址出土的俯身葬，死者的頭向早晚期有異。 

由於番仔園遺址第 15 號墓葬是貝塚社群的早期成員，其牙齒已被拔除，對

照同一遺址中的其他墓葬，可以想見，這種習俗可能已被居於山麓附近社群中的

後來者所揚棄。值得注意的是，史料中提及巴則海族曾有過這種習俗。另外從死

者頭向可知，這些墓中所埋葬的為同一社區的成員，而另一位葬於大肚溪以北龍

泉村遺址的 60 歲長者，他們彼此間可能曾有過交往。至於死者頭部扣有覆盆的

墓葬，可能反映出對重要人物或意外死亡者的一種特殊的處理方法，除此之外，

在臺灣則無他說可解釋這種現象。至於俯身葬，其反映出的現象，可能與已故包

克蘭女士提及的太平洋雅浦島上，難產而死的婦女情況相似。 

追蹤俯身葬在島內外的空間分布狀況時，已故張光直院士把我們關注的焦

點，帶到了大陸的馬家濱遺址，因該址出土了 30 座墓葬，其中大多數呈單人俯

身葬，一些是仰身或屈肢。最近，在距今 2800 年臺南大湖文化時期的烏山頭遺

址。出土了 32 座墓葬中，以仰身直肢葬 16 具佔絕大多數，俯身葬共 12 具居次，

側身葬者只有 4 具。其中，12 具俯身葬者，有 5 具臉部覆蓋陶器。覆臉陶的死者

有成年的男、女、少年及兒童。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俯身葬者的雙臂也置放在盆

骨上（李坤修，1999）。雖然烏山頭遺址發現大量的俯身葬人骨，葬式及黑色陶

器與番仔園文化相似，但 3 處遺址在年代上有些差距，三者之間的文化親淵關係

未來值得密切注意。 

民族史時期西部平埔族的埋葬習俗 

我們最早知道的這一時期或更早階段的有關喪葬的資料出自《隋書》（公

元 636 年）。儘管梁嘉彬先生(1965)表明「流求國」即指現在的琉球群島，但許

多學者都確信，早先提及的「琉球國」就是臺灣。大多數學者認為《隋書》中所

描述的風俗代表著臺灣原住民中的一部分，我們也暫且接受這一觀點。在最早的

歷史紀錄中是這樣陳述的： 

北境，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

以葦草，親土而殯，上不起墳。子為父者，數月不食肉。南境風俗少異，人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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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邑里共食之。（這代表的就是食人俗嗎？）－引自《隋書》卷 81 

17 世紀早期，在陳第《東番記》一文中他告訴我們：家有死者，擊鼓哭，

置屍於地，環以烈火；干，露置屋內，不棺。屋壞重建，坎屋基下，立而埋之，

不封，屋又覆其上。屋不建，屍不理。然竹楹茅茨，多可十餘，故終歸之土不祭。 

自 17 世紀起，中國（1736 年至今）與荷蘭（1624∼1661 年）的歷史文獻就

有平埔族的記載。我們注意的焦點就是那些關於墓葬描述方面的資料。下面以費

羅禮(Ferrell 1969a；1969b)的研究為基礎，由南至北加以敘述。 

Candidius(1630)提到在西拉雅族(Siraya)中，「每 16 個家庭為一組的群體都有

自己的『享堂』。」此建築物北邊留有給「活人」的祭品，而南邊則為一塊墓地，

供奉著死者的祭品（引自 de Beauclair ，1970）。 

洪雅族(Hoanya)位於臺灣西南與西部中心地域之間。黃叔璥(1736)指出其一

支系 L1oa 族實行木板棺葬；另一支系阿里貢(Arikun)族則將屍體包裹後埋掉。 

發武朗族(Favorlang)位於洪雅族以北。富人死後置入木棺並陪葬其生前使用

過的物品。當一個人的父親或母親去世時，要身穿黑衣，弔祭三個月。 

鄰近發武朗族北部的拍瀑拉族(Papora)人用草蓆纏裹屍體，然後連同死者的

財物一起埋掉（黃，1736）。 

位於北部凱達格蘭族(Ketangalan)與南部巴則海族(Pazeh)之間的道卡斯

(Taokas)人，將屍體未加遮蓋地裹入一張鹿皮中，然後由 4 位男親屬(Kinsman)以

鹿皮作擔架抬入山中，蓋上死者自己的衣服後埋葬。葬完後，其親屬 3 天不得離

開房屋。哀悼期間不准唱歌，不能做出任何以研缽和杵進行碾壓的舉止。喪族

(bereaved family)成員的食物由近親(close relatives)準備（黃，1736）。 

道卡斯北部的雷朗族與凱達格蘭族人將死者葬入木棺中。三天喪期過後，

所有親屬都要沐浴更衣（黃，1736）。 

俯身葬新見解 

臺中市惠來里遺址出土俯身葬的千年男童骨骸，引起埔里平埔族拍瀑拉族群

後裔們的注意，他們認為可能與「趴葬」習俗相近。現任臺灣平埔族原住民協會

常務理事的埔里大城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張麗盆，2003 年暑假帶領女兒到惠來里

