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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思考國家給我們怎樣的台灣歷史 --
從考古學的角度思考 1

關鍵詞：歷史書寫、土地史觀、考古學

一、為什麼想這個問題

國民意識的形成是國民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各種影響與學習

的結果，國家要「教育」（或可稱洗腦）國民的話，最好的方

法是利用國民教育的機會。教科書是最清楚的例子，多年來置

入意識型態的歷史課本和其他課程，例如國文、中國文化基本

教材。獨尊中華文化（以漢文化為主）的結果，使台灣從原本

多元的文化，逐漸成為漢文化或中華文化一元化的台灣，這

可說是戰後迄今這種教育的成果！這種狀況在歷史教育中尤為

顯著。歷史本來應該是說明台灣這塊土地中人和自然、人和人

（群）以及人和超自然互動過程累積的成果，也就是人群和土

地互動過程所累積的歷程，進而構成的人類活動史。

因此近年來台灣社會反省歷史教科書的問題，也反省了地理

教科書的問題，更思考有關於社會的問題，首先提出台灣人必

須從認識台灣的歷史地理以及風俗習慣等社會議題著手。同時

1. 本篇文章為演講稿，因此不加註亦不引出，相關引用文獻請見作者其他著
作《臺灣全志　卷三住民志考古篇》（2011），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亦可參見即將出版的《經典台灣史 -- 第一篇　史前環境文化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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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也接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於會員國必

須遵守的文化多樣性公約（全稱為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

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

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而修改了文化資產保存法有關於

發揚中華文化的內容改為發揚多元文化，但是教科書顯然並未跟

上，仍然以文字歷史以及漢文化為主體，使得台灣文化和歷史解

釋出現一元化的危機，而且影響到當代社會對於文化多樣性的理

解。

單就歷史課程而言，台灣的歷史，究竟應該包含哪些！從人

群組成而言，我們到底是誰？學到的是誰的歷史？是什麼樣的

歷史思維？今日台灣到底如何形成？國家的教育系統給了我們什

麼，社會的氛圍和構成，給了我們什麼？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課

題。

二、台灣歷史書寫的問題

（一）歷史課綱與教學

從 1987 年解嚴以來，台灣的本土意識逐漸興起，因此 1990

年代有了「認識台灣」的國中教科書編纂與教學，開始用較多的

篇幅與時間讓台灣的年輕學子們從歷史、地理以及社會，認識台

灣這塊土地、文化以及人群。這群 1990 年代接受國中教育的學

生成長以後，幾乎成為 2014 年顛覆台北市市長選舉的主要因素

之一，不過此一教科書內容引起社會上不同意識型態人群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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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甚至衝突，後來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後，認識台灣的內

容逐漸融入之後的課綱，歷年來課綱雖經學者主導，不過因為

意識型態的因素，因此內容流於台灣史與中國史的爭論，而且

爭論的重點在於是從中國歷史的觀點，還是台灣歷史的觀點，

切入學生的學習與教學，致使課綱在調整與微調之間搖擺不定。

從 2012 年開始的課程微調爭議，從學者之間的爭議逐步進入社

會爭議。不過這些爭論的焦點仍不脫以漢人文化的觀點切入，

並未跳出以人群解釋歷史的窠臼。

最新的課綱是 2016 年蔡英文總統執政後定位的課綱，對於

歷史科的內容從如何認識過去到台灣史相關主題、東亞史相關

主題、世界史相關主題，做為課綱的主題，採取略古詳今的態

度，冀望鼓勵學生思考歷史事件的不同面向，同時強調原住民

以及被殖民國家的主體性。不過這個課綱的台灣史部分怎麼看

來都像是一部漢人殖民台灣的歷史過程，特別強調文字記錄、

政治事件以及漢人的事件，原住民族雖有提起，但只是點綴而

已且未切入原住民族歷史核心，思考原住民族來源以及演化過

程。有關考古學的知識，更只是選擇性的描述，不做系統性的

發展與解釋，所以對於史前時代以及原住民為主的時代，無法

進行連繫。換句話說，無法將台灣的歷史透過考古學的研究追

溯更遠的時間與更廣大的空間，這顯然是一部從狹義歷史學的

觀點建立的台灣歷史。這樣的歷史課本書寫與教學，完全可以

對應到當代台灣歷史學家對於台灣歷史的看法，強調所謂的台

灣主體性，其實只是「台灣漢人主體性」，這樣的狀態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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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部門的施政，也就是台灣文化資產的指定與保護。依據文

