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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列島與台灣史前關係的再研究：
從古代地理意識之角度
陳 有 貝∗
摘 要

有關琉球列島與台灣的史前關係論述起步甚早，但後續卻不多見，這除了是
因為兩地國家、語言的不同所造成的隔閡外，學術上偏好從事邊緣地區和文明中
心的關係研究也是原因。因此長久以來，同樣位居文明邊緣的琉球與台灣之間的
史前問題相對被忽視，直到近年才略見成果。
根據現在一般看法，台、琉兩地之間確實少有具體類似的史前遺物，但是為
何如此鄰近的地區卻缺乏往來，這反而是一個值得推敲、需要解釋的問題。另一
方面，在琉球的史前研究中存在著一些較為特殊的現象，若干問題甚至難以從一
般角度理解，而筆者以為這些卻也是解決台、琉史前關係的重要線索。
本文先說明目前琉球考古的重要現象與問題，並提出個人看法。接著根據所
知的考古資料，嘗試從不同角度解釋台、琉史前關係的疏離現象。結論認為在古
代琉球人的地理觀點中，北方才是文化刺激與來源的方向；而當時的台灣已逐漸
形成為一個不同的族群群體，這對於琉球人而言，加深了意識上的距離，故無法
形成較深度的接觸與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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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ppraisal of the Pre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 Consciousness
Yu-pei Chen∗
ABSTRACT
The pre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aiwan has
been long known but rarely discussed before recent years. This is due not only
t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as and their languages, but also to an
academic preference to research relations between marginal areas and
civilization center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viewpoint, there are few specific prehistoric
artifacts show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However, such a lack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adjacent places is itself
something worth explaining. For indeed there are some special phenomena
related to prehistoric studies on the Ryukyu Islands that may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This paper begins by reviewing the important archeological phenomena
and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Ryukyu Islands. Secondly, it tries to explain the
lack of contac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conclusion focuses on the fact that for the Ryukyu Islands, cultural
stimulation came primarily from the north, eventually forming a geographic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at various ethnic groups were forming on
Taiwan. For the ancient Ryukyu Islands people, this deepened the mental
distance and hindered more intimate connections from being made with
Taiwan.
Keywords: Archaeology, the Ryukyu Islands, Prehistoric Relationship,
Ancient Geographic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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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位居琉球列島之南，從東亞整體地理位置觀之，台灣和琉球列島兩地的距離
相近、形勢相關，尤其其間又有蘊含著豐富海洋資源的黑潮暖流流穿，若是排除一切
文化上的既有觀點（例如國界、語言、風俗行為等的不同），很難相信這兩個地理區在
史前時代竟然少有人群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尤其就整個東亞地區看來，在舊石器或新
石器時代，自然的地理條件或是生業條件往往皆是影響人類移動的主要原因，到了鐵
器時代以後，才改以社會、文化因素為主因（陳有貝 2008a）。
然而，根據截至目前為止所知的客觀考古資料，台灣與琉球兩地確實缺乏普遍的
類似性，顯示這的確是一個特例地區。因此未來學術的努力方向除了是設法再增加考
古資料與研究的深度外，也應嘗試該如何解釋這種特殊的現象，而不是一味的再從資
料中勉強舉出說服力不足的考古證據。況且，「沒有交流互動關係」不代表著沒有意
義，在兩個鄰近的地理區間，缺乏正常往來的背後必定是有著特殊的原因，由此亦可
突顯這個研究議題的意義。
要如何尋求上述所謂的特殊現象之答案？或如何利用既有的考古資料解釋其過
程？過去使用個別的、單純的器物比較分析方法通常只能呈現表象，在解釋的程度上
有所極限（陳有貝 2002）。而以器物種類與形態所構築的考古文化傳統概念，恐怕也
難以超出過去的說法。基於如此，本文將在以往一貫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藉由綜合當
時各種史前現象為論證，以嘗試進一步層面的解釋。
下文將先談及琉球列島考古研究中的兩大主題，用以說明文化底層 的影響力，幾
個主題分別是舊石器時代琉球人的來源，及新石器時代南琉球的兩個特殊的陶器現象
（下田原陶器的獨特性、無陶時代的形成），此為解決琉球列島與台灣關係時不可欠缺
的說明。在重新認識並掌握此兩主題下，第三章將從生業方式、環境資源、貿易、風
格流行等四個角度，期望可以超越過去之單純器物比較或考古學文化分類的層次，藉
此以理解台灣與琉球的特殊關係。由於很多現象與問題都是彼此環環相扣，因此在解
釋上必須注意到各環節的適用性，這也是這類研究中較為複雜的一部分。
1

