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萬象

文、圖 /王英明 

停業中

馬雅文明、古巴與達爾文─
中南美25天遊蹤（上）

探索馬雅文明

歷史上的Mesoamerica，是指北美洲南端
及中美洲大部份國家的文化地域。此北美與南

美間的狹窄彎曲地峽，散佈了七個細長的小國

（圖1來源網路），若把鄰美國的墨西哥也算進
去，即中美八國：墨西哥（Mexico）、貝里斯
（Belize）、瓜地馬拉（Guatemala）、宏都拉斯
（Honduras）、薩爾瓦多（Salvador）、尼加拉
瓜（Nicaragua）、哥斯大黎加（Ccosta Rico）、
巴拿馬（Panama)。為好記憶，我私下稱《墨貝
瓜宏、薩尼哥巴》。與台灣有邦交為貝里斯、瓜

地馬拉、宏都拉斯三國。

「前哥倫布時期」（Pre-Columbian），是
指哥倫布抵達前的美洲歷史，跨越新舊石器的

時代到殖民期，有中美洲馬雅（Maya）文明、
阿茲特克（Aztec）帝國（墨西哥）、較遲的南
美印加（Inca）文明（秘魯），並稱美洲三大文
明。 

馬雅文明（Cultura maya），是世界唯一誕
生於熱帶叢林、而非大河流域的古文明，分布於

墨西哥東南部、貝里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和

薩爾瓦多西部地區（墨貝瓜宏薩）。已進入新

石器時代，居民以火山、峽谷、叢林為家，環境

惡劣，以玉米為主食。在天文、數學、農業、石

雕藝術、文字有極高成就，有數以百計的城邦，

無統一強大的王國，但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

習俗傳統屬於同一個文化圈。後來西班牙人的來

臨，對遺下文物破壞甚鉅，故留下不少馬雅謎

團。現仍有600萬馬雅人後裔住秘魯以北，其中

一半在瓜地馬拉，能說馬雅系的語言。多被迫改

信天主教，但有些人信奉天主教與某些馬雅神明

的混合宗教。

在學術研究上一般分為四期（或把2、3期合
併為一期）：

1《前古典期》：約西元前2000年至西元250
年，有奧梅克（Olmec）文化影響，發展最早
的複雜社會、定居的農業生活。西元前750年左
右，有了早期的城市，至西元前5世紀時，大型
神廟外牆已見精心粉刷，並在瓜地馬拉的佩滕盆

地、高地，建設多個大型城市。

2《古典期》：西元250年至900年，文明發
展至顛峰，有宏偉的金字塔、數百座城市，修建

了許多不朽建築，發明由大約850個象形文字構
成的馬雅語、馬雅曆法、廿進位數字、有零的觀

圖1  中美洲(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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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此時西方尚未進入中世紀文明，而馬雅人卻

已掌握太陽、金星、月球等天體行星運轉的知

識，建有許多大工程及精緻石雕，難怪後世有

「馬雅是外星人」的傳說。當時最大城市人口高

達10萬-20萬，代表性城邦為提卡爾（Tikal）、
科潘（Copan）、狄奧提華肯（Teotihucan是阿
茲特克人後來命名的）。

3《古典終結期》：從9世紀起，處於繁榮
的中部低地，陷入集體衰敗，紀念碑文的記載突

然中斷，統治王朝紛紛倒台，大量城邦遭到荒

廢。其原因至今不明，也沒有任何假說得到公

認，可能是多方原因，包括人口過剩所致的環境

惡化，以及迷信、活祭、戰亂、瘟疫、旱災等問

題。

4《後古典期》：約950年－1539年。中部低
地的人口大量向北遷移。重心轉移至北方。12世
紀強權馬雅潘（Mayapan）崛起。加勒比海和墨
西哥灣沿岸猶加敦半島（Península de Yucatán）
出現了新的城邦，新的貿易網絡亦因而形成。馬

雅潘衰落後，當地陷入長期的戰亂、瘟疫和自然

災害之中。由於被隔絕於南美，在哥倫布抵新大

陸前，與歐洲亞洲缺乏聯結，似是另外一個世

界。1511年西班牙殖民後，帶來眾多原住民的死
亡、各種破壞，文明發展嘎然而止。

中南美25天九國
馬雅「2012/12/21人類將滅亡」是流傳多

年的預言，此迷人傳說使我很早就有興趣去探

索馬雅文明。2014年年初，我看到了一個即將
出發、但與例行南美旅行（ABCP阿根廷、巴
西、智利、秘魯）不同的《中美六國+南美兩國
+古巴》旅行團25天，目標是中美《墨貝瓜宏薩
巴》、南美的哥倫比亞（Columbia）、厄瓜多
爾（Ecuador）、加勒比海的古巴。想到若再不
把握，以後恐無機會，因此立即報上最後一個名

