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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金龜山貝塚遺址是民國八十三年到八十四年間，內政部營建

署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玉先生，進行金門地區考

古遺址的初步調查，所發現的一處史前考古遺址，當時並曾經進

行兩次試掘工作。由於金龜山貝塚遺址所在的位置現為一處斷

崖，貝塚之所以會暴露，據聞可能是因為金龜山是當地居民改良

農地土質的取土之區，遺址因開挖取土而暴露。由斷崖面上留有

清楚的重機械削剷的痕跡，（陳仲玉、董倫道 1995）判斷本遺址

曾經遭受重度破壞。正因為貝塚斷面暴露在外，經過長期的日曬

雨淋，以及每年夏秋之際不定時的強烈天候變化，如颱風的侵襲，

加上自然的風化和侵蝕過程，造成土壤流失而逐漸向後塌陷，正

面臨嚴重的破壞，而有消失的可能。加上金龜山山頂平緩部份近

來有工程施工，所開闢的環山道路也直接影響到遺址的存在。有

鑑於此，為維護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金門縣文化局乃於民國九十

二年九月邀筆者一同會勘本遺址，當時即認為應該儘速進行遺址

的調查評估工作，以避免遺址遭到無可回復的破壞。遂於民國九

十三年五月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遺址文化內

涵，以及遺址範圍的考古學調查研究計畫。此一研究計畫，也進

行貝塚斷面剝取的工作，以做為日後社教展示之用。 

 

二、金龜山貝塚遺址的地理位置與金門地區自然

人文環境 

 

    本章主要針對金龜山貝塚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金門地

區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等背景資料，加以敘述，以期能更瞭解

該地區的發展過程。 

 

金龜山貝塚遺址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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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龜山貝塚遺址的地理位置所在，位於金門本島東北方，田

墩聚落西方約五百公尺，金龜山的南側山腰上，行政隸屬於金門

縣金沙鎮。依橫麥卡脫投影座標系統，約在

2710600mNx642000mE。東西走向的金龜山，其地勢西高東低，頂

部形成兩個山峰，最高標高在西側山峰，海拔高約 44 公尺。金龜

山貝塚遺址大致位於金龜山中間部位，亦即兩山峰之間略微平緩

的山凹處的南側，該地東北較高，而向西南傾斜，海拔高約 22

公尺。金龜山南側原為金沙港，發源於北太武山西南麓的金沙溪，

在沙美以南匯合後水溪，然後注入金沙港。（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1992:244）審閱民國二十五年五月由福建省陸地測量隊所繪製的

早期地圖，（科學書院 1988）金沙港所在原為一向西開放的海灣。

海灣的北口為山獅（現為三獅山），南口為洋山角，金沙溪由南流

入港灣之內。（圖一）當時金龜山是一處向西突出於港灣內的半島

型台地，頂部海拔約 44 公尺。金沙港在田墩海堤興建後，遂被闢

為田墩養殖區，而成為今日的地理景觀。（圖二） 

 

圖一：民國 25 年 5 月福建省陸地測量隊所繪製的早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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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金龜山及其鄰近地區的航空照相圖（x 表示遺址所在） 

 

金門島的自然環境 

 

    金門位於福建省東南方的九龍江口，西與廈門島相對。金門

原屬福建省同安縣，自民國四年始單獨設縣，其縣境當時有金門、

烈嶼、大嶝、小嶝、角嶼、大膽、二膽等十五個島嶼，總面積為

178.956 平方公里。金門縣諸島的經緯所在，約位於東經 118 度 8

分至 91 分之間，北緯 24 度 22 分至 34 分之間，屬於典型的大陸

性島嶼。其中大金門島最大，面積為 134.25 平方公里。烈嶼次之，

面積約為 14.85 平方公里，其餘十三個島嶼共 29.86 平方公里。目

前，金門縣有效管轄區包括金門本島、烈嶼、以及大膽、二膽等

十二個大小島嶼，總面積約為 150.46 平方公里。（內政部 1995:17；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1992:225；張火木 1997:21） 

 

    金門本島形狀類似銀錠，中部狹窄，而東西兩端較為寬廣。

南北向最寬處在東半部，寬約為 15.5 公里，中央狹窄處僅約 3 公

里，而全島東西向約為 20 公里。金門島的四面，嶼礁環列，其中

面積較大者，有烈嶼、大嶝、小嶝、角嶼、草嶼、大碇、西礁等。

（內政部 1995:17-21；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199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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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地區各島嶼的地理特徵為面積狹小、地勢低緩、河流短

促、海岸曲折。例如，金門本島的山脈除主峰太武山海拔 253 公

尺之外，並無其他高山峻嶺。而金門本島東部的金沙溪、後水溪、

前浦溪，以及西部的小徑溪、西保溪、浯水溪，大都源短量小，

平時溪流之上中段多已涸竭。如遇風雨，又傾瀉入海，氾濫成災。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1992:234）就金門本島的地質而言，可以

說是頗為單純。如以瓊林到尚義一線將金門本島分為東、西兩半

部，則東半部明顯出露花崗片麻岩，而西半部則是以紅土層為主

體。（內政部 1995:25） 

 

    如以時代的先後來看本地區的地層，由上而下大致可以劃分

為：（內政部 1995:26-31） 

 

（一）現代沖積層，覆蓋在紅土層之上，由風、海浪，或河流等 

      堆積作用而成。 

（二）泥煤層，在現代沉積層的底部，離地面約兩、三公尺處， 

      有含泥煤之沼澤沉積物。 

（三）柳會社玄武岩，紅土層和現代沉積層之間，局部地區有經 

      歷侵蝕作用的殘餘玄武岩岩流，其噴發時間和紅土層的紅 

      土化時期接近，稱為柳會社玄武岩。 

（四）紅土層，為移積型紅土，是由含礫砂質粘土或含礫泥質砂 

      岩構成，並且和它下面的金門層呈不整合接觸。 

（五）金門層，金門層上面被紅土層覆蓋，下面則不整合覆蓋於 

      花崗片麻岩岩磐之上。 

（六）花崗片麻岩基岩，大小金門島基磐皆為花崗片麻岩，但出 

      露範圍不及全島面積的一半。 

 

    金門地區的林相在最近的一次冰期過後，逐漸趨於穩定，土

壤尚稱厚實而富於腐植質。然而自漢人移入後，因開墾之故，農

林作物植被逐漸取代原始植被。表層壤土因暴露而遭致嚴重侵

蝕，以致於裸露出貧瘠的紅土層。（內政部 1995:31）金門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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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土壤類型及其分佈見表一。 

 

  表一：金門地區的主要土壤類型及其分佈（採自內政 

1995:32） 

土 壤 類 型 面 積 比 ﹪ 分    佈    地    區 

砂土 0.18 蔡厝、鹽水田 

壤質砂土 92.05 分佈最為廣泛 

砂質壤土 2.36 昔果山、下莊、內洋、山后 

壤土 1.35 東沙至庵前，烈嶼東林至后宅 

粉砂質壤土 1.11 中央公路、湖下 

砂質黏壤土 2.79 東洲、青山坪、尚義、白龍溪 

 

    金門地區各島嶼屬於副熱帶小型島嶼，其上地形主要為由花

崗片麻岩構成的老年期波狀丘陵、紅土臺地、以及海岸低地所組

成。從整體外觀來看，是一個低矮的臺地包圍略為突出於臺地之

上的花崗岩丘陵。金門本島和烈嶼的地形，可以區分為五種：丘

陵、臺地、低地及窪地、水體、以及沙灘和沙丘。（內政部 1995:33） 

 

    金門地區各島嶼位於大陸邊緣，氣候屬亞熱帶季風型態，秋

冬季節（約自九月中旬起至翌年四月止）東北季風強勁。年平均

氣溫約攝氏 21 度，月平均溫度最高為八月份的攝氏 28.2 度，最

低為元月份的攝氏 12.8 度，而每年五月到十月的月均溫皆超過攝

氏 20 度。以民國四十三年至七十六年的降雨記錄來看，金門地區

年平均降雨量僅約 1,043 公釐左右，時間分配並不平均，一般而

言，雨季在每年的四月到八、九月間，約佔了全年總降雨量的百

分之八十左右。但因日照長，加上風力強，使得年平均蒸發量高

達 1,700 公釐以上，超過年平均降雨量甚多，金門地區的氣候乃

呈現半乾旱的現象。（內政部 1995:39-43；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1992:305-320；張火木 1997:21） 

 

    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金門地區的動植物物種與大陸的關係

較為密切。據史籍所載，金門地區原為林木茂盛之島，經過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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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墾與戰亂，而形成童山濯濯，風沙為害甚烈。金門地區的動

植物種屬，如以《金門國家公園計畫》所列為例，屬於自生和少

數已馴化的維管束植物種類，共有 94 科 299 屬 426 種。野生動物

的種屬計有哺乳類 4 目 4 科 6 屬 8 種，鳥類 17 目 48 科 120 屬 231

種，爬蟲類 1 目 5 科 8 屬 9 種，兩棲類 1 目 3 科 3 屬 5 種，蝶類 1

目 7 科 32 屬 45 種，以及貝類 5 目 21 科 28 屬 32 種。（內政部

1995:44-57）近年來，經過金門國家公園委託專家學者的調查研

究，經鑑定的動植物種屬明顯增加。計有植物 542 種，爬蟲類 13

種，鳥類 251 種，貝類則有 49 種。（金門國家公園 1999） 

 

