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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與遺物
魚寮遺址位於嘉義縣太保市

魚寮聚落的西側。 1 9 4 0年前

後，由嘉義農學校教諭吉田茂

發現。 2 0 0 2年至2 0 0 3年，本館

人類學組的考古隊，在魚寮遺

址進行試掘，發現許多史前的

灰坑、貝塚，以及豐富的文化

遺物與生態遺留。

在魚寮遺址出現史前遺物密

集的灰坑，內容以灰黑色胎的

陶容器破片為主，還有錛鑿形

器、石刀、矛鏃形器、磨製石

鋤、巴圖形石器、石鎚、砥

石、玉玦等石器的殘件，以及

獸骨、貝殼、木炭等，屬於大

湖文化魚寮類型的文化層，經

碳十四年代測定，約在距今

2 0 0 0年前後。在地表下約 2 . 5公

尺處的深灰色黏性土層中，出

土牛稠子文化的遺物，主要是

零星的橙紅色繩紋陶片，可能

是沖積散布的結果，年代在距

今4500年至3500年之間。

生態遺留與骨器
在魚寮遺址的貝塚中，有大

量的貝殼，也混雜了一些獸

骨、鳥骨、魚骨，都是當時人

的食餘，有些獸骨經過火燒或

破碎成小塊。

（一）貝類

魚寮遺址出土的貝殼，由本

館動物學組李淑娟小姐協助鑑

定，貝殼參見表一。其中以血

蚶（圖1）、大牡蠣（圖2）數量

最多，其他貝類所占的比率較

低。

（二）動物骨骸

魚寮遺址出土的哺乳動物和

鳥類的骨骼由本館動物學組陳

彥君小姐協助鑑定。

1.哺乳類動物

（1）梅花鹿

魚寮遺址出土的鹿骨（圖 3）

數量較多，根據殘骨，較難確

定是梅花鹿或是水鹿。但若以

棲地來看，梅花鹿原來分布在

台灣全島低海拔平原和丘陵

地，大致生活在海拔3 0 0公尺以

下；而水鹿生長於較高海拔的

環境中，目前主要居住在海拔

1 0 0 0公尺以上的山區。由魚寮

遺址的位置來看，史前時代居民

所獵捕的鹿，以梅花鹿的可能性

較大。

（2）野豬

魚寮遺址出土的豬骨數量較

多，應為台灣野豬。台灣野豬目

前分布在海拔 3 0 0 0公尺以下未

被開發的山林中，甚至在許多低

海拔地區，野豬會越過林地到農

耕地上覓食，除雪山和中央山脈

各山系之外，陽明山、東部海岸

山脈、墾丁地區都還有族群分

布。從殘骨及牙齒看來，魚寮遺

址出土的部分豬隻，死亡時尚未

成年。

（3）食蟹

食蟹 又名棕簑貓（圖 4），

目前在台灣海拔2 0 0至2 6 0 0公尺

間的溪谷，可能會有牠們的蹤

跡，但以海拔 1 0 0 0公尺以下，

溪水清澈、蝦蟹豐富、岸邊林相

未被破壞的地區數量較多。魚寮

遺址出土的食蟹 骨骸雖然只辨

認出 2件，但包括 1件相當完整

的頭骨與1件右側下顎骨，從出

土位置看來，應該屬於同一個

體。

（4）狗獾（圖5）

在台灣動物學史上，以往並沒

有捕獲狗獾的紀錄。陳彥君小姐

從人類學組考古發掘出土的獸骨

中，多次發現狗獾的骨骸。在魚

寮遺址出土的獸骨中，辨認出 1

件狗獾的左側下頜，帶有 2顆臼

齒。

《中國經濟動物誌—獸類》一

書，對狗獾的描述如下：

「狗獾在鼬科獸類中是較大的

種類，體重約 1 0公斤，體長約

0 . 5公尺。身體肥大，鼻端尖，

有軟骨質的鼻墊，鼻墊與上唇間

被毛，耳短，眼小。頸部粗短。

尾較短，四肢粗壯，前後足的趾

均具強有力的棕黑色爪，前足的

爪比後足的爪長。⋯⋯棲息於森

林、山坡的灌叢、田野、墳墓荒

地以及湖泊、河、溪旁邊，挖洞

而居，洞多挖於人 罕到的地

方。」

2.鳥類

魚寮遺址出土的鳥類骨骸只有

2件，而其中能夠辨認的只有 1

件，為環頸雉的右橈骨遠端（圖

6）。

3.魚類

魚寮遺址出土的魚骨（圖 7、

8）數量不少，但因以魚骨辨認

物種的難度較高，目前尚未得知

所屬魚種。

（三）骨器

魚寮遺址出土的骨器，主要是