史前琉球基本問題的再檢視

琉球列島由大小共約 200 餘座島嶼所組成，北接日本本土的九州南部，南連台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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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全長約 1200 公里，雖然目前在行政上分屬日本的鹿兒島縣與沖繩縣，但是從地
質或地理上而言，皆是屬於東亞大陸東緣的一連串島弧，是一個具有類似地理特徵的
區域。在族群與文化上，現今琉球人和日本人的外貌特徵明顯具有差異，但是否表示
兩者的由來即無關聯？或古代祖先的關係為何？仍是一個須要深入探討的議題。至於
歷史時期以後，琉球受到不少來自日本、韓國、中國等鄰國的文化影響，並於結合獨
自傳統後，成為今日琉球的文化特色。
關於琉球列島地區的進一步分類，無論是從地理、生物或人文方面的觀點，皆大
致可劃分出北琉球、中琉球與南琉球等三區。國分直一（1972）曾從多方面論述與強調
各區在古文化上的不同表現，以致這種三分法也成為不少考古研究者的共識。所謂北
琉球指的是以薩南諸島為中心之區域；中琉球指以奄美大島和沖繩諸島為中心之區
域；南琉球指以宮古和八重山（包括石垣島、西表島等）為中心之區域，這三個地區在
地理上分別由吐噶喇海峽和宮古凹地所明顯隔開。近年來另又有所謂的兩分法，大致
是保留三分法中的南琉球，而將中、北琉球合併稱北琉球（嵩元、安里 1993）。上述
兩種分法各有根據的概念與優點，不過可以確認的是，無論是三分法或二分法，兩者
都將南琉球地區獨自分隔為一類，從此點顯示了南琉球的特殊性。
台灣的地質結構特徵雖然和琉球列島不同，但從整個東亞島弧的觀點而言，台灣
是其間的重要島嶼，也是琉球列島連結至菲律賓與東南亞的要衝。如琉球列島中的與
那國島和台灣之最近距離僅有 110 公里，而琉球列島中最南端的有人島－波照間島之緯
度已與花蓮市相當接近。
關於琉球列島與台灣的史前關係課題，早期曾經同時踏足南琉球與台灣從事田野
調查的鳥居龍藏 （1905）很早便注意到南琉球的特殊性，並提出其人種來源應和台灣、
東南亞有關。但要注意的是，從學史過程看來，當時的鳥居可能未對史前台灣有足夠
的證據認識， 其說法只是築基於南琉球與中、北琉球的不同所做的假設推論，後來也
證明鳥居當年對遺址出土資料確有若干誤認，而且單純以器物的差異來論人種異同也
非妥當（安里 2004）。
鳥居龍藏（1925）後來又徹底改變他對南琉球文化來源的看法，只是仍未在實質資
料上提出有力根據。另值得一提的倒是對台灣與東南亞考古有深入經驗的鹿野忠雄，
他亦曾在琉球進行調查，並於伊江島發掘中發現石器等（岡田 1939；小田 2007），然
而在鹿野談及台灣史前文化的七個來源方向，或是對台灣與週邊關係的眾多論述中，
皆未著墨於台、琉的關係，此是否已暗示他對本議題的想法，可說在學史中留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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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空間。
另一方面，同樣對台灣與其週邊有著廣博研究的國分直一卻倡導不同看法，國分
受柳田國男之「海上的道」的思想影響，從歷史、民族、語言、考古等各層面提出學術
論據，欲說明琉球與南方世界的關係，在資料與論證上堪稱最為豐富。
過去肇因於考古資料太少，因此對於琉球與南方的關係看法，一向是理論上的假
設或推測多於考古實物的證明，例如以地理上的鄰近關係或黑潮海流的連結概念，理
所當然地認同南琉球與台灣的文化相關性。日後，隨著資料的多量出土，才逐漸面臨實
證上的問題。尤其經過若干具體考古遺物的實質比較（如陳有貝 2002），部分考古學
者亦認同台灣與琉球史前差異的存在（參見後藤 2004）。
藉由研究者的努力，近年來琉球考古研究又累積了不少成果，並逐漸歸納、呈現
出琉球史前文化的特質，這些都讓上述問題的認識跨前一步。本文以下將配合若干新
資料與看法，說明琉球人的來源（文化底層）及新石器時代的相關問題，以做為後論的
基礎。
4

從琉球人起源論談起

儘管現代琉球人在政治上不被日本官方視為少數民族，但在外顯的體質特徵上，琉
球人與本土日本人的差異是相當清楚的。所以現代琉球人的來源為何？在學術上始終
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
對日本人的來源主張「二重構造論」的埴原和郎（1995）雖然認為：現代日本人的
祖先是繩紋人和後來移入的彌生人所混血的結果，但是對於琉球人的祖先，則主張：
港川人在日本各地延續發展成繩紋人，並於各個區域進化 成略有差異的現代日本人，
其中之琉球地區則演化成為現代琉球人。換言之，現代琉球人的祖先來自早期當地的
「原住民」，琉球各地的考古遺址即是琉球人祖先所遺留。
以港川人化石研究著名的鈴木尚（1983：215-226）認為：於沖繩本島所發現的舊石
器時代港川人和中國大陸柳江人、台灣左鎮人相近，故推測港川人應來自東亞大陸南
方，但現代琉球人乃延續自港川人及本土南下繩紋人，看法大致仍和埴原一致。不過
同樣研究港川人的馬場悠男（2000）對琉球人的來源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港川人最後
可能走向滅絕，而琉球人是由日本本土南下的繩紋人所演化而來。這個看法可以說也
是承繼了高宮廣土（1994）從適應角度所做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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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如從 DNA 等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結果，亦認為現代的琉球人屬北方系的蒙
古人種，即是受大量日本本土的南下移民所形成的結果。而且從歷史文獻上也可推估
出這種潮流，影響甚至可及最遙遠的南琉球地區（安里等 2004：19-25）。
2010 年，在南琉球石垣島白保竿根田原遺址中發現的 2～1.5 萬年前人骨（石垣市
立八重山博物館 2010），可說是琉球古人類考古研究近來最重大的事件，至於這個新
發現是否會影響上述看法，目前並無具體說法。如仍屬過去所認識的琉球人界定範圍
內，則應不致造成原理論的變動。無論如何，仍應密切注意這個新發現的未來發展。
總之，最近這些研究淡化了琉球人的南方色彩，加強了琉球人與北方人群的相關
性。縱然現代的琉球人與日本人的外表特徵差異明顯，或史前時代的琉球與日本本土
有著不同的文化發展，但這不代表兩者在來源上的不同，新的研究傾向支持琉球人和
日本本土人的共同來源關係。
在台灣的舊石器來源問題方面，傳統上台灣學者的看法多傾向其可能與大陸東南
沿海有關；日本學者加藤晉平（2000）則根據出土的石器，認為其來源應屬東南亞海域
的漁民。不過若屬如此，則應有舟船的製造技術與工具，惟目前在台灣舊石器時代的
遺物中並未有對應的發現，因此這類說法尚有待補強。 所以傳統上所主張台灣舊石器
時代人來自東亞大陸東南沿海的看法仍占優勢。不過，台灣 2 萬多年前以來的舊石器時
代人一直孤立生存至 5 千多年前，多數也沒有發展成新石器時代文化，此點顯示當時台
灣與週邊區域的疏遠關係。
到了新石器時代，台灣與東亞大陸東南沿海的關係或正如琉球人與日本本土人的
關係一般，呈現某種具體的類似。這種情形在資料上可舉流行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繩
紋陶現象最具說服力，簡言之，台灣與東亞大陸東南沿海都流行拍印式的繩紋陶；琉
球則與日本流行直接滾壓的繩紋陶，各自代表兩個區域的早期文化互動圈。日後，亦
如琉球史前人延續成為現代琉球人一般，台灣的新石器時代人成為今日原住民的祖
先。
綜言之，近年來普遍認為，琉球新石器時代以來的人類乃是港川人至日本演化成
繩紋人後，再廣泛南下，結合當地族群所形成。現代所見琉球人和日本本土人的差異
之原因並非在族群來源性，而是地域差異所造成，即因地理環境差異，長期造成兩地
人類外貌的差別。另方面，台灣新石器時代以來的人類則是源於東亞南方沿海南島語
族祖先的移入， 才發展成今日之原住民。所以前者（琉球）是來自北方日本四大島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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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群；後者（台灣）是來自東亞南方沿海。故據此又可言，兩地在較遠的史前時代之
族群屬性有相當的差別，這種生物性的基本差異對於文化行為（包含語言）上的影響將
不可忽視，也是當重新思考台、琉史前關係時必須加以強調。
9

