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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遺址 - 發掘成果報告2

1980 年代，台灣政治解嚴，民主意識抬頭而中央政府體制保守。其時，宜蘭也面臨
巨變，尤其 1991 年「北宜高」動工前後，地價飛漲，文化資產保存益形困難。我擔
任宜蘭縣長任內，雖有保存成功的案例，諸如設治紀念館、文學館、碧霞宮、二結王
公廟、林氏家廟、泰雅族穀倉等，但搶救失敗之處亦多，許多文化資產難以保存，至
今仍令我扼晚嘆息，例如 1994 年「頭城穀倉」，1995 年「大竹圍遺址」、「礁溪
協天廟戲台」、「大同醫院」等及 1996、1997 年先後完成建物拆遷，其後重建於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黃舉人宅」和「廣孝堂」。【為了保有自己的歷史空間，游錫
堃就像救火隊員一樣，一件搶救過一件，有的倖存，有的淪為灰燼】（註 1）

1990 年宜蘭率全國之先，揭示文化立縣，積極推動本土文化。鑑於羅東至太平山森
林鐵路被拆除帶給宜蘭縣的遺憾，積極展開文化資產搶救工作，卻因中央審議制度之
窒礙，使地方政府文資保存寸步難行、屢戰屢敗。【縣府提報內政部的「古蹟」，在
中央的古蹟審議委員會，多數「不及格」】（註 2），當時處境可以說是內外交迫。
縣政府文化資產保存作為，不但內政部潑冷水，也常遭民眾激烈反對，形成縣政府一
頭熱的困境。不過，在不斷衝撞後，中央終於在 1997 年修法准許縣市可以自行指定
古蹟。但，在修法的同樣基礎上，「碧霞宮」與「丸山遺址」的命運卻明顯不同：搶
救數年之「碧霞宮」很快成為全國第一座縣定古蹟；然而順利於 1997 年 5 月獲內政
部古蹟評審會通過為國家三級古蹟的「丸山遺址」，卻在文資法修正後，反因相關配
套制度不足延宕數年，成為我個人縣長任內未完成之憾事。

1994 年 4 月 4 日開始試掘的「丸山遺址」出土文物甚豐，特別的是 1995 年 5 月 19
日掘起的二件與「台東史前博物館」鎮館之寶一樣的「人獸形玉玦」，是台灣首度經
由嚴謹的田野挖掘出土，在學術及文化上的意義重大。為保存丸山遺址，縣政府積極
與業主協調將其規畫之納骨塔南移，業主高度支持並願意捐地，唯一條件是縣府必須
依法補償把納骨塔南移所在的特定農業區土地專案變更為墳墓用地。該案一切順利送
達內政部後，卻還是等了八個月才通過。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在內政部即將正式核定
生效前，文資法剛好修正通過地方政府有古蹟指定權，內政部隨即將丸山遺址的審查

序

丸山遺址final.indd   2 2017/11/15   上午9:02



3

前行政院長

資料全數移回，要求縣府自行指定。此舉反使遺址核定一波三折，延宕數年，導致高度配
合的地主損失慘重。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的審查延宕過久，又在修法將古蹟指定權下放
時沒有配套的制度設計，使縣府苦無足夠的執行機制進行土地移轉變更，致古蹟核定顛簸
難行。

在宜蘭，談「丸山遺址」很難不想到「大竹圍遺址」，它是劉益昌教授本人於 1991 年發
現的台灣少見之「多文化層遺址」。在劉教授初步探勘後，宜蘭縣政府立即以蘭陽文教基
金會之名，委託劉教授進行遺址調查，並於 1992 年 10 月檢具調查報告報請內政部進行鑑
定。遺憾的是中央態度消極，不僅未理會縣府多次行文儘速召開古蹟評鑑會議的請求，竟
然先後在 1993 年 8 月及 1995 年 4 月，兩度指示縣府「為求周延，再行審慎辦理初審」、「審
慎辦理古蹟調查初審，以求周延」等。過程中又有 1994 年民眾藉口指責縣府「黑箱作業」，
展開激烈抗爭，肆意帶來泥土塗污縣政府，衝進縣長室毀損公物，甚至誣指在台灣考古學
界素具清望、勇於任事的劉益昌教授與財團掛勾，炒作地皮謀求私利。宜蘭縣政府推動「大
竹圍遺址」保存案，造成了劉益昌教授蒙受不白之冤、聲譽受損，至今個人仍歉疚於心。

