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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灣港南遺址及道爺遺址發掘申請書 
編號：                                       日期： 

申請單

位基本

資料 

單位名稱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代表人 董雅坋 
單位地址 台南縣新市鄉豐華村中心路2號B1 
聯絡電話 06-5894802 傳真 06-5892495 
計畫主持人 邱水金 職稱 研究員 
計畫聯絡人 朱正宜 職稱 主任 
E-mail chuchyi@gmail.com 

發掘地

點基本

資料 

遺址名稱 灣港南遺址、道爺遺址 

遺址現況 □疑似遺址 ■列冊遺址（編        ） 

□非特定遺址 □指定遺址（□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地點 

灣港南遺址： 經緯度：東經120˚15’58”、北緯25˚6’39” 
方格座標：E174830×2556745m 

道爺遺址： 經緯度：東經120˚15’53”、北緯23˚6’5” 
方格座標：E175500×2555500m 

灣港南遺址： 南科園區專33用地東北側。 
 台南縣善化鎮善科段177-0號 
道爺遺址： 南科園區新環3用地南側。 

地號：台南縣新市鄉新科段62-1號 

範圍描述 

灣港南遺址： 位於原南133道路兩側，現位於南科園區專33東
北側用地。 

道爺遺址： 於堤塘港、柑港匯流處東北側，範圍涵蓋南科
園區公15、變2、公7、新環3等用地。遺址北側
界約至現今西拉雅大道及其延伸線，東側近南
科南路，西、南兩側分別臨柑港及堤塘港。 

面積 灣港南遺址： 長寬約135×100公尺，面積約13,000平方公尺。 
道爺遺址： 長寬約725×450公尺，面積約180,000平方公尺。 

土地管理人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發掘目

的 
□教學研究□專題研究□工程計畫調查□政策性調查■搶救發掘 □其他 

連續性發掘：■否  是□ 
發掘方

法 □調查 □探勘 □試掘 ■發掘 (可複選) 

發掘 
時間 

計畫期程：99年7月29日至102年9月30日 
田野工作期程：99年9月1日至102年4月30日 

檢附文

件 
■發掘計畫書□土地所有人同意函 ■土地使用人或管理人同意函 ■調查或發掘

團隊資格證明文件 ■發掘地點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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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發掘資格條件資料表(計畫主持人) 

計 

畫 

主 

持 

人 

姓名 邱水金 身分證字號 G101549370 

住址 宜蘭縣羅東鎮南豪里8鄰興東南路41巷3號 

性別 □女    ■男 生日 民國36年12月25日 

職稱 研究員 所屬單位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

會-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論文專題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系  

    

    

經歷 

□一~三年 □三~五年 ■五年以上 

起訖時間 單位 職稱 工作內容 

2008~2009 
宜 蘭 縣

文化處 
計畫主

持人 

國立宜蘭大學綜合教學

大樓新建工程文化遺址

探坑調查、現場監看 

2006~2007 宜 蘭 縣

文化處 
計畫主

持人 

宜蘭縣「宜蘭農校遺址」

受宜蘭大學污水處理系

統工程影響部份搶救發

掘 

2001~2006 宜 蘭 縣

文化處 
協同主

持人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

址」搶救發掘 

1998~2002 
宜 蘭 縣

文化處 
協同主

持人 
宜蘭縣「丸山遺址」搶救

發掘整理 

研究

著作 

□無 □一~二篇 ■兩篇以上 
2001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及受北宜高速公路頭誠交流道匝道影響部 分

發掘研究報告。（與劉益昌、戴瑞春合著） 
2007 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1、2、3。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與陳有貝、李貞瑩合著) 
2008 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5、6。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與陳有貝、李貞瑩合著) 
2008 國立宜蘭大學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位置文化遺址探坑調查及

資料整理計畫報告。宜蘭：國立宜蘭大學(與李貞瑩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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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發掘資格條件資料表(機構資料表) 

專 

業 

人 

員 

姓名 朱正宜 身分證字號 A120311381 

職稱 主任 所屬單位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

會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專長 

■碩士 
比利時魯

汶大學 

東地中海考

古學 
田野考古、臺灣考古 

□博士    

姓名 鍾亦興 身分證字號 T120059006 

職稱 研究助理 所屬單位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

會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專長 

■碩士 
內布拉斯

加大學 
人類學 地景考古學 

□博士    

姓名 宋昱潔 身分證字號 O200009134 

職稱 研究助理 所屬單位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

會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專長 

■碩士 
國立臺灣

大學 

人類學研究

所 
金屬器分析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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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發掘資格條件資料表(出土遺物維護與研究) 

維護

場所 

地點：臺南縣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面積：282.76平方公尺 

主要設備(施)：防潮箱、冷藏櫃、冷凍櫃 

環境控制：全館空調 

維護

人員 

姓名 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張益生 典藏經理 化學分析 典藏庫管理 

潘常武 技正 古物修復、複製 古物修復、複製 

蔡佳輔 典藏人員 古物維護 典藏品管理 

    

