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史前的台灣與琉球群島關係研究
The Pre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計畫編號：NSC 89-2412-H-002-016
執行期限：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有貝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email:yupchen@ccms.ntu.edu.tw

一、中文摘要：

    從地理上而言，台灣和琉球列島相當
接近，其間不但有利於航行的海流，且遠
在更新世時代曾有數次陸橋相連，這些自
然環境的背景使得研究者們相信兩地的史
前人類應有頻繁的往來與接觸。
    不過，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兩地在
陶器、石器與貝器方面都是異多於同。筆
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種可能是
本地的史前活動並不與自然背景相對應，
當然其中的原因必要做進一步的探討，而
另一個解決之道是在研究方法上，可能要
從整體文化系統上重新考慮之，但這個過
程或許應先檢討我們對考古學文化的僵直
概念，直接從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研究中
找答案。

關鍵詞：琉球群島、史前關係

Abstra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s imply the 
prehistory of frequent contacts and diffusion 
between Taiwan and Ryukyu Islands: (1)the 
two areas are close in geographic distance; 
(2)sea currents that helps sailing go through 
them; (3)they were connected several times 
by land bridges during Pleistocene.      
   But,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in artifacts. 
This outcome may indicate the prehistoric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s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ir environments. The 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inconsistency is caused by research 
methods. That is, the whole cultural systems 
should be reconsidered by reviewing the 
rigid concepts with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digging out the answer directly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二、緣由與目的

    台灣考古學向來以建立島內史前文化
層序為最主要工作，在對外關係研究方
面，則多集中在大陸東南地區。近年來，
與東南亞的關係研究日見蓬勃，惟仍少見
台灣與其北方地區之關係研究。故，本計
劃之進行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在日本學界，雖可見提及台灣與琉球
的史前關係之論述，然而多侷限於單純遺
物有無的比較，未能建立完整而可信的說
法。此外，在理論上，琉球史前史的建立
乃以日本型式編年論為基礎，而台灣方面
則以文化史編年為主流，這種研究方法論
上的差異也造成兩地關係研究的不易。
    本計劃主張，以實際的田野資料為基
礎，配合有系統的文獻重整工作，將兩地
的研究拉至相近的水準面，以展開過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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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兩地關係研究。
    本計劃預期能指出台、琉兩地史前可
能的接觸、傳播等「歷史」事實，以建立
台、日史前文化關係研究的基礎。另一方
面，希望引入琉球考古學於國內學界，以
增加台灣史前研究的廣度與視野。未來，
配合大陸與東南亞的計劃性研究，將可建
構史前台灣的對外關係史實，藉此以更深
入認識歷史時代以前的台灣。

三、結果與討論

    根據地質學者最新的研究指出（木村
政昭 2000:12），在全新世以前的琉球列
島、台灣及大陸東岸曾有多次陸橋相連，
其中琉球列島與大陸直接相連的時期多在
130 萬年以前，但此時本地區尚無人類活
動。此後，琉球列島便和大陸東岸分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北部雖有吐噶喇海
峽相隔，但其南端仍與台灣連接，且藉由
台灣又可與大陸東岸相連。換句話說，如
果更新世時期的人類尚無舟船的技術，那
麼由大陸登上琉球列島的人類必路經台灣
地區。
    在考古證據方面，不管是琉球方面或
是台灣都相當程度印證上述假設的合理
性。目前所知的琉球更新世化石人多集中
在吐噶喇海峽以南，其中年代最早為約
32,000 年前的山下町第一洞人，地理上居
最南端的 pinza-abu 人約在 20,000 年前，
而資料較完整之18,000年前的港川人也被
視為與廣西的柳江人最為相近。在石器方
面，除年代集中在 20,000∼30,000 年前
外，內涵亦被視為與南方相近，而與北方
較無關，這些證據皆指向琉球在更新世晚
期的南方路線。在台灣方面，長濱八仙洞
最早的年代可推論至距今 20,000∼30,000
年以前，左鎮菜寮溪的人骨化石經測年為

