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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審查意見回覆表 

灣港南遺址、道爺遺址發掘成果報告專案及第四期考古遺址發掘及監測計畫 

發掘成果報告聯席審查會議 

102.12.03 

一、臧委員振華 

委員意見 回覆 

1.道爺遺址原被規畫為「生態保存區」，如

今再度進行搶救發掘，報告中所述說之理

由似有不足。 

已增加說明於 P.1。 

2.文中之文字錯誤仍多，如 27 頁葬姿一段

「疑於生前有加以裹覆。」，「生前」一詞

是否有誤?89 頁第 2 行「極留」應為「遺

留」之誤。 

已勉力更正。 

3.表號、插圖號與圖版號與實際號碼不

符，如 100 頁圖 13。 

已更正。 

4.引用外部資料應註名來源。 已增加。 

5.對各類出土遺物之描述仍嫌粗略，應增

加更詳細之資料。 

已增加於遺物描述。 

6.113 頁「直筒型」紡輪是紡輪?還是網墜? 由重量上考量，認為仍以紡輪為宜。 

7.124 頁 Oryza sativa javonica ，應為

javanica。 

已更正。 

8.搶救發掘報告應以資料之紀錄及呈現為

主，可不必作過多之推論及解釋。 

敬悉。 

二、林委員志興 

1.報告的格式、內容基本上可以接受，惟

應先修正不少錯字、不能對應的圖表關

係，以及圖表符號、代碼應用之說明，

以使閱讀能更加順暢。 

 

已勉力更正。 

2.文獻資料引用有( )-例道爺之 27 頁，但

無內容情形，並有前引後書目未列，書

目列，但前無引的情形，建議重新校

對。 

已勉力更正。 

3.頁 22 之圖表與文字說明有明顯不符

合，文字中說「並未發現出現鈣質結

核」，但圖表中卻有「鈣質結核明顯」，

為何? 

圖表中為灣港南與道爺遺址地層之

比對，灣港南遺址見鈣質結核，但道

爺遺址未見。 

4.頁 156-199 圖表抬頭有代號，不知代號 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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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為何?有些圖有代號，有些圖無代

號，為何? 

5.器物說明多用整理過的清晰照片，為何

人骨部分多用田野出土尚未完整清理

的照片? 

已更正。 

三、何委員傳坤（書面意見） 

1.本報告缺前言及執行方法。 已補述於發掘緣起與標本分析中。 

2.生計模式中「畜牧」改為「動物馴養」。 已更正。 

3.聚落型態資料不全。 已增補資料。 

4.頁 127(五)藝術最後一行「鳥形狀器及

穿孔龜版有可能即是響器」值得三思。 

敬悉。 

5.頁124文化內涵及類緣比較內容與資料

有出入。 

已更正。 

6.頁 127 後加結論及建議。 已增加於餘論一章中。 

7.道爺遺址文化遺物欠統計表及分類描

述。 

已增補。 

8.報告欠缺分析方法及分析步驟。 相關之整理分析流程，請參見標本整

理與分析。 

9.本報告修正後通過。 敬悉。 

四、陳委員有貝  

1.本報告性質為契約成果說明，而非文資

法所規定之考古發掘報告。 
敬悉。 

2.提醒主管單位、委託單位、執行單位須

注意：據法律規定發掘結束後三年內應

提正式發掘報告。 

敬悉。 

3.請提供各坑層出土資料。 可參考遺物清單與發掘記錄。於正式

報告中將附帶各式記錄光碟。 

4.請對各章節多加補充。 已增補。 

5.針對各重要遺物、現象，請儘量提供出

土脈絡資料。 
已增補。請參見灰坑記錄表與墓葬記

錄表。未來也將於正式發掘報告中附

加於光碟資料中。 

6.整體而言，應加強基本資料的呈現。 敬悉。 

五、陳委員光祖 

1.報告中多處出現編輯未完成或疏忽的

錯誤，包括文字重覆、圖版、表、圖序

錯誤、錯字、贅字等，應仔細校正。 

已勉力修正。 

2.報告中對許多資訊交待不清，如灰坑土

壤篩洗是就那坑量多少，圖版中的器物

編號對應，「陶貝塚堆」的內涵物。 

已勉力增補。 

3.報告中有許多文字不僅描述現象，也大

都就其成因表示意見，建議要有相對研

究或更多說明。 

敬悉。 

4.體質鑑定建議另成附錄，而在正文刊出 已增補於附錄四：墓葬記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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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墓葬的基本資料(照片、繪圖、隨