琉球列島的文化區域論

如前所述，琉球列島一般被劃分為三個文化地理區，高宮廣衛（1994）曾以 2、30
種陶器為例，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說明模式。他將中、北琉球的新石器分出前、後期，
前期又分 5 期，並對應於日本本土的繩紋時代；後期又分 4 期，前 3 期對應於日本本土
的彌生時代，最後 1 期對應於古墳到平安時代。在這個架構中，可以清楚看到各區域間
陶器發展的連動關係。但其中對於史前南琉球最具代表性的下田原陶器，因為幾乎找
不到可以與之對應的陶器類型，因此視為有著不同於中、北琉球的性質，進而主張南
琉球應屬不同的文化與族群。
上述這種對於文化擴張的解釋模式不僅表現在陶器，在其他的考古證據上亦有類
似的傾向，甚至反向從南九州的遺址出土物也可以得到印證（上村 1994）。簡單歸納，
即是北琉球的特色是和九州地區有著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徵；中琉球是一方面接受九州
南下的文化影響，同時也發展自有的要素，或者予以融合形成新特徵；而南琉球則是
和北方關係最淺，獨立特徵最強。
因此之故，研究者對於這三個區域的史前觀點常常是從各區域與日本本土的關係
來加以突顯，這雖然是一種選擇性的觀點，但藉此也顯現出在琉球列島內部存在著由
北而南源源貫穿的文化力量。
10

獨特的下田原式陶器

瞭解上述觀點有助於我們更客觀的看待南琉球之問題。在不少研究例子中，南琉
球被強調有著獨特的陶容器形態，並使用一個單獨的文化編年方式。 然而僅根據這種
陶器現象，是否便足以解釋南琉球是異於中、北琉球之族群或異文化所形成？還是只
是因距離偏遠，缺乏研究者所關心與注意的顯著傳播特徵所致。
故欲解決上述問題，前提乃是應先考慮此地陶容器的意義，到底陶容器的差異所
代表的含意為何？以史前台灣所曾流行之幾何印紋陶為例，至少在鐵器時代以來，台
灣的北部（台北週邊）、東北部（蘭陽平原）及中北部（桃竹苗一帶）都是流行幾何印
紋陶，即使無法驗證當時這整個大區域是否同屬一類族群，但是在鐵器時代晚期到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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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時期，已有充分資料可以瞭解「凱達格蘭及噶瑪蘭都是以幾何印紋陶為主要陶器形
態」。顯而易見，陶容器的形態與族群屬性之間並不必然存在著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同
樣道理，向來常以陶器形態為文化與族群判別基準的思考方式在某些地區勢必要有所
調整。而在方法上，若能了解南琉球陶器在生活中的意義，接著才能更客觀地看待各
種現象。
考古研究中為何將陶器視為與文化或族群最相關的器物？原因不外乎陶器和日常
生活有最緊密的關聯，如可以有效地處理各種植物性食糧的烹煮取食。另方面，農業
社會的定居形態也促成了陶器可以大量製作的條件，因此陶器和新石器以來的農業社
會可說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陶器也成為和日常生活連動性最高的器物。然而，現在
的關鍵是：在已知的南琉球史前社會中並無農業行為，且植物糧食的採集所占的生業
比重有限，所以陶器在這裡反而不適宜當成一種具生活指標性的器物。以這個觀點再
來檢視南琉球最具代表性的下田原式陶器，不難發現確有一些較為獨特之處。最典型
如其器壁非常之厚，一般約有 2 公分左右，底部甚至常超過 3 公分（岸本 2004），這
種陶器是否被當成一般性的煮食用具，還是有其他特殊功能，顯然應該對其本質再探
討。相對上，琉球列島史前有不少「石堆結構」，根據各種相關資料都相當程度地證實
這和石煮法有關（安座間 2005）。如果石煮法才是日常所使用的煮食方法，那麼陶器
在生活煮食上的意義恐怕不高。
一旦把陶容器（下田原式陶器）除外考慮，那麼南琉球其他常見的器物如石斧、石
錘 、石皿，或是各種貝器、骨角器等也多見於中、北琉球，區域間或有的差異不過僅
是出現時代不同。如此看來南琉球的特殊性並非是本質的獨特，而是和它所處的偏南地
理區位有關。
12

