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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歷史以前的八里
一、楔子
八里鄉位於台北縣西側，淡水河出海口南側，和淡水鎮隔河遙望。近年來台北都會區
的生活空間，隨著台灣地區都市化集中發展而逐步擴張，原來遠在淡水河口南岸的八里，
也逐漸看見林立的高樓，再加上一大片水泥建構所成污水處理場，八里平原上青綠的平野
是越來越少了。
本鄉最重要的地形因素是火山噴發而成的觀音山、淡水河以及台灣海峽。如果以淡水
河口挖子尾附近的大崁腳為界，東北側從大崁腳到關渡大橋之間是淡水河河口段和觀音山
東北側緩坡，觀音山的熔岩流所形成的紅土緩坡貼近河岸幾乎沒有平原存在，台二號道路
沿著淡水河邊建築，而聚落則順著道路分布，目前已逐漸連成一條長街；西北側從大崁腳、
挖子尾一線到下罟子之間，海岸和觀音山西北側、林口台地之間形成寬約一公里多，長約
五公里的海岸平原，也許可以稱為八里平原，初步觀察平原是由淡水河口向南的沿岸流堆
積沙土以及紅水仙溪河口帶下的沙土沖積形成，古老和近期的沙丘都和海岸方向一致，呈
東北西南走向，這個平原是八里鄉的精華所在，不但是主要聚落和早期農業使用的空間都
在這裏，也是史前時代人類樂於居住的場所。目前擁有大型污水處理廠以及逐漸增加的高
層建築與工廠。
至於平原以外的都是觀音山的四周山麓，觀音山這座更新世晚期二十多萬年前火山噴
發形成的山岳，可能受到海水侵蝕的影響，在山體的周圍形成明顯的階地，這些階地大抵
可分成五段不同高度，地形較為平緩（林朝棨 1957：258），是史前時期人類易於選擇的
活動場所，目前除了農業使用之外，也大量做為墓葬用地，所形成的廣大墓葬群是較為特
殊的景觀。

二、1990 年前後的十三行事件
已經快要十年了，也許大家都已經逐漸淡忘，1990 年代初期前後十三行遺址受到八里
污水處理場破壞到近乎毀滅的一件大事。但是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在烈日下和官吏、時
間與機器怪手奮戰三年的經過，的確是一種永遠無法忘懷的經歷。今天，十三行遺址已經
殘缺到只剩下一塊 3000 平方公尺的荒煙蔓草，觀音山麓的大坌坑遺址也滿山是現代墳墓，
只剩下一小片竹林還在迎風搖曳。這二個列名為為國家一、二級古蹟的史前時代遺址，依
照法令應該受到政府保護的，卻仍如此辛酸，其他還沒有被人訂為需要保護的遺址，那就
更不要談了。這些代表過去人類活動所留下的舊址，雖然不會講話，但是考古學者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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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些沈默的史書發出光芒，告訴我們過去人類的歷史；可是最近各種開發所帶來的破壞，
使得遺址和研究遺址的人們都有著滿腹的辛酸（圖一、二）。

圖一：十三行遺址 1991 年發掘的場景，發掘區今
圖二：大坌坑遺址位在觀音山前緣，海拔 30-100
天已是污水沈澱池，旁邊的一塊未發掘區就是指
公尺之間的緩坡
定為二級古蹟的保留區