金門島的人文環境概況 

 

    金門地區歷經一千六百多年的長期經營，有豐富的人文史

蹟，其文化淵源遠早於台灣與澎湖兩地。截至目前為止，經內政

部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評定公告之古蹟有 21 處之多，加上縣

定古蹟 12 處，計有 33 處。（詳見表二） 

 

  表二：金門地區公告古蹟一覽表（採自內政部 1995:74，表 3-1； 

       內政部民政司 2001） 

古蹟級別 年  代 名      稱 類 別 位 置 地 點 

第一級 清嘉慶 邱良功母節孝坊 牌坊 金城鎮東門 

第二級 清道光 瓊林蔡氏祠堂 祠廟 瓊林村 

 清嘉慶 水頭黃氏酉堂別業 宅第 水頭 

 明嘉靖 陳楨墓 陵墓 浦山村 

 明嘉靖 陳健墓 陵墓 東洐 

 明洪武 文台寶塔 其他 舊金城南磐山 

 清乾隆 金門朱子祠 祠廟 金城鎮珠蒲北路 

 明嘉靖 虛江嘯臥群碣 碑碣 舊金城南浦山 

第三級 清光緒 魁星樓 祠廟 金城鎮東門 

 清道光 豐蓮山牧馬侯祠 祠廟 庵前 

 清乾隆 古龍頭振威第 宅第 古寧村北山 

 清光緒 西山前李宅 宅第 三山村西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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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慶 邱良功墓園 陵墓 小徑村 

 清道光 瓊林一門三節坊 牌坊 瓊林村 

 明嘉靖 陳楨恩榮坊 牌坊 陽翟 

 明永曆 漢影雲根碣 碑碣 古城村獻台山 

 宋、明 海印寺石門關 其他 太武山頂 

 清康熙 清金門鎮總兵署 衙署 金城鎮浯江街 

 明、清 盧若騰故宅及墓園 宅第 賢厝 

 清乾隆 古龍頭水尾塔 其他 古寧國小南 

 清嘉慶 蔡攀龍墓 陵墓 太武山武揚道 

縣定  文應舉墓 陵墓 金城鎮珠山段 

  將軍第 宅第 金城鎮珠蒲北路 

  陳顯墓 陵墓 金湖鎮漁村段 

  西山前李氏家廟 祠廟 金沙鎮西山前 

  東溪鄭氏家廟 祠廟 金沙鎮大洋村東溪 

  黃偉墓 陵墓 金沙鎮斗門 

  慈德宮 祠廟 金沙鎮后浦頭 

  黃汴墓 陵墓 金沙鎮英坑段 

  浦邊周宅 宅第 金沙鎮浦邊 

  觀德橋 橋樑 金沙鎮高坑 

  楊華故居 宅第 金寧鄉湖浦村湖下 

  烈嶼吳秀才厝 宅第 金門縣烈嶼鄉上庫 

 

    漢人進入金門地區開發的過程，如以大事記，大致如下。西

晉末年，中原板蕩，中土人民多南徙避難。東晉元帝建武元年（西

元 317 年），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居民，渡海避居金門，

是為金門開拓之肇始，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唐德宗貞

元十九年（西元 803 年），設浯洲牧馬區，當時有十二姓氏居民隨

牧馬監陳淵到金門開墾。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西元 1153 年），

朱熹時任同安主簿，在島上設燕南書院，邑人中進士者在宋朝有

六人之多，金門因而有「海濱鄒魯」之稱。元成宗大德元年（西 

元 1297 年），始建浯洲鹽場，開始徵鹽。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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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87 年），置守禦千戶所，江夏侯周德興築城於此，取其固若

金湯，雄鎮海門，自此之後乃名之為「金門城」。民國四年（西元

1915 年），始單獨設縣。（張火木 1997:3-10）金門歷代大事記，請

參見表三。 

 

    金門縣現有行政區域計有五個鄉鎮，亦即金門本島的金城

鎮、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和烈嶼的烈嶼鄉。這些鄉鎮包括

有 35 個行政村，163 個自然村。全縣人口以民國八十二年的統計

數字為例，約為四萬五千八百多人。（內政部 1995:21）金門地區

早期的產業結構，與駐軍有密切的關係，以農漁牧業之第一級產

業，以及商業和服務業之第三級產業為主。近年來，第一級產業

人口逐年降低，顯示農漁牧業重要性已漸漸減弱。而屬於製造業

和營造業的第二級產業，因為建築工事數量增加，就業人口正快

速增加中。第三級產業人口，亦因觀光事業的開放，有逐年增加

的趨勢。（內政部 1995:121） 

 

    金門地區土地的使用現況，因處於戰備狀況，加上受制於本

身有限的島嶼資源條件，土地的使用型態，基本上以農牧用地和

林地為主。例如直接生產用地的面積約為 12,904 公頃，約佔總面

積的百分之 86.54，其中又以農、牧用地居多，顯示金門地區土地

開發程度相當低。（內政部 1995:123-129） 

 

表三：金門歷代大事記（採自張火木 1997:9-10，略加增修） 

中 國 紀 元 西 元 大    事    紀    要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 317 金門出現人煙，五胡亂華，中原義民

避居浯洲，有蘇、陳、吳、蔡、呂、

顏六姓。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803 閩觀察使柳冕在今烈嶼設牧馬寨，牧

馬監陳淵在今庵前村豐蓮山一帶牧

馬，隨陳淵到金門開墾的有十二姓氏

居民，從此島民尊陳淵為「開浯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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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唐明宗長興四年 935 置同安縣，金門屬之，凡山川海島，

不收徵稅。 

北宋太宗太平興國

元年 

976 島上居民開始有輸納戶鈔。 

北宋神宗熙寧、元豐

年間 

1068- 

1085 

金門始立都圖，歸屬於同安縣綏德鄉

翔風里。 

南宋高宗紹興二十

三年 

1153 朱熹任同安主簿，在島上設燕南書

院，邑人中進士者在宋朝有六人之

多，金門因而有「海濱鄒魯」之稱。 

南宋寧宗嘉定十年 1217 泉州知府真德秀曾經略料羅戰船。 

南宋度宗咸淳年間 1265- 

1274 

金門復稅，丈量田畝以養馬。 

元成宗大德元年 1297 始建浯洲鹽場，開始徵鹽。 

元武宗至大六年 1313 置管勾司。 

元順帝至正二年 1342 改為同令司。 

明太祖洪武元年 1368 改鹽場司為踏石司，旋改為鹽課司。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 1387 置守禦千戶所及峰上、官澳、田浦、

陳坑四巡檢司，又置烈嶼巡檢司。江

夏侯周德興築城於此，取其固若金

湯，雄鎮海門，自此之後乃名之為「金

門城」。 

   

   

中 國 紀 元 西 元 大    事    紀    要 

清世祖順治三年 1646 清破福州，鄭成功會明朝文武舊僚於

金門烈嶼吳山，訂盟復明。 

清聖祖康熙二年 1663 清兵大破金廈兩島，焚屋毀城，強迫

居民遷至內陸，居民流離失所，金門

遂成為廢墟。 

清聖祖康熙十三年 1674 耿精忠據閩反清，使人入台結援，金

門又為鄭經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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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聖祖康熙十九年 1680 清兵入主金門，置金門鎮總兵官，轄

左中右三營。 

清聖祖康熙二十二

年 

1683 遷至內地的居民再度回到金門 

清世宗雍正元年 1723 置浯洲鹽場大使，至雍正十二年移同

安縣丞駐金門。 

清高宗乾隆三十一

年 

1766 縣丞移灌口，以晉江安海通判移駐。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

年 

1842 中英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廈門闢

為商阜口岸，金門人大量遠渡南洋謀

生。 

清穆宗同治七年 1868 撤金門鎮，改置協鎮副將及中軍都

司。 

清宣統三年 1911 辛亥革命，民軍光復金廈，成立臨時

民政廳。 

民國四年 1915 單獨設縣。 

 

三、金門地區考古學研究的沿革 

 

    金門地區有人類活動的記錄，遠超過歷史文獻所記載，此一

事實已於民國五十七年，國立台灣大學地質學系林朝棨教授發現

復國墩貝塚遺址得到證實。三十餘年來，由於兩岸長期的軍事對

峙的特殊歷史背景，金門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工作與台灣地區做比

較，是屬於較為晚近的。研究工作起步之所以緩慢，其原因是可

以理解的。本章將就金門地區考古學研究的沿革，做一簡單的敘

述。 

 

    金門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因復國墩貝塚遺址的發現而正式開

始。復國墩貝塚遺址是林朝棨教授於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在金門做

地質礦產測勘調查時所發現，當時並曾做了一個東西長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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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寬一公尺的試掘探坑，位置在復國墩（舊名為蚵殼墩）聚落

西方偏北約 100 公尺的地點上。地表以下約 10 公分厚左右的褐色

砂層，為擾亂的現代耕土層。其下方則為厚約 60 公分的紅褐色粘

土層，是一個未被擾亂的貝層，此一貝層略為向西傾斜，由於所

挖面積有限，貝塚的規模並不清楚，林教授估計其直徑至少約有

15 到 20 公尺。（林朝棨 1973）出土的生態遺留，除了組成貝塚的

主要成份，經鑑定計有 20 種的貝類外，也出土一扁平獸骨。至於

出土的文化遺留，則有若干陶片、藤壺、一件凹石、一件石把手、

以及一件可能是做為貝器原料的鸚鵡螺薄殼。陶片器表的顏色有

黑色和紅色；除了素面陶外，器表亦見有以貝印紋和指甲紋為主

的不同種類修飾紋飾。此一貝塚的年代，以貝殼送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學系做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所測得的結果，約在距今 6,300