在縣長任內提出文化立縣以來，宜蘭縣政府即秉持台灣主體理念，重視在地文化資產的調
查、保存和教育。從「大竹圍遺址」到「丸山遺址」，見證了數十年來台灣文資保存的開
創不易與篳路藍縷過程。如今文資的保存已成功從宜蘭建立範例分享至全國各地外，又見
「丸山遺址」在劉教授主持下擁有豐富的發掘成果，內心倍感興奮。謹以此序，為這數十
年來不畏艱難，堅守專業，為台灣這塊土地珍貴文化資產真誠奉獻的劉益昌教授及其研究
團隊、邱水金老師等，致上崇高的敬意。

註 1：林志恆，《蘭陽之子游錫堃》( 台北，天下文化，1998)，p.262
註 2：陳賡堯，《文化、宜蘭、游錫堃》( 台北，遠流，1998)，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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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是蘭陽平原西南側一個凸起的小山，接近丘陵的邊緣，四周圍繞著冬山河的
上游，從羅東望去像是一個浮出的小圓丘，所以當地人稱為「圓山仔」，雖然現
在山上只剩下墳墓和已經移走的聖嘉民療養院的舊址，看起來有點荒涼，但是
三千多年到二千多年前，這裡曾經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大聚落。當然當時的地理環
境也和現在不同，海岸線相當靠近丸山的山腳下，蘭陽平原也不像現在這麼廣
大，反而是一個凹入的大海灣，和我們現代人想像的蘭陽平原有很大的差距。不
過從史前時代以海上航行作為主要長距離交通的人們而言，卻是一個相當方便的
狀態，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它多少類似大蘭陽海灣內部邊緣一個突出的小山，這樣
的歷史地景充分表現了當時人們生活的景況。

這個遺址是戰後以來宜蘭地區最重要的考古發掘之一，也是研究蘭陽平原新石
器時代晚期的重點遺址，長年以來學者以丸山遺址代表了宜蘭地區從三千多年
到二千多年的人群，而稱為丸山文化。不過遺址雖然重要，但研究的過程卻是
相當艱辛而坎坷，之所以進行大規模的搶救發掘，是因為地主李正富先生想要
在這塊基地上興建納骨塔，基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要求，必須加以評估，確認
是否具有文化資產價值，在評估後的權衝狀態下，選擇了用地範圍內全面性的
搶救發掘。考古工作的辛苦當然不在話下，做為一個計畫主持人，除了感謝全
體工作人員的辛勞之外，要特別提到地主李正富先生從反對到支持考古工作的
心路歷程，其實是受到宗教信仰的感召，沒有李先生的第一批經費，就沒有搶
救工作的開始，這在當時國人對於文化資產的態度尚未全面理解的狀況、法律
也還沒有規定詳細的狀態之下，是一個難得的經驗，直到現在，不論業主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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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暨
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所長

家機關還是私人企業或是個人，仍然少見像李先生一樣的胸懷。當然當時主政
宜蘭的游錫堃縣長，堅定的態度以及要求，更是這次搶救發掘成功的根本；縣
政府文化局的同仁戮力從公，往往超過上班時間仍然需要陪伴考古隊的同仁進
行工作，這恐怕是公務人員中難得的一群吧！