你也許不知道像八里這樣一個小地方，在台灣的人類活動史上，確是佔有極大的地位，
尤其是在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以前。由於台灣北部地區進入歷史時代，是從西元 1626
年西班牙人佔領今天基隆的和平島建立城寨，隨後又在淡水建立城寨進行實質統治，這只
是最近三、四百年事；但是從考古學的研究得知，至少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人類在八里地
區居住活動已有六、七千年以上的歷史，這段人類活動歷史不但是八里地區的歷史，同時
也是台灣史前歷史中重要的一段，可能也是今日分佈在全世界二億七千萬南島語系民族（包
括台灣原住民族在內）祖先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段。
雖然說八里的史前時代遺址所反映的人類活動，佔有那麼重要的地位，但是八里的史
前遺址發現得很晚，考古工作進行也不積極。日據時代台灣各地一直有著考古發現，但八
里要遲到戰爭結束前才由國分直一先生帶領學生們正式發表有關八里地區出土史前考古
造物的報導（國分直一等 1945），當時國分先生等人在八里國小到海水浴場之間以及學校
附近採集兩縊型網墬、單縊卵形網墬、磨製石斧、打製石斧、有段石錛等石器，這些石器
群看來像是今日所稱植物園文化的器物。不過從文章內我們另外得知，台北帝大土俗人種
學教室（今日台大人類學系的前身）藏有八里庄出土的磨製石斧和紅色陶片（仝上引：2），
看來也許早在 1928 45 年間就已經發現八里有考古遺物。這兩個地點在戰後並沒有被考古
學者繼續調查和認識，反而完全喪失了位置與記錄。所以可以說八里地區的考古工作是戰
後重新開始的，而且遺址的發現還具有相當有趣的過程呢!
1957 年 11 月 26 日台大地質系教授林朝棨先生在一次會勘「鐵礦床」的過程中，意外
發現原來以為是「鐵礦露頭」的「鐵礦碎片」，實際上並非鐵礦而是土法煉鐵所留下的殘
渣，由於林教授本有考古調查的經驗，於是循線索找到史前時代的貝塚群，不但在耕作地
表面看見方格紋陶片和凹石、石支腳，而且在民宅土埆厝的土壁表面看到「貼有許多凱達
格蘭族之各種幾何形壓印紋陶片，以防避風雨之侵蝕」（林朝棨 1965：4)，十三行這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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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遺址因而發現。任職在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的盛清沂先生，從 1952 年起就持續調查台北
縣境內的史前遺址，他在 1957 年接到林朝棨教授告知十三行遺址發現的消息，遂於 6 月
28 日前往十三行遺址調查，由於方位不清楚，並沒有找到遺址，但反而發現了另外一個重
要的史前遺址 — 大坌坑遺址（盛清沂 1959:11）。由於這兩遺址相繼發現，經初步調查內
涵豐富且具特殊意義，因此引起一連串調查、試掘、發掘及後續的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以
下幾件：
１.1959.3.28∼4.3

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石璋如教授率助教楊君實及四年級學生 6 人，試

掘十三行遺址，發現清晰的文化層及二座墓葬，初步認定遺址屬於「凱達格蘭．噶瑪蘭文
化系統」，並經分析認為「鐵屎石」非為煉鐵渣，而為天然火山岩塊。
２.1962.4.17∼5.3

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第一次發掘大坌坑遺址，在大墓公東西二側 A、B 二

區進行發掘，初步斷定大坌坑遺址不是單一文化層遺址，至少有二重文化層重疊，並有古
磁器、近代陶瓷片、錢幣、鐵器等中國遺物伴出，這些重要現象的發現，將可確定北部海
岸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與絕對年代。鑑於遺址的重要性，於是在 1963.2.18∼3.11 之間再次
發掘，並聘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斌雄先生主持，精密的人工層位發掘，確立大坌
坑遺址由早到晚有：Ⅰ、繩紋陶文化層，II、圓山文化層，Ⅲ、赤褐色方格印紋厚陶文化
層，Ⅳ、赤褐色網紋硬陶文化層（或稱凱達格蘭式文化層），V、近代漢文化層；並在圓
山文化層中發現青銅鏃一件（劉斌雄 1963：53－56）。由於本遺址發現文化層重疊現象，
認為與附近的十三行及下罟大埔遺址密切相關，因此臨時決定在十三行及下罟大埔各開一
個試掘坑，供與大坌坑比較研究之用（仝上引：56－57）。
3.1964.7∼10 台大考古中類學系與美國耶魯大學合作發掘大坌坑遺址，由張光直、宋文薰、
林朝棨三位教授共同主持，得到與前次發掘相同的文化層序，並進行 C-14 絕對年代測定，
第一次建立台灣地區考古遺址的絕對年代（宋文薰、張光直 1964,1966），同時進一步與南
部的鳳鼻頭遺址、中部營埔遺址的研究結合，建立台灣史前文化年代學與層位學的體系
（Chang et al 1969），這個結果影響極為深遠。張光直先生的研究專書，至今仍為台灣考
古界必讀的經典之作。
4.1965.11.12 林朝棨教授經由十三行等相關遺址較大量資料的分析，重新確認“鐵屎石”是
煉鐵殘渣，並敘述包括鐵礦業、銅礦業、煤礦業、金銀礦業與硫磺礦業等史前時期凱達格
蘭族的礦業（林朝棨 1965)，這個研究具有澄清 1961 年研究結果之重要性，也為台灣史前
文化研究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經過 10 年左右的調查、發掘與研究，闡明八里地區考古遺址的重要性。以大坌坑遺址
命名的大坌坑文化（圖三），成為台灣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也成為日後追溯
南島系民族祖先來源最緊要的線索；十三行遺址研究結果說明台灣史前文化中金屬器文化
出現，十三行文化人是台灣地區最緊要的的採礦業祖先。可惜從 1970 年代開始，台灣地區
的考古工作重心，隨區域研究興起而轉至中部濁水溪大肚溪流域地區，八里地區甚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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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考古工作沈寂下來，雖也有學者進行調查，但總是徘徊在前人所發現的遺址中，也
沒有跳出前輩學者建立的架構，因而沒有進一步發現。
1988 年臧振華、高有德與筆者共同進行研究的「台灣早期漢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學
研究計畫」才打破這個僵局，走入一個新的研究範疇，試圖結合考古學和文獻資料進行台
灣早期漢人和平埔族聚落分布和變遷的研究，並建立早期漢人和平埔族的年代學，特別是
陶瓷器的年代學體系，在北部地區就是選擇十三行遺址做為研究的重點，進行發掘工作。
就在這次發掘的過程中（1988.2∼4），我們也從村民的口中得知遺址已被台灣省住都局規
畫為「八里污水處理廠」用地，而且即將動工，由於污水處理廠施工範圍完全涵蓋遺址，
施工方式為全面挖填方，一個重要的遺址即將面臨全面性毀滅。才從 1980 年代初期以來搶
救卑南遺址夢魘甦醒過來的台灣考古界，即將面臨另一次更嚴重的挑戰，卑南受工程毀損
的面積大約是遺址的 1/3，十三行遺址卻是全部（圖四）。