年到 5,500 年前。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黃士強教授，可以說是第一個進入金

門地區的考古學者。民國七十一年，因執行教育部委託的民間傳

統技藝調查計畫，黃教授與計畫主持人尹建中教授到金門做田野

調查時，順道做了些考古工作。此次工作也是在復國墩貝塚遺址

進行，所開挖的試掘探坑，東西長三公尺，南北寬二公尺，探坑

位置據地主關文執先生言，與林朝棨教授試掘的坑位不遠。探坑

發掘以人工層位，每層二十公分下挖。第一層為紅褐色砂土，土

質硬，內含瓷片、貝殼，為現代耕土擾亂層。第二層為紅色砂土，

土質硬，內含瓷片、貝殼，未見史前遺物。第三層亦為紅色砂土，

土質硬，出土瓷片、陶片、和貝殼，陶片出於此層的底部。第四

層為紅色砂土，土質硬，出土陶片與貝殼。第五層為紅色砂土，

未見任何遺留。此次試掘，遺物數量很少。陶片器表的顏色有黑

色和紅色；絕大多數為素面陶，僅出土四片紋飾陶片，皆為平行

劃紋，未見貝紋。陶片質地含砂，鬆軟，厚度分佈約在四到六公

釐之間。器型可辨認者，僅高領罐一類。除了復國墩貝塚遺址的

試掘工作外，黃教授亦做了部份地區的地表調查，在復國墩南方

約五百公尺壁角一帶發現另一處貝塚。貝層的厚度約 10 到 20 公

分，分佈面積廣，不過貝層中內含的文化遺物少，可見含砂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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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其質地與復國墩貝塚遺址類似。（黃士強 1982） 

 

    金門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在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解除戰地

政務後，金門國家公園成立之前的籌備階段，以及成立管理處之

後，曾兩度委託考古學者，對金門地區的考古文化資產，進行調

查研究工作。民國八十三到八十四年，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玉先生，進行金門地區考古遺址的初步

調查。（陳仲玉、董倫道 1995）這個計畫新發現了兩處貝塚遺址，

亦即金龜山貝塚遺址和浦邊遺址，並分別做了試掘工作。金龜山

貝塚遺址開挖一個二公尺見方的試掘探坑，貝層厚度約為 60 公

分，伴隨出土的文化遺物不多。陶片以夾細砂的紅色陶系為主，

文化層上層以細繩紋陶為主，下層則以素面陶為主。石器計出土

打製石斧一件、尖器一件、鉆石二件，和可能為砍砸器和石刀的

石器各一件。此一貝塚的年代，以貝殼送美國 Krueger Enterprises 

Inc. 的 Geochron Laboratories 做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所測得的結

果，約在距今 6,000 年到 3,400 年前。浦邊遺址則開挖一個南北長

二公尺，東西寬一公尺的試掘探坑，貝層厚度較薄，約為 30 公分

厚。總數 140 件出土陶片中，約百分之九十三為紅橙色系。未見

石製器物。此一貝塚的年代，也是以貝殼送上述之實驗室做碳十

四絕對年代測定。所測得的結果，約在距今 4,000 年到 3,400 年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計畫首先引用透地雷達法，進行金門本

島若干地區的地表探測，包括峰上、復國墩、民俗文化村、寒舍

花、浦邊、中蘭、瓊林、觀音亭山、下埔下、以及賢厝等地。期

能利用科學儀器，探測埋藏在地下的可能貝塚所在，所得的結果

可以做為考古學者後續研究時參考用。 

 

    民國八十五到八十六年，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再次委託陳仲

玉先生，進行進一步的考古遺址調查研究。（陳仲玉 1997）除了

進行金門本島若干地區的地表調查外，再次的對金龜山貝塚遺址

和浦邊遺址做進一步的試掘工作。報告中並列出金龜山貝塚遺址

和浦邊遺址上述所測得之碳十四年代的校正年代，分別為距今約

6,400 到 3,400 年前，以及距今約 3,900 到 3,400 年前。並曾在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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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第二地點，做了一個二公尺見方的試掘探坑。 

 

    民國八十七至八十八年，作者承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進

行「金門島史前遺址調查研究（一）」計畫，在烈嶼所進行的地表

調查，發現青岐遺址，以及貴山、中墩、西湖、后頭 I、后頭 II、

后頭 III 等六處文化遺物出土地點。該計畫為了進一步瞭解復國墩

貝塚遺址的內涵，曾做了試掘工作。計試掘了三個 1×1 平方公尺

和一個 1×1.5 平方公尺的探坑。其中 P3 探坑為一貝塚，出土的陶

片，以素面陶為主，少數施有紋飾，如條紋、劃紋和方格紋等。

陶片以夾砂陶居多，且多破碎而細小，可辨識的器型有罐形器。

至於生態遺留，則出土超過 30 種的貝類，以及魚骨和獸骨等。該

計畫檢送了三件貝殼做碳十四絕對年代的測定，校正後分別為距

今 6,730-6,555 年前（地表下 34cm）、6,800-6,640 年前（地表下

64cm），以及 6,780-6,620 年前（地表下 94cm）。 

 

    民國八十八年，陳仲玉先生在《東南考古研究》，發表〈福建

金門金龜山與浦邊史前遺址〉一文，文中有關金龜山貝塚遺址部

分，除了已發表的三個年代外，又公布了一個採自 TP2L8 的碳十

四絕對年代，雖然文中並未交代檢測樣本的出土深度，不過校正

後的年代，可達距今 7,757-7,570 年前。 

 

    民國八十九年年初，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了探溯台灣和其鄰近

相關地區歷史時期的文化現象，成立歷史考古小組，開始進行歷

史時期遺址的考古調查工作。該小組曾於民國八十九年在金門地

區進行考古田野調查，（蘇啟明等 2000）並於隔年對水頭、官澳、

和瓊林等三處歷史遺址進行試掘。（江桂珍等 2002） 

 

    民國九十年，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六期），此一研究計畫針對福

建省金門縣和連江縣的考古遺址進行普查。其中，有關金門地區

的考古遺址，除了調查已知遺址外，也進行了田野調查，並對其

中的后豐港遺址和復國墩貝塚遺址進行試掘。（陳仲玉、劉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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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依據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六期）所記載，金

門地區現有已知的考古遺址和遺物發現地點，共有 17 處。（陳仲

玉、劉益昌 2001）遺址名稱和地點請參見表四。 

 

表四：金門地區的考古遺址（採自陳仲玉、劉益昌 2001） 

行 政 隸 屬 遺址或遺物發現地點 所 屬 時 代 

金城鎮 后豐港遺址 史前時代 

 水頭遺址 歷史時期 

 庵前遺址 歷史時期 

 莒光樓地點 歷史時期 

 古崗湖地點 歷史時期 

金沙鎮 金龜山遺址 史前時代 

 浦邊遺址 史前時代 

 田墩遺址 歷史時期 

 官澳地點 歷史時期 

金湖鎮 復國墩遺址 史前時代 

 瓊林遺址 歷史時期 

 壁角地點 史前時代 

烈嶼鄉 青岐遺址 史前時代 

 西湖遺址 史前時代 

 后頭遺址 史前時代 

 中墩地點 史前時代 

烏坵鄉 中澳遺址 歷史時期 

 

    除此之外，學術論文中提及金門復國墩貝塚遺址，並加以討

論該遺址在中國東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意義亦有一些。僅列舉數例

說明，例如：黃士強的〈試論中國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與台灣史

前文化的關係〉（1985）和 A discuss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Southeast China and Taiwan（1989）；張光直的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1986），〈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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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語族起源問題〉（1987），〈新石器時代的台灣海峽〉（1989），和

Taiwan Strait Archaeology and Proto-Austronesian（1995）；劉益昌的

〈史前時代的台灣與華南關係初探〉（1988）；臧振華的 New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troversy about Austronesian Origins and 

Expansion（1995），和〈中國東南海岸史前文化的適應與擴散〉

（1999）。 

 

    近年來，對岸福建省的考古工作有較多的收穫，綜合性的討

論因材料的增多，而有發揮的可能。其中有討論到金門復國墩貝

塚遺址的論文亦有數篇，僅舉數例加以說明。例如：綜述性討論

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類型和分期的有，安志敏的〈關於華

南早期新石器的幾個問題〉（1981），張之恆的〈華南地區新石器

時代文化的分期和特徵〉（1989），戴國華的〈華南地區新石器時

代早期文化的類型與分期〉（1989），林公務的〈福建境內史前文

化的基本特點及區系類型〉（1993），陳存洗、楊棕的〈福建石器

時代文化特徵與年代初論〉（1993），以及吳綿吉的〈福建史前文

化研究的若干思考〉（1993）；討論貝丘遺址類型的有，王振鏞的

〈試論福建貝丘遺址的文化類型〉（1981），福建省博物館的〈福

建平潭殼坵頭遺址發掘簡報〉（1991），蔡保全的〈從貝丘遺址看

福建沿海先民的居住環境與資源開發〉（1998）；以及討論台閩史

前時代的相互關係的有，呂榮芳的〈福建、台灣的貝丘遺址及其

文化關係〉（1981），吳綿吉的〈大坌坑文化與富國墩類型〉（1990），

和楊式挺的〈試論閩台粵先秦考古學文化關係〉（1990）。 

 