額。此「雜菜麵」行程，也安排啟發達爾文進化

論的加拉巴哥島（Galápagos Islands）。這個順
道遊，也是我參加的動機之一。

薩爾瓦多República de El Salvador
2014/2/1午夜，旅行團由桃園搭長榮航班

23:55起飛，2/1當晚19:20抵洛杉磯（飛行11小時
半，時差16小時），領行李再到二航站辦登機，
午夜搭薩爾瓦多航空00:30起飛，於2/2清晨07:30
（飛行5小時，時差2小時）抵薩爾瓦多的首都－
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Salvation是救贖之
意）。

薩爾瓦多是中美洲面積最小的國家。自然景

觀豐富，火山地形是最大特色。聖薩爾瓦多市屢

受地震破壞，沒什麼景點。

UNESCO薩爾瓦多  西侖考古遺址（Joya de 
Ceren）

Joya是寶玉之意，此一遺址距聖薩爾瓦多30
分鐘。西元600年時火山爆發，西侖村莊被厚達
7米的火山灰覆蓋，故完整保存下來。被喻為中
美洲的龐貝古城，1976年挖掘出有包括玉米田、
蔬菜園、養雞場、18棟土坯房。物品豐富、保存
狀態尚可，是馬雅文明的古典時期庶民居住社區

遺跡。現場看到房屋全是用烘乾的磚瓦製成，房

頂用竹子覆蓋，有廚房、糧倉和工作間、木和石

製造的工具，有陶製器皿、糧食容器，以骨、

貝殼、香料、鹿角製成的髮飾和染料。還有已成

為化石的植物和水果。有一特殊的三溫暖浴室

（Sweat House），是為了淨化身體和心靈，準
備與天神溝通，設溫度調節裝置，可保持水溫，

是目前中美洲保存最好的一個。

旁邊設有一簡單博物館，陳列發掘過程圖

片、展示出土的土器、竹器木器、紡織品、陶器

等農具或家用器皿。

宏都拉斯 República de Honduras
Hondura是深邃之意，指其近海很深。遊覽

車離開薩爾瓦多，經火山國家公園，走2小時山
路，進入宏都拉斯的科潘（Copán），其遺址是
在城郊1.6公里處，靠近瓜地馬拉邊境。
UNESCO宏都拉斯 科潘遺址Copán

科潘是馬雅文明古典時期（西元3世紀後）
最重要、最美麗的城邦之一，也是馬雅最南的

遺址。當年美國專家初探馬雅文明首站，即為科

潘。

西元426年亞克庫毛（Yax K' uk' Mo）建立強
大的科潘王朝，西元4至7世紀是輝煌時期，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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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Humo Jaugar）、13世「十八兔王」（18 
Rabbit）、15世「煙殼王」（Smoke Shell）。在
科潘首度接觸馬雅文明遺跡，初聽這些國王怪異

名字，觀賞許多美麗石柱碑、塔樓，認識象形文

字及數字符號所代表意義，頗覺趣味盎然。

西廣場：有很多像小山般的土堆，都是衛

城的一部份，仍有不少埋在下面祭祀用的金字

塔（圖2），高度不高，都是有台階可上的石頭
塔。神殿置有兩個由地底（Xibalba）來的猴神
雕像。西廣場階梯前的石柱，雕塑著第11世煙蛇
國王（K'ak' Chan Yopaa）發生的事蹟。石刻最重
要的是日期與發生事跡的描寫。

銘刻神殿（Temple of Inscription）以石塊象
形文字銘刻展示陰陽兩種曆法（圖3）。因手腳
趾頭加起來20，故採20進位，陰、陽曆每月都
是20天，陰曆13個月、陽曆18個月。上層陰曆
標示，每一槓代表5，兩槓加三小點(有些毀損)
即10+3=13，代表陰曆(神曆)有13個月，每年有
20×13=260天。下層標示的是陽曆，三直槓加三
小點(兩個點已毀損)即18，每年20×18=360天，
另加5天禁忌日，合起來陽曆一年是365天。