葬品資料描述等)。 

5.灰坑號與圖版請對應，器物描述與圖亦

應對應。 

已增補於附錄五：灰坑記錄表中。 

六、陳委員維鈞 

1.報告內有關年代應前後一致，有時用民

國，有時用西元，應避免。 
為求行文之流暢，一段期間的研究史

乃用西元紀年方式表達，並無礙於年

代認知的混淆。 

2.第 7 頁指出當時以挖土機進行鑽探，這

是如何進行的? 
亦即槽溝鑽探方式。 

3. 最後搶救之面積是多少 ? 第 9 頁

9,200-9,912m2，第 11 頁 10,000m2，第

12 頁 10,964m2 ， 實 際 挖 掘 是

10,964m2，文中敘述應補充。 

道爺遺址二次發掘面積共計 10964

平方公尺。 

4.應提供文化遺物各坑層出土資料，各灰

坑、溝渠之出土內涵物是否有無應說明

或提供，自然遺物與墓葬之鑑定者應提

供，以示負責。 

大型發掘之遺物坑層資料相當於遺

物清冊，為發掘之附件，非報告主

體，且已交由主管機關，未來於正式

報告會一併附於光碟資料中。 

所有遺物之分類與鑑定，由計畫主持

人與本單位工作人員共同合作完

成，由計畫主持人負全責。 

5.文化遺物一章，錯置情況嚴重，或僅有

標題，沒有內容。 
已更正。 

6.有關文化內涵，此遺址為鞍子期，但聚

落格局卻以蔦松期來說明。 
已更正。 

7.報告中，出現多數的錯字、重覆、缺漏，

圖版與文中敘述錯置嚴重。 
已勉力更正。 

七、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1. 建議應有遺址的分布範圍、文化層

厚度、保存狀態、文化內涵。 

敬悉。 

2. 選擇一定數量的探坑作地質與文

化層內涵的詳細敘述，含照片及界

牆圖。 

因遺址自然地層單純並不複雜，故未

選擇不同探坑表示。 

3. 墓葬(如果有的話)，應作墓葬登錄

表(包含壙穴、葬具、葬姿、保存

狀態、陪葬品、墓葬叢集.....) 

請參見附錄四：墓葬記錄表 

4. 灰坑、水井、柱洞等各種現象的統

計、測量資料、平面圖。 

坑記錄表已增補於附錄五。 

5. 出土遺物的分類、統計、屬性描述

及測量、其他科學分析、照片及針

筆圖。 

已就內文分析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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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能的話，所有探坑逐層的遺物統

計表。 

遺物坑層資料請見遺物清冊。 

7. 目錄，「肆、圖版次」，自編號

72 跳號，圖版 73~144 均需遞減 1

號才與內文圖版號次相對。 

已更正。 

8. P6，（二）地形景觀，末行「僅

於地表下 3.7~3.9 公尺間夾一厚約

20 公分，粒徑較粗之壤土薄層，

而道爺遺址及未於此一地層之頂

部。」但 P11，2.前置作業，「道

爺遺址蔦松文化層埋藏於原地表

下 1.2 公尺左右」；對文化層埋藏

深度敘述有差異? 

