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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南島民族的遷移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新石器時代，南島民族的祖先從華南遷到台灣，然後以台灣為跳板，遷往東南亞，

再遷往更遠的地方。2019年 4月 19日至 8月 1日，我搭乘和平號郵輪作環球之旅，作

了些觀察，返台後又看了幾篇論文，特草成此文與大家商榷。 

環球之旅我們到過的南島語族居地依到達先後，有馬來西亞（檳城）、復活節島和

大溪地，三處皆屬南島語族中的馬玻（馬來玻利尼西亞）亞群。這個亞群分成馬來語群

和玻利尼西語群兩支。馬來語群中的馬來語，和印尼語可以溝通，和菲律賓語相近，類

似漢語的普通話和方言，雖不能互通，但稍加學習很容易掌握。 

至於玻利尼西亞語群，由於其先民遷移至各島的時間較晚，語言分化也較晚，因此

各島的語言仍維持相當高的共通性。1774 年，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長抵達復活節島，他的

一位大溪地船員竟然和島民打起鄉談。要知道，大溪地距離復活節島有 4,050公里之遙！ 

我們抵達復活節島，始知其正式名稱為 Rapa Nui（拉帕努伊）。到了大溪地，遊覽

車上寫著 Tahiti Travel Nui。傍晚到一家酒店進餐，酒店的英文名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本地名Nohoraa Manihini Nui。這Nui莫非有個共同意義？問導遊，始知Nui 是｢大」的

意思，是南太平洋常見的玻利尼西亞詞彙。 

在大航海時代之前，南島民族是最偉大的航海者，特別是玻利尼西亞人，幾乎佔有

南太平洋上所有可以住人的島嶼。南島民族原本住在華南，新石器時代他們乘著舷外有

浮木的風帆獨木舟來到台灣。接著以台灣為跳板，抵達菲律賓，然後向外拓展。在紀元

以前，已分佈至現今的印尼、馬來西亞，以及南太平洋西部一些島嶼。 

或許由舷外有浮木的獨木舟，進一步發展出由兩艘獨木舟構成的雙體船，因而可以

遠涉重洋。到了紀元以後，南島民族的足跡北至夏威夷，南至紐西蘭，東至復活節島，

還有一支向西拓展，越過印度洋，到達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庫克船長曾三度前往太平洋

探險，隨船畫家韋伯（John Webber）畫下大量圖繪，記錄下玻利尼西亞島嶼還沒淪為西

方殖民地前的情景，包括他們的雙體船。 

從考古學和古人類學，在在證實南島民族起源華南。就古人類學來說，2011年中

研院史語所陳仲玉先生發現的馬祖亮島人，約生活於 8,000年前，經德國馬普研究院粹

取其 DNA，屬於南島民族。陳先生的論文〈馬祖列島的史前文化與亮島人〉刊《國

立歷史博物館館刊》（24卷 12期，2014年）。 

2020 年 5月 15日，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傅巧妹團隊在 Science上

發表一篇論文：Ancient DNA indicates human population shifts and admix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以古DNA 說明中國南北方人的遷移和融合），文中以古DNA 證實，

8,400 年前生活在福建及其周邊的古人類，是南島民族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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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王以雙體船運送禮物給庫

克船長圖。兩獨木舟以支架連 

結，前面的有帆，後面的無帆。

John Webber繪，1779年。英文

版維基百科提供 

 

 

2020 年 11月 10日，陽明、中研院、馬偕等 21位學者，在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發表一篇論文：Detecting Genetic Ancestry and Adaptation in the Taiwanese Han 