遺址來尋根，並經現場工作人員引介進入 1300 年前男童骨骸的 B 區探坑，仔細

觀察坑內出土的石器、灰坑及陶器。她認為，「俯葬」是大甲、大肚山臺地發現

的番仔園文化特色，而大甲溪以南到大肚溪以北，正是拍瀑拉及巴布薩族群的主

要分布區。她又透露，大肚社每年 7 月 1、2 日祭祖靈，方式就是將手放背後「揹

祖公」回家，在門後崇拜。她因而推論「俯葬」應就是「趴葬」，揹祖公即形式

上讓祖靈趴在背上一起回家。 

平埔族後裔，陪同張理事長尋根，族屬邵族的臺中縣望山文化協會理事長白

棟樑也贊同她的說法。據她的兒時記憶，小時候看到路邊野生動物，媽媽都會馬

上叫孩子把手放在背後，媽媽會問：「你要死？還是要活？」孩子就會很聽話的

說：「我要死！」媽媽接著回應：「放你去吃米！」這樣就可以活下來了。這兩

種平埔族趴葬的說法目前僅供參考，因為他們所談的趴葬並不能解釋為何在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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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俯身葬男性肩胛骨出現 3 個被人截穿的孔隙以及股骨頭部出現鐵刀砍痕

的現象，特別是男性雙手交叉在骨盆上的根本原因。 

討論 

依據中部地區史前時代的埋葬模式與民族史時期的埋葬習俗相比，鐵器時

代的晚期埋葬頭向約在距今 800 年左右首先在大肚山鹿寮遺址以及距今 1300 年

前的臺中盆地的惠來遺址，特別是彰化平原菜園角遺址均先後發生變化。這種變

化是否受到少數外來移民的影響，抑或是族群內部的社會及宗教信仰的影響，以

目前所蒐集的資料尚難有合理的解釋。不過，17 世紀末期，西部沿海一帶的平

埔族受到日益加深的「漢化」影響，大半改為木棺葬。至於中部地區鐵器時代遺

址與平埔族的祖裔關係以及史前族群何時心甘情願地放棄俯身葬及拔牙習俗，可

說是研究文化變遷及族群邊界的最佳素材，因為兩者皆屬文化主體內共同的信仰

和傳統，也是社會結構發生巨變的具體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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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番仔園文化的墓葬模式   （資料來源：何，1996）   

遺址 墓葬號 年齡 姿勢 體態 頭向 陪葬品 其他特徵 

M1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10°  手臂交叉放盆骨上(男) 鐵砧山 

M2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37°  同上 

M1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 8° 翻扣的黑陶盆 同上 

M2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32°  ? 

M3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32°  死者身長 153 公分；右臂彎曲；近腹部

處有一塊陶碎片，軀幹呈東南-西北向

(男) 

M4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

30-35°  

 手臂交叉放於盆骨上；死者四周有鵝卵

石(男) 

M5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25° 被覆扣的陶盆 手臂交叉放盆骨上(男) 

M6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43°  手臂交叉放盆骨上(男) 

M7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17°  死者四周有鵝卵石 

M8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37°  肋骨凹陷處的陶碎片成四邊形 

M9 成人 直肢 俯姿    

M10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   

M11 未成年

人 

    兩臂平放在兩側(女) 

M12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26°  死者背後有貝殼碎片 

M13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33°  手臂交叉置於盆骨上；死者周圍有貝類

和動物骨骼(男) 

M14 未成年 直肢 俯姿 東偏南40°  無墓坑 

M15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40°  右邊第一及左邊第二臼齒被拔。B15 早

於 B12 

 

 

 

 

 

 

 

 

 

 

 

 

 

 

番仔園 

M16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38°  手臂交叉放於盆骨上；無墓坑(男) 

龍泉村 M1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65°  身長 164cm(男) 

M1 兒童 直肢 俯姿 東偏南  手臂與身體平行(女) 清水 

M2 成人 直肢 俯姿 東偏南14°  手臂交叉放盆骨上(男) 

鹿寮 M1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偏東35°  右臂彎曲在盆骨下方,左臂平放在股骨

上(男) 

 M2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偏東35°  只見小腿骨兩小段(?) 

惠來 M1 未成人 直肢 俯姿 北偏西30°  手臂交叉在盆骨上(男) 

 M2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偏東 6°  手臂交叉在盆骨上（男） 

 M3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偏南10°  手臂交叉在盆骨上（女） 

 M4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偏南  手臂交叉在盆骨上（?） 

菜園角 M1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北東  手臂與身體平行(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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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北東  手臂與身體平行(女) 

 M3 成人 直肢 俯姿 北北東  手臂與身體平行(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