距今 20,000∼30,000 年前，這些數據都與
琉球最早出現人類或舊石器（20,000∼
40,000 年前）的時代雷同。總之，在這些
證據的支持下，更新世晚期人類移動於大
陸東岸—台灣—琉球路線上的學說顯得相
當有力，應可做為整個相關研究的基本參
考架構。當然在上述架構下有不少問題仍
待解決。
    首先，在琉球所發現的石器中，是以
不定形小石片器為代表，此外帶研磨痕石
器或稱局部磨製的石斧也可視為一項重要
特徵，一般認為這些特徵和大陸南部、台
灣或東南亞屬同一系統。但筆者認為，視
其為南方系統的原因恐怕是因在北方找不
出類似要素，所以自然轉向南方找其源
流，這種說法於理論上雖可行，但仍要視
遺物的客觀證據才能得以證實。其次，琉
球的舊石器雖然可以上溯到 20,000∼
30,000 年以前，但出土遺物數量稀少，且
僅見於偏北部的島嶼中。相對地，琉球的
早期人類至少已發現於 9 處偏中部或南部
的地點，也出土為數不少的人骨，但卻極
少有伴隨遺物出現。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不僅是琉球考古學者努力的目標，也是在
解釋台、琉史前關係時不可忽略的問題。
    總之，筆者認為在更新世晚期人類移
動於大陸東岸—台灣—琉球之理論架構雖
然可以成立，但並不意味著此一路線上之
所有遺物或文化的必然類似。目前所發現
的舊石器較適宜以「在各自環境中長久適
應後的產物」看待，至於文化或民族屬性
的問題則有待深一層的研究。
    在新石器時代方面，北琉球與中琉球
逐漸表現出和日本本土的類似性，相對
地，南琉球之先島地區卻表現出強烈的不
同風格，學者一般認為這個文化系統是和
台灣、菲律賓，甚至東南亞或太平洋島嶼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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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理上而言，先島與台灣東海岸最
為接近，故本研究從中選擇了若干代表性
的遺物加以比較。在陶器方面，先島典型
的下田原式陶器顯然和台灣東海岸的陶器
有不小的差別，且目前也找不到明顯的共
同要素。在石器方面，先島最具特色的局
部磨製石斧在台灣東海岸亦不見可對應
者，而台灣北部植物園文化中可能有類似
圓鑿形石斧，但事實上這類器物多見於先
島以北地區，先島本身目前是尚無發現（只
是被假設存在）。在貝器方面，先島常見的
貝斧與水字螺尖器不見於台灣，而同時出
現於兩地的夜光螺蓋製品、貝匙與貝珠皆
有著較為寬廣的時空分布。
    對於上述現象應做如何解釋？筆者認
為這種現象至少和本地舊石器時代狀況頗
為類似，簡單而言，即是以零星而廣泛的
器物類似所構築的一個較大的共同架構內
表現出個別的差異，這個架構的時間可能
包含從更新世晚期之舊石器時代到全新世
新石器時代，它的範圍除了先島與台灣，
或許還包括菲律賓，或東南亞與南太平洋
等地，至於這個“架構” 的意義為何？則
需進一步的探討，但這至少不是單純用文
化傳播或族群移動的說法所能掌握的。總
之在這個前提下，台灣與先島或琉球所存
在的遺物差異可能也是一個了解本地文化
特性的重要線索，未來我們或許可以把視
野放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作用上，藉由此一
層關係的分析去認識本地區的史前人類活
動。

四、計畫成果自評

純從學理上而言，南方路線的存在是
極有可能的，因為在更新世冰河時期琉球
列島間多次形成陸橋，即使後來因海進隔
絕各島，然各島嶼不但可彼此相望，且有

溫暖的「黑潮」海流貫穿其間，極有利於
人類的往來。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在台灣地區並
沒有找到和先島類似或相關的有力證據，
特別是在陶器上，儘管有學者細心地指出
其中若干類似之處，但是客觀而言，誰都
不得不承認兩地陶器的特徵實際差異頗
大。此外先島之典型的石器與貝器也少見
於台灣，即使在更南方的菲律賓已有類似
的發現，夾於其中的台灣卻始終無所進展。
    為客觀證實上述問題，本研究進行若
干考古遺物的實例以為檢驗。
    結果顯示，若干考古遺物證據雖隱含
本地區存在的某種共同性，但另一方面卻
難以直接舉證說明兩地關係，這對於學理
上的推論而言，表面上似乎有一些矛盾與
不解。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材
料本身，而是在考古學對史前文化的概念
層次及方法上。
    加藤晉平（2000）在最近的一篇的文
章中，詳加分析台灣與中國東南沿海的考
古資料，結果發現不論在舊石器時代的石
器群或是新石器時代的貝殼紋，兩岸皆不
相同，這一意見幾乎顛覆了傳統以來的看
法。他並批評所謂文化類型的概念失之於
龐雜，有必要將之解體重新再做另一種深
入討論。這一說法是建議研究者應著重更
實體性的證據以做為論述之基礎。臧振華
（2001:5）最近也指出，唯有將個別器物
置於遺址和文化的結構中，以整體之訊息
才能夠釐清文化間的關係。即強調對遺物
的深層意義應有正確的認知。兩段論述的
觀點雖有不同，但皆指出現行研究方法上
的盲點，而應加以注意。
    在本研究中，雖然從遺物上獲得了某
些訊息，但也很清楚地意識到器物比較方
法上的侷限性，特別是因為：向來與傳播
相關的研究常擺脫不了以假設的理論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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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前導，在這個前提的陰影下，考古遺
物都被當成文化傳播或族群接觸的證據，
相似性器物被選擇性說明，缺乏遺物證據
的地方便以理論假設其存在。此點顯然是
本計畫亦無法突破之處，不過卻也是本計
劃之最大的心得。因此，如何構思更精進
的考古學比較方法應是未來相關研究所需
重新思考的方向。

根據本計畫的研究成果，筆者已寫成
「琉球列島與台灣史前關係研究」一文（約
三萬字）投稿於「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
學刊第五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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