東廣場：是當時操兵的地點，也連接到冥想

神殿及一些陵墓。

中央廣場：共有9座石碑（Stela）及十一座
祭壇，雕工都非常精緻細膩（圖4）。如編號4
號金字塔、A至C石柱碑，都是13世十八兔王雕
像，立於西元731年左右。雕像側面的象形文
字，看到兩槓加三小點即為13，表示是13世王。
編號B石碑亦為十八兔王的雕像。編號H石碑
（圖5）立於西元730年，以Maize神的形象出現
的十八兔王或王妃像，是科潘最美的雕像。編

號N石碑（圖6），立於西元761年，是科潘最複
雜、最精緻的石碑，雕有15世煙殼王像，側面雕
刻20個方塊，描述國王的就職或年曆的變化。編
號G1祭壇，雕琢複雜細膩，是西元800年的16世
王所立，代表科潘王朝最後的光輝。

象形文字雕刻階梯(Hieroglyphic Stairway)：
是科潘遺址最重要的聖壇（圖7），以象形文字
雕刻的階梯，用布蓬保護。階梯下的編號M雕
像，立於西元756年，即是15世統治者煙殼王。
他大興土木，蓋許多紀念碑石，此63台階的聖壇
即他在743年所建。共有1250石塊堆疊，寬10公
尺、長60公尺，雕有2200個象形文字，是馬雅文
化中最長的一組文字。

球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異活動空間

（圖8）。當時球賽並非為了娛樂，而是藉此選

圖2  科潘遺址─西廣場。

圖3  科潘─銘刻神殿象形文字。 圖4  科潘─中央廣場石碑。

達三萬。8世紀後期開始衰
敗，到9世紀與其他低地文
明中心一樣衰亡，10世紀後
被棄置叢在林（《古典終結

期》），至19世紀才被挖掘
出，在24平方公里範圍內，
發現有3400個建築物。 

科潘王朝在位共有16位
國王。較有名是12世「煙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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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馬拉，原意是「很多樹」。是台灣目前14邦交
國中，人口最多國家。佩滕（Pitan）低地區是4
世紀到10世紀馬雅文明的中心，到10世紀末馬雅
城邦消失後，在中央高地地區仍然存在著一些馬

雅人（後古典期），1524年西班牙人到了瓜地馬
拉，所有的馬雅書籍，都認為是異教而遭銷毀殆

盡，僅少數殘存。

瓜地馬拉市 國立考古與人學博物館 
中美洲第一大城（新）瓜地馬拉市（L a 

Nueva Guatemala），地形呈現明顯高低起伏，
平均海拔約1,600公尺。整座城市為其他高山或
火山環繞。1775年地震摧毀舊都安提瓜（antique 
Guatemala），次年遷都來此。主要是參觀「國
立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Museo Nacional de 

擇活祭者。以橡膠做的球重2.5公斤，在比賽不
能用手或腳觸，只能用前臂、膝、臀來撞擊球。

石製球圈高掛6公尺處，直徑僅0.6公尺。將球頂
進斜坡上石圈內即得分，勝（或敗）方隊長的心

臟，被挖出獻祭。被視為天神旨意，有無限榮

耀。活人獻祭是馬雅文化重要一環，他們認為死

亡是另一生命開始，不足為惜。我們看此現場，

真是不寒而慄。在其他馬雅遺跡，有很多類似球

場。

雕刻博物館：收集科潘遺址一些石雕原作，

並摹擬重建一些已毀壞的神殿，例如羅沙里拉神

殿（Rosalila Reconstruction），是第8世國王為
祭祀首任亞克庫毛王所建，因在地洞開挖困難，

所以在博物館以原尺寸重建（圖9）。又如馬雅
世界常有的長條匾（Skyband Bench），上有天
文記號象徵太陽、月亮、大地的圖樣。科潘有數

千多如此美麗的石雕，當時還沒有鐵具，卻能卻

能以尖銳石器，將另一石塊精細雕刻成各種型

像。不過馬雅人沒有牛馬畜、也無輪子的發明。

瓜地馬拉República de Guatemala
參觀完科潘，下午越過邊境，前後花了四小

時、黃昏時抵瓜地馬拉市。華僑稱危地馬拉的瓜

圖5  科潘─13世十八兔王雕像。 圖6  15世煙殼王像。

圖7  象形文字雕刻階梯及M雕像。

圖8  祭祀用球場。

圖9  羅沙里拉神殿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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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例子是館藏的卡拉克穆爾出土玉石面具（圖