    

整理 

研究 

地點 

地點：台南縣新市鄉樹谷園區中心路2號地下室（編號G1B16-1） 

面積：138.76平方公尺 

設施(備)：搖篩機、切片設備、偏光顯微鏡、解剖顯微鏡 

環境控制：全館空調 

典藏 

空間 

保全 

地點： 台南縣新市鄉樹谷園區中心路2號地下室（編號G1B16-2） 

台南縣新市鄉樹谷園區中心路2號1樓（編號G1B01-1）  

面積：291平方公尺 

主要設備(施)：防潮櫃、冷凍櫃、冷藏櫃 

環境控制：全館空調。 

駐衞警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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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掘計畫團隊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乃奇美集團為執

行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樹谷園區）環境回饋計畫所捐助成立之

專業考古組織。成立宗旨乃是鑑於南科地區考古遺址數量及密度在臺灣皆是

首屈一指，但開發的規模、速度也是其它地區望塵莫及，相關考古搶救工作

已佔用太多公部門正常政務的時間及人力，且整理、研究的人力也已非公部

門既有編制所能負擔，亟須民間之參與及協助。基於上述緣由，奇美集團轄

下之樹谷文化基金會乃依法規要求之標準，籌設民間考古中心，協助南考古

遺址之文化資產維護工作。 

中心於民國 97 年 8 月 1 日開始運作，現編制主任 1 名、研究人員 3 名，

以上人員皆為考古學專業人員，主要負責考古文化資產監管維護等相關工作；

另設典藏經理 1 名、典藏管理人負責典藏管理及古物保存維護工作。另因應

遺址巡查以及展示教育等，亦聘用具經驗之田野調查人員、翻模建模等技術

人員負責相關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工作。 

一、成員資料 
（一）計畫主持人： 

邱水金 

現職：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研究員 

學歷：  

1971 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畢業 

198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在職暑期進修班結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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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考古工作經歷 12 年 

1998~2002 宜蘭縣「丸山遺址」搶救發掘整理計畫協同主持人 

1999 南投縣「水蛙窟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計畫之協同研究 

1999 「宜蘭農校遺址」受宜蘭大學停車場工程影響範圍考古

挖掘工作 

2000~2001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受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匝道

影響部份發掘研究計畫參與研究 

2001~2006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協同主持人 

2006~2007 宜蘭縣「宜蘭農校遺址」受宜蘭大學污水處理系統工程

影響部份搶救發掘計畫計畫主持人 

2008~2009 國立宜蘭大學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文化遺址探坑調查、

現場監看計畫主持人 

2009~2010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規劃－頂埔遺址考古

發掘評估計畫主持人 

著作： 

1971 《埔里盆地巴宰族的生態環境》。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學士論文。 

1999 《水蛙窟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南投：南投縣政府（與劉益昌、郭素

 秋、戴瑞春、簡史朗合著） 

2000 《宜蘭縣丸山遺址搶救發掘資料整理計畫第一階段報告》。宜蘭：宜蘭

 縣政府（與劉益昌合著） 

2001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及受北宜高速公路頭誠交流道匝道影響部分發掘研究

 報告》。宜蘭：宜蘭縣政府（與劉益昌、戴瑞春合著） 

2002 《宜蘭縣丸山遺址搶救發掘資料整理計畫第二階段報告》。宜蘭：宜蘭

 縣政府（與劉益昌、戴瑞春合著） 

2002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始末簡報》。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與

 陳有貝、李子寧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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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第一階段資料整理計畫工作報告書》。宜蘭：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與陳有貝合著） 

2004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暨第二階段資料處理計畫工作報告

 書》。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與陳有貝合著） 

2005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第三階段資料整理計畫工作報告書》。宜蘭：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與陳有貝合著） 

2005 《淇武蘭遺址出土陶罐圖錄》。宜蘭：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金會出版(與 

 陳有貝、李貞瑩合編) 

2006 《淇樂陶陶─淇武蘭陶罐圖說》。宜蘭：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金會出版(與

 李貞瑩合著) 

2007 《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1、2、3》。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出版 

 (與陳有貝、李貞瑩合著) 

2008 《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5、6》。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出版 

 (與陳有貝、李貞瑩合著) 

2008 《國立宜蘭大學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位置文化遺址探坑調查及資料整理

 計畫報告》。宜蘭：國立宜蘭大學(與李貞瑩合著) 

2010 《頂埔遺址發掘評估》。臺中縣霧峰鄉：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二）協同主持人 

朱正宜 

現職：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比利時魯汶大學東地中海考古學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口試通過 

經歷： 

考古工作經驗 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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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07~1990.07 十三行遺址搶救計畫專任助理 