13

南琉球的無陶時代問題

傳統的觀點多將南琉球地區再分為東側的宮古群島與西側的八重山群島等兩區
域，但因為宮古群島的資料較少，所以學界通常多以八重山群島的討論為主。
關於八重山地區的考古文化層序，一般將之劃分為下田原期、無陶器期、新里村
期、中森期、パナリ（Panari）等五期，其中前二期屬於新石器時代，內容和後三期有
較清楚的差別。在八重山的考古學史上，考古文化的建構過程常被特別提起，原因是本
來以為最早期的文化是無陶器時代，此後才接續有陶器的下田原期，但結果在 1970 年
代的發掘中，卻發現地層中的無陶時代文化層反而位於下田原期文化層之上，即下田原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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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較早，無陶器時代較晚。現在這個結果大致已成為研究者間的一般共識，不過
因為很難想像原已具有陶器的社會，後來竟會突然放棄陶器，過著沒有陶器的生活。
此種現象可以說違背了一般社會演化的趨勢，因此如何對之解釋成為南琉球考古學的
一大課題。
於是針對上述，高宮廣衛（1994）曾提出一個解題的方向，他認為原因不外乎以下
三點：
1. 早期本來是使用陶器的某族群，後來不知為何理由，突然不再使用陶器了，這
種例子在太平洋島嶼的民族誌中亦有，所以應該也有可能發生在八重山。
2. 有陶器的遺址與無陶器的遺址其實是並存的，它們的功能是互補的。簡言之，
沒有陶器的遺址是有陶器遺址的臨時性營地。
3. 早期有陶器的族群離開後，移入了沒有陶器的族群。
上述即所謂的一元論（第 1 與 2 點，只有一個族群）與二元論（第 3 點，兩個族群），
此外後來還加入所謂的多元論（大濱 1999）。
事實上，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失去某些技術或器物並非罕見，台灣史前社會也可
以找到類似的例證，如台灣新石器時代社會幾乎都有陶器的製造與使用，但到了近
代，很多族群已忘記了陶器的製作。又如 1000 多年前的舊香蘭遺址本有金屬器與玻璃
器的製造技術（李坤修 2005），但近代的原住民卻多已遺失這些技術。若據上述的台
灣現象看來，技術與物質的消逝原因多不在族群的轉移，而是外來的代用品，即外來
的同類用品取代了本地所製作的器物。所以八重山下田原期的陶器若在生活上非屬絕
對必要（如前節所言，石煮法才是重要的煮食方式），那麼便極易被其他所取代。陶器
在八重山的消逝也並非難以理解。
此外，一般而言，若族群本身擁有陶器技術，則隨時都可能再製，除非陶器並非
自製，而是經由某種途徑而獲得。過去曾被指出這種陶器的出現是肇因於歷史因素，
並且因為無適應上的功能而消逝（陳有貝 2004）。前述的歷史因素也包含貿易上的觀
點，即透過交易、交換途徑而來，尤其南琉球本來即是一個多島嶼環境，各島之間的
交易是可能的，少量具有牛角特徵者或只是某些少數地區的特有產物。從太平洋著名
的 kula 圈，或是台灣某些族群存在製陶中心等現象，皆不能排除史前的八重山也可能
存在類似交換機制；而且如本地區在石材供應與石器製作上也被指出存有交易機制（岸
本、神谷 2013）。一旦這個機制受到影響與破壞，陶器－這個生活中的非必要品即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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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中斷。這是在一元論之基礎上，更加深入認識南琉球下田原式陶器的一種方
式。
試將上述做一歸納：4000 年以來南琉球出現的陶器顯然不是對應於農業所產生，
在這種背景下，陶器與生活的關聯性低，在文化上難有指標上的意義。而陶器的出現
與消逝所代表的意義乃是這個區域與外界關係的存在與變動，而不一定是族群或文化
傳統的根本轉換。研究者如果能屏除陶器的特異性，正視空間上南琉球與中、北琉球
的關聯性，或是時間序列上，下田原期與無陶器時代的延續性，南琉球毫無疑問還是
這個文化傳統中的一環。
總之，八重山諸島呈現某些獨特的考古文化特色，內容包括：理論上的難以解
釋、特殊的史前陶器資料、有陶文化與無陶文化的年代逆轉問題等，故欲解釋其與南
方或北方的關係前，必先理解該文化本身的諸多疑問。
14