    很遺憾的，兩岸的考古學研究，依然僅能就已經發表的文獻，

做第二手資料的比對研究，而無法從實際的田野調查或標本比對

上，進行比較分析研究，殊為可惜。綜而言之，雖然金門地區的

考古學研究才剛剛起步，但就現有的證據來看，其研究潛力是很

大的。相信在經過仔細的研究後，金門地區寶貴的考古學材料，

能夠增進我們對於亞洲大陸東南地區史前時代海岸生態適應的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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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就金龜山貝塚遺址的研究過程而言，它是在民國

八十四年被發現，當時就曾經過試掘。（陳仲玉、董倫道 1995）

民國八十六年，陳仲玉先生再次試掘。兩次試掘的面積共計 13

平方公尺。（陳仲玉、董倫道 1995；陳仲玉 1997）在往後的幾年

內，分別為筆者（1999）、蘇啟明等（2000）、以及陳仲玉等（2001）

進行過調查。本研究則進行了第三次試掘工作，以下針對本次發

掘所得的結果，例如遺址的內涵，以及遺址分佈範圍等，進行論

述。 

 

四、金龜山貝塚遺址試掘經過與 

探坑地下層位堆積 

 

    金龜山貝塚遺址第三次試掘之前，地表林木茂密，蔓籐雜生，

並無法直接觀察地表現況，也不清楚陳仲玉先生先前兩次試掘的

探坑所在位置。幸好得到金門縣文化局的全力協助，不僅先幫忙

清除地表林木，以及取得遺址所在的土地使用的許可。並在研究

人員進駐之前，幫忙商請金門縣林務局，先行派員進行開闢道路，

和遺址地表的清除工作。 

 

    從遺址南側斷崖的斷面檢視貝塚層位的堆積情形，呈現貝塚

的中段部位較厚，而東西兩側較薄的現象。因此，在地表清除並

標示陳仲玉先生兩次試掘的探坑位置之後，本次的發掘地點，選

擇在陳仲玉先生兩次試掘探坑的東邊。並儘量靠近可以明顯看到

貝塚堆積的斷崖的邊緣地方，以避免貝塚的分佈有可能並未向北

延續，而影響到發掘的結果。為了能有較多地層剖面，可以選擇

做為貝塚地層剖取之用。首先開了兩個對角相向的 2x2 平方公尺

的探坑（P1 和 P2 探坑），如此每一個探坑有四個地層剖面可以選

擇。另外，為了瞭解貝塚出土貝類的內涵，包括種類、數量、重

量、以及層位分佈情形，分別以篩網（網目大小為 0.25 公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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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採集 P1 探坑東北角 1x1 平方公尺大小的 A 區，以及 P2 探坑東

南角 1x1 平方公尺大小的 B 區的貝類遺留。發掘過程中在 P1 探

坑南側的下層，出現一具仰身直肢的墓葬（M1），延伸到南界牆

內，因此加開了 P3 探坑。在清除 M1 的過程中，在其東南側同一

地層深度，又出土了另一具仰身直肢的墓葬（M2）。為了瞭解這

兩座墓葬壙穴的大小，乃在 P1 探坑和 P3 探坑的東側，加開了 P4

探坑西南角 1x1 平方公尺（P4C），以及 P5 探坑西半坑 2x1 平方公

尺（P5C 和 P5D）。總計本次發掘面積為 15 平方公尺。發掘的時

間，前後計 12 天。貝塚地層剝取的工作，在本次發掘結束後，委

託潘常武先生於七月底到八月初進行。 

 

    為了瞭解金龜山遺址貝塚的分佈狀況，曾以採土器（soil 

auger）進行鑽探，以確定其可能的分佈範圍。鑽探地點的選擇，

首先觀察遺址南測斷崖上露出的貝塚層位堆積情形。希望能以此

作為標準，探測到貝塚分佈的邊緣。據觀察，斷崖的貝塚層位堆

積，在西側有一壕溝，貝塚堆積至此中斷，界限清楚。而斷崖的

東側則是逐漸變薄而不見，因此，鑽探點盡量配合斷崖東側的貝

塚層位堆積，逐漸向東和向北鑽探。由於貝塚層位堆積含有大量

貝類，而在沒有貝類的地層中則含有大量的碎石，兩者都很難向

下鑽探，基本的鑽探深度在地表下 40 到 50 公分之間。初步鑽探

所得的結果，如圖三所示的虛線部份，亦即貝塚分佈的大致推估

範圍，東西長約 25 公尺，南北寬約 10 公尺，面積約僅 250 平方

公尺。 

 

    本次發掘所採用的方法為人工層位發掘法，每層以 10 公分方

式，向下進行挖掘，期能瞭解地層堆積情形。僅以 P2 探坑、以及

P1/P3 探坑的地層剖面為例，來說明金龜山貝塚遺址的地下層位堆

積。基本上，各探坑的地層堆積相當一致。P1/P3 探坑的地層堆積

則可以讓我們瞭解貝塚、以及近代墓葬之間的相互關係。 

 

    由地層的顏色變化和土質變化的情形來看，P2 探坑的地層堆

積由上至下分別為：（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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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表土層，厚約 10 到 18 公分，深褐色(7.5YR 3/4)的現代耕土 

    層，土質較鬆散，夾雜植物根莖和零星貝類。 

(II) 貝層，亦即文化層。厚約 50 到 75 公分，顏色為紅褐色(5YR  

    4/4)，土質較結實，為貝類出土集中區。貝層上半部出土血 

    蚶為主，厚約 15 到 25 公分，下半部則以牡蠣為主。 

(III) 生土層，顏色與貝層一樣，為紅褐色(5YR 4/4)，土質結實。 

    因岩石錯綜排列，呈現一個不完整的平面。本層下挖至地表 

    下約 110 到 120 公分處結束。 

 

    

 
  圖四：P2探坑北/東界牆地層堆積圖 

 

P1 探坑以及 P3 探坑東界墻的地層堆積由上而下，如圖所示

（圖五）。基本上與 P2 探坑的地層堆積情形是一致的，不過 P1

和 P3 探坑有人為擾亂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受到近代埋葬行為所開

挖的壙穴，而擾亂了貝塚結構。 

 

(I) 表土層，厚約 8 到 16 公分，深褐色(7.5YR 3/4)的現代耕土 

    層，土質較鬆散，夾雜植物根莖和零星貝類。 

(II) 貝層，亦即文化層，厚約 42 到 52 公分，顏色為紅褐色(5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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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土質較結實，為貝類出土集中區。 

(III) 生土層，岩石層上方有一厚約 4 到 6 公分，土質結實，顏 

    色與貝層一樣為紅褐色(5YR 4/4)，但未含任何貝類遺留的生 

    土層。 

(IV) 壙穴，顏色較貝層為深暗，色澤偏紅褐色(5YR 4/4)到黃紅 

    色之間(5YR 4/6)，土質則較鬆散，夾雜破碎貝殼，其下出土 

    近代墓葬 M1 和 M2，壙穴邊緣呈現一個近乎垂直的形狀。在 

    地表下約 84 公分處結束發掘。 

 

 

      圖五：P1/P3 探坑東界牆地層堆積圖 

 

五、遺跡與文化遺物 

 

    本次金龜山貝塚遺址的發掘，除了遺址本身即為一大型的貝

塚之外，還出土兩座平行相隔的近代墓葬遺跡。金龜山貝塚遺址

發掘前的地表，大致上東北方較高，而略向西南傾斜。近代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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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出土鏽蝕嚴重的鐵釘和疑似柺杖底部的鐵器殘件。現謹就貝

塚和近代墓葬遺跡，以及各類遺物分別敘述如下： 

 

（一）遺跡 

 

貝塚 

 

    整個遺址即為一大型的貝塚，以採土器進行鑽探所得的現存

貝塚分佈範圍約為 250 平方公尺。由於金龜山貝塚遺址南側，現

為斷崖所在，曾遭到嚴重破壞，因此現有的面積為遺址殘存的部

份，形狀略呈半圓弧形。（如圖三所示）貝塚上層大約出現在地表

下 10 公分左右，其厚度因地形之故並不一致，大約在 40 到 75 公

分之間，基本上遺址北側的貝層堆積比較薄，可能與遺址北高南

低的地勢有關。貝塚伴隨出土些許的文化遺物和豐富的海生貝類

遺留。其中的文化遺留，包括有陶質遺物，如陶容器碎片、硬陶、

以及瓷器碎片、石器、和金屬遺物。生態遺留則以海生貝類遺留

為主，另外也出土少許風化嚴重的獸骨。其中貝類遺留以牡蠣和

血蚶為主。 

 

近代墓葬 

 

