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攝影／王新偉

八里，新北市一個美麗的水岸所在。

你可以踩著腳踏車迎風攬景，賞白鷺鷥踏

波、河畔餘暉伴影；也可以安步當車，

走進北部史前文化的重要遺址十三行博物

館，來一趟考古歷險記，透過史前文化層

序的拼圖，認識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的前

世今生。

十三行博物館由於和地緣有著緊密

的聯繫，所以同時擁有了在地的特質和平

易近人的可親度。據考古研究的發現，台

北盆地有6個重要的史前文化，其中有3

個都位在八里地區，並以八里地方名稱來

命名，分別是代表新石器時代早、中、晚

期的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和十三行文

化。由此可見早期這裡的天然環境和交通

的發達，使八里成為土地與人文傑出的一

塊寶地。

消失的煉鐵技術

落在淡水、觀音山附近的八里十三行

博物館，就建在十三行遺址之上，十三行

遺址是台灣先民的家園，十三行博物館則

是現代人探訪台灣史前文化的聖地。十三

行遺址位於今新北市八里區淡水河海口交

界處的南岸，挖掘出陶器、鐵器、墓葬等

各類豐富的史前遺物。該遺址的主人生存

於距今約1800至500年前，在文化上屬於

台灣史前時期的前鐵器時代，是目前台灣

確定幾乎接近擁有煉鐵技術但功虧一簣的

史前居民，很有可能是台灣平埔族凱達格

蘭人的祖先。該遺址為國家二級古蹟，是

台灣北部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目前保留

遺址面積約1公頃。

據說當年是因為一位空軍飛行官的敏

銳感，十三行遺址才得以重見天日。那是

春遊八里，邂逅十三行
－「十三行博物館」考古記

▲早期十三行人在海邊交易的畫面（展示品）▲博物館展示早期十三行人的生活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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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天，空軍飛行員潘克永少校隨機