從各種角度再看琉球與台灣史前文化
生業觀點

琉球與台灣在史前時代的生業形態可說有相當大的落差。根據已知的考古資料，
史前琉球從距今 6000 餘年前到十世紀以前，在長達 5000 年的歷程中卻無農業的證據，
與生業有關的器物多為箭簇等獵具，及網墜等漁具。若從出土的生態遺留觀之，尤以
海洋魚、貝的取食最為盛行。
在台灣方面，已有眾多的資料如農作植物種子的遺存、農具（如石刀、石鐮、石
杵）等證據顯示，台灣的新石器時代已有相當規模的農業行為，除了可能存有的根莖作
物的利用外，如稻米、小米等穀類作物亦頗早發生。由於穀類作物之農作無論在種植
栽培、取用調理等過程皆較為複雜，因之可推測當時台灣的農業已較為盛行。雖也有
相當的資料說明山林狩獵與河、海漁業的行為，但這些並未改變以農業為主的事實（陳
有貝 2008b）。然而一水之隔的琉球，卻未受台灣影響，發生這種有效的生業方式，反
而是在較晚的時代才從北方的九州導入農業。
其次，因為兩地同屬四週環海的島嶼，海洋資源的利用必然成為重要生業活動的
一環，所關聯的漁業行為應亦具文化代表性，值得加以注意。據考古資料，琉球地區
遺址所出土的魚骨數量多，且一般體積大，包含如海牛等大型生物都是整個琉球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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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漁獲（盛本 2004），而一般貝塚所出土的貝殼約有 150 種貝類，較多者可達 300
種（安里 2006：114）。琉球的漁法中最普遍且具代表特色的技術便是使用貝製網墜的
漁網捕撈。這種網墜以雙殼貝打製穿孔後製成，製法相當簡單，當網墜沉入水中時，
會因貝殼撞擊產生聲響，導致魚群慌張入網。琉球居民到近代仍持續使用，顯示是一
種極有效的捕魚方式。從相關資料看來，琉球對於海洋漁業無疑有相當程度的利用與
發展，而這種現象可能也和其所處之具有豐富資源的珊瑚礁環境有關。
在台灣的史前漁業方面，因較缺乏詳細的出土魚類報告，僅能就現有少數資料研
判。其中如龍門舊社遺址出土不少貝類，亦有較完整的種屬鑑定，合計約近 100 種（胡
雅琦 2007），即使如東海岸近海遺址所出土的魚類遺留亦不顯著。 在技術方面，台灣
史前遺址所出土的魚鉤相對極少量；漁具資料多以網墜為主，即以漁網捕魚為主流方
法。再就網墜的形態而言，多是以石製的短軸砝碼型和兩縊型的石質網墜為主，和琉
球的雙殼貝網墜不同。即使如墾丁、鵝鑾鼻等與琉球類似的珊瑚礁生態地區亦是使用
一般所常見的石網墜，而不使用可常見的雙殼貝製作網墜。所以這不是缺乏貝殼材料
或無簡單的貝殼穿孔技術，純粹是因為漁網的技術系統不同所呈現的結果。
值得再一提的是，無論是琉球的貝網墜，或是台灣的砝碼型與兩縊型網墜，在各
自的區域間都有廣泛與長時間的分布，顯示各別技術都有普遍性，也清楚劃分出兩個
彼此缺乏互動影響的不同漁業技術圈。
琉球漁業的盛行當然和它所處的海洋環境有關，此外也不能忽視可能和其他資源
不足的壓力有關，根據遺址的生態遺留資料，琉球的陸地狩獵多以琉球山豬為主，但
所佔食物來源的比例並不高（石丸、荒田 2011；蛯原 2011）。而且參考一般民族誌，
也鮮少僅靠著漁業即能維持村落生計所需，多數仍需有充分的植物性食糧補充。但琉
球各小島可採集的植物性食糧有限，因此若干看法以為當時可能從日本九州進行貿易
交換，以換取植物性食糧，這對於維持某些較大的琉球史前村落而言是不可欠缺的。
在台灣的情形是：新石器時代的漁業並不盛行，漁業可能僅只是農民為了補充食
糧，於農閒期間所從事的副業。原因是因為新石器時代已有盛行的農業，故相對減少
了漁業的必要性（陳有貝 2007）。
綜合以上各方面資料看來，新石器時代的台灣對琉球而言，在生業資源上本來應
是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以台灣島上所發現各種大量石鋤、石刀、石鐮、石杵等農具遺
物推測，農業盛行的時間堪稱頗早，其程度乃遠勝於日本九州，然而琉球居民似乎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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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了這種優點的存在。有著優良捕魚技術的琉球人縱使對鄰近的台灣有所認識，然而
也未從台灣換取必需的農業資源或學習基本農業行為。這種特殊現象難以使用客觀的
自然條件做解釋，主觀與人文因素上的障礙才更具有決定性。
環境資源的利用

琉球列島的某些島嶼因缺乏製作石器的材料，故這些島嶼的史前居民曾至其他島
嶼取得石材以供應石器製造（岸本、神谷 2013），這是海島居民有效利用陸地自然資
源的行為模式，而類似的模式也見於海洋資源的利用。
大部分琉球列島的島嶼皆位於珊瑚礁海域，這類海域有豐富的魚、貝資源，以及
易於捕獲的穩定淺海環境；台灣的珊瑚礁海域主要集中於南端之墾丁、鵝鑾鼻，以及
台東南部一帶。兩地域現在的珊瑚礁生態或許不盡相同， 但根據考古出土的生態遺
留，兩個地區皆有大量的夜光螺、嶸螺、硨磲貝等大型貝殼，這些資源不但是重要的
食物來源，而且也是各種器物的製作材料。
在琉球方面，出土貝器之遺址相當普遍，各種貝殼被加工做成箭頭、網墜、碗、
匙、杓、斧、墜、符、珠、環、魚鉤、尖器、打擊器等，器物種類相當多樣（安里
2006）；在台灣方面，根據連照美（2002）於 2002 年所發表的資料， 台灣（含外島）
出土貝器的遺址僅有 49 處，而且大部分都是只出土 1 種貝器，或僅是貝刮器，出土兩
種以上者只有 10 處，多集中在台灣南端地區，尤以墾丁遺址與鵝鑾鼻遺址才有稍多的
貝器。整體上，貝器數量極少，種類以貝刮器最多，分布較普遍，其次是貝珠、貝環及
貝核等，其他極少，種類亦不多。
試比較台灣與琉球的各種貝器，其中如貝刮器乃是最常被提到的代表性器物。然
而根據實際的實驗分析，卻證明琉球的貝刮器是當成打擊器使用（岸本 1986），和台
灣認為是「刮器」的見解不同。而且此類器物的分布從整個琉球列島到台灣、東南亞、
南太平洋等（伊藤 2000：122-132），似乎是和夜光螺的生態區域較有關，單純從傳播
的角度解釋亦不盡洽當。
在貝珠方面，張光直（1958）曾提出相當具有啟示性的看法。他所討論的視野包含
亞洲與太平洋等地，主要從加工技術探討各地貝珠的傳播。因為加工技術是一種具基
礎性的知識與技能，不易因單純的接觸、貿易過程即能獲得，所以對於傳播的解釋有
相當說服力。後來木下尚子（1999）則進一步對東亞各地的貝珠進行比較，在她的分類
中，北方多以雙殼貝加工造貝珠，南方如九州中南部、琉球與台灣則主要以芋螺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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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頂部製成，此類尤其見於珊瑚礁地區。木下認為，因為南琉球與中、北琉球在新石
器早期無往來，所以主張貝珠應是個別發生，中、北琉球的貝珠來自大陸長江下游一
帶的傳播，至於台灣的貝珠則是來自大陸東南沿海。問題是南琉球的貝珠究竟從何而
來？此點便具討論空間。若從技術面看來，上述文章亦皆指出台灣貝珠有著和大陸相
關之較複雜的製作技術，也就是在技術面上，南琉球的貝珠反而近於九州中南部、北
琉球、中琉球等系統，而台灣自成另個系統。
至於貝環，台灣多見於墾丁與鵝鑾鼻，尤其在鵝鑾鼻遺址有較詳細的資料與說明
（宋文薰等 1967；連照美 2002）。琉球的貝環則被認為是貝殼工業中有著最高水準的
複雜加工技術，其和九州的關係亦相當清晰（木下 1996：434），和台灣之簡單加工技
術當然分屬不同系統。
整體相較之下，史前台灣貝器的數量和種類皆相當少，這似乎不是缺乏貝殼材料
的問題（台灣不少遺址出土數量龐大的貝殼），而是缺乏琉球人所謂的複雜貝殼工業與
文化。在琉球列島上已發現不少貝殼加工作坊， 由貝殼利用所衍伸的文化叢可說是史
前以來琉球人生活中的重心之一，可以設想對於缺乏器物材料的史前琉球居民而言，
貝殼資源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台灣豐富的陸地石材與海洋貝類卻始終沒有吸引琉球人
的興趣，由此點看來，亦是不得不考慮是否有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阻礙大於客觀環境資
源的吸引力。
21