圖三：大坌坑文化的陶器口緣，擁有精緻的劃紋

圖四：十三行遺址發掘中情形

十三行遺址保護與搶救工作，在得到文化界與輿論聲援的過程中，得到了部份的時間
與空間，從 1989 年 10 月到 1991 年

月的田野工作，除了搶救文化資產之外，配合本土化

運動所掀起的本土學術研究的風潮與對本土認同的情感，毋寧是一次廣泛的社會運動（搶
救十三行遺址行動聯盟 1991），當然考古學者也遭受部份工程界無情的責難與羞辱，甚至
懷疑考古學者是「乞食趕廟公」，檢工程界的現成，這樣的話出自一個留美工程碩士的口
中（陳炯榮 1991：34）就可以看出台灣考古的辛酸與工程人員完全漠視遺址與文化，也不
在乎遺址是過去人類留下，而且已經存在千年以上的歷史，實在令人慨嘆。
在搶救發掘的過程中，遺址的重要性一再顯現，迫使古蹟主管內政部民政司，原本放
棄十三行遺址的看法必須修正，只好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新進行古蹟評鑑，原來投票
反對定等為古蹟的學者，也只好順風轉舵，而將十三行遺址定等為二級古蹟。在這種氣氛
之下，同時也有機會檢討附近的大坌坑遺址的重要性，而定等為一級古蹟。看這樣對付遺
址的方法，再回頭看日治時期如何面對臺灣的古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也許是另外一種心態
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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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前後，在一段不算短的十三行遺址發掘過程中，筆者及部份民間友人趁機一同
調查八里平原附近地區，又發現一些重要的遺址，補充 1970 年代以來調查工作的真空，重
要的遺址如舊城、訊塘埔、松子腳、大崁腳、長坑舊社、龍形等遺址均具有相當重要的代
表性，這些遺址出現了部份大坌坑、十三行遺址未發現的新文化層，豐富了我們對八里地
區史前文化的演化與變遷的知識，使我們得以建立進一步的文化發展體系。

三、遺址與史前文化的變遷
根據筆者已有的記錄資料，八里地區發現的遺址如下：
表一：八里地區遺址發現地名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遺址名稱 出土遺物
出土遺跡
八里
打製石斧、磨製石斧、石錛、
兩縊型網墜、卵型網墜
長坑舊社 淡褐色拍印文陶、安平壺、
青花磁片
長道坑口 紅色灰胎夾砂素面陶
下罟大埔 石臼、打製石斧、石矛、石
鏃、石槌、褐色粗沙繩文陶
訊塘埔
褐色夾砂繩文陶、紅色夾砂
繩文陶、紅色夾砂素面陶、
打製石斧、打製尖形器、磨
製石刀
松子腳
褐色夾砂繩文陶、打製石斧
八里舊城 褐色夾砂繩文陶、紅色夾砂
繩文陶、紅色夾砂素面陶
公田
褐色夾砂繩文陶、淡褐色夾
砂素面陶
大坌坑
褐色繩文陶、淡褐色繩文
陶窯
陶、石錛、石鑿、凹石；有
肩石斧、有段石錛、淡褐色
素面陶、銅鏃；淡褐色拍印
紋陶；幾何拍印紋硬陶、鐵
器、瑪瑙珠、宋元瓷器
十三行
淡褐色素面陶、磨製石器、 墓葬群、
人獸型玉玦；紅褐色拍印紋 柱洞群、
陶、灰褐色拍印紋硬陶、灰 貝塚、水
黑色細沙陶、金銀銅鐵器、 井、火
瑪瑙珠、玻璃器、宋元瓷器、 塘、水
銅錢
溝、煉鐵
作坊
大崁腳
褐色夾砂繩文陶、打製石斧
西門
紅褐色粗砂陶、磨製石斧、
打製石斧
渡船頭
打製石斧