本段文字乃指「至 1.2 公尺左右則粒

徑中數值急劇趨小、土質轉變為坋質

壤土….而道爺遺址即位於此一地層

之頂部。」。 

9. P19，圖版 16 請加比例尺。 已更正。 

10. P23，表 25 之註 1:星號分別代表

含量>1%、3%、5%；”有”代表

<<1%，請更正敘述內容。 

已更正。 

11. 伍、現象綜述，一、墓葬，出土墓

葬 31 具，內文針對埋葬行為及體

質病理特徵可見深入探討，但報告

內文未見有完整墓葬登錄表，請在

內文或附錄加以補充，並請納入出

土遺物清冊；並請補充墓葬分布

圖。 

請參見附錄四：墓葬記錄表。 

12. P27，末行有一空白（）? 已更正。 

13. P79，二、垃圾型灰坑，首行中（錯

誤！找不到參照來源。）請刪除。

下方表 5 標題多了一個：，請刪除。 

已更正。 

14. 有關垃圾型及井式灰坑現象，應補

充灰坑界牆剖面圖，並擇要進行灰

坑形式及遺物內容之詳細敘述。 

請參見附錄五：灰坑現象記錄表。 

15. 陸、自然遺物，請於敘述中補充各

類自然遺物之照片。 

已增補。 

16. 柒、文化遺物，P100~103，一、

石質標本與二、骨角牙質標本之章

節錯亂，請修正。內文未交代骨角

牙質標本之尖器、魚卡子、雙刃

器、……等各類標本之具體數量，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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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補充照片說明。雙刃器一項，

P102 內文中僅列 1 件，但附錄圖

版卻列有 2 件？ 

17. 03~105 多處標點符號疏漏及錯

字，請修正。 

已修正。 

18. P103~122，三、陶質遺物，僅敘

述各類遺物（容器、紡輪、陶環、

鳥頭狀器）之形式、質地、製作，

未說明各類遺物之出土件數及相

關測量屬性。請補充相關資料並進

行統計分析。 

已進行屬性與量測相關統計。 

19. P119，末行文句未完成。 已更正。 

20. P122~123，四、金屬質標本及五、

玻璃質標本請補充件數、測量屬性

及出土脈絡之敘述。 

已增補。 

21. P127，「揉曲」、「楺曲」用詞

請斟酌確認。 

敬悉。 

22. 從各區探方（Square）中抽樣選擇

探坑（pit）作土質土色及內涵物

詳述。 

因發掘區地層相對單純，因此未做其

它抽樣說明。 

23. 可以的話，將各坑發掘層位及出土

遺物數量列表呈現，納入附錄。 

可參見標本清冊。 

24. 遺物清冊應依 P17 內文所列標本

整理分析之「屬性記錄及分析」進

行各項測量及非測量屬性判讀記

錄。 

遺物清冊乃針對標本管理而設計，已

針對各分類項目提出，至於各量測記

錄與非測量屬性判謮已屬研究分

析，並非同一目的。 

八、本局建管組 

1.請發掘單位就發掘緣起、背景資料詳細

補充說明，並補充相關證明文件。 
已補充。 

2.報告書中之圖、表、參考資料等應詳加

標註。 

已更正。 

3.報告中的年份標註，應統一為西元或民

國。 

已更正。 

4.內文應增加出土文物的基本統計表與

相關說明。 

於遺物分析中已補充相關資料。 

5.遺址發掘至黏壤土帶後，未說明最終發

掘的深度。 

各坑依現象深度處理，並未有統一之

結束深度。 

6.應增加「檢討與建議」一章。 已增加於餘論一章中。 

7.應增加「出土遺物編錄名冊」。 造具遺物清冊與發掘記錄影本為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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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8 條之

規定。 

8.應增加成果報告書「摘要」，建議以中、

英文版呈現。 

敬悉。將於正式發掘報告中 

9.有關成果報告書之內涵與完整性，請詳

予審視校對。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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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覆表（二） 