10），是以灰綠透輝礦石塑造，紅貝殼、珍珠
母、黑色黃鐵礦鑲嵌成眼睛與嘴巴。

另外有佩滕出土的多彩容器、前古典期的晚

期約西元前250年-西元250年在Kaminaljuyu（主
要的馬雅考古發掘地）出土的擬人化香爐、還有

古典期早期約西元前250-西元600年的的陶器。
有一個石雕球場標誌（圖11），足證馬雅球場的
真實性。晚古典期西元785年的石雕皇座，則由
Piedras Negras地區挖掘，看到形象顯示當時人把
尖扁頭、鬥雞眼，視為時尚象徵。難得一見的馬

雅古抄本文書長條（Mayan codex），是以象形
文字寫在樹皮、鹿皮上，是大多1562年被西班牙
焚燬、僅存的極少數抄本，看起來是天書難解。

瓜地馬拉 亞蒂特蘭湖（Atitlan lake）
由瓜地馬拉市往安提瓜，途經亞蒂特蘭湖。

這是8萬4千年前火山爆發留下的火山口積水形
成，深度估計達到340米。湖的邊緣由斷崖環
繞，南側坐落著三座火山，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

湖泊之一。周圍有12個村莊所環繞，仍保有著馬
雅文化，村民穿帶著傳統的服飾，也販賣特產、

民俗製品。他們信奉的是天主教聖人和西班牙征

服者傳奇人物馬克西蒙所綜合的馬克西蒙神，神

像並由當地宗教兄弟會管理，一年當中在不同房

子中輪流供奉。當然也有純正的天主教徒。

UNESCO瓜地馬拉 安提瓜市（Antigua Guatemala）
即「古董的」瓜地馬拉，建於1543年，海拔

1530公尺，於瓜地馬拉市以西約40公里處，四周
有多座火山，以水火山（Volcán de Agua）最著
名。

安提瓜是16世紀西班牙殖民時的中美洲地區
首府（圖12），統治範圍遍及現今的瓜地馬拉、
貝里斯、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

大黎加與部份墨西哥。大街小巷仍充滿西班牙殖

民文化的氣息，街頭漫步感覺非常棒。有許多昔

日巴洛克的王公宅邸、教堂修道院（圖13），十
分優美，雖不完整（故意不再整修）但其建築雕

琢精細，不難想像全盛時期的華麗輝煌。

在 此 住 到 殖 民 式 大 宅 院 ， 皇 家 旅 館

（Camino Real Antigua），從大街外面完全看不
出是旅館，進入大門後，才發現裡面別有洞天，

修道院的迴廊，四周都是有門廊的房間，中庭是

一個大花園。次日回瓜地馬拉市，搭機至佛羅雷

斯過夜，準備前往提卡爾。

圖10 瓜地馬拉博物館─玉石面具。

圖13  安提瓜卡門教堂。圖11  石雕球場標誌。

圖12  安提瓜市。

Arqueologiay Etnologia de 
Guatemala）。

在馬雅人心中，玉米、

玉石、血液是世間三大珍

寶。尤其是玉，其稀有又發

亮持久的特性，比金子還寶

貴。貴族認為，玉賜給他們

力量對抗死亡，進而有助升

天及重生，所以搜集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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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瓜地馬拉 提卡爾Ti'kal
提卡爾意為「能聽到聖靈之聲」的地方，