化資產保存法令規定才得以保護的文化資產，幾乎有九成以上是

漢人以及近代日本統治以來的建築或所謂的古蹟，有關於原住民

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以及顯示原住民祖先發展過程的考古遺

址，所佔的比例只能用「稀少」二個字來形容。

（二）臺灣是考什麼古，為什麼要考古！

經常很多朋友詢問到台灣這樣一個小島有什麼古好考，又

不是埃及，又不是中國！其實這是迷惑於文明古國的思考。從

1980 年代初期以來，歐洲世界就已經從考古學的理解思考歐洲

的歷史是否只應該從希臘、羅馬開始，更不要談世界上的其他地

區，畢竟所謂的文明在五、六千年以來到十六、十七世紀當代世

界體系形成之前，只是人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因此已故的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學講座教授張光直先生在解嚴

前一年（1986）回來台灣，提倡台灣史的田野研究，在中央研究

院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計劃，鳩集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地

理學等方面的學者，合力進行台灣史研究，他也在《臺灣史研究

田野研究通訊》（1986）發刊辭中指出說到台灣歷史的特性，主

張台灣歷史的研究除了漢人移民與日本統治的特性之外，必須採

比較鮮明的文化生態學觀點以及土著民族史的觀點。並明顯的要

求中央研究院的台灣史研究者必須進行田野調查工作，從田野中

擷取第一手資料。這個研究計畫的推動，促使了中央研究院成立

了台灣史研究所，也促成各大學成立台灣史、台灣文化相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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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造成台灣歷史研究的風潮，使得一時之間台灣史成為顯學。

在台灣研究的推動過程中，張先生不遺餘力的告訴大家台灣

研究或台灣史的書寫是一個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思考，尤其是考

古學提供了文字記錄所無的更早階段的人類活動歷史，他也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機關刊物《台灣史研究》第一卷第

一期（1994）中，特別說明了任何地區的歷史，都要檢討這個

地區由於文字之有無，是否給我們造成主觀的偏見。同時也說

明台灣歷史的研究事實上除了文字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途徑。

不過張先生的提示在三十多年以來並未獲得台灣史學界的青睞，

仍然以文字、政治以及漢人三大觀念書寫台灣的歷史，更甚而

做為台灣史教科書的課綱，完全忘記台灣是二個大的文化體系

和人群所構成的國家，也忘記考古學研究對於推早台灣歷史的

重要性，更忽略了台灣原住民所屬的南島系民族（以南島語做

為語言的人群與文化）在全世界的分布過程，實與台灣具有密

切的關連。人口組成和文化性質與臺灣相近的新加坡，一向被

認為是華人所創立的國家，但是卻在 2015 年在新加坡的歷史教

科書中，加入了文字歷史之前的考古學研究成果，將新加坡的

歷史推早了五百年，而且清楚的告訴周邊的國家，新加坡也有

南島民族早期的歷史，和大家都相同，爭取了周邊以南島民族

為主的國家認同。

考古學是研究人類歷史的重要學科，尤其是沒有文字時代的

史前人類歷史，全部都需要依靠考古學研究所產生的資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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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歸納演繹，得到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建構沒有文字時

代的人類歷史，也就是史前史。其次在最初擁有外界少許文字記

載的原史時代（Proto-history），仍然需要依賴考古學的研究而

產生必要的知識。甚至就算是已有文字記錄的歷史時代，考古學

仍然扮有重要的角色，提供文字記錄歷史所不及的知識，甚至得

以糾正文字歷史的錯誤。基於此，可以清楚說明為什麼一個地方

的歷史必須要考古學的研究，才能夠完整的書寫整個區域的人類

活動史，而不是只有文字記載以來狹義的「歷史」。

三、考古學所見臺灣史－話說 1623 年以前台灣的

史前時代

大家都了解 1624 年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所有的文字

及歷史記載都以台灣歷史是從荷蘭人進入台灣本島開始，因為文

字記載的歷史從此時正式登場，但在此之前難道就不存在人類的

活動歷史嗎？荷蘭人所接觸的台灣原住民，也就是今日所稱的西

拉雅族各社，難道就沒有歷史嗎？其實透過考古學研究可以告訴

大家一段文字記載所不及的長遠故事，因為考古遺址就好像是一

部沒有文字的歷史紀錄，將人類活動史紀錄保存在地層之中。以

台灣本島而言，所以至少可以從東亞現代智人（Homo sapiens）

以及他們所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和遺跡說起。迄今所知至少有接近

五萬年左右的時間，假若將台灣海峽在冰河時期陸化階段所留下

來的人類活動也算做台灣的一部分，那麼台灣的史前時代甚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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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智人上溯到更前一階段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時期，時間