飛越八里鄉觀音山上空時，突然發現飛機

的羅盤出現了磁力異常的反應，他以為是

地面有鐵礦，才會影響到羅盤的運作。2年

後，潘少校求教於台大地質學家林朝棨，

並會同中美鑽探公司工程師黃瀛東到八里

鄉頂罟村現場勘查，才發現地面上隨處可

見的鐵塊與鐵渣，其實是土法煉鐵失敗所

遺留的殘渣。而當地並無漢人或日本人煉

鐵的紀錄，他們斷定這些殘渣為史前人類

的煉鐵遺址。由於遺址所在地頂罟村有個

多的抗爭，1991年，十三行遺址被內政部

指定為國家二級古蹟，保存範圍長約144

公尺、寬約22公尺、總面積為3,161.9平方

公尺，但事實上保留的部分只占整個遺址

的1/9左右，其餘大部分遺址都在興建污水

處理廠時破壞。1995年，中央政府決定成

立「十三行遺址文物陳列館」。1998年，

該館更名為「十三行博物館」，同時開始

博物館的興建工程，2003年4月24日十三

行博物館正式開館營運，成為台灣第一座

縣立（今為新北市市立）的考古博物館。

建築巧思 盡在十三行博物館

十三行博物館的建築物及廣場共約

4公頃，包括本館建築群，設有遺址出土

各項重要文物常設展、特展廳、考古學習

體驗室，介紹有關十三行文化、植物園文

化、圓山文化等過去的遺跡與背景。同時

以十三行博物館為核心，結合博物館周邊

區域內豐富多樣的自然保留區、水岸景

觀、歷史民俗、產業文化及公共設施等資

源，串聯成為淡水河八里左岸文化生態園

區。像是博物館主建築北側的陽光廣場原

為八里污水處理廠用地，現在則搖身一變

成為舒適綠草如茵的戶外廣場，豎立了各

種充滿原住民風情的木雕和石雕，還有南

島語族的高腳亭及野營區，供遊客遊憩休

閒。從陽光廣場回頭望向博物館，整個博

物館的外觀就像是一艘大船，意味著先民

歷盡劫難終於抵達安居的水岸。

十三行博物館有著獨特的建築外觀，

它是台灣孫德鴻建築師的代表作品，也因

此獲得2002年臺灣建築獎首獎及2003年遠

東建築獎的首獎，其設計理念正是來自於

考古發掘及先民乘船渡海來台的意念。整

座博物館由3個建築主體組成，分別是鯨背

沙丘、3層樓的清水混凝土建築，以及傾斜

17度的八角塔，整座建築被賦予了山與海

的巧思。

「鯨背沙丘」是一個可供遊客遠眺海

洋的弧形瞭望觀景台，斜緩的屋頂象徵過

去十三行人生存環境中的沙丘，又因狀似

海平面突起的鯨背而得名，其結構軸線是

別名叫「十三行村」，於是就以該名稱將

此考古遺址命名為「十三行遺址」。至於

頂罟村別名的由來則有不同的說法，一說

是因為清朝時，這裡曾為重要商港，有多

達十三行郊（商家）在此經商，所以將此

處稱為「十三行」。但是，也有學者認為

「十三行」可能來自原住民語言的音譯，

為原住民稱呼該地之名稱。

1959年，考古學家在十三行遺址試

掘，獲得陶器、石器、鐵器和玻璃器等文

物以及2座墓葬，由此推斷十三行遺址屬於

台灣住民凱達格蘭及噶瑪蘭系統的史前文

化。1963年，當時台北縣文獻會委託劉斌

雄教授在該遺址開挖2個深坑，發現遺址有

2個文化層重疊，下層為赤褐色網紋硬陶

文化層（即十三行文化層），上層則是近

代的漢文化層。1980年，交通部觀光局將

十三行文化遺址列為重要考古遺址。

1988年，考古學家臧振華和劉益昌，

因研究台灣平埔族和早期漢文化接觸的議

題，而決定選擇十三行遺址進行考古挖

掘，卻意外引爆了一場文化保存和工程建

設的衝突事件。原來，十三行遺址已被前

台灣省政府畫定為「八里污水處理廠」用

地，即將動工。經過文化及學術團體兩年

從十三行遺址的出土層可以看到其

所代表的不同文化

▲

栩栩如生的蠟像重現當年的挖掘樣貌▲

與博物館比鄰的八里污水處理廠建

築，建築外觀採用鮮黃的顏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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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射狀指向海洋，因此代表「海」。沿

著寬廣的階梯走上斜緩的屋頂，可以看到

博物館周遭的地理環境以及極目四望絕佳

的山海美景。前有海港、後有觀音山麓，

可以盡情享受到依山傍水的景致和浮生半

日閒的寫意。而且博物館的屋頂可以任人

行走，更添新奇感。

3層樓的清水混凝土建築則象徵

「山」，側邊有2道近距離的平行高牆，細

長深邃頗有一線天的視覺效果，抬頭仰望，

天空竟然變得細長狹小，好像以管窺天。狹

長的出口直指向觀音山上的大坌坑遺址，隱

含十三行文化與大坌坑文化的時間連結。而

入口處2樓的傾斜玻璃，在天氣晴朗時能映

出大坌坑遺址的山貌，更告訴遊客這兩個史

前文化之間是有互相關聯的。

至於傾斜成17度的八角塔正好位在

「山」與「海」的交接處，設計師以傾

斜不正的設計來影射十三行遺址遭人為破

壞、無法再還原史前真相的意象。也告訴

參觀者目前館內所有展出的珍貴文物，都

是從當年八里污水廠工程施工的挖土機下

搶救出來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原來的遺址

卻無法完整保留。八角塔的4樓還有一個充

滿想像力的時光長廊，這可是一個充滿感

官刺激的空中步道呢！觀眾可以在不同的

空間轉換中，感受歲月如梭的時空更迭。

透過整片的玻璃帷幕，則可以讓近距離與

觀音山對話。

十三行博物館的館銘是一塊老化且銹

跡斑斑的金屬板嵌在砂岩之上，蝕刻的字

體蒼勁有力，顯現出一種斑駁的歲月感。

入口處有一個像人又像船帆的鋼鐵雕塑，

似乎代表著先民乘船渡海來台，由於這個

雕塑是鏤空的，所以變換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時間欣賞它，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更加突顯出建築整體的獨特意涵。

