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考古學的
基本概念
劉益昌

過去人類生活留下的考古遺址和周遭環境，
就像一部埋藏在地層中沒有文字的歷史書，
考古學家用盡手段、方法，就在於想讀出這一部「無字天書」的內容。

考古學的前身是研究古老物品的「古物學」（或稱「古器物學」），早期古
物學者及博物學者對於古物的興趣隨著時間逐漸演變成關注製造「物」的人，這
就是現代考古學的基礎，也顯示人類在意對古老事物的追求。因此，研究人類所
製造的物質遺留，不只是因為沒有文字紀錄的史前時代這個原因而已，就考古學
這門學科的發展過程來說，也有它的「古老性」。
人是複雜的動物，除了生理上複雜以外，心理、心智也較為複雜，經過了數
百萬年的演化，身為現代智人的我們，發展出複雜的社會文化，成就今日的世界，
也反向對地球這個棲地造成巨大的影響。考古學提供我們反思人和環境關係的古
老智慧，這應該是考古的基本目的。

考古學提供我們反思人和環境關係的古老智慧，
這應該是考古的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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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文字的起源
（西亞）

歷史

相較於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的歷史，有文字紀錄的部分真是少之又少，公元前 3000 年考古遺址是我們僅有的證
據，台灣同樣在西元 1624 年以前需要考古學來建立歷史。

現代考古學是一門研究「人」的過去
的學科，傳統上來說，研究人的「古老性」

時間卻至少數萬年以上，甚至可能到達數十
萬年之久。

是考古家的拿手好戲。而隨著學科的發展，

對於要理解這塊我們生存、生活的土地，

可以大膽一點地說，所有「過去」人類的

台灣人如何演化成為台灣人，以及台灣文化

行為、文化都是考古學研究的範疇，例如

如何形成？考古學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要角，

歷史考古學以及近年來在台灣受到關注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學科，否則台灣的歷史必然

近現代考古學。

是缺了一大塊的殘缺「歷史」。

然而，沒有文字記錄書寫的時代更是

從研究人類過去的這個觀點而言，考古學

考古學家一展長才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

研究可說是人類歷史研究的一部分，不過這是

考古家探尋人類在史前時期的行為、社會

廣義的人類大歷史，而不是狹義的文字歷史。

文化，以及人和環境的關係。從這個角度

同時考古學也想了解人類過去的行為，更想解

來說，考古學對於台灣其實相當重要，因

釋行為背後的意義和動力，也就是人們的社會

為台灣有文字紀錄的時間並不長，只有數

演變的原因和動力，這又帶有社會科學的思考

百年的「歷史」，然而有人類活動居住的

和做法，和姊妹學科人類學可說相近。

考古學對於台灣相當重要，因為台灣有文字記錄的時間並不長，
然而有人類活動居住的時間卻至少數萬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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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考古學是一門研究「人」的人文社會科學，
但考古家使用了許多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佐證其推理。

其實考古學還是考古學，就是一門特

的研究方法。例如利用人類的各種基因方

殊的學科，既不是歷史學，也不是人類學，

法聯繫遠方人群，探討基因流布的方向與

因為它有著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論，

先後，也可能利用與人類有關的動植物，

也有它特殊的目的。其中考古學最特殊的

例如構樹的基因，協助重建古代人群可能

部分在於取得資料的方法，就是田野考古

的遷移路線。以下從古老性、適應性，以

工作，其中包含對古代人類活動所留下的

及創造性來說明。

遺址和周遭環境，在田野進行的各項調查

人的古老性 ─ 台灣人從哪裡來

研究

和發掘，詳細記錄和採樣，最終才能回到

人的古老性是考古家的老本行，對於這個

整理室、實驗室分析完成研究。

問題，最重要的就是「時間」，考古學如

不過一般社會大眾最熟悉的可能是考

何判定時間呢？以傳統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古發掘的部分，也就是通稱的考古田野工

