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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will: First, illustrate how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e Lapita 
Pottery Online Database has enabled Pacific archaeologists to start searching for 
hidden patterns that can now be shown visually using the online search tools. Second, 
demonstrate how we can improve this database to engage more researchers and 
facilitate public education and out-reach.  

This paper will then address some preliminary research results generated from 
the data. I will discuss how this line of evidence has led u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ancient social networks developed by the Lapita peoples, some 3550 to 2650 years 
ago,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that ranged from the Bismarck 
Archipelago to Samoa. I will focus on a case study of New Caledonian Lapita sites to 
demonstrate that, once combined with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gathered by 
petrographic analysis, chemical compositional analysis, motif analysis, and GIS 
information, new research questions can finally be posed, explored and answered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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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古代社群網絡：從新喀里多尼亞的案例談起 
 

邱斯嘉* 

 

摘要 

本文主要闡述太平洋史前 Lapita 線上資料庫這幾年所蒐集的訊息如何協助

太平洋考古學家們尋找資料內隱藏的脈絡，並以視覺化的方式在線上搜索工具內

呈現，以及如何改進資料庫使其更符合研究者、公共教育工作者及其他使用者的

需求。 

首先將以數個由資料庫系統所導出的研究成果來解釋這些線索如何幫助考

古學家進一步探索，在距今約 3550 到 2650 年前，居住於俾斯麥群島到薩摩亞這

片太平洋海域之間的 Lapita 人所屬的社會網絡發展。從所得出之紋飾分佈模式中，

找出需要進一步釐清的研究議題。接下來將以新喀里多尼亞地區的 Lapita 遺址之

間的網絡關係研究為焦點，結合岩相分析、化學成份分析、紋飾分析與地理資訊

系統等多種研究路徑，嘗試論證有那些新的研究課題值得繼續發展下去，並在未

來的數年內得到顯著的成果。 

針對 Lapita 陶器的研究已超過了一個世紀，它已經成為了代表居住在巴布亞

新幾內亞到薩摩亞內這些史前島民之間、社會關聯性的重要文化符號。因此，在

前人的研究中認為裝飾陶器的紋飾是用來分辨出持有人或製作人是歸屬於那一

個社會團體。在廣大的太平洋海域中這些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紋飾同時也代表發生

在最初移民時期的一種強烈且持久的互動關係。因為當人們在海上快速向外地遷

移、進入從未有人居住的零散島群時，需要與原居地的親友為維持強烈的聯繫以

取得旅程中所需的資源(如食物、工具、甚至是結婚對象)。這個重要的生命線因

此而連結了陶器傳承與製作特定紋飾的陶匠所屬之家屋群體，及與其交易或婚配

的相關群體。這種透過頻繁往來互動所形成的社會網絡，很可能造成了位於不同

島嶼的社群擁有大量具有相似紋飾的陶器。 

一旦定居特定島嶼之後，過往對於維持生命線的需求會隨著時間而逐漸減少，

兩個社群之間頻繁的互動關係亦將逐漸結束，在陶器上則會出現共同紋飾數量的

減少。在 Lapita 文化的中期，考古上的證據顯示出大多數的群體通常只與鄰近的

社群分享當地所創造的新紋飾以維繫親友關係，這些新的共享紋飾會在這些較小

的區塊中維持很長一段時間，這有助於形成陶器形狀與紋飾的本土化。 

Lapita 陶器也反映出南島語族與非南島語族長時間融合的過程，儘管在陶器

的製作方式上可以看出東南亞製陶技術的影響，但同時間的任何東南亞遺址內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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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如同 Lapita 紋飾一般細緻的裝飾紋路存在。這些紋飾因此而被考慮為是由

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間的地區所開始的新創，從而代表了新的文化(Lapita

文化叢)的產生。但之前對於紋飾的研究一直苦於無法系統性的比較觀察整個地

區的紋飾，只有各個學者在此區各自發掘的零星紋飾系統。於是在大約八年以前，

來自不同國家的太平洋考古學家們決定提供出他們擁有的資料建立太平洋史前

Lapita 陶器線上資料庫，以期共同解決研究上的重要課題。 

到目前為止本資料庫已收錄 57 個 Lapita 遺址、超過 4459 筆的紋飾資料。其

中 535 筆有被不同遺址使用的狀況，從由資料庫的數據內所比較出的紋飾分享狀

態來看，地理距離的遠近並不是影響共有紋飾數量最主要的因素。社群間在紋飾

共享上並不只因為相鄰而類似，而是選擇性的挑選某些特定的社群分享紋飾，其

間的地理距離可以橫跨兩三個不同地島群。然而這樣的狀況有可能是經過在一地

大量製作帶有同樣紋飾的陶器再傳送到不同聚落裡去的，也有可能是不同地區的

陶匠、因為同屬於一個家屋社群、或是同受強烈的文化規範的影響而製作出帶有

高度相似紋飾的陶器。為深入理解哪一種狀況造成以上紋飾分佈的現況，本文另

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式—岩相分析與化學分析去尋找新喀里多尼亞當地的陶器

生產中心，同時比較這些遺址出現的紋飾種類是否一致。 

初步成果顯示出位於不同地理區塊、具備不同自然環境背景與資源的聚落，

在取得或自行製作陶器上會有不同的模式。新喀里多尼亞主島的南北各有一主要

的陶器生產地點，分別向整個島群的東西部的不同聚落傳送陶器，而且彼此間似

乎互相競爭，且排斥傳送陶器到跟對方有往來的群體去。但是這樣的模式裡也有

例外，例如雙方都傳送陶器到直線距離約五百公里遠的萬那度中部的 Teouma 聚

落去，在喪禮或相關儀式中使用。這樣的傳送模式反映出陶器具有強烈的儀式作

用，且反映出不同社群間的競合關係。這樣的發現迫使考古學家回頭再次檢驗原

有的理論架構，未來的研究必須要加入探索能夠反映出社群競爭的其他物質遺留

方面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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