是古典期(西元200-850年)最富庶、規模最大的馬
雅城邦，鼎盛時有10多萬人，也是宗教、商業、
人文薈萃中心。馬雅人認為，自然萬物皆有神

性，世界分為上（天堂）、中（人間）、下（幽

冥）三界，山是眾神的居所，洞穴則是幽冥的入

口，建城於山是為了更接近神，取自然景觀為符

號，轉化在建築元素之中。馬雅的金字塔即是山

（witz），其間建有宮殿、神廟，是王室成員和
祭司的居所，並在金字塔舉行與神溝通的儀式，

透過金字塔和儀式，以宣示統治的正當性和神聖

性。

提卡爾不僅有高聳雲天的壯觀祭祀高臺，也

有精美建築。範圍遼闊，列國家公園森林禁建保

護，全部約有576平方公里，共三千座以上包括
金字塔、祭壇、石碑，由九組建築群及大廣場組

成，如想要好好看完全部，一個禮拜都不夠。現

能參觀的只是中心一小部份的卅平方公里，區內

有大型金字塔十幾座（主要是一至五號神殿），

小型神廟五十多座，有些金字塔斜度達到七十

度。在沒有先進的工具或輪子的時代，巨大的石

塊如何切鑿，搬運到叢林的深處，再把一塊塊十

幾噸的石塊堆積起來，堆高七十米，堪稱無解奇

蹟。目前還未發掘的還很多。

提卡爾建築群（Compleo Jo）：沿路先
看到巨木、古樹參天，再由建築群Q、R、O進
入，可見有數不清巨大長滿青苔的金字塔，如Q
區的雙金字塔。「失落的世界」（圖14）與其他
建物的風格不同，所以被叫做Lost world(Mundo 
Perdido)，為祭祀天文台金字塔，高30米。五號
神殿（圖15）及部份整修的三號神殿（又稱祭師
神殿）都因危險而禁止攀登。四號雙頭蛇神神殿

（圖16）西元740年由Yax Kin王所建，有木梯可
以由另一側爬上，站金字塔頂端平台高處，眼前

圖14  提卡爾─失落的世界金字塔。

圖17  遠眺叢林一號及二號神殿。

圖15  五號神殿。

圖18  中央廣場一號神殿。

圖16  四號雙頭蛇神殿可登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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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森林蒼鬱，遠眺一號及二號神殿（圖17）。
這幾座大金字塔，外形有如歐洲的哥德式教堂般

陡峭高聳，被稱之為「叢林大教堂」。

中央大廣場（Great plaza）（圖18），是1
至5世紀提卡爾主要的宗教祭祀中心，四周圍繞
王宮及市場。一號美洲豹神殿金字塔（Temple of 
the Great Jaguar）（國王陵墓），高45米、70度
斜坡（禁止攀登），由Jasaw Chan K'awill阿赫卡
王(可可王)建於西元740-750年。相對側的二號面
具神殿（Temple of the Masks）（王后陵墓），
高38米、60度斜坡，可由後面木梯攀登。北衛城
有編號20至35號小金字塔。中央衛城，在大廣場
之南，是皇家居住的地方，有6個小廣場及45個
建築物，佔地1.5公頃，最高的馬樂宮有6層高，
如迷宮般的房間、仍可看到石床、布簾掛勾釘

痕。  

貝里斯Belize
參觀完提卡爾，逕赴原名英屬宏都拉斯的貝

里斯，這是中美洲唯一沒有太平洋海岸線、也是

唯一講英語的國家，大英國協一員。這裡也有數

處馬雅文明建築，如Caracol的天空塔，是東部
雨林區（Cayo District）的七座馬雅城邦遺址之
一。但時間因素，沒安排前往。次日下午由貝里

斯搭機又回到薩爾瓦多，立即轉機到墨西哥市。

墨西哥

很多人以為墨西哥是文明落後的「發展中」

國家。事實其總人口超過1.28億，世界第十多，
西班牙語世界的第一大國，而且是前哥倫布時

期、諸多早期中美洲文明的發源地，如奧梅克、

托爾特克、特奧蒂瓦坎、馬雅、阿茲特克等。

墨西哥生產總值世界第十五大。經濟上與其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貿易夥伴緊密相
關。世界銀行將其歸為中高收入國家、新興工業

化國家，被認為是一個地域性大國。擁有35個世
界遺產UNESCO，數量是美洲第一多、世界第七
多。2015年為世界訪客數量第十的國家。此次在
墨西哥行程，最主要是造訪猶加敦半島的奇琴伊

察（Chich'en itza），以及靠近墨西哥市的迪奧
提華肯（Teotihucan）。

墨西哥 阿茲特克文明（Aztec）
是西班牙人抵達時，尚存的美洲三大古文明

之一，被認為是墨西哥人祖先的阿茲特克人，是

古代中美洲最晚走上歷史舞台的民族，是馬雅文

明傳承者。阿茲特克人在14至16世紀，建立了中
美洲最強大的阿茲特克帝國，建都特諾奇提特蘭

（Tenochtitlan），墨西哥城前身，擁有精確曆
法、灌溉及建築技術、貨幣(可可豆)、文字及金
銀製品、銅、陶器、紡織、雕塑。顛峰時期臣民

達一千萬人，特殊文化十分輝煌。16世紀初，西
班牙人科爾蒂斯侵入墨西哥，並在1521年擊潰了
當地的阿茲特克人。西班牙在夷平的特諾奇特蘭

淹水廢墟中，重建墨西哥為南美殖民帝國首都。

1824年墨西哥才獨立，墨西哥城成為首都及政經
文化中心。

墨西哥市海拔2250公尺，土地面積1,485平
方公里，大墨西哥城的人口為21,804,515人，是
世界第六大都會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語