    M1 和 M2 墓葬出土於 P1 探坑南側，並向 P3、P4、和 P5 探

坑延伸。壙穴分佈範圍明顯，略呈東北-西南走向的長方形形狀，

最長約 217 公分，最寬約 168 公分。（圖六）壙穴的發掘當時，完

全擾亂了貝塚的結構。在入棺後，重新回填壙穴的過程中，不僅

造成貝塚結構鬆散，貝殼細碎，甚而也將近代的文化遺物，如硬

陶，掩埋進去的現象。發掘出土時，M1 墓葬頭部的部份有石塊

疊壓，因此頭骨被壓碎。基本上，二者的保存狀況並不好，僅保

存頭骨、部份肢骨、和盆骨。M1 和 M2 墓葬約略出土於距地表

下的同一深度，骨骸下方可見一層石灰，應是埋葬時所遺留。由

石灰的分佈情形來看，M1 和 M2 墓葬約略各自被停放在一個平台

上面。土色與土質也因石灰的緣故，而較四周為淡而鬆散。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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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位以右股骨外側平台的邊緣所測得的角度，分別為 M1 墓葬

的北偏東 36 度，以及 M2 墓葬的北偏東 34 度，二者約略平行排

列。另外，由 M2 墓葬頭部左右兩側，以及下肢骨兩側，共出土

5 支長度約在 10 到 11.5 公分長，鏽蝕嚴重的鐵釘。除了位於頭部

左側的一支出土時略微傾斜外，其餘四支出土時與地面垂直，而

釘頭在下。判斷應有葬具，極有可能是木棺結構，而釘子為製造

木棺所使用的墓釘，因葬具腐朽不見，僅殘存鏽蝕嚴重的墓釘。

M1 墓葬雖不見墓釘出土，但不排除與 M2 墓葬一樣有使用木棺的

可能。由牙齒的磨損程度來看，M1 和 M2 墓葬應皆為成年個體。

不過因可辨識性別的部位保存並不好，以致於無法辨識性別。而

二者平行排列掩埋，是否有親緣關係，並不清楚。在二者頭部位

置之間，有兩塊立石，平行於墓葬的排列方位，原因不明。不過，

從二者相對位置，出土於地表下同一深度，以及同屬同一個壙穴，

加上貝塚成層堆積，以人力向下挖掘，本來就不容易，從以上這

些因素加以判斷，二者極有可能同時下葬。但是，二者之間是否

有某種程度的關係，並不清楚。 

 

（二）文化遺物 

  包括陶質遺物、石質遺物、瓷器、和金屬遺物。 

 

A、陶質遺物 

 

（一）陶容器： 

 

    共出土 271 件，皆為碎片，總重量 1,912.64 公克。各坑層出

土陶片的數量和重量，請參見表五。其中伴隨近代墓葬出土的陶

片有 7 件（6 件與 M1 墓葬伴隨，1 件則與 M2 墓葬伴隨，重量共

計 47.75 公克），不計入表五各坑層出土陶片的總計中。陶片的器

表顏色，除了 1 件器表剝落，無法辨識之外，其他大致可以區分

為紅褐陶和灰黑陶二大類，但前者居多。器表顏色是比對 1994 年

「Munsell Soil Color Charts」增訂版。這些陶容器絕大部分為素面

陶，共出土 234 件，佔可辨識器表顏色的陶片總數 270 件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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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86.67。器表施有紋飾者主要為繩紋，共 31 件，和 5 件壓印紋。

陶容器質地的分類，首先以目視法辨識其中的攙合料，夾砂的程

度，以及夾砂的顆粒大小等，經初步分類後，再由各類中挑選樣

本做陶片切片分析。較能反映變化的口緣，其形式如圖七的口緣

斷面所示，包括罐形器和缽形器。其中罐形器包括侈口平唇直頸

鼓腹罐、侈口圓唇直頸鼓腹罐、以及歛口圓唇束頸鼓腹罐。缽形

器可辨識的只有敞口缽一種。各類陶的敘述如下： 

 

1、紅褐陶 

 

    紅褐陶。共出土 204 件（佔可辨識器表顏色的陶片總數 270

件的百分之 75.56），重 1,557.42 公克（佔總重量的百分之 81.6）。

皆為手製，器內側有手捏的痕跡，部份表面經過磨平處理。 

 

表五：金龜山遺址各坑層出土陶片統計表 

  P1 P2 P3 P4 P5 總計 伴隨墓葬出土 

層位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L1 0 0 0 0 0 0 1 17.72 0 0 1 17.72 6(M1) 43.38 

L2 0 0 8 28.65 0 0 0 0 0 0 8 28.65 1(M2) 4.37 

L3 7 31.43 26 200.7 1 5.81 9 58.58 5 37.13 48 333.67 - - 

L4 18 74.38 16 101.1 3 26.62 0 0 0 0 37 202.13 - - 

L5 5 36.63 16 109.8 3 17.59 4 24.03 2 15.09 30 203.09 - - 

L6 21 144.2 9 77.21 5 17.49 0 0 0 0 35 238.87 - - 

L7 17 100 12 141 4 15.8 0 0 0 0 33 256.78 - - 

L8 12 201.3 15 108.6 2 7.65 0 0 2 16.4 31 333.98 - - 

L9 2 58.17 16 69.91 0 0 1 13.36 9 36.58 28 178.02 - - 

L10 1 4.66 12 67.32 0 0 0 0 0 0 13 71.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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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83 650.8 130 904.3 18 90.96 15 113.7 18 105.2 264 1864.9 7 47.75 

 

（1）質地，皆為夾砂陶。切片結果顯示，夾砂陶依夾砂的顆粒大

小，包括細砂陶夾極粗砂，顆粒粒徑在 0.1 到 0.4mm 之間，最 

大粒徑 3.0mm；夾中砂到粗砂，顆粒粒徑在 0.1 到 0.8mm 之間，

最大粒徑 1.0mm；粗砂陶，顆粒粒徑在 0.2 到 1.0mm 之間，最大

粒徑 1.6mm；夾粗砂到極粗砂，顆粒粒徑在 0.2 到 1.2mm 之間，

最大粒徑 2.0mm；以及極粗砂陶，顆粒粒徑在 0.1 到 1.6mm 之間，

最大粒徑 2.0mm 等數種。攙合料中大多夾雜石英、長石、和砂岩

屑。陶片切片分析的結果，請參見附錄二。 

 

（2）顏色，器表內外的顏色大致一致，部份陶片因燒灼或煙燻，

而有數種顏色一齊出現的現象。部份胎心未燒透而呈黑色，就器

外表出現的顏色，包括紅黃（7.5YR 6/6、5YR 6/6）、褐（7.5YR 4/2）、

淡褐（7.5YR 6/4、10YR 6/3、10YR 7/4）、紅褐（5YR 4/4）、以及

黃紅（5YR 5/8）等色澤。雖然多樣，但仍可統稱之為紅褐色系陶。 

 

（3）器型，所發現部位計有腹片、口緣、和折頸等。可辨識的器

型有侈口平唇直頸鼓腹罐（圖七：2-3）、歛口圓唇束頸鼓腹罐（圖

七：5）、以及敞口缽（圖七：6-8）。其腹片的厚度在 3.02 到 12.43mm

之間，主要分佈在 5.0 到 8.0mm 之間，計 134 件，佔其總數 204

件的百分之 65.69。口緣部位的陶片大部份因為過於細小，無法測

量其口徑大小。可測量口徑的口緣，大小約為 10.6 公分。並未發

現底部或圈足的裝置。 

 

（4）器表紋飾，有繩紋 20 件，以及壓印紋 5 件。繩紋主要施於

腹部，但亦見施於折頸和口緣部位。本次發掘出土的壓印紋，僅

有 5 件，皆為紅褐色陶，3 件施於頸部，2 件施於腹片。其中 1 件

以血蚶的鋸齒緣，以垂直於器表的方式，壓印於頸部接近口緣之

處，外型類似齒輪，可惜陶片過於碎小，無法看出紋飾的面貌。（圖

八：2）另外 2 件壓印紋，出現在頸部以下約 0.5 公分處，以長方

形方格做塊狀分佈的方式呈現，其下方也出現上述以血蚶鋸齒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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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施的齒輪型紋（圖八：6）。而施於腹部的 2 件壓印紋呈鋸齒狀，

以帶狀分佈的方式呈現於陶腹片上。 

 

 
圖七：金龜山貝塚遺址各類口緣剖面圖 

 

2、灰黑陶 

 

    灰黑陶。共出土 66 件（佔可辨識器表顏色的陶片總數的百分

之 24.44），重 351.26 公克（佔總重量的百分之 18.4）。皆為手製，

器內側有手捏的痕跡，部份表面經過磨平處理。 

 

（1）質地，皆為夾砂陶。依切片結果顯示，屬於粗砂陶。顆粒粒

徑在 0.3 到 0.8mm 之間，最大粒徑 1.6mm。攙合料中夾雜石英、

和砂岩屑。陶片切片分析的結果，請參見附錄二。 

 

（2）顏色，器表內外的顏色大致一致，部份陶片也因燒灼或煙燻，

而有數種顏色一齊出現的現象。部份胎心未燒透而呈黑色，就器

外表出現的顏色，包括暗灰（10YR 4/1）、以及深暗灰（10YR 3/1）

等色澤。 

 

（3）器型：所發現部位計有腹片、口緣、和折頸等。可辨識的器

型只有侈口圓唇直頸鼓腹罐（圖七：1）。其腹片的厚度在 4.11 到

11.39mm 之間，主要分佈在 4.0 到 7.0mm 之間，計 54 件，佔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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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金龜山貝塚遺址各類陶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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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66 件的百分之 81.82，僅有 2 件超過 9.0mm。口緣部位的陶片