People（台灣漢人的基因源流與演變檢測）。這篇論文研究一些標誌性基因的差異，以南

島標誌基因來說，台灣閩南人的南島基因稍多於台灣客家人，台灣閩南人和新加坡閩南

人幾無差異。文章沒比較福建閩南人，但文章中稱，台灣閩南人的南島基因，應該在移

民之前就有了，之後也沒有增加。 

台灣漢人移居台灣前就有南島民族標誌基因，這是意料中事。移居後並沒增加，仔

細想想也不難理解。台灣的閩南人和客家人的祖先多數於嘉慶之後遷台，其實至遲至雍

正年間海禁已經鬆弛。徐勝一教授研究台灣客家徐氏譜系，據其宗譜，從雍正十一年至

乾隆中葉，有二十多位徐氏先人從陸豐陸續渡台，到新竹、桃園一帶定居，其中以十二

世（乾隆中葉）渡台人數最多。徐教授說：「他們是成群的，通常是年輕的叔侄，也有

父親先帶的二子及三子渡台，開基成功後再把妻子及老大、老么帶到台灣共享天倫。」

我們很難想像，早期移民會娶文化、語言、生活習慣迥異的原住民女子為妻。 

業餘明史暨台灣史研究者楊龢之先生告訴筆者，他任職軍中時，有位袍澤是新加坡

人，大陸易幟前，從新加坡返回閩南議婚，適逢戰亂，遂加入國軍輾轉來到台灣。這位

新加坡人說，他們返回唐山娶妻是常態。遙遠的新加坡尚且如此，與福建近在咫尺的台

灣更應如此。 

那麼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作何解釋？據賴祥蔚先生研究（中時新聞網

2021/0812），這句俗諺清代方志未載，連橫《台灣通史》未載，日據時日本學者

也沒說過。楊龢之先生認為，這句俗諺可能源自局部地區，經訛傳遂誤為適用全台。 

所謂移民之後民南島標誌基因並沒增加，楊龢之先生認為可能和取樣有關：如果在

屏東或宜蘭等地區取樣，結論或許不同。徐勝一教授認為，定居海岸附近的漢人和原住

民接觸不多，定居山邊地區的漢人在後期則接觸較多。 

上述陽明、中研院、馬偕等 21位學者的文章指出，南島語族的標誌基因，廣東人、

台灣客家人、台灣閩南人、新加坡華人、土家族、華中漢人、上海人、北京人……都有，

惟多寡不同而已。表示隨著遷徙、通婚，南島語族的標誌基因早已散佈全國各地。台灣

閩南人、新加坡閩南人皆源自閩南，他們所含南島標誌基因最多，或可說明閩南一帶可

能是史前時期南島民族的分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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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 月 22 日出版的 Nature，刊出由王傳超（廈門大學）、Hui-Yuan Yeh（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學）、David Reich（哈佛醫學院）等 85位學者（來自 43個單位）的論文

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以古基因解析東亞

人類族群的形成），發佈東亞地區距今 8000到 1000年前 166個古人類基因組的測序，

包括台灣的綠島漢本遺址和宜蘭公館遺址的古人類。 

此文關涉面甚廣，關於台灣方面，自元前 1300年至西元 800年，台灣古人類的基

因，75%與現今的南島民族、侗傣語族、南亞語族相關，另有約 25%與北方農業族群相

關。顯示：（1）新石器時代，北方族群的基因已流向南方，因而台灣原住民才有源自北

方的作物（詳後）；（2）原本住在華南的南島民族的祖先，除了由海路遷往台灣，也經

由陸路或海路向西南遷移，與當地的原住民混血，發展成壯侗語族（侗泰語族）和南亞

語族。壯侗語族主要分布在東南亞、中國南部，重要語言有壯語、黎語、泰語、寮語等

約 70 種語言。南亞語族主要分布中南半島，及印度、孟加拉、雲南等局部地區，有越

南語、高棉語、佤語等 100餘種語言。 

島內若干學者持所謂「南來說」，認為台灣原住民來自中南半島等南方國家，這篇

85 位學者的論文已給出答案：南亞語系與台灣原住民有遺傳關係，是因為原本分佈華南

的南島民族祖先，部份輾轉遷往中南半島所致。 

南島民族源自華南，除了人類學的證據，還有作物上的證據。2018 年 10月 11 日，

中研院特聘研究員邢禹依團隊在 Rice上發表一篇論文：A northern Chinese origin of 

Austronesian agriculture: new evidence on traditional Formosan cereals（源自華北的南島民

族農作物：台灣原住民穀類作物的新證據），指出大約 5000 年前的南科文化，出土的碳

化稻米（陸稻）和兩種小米（黍和稷），這三種作物至今原住民仍有種植。陸稻經由基

因檢測，與華南者一致。稻起源自長江流域，黍和稷則起源於山東。新石器時代，稻和

黍、稷相繼引進華南，再隨著南島民族先民進入台灣。 

就語言學來說，南島民族有四個亞群，其中三個集中在台灣，第四個即馬玻亞群，

分佈東南亞、南太平洋及馬達加斯加。南島民族共有 900多種語言，其中馬玻亞群佔

99.5%以上。因此除了台灣本島，南島民族的居地都屬於馬玻亞群。 

前已言及，玻利尼西亞語群分化得較晚，短時間內分佈至廣大區域，雖產生了許多

語言，但並未形成太大的歧異。語言的分化不大，文化上也有共通性。茲舉一例，環球

之旅到達大溪地，上海籍船友陸先生採取自由行，在某地拍攝到類似復活節島的摩艾石

像。這尊石像背海面陸，一如復活節島的摩艾。石像因風化外表斑駁，看起來已有年歲，

應非近現代之物。學者們大多認為復活節島的島民來自大溪地，這尊石像或許可供佐證。 

 