貿易交換

自史前時代開始，琉球即是一個盛行與外地進行貿易交換的地區。琉球新石器時
代遺址所出土的外來品包括鐵器、青銅器、錢幣、玻璃、黑曜石 等，其中相當多數
都來自日本的九州地區。尤其到了有農業的城時代，外來的物品更是大幅增加，甚至
最重要的農業亦是在此時被引進。
針對外來品的輸入方式，有些當然不能排除是偶然傳入的，但不少較常見的物品
應該屬有意甚至是某種固定的模式所輸入。在此類的貿易行為中，最為著名的即是所
謂的「貝貿易」。
如前述所言，利用貝殼製造貝器是史前琉球生活中的重要活動。而且不僅如此，
史前琉球人尚積極採集當地特有的貝殼，加工製成各種美麗的貝殼器物，再藉由固定
的貿易路線與模式輸入至日本本土，而日本本土的各種器物、資源也藉由這條路徑南
下至琉球列島，這種交易活動可稱是當時琉球與外界交往、接觸島嶼以外文化的最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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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模式（木下 1996）。
根據貝貿易的研究，製造此類貝器的材料不少來自南海的大型貝類，早期多見闊
唇鳳凰螺和芋螺等，晚期又增加了夜光螺一類。在生態上，這些都是台灣週邊海域可
見的貝類，但即便這種貿易對琉球有很大的經濟性，仍不見琉球人到台採集。相關現
象與問題已如前文所記，不再贅述。於此所欲進一步探討的焦點在於貝貿易中所輸入
的對價物品問題。
貿易交換一般是雙向互惠，所以必須同時考慮雙方在物資輸入的必要性與輸出的
可能性等問題，尤其是對於如此倚重海外貿易的琉球而言。目前就此議題，筆者將可
掌握的資訊歸納如下：
1. 在琉球與日本的貿易中，琉球的輸出品以大型貝殼材料與貝器為主，要強調的
是此類貝殼不少採自南方較深較危險的海域，琉球人甘冒著生命代價前往採集，必定
是欲交換取得生活中必要之物。換言之，不少外銷貝殼的採取是具危險性，或需要大
量勞力的，所以交換輸入的物資必是具有等價的重要性或必要性。
2. 就目前所知的史前琉球考古證據而言，並未見絕對重要或特定的外來品。而且
實際上所發現的外來物都較為簡單，或是僅具單純意義之裝飾品類器物，顯然不具有
上述行為之對價關係。
3. 當時的琉球社會主要仍以採集、漁獵為主要生業來源，這種生業方式在糧食來
源上有其不足。所以，藉著貝殼外銷以獲得植物食糧的確是目前較具可能性的推測。
然而，當時的台灣並沒有成為琉球進行此類貿易的對象。新石器時期以來的台灣
已有農業活動，又從社會的複雜狀態 推知糧食的生產亦有一定的穩定性。從各方面
看來，似乎都比當時的九州有較多的食糧生產，更存有外銷的潛力。此外，根據較晚
的文獻資料顯示，台灣仍有相當多的鹿肉糧食外銷，這對於缺乏植物性與陸生動物食
糧的琉球而言，無疑是個具有貿易潛力的對象。
當然反向也要考慮在台灣的輸入需求中，琉球有無可提供輸出的對價物資。目前
此點似乎較少有資料可供探討，台灣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所出土的島外器物亦不多見，
無法知道當時台灣所需的外來品。若參考鐵器時代的外來品，其種類常見裝飾品或具
象徵意義之器物（如琉璃珠），及功能上之實用器物（如陶瓷），顯示大量的進口需求。
當然，新石器時代的背景不同，琉球是否有足以提供台灣所需的資源？都值得進一步
再研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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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琉球的立場，和琉球列島所鄰近的地區尚有韓國與中國等，幾千年間這
些區域也未見與琉球建立起固定的貿易模式，琉球人在選擇貿易對象時似乎並非以客
觀、理智或利益為絕對考量。換言之，琉球自古與日本本土的貿易活動乃根植於主觀
意識選擇的結果。
風格與流行