城市。是在填湖所建造的盆地上，人口密集，空

氣污染，交通擁擠，郊區山坡地滿坑滿谷的貧困

人窟，問題相當複雜。因舊市區有阿茲特克遺

跡，加上西班牙殖民的美麗建築，已被列為聯合

國世界遺產。

新市區的市容非常先進，有很多高樓大

廈。街頭有幾個紀念碑座，如1910年獨立紀念
碑、1942年女獵神黛安娜噴泉、考烏特莫克雕像
（Cuauhtémoc monument）、1877年建的哥倫布
紀念碑、石油國家化紀念碑、獨立兩百年紀念塔

圖19  墨西哥市藝術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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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未完成）。改革大道為寬25公尺的林蔭大
道。其他地標有革命拱門、民主廣場、藝術宮

（圖19）、胡瑞芝紀念碑、國家藝術博物館。在
往憲法廣場途中的拉美大樓，高有182公尺，連
塔尖204公尺，1956年完工，是當年墨西哥開始
現代化的象徵。

世界第三大廣場憲法廣場（圖20），三邊
是墨西哥主教座堂（圖21）、國家宮（現總統
府）、市政廳。國家宮（Palacio Nacional）在
1929年完工，長寬各200公尺，昔日是阿茲特克
帝國Moctezuma二世宮殿。附近還有墨西哥城特
區聯邦大樓、大神殿及博物館，收藏由一旁的阿

茲特克神殿遺跡所挖掘出的古物。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Mexico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世界著名考古博物館之一，有23個展覽館，
以下是代表性的藏品：

阿茲特克太陽曆石（圖22）：是鎮館之寶，
1790年在墨西哥舊城挖掘，很可能是角鬥士活
祭用的祭壇(西元1400年)。整塊玄武岩雕刻，原
本是彩色，358公分×98公分、重25噸，代表阿
茲特克宇宙觀，火神（Xiuhtecuhtli）或太陽神
（Tonatiuh）由地洞鑽出來，手拿兩個心臟，神

是象徵第五個太陽，吐舌顯示祭刀意味渴求犧牲

品，以使太陽續行。

馬雅面罩石雕：為古典早期（西元205-600
年），飾以灰泥橫飾圖案。

球員鬥技雕刻（圖23）：環圈下各有斜坡，
以利球的滾動，通常會進行數天，才能決勝負。

血祭觀念，代表對命運的恐懼、祈求新太陽的降

臨與運轉的焦慮。

帕倫克統治者（西元615-683年）帕卡爾
二世碧玉面具（圖24）：是在墓室發現的遺骸
臉部面具，有200玉片組成，貝殼為眼白、瞳
孔與虹膜是黑矅石（可惜此行程未到帕倫克

Palenque）。
角鬥士之石：祭壇周邊雕刻著第五代特諾奇

提特蘭國王的軍隊遊行，展示軍威，活祭的鮮血

就是由槽溝流下來。

美洲豹形象的祭壇：後古典晚期石雕，高93
公分，美洲豹象徵戰士與勇氣，祭祀的心臟是放

置在背上凹槽。

查克摩石雕：來自奇琴伊察（後古典期）

110×160公分，腿彎曲靠背仰坐地上，雙手放在
肚子，可能是抱著獻祭的心臟。在奇琴伊薩的戰

士神殿，原來的位置，有其複製品。（待續） 

圖22  阿茲特克太陽曆石。圖20  憲法廣場(帳篷是臨時性)。

圖23  球員鬥技的浮雕。

圖21  墨西哥主教座堂。

圖24  帕卡爾二世國王碧玉面具。

像被四個太陽包圍，並步向

第五個太陽。馬雅人認為世

界經歷四個階段，前三世紀

皆因洪水氾濫結束，今世亦

復是如此。上下左右代表前

四個太陽的20個天圖像，周
圍所刻光芒、寶石、鮮花，

是對新太陽的禮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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