14 龍形

紅褐色素面夾砂陶、紅褐色
拍印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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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文化？

備

註

國分直一等 1945

十三行文化晚期 近年調查
？
大坌坑文化
訊塘埔文化

盛清沂 1960
盛清沂 1960、劉
斌雄 1963
近年調查

訊塘埔文化
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近年調查

圓山文化，
訊塘埔文化
清代漢文化，
十三行文化中
期，植物園文
化，
圓山文化
大坌坑文化
十三行文化早
期，
圓山文化

近年調查

訊塘埔文化
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近年調查

？

盛清沂 1960，楊
君實 1961，劉斌
雄 1963，張光直
1964，Chang 1969

盛清沂 1960，楊
君實 1961，劉斌
雄 1963，臧振華
等 1990

盛清沂 1960，劉
斌雄 1963
十三行文化早期 宋文薰、連照美等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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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獅子頭

磨製石鋤

？

盛清沂 1962

圖七：八里鄉境以之遺址位置圖，途中編號即為表一遺址號碼，標號 15 獅子頭遺址在關渡大橋西
端南側無法繪入。

上表這些遺址大多分布在八里平原及觀音山前緣（圖七）。從遺址的分佈狀態可知，大坌
坑文化時期遺址分佈在海拔 30 公尺以上的山麓，遺址僅有大坌坑與下罟大埔二處；訊塘埔
文化時期遺址分佈在八里平原較內側古老的沙丘上，遺址數量較多，包括訊塘埔等六處，
海拔高度大約在 6—9 公尺之間，顯示聚落形成之時八里海岸平原可能剛剛形成不久，人類
選擇海岸沙丘高處居住；圓山文化時期遺址包括大坌坑及平原上的公田、十三行，從海邊
到山麓皆有，從十三行下文化層出土的圓山文化堆積而言，當時海岸至少已經推進到今天
海拔 3 公尺左右的沙丘前方；植物園文化時期較確定的遺址只有大坌坑，遺址在較高的山
麓，和大部份植物園文化遺址分佈在山麓或小山丘頂的情形一致；至於十三行文化早期的
十三行、龍形，遺址已經分佈在近海或近河的岸邊，人類喜好水生資源，也可從遺址內出
土大量食物殘渣或陪葬得以證明，同時十三行遺址又是一個煉鐵的聚落和外界擁有密切的
往來，也許也是聚落選擇的重要因素；至於十三行文化中、晚期，聚落又遷回山麓或山谷
內側，是否與防禦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上述的遺址中如以大坌坑、十三行、訊塘埔、長坑舊社為代表，排比各遺址之間的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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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層相對關係，得以初步顯示八里地區的史前文化變遷。
表二：八里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
300
400
800
1800

清代漢文化

清代漢文化
十三行文化晚期

十三行文化中期
十三行文化早期
植物園文化

2500
3000
3500

圓山文化

圓山文化
訊塘埔文化

4500
5000
大坌坑文化
7000
時間(B.P.)
遺址
大坌坑

訊塘埔

十三行

長坑舊社

這個層序也幾乎就是以台北盆為中心的台灣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史前文化層序。其
間細節的演化與變遷的過程，目前尚未能完全釐清，不過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１．大坌坑文化在距今 4500 年前後逐步轉變為與中、南部「繩紋紅陶文化」的牛稠子文化、
牛罵頭文化同時代的訊塘埔文化（圖五、六），這個階段也正是八里平原形成且逐漸適合
人居的時代，這個階段的遺址都分布於八里平原較內側古老的沙丘上，其變遷的動力從農
具如石斧、石刀出土的狀況而言，似乎與農業型態改變有關。