可以得知標的物的「相對定年」，也就是

作。這也是大部分社會大眾和媒體關注的

依照沉積學的層位堆積原理，透過出土物

區塊，考古學家必須認真維護這本埋藏在

的上下堆積關係推斷其早晚。原則上，在

地層中的無字天書，也必須運用各種方法

地層深處的考古遺物年代較早，而距離地

技術擷取最多的埋藏資訊。

面越近的年代越晚，當然也有再堆積的例
外，這就需要考古學家精細地發掘判斷。

考古學在研究什麼
考古家如何探究沒有文字紀錄的台灣

出一個事件或遺址的使用年代。比如說台

呢？由於他們要探尋人類在史前時期的行

灣目前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之一，位於台

為、社會文化，以及與環境的關係，因此跟

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遺址，在最近的研究

古物學不同，除了「歷史感」，考古學還多

中，指出住在八仙洞的史前台灣人是距今

了一份「科學性」。也就是說，雖然考古學

大約 30,000 年左右開始的。而目前教科書

是一門研究「人」的人文社會科學，但考古

所提及的各個台灣考古學階段（舊石器、

家使用了許多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佐證其

新石器、金屬器），也是由絕對定年法所

推理，尤其是地質學的研究方法。

確立的年代。目前台灣考古學界最常使用

因為如此，考古學裡有一個子學科稱
為「地質考古學」，意思是使用地質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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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絕對定年」讓考古家可以給

的絕對定年方法是碳十四定年及陶器熱釋
光定年，也有少量鈾系法定年。

研究方法探討考古學的問題，地質考古學

確立了年代後，我們還是會對於古老

在研究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時尤其重要。

台灣人究竟從哪來，又往哪裡去有相當的

也有「科技考古學」這個子學科，運用許

興趣。尤其是台灣做為全世界南島民族起

多科學分析方法協助出土遺物的分析，也

源地的熱點，我們更有理由把這個問題研

協助找尋遺址，更和考古學家共同建立新

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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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種手段，考古學家盡力蒐集古代人留下的資
訊，建立已經逝去社會的原貌。