灣港南遺址、道爺遺址發掘成果報告專案及第四期考古遺址發掘及監測計畫發掘成果報

告聯席審查會議 

103.10.30 

一、臧委員振華 

委員意見 回覆 

■ 修正後通過  

1.本報告共四大冊，第一冊為報告本文，第二

冊墓葬資料表，第三冊為標本統計表，第四冊

為圖版。形式上已經完成了搶救成果的報告。 

敬悉。 

2.前次審查意見，本人曾詢問將生態保存區變

更為搶救發掘之理由，回覆說明：「已增加說

明於 P. 1。」但閱讀其內容，雖獲主管機關之

同意，但所陳述的理由，仍然牽強。 

在道爺遺址、木柵遺址保存以及環

三用地規畫間取得平衡是當初所考

量重點，且在生態保存區挪至新環

三用地，道爺和木柵遺址需搶救的

範圍縮小，可保存的範圍增加，因

此雖然變更，但實際上卻是有更大

的文化資產保存的積極作為。補充

內容請參見 p.6，並增加。 

3.本報告雖份量甚大，但是內容仍嫌粗糙，細

部地方，有待修改之處仍多，例如： 

(1) 3 頁， 圖 2，圖例缺道爺遺址之圖例。 

(2) 9 頁，各段落用註位置不佳。（有的有，

有的無） 

(3) 30、31 頁，植物之標號應為 II，岩石土

壤應為 III。 

(4) 33 頁，圖 15 之引用來源？ 

(5) 71 頁，圖例不見於圖中。 

(6) 73 頁，表 6 中紅色數字意義未見說明？ 

(7) 77 頁，教育推廣標題之標號應為四。 

(8) 77 頁，5 行「現場實習時間為」後漏字。 

(9) 78 頁，標題號應為五。 

(10) 78 頁，（一）資料部分，應為：紀錄資

料部分。 

(11) 81 頁，地層堆積部分，應有線繪說明圖。

圖版 27~29 無法清楚表示。關於地層之描述

1. 已修正。 

2. 已修正。 

3. 已修正。 

4. 已於文中說明引文出處 

5. 已修正 

6. 已於表 6 加註 

7. 已修正。 

8. 已修正。 

9. 已修正。 

10. 已修正。 

11. 已修正圖版標示。已刪除文化

層名稱。 

12. 內文已再進一步說明。圖例為

道爺遺址與灣港南遺址同一海拔高

度土質之比較。原圖 24 仍呼應內文

的解釋。 

13. 已增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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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二蔦松期」及「蔦松文化層」等名詞，