上至少在十九萬到四十五萬年之間，和世界人類活動史是同步

發展的狀態。因此怎樣看待 1624 年以後的台灣歷史，當然就要

知道 1623 年以前發生什麼事，才能成為一個具有連續性發展的

整體歷史，這個長時段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幾個比較重要的段落，

包含以下這些事件。

（一）舊石器時代的人群

大約在 50,000 年前後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階段，人類從南

亞向東經過印中半島（中南半島），沿著南海北側的陸地向北

遷徙擴散，進入台灣，成為最早台灣的主人，目前在台南市左

鎮區（左鎮人骨最近有年代不同的見解，仍需釐清）、安平外

海台灣海峽底部發現的化石人，也在各地發現舊石器時代人群

留下的工具。例如東部、南部的長濱文化，西北部的網形文化，

都有人類製造使用的石器發現，充分顯示現代智人人群已經在

台灣生活。

（二）前南島民族的演變與遷移

主要以距今 6500-6000 年前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

化人群開始在台灣本島西海岸出現，目前所知年代較早的遺址

大多出現在西海岸的南北二地，從地形演變史的觀點而言，這

些遺址都處於當時的海岸地帶。這個階段的變遷可說是台灣史

前文化的鉅大變化，筆者認為此種變遷與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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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早期以採集、漁獵為主的生活型態，也就是全新世

初期富裕的食物採集者人群，逐步轉變為具有根莖類種植的初

期農業型態具有密切關連。由於之後演變成為南島文化的人群，

因此可說是前南島文化的新石器最初的人群。

（三）南島文化的形成與演變

距今 5,000 年前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最晚階段，稻米、小米

等穀類作物進入台灣，成為農業的主體，台南科學園區的考古

工作可以完全證實農業型態的改變，類似的改變也出現在台灣

其他地區。此一變遷形成南島文化的最初型態，沿著海岸擴散

並順著大型溪流向內陸遷移。

台灣各地區人群往丘陵、山地地區移動，大多沿著溪流向上

遷移，目前所知其年代最早大約在 4500-4000 年前後，雖然已知

中海拔山區的考古遺址不多，但已可說明人群開始選擇不同的

生態區位，離開

原來熟悉的海岸

平原，開啟適應

型態的變遷與多

元。當然此階段

人群仍然大量居

住在海岸平原及

鄰接的丘陵淺山

區域，只是開始
圖：宜蘭丸山遺址出土的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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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同生態區位擴張其生活領域，或找尋相同生態區位遷移。

距今 3400 年前後，台灣史前時代逐漸形成多元文化，是當

今原住民複雜化的由來，其原因可能是從上一階段人群分布到

不同的生態區位之後，逐漸在各地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型態，當

然也不排除局部沿海地區外來文化進入，甚至影響了台灣本地

史前文化的發展，例如北部的芝山岩文化明顯帶有濃厚外來文

化的特徵，且與上一階段的史前文化有著明顯區隔。此一階段

文化多元發展中極為重要的要素在於裝飾用品大量出現在儀式

行為中，墓葬通常擁有豐富的陪葬品，玉器是其中最重要的裝

飾品，不但形制多元且各文化間具有相當區隔，充分顯示不同

文化發展的多元特徵，也是今日台灣原住民多元複雜的由來。

（四）南島之路建立與影響

臺灣的史前人群向島外遷移的年代，目前已知最早大約在距

今 4000 年前左右，順著臺灣東海岸、南海岸的沿岸流和季風向

南側越過巴士海峽遷移到呂宋島北部，將南島民族的文化帶入

尚未進入新石器農業時代的呂宋島北部，形成第一批南島文化

和人群的移動，此種移民情形持續大約 1500 年以上，直到新石

器時代最晚階段，在距今約 2400 年前左右，台灣西北與東南二

大區域的沿海區域，以及局部東海岸地帶，出現了使用金屬器

與玻璃、瑪瑙的情形，不過這些外來器具並未替代原有之生活

用具與儀式用品，但也帶來人群互動的重要影響。這些外來物

質經過成份分析，大致理解原製造區域當為印中半島一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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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環南海的東南亞地區則發現不少玉器和半成品以及原料、