以魚類脊椎骨製造而成的骨珠，

共發現 2 4粒，其中中央有帶穿

孔的1 7粒，沒有穿孔的 7粒，直

徑在4 . 6公釐至 3 3公釐之間，尺

寸差別很大（圖9）。　　

古環境復原
根據考古發掘的成果，可以簡

單復原史前時代魚寮遺址的古環

境和居民的生活情形。

大約距今 4 5 0 0至3 5 0 0年間，

魚寮遺址所在地，有一個史前聚

落，屬於台灣新石器時代中期的

文化，居民製造橙紅色且表面帶

有拍印繩紋的陶罐，所使用的石

器，材料為橄欖石玄武岩，是從

澎湖取得的。他們可能種植稻米

及小米為主食，並輔以狩獵和捕

魚。但由於發現的遺物數量很

少，所以我們對他們的生活情形

所知不多。

距今約 2 0 0 0年前，魚寮遺址

上建立了另一個聚落，屬於台灣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根據出

土的大量海貝與大型魚類的骨

骸可知，雖然魚寮遺址現在距

離最近的海邊已有 2 0公里以

上，但在史前時代，這個聚落

可能是在溪流的出海口或潟湖

沿岸，捕魚和採貝是當時日常

的生業活動。

從出土的大量磨製石鋤和石

刀來判斷，種植稻米與小米，

是當時居民的主要生業方式。

石錛是木材加工的工具，可以

用來製造房屋、船隻與各種生

活用具，所以在遺址附近，當

時可能還有相當繁盛的森林。

為了製造石器，史前居民必須

走上相當遠的距離，到北港溪

或其他大河的河床上挑選石

材，再以石鎚和砥石加工製

造。其中最特別的是玉玦耳

飾，玉材產於花蓮縣豐田鄉，

應是成品交易進入魚寮遺址。

狩獵也是當時重要的生業活

動之一，獵具是標槍和弓箭，

前端裝有磨製的石矛頭與石箭

頭。遺址附近數量最多的大型

哺乳類動物是梅花鹿，為居民

的主要獵捕目標，其次是野

豬。食蟹 現在僅見於山區及

丘陵，但兩千年前在離海岸不

遠的平原地區，竟也可以看見

牠的蹤跡。狗獾性喜棲息於森

林、山坡的灌叢、田野、荒地

以及湖泊、河、溪旁邊，挖洞

而居，洞多挖於人 罕到的地

方，史前居民捕殺狗獾，可能

主要是為了牠的毛皮。自從漢

人大量移民台灣，大規模開闢

田地，破壞狗獾棲息地的生態

環境，使台灣的狗獾大概在

兩、三百年前，就已經滅絕

了。我們也可以由此推測，台

灣在過去4 0 0年間滅絕的物種，

可能不在少數，還有賴動物考

古學者的研究。

魚寮遺址的古環境魚寮遺址的古環境

表一、魚寮遺址出土的貝類

圖4.食蟹 頭骨 圖5.狗獾下顎 圖6.環頸雉橈骨

圖1.血蚶 圖2.大牡蠣 圖3.鹿臼齒

圖7.魚脊椎骨 圖8.魚骨 圖9.魚骨珠

生 長 環 境

依據文獻記載，曾盛產於台灣西部內灣河

口，但已近乎滅絕，現只偶見於台北淡水

河中。

棲息於台灣西南沿海半淡鹹水至低潮帶。

產於台灣海峽的淺海泥底。

產於台灣海峽的淺海砂底。

產於台灣海峽的淺海砂底。

產於台灣西南部溪流中。

生長於台灣全島溪流或池塘中。

生長於紅樹林沼澤或泥灘。

學 名

Batissa subsulcata (Clessin)

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

Anadara granosa (Linnaeeus)

Meretrix lusoria (Roeding)

Cyclina sinensis (Gmelin)

Thiara torulosa (Bruguiere)

Sinotaia quadrata (Benson)

Ellobium aurismidae (Linnaeeus)

中文名稱

大蜆

大牡蠣

血蚶

文蛤

環文蛤

結節蜷

石田螺

大耳螺

類別

雙

殼

綱

腹

足

綱

新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