等待入館參觀的空檔，我注意到階梯

旁的水泥座上站著多隻栩栩如生的小白鷺

銅雕，它們靜靜的列隊，似乎在注視著我

們，又像是歡迎我們的到訪。

透過展場安排 回到遠古十三行

十三行博物館的入口位置在地平面

下，讓人有變身考古人員深入地底之感，

從博物館的1樓左側開始，是「回到十三

行」的常設展，它以6個相互連接的單元

帶領參觀者來一趟十三行的考古之旅。分

別是「發現十三行」，講述十三行遺址的

發現始末及考古學相關概念介紹；「搶救

十三行」，記錄下遺址搶救的過程；「探

2道平行高牆向前延伸的方向，就是觀音
山上的大坌坑遺址，隱含十三行文化與

大坌坑文化的時間連結

▲

小白鷺似列

隊歡迎參觀

的遊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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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依據其施紋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素

面、拍印文系統，及壓印、刻劃、刺點、

劙劃、捺點等。一般而言，紋飾多施於器

物腹部及延伸的底部，大部分皆通體施

紋，亦見紋飾呈環帶狀分布。在各種出土

陶器中，淡褐色陶器雖然數量不多，但卻

有其他器物少見的粗條紋紋飾。灰黑色泥

質陶器數量也不多，但是頗具特色，器型

有小口大腹的罐與瓶，質地細緻，表面經

常抹平磨光，肩部外表裝飾有刺點紋及圈

點紋，紋樣常環繞器表一周。

在所有出土陶器當中，最引人注目的

索十三行」，從八里地區百年來歷史與地

理環境的變遷讓參觀者有更深刻的認識；

「走進十三行」，以劇場展演的方式直觀

的呈現早期十三行人一天的勞作生活樣

貌；「遇見十三行」，看到遺址出土文物

的介紹與十三行人社會階層的不同；「認

識十三行」，以影片欣賞和動畫遊戲的方

式增進與參觀者的互動。

由館內所陳列的出土文物可知，陶

器的數量最龐大。其中，完整或可復原的

陶器約126個，破碎的陶片估計超過80萬

件。十三行遺址出土主流的紅褐色夾砂陶

就是被十三行博物館譽為「鎮館之寶」的

「人面陶罐」。該陶罐確實耐人尋味，它在

口緣、足部的表面均勻散佈圈印、櫛點等裝

飾圖樣，在陶罐腹部則有生動的人面造型：

微凸的眉脊、狹長的雙眼、微張的嘴角、再

配上臉頰旁立起的雙耳。這件人面陶罐為墓

葬出土文物，據學者推測可能為宗教用途。

此外，從十三行遺址出土的鐵渣、礦

石的研究看來，並未發現煤炭的使用，因

此並未顯示該遺址主人己知煉鐵技術，且

鼓風爐、煉製高爐、坩鍋、重錘沒有一項

製作成功或證明存在，因為必須有金屬鋸

與刀具去製造密封的鼓風爐木器和鼓風皮

製件，高爐必須密封，至少得有烤披薩的

高爐製造水準才能將溫度提高到攝氏１千

度以上，還得有坩鍋盛接鐵液，以便倒入

模型進行焠火。從鋸子、煤炭、坩鍋、重

錘、高爐、鼓風爐的缺乏得知，通過青銅

器時代，是進入鐵器時代的基本要件。在

十三行遺址從未發掘出成功的煉鐵作坊，

因此無法證實成功的煉鐵在聚落內進行。

沒有真正出土的鐵器，除了因為氧化腐朽

不易保存，真正原因在於技術差距過大，

以致出土器物數量根本沒有。目前出土的

鐵器皆器型不明，無法推斷是用來做武

器，尤其鐵器是進入國家的強制力象徵。

博物館入口處一個像人又像船帆的鋼鐵

雕塑，似乎代表著先民乘船渡海來台

▲

陶罐造型的多媒體展示空間

▲

十三行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的

「人面陶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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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如果具有農耕文化，未必應有