這本報告經歷了將近二十寒暑，資料也從許多人的手底走過，但最後終於在發掘
當時做為助理的江芝華教授手中完成了報告，其間經過發掘之後最初兩年的資料
整理，將所有的出土資料包括標本、紀錄都做了清楚的處理與初步分類，但是卻
缺乏臨門一腳的經費支持與努力，因此始終沒能完成最後的報告，所以在研究的
過程中，常被外界批評為報告尚未寫完，哪來後續的研究論文。近年來筆者在面
臨退休之際，縈繞在心的丸山遺址報告以及其他未完的事項尚有許多，今天丸山
遺址的發掘報告可以出版，總算卸下了心中的一塊大石，再次感謝所有經歷過丸
山遺址發掘、資料整理以及報告撰述的同仁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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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遺址發掘成果報告得以完成出版，雖然是一個遺址的成果收斂，但對宜
蘭文化界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宜蘭史前文化的歷史拼圖，因為這
本遺址發掘成果報告完成，期間可參照後續陸續出土的許多考古遺址史料，
讓宜蘭史前遺址現象與訊息更多樣豐富，劉益昌教授整合多個宜蘭考古遺址
後所提出的丸山文化，也是來自於丸山遺址發掘後的持續研究成果，換言之，
丸山遺址發掘成果報告，是一本提供探索宜蘭史前文化研究的重要考古發掘
報告書。

宜蘭縣目前 (2017 年 ) 考古遺址發掘文物已達 140 餘萬件，這些重要文物都
需要經過仔細的整理紀錄與研究，超過七個考古遺址發掘現場，甚至有國定
遺址 ( 漢本遺址 ) 的指定，顯示宜蘭考古文化資源成果豐碩，重要史前人類
文明的歷史逐步被探索發掘，整個蘭陽平原都存在著豐富的史前人類生活遺
跡，這些遺址發掘的現象透過發掘成果報告的陸續完成，提供我們後續面對
這片土地歷史的重新認識，以及提供進行下一階段史前考古文物典藏、展示
與教育的推展。

考古遺址文物屬於公共文化資產，面對龐大的史前考古文物，未來我們將依
照專家學者的研究與建議，尋求中央共同維護與照顧。最後對於蘭陽博物館
得以出版這本成果報告，要特別向主筆者劉益昌教授、江芝華教授及邱水金
老師表達感謝，也希望各界多多運用與利用本縣考古資源，共同提升文化公
民質能與守護文化資產。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局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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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遺址考古發掘成果報告得以完成，首先要對於本報告諸位作者致上敬意和謝意，
經過這麼多年，劉益昌教授及江芝華老師仍不離不棄的完成，真心的表達感恩。

二十多年前 (1995) 丸山遺址開始進行考古發掘，前後歷經三次，每個階段都是一個
挑戰，當然，當時還沒有蘭陽博物館的誕生，蘭陽博物館在 2010 年正式開館營運後，
對於宜蘭學的研究，期待能在史前文化知識逐步系統化、深化與擴展。宜蘭史前文化
的研究與發掘，在這二十多年來因為許多工程開發進行，陸續也進行了許多史前遺址
的發掘工作，從早期的大竹圍、丸山、淇武蘭、宜蘭農校，到至今的漢本等等，每一
個遺址都是經歷過長時間遺址現場搶救發掘，工作人員從田野紀錄、室內的資料整理
到後續的遺址現象與遺物分析研究、保存維護等等，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任務。從這本
報告中大量詳實紀錄，或許不一定可以完整解答考古遺址的文化內涵，但是詳實的田
野現場與過程紀錄，有助於未來繼續建構宜蘭史前史，乃至餘完備臺灣史前文化系譜
的可能性。

宜蘭縣的史料研究對於近代史陸續已有出版成果，而史前文化更待全面的理解。過去
我們對於台灣的史前史已經有了初步的建構，這都仰賴考古學家們的貢獻，而宜蘭的
史前史，也在丸山遺址發掘報告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特別是新石器時代的部分，本
報告書透過十一個章節的詳實內容，不僅針對遺址現象、遺物分析，也對所在地的自
然人文、宜蘭地區考古發現歷程從年代的接續性，呈現新石器晚期及其後的考古文化
間的議題提出。從這本報告書，我們約略可以理解三千多年前丸山人群可能有的生活
面貌，也提出了未來可持續深化宜蘭考古的歷史研究，更可以做為博物館推廣教育的
重要資料，每一次的新發現，都能提供我們更多接近歷史的機會。再次感謝這期間眾
多前輩們的努力與貢獻，留下這麼多寶貴的遺物與知識。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館長

館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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