大部份因為過於細小，無法測量其口徑大小。可測量口徑的口緣，

大小約為 10.5 公分。並未發現底部或圈足的裝置。 

 

（4）器表裝飾，僅見繩紋，計 11 件，主要施於腹部，施於折頸

和口緣部位的各 1 件。（圖八：4） 

 

（二）硬陶，僅出土 11 件，總重量為 148.1 公克。其中，出土於

壙穴中有 7 件，另外 4 件則出土於 P2 探坑的上層。 

 

B、石質遺物 

 

    數量少，僅出土 2 件。 

 

（一）石鏃，1 件，硬頁岩質，出土於 P3L4。尖端和尾端折失，

有鋌。器身有脊，刃部有明顯磨製痕，殘重 1.75 公克。（圖九：1） 

 

（二）石錘，1 件。完整，砂岩質，出土於 P5L5，長 8.9 公分，

寬 5.8 公分，厚 5.7 公分，重 456.5 公克。器身微彎曲之柱狀體，

寬厚約略相等，器身周緣有明顯連續敲擊痕跡。（圖九：2） 

 

C、瓷器 

 

    僅出土 9 件，總重量 22.51 公克。主要為青花瓷，皆出土於

探坑的上層。由於細碎，器型不明。 

 

D、金屬遺物： 

 

    共出土 6 件鐵質器物，皆出土於 M2 墓葬。其中有 5 件屬於

釘子外型，鏽蝕嚴重，長度在 10 到 11.5 公分之間，重量在 24 到

48 公克之間。如上所述，出土的情形除了 1 件傾斜外，其他 4 件

出土時，皆垂直於地面。雖然鏽蝕嚴重，但是從器表的膠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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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斷尖端向上而釘頭在下。此一推測經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X 光實驗室，進行 X 光攝影，而得到證實。另外 1 件，

疑似柺杖底部的中空鐵質器物，重 148.68 公克，中空部位應是作

為木質插锹之用。此一標本也進行了 X 光攝影。 

 

 

圖九：金龜山貝塚遺址出土石器 

 

六、生態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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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金龜山遺址發掘出土豐富的生態遺留，包括各種海生貝

類，以及少許風化嚴重的動物遺骨；另外也採集了地層中的土壤

樣本做花粉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一）動物遺骸 

 

    本次發掘計出土 166.23 公克的獸骨，由於風化嚴重，並無法

鑑定種屬。 

 

（二）貝類 

 

    本次發掘出土數量豐富的各種貝類，委請中央研究院動物學

研究所巫文隆教授鑑定，並提供各貝種所處的生態環境。基本上，

表六所列的貝種皆可食用。由貝種組成來看，全部都屬於海水貝，

配合遺址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可以推測遺址所在的金龜山當時

應為突出於海灣內的一個半島地形。但由於遺址南側已遭怪手等

重機械取土破壞，真正的遺址範圍並不是很清楚。不過，從發掘

出土為數不少依然黏附在石塊上的牡蠣來看，當時的居民是否有

必要搬運石塊到遺址上，值得考慮，由此亦可以推知金龜山貝塚

遺址當時所處的位置應當距海不遠。另外，從出土雲母蛤來看，

由於此貝種生活在較為平靜的水域中，亦可做為推斷該貝種應該

為當時的居民自平靜的海灣內採集得到。為了瞭解貝種在層位的

分佈堆積狀況，本次發掘以 0.25 公分的網目篩網，全面採集 P1

探坑的 A 區，以及 P2 探坑的 B 區所有的文化和生態遺留。生態

遺留主要為海生貝類，其中出土數量最大的是牡蠣，其次是血蚶，

兩者是貝塚的主要構成物種。如果不加總黏附於石塊上的牡蠣的

樣本，則 P1 探坑 A 區出土貝類的總重量可達 203.837 公斤，而 P2

探坑 B 區的總重量則有 154.256 公斤。 

 

表六：金門縣金龜山遺址出土貝類種屬 

類    別 科        名 學          名 中    文 生 態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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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殼綱 

Bivalvia 

 

Ostreidae 牡蠣科 

Arcidae 魁蛤科 

Veneridae 簾蛤科 

Veneridae 簾蛤科 

Veneridae 簾蛤科 

Arcidae 魁蛤科 

Placunidae 銀蛤科 

 

Crassostrea gigas 

Tegillarca granosa 

Cyclina sinensis 

Meretrix lusoria 

Placamen chlorotica 

Scapharca satowi 

Placuna sp. 

 

大牡蠣(長牡蠣) 

血蚶 

環文蛤 

文蛤 

奶油蛋糕簾蛤 

大毛蚶 

雲母蛤 

 

潮間帶,潮下帶 

潮間帶深 10m泥底 

沙泥底質 

沙泥底質 

淺海沙底 

水深 10-50m 水底 

腹足綱

Gastropoda 

 

Turbinidae 蠑螺科 

Turbinidae 蠑螺科 

Turbinidae 蠑螺科 

Turbinidae 蠑螺科 

Turbinidae 蠑螺科 

Neritidae 蜑螺科 

Neritidae 蜑螺科 

Cassidae 唐冠螺科 

Potamididae 海蜷科 

Potamididae 海蜷科 

Muricidae 骨螺科 

Trochidae 鐘螺科 

Trochidae 鐘螺科 

Trochidae 鐘螺科 

Melongenidae 香螺科 

 

Lunella coronata 

Turbo cornutus 

Turbo setosus 

Turbo marmoratus 

Lunella granulata 

Nerita albicilla 

Nerita squamulate 

Cassis coronuta 

Cerithidea rhizophorarum 

Cerithidea cingulata 

Thais clavigera 

Omphalius nigerrima 

Ghlorostoma argyrostoma 

Monodonta labio 

Hemifusus colosseus 

 

珠螺 

角蠑螺 

圓蠑螺 

夜光蠑螺 

瘤珠螺 

漁舟蜑螺 

花圓蜑螺 

唐冠螺 

網目海螺 

栓海蜷 

柯岩螺 

臍孔黑鐘螺 

黑鐘螺 

草蓆鐘螺 

長香螺 

 

岩礁海岸潮間帶 

潮下帶,約 20m 水深 

岩礁海岸潮間帶 

10-30m水深岩礁上 

潮間帶岩礁 

岩礁及礫石海岸 

岩礁及礫石海岸 

沙質海底(淺海) 

潮間帶岩礁 

河口溼地,潮間帶 

潮間帶岩礁 

潮間帶岩礁 

潮間帶岩礁 

潮間帶岩礁 

淺海沙底 

 

（三）花粉分析 

 

    為了瞭解本遺址的古生態環境，發掘過程中在 P2 探坑結束發 

掘後的西界牆上，由下向上採集了 11 個土壤樣本，檢送至越南地

質與礦物資源研究所古生物和沈積學實驗室，進行花粉分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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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結果，包括有孢子和花粉等種屬，其種屬如表七所示。根據

該實驗室的主任 Pham Van Hai 博士對這批植物種屬的初步分析，

其中孢子多屬蕨類，例如 Microlepia sp.鱗蓋蕨屬、Hymenophyllum 

sp.膜蕨屬、 Polypodium sp.水龍骨屬、 Cyathea sp.桫欏屬、

Plagiogyria sp.瘤足蕨屬、Gleichenia sp.、Dicksonia sp.蚌殼蕨屬、

Lygodium sp.海金沙屬、Osmunda sp.紫萁屬、以及 Athyrium sp.蹄

蓋蕨屬。在同一樣本中的孢子數量，有的甚至將近有百分之八十

五之多。花粉則有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其中前者數量較多，包

括 Gramineae 禾本科（Poaceae）、Rubiaceae 茜草科、Compositae

菊科、和 Polygonum sp.蓼屬；後者則有 Metasequoia sp.水杉屬、

Sequoia sp.世界爺屬、 Lithocarpus sp.校力、 Pinus sp.松屬、

Glyptostrobus sp.水松屬、Myrica sp.楊梅屬、Liquidambar sp.楓香

屬、Ulmus sp.榆屬、Cycas sp.蘇鐵、Convolvulus sp.小花旋花草、

Carpinus sp.鵝耳櫪屬、和 Bignonia sp.。由其種屬的組合判斷，應

屬於一般濕度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植物體系。另外，在送檢的土

壤樣本中，也發現有海相化石有孔蟲。根據上述實驗室的 Nguyen 

Minh Phuong 女士指出，本區接近海浪可及的海岸線地區，可能位

於海灣環境。 

 

表七：金門縣金龜山遺址出土孢子和花粉種屬 

  科            名 屬            名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Hymenophyllaceae 膜蕨科 

Polypodiaceae 水龍骨科 

Polypodiaceae 水龍骨科 

Cyatheaceae 桫欏科 

Plagiogyriaceae 瘤足蕨科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ksoniaceae 蚌殼蕨科 

Schizaeaceae 海金沙科 

Lycopodiaceae 石松科 

Microlepia sp.鱗蓋蕨屬 

Hymenophyllum sp.膜蕨屬 

  

Polypodium sp.水龍骨屬 

Cyathea sp.桫欏屬 

Plagiogyria sp.瘤足蕨屬 

Gleichenia sp. 