應妥為斟酌。 

(12) 85 頁，8 行，說：「本剖面並未發現附近

其它遺址常出現之鈣質結核」，但是圖 24 並

未能呼應，且說明不清楚。 

(13) 88 頁，在地層之說明中未清楚說明為何

此處標題用「鞍子類型時期」？ 

(14) 91 頁，圖 25，深度沒有測量單位。表 10，

壙穴軸向？ 

(15) 92 頁，表 11，頭向，皆為正北？ 

(16) 107 頁，不同形式灰坑之內容，說明不清。 

(17) 103 頁，表 14，灰坑面積應為灰坑口部面

積。 

(18) 113 頁，表 17，稻米之分類依據為何？ 

(19) 115 頁，表 19 中紅色數字意義？ 

(20) 181 頁，魚寮類型內容雖少，但報告不足。 

(21) 187 頁，說豬可能是家養，但是 118 頁說

豬骨屬於野豬。矛盾。 

(22) 194 頁，「祖源討論」，不妥，與其內容，

不搭。 

(23) 205 頁以後，餘論之內容還有需再斟酌之

處。 

14. 已增加說明，壙穴軸向已修正。 

15. 頭向幾乎朝北。 

16. 已增加說明。 

17. 已修正。 

18. 已增加備註與說明。 

19. 已修正 

20. 已增加內文與圖例。 

21. 已增加說明。二者同為野豬屬

Sus scrofa 

22. 已刪除，將於發掘報告中提出

細部討論。 

23. 已修改為結論與建議 

4.總之，本報告需要斟酌與改善之處仍所在多

有，作為結案報告，尚可接受通過，日後正式

出版，仍須大量修改與補充。 

敬悉。 

二、林委員志興 

■ 修正後通過  

本案總合來看，我有以下文件編輯及內容二大

方面的建議： 

1.文件編輯方面： 

(1) 約 70 頁以後，目錄、表目錄、圖目錄均

跑位了，資料檢索與對應困難，請重新檢查調

整。 

(2) 表格、圖樣的表示方式，有以下的問題，

請修正： 

(a) 部份表件沒有表示表頭(例如頁 156

及 200 之表)。 

(b) 部份圖示說明不清楚(例如頁 76 圖

23 之顏色使用沒有說明)。 

1. 已修正。 

2. a:已修正。 

b:已修正。 

c:已修正。 

d：已修正。 

e：圖與圖版因橫式與直式版面配置

不同，而有相應標題版面呈現之不

同。 

3. 已修正 

4.  

a.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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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的圖示使用的標示沒有意義。例

如圖 21 之圖例說明，其實圖中並不用到。 

(d) 有些圖示未對應，或錯誤。例如頁

122 圖 36 似應為圖 29。 

(e) 有些橫置圖表文字呈現倒置或橫置

狀態(例如頁 68 及頁 95)，為利閱讀可否調整。 

(3) 總目錄與附件目錄之間的關聯表示，請再

思考層次更清楚，索引更便捷的方式，以加強

互相之間的索引功能與與內容連結性。單獨成

冊者(不含在第一冊中之附件)，總目錄中是否

應標示冊號。另外，別冊附錄目次，是否分三

個層次為宜：第一頁表示「表目次」及「附圖

目次」即可；第二頁才列「表目次」之各表，

否則直接接在附圖目次之下，引起困惑。 

(4) 書引與參考書目之間不對連。大約有以下

的狀況： 

(a) 文中有引，卻不見於參考文獻之

中。(例如頁 41) 

(b) 文中與參考文獻中表示的年代不一

致。(例如頁 42) 

(c) 文中出現了（）但未填內容，似有

書引未寫。(例如頁 67 及頁 133) 

(d) 同一作者同年代著作，引用時應再

區分 ab 序號。 

(e) 頁 212 參考文獻中，多出一行重覆

多餘的字行。 

(5) 編輯跨頁跑位現象。如頁 163-164 文字斷

裂不銜接，造成不需要的空白頁。其他亦出現

在頁 84－85；頁 85-86；頁 98-99。 

(6) 頁 131 出現自動連結失效的錯誤訊息。 

2.內容方面的請教： 

(1) 文中多處提及教傳「甘治士」和「干治

士」，似為同一人，譯名是否可以統一。 

(2) 年代表示是否一致化，或使用西元，或使

用民國，或兩者並陳，以()表示，相互參照參。 

(3) 頁 77 頁教育推廣內容似與發掘報告無

關，是否需要置入，請參考。 

(4) 敘述發掘物，特別是石器時，是否是能與

1. 已修正。 

2. 已修正。 

3. 因為工作成果報告，推廣教育

為田野工作當中同時進行的項目，

故仍置於報告中。 

4. 已增修。 

5. 在南科園區大坌坑文化階段的

南關里與南關里東遺址、牛稠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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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錄多加連結，文中說明可增加指引與附

圖版或附圖之間的關聯與索引。例如頁

123-124 均未與實際圖像資料索引連結 ;頁

128-129 雖於文中附圖，但無文字連結表示。 

(5) 頁 32 提及原住民相關史料時，提及農耕

時，引諸文獻顯示農業以稻作為主，未敘及小

米？頁 186 敘及鞍子類型文化內涵的農業

時，亦多見稻米證據，而少見有關小米的資

料。有鑒於現生原住民均以小米為主糧，然台

南地區的民族誌史料與考古學資料卻似乎顯

示小米並不顯著，此一現象可能有発展理論的

重要性，似可進一步探討與發展。 

 