圖五：嘎嘮別遺址的訊塘埔文化層

圖六：訊塘埔文化的陶器口緣，以塗紅為主要裝飾

２．從大坌坑遺址的圓山文化層與赤褐色印紋原陶文化層（即植物園文化層）之間，擁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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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堆積地層及疊壓關係（劉斌雄 1963：55），可知二者在八里地區並非漸變的演化，而
是另一文化層進入的取代過程（圖八）。
３．十三行遺址代表的十三行文化盛期階段在 1800－800B.P.之間。前期是否從前一階段文
化植物園文化演化而來，在八里地區尚無法証實，但也無從推翻筆者早年提出十三行文化
是從植物園文化演化而來的說法（劉益昌 1982：112-113），也許答案在台北盆地內的植物
園、西新庄子、社子這些和十三行文化早期有關的遺址之內，因此仍須進一步研究（圖九）。

圖八：大坌坑遺址出土的圓山文化陶器和石器，
與圓山遺址相近

圖九：大坌坑遺址出土的植物園文化陶器和石
器，陶器以拍印方格為主要裝飾

４．十三行遺址結束的年代與近現代族群之間，有4、5百年差距，既非直接演變成歷史初
期記錄的族群，那麼中間又有那些環節呢？長久以來被學者忽略或誤解的宋、元、明漢人
製造的瓷器，未必即是漢文化或漢人所使用，根據大坌坑遺址網紋硬陶文化曾的出土物伴
出情形（劉斌雄1963：55）以及相同性質的淡水鎮埤島橋遺址的發掘資料，漢人製造的陶
瓷器與史前陶片同出，且在同一地層之中（劉益昌 1997：33-36），當然也是同時代同一
群人所用，証明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琉球一條記載：
地產沙金、黃豆、黍子、琉黃、黃蠟、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
瑙、金珠、粗碗、處州磁器之屬。
是可以接受的，如此就可以將十三行遺址代表的十三行盛期文化和稍晚的大坌坑遺址其中
赤褐色網紋硬陶層（在北海岸的研究稱為十三行文化埤島橋類型）連在一起。
５．從上表看來看來中間尚有缺環，例如訊塘埔文化與圓山文化之間有 500 年左右缺環，
植物園文化與十三行文化之間亦無法直接連結。因此，年代的間架也許可以更細緻，也就
是說需要更多的絕對年代數據。

四、餘論 — 十三行遺址的主人是誰？
至於長久以來為學術界關心的十三行文化的主人是誰？從十三行遺址既然還不能直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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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答案，我們就需要找尋更多的証據。雖然西元 1654 年荷蘭人繪製的大台北古地圖中，
一般認為淡水河南岸沒有繪製聚落，因而懷疑 17 世紀八里地區有無原住民居住（例如李壬
癸 1997：83-84、125-126）。但是從當時繪製這張地圖的概念，加上地圖仔細判讀與同時
代西荷文獻考證，中研院台史所的翁佳音先生認為無疑有著聚落存在（翁佳音 1998）。但
以目前的考古資料，筆者仍無法直接指明十三行遺址與大坌坑遺址赤褐色網紋硬陶文化層
是西荷時代所記述的聚落，畢竟十三行遺址結束的年代為距今八百年前，大坌坑遺址赤褐
色網紋硬陶文化層伴出的漢人製造的陶瓷器為宋元及明代初年，因此與十七世紀西荷的記
述仍有年代差距，而且這些聚落似乎仍會搬家（圖十）。目前唯一可信的証據只有位在長
道坑紅水仙溪南岸的長坑舊社遺址，這個遺址出土薄型淡褐色幾何拍印紋陶，並伴出安平
壺，安平壺的年代落在 17 世紀，經學者考證已經相當清晰（謝明良 1995：90）,當然可以
是西荷或明鄭清初時期的聚落。至於八里地區的聚落是否真如「諸羅縣志」及「裨海記遊」
的記載，被後壟番「殲之幾無遺種」，才移社港之東北，因此造成後來八里地區原住民的
真空狀態，目前也很難確定，不過從十三行遺址出土很多受傷而死的墓葬，反應的戰爭頻
繁現象，似乎也說得過去。但仍須進一步調查研究，面臨現代開發迅速，遺址一一被連根
拔起的狀態，這部從遺址建構的「無文字歷史」恐怕將會殘缺相當多，而無法完成吧！

圖十：大坌坑遺址十三行文化中期出土的元
代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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