廢料，經過科學成分分析證實來自台灣花蓮豐田地區。從外來和

輸出器物的相對比較，得以理解必有一定的交通與交換體系。

隨後而起距今 1800 年到 1500 年之間開始的金屬器與金石並

用時代早期階段，則興起金屬器冶煉技術，將台灣帶入以使用鐵

器為主的金屬器時代，但山區因輸入的金屬較少，仍停留在石器

與金屬器並用的階段。

這些外來的文化遺物，逐漸替代原本以玉器做為裝飾和儀式

用品的文化習慣，而成為臺灣史前人群的裝飾與儀式用品，沿續

使用到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祖先，因此可以說臺灣原住民的傳家

寶其實是古代的舶來品。這樣的人群交通往來以及物質文化的交

換型態，必然帶來兩地人群更親密的互動與往來，因而形成南島

人群之間經常往來的南島之路，由於玉器是其中從臺灣輸出最

重要的交換物

質，因此也可以

稱為「南島玉

路」，這是史前

時代臺灣人群

最重要的交通

路徑，影響臺灣

和東南亞地區

相當深遠。 圖：花蓮平林遺址是一處大型玉器製造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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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華商體系帶入的原史時期

史前時代最晚階段的原史時期（Protohistory）從台灣西海岸

開始，出現明顯的社會變遷，全台各地都進入使用以鐵器為主

的金屬器階段，漢文化人群也已經進入澎湖群島定居，以捕魚、

小型商貿維生，並可能局部接觸本島西南海岸人群。沿海地帶

擁有較多外來物質，包括玻璃、瑪瑙珠、鐵器、銅鈴、硬陶、

瓷器等。可能已有複雜的政治性部落聯盟開始出現，這個階段

變遷的主要因素在於距今 1000 年前左右（大約西元 9 世紀末開

始）中國與周邊包括日本、琉球以及東南亞區域，開始出現的

貿易體系，也局部影響台灣，穩定的輸入相當數量的玻璃、瑪

瑙以及其他金屬飾品，逐漸替代來自東南亞的輸入物品，同時

圖：花蓮荖山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玉器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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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帶來陶瓷等部份生活用具透過輾轉的交換體系，逐步進入史前

最晚階段的聚落，因而引起全面的社會變遷。各區域的文化體系

依然相當複雜歧異，這些複雜的文化體系，極有可能就地演化成

為歷史初期以來不同語言文化的人群，亦即從荷治歷史文獻到日

治初期以來統治者與學者區分的各個族群。

此一階段台灣已經在東亞、東南亞內海亞洲地中海貿易體系

的環境之下，但卻未能建立一個穩定的航線，僅在其邊緣區域。

（六）琉球與東亞內海的貿易體系邊緣

西元 14世紀中葉後期，中華帝國體系的大明帝國實施海禁，

並開始實施朝貢式貿易，位於東海外側島鏈之上的琉球王國（初

期為三個王國，15 世紀成為一個王國）成為此一貿易體系的受

惠者，進行

環東海、南

海區域的轉

口貿易，雖

然 也 從 臺

灣西海岸經

過，但是臺

灣則在琉球

王國建立的

東亞內海體

系的邊緣，
圖：台中市西大墩窯代表漢文化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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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從唐末、五代以來中華帝國和琉球、日本以及島嶼東南亞

區域的邊緣型態，只有少許而非常態的接觸，但仍持續影響住

民的文化發展與變遷。

（七）1550年代的變局

大明帝國在海禁 200 年之後，終於在 1570 年前後開放海

禁，但海禁解除之前，中國東南沿海區民眾，早就不顧禁令，

私自出海捕魚、貿易，甚至移民海外，臺灣西部海岸地帶至少

在 1550 年代就得見漢人帶來大量的陶瓷遺物，說明漢人局部進

入西、西海岸的狀態，同一時期葡萄牙、西班牙人已經來到東

亞及東南亞，也開始將今日臺灣納入其文字、圖像的記錄體系。

大明帝國的文書指出雞籠、淡水是當時可以對外通商的港口，

說明原本當已有充分的貿易往來。可說此一階段臺灣已初步被

捲入歐人東來的世界體系之中，也是十七世紀 20 年代荷、西二

國殖民臺灣的緣起。

16 世紀中葉以後，華商體系開始介入台灣本島西、北海岸

的人群，影響北港、淡水、雞籠等地點，形成華商與在地人群

共同構成的交換貿易體系。加上倭冦侵擾西海岸或進入當地西

海岸原住民社會造成的影響，海岸地帶原住民社會在短短一、

二百年間再走入另一階段，形成原漢交雜的初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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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台灣民眾與歷史學者向來把 1620 年代，當作台灣文字歷史