化類型的右先方遺址確曾有相當之

小米遺留，大湖文化階段的遺址植

物遺留不多，以稻米與薏苡為主，

似乎直到蔦松文化階段都維持這種

情況。小米缺如的情形究竟代表何

種意義以及與現在台灣原住民生業

型態間的關係，確實是個重要的課

題。 

三、何委員傳坤（書面意見） 

■ 修正後通過 

 
1.本人因公司指派出差，不克出席，以書面審

查。 
敬悉。 

2.本研究之成果報告各章節建議撰寫人名

單，以俾負文責。 

本成果報告初稿由協同主持人負責

撰寫，爾後因工作委任，由庶谷文

創事業有限公司考古部門同仁增

修，文責由計畫主持人與全體工作

人員共同承擔。 

3.頁 94 的墓葬人骨體質人類學研究分析不夠

深入將影響頁 194 的祖源討論，建議增加初步

的類緣比較討論。 

體質人類學分析與祖源討論的詳細

分析研究並非成果報告的形式所能

完全表現的。對執行者來說提出一

個初步的分析結果以及討論是比較

能執行的。 

4.頁 204 的(二)文化要素分布比較只有 I.紅褐

色/灰黑陶消長，似乎缺幾頁的內文比較，必

須補全。 

考慮內文分析仍不夠周詳，先予以

刪除，將於考古發掘報告專冊再予

以分析討論。 

5.頁 205 的餘論內容不夠充實，並缺對該遺址

未來規劃及監管的具體建議。 
已修正。 

6.頁191的宗教禮俗一節內容中生命禮儀內容

只重描述，但無推論的參考資料。藝術一節與

樂舞只能類比但無法驗證。 

已增修。 

四、蘇委員振綱 

■ 修正後通過  

1.道爺遺址於南科園區遺址群中，所獨具之特

色，建議簡要於摘要中呈現。 
已增加。 

2.頁碼編修有誤，宜請更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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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陳委員瑞環 

■ 修正後通過  

1.文字編排及頁碼，仍請校正。 已修正。 

2.已有結論，建請補充該土地後續使用之提醒

事項，包括法規面、工程面及管理面供南科管

理局參考。 

已增加。 

3.摘要部分，請分為一般民眾及專業報告不同

對象。 
已增加。 

四、陳委員有貝  

1.關於對前次審查意見之回覆，部分使用「敬

悉」一詞，此是否表示僅為「了解」但並不一

定「遵循」。請用白話字眼確認說明。 
表達了解之意。 

2.文字誤植，編排錯誤不少，請再更正。 已修正。 

3.C14 僅測定 5 件，請說明原因。 

原測定結果與南科園區各鞍子期年

代相當一致，本次發掘鞍子期標本

並沒有特別之處，故挑選 5 件碳十

四樣本做為比對。 

4.應提供墓葬之分布圖。 已增加。 

5.全文頗強調地質、土壤等分析，相對上極缺

乏對考古成果的說明。例如出土了很多動植物

標本及陶片，但介紹極為簡單。尤其陶片共數

十萬件，但僅有少數文字描述。 

淺見認為已經重點描述遺物型制與

製作工藝，未來發掘報告將分章詳

述。 

6.魚卡子的認定恐怕有誤。 感謝 委員意見，已增加說明。 

7.若干分類方法獨樹一格，如石質標本的分類

為有刃工具、無刃工具、製造工具與其他，邏

輯上很怪。 

石器分類的依據參考李濟先生 1952

年《殷墟有刃石器圖說》。區分有刃

工具與無刃工具除刃部有無，尚與

其使用於生業行為之區分有關。製

作工具雖屬無刃石器，但因與生業

應用無關，屬於製作石器的工具，

另將其獨立成一類。 

8.制定了很多章節，但多僅重標題，實質內容

卻稀少。如空間分析、其他遺留、生計行為…

等等。例如 190 頁的「家戶成員」，僅有一句，

亦不知所據為何? 