繩紋可說是台灣新石器時代早期在陶器上最顯著的表現，無論是大坌坑文化的粗
繩紋陶或後來的紅色細繩紋陶皆然。縱使在前後時代的繩紋紋飾上有粗、細之別，但
飾有繩紋的陶器皆佔有一定的比例，而且有著類同的施紋方式，這乃是台灣考古學多
數的共同認識。環視台灣島週邊的類似表現，以中國大陸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的
繩紋最具相關性，有不少的遺址資料顯示這個地區的陶器飾有相當高比例的繩紋紋
飾，且較早年代至少在距今 6000 年前以上（如咸頭嶺、大黃沙等遺址）。所以，無論
從空間地緣、時間年代、內容要素等諸方面分析，史前台灣的繩紋風格和大陸東南沿
海地域最為有關。
對於上述現象的解釋，張光直（1987）曾主張把兩地的粗繩紋陶文化歸納成一個大
坌坑文化，甚至提示兩地有同屬南島語族的可能性。縱使後來有不少研究者認為兩地
仍具相當差異，不宜納入同一個範疇（楊式挺 1998）。若純粹就物質特徵而言，確實
有若干要素如大坌坑文化陶器中的口部帶脊、平行劃紋等非屬大陸東南所常見，然無
可否認繩紋為共同的特徵，至少可視為一種風格與流行的結果。
若台灣與琉球保持著一般的接觸往來，則依常理，當時流行態勢頗盛的繩紋風格
多少應該出現於琉球列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琉球的陶器也出現在距今 6000 多年前，除了隱含功能含意的器形 和台灣的陶器
形相異外，展現流行風格的紋飾亦不同。琉球史前陶器的最初階段以指甲紋為典型，
後來則以條紋為主，這個趨向和日本九州相同，所以被認為是融合日本本土的影響與
琉球本地的特色（伊藤 2000）。至於後來的流行的繩紋，在技術上乃以繩索直接滾壓
製成，亦是偏向日本本土的技術傳統，和台灣的拍印式繩紋不同。
到了史前晚期，台灣中北部多數地區出現幾何印紋陶，研究者認為和大陸東南沿
海 3000 多年前以來的陶器紋飾相近（黃士強 1985）；史前晚期的琉球則是隨著時代發
展，北方的影響愈顯清晰，即使是一向較孤立的南琉球亦是如此，新里村跡遺址所出
土的八重山式陶器與九州滑石石鍋的極度相似性是最有力的證明。國分直一（197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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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曾提及在南琉球的波照間島發現幾何印紋陶，一度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惜後來
並沒有被進一步的說明。
上述陶器紋飾的風格現象把台灣與琉球劃入兩個不同的流行區域，前者和其西側
的大陸東南沿海一致；後者則傾向同於其北方區域。
另一組更能說明流行傾向的資料為貝與玉。貝器裝飾品對於琉球的意義已於前
述，而對於新石器時代的台灣而言，玉才是本地裝飾品的主要質材。目前所知玉器的
流行不僅只在出產玉礦之花蓮一帶，連西海岸等其他地區也尋常可見，如此廣泛的傳
播流通，顯示台灣共同追求的流行價值。玉器對於台灣，有如貝器之於琉球。
44-45