出現的關鍵時間點，也往往當作歷史的起點。連橫《台灣通史》

（1920）中的一段話，「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

清代營之……」，代表了台灣早期學者與民間對於狹義台灣歷

史的理解，而且幾乎形成一個所謂的「常識」，切割台灣史前

時代人類活動史與文字記錄以來的歷史，因而形成一部斷裂的

台灣史。當前台灣的歷史學家至多把年代往前推早到《東番記》

（1602-3），又或如張燮《東西洋考》（1617），記錄 1575年（萬

曆三年）漳州月港出洋貿易的東、西洋各港中亦包含雞籠、淡

水，說明華商早已到台灣北部貿易。此外，稍早的明代官方文

書記錄追捕海賊林鳳的過程，其中提到澎湖鳥嶼澳漁民劉以道、

郭太原等六人可能是受到廣東潮州海賊與東番在魍港附近衝突

的影響，自東番魍港逃回。這些基於特殊目的來到台灣西海岸

局部區域的人們，記下所見所聞的片斷，就是當今歷史學家所

稱文字記錄台灣歷史的開始。不過這些都只是少量局部外來人

群的紀錄而已，真正進入國家行政統治的文字歷史還是始於 17

世紀 20 年代的荷蘭、西班牙入據台灣。所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

而言，十七世紀是個變局，影響當今台灣人群文化以及社會的

構成，而原史時代則是變局之前重要的關鍵時刻。

台灣歷史的大變局在十七世紀二十年代荷蘭、西班牙兩大歐

洲海權商貿國家，於 1624、1626 年分別佔領台南以及基隆、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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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將台灣捲入近世以來的世界貿易體系，開啟此一變局。2 在

十七世紀這一百年中，台灣從一個南島系原住民自主的海上大

島，變成國際貿易的場域，到最後走入大清帝國疆域，也逐漸

從無文字記錄的史前時代進入有文字記錄的歷史時代。這一百

年內的變化，可說是台灣大變局過程的關鍵時刻。台灣之所以

成為今天的樣貌，包括人群文化、社經狀態以及國際地位，都

是在這一百年內決定或產生。

大致在 16世紀末到 17 世紀末的百年之間，臺灣進入世界貿

易體系的影響階段，外來文化的強力介入以及捲入國際貿易體

系，造成原來住民的社會變遷與崩解，臺灣史前文化人的後裔，

也就是今日原住民族（包括平埔族群）的祖先，在文字圖像的

記錄之外，逐漸浮現出歷史時期以來所熟知的族群面貌，但也

逐漸失去自主，而淪為被統治者。

四、結語：在地歷史的書寫和建構

（一）台灣歷史文化主體建立

臺灣是二個大的文化體和人群所構成的國家，一個是年代綿

長至少五、六千年的南島文化人群，一個是世界貿易體系時期

開始大量湧入臺灣本島的漢人群及其所帶來的強勢文化，臺灣

的文化應是保有多元文化人群與文化雜揉而成，因此應該思考

2. 當然也可以上溯 1622 年荷蘭人在澎湖馬公島蛇頭山建立堡壘的年代，但
在澎湖時功能不顯，時間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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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以臺灣這塊土地為主體的歷史觀點。筆者建議不以人群

為主體，而以土地為主體。才不致於陷入今日歷史解釋的困境，

我們並不否認漢文化與人群在臺灣的發展過程，但並非唯一。在

文字歷史以來的發展過程，荷蘭、西班牙、日本的統治階段都應

面對正視。更要思考長時間存在發展的南島文化與人群，才是正

確的史觀。

（二）以土地為名的歷史書寫

追索臺灣完整的歷史，必需依賴多重學科，史前時代人類歷

史的研究，幾乎都是考古學研究的成果，因此保存了臺灣早期人

類歷史紀錄的考古遺址，就充分顯示其重要性。包含史前、歷史

以及舊社時期的各類型遺址，建構無文字的人類活動史，也補充

文字紀錄以來的人類活動史，更可以說明並驗證以傳說為主體的

台灣原住民族早期歷史。所以考古學關注的歷史書寫，可以說是

以土地為名的歷史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