已修正。標題章節之區分原為歸納

整理初步整理資料陳現，今又再簡

化，詳細分析將於考古發掘報告中

分章完成。 

9.應將各坑層基本資料整理後呈現，不能要讀

者自己找發掘紀錄，未來正式報告也應在紙本

報告中納入經過整理後的資料，而非僅是將每

筆資料放在光碟中。以上，請修正。 

淺見以為每位研究者都有其想呈現

的基本資料，但以何呈現方式，則

因研究的旨趣不盡相同。考古報告

中的坑層基本資料要以何種整理方

式呈現，看似基本，但也與研究者

想要陳現什麼樣的研究結果相關。

而且每位閱覽者想要的資料並不相

同，大型發掘案的坑層基本資料整

理也可能流於鎖碎，並且太佔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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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不見得優於以光碟附錄的方

式陳現，令各閱覽者依其所好檢

索。如果學界對此已有一既定的共

識與作法，未來當比照辦理。 

五、陳委員光祖 

1.本次發掘僅達 60%左右，其餘受工程影響之

遺址範圍如何處理，應加說明。 

 

已補充說明。 

2.此次發掘超過一萬平方米，出土資料卻十分

少。 

若指整理資料少，未來正式報告將

分章陸續增補。 

3.各處灰坑土壤是否經過篩、洗，應予說明。

灰坑資料狀況在本文亦應有所敘述。 

皆經篩洗。 

已補充 

4.所謂垃圾型灰坑有 168 處(表 14)，附錄三列

出 166 處，另 2 處資料請補充，另所謂井式灰

坑在附錄三未見。 

已修正。 

5.動物遺存中各種動物的鑑定是否肯定，對於

一些較少見的獸骨，其鑑定請列出圖與依據。

另除豬外，其他動物的 MNI 是否可定。又豬

個件數為 690 是否肯定。 

已增加與修正。 

6.文化遺物的數量未列者，請皆補足。 已增加。 

7.報告第一冊有許多編輯上的錯誤，請仔細修

正。 

 

已修正。 

8.本報告有許多未完成的句子，以及沒有論述

的斷語，請確實補充。 

已修正。報告中的推論除了遺址出

土資料也與個人從事台灣考古以來

的經驗有關，或許推論在學術研究

上不夠嚴謹，但此畢竟不是學術論

文發表，作為工作成果報告，淺見

認為一一補充論述並非必要。有興

趣者倒可以依據其質疑，做進一步

的研究或批判。 

9.魚寮類型資料仍需詳細報告。 已增加。 

10.報告第壹拾章，有太多需要資料佐證的論

述，請提供完整的證據與論述。 

做為一份成果報告，完整的論述與

證據推衍並非其目的，本報告嚐試

提出整理過程中所觀察到的一些現

象，淺見認為無礙成果報告的內容

與格式，更不致引起閱眾的誤解。

餘與 8 意見回覆相同。 

11.頁 200 開始的(一)分區說明，並無後續延伸

論述。 

已刪除，將留在未來整體討論南部

地區蔦松文化之演變研究主題時一

併討論。 

12.墓葬請另各別描述並提供隨葬品討論。 請參見附錄四。 

13.形制或型制請統一。 已修正。 

14.頁 156-163 的表無表序與名，其中的欄位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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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略說明。 