Dicksonia sp.蚌殼蕨屬 

Lygodium sp.海金沙屬 

Lycopodium sp.石松屬 

  

 

  

  

  

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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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mundaceae 紫萁科 

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Marattiacear 觀音座蓮舅科 

Athyriaceae 蹄蓋蕨科 

Osmunda sp.紫萁屬 

Selaginella sp.卷柏屬 

Angiopteris sp.觀音座蓮屬 

Athyrium sp.蹄蓋蕨屬 

  

  

  

 Gramineae 禾本科（Poaceae）   

  Taxodiaceae 杉科 Metasequoia sp.水杉屬 

  Taxodiaceae 杉科 Sequoia sp.世界爺屬 

  Fagaceae 榖斗科   

  Fagaceae 榖斗科 Lithocarpus sp.校力 

  Pinaceae 松科 Pinus sp.松屬 

  Rubiaceae 茜草科   

  Taxodiaceae 杉科  Glyptostrobus sp.水松屬 

  Chenopodiaceae 藜科  Chenopodium sp.藜屬 

花粉 Myricaceae 楊梅科  Myrica sp.楊梅屬 

  Hamamelidaceae 金縷梅科 Liquidambar sp.楓香屬 

  Ulmaceae 榆科 Ulmus sp.榆屬 

  Compositae 菊科   

  Cycadaceae 蘇鐵科 Cycas sp.蘇鐵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Convolvulus sp.小花旋花草 

  Betulaceae 樺木科 Carpinus sp.鵝耳櫪屬 

  Juglandaceae 胡桃科 Carya sp.山核桃屬 

  Bignoniaceae 紫葳科 Bignonia sp.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sp.蓼屬 

 

七、年代 

 

    金龜山貝塚遺址發掘出土的文化遺物並不多，為了瞭解此一

遺址的年代分佈情形，乃分別檢送木炭標本和貝類標本至美國

Beta 實驗室做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分析。由於在所有的探坑中，

只有 P2 探坑未受近代墓葬的人為擾亂，因此所檢送的 4 件定年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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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來自屬於原生堆積的 P2 探坑，出土層位分別為 L3、L8、

L10、和 L12；而墓葬部份，雖然有墓釘和疑似柺杖底部的金屬遺

物的出土，但並不能像古代制錢或墓碑等遺留，可以做為定年斷

代之用。因此檢送 M1 墓葬的牙齒標本，做為測年樣本。所有檢

送標本，都因為樣本量過小，所以都做了加速器微量分析（AMS，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年代測定結果如表八所示。 

 

表八：金門縣金龜山遺址的碳十四年代 

實驗室編號 
出土 

坑層 
所屬現象 

檢測 

樣本 

距地表下 

CM 

5568 半衰期 

B.P. 
校正年代 

Beta-196581 P2L3 貝塚 貝殼 26 6730±40 5370-5240BC 

Beta-195206 P2L8 貝塚 貝殼 71 7080±40 5670-5540BC 

Beta-198055 P2L10 貝塚 貝殼 91 7320±40 5900-5730BC 

Beta-195207 P2L12 貝塚 木炭 106 7910±40 7030-6650BC 

Beta-195208 M1 近代墓葬 牙齒 127 480±40 AD1410-1460 

 

    基本上，貝塚所測得的四個年代，所呈現的是一個頗為一致

的年代數據。其中，貝塚底層 L12 檢送的木炭標本，所測得的年

代，經過校正之後，可以早到距今將近 8,980-8,600 年前。而屬於

貝塚較為上層的 L3、L8、和 L10 的貝殼測年標本，所測得的年代

分別距今在 7,320-7,200 年、7,620-7,490 年、和 7,850-7,680 年前。

綜觀這些測得的年代，越往下層年代越久遠，而地層又是未曾遭

到擾亂的原生堆積，因此應該是可信的。而先前陳仲玉先生

（1995，1997，1999）兩次試掘金龜山貝塚遺址所得的四個年代，

分別為 TP1L2 的距今 3,300-3,184 年前、TP1L5 的距今 5,908-5,756

年前、以及 TP1L10 的距今 6,410-6,279 年前、以及 TP2L8 的距今

7,757-7,570 年前。其中，出土於 TP1 的三個年代略為偏晚，而最

後一個年代則與本次發掘自 L3、L8、和 L10 所得的年代相近。 

 

八、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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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而言之，金龜山貝塚遺址第三次試掘的結果，已如上述。

金龜山貝塚遺址雖然已經遭到自然侵蝕和人為擾亂的破壞，但是

它的保存現況，例如範圍大小、文化層厚度等，依然頗具規模。

而其殘存的貝塚部份，依然蘊藏著可觀而無可取代的文化資產，

其中包括多樣的文化遺物，和豐富的生態遺留。這些考古證據所

提供的資訊，能夠讓我們瞭解金龜山史前居民的生業體系和適應

過程，極富學術研究的價值和歷史文化意義。以本研究所測得的

年代數據，參照先前陳仲玉先生兩次試掘所得的年代，說明了金

門地區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甚至將近九千年前，即有人類聚

居其上，從事採集狩獵的生業型態。雖然目前尚無農業墾殖的證

據，但從繩紋陶的出土情形來看，金龜山貝塚遺址的史前居民已

經知道利用植物編繩，推測初級的園藝活動應該是存在的。（參見

張光直 1989）至於有關金龜山貝塚遺址的文化屬性的歸屬問題，

它是否是屬於所謂的復國墩類型，或者是復國墩文化，（陳仲玉、

劉益昌 2001）如果單從陶片紋飾中出現貝殼鋸齒緣所壓印形成的

紋飾來看，二者似乎存在著某種類緣關係，不過應該注意的是金

龜山貝塚遺址所屬的年代較早於復國墩貝塚遺址的年代。不過，

由於目前已知的類似遺址數目少，僅有復國墩貝塚遺址和金龜山

貝塚遺址，雖然兩者都經過發掘，但卻都是屬於小規模試掘的性

質，出土的文化遺物也不是很豐富。目前，我們並不知道在金門

地區是否存在著其他屬於相同文化類緣的遺址，也不清楚福建沿

海地區同時期的類似遺址的分佈情形。這些資料的闕如，使得遺

址的聚落型態和生業系統是否類似等課題的比較研究，無法有效

的進行。也因此，現階段對文化歸屬和文化類緣的研究，似乎並

沒有較為具體的結論，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本次發掘出土的有紋飾的陶容器碎片僅有 36 件，包括 31 件

繩紋陶，以及 5 件壓印紋陶，其中後者已在文化遺物的章節中提

及，在此不再贅述。有關陶容器碎片的層位堆積情形，陳仲玉先

生（1997）曾以他發掘的 TP1 探坑為例，指出金龜山貝塚遺址出

土的陶容器在文化層中的分佈，下層以素面陶為主，上層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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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繩紋陶的現象。在本次的發掘中，由於出土的所有陶片數量不

多，僅 270 件，而有紋飾的陶片數量更為稀少。從表九中的分佈

情形來看，繩紋陶在文化層中出土數量的分佈情形，似乎是中上

層較下層為多。不過，如果將素面陶的分佈情形一併考慮進去，

如表五所示，本次發掘出土陶容器碎片的分佈現象，主要還是以

素面陶為主。這個差異是否具有文化意義？或只是因為探坑取樣

不同所造成的結果？並不清楚，此一問題有待日後較具規模的發

掘來釐清。 

 

表九：金龜山遺址各坑層出土繩紋陶片統計表 

  P1 P2 P3 P4 P5 合計 

L1 0 0 0 0 0 0 

L2 0 1 0 0 0 1 

L3 3 3 0 0 1 7 

L4 1 4 0 0 0 5 

L5 1 0 2 4 0 7 

L6 3 0 1 0 0 4 

L7 2 0 0 0 0 2 

L8 0 0 2 0 0 2 

L9 0 0 0 0 2 2 

L10 1 0 0 0 0 1 

合計 11 8 5 4 3 31 

 

    至於本次金龜山貝塚遺址發掘出土的兩大類陶容器，紅褐陶

和灰黑陶在層位堆積上的分佈是否有變化的情形，可以用未受擾

亂的 P2 探坑為例來加以說明。除了最上層的 L1 外，紅褐陶和灰

黑陶在各層皆有出土。不過，二者的分佈比例，似乎有越上層，

灰黑陶的比例越高的情形。此一現象是否反映金龜山貝塚遺址在

陶容器的使用上的發展變化，值得注意。但是，因為本次發掘的

面積並不大，加上出土的文化遺物也不是很豐富，因此，現階段

並無法加以具體解釋這個發展過程在文化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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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龜山貝塚遺址出土數量豐富的貝類遺留，在層位上的分佈

情形，可以從實驗室的統計分析來看。出土各貝類的層位堆積情

形，如果以重量計算，當以牡蠣（Crassostrea gigas）為最多，各層都

有出土。全面採集的 P1 探坑 A 區，以 L3 到 L6 出土較多，各層

重量都超過 20 公斤，其中 L5 和 L6 甚且超過 31 公斤，而 P2 探坑

B 區，以 L5 到 L7 出土較多，各層重量都超過 20 公斤。出土重量

居次的為血蚶（Tegillarca granosa），也出土於各層中，在 P1 探坑 A

區中，以 L3 出土最多，超過 45 公斤之多，L4 則有 13 公斤。而

P2 探坑 B 區，以 L3 到 L6 出土較多，不過重量明顯較少，僅出土

3 到 6 公斤之間。出土重量居第三的是珠螺（Lunella coronata），P1

探坑 A 區，除 L1 沒有出土外，其他各層雖都有出土，但數量少，

各層的總重量僅 1,091.72 公克，而 P2 探坑 B 區各層都有出土，總

重量則有 1,400.13 公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這些統計數字所

歸納出來的貝類重量分佈，僅能呈現各貝種間重量在層位堆積中

的相互關係而已，並無法確實反映發掘過程中所觀察到部份的層

位，常有某一種貝種較為密集的分佈或堆積的情形。這種同一貝

種聚集出土的現象正反映了貝塚堆積的過程，以及當時人類的丟

棄行為。 

 