 

 

 

 

 

大溪地的巨石像，陸建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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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除了蘭嶼，本島並沒有馬玻亞群分佈。那麼怎知這一最大的亞群源自台灣？除

了考古學和語言學的證據，構樹的 DNA分析也證實了馬玻亞群源自台灣的說法。台大

鍾國芳團隊在 2015年 10月 5日刊出的 PNAS上發表論文：A holistic picture of 

Austronesian migrations revealed by phylogeography of Pacific paper mulberry（由構樹品系

揭示南島民族遷徙的歷史畫卷）。南島民族普遍使用構樹皮製作樹皮布，他們遷徙時，

除了石器、陶器、作物和家禽、家畜等所謂的「文化包裹」，必然也會帶著構樹。 

南島民族除了稻和小米，種植的植物大多以扦插、樹根繁殖，也就是無性繁殖。無

性繁殖性狀固定，不會發生變異。事實上，南大洋洲各地的構樹幾乎都是雌株，證明當

初帶出去的是雌株的樹枝或樹根。鍾國芳團隊以台灣的構樹與南太平洋 604個構樹樣本

做 DNA 比對，明確指出皆源自台灣。 

 

 

 

 

 

構樹基因檢測，證實波利尼西亞的

構樹皆源自台灣。圖為夏威夷毛伊

植物園演示以構樹皮製作樹皮

布。Forest & Kim Starr攝。維基百

科提供 

 

討論到這裡，仍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其一，如果南島民族源自華南，那麼華南為

什麼沒有南島民族孑遺？其二，南島民族從台灣遷往東南亞、南太平洋，甚至非洲東岸

的馬達加斯加，何以如入無人之地，佔據廣大的區域，繁衍出幾億人口？ 

回答第一個問題其實不難。埃及原有自己的語言，自從被阿拉伯人佔領，到十二世

紀已普遍使用阿拉伯語，延綿數千年的古埃及文明早已消失殆盡。歷史上類似的例子屢

見不鮮，史前時期，華南必然有眾多原住民族定居，南島民族就是其中之一。當漢民族

南下，南島民族哪躲得過被同化的命運！ 

回答第二個問題，牽涉到文明程度。南島民族是個以農耕為主、漁獵為次，仰賴海

洋資源的民族。他們種植的作物有陸稻、黍和稷等，飼養的牲畜有雞、狗和豬等。特別

是豬，人類的許多傳染病都源自豬。相對於以狩獵、採集的原住民，農耕民族有較強的

社會組織，較犀利的工具和武器，較先進的航海技術，更有讓狩獵、採集族群擋者披靡

的傳染病。 

人類是一種侵略性特別強的動物，一部人類史，其實就是一部征伐史。史前時期的

部族戰爭，戰勝者往往儘收戰敗者的財物和女子，男子不是被殺害，就是收為奴隸。進

入信史時代，強凌弱眾暴寡仍是常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印地安人短期內就死了九

成，其中 95％死於殖民者所帶來的傳染病。英國殖民澳洲，澳洲原住民遭到同樣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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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玻亞群所移居的島嶼，包括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和南太平洋諸島，在他們移入之

前，少數是無人島（如復活節島），大多已有以漁獵、採集營生的原住民居住，由於文

明程度的差異，只能走上敗亡一途。 

然而，語言消滅，並不意味著血統也跟著消滅。環球之旅我們到過斐濟。斐濟人膚

色比波利尼西亞人黑，但不像美拉尼西亞人那麼黑；頭髮有點捲，但不像美拉尼西亞人

那麼捲。史前時期，波利尼西亞人來到斐濟，征服了美拉尼西亞人，這從斐濟語屬於玻

利尼西亞語可以看出端倪。 

我們教會有兩位神父來自印尼東部的弗洛勒斯島（花島），他們個子不高，膚色棕

黑，頭髮有點卷，顯然具有尼格利陀人（矮黑人）或美拉尼西亞人血統，但他們的母語

卻是南島民族的印尼語，可見他們的祖先早已被操印尼語的南島民族同化。 

以今視昔，華南的南島民族應該也是如此。如今華夏大地已沒有南島民族分佈，但

他們的血統卻保存在閩南人、客家人以及西南、華中、華北等各省人中，上述 21位學

者的論文及 85位學者的論文均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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