一個歷史人文觀點的解釋

台灣與琉球列島的史前關係課題從過去的假設推測，經歷器物的比較分析，到近
來的解釋探求階段。如筆者曾從台灣立場試圖找尋兩地文化阻絕的原因，主要認為琉
球缺乏實施農業的自然環境條件，故對於當時已盛行農業的台灣史前族群缺乏足夠的
吸引力，即將兩地少往來互動的現象歸因於與生業活動相關的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陳
有貝 2004）。近年，盧柔君（2012）另提出「動態的環境適應」概念，以解釋兩地的
異同現象。簡言之，雖然台、琉兩地器物不同，但兩地基本人群有直接相關性或類似
性，只因所居為不同環境，故有不同的文化或器物表現。她認為器物外形雖有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出自類似族群所製，故也主張從事本題研究，不能只重器物外形比較，
必須再注意整體及器物背後的功能與意義層次。
日本考古學者木下尚子（2012）則綜合人文與地理的角度，認為琉球列島是一個北
方開口，南方密閉的文化區域，並在過去所強調的自然環境、生態條件的基礎下加入
了人文的觀點，將本領域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一步。此類研究將自然環境與其所衍生的
生態條件視為是造成兩地人文現象的重要因素，近年來考古學中頗受重視的「地景考古
學」（landscape archaeology）亦是強調古代人與環境間的關係，研究者也成功將之運用
於太平洋島嶼的環境認識與族群遷徙研究的解釋（Kirch 1989）。
而本文的觀點則認為，客觀性的自然環境與主觀性的人文社會現象必然有著密切
的互動，但是後者並不必然是基於前者所形成，以客觀性的自然條件為因，或許可以
解釋史前台灣缺乏接觸琉球的動力；但在反向說明史前琉球的立場時，純粹以自然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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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解釋便稍嫌說服的強度不足。
傳統地理學為研究人與地之空間關係的學科，至 1970 年代則有所謂之“行為革
命”，轉而重視主觀的人文意識也是造成人類地理觀的重要因素，促成「行為地理學」
的發展。此傾向雖然使研究者遠離了自然科學，但卻也擴大對人類地理現象解釋的適
用性（王洪文 1988）。在這種架構下，自然環境只是提供條件上的可能性，人類的「地
理意識」才是決定選擇的關鍵，如以現代世界的觀點，「國家」的意識便是造成地理觀、
地理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
關於近代琉球社會的地理意識，已可見於若干相關研究，毋庸於本文贅舉。然而
這些主要皆為論述近代國家形成後之影響。遠在史前時代，具體國家概念尚未形成之
前，琉球人是否也存在特定的地理意識？這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也是影響台灣
與琉球史前往來關係不可忽視的變因。
至於在研究方法上，「族群主觀的地理意識影響區域人類行為」在今日無疑是一個
清楚可見的現象。而若是在有文獻的歷史時代，則可根據文字瞭解主觀意識的影響。
惟若是無文字的史前時期，僅根據殘缺的考古物質資料，確實是較難以完整說明主觀
意識的形貌。不過無論如何，這種現象既存在於人類社會，所以在解釋人類區域行為
時，亦不能忽略之。
族群的深層文化歷史相對上是研究史前地理意識的一個較佳方法。考古研究不易
對個別事件有完整論述，但卻具有較大的時間深度，故藉之掌握長期的歷史（史前史）
發展脈絡與傾向將是理解相關行為的可行方法。
在本文的研究中認為，近年來的生物人類學研究多指出港川人等琉球舊石器時代
人類乃和日本本土的繩紋人頗近，其後經由兩方長期混血成琉球人，即現代琉球人和
日本本土人可說有共同的來源，這一認識改變了過去主張琉球人來自南方的看法，而
這種生物上或文化底層上的類似性加強了該區域間人類來往接觸的條件，史前初期，
基於此所形成的地理意識極可能是超越客觀環境的資訊。又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琉球
列島持續接受來自其北側日本本土文化的訊息，這種現象清楚的呈現在考古資料，琉
球列島之愈北方區域，即可見較多較早的日本本土要素，愈往南則相反，甚至南琉球
之所以被視為不同文化之區域，其原因之一亦在於此，相當有必要予以澄清。此外，
還應注意南琉球在陶器上的種種特殊表現，所反映的背後並非是族群的改變，反而是
持續發展的地方文化與外界互動關係的結果。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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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有的深層文化與持續互動發展的過程下，來自北方文化的影響遠及南琉球，
隨著時代愈晚，南琉球人所接受的北方要素愈多，且各時代、各要素層層堆疊，最終
形成和整個琉球列島相似的文化面貌。
琉球和日本的接觸方式表現在多個面向，本文試著從生業方式、環境資源利用、
貿易交換、風格與流行等四個面向分別探討，實際上各個現象則是多處彼此相關。以
下試再舉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貝類為主題，縱向整合上述四個面向，加強說明之。
貝類是位於珊瑚礁區域之琉球所相當倚重的生業資源，如此對海洋資源重視當然
也和其發展緩慢的史前農業有關，而農業的遲緩現象顯然又是對應於日本較晚發展的
農業狀態而來，故採食貝類成為史前琉球列島普遍存在的生業行為。在這個長久的過
程中，琉球人發現貝類除可食用外，堅硬的外殼亦可以做為各種器物的材質，於是在
缺乏石材的琉球地區，貝殼被廣泛地加工做為各種貝器，成為可多方利用的重要環境
資源。再進一步，琉球人在與日本九州人的接觸中，發現外表光潔美麗的貝器為九州
等本土人所喜愛，於是史前琉球人為此至海中採集貝殼，集中加工，製成各種本土人
所愛好的裝飾品與威望物，在某些特定的時期與地點和本土人接觸、進行交易，並換
回生活中所需，其中也包括琉球所欠缺的食糧。這種關係愈來愈趨緊密，例如本來質
地較為脆弱的夜光螺並不在交易的名單中，但後來隨著新製品的認識與流行，也成為
重要的交易物資， 影響所及甚至包括後來的琉球王國。在這個接觸模式中，琉球人必
定對北方的文化有較多的認識，也受到文化上的影響，不僅有著共通的流行意識，甚
至形成實際的依存關係。如此長期以來的歷史經驗逐將累積成地理上的意識，影響史
前琉球人的行為。
琉球文化之所以多止於南琉球，未及台灣，原因除了從琉球觀點解釋外，台灣本
身的史前社會狀態亦有關聯。若如一般所認識，台灣新石器時代初期的大坌坑文化為
南島語族祖先，則族群形成（包括語言或意識）可能不會晚於距今 5-6000 年前。即使新
石器初期以後，台灣各地被劃分出多個不同的史前考古文化，出現族群的區域分化現
象，但是從整體觀之，有不少器物不僅是普遍分布於台灣各地，而且還多僅限見於台
灣島內，不見於島外。例如石製巴圖形器、石杵、兩縊形網墜、某些特定形制的有槽
打棒，或是特殊的人獸形玦等，此現象闡明台灣乃存在有異於島外的基本普同性，甚
至反映著具有某種相似或共識之族群的存在，而不同的族群、文化與領域的隔閡，將
是琉球人難以再南下的主觀原因。
人類行為不宜完全以自然區域的對應來理解，而是可能因為人的主觀認知，形成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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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具有文化、歷史深度的地理觀，史前的台灣與琉球世界的關係正可做此說明。
結

語

相較於「台灣－大陸」或「琉球－日本」之議題，台灣與琉球間的史前關係研究顯
然較未受到關注，造成此現象之原因大致與過去的社會民情或國家政策（強調國家中央
與領域邊境的關係）、學術上的傾向（偏好文明中心與邊緣地區的比較）有關。除此，
實際上的資料狀態也是重要的因素，即兩地向來缺乏客觀相似的實質考古證據，以更
深入探索兩地關係。即使兩地於數十年來累積了大量的考古資料之後，在學術研究結
果上仍少有改變，故本文試圖對此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
本文認為族群主觀的地理意識是影響本區域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其遠自史前時
代即基本存在，並在各層面累積作用，導致琉球人持續偏向北方進行活動。然而，這
並非否定過去以來研究者對本議題的各項研究成果，地理、生態、環境亦是客觀要
因，唯有綜合各種因素才能更接近合理的解釋，本文僅是就人文意識方面提出一種看
法。
附
1.

註
日文或

稱為

「文化基盤」
，指的是人類文化的深層基礎，一般很難解釋最原始的機

制如何開始，但它的確在人類行為上有較決定性的影響與作用，例如某族群的傳統
行為等。

2.

鳥居除了在

1896 年來台灣外，1894 年即初次發表琉球考古文章，1896 年參與成立
1904 年田野調查南琉球各島，並發掘石垣島上的川平貝塚，此可說

沖繩人類學會，

是南琉球最早進行的考古工作。

3.

鳥居事實上在台灣的時間有限，且當時的台灣尚未有太多考古資料。

4.

類似者尚有金關丈夫，金關很有名的主張之一便是強調琉球人與日本的相異性，然
而他亦未提及琉球與台灣的任何史前關係。

5.

日文稱小進化，指的是在某個區域內所進行的個別演化。

6.

對於新石器時代琉球人與日本繩文人的體質關係，當然亦存在不同的說法，正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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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直美（

1994）所指出，琉球古人骨出土少，導致研究仍有困難。不過從各方面的

研究皆能發現，當討論主題之琉球人的年代愈晚，愈傾向贊同琉球人帶有更多北方
人特徵。
（詳細可參見安里進、土肥直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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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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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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