金屬製的農具，或是類似物。目前十三行

人的農耕技術還停留在使用木製與陶製器

具階段，農耕技術並不高明，他們同時也

會畜養家畜。

除了日常用具外，十三行遺址也出土

很多瑪瑙珠、玻璃手燭、玻璃耳玦、玻璃

珠，以及其他質料的珠子。現址還發現金

飾、鎏金青銅碗、銀管飾物、銅刀柄、銅

碗、銅鈴、銅幣等罕見遺物。由於這些器

物或者來自台灣其他的族群、或者來自南

洋、或者來自中國大陸，因此可能是與外

界貿易交換所得來。由此推斷，十三行在

當時是台灣島內外重要交易地點，與外地

的聯繫相當頻繁。

十三行遺址還出土了大批和墓葬相關

的人骨及器物。依出土的姿勢與方向，人

骨的姿式可分為九大類型，而其中最值得

討論的便是屈肢葬。十三行遺址之主人的

埋葬習俗，以頭朝西南臉向西北的側身屈

肢為主，凶死者則往往以頭向東北的直肢

葬方式埋葬，常見的陪葬品包括裝飾品陶

罐、青銅柄、鐵刀等器物。在十三行遺址

出土之前，台灣史前遺址中從無屈肢葬的

葬式出現，而屈肢葬卻是台灣先住民主要

的埋葬方式。此外，由無頭葬出現可知聚

落或族群間可能有戰爭或獵頭的行為。

多元文物  展現台灣歷史

多樣性

十三行豐富的出土文物，對我們理

解該遺址主人的生活型態有不小的幫助。

根據考古學者所作的研究指出，在十三行

這片土地上，曾經先後有三群不同的人在

此居住。最早一批人是所謂的「圓山文化

人」，他們大約在2,000多年前、新石器時

代晚期定居於此，由於遺留下來的文物不

多，可能表示居住的時間不長。其次，大

約在1,800年前，有另一群人遷入十三行，

考古學者稱他們為「十三行文化人」，很

可能就是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祖先。他們

在這裡居住的時間相當長，至少住到距今

大約800年前，前後長達1,000年以上。

他們除了留下豐富的遺跡與遺物外，也留

下了大量的墓葬。十三行遺址上所挖到的

文物，大多數是這一群人所遺留的。最後

一群人則是清代中葉之後從中國福建渡海

來的漢人移民，他們最先從八里上岸，在

挖子尾形成一個聚落，以捕魚為生，但到

後來，捕魚漸漸不足以應付他們的生活支

出，所以另外又營造出一部分種田的，成

為臺灣難得一見的半農半漁的聚落。

在穿衣和住的方面，由於遺址上發現

了史前人用來織布的陶紡輪，可知十三行

人應會利用簡單工具來做衣服。但是因為

這些衣服埋在地下太久而腐爛，已無法知

道它們的顏色和樣式。十三行人住在由木

頭架高的屋子裡，藉以避免潮濕，並防止

野獸的侵襲，學者稱此為「干欄屋」，而

台灣原住民部落也都有類似建築。

可以說，十三行遺址和豐富文物的出

土，揭開了台灣史前文化的神秘面紗，也

證明了台灣文明起緣的多元性。

▲ 這就是館內時光長廊的空中步道▲ 十三行遺址的墓葬▲ 從戰機模型可以一窺當年十三行遺址被
發現的緣起

館外陽光廣場充滿原住民風情的

木雕和石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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