    本次發掘並未發現柱洞或其他建築結構等人類居屋的證據，

顯示金龜山貝塚遺址有可能是採集貝類後的處理地點，而生活面

另有他處。一般而言，貝塚的形成是史前居民活動後所遺留下來

的產物，基本上是一處食用貝類後丟棄的外殼所堆積成的「垃圾

堆」，並非史前居民的生活面。近年來工程的施工，如環山道路和

不明建物基地的興建，已經嚴重擾亂，甚且破壞原地形。因此，

為了瞭解金龜山貝塚遺址史前居民的聚落型態，有必要對金龜

山，以及其鄰近地區，做進一步較詳盡的考古地表田野調查。 

 

    陳仲玉、劉益昌（2001）在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

第六期的報告中，曾針對金龜山貝塚遺址的現況，建議應做好水

土保持措施，如水泥牆擋土，以防止再次的崩塌，而喪失此遺址。

基本上，這個原則是可行的。首先遺址的土地所有權為國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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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並無土地徵收的問題，由於此類型遺址並不多見，縱使遺址

過去曾遭受破壞，以致於保存狀況並非良好，不過從其內涵、規

模，以及年代的久遠等因素，此一遺址對了解大陸東南沿海史前

文化的發展和變遷的過程，以及文化互動的課題，都有其學術研

究的重要性。更何況近年來的人為擾亂加速，遺址有被湮滅之虞。

因此，建議主管單位提報為古蹟，有法定地位後，將有助於遺址

的保存與維護，更可以杜絕遺址所在地的承租使用行為，或淪為

取棄土區的可能性。另外，除了立法保護外，主管機關與考古學

家應該積極合作，主動對區域性的考古資產進行瞭解，並針對特

定遺址的內涵進行研究。如果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研究實不宜

中斷，而應該規劃一個長期的研究方案。這應該是主管機關和考

古學家共同的責任和義務，唯有在這種體認之下，文化資產的價

值才能被突顯，文化資產所具有的功能才能被發揮。 

 

    屬於全民文化資產的考古遺址，除了能提供學術研究的素材

之外，也具有社教、觀光、和娛樂方面的功能。為了能夠提供社

教功能，本次發掘工作結束後，委請潘常武先生進行 P2 探坑北界

牆的貝塚斷面剝取。這種以主管機關行政管理配合學術單位的專

業知識，透過科學的考古學田野發掘、分析，並將實物展示在公

共空間的方式，完全符合全民文化資產共有共享的基本原則。不

僅讓參觀的民眾，在視覺上有一種親臨現場的直接感受，再經由

研究結果所呈現的圖像和文字的解說，而達到教育社會大眾，甚

至滿足民眾觀光和娛樂需求的目的。其實貝塚斷面的剝取，也具

有保護遺址，以免繼續遭受破壞的功用。因為，如果民眾能到一

個公共空間參觀貝塚斷面，就不必前往遺址。畢竟遺址的造訪，

如果在沒有完好的規劃前，冒然開放參觀，還是會對遺址的保存

和維護產生潛在的威脅。 

 

    最後，就金門地區的考古學研究而言，雖然，金門地區自民

國五十七年發現復國墩貝塚遺址至今已經過 38 年，但因為金門地

區特殊的歷史背景，區域考古學研究只能說是處於剛在起步的階

段，所進行過的田野調查工作，也僅涵蓋極為有限的範圍，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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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嫌不足。金門地區眾所周知的有一個悠久的人文歷史發展，已

如上述。不過在經過前後幾位考古學者的研究，以及本研究的考

古發掘所得，不僅加深了金門地區歷史發展的時間深度，更擴大

了金門地區人文歷史背景內涵的寬廣度。這些經由實地考古調查

和發掘所得的資料，對瞭解金門地區，乃至於大陸東南沿海，以

及台灣等地的史前到歷史時代的文化發展、變遷、和互動的過程，

皆有其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為了確實而有效的掌握金門

地區珍貴的考古學材料，以瞭解這個地區的歷史脈動。後續研究

應該優先進行系統性的全面地表調查，畢竟考古遺址的分佈，並

不受限於今日行政區的界線，或是現代軍事設施的設置。更何況

島嶼本身即是一個自然地理區，界限範圍明確，理應整體考慮，

並積極加以進行。除了全面性地表調查，以瞭解金門地區考古遺

址的分佈情形，和其文化內涵之外，相關的研究課題，諸如金門

島的殖民過程、聚落型態的研究、島嶼生業適應研究、考古遺址

的形成過程（formation processes）研究、文化類緣的比較研究、

島嶼文化間的互動過程的研究、以及文化發展過程和變遷的研究

等，都是重要而應該同時進行的。除了繼續金門地區的考古學研

究之外，我們更應該整合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包括浙江、福建、

廣東、以及海南等地的考古學資料。惟有將金門地區放在大陸東

南沿海地區當時的時空架構下，上述的研究課題的人類行為和文

化的意義才能顯現，研究才能有效的進行。 

 

    金門地區的自然人文發展對考古學研究而言，可以說是一處

驗證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理論的絕佳場所。如上所述，由於金門地

區考古學研究的起步較晚，加上部分地區因為有軍事設施，或因

軍事考慮曾做過海岸佈雷，都影響到地表調查的可及性和可見度

（accessibility and visibility）。而當地居民有使用客土改造土壤的習

慣，也必須在考古田野調查時，訪談當地居民，如果確定是客土，

或被當作客土採集，則應詳細記載土壤的可能來源和去處。這些

可能會影響到考古遺址被發現的因素，有必要事先瞭解，並思考

如何因應的方法。另外，局部範圍的田野調查，其結果並不能代

表考古遺址在空間上確實的分佈狀況，有時反而會因為地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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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涵蓋全域，而造成對遺址分佈的錯誤認知。其結果是不僅無

法進行金門地區的聚落型態研究，也會導致對史前居民行為上的

解釋有所偏差。因此，對一個有清楚自然界線特性的島嶼地區而

言，全面性的系統調查的進行，對金門地區的考古學研究，是有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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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古物採掘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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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金龜山遺址陶片切片分析 

 

金龜山遺址陶片之內含物組成     

實驗室編號 遺址 胚體 石英 長石 砂岩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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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01 金龜山 80.5 18.3 0.8 0.4   

C2502 金龜山 88.6 6.9 4.5     

C2503 金龜山 75.6 23.5 0.9     

C2504 金龜山 71.4 24.7 2.9 0.3 0.7 

C2505 金龜山 75.5 24.5       

C2506 金龜山 82.1 15   1.3 1.6 

C2507 金龜山 83.0  16 0.7   0.3 

C2508 金龜山 89.7  3.9 1.1 4.2 1.1 

C2509 金龜山 80.0  18.8 0.6 0.3 0.3 

 

 

 

 

 

 

 

 

 

 

 

 

 

 

 

 

 

 

陶片砂級內含物之粒徑, 圓度, 淘選度, 及裂隙形態與排列 

實驗室編號 遺址 陶類 粒徑 mm 圓度 淘選度 消光性 裂隙形態與排列 

      (最大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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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01 金龜山 中~粗砂陶 

0.1~0.8 

(1.0) 角礫狀 中等~差 均質 

多，部分粗短，部

分細小，平行器壁

排列 

C2502 金龜山 中~粗砂陶 

0.1~0.8 

(1.0) 角礫狀 差~中等 均質 極少，細小狀 

C2503 金龜山 極粗砂陶 

0.1~1.6 

(2.0) 角礫狀 中等~差 非均質 

極多，細小狀，平

行器壁排列 

C2504 金龜山 

粗砂~極粗

砂陶 

0.2~1.0 

(1.5) 角礫狀 中等 非均質 

多，粗短彎曲，平

行器壁排列 

C2505 金龜山 粗砂陶 

0.2~1.0 

(1.2) 

次角礫~

角礫狀 中等 非均質 

多，細小狀，部分

較粗，平行器壁排

列 

實驗室編號 遺址 陶類 粒徑 mm 圓度 淘選度 消光性 裂隙形態與排列 

C2506 金龜山 粗砂陶 

0.3~0.8 

(1.6) 角礫狀 中等 非均質 

多，粗而長，平行

器壁排列 

C2507 金龜山 

粗砂~極粗

砂陶 

0.3~1.2 

(2.0) 角礫狀 差~中等 

非均質~

均質 不多，細小狀 

C2508 金龜山 

細砂陶夾

極粗砂 

0.1~0.4 

(3.0) 角礫狀 中等~差 

非均質~

均質 不多，細小彎曲狀 

C2509 金龜山 中~粗砂陶 

0.1~0.8 

(1.0) 角礫狀 中等~差 均質 

極多，細小彎曲

狀，平行器壁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