考古現場討論、整理分析與實驗室工作都是考古學
工作必須的一環。

而這時，考古學傳統上對於人類遺存的

式。這是由於不同文化對於同一種動物會有

體質研究與當代生物學研究方法（例如 Y 染

不同的處理及烹調食用方式，而這整套的方

色體與粒線體 DNA）便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證

式稱為飲食文化。比如雞肉，台灣人普遍喜

據。除了對人的研究以外，近年來對於和人

愛吃雞腿肉，美國人則偏好雞胸肉，就魚肉

類生活關係密切的豬、雞與植物（構樹）的

來說，台灣比較常見的是輪切，美國人則是

研究，對於解開南島民族的遷移之謎也有相

片切。這些行為都會反映在人類留下的遺物

當的幫助。但也指出遷移的路線與活動遠比

和遺跡之中，留待考古學家分析梳理清楚，

想像中複雜許多。因此，相關的研究必須繼

而把人類的行為和故事說明白。

續，而且需要多學科合作，才能勾勒出這個
問題的全貌。

考古家近年來也應用各種不同的技術
探討人類的飲食行為，尤其是在沒有任何

人的適應性 ─ 與自然環境的互動

動植物遺留的情況下。例如煮食用陶器內

人類做為複雜的動物，除了單純地適應自然環

殘留的澱粉、酯質，都是可以分析而得知

境以外，隨著科技的進步也會逐漸地改造環

這陶器曾經煮過哪一類的食物，也可以說

境。以現代台灣來說，建造水庫就是為了適應

是一煮過必留痕跡。

缺水的台灣而改變自然環境的行為。

人的創造性 ─ 製造出的物質文化環境

在史前台灣，雖然沒有這樣大規模的行

考古學主要是透過研究物質文化，進而推

為，但考古家透過各種方法研究看到史前台

測其背後人類的行為與文化。現代人類的

灣人為了生存，種植、馴化動植物的各種行

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我們所生產的物質

為。例如專攻植物遺留的植物考古學家透過

所環繞，這些人類生產的「物質」大多是

研究碳化的穀粒、孢粉、植物矽酸體，理解

因為我們想過更便利的生活而來。換句話

史前人類種什麼，進而推斷吃什麼，生活型

說，也就是人類製造的物質是為了更適應

態是什麼。

自然與文化環境。因此可以說，人類製造、

而動物考古學研究人類吃剩的動物骨骼
遺留，理解吃的動物種類、部位，甚至烹調方

使用物質的過程構成了物質文化，創造了
生活的環境舞台。

科學發展

2017 年 12 月│ 540 期

09

專題報導
依據文化的不同，亞洲各國使用的食器造型也有所不同。（圖片來源：種子發）

為什麼說物質文化可以做為研究人類

除了同時間跨文化的研究以外，在源

行為與文化的中介呢？舉個例子來說，在

遠流長的人類歷史中，物質材質的演變也

使用筷子文化的東亞地區，台灣、日本與

是考古家裡解人類社會的重要因素。舉例

韓國慣用筷子的形狀便不同，材質也不一

來說，如果沒有塑膠、玻璃、金屬等材質，

樣。如果擴及其他食具，就會發現碗的形

我們日常生活所用的杯子會有什麼不同？

狀也不太相同，例如吃日式料理時，喝味

沒有塑膠，手搖飲料杯大概很難像現在一

噌湯用的碗跟我們平常吃飯用的碗，形狀

樣普及；沒有玻璃，要如何保存烈酒或葡

便不大相同。即使用途、功能相仿的器具，

萄酒；而沒有金屬，要如何做出可以隔熱

也因為處於不同文化而有不同的形狀和裝

的保溫杯呢？

飾，也就是具有不同的文化風格。因此，

就台灣的歷史來說，塑膠拿來做杯子

考古家得以透過研究物質文化的各個面向

的時間大概沒有超過 100 年，玻璃杯的歷

來理解其使用者，也就是人。

史也很短。近代由於科技的進步，在物質

考古學主要是透過研究物質文化，進而推測其背後人類的行為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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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上的變化是相當迅速的，那麼，台灣
主要的史前物質文化遺留是什麼呢？
假 定 摩 爾 定 律（Moore’s law） 可 以 解
釋科技演進的速度，那麼時間越早，科技
演進的速度越慢，這個情況從考古學的角
度來看，大體上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在
史前時代，人類的科技演進比現代是較緩
慢的，台灣島上的史前住民從距今三、四
萬年前使用石頭打製的器具，6,000 年前開
始使用火燒製的陶器、磨製石器，到約莫
距今 1,600 年前後會煉製鐵沙成為生鐵，進
而製造鐵器，顯示著科技的進步。
而考古家可以透過各種分析史前各階

考古學與當代社會
當然考古學家花費那麼多心血，也辛
苦地在日曬雨淋的田野工作環境中擷取第
一手資料，背後必然有重要的目的支撐著
考古學家的信念。過去人類生活留下的考
古遺址和周遭環境，就像一部埋藏在地層
中沒有文字的歷史書，考古學家用盡手段、
方法，就在於想讀出這一部「無字天書」
的內容。讀出來之後當然要和大家共享才
有意義，因此近年來有一股公共考古學的
浪潮，除了知識的分享之外，更重要的是
喚醒大家對於文化歷史以及文化資產保存
的覺知。

段所遺留下來的物質文化來說故事。以石

考古學這門學科雖然在台灣的工作者

器來說，透過礦物學與岩相分析，考古家

不是很多，但是又很重要。以後看到考古

發現台灣西南部的許多石器原料居然是從

的新聞或者到博物館參觀，首先要有的觀

澎湖來的玄武岩，這顯示在四、五千年前

念就是考古學家研究的絕對不是只有考古

台灣史前住民就有良好的航海能力，得以

發掘和發掘出土在博物館展示的標本而已，

跨越歷史時期以來漢人所說的危險水域黑

考古博物館也不在於展示物，而是展示這

水溝，在澎湖與台灣西南部之間往來。

些遺物、文物後面的人和故事。

「台灣玉」與史前玻璃珠的成分分析

以一個資深的考古工作者而言，個人

也讓考古家發現台灣與大陸東南亞、島嶼

認為考古學研究最終的目的在於如何把人

東南亞之間長達二、三千年以來的交換與

類的歷史作一個完整的書寫。以台灣早期

貿易系統。原產於花蓮的台灣閃玉最遠在

歷史研究者而言，要提醒大家西元 1624 年

目前的婆羅洲、越南中南部，以及泰國南

之前，台灣還有豐富的人類活動歷史，而

部都有相當數量發現，而可能來自於大陸

且和世界有著密切關係，這是考古學和考

東南亞的玻璃珠也從二千多年前開始出現

古學家對於台灣和世界的基本貢獻。

於台灣，且成為原住民社會的傳家寶。這
些閃玉和玻璃珠之間形成一套有趣的交換
體系，依賴考古學家可以建立當時人群的

劉益昌

互動關係和社會體系。這豈不是早期的南
向政策和台商，這也證明史前台灣人具有

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強大的航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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