六、陳委員維鈞 

1.報告中，錯字、缺漏、格式、排版等，仍有

多處錯誤或未完成部分，尤其是第一冊後面的

章節，應確實修正。 

已修正。 

2.西南部平原考古工作回顧，第 58-61 頁，期

別有誤，最後一期，亦即 1990-2012，似乎尚

未完成。 

分期為研究者的詮釋，若有不同見

解，請委員 斧正。 

最後一期已再增補說明。 

3.第 89 頁，年代範圍應該落在 1800~1300 年

前，並非 1600~1300 年前。 
已修正 

5. 1.第 90-98 頁，墓葬都出現在 B0、C0、

D0、F0、G0 東西向的軸線上，是否與這些區

域是全面搶救的緣故，以致於被發現。由於這

條軸線的北側並未全面搶救，很可惜已不能被

驗證。 

2. 第 93 頁，陪葬品第 8 類，刻劃骨飾，

未見於表 12，第 9 類紡輪出土與表 12 不同，

第 10 類鐵質遺物也未見於表 12。表 12 為陪

葬品種類統計表，但 D0-B2 的箭鏃為外傷殘

留在體內，與一般之陪葬品定義有別，應註

明。 

3. 另外，第 97 頁之空間分布模式的資料

不全，應補全。 

4. 第 98 頁，道爺遺址並無複體葬，墓葬

叢集並非複體葬，應修正。所有陪葬品應提供

圖版或繪圖。 

1. 可以反過來說，因為遺留與遺

跡現象幾乎都分伂在南側，為了解

各式現象分佈，因此形成南邊的探

坑變成全面搶救的情形。北側為原

鑽探所知遺址北界，發掘過程也顯

示遺留和遺跡稀疏或無，因此，北

側除了為了解魚寮期遺物的分佈現

象，其餘探坑仍舊維持抽樣比例，

其抽樣結果對空間分佈的解釋仍具

代表意義。 

2. 已修正。 

3. 為排版錯誤所造成資料不連

續。 

4. 已更正。 

5. 已更正。 

5.表 14、表 15 灰坑面積的單位應註明，亦請

說明如何計算面積。 
由電腦繪圖後，軟體自動計算。 

6.期末報告應以敘述出土遺物、遺跡、生態遺

留、地層堆積情形等，不宜過度以憶測的敘述

來說明未經驗證的資料。例如：家域空間的推

測，易造成資訊的混淆。例如第 190 頁墓葬集

叢之數量並不等同於家戶成員。 

已修正。 

7.各類生態遺留在空間分布上的資料，應在報

告中呈現。表 21，爬蟲類種屬部位統計表，

部位皆以英文表示，應有中文說明。 

已修正。 

8.文化遺物的敘述，如石質、骨角質、牙質、

陶質等，應提供表格、註明各坑層出土的狀

況、器物類型的代表器物，並應以圖版或繪圖

表示。 

已增加。 

七、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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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報告應增加摘要說明。  

2.圖 4(頁 7)、圖 13(頁 23)，未標示南科園區

範圍；圖 21，圖例有誤；圖 35，請增加圖例

說明。 

已修正。 

3.圖版 49(頁 193)，模糊不清；頁 200，表格

無表名及表頭說明。 
為翻拍圖放大，已最佳化。 

4.頁 67. 69.7 7. 84. 98. 111. 113. 121. 133. 140. 

141. 163. 166. 172. 191. 198. 204，有缺漏及不

明空白，請確認修正。 

已修正。 

5.頁 103.113.115.130.131，有誤植及缺漏情

形，請確認修正。 
已修正。 

6.圖、圖版、表名，請接續於圖、圖版下及表

上，避免跳頁呈現。表格應加註表文內容的單

位及必要性之補充說明，有跨頁者，請重複表

頭列，並注意排版校正。 

已修正。 

7.請確認報告書件的標題、標號的排序及層級

關係。 
已修正。 

8.附錄一，缺漏發掘申請書。 已更改標題。 

9.附錄三，請注意表格文字排版編排。 已修正 

10.附錄四，圖版呈現請注意閱讀性。(圖版應

轉正、或轉向同一侧)。 

因圖版有直式與橫式，轉向同一側

則版面配置不同，會更加凌亂。 

11.附錄五，版面編排請注意整體一致性，如

相片ㄧ頁二張，資料表呈現於單數頁， 
已修正。 

12.附錄六，建議增加編號一欄。 編號與號數同，故未再增加。 

13.附錄八，表格請修正，並納入審核意見會

議名稱及日期。 
已修正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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