1992.09~1993.08 中南二高文化遺址調查計畫專任助理 

1993.08~1995.08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計畫專任助理 

1996.10~2008.07 南科考古遺址搶救計畫考古隊隊長 

2008.08~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主任 

著作： 

1990 《台東縣馬武窟溪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調查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93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規劃路線沿線文化遺址調查評估報告》。臺北市：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協同作者） 

1995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二年年度報告》。臺北市：內政部（協

  同作者） 

1996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三年年度報告》。臺北市：內政部（協

 同作者） 

2003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道爺遺址未劃入保存區部份搶救考古計劃期末報

 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協同作者） 

2004 《先民履跡》。臺南縣新營市：臺南縣政府。（協同作者） 

2006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三抱竹遺址烏山頭期社會之重建─一個社會考古學之

 實踐》。（博士論文，待定稿） 

2007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考古遺址搶救監測後續計劃期末報告》南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協同 作者） 

2009 《台南縣考古遺址普查計畫（第二期—溪南地區新市鄉、安定鄉、善化鎮）》 

2010 《新寮遺址搶救發掘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委託；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 

2010 《台南市水交社重劃區工程發現清代墓葬群緊急搶救調查與清理計畫成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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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同研究人員： 

I、鍾亦興 

現職：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研究助理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人類學系碩士 

美國亞歷桑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 

考古工作經驗 17 年 

1991-1992 台北市圓山遺址調查發掘 (助理/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992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 (助理/中國民族學會) 

1992    台北芝山岩遺址調查發掘(助理/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992-1993 臺東東河遺址搶救發掘 (助理/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996 南投武界舊社調查 (助理/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996-1997 雲林麥寮施厝寮遺址搶救發掘(專任助理/國立台灣大學人類

學系) 

1999 美國內布拉斯加Oglala國家公園考古植物學調查發掘 (助教/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 

1998 土耳其 Rough Cilicia 考古調查 (協同研究/美國內布拉斯加

大學, 普度大學, 布朗大學) 

2001 菲律賓 Mindoro Island 考古調查/北呂宋制陶工藝民族考古學

調查 (協同研究/美國亞歷桑納大學) 

2002 雲南傣族制陶工藝民族考古學調查 (協同研究/美國亞歷桑納

大學) 

2003 菲律賓 Lubang Island 考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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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6 菲律賓 Kalinga 地景民族考古學調查 (協同研究/美國亞歷

桑納大學) 

2004-2005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學員/中研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6-2007 台北縣八里鄉訊塘埔遺址搶救發掘 (協同研究/中研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著作： 

1992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遺址調查報告。考古田野 3(2):49-66。(與趙金勇合著) 

1997 雲林麥寮施厝寮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與黃士強﹐ 

 鄭健文合著) 

1999 An Assessment of Data Quality in Archaeological Survey, Rough Cilicia, 

 Turkey (with LuAnn Wandsnider). Paper presented in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64th Annual Meeting, Chicago. 

1999 An Assessment of Data Quality in Archaeological Survey, Rough Cilicia, 

 Turke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2003 Islands of Geophytes: Sego Lily and Onion Patch Density and Productivity  on 

 the High Plains (with LuAnn Wandsnider). In Islands on the Plains:  

 Ecological, Social, and Ritual Use of Landscapes, edited by M. Kornfeld and 

 A. Osburn, pp.220-242.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3  地景考古學 (初稿) 。中央研究院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主辦92年度考古

 學研究座談會。 台北﹐南港。 

2004 一九七三年以來的卡林加民族考古學 。2004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論文集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主辦 ; 國

 立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物館人類學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考古學門協辦。 

2005 Kalinga 民族考古田野二三事，《亞太研究論壇》，2005年3月，頁46-52。

http://www.ihp.sinica.edu.tw/people_page/download/Malai-malai.pdf 

2006 北呂宋 Kalinga 聚落型態的民族考古觀察。《2005年台灣考古工作會

 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主辦。 

http://www.ihp.sinica.edu.tw/people_page/download/Malai-malai.pdf


      

－ 11 － 

2007 訊塘埔文化塗紅陶器之研究。「2006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主辦，2007 年。（與劉益昌、劉瑩三合著） 

2007 台北縣訊塘埔遺址發掘報告概要。「2006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主辦，2007年（與劉益昌、顏廷伃合著） 

2008 東西向快速公路八里新店線八里五股段工程影響訊塘埔遺址緊急考古發掘

 與資料整理分析計畫。臺北市：交通部國道工程局。（與劉益昌、顏廷伃

 合著） 

Ⅱ、宋昱潔 

職銜：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研究助理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考古工作經驗 7 年 

2003 仁和宮遺址與內寮遺址現場發掘與室內遺物整理 

2003 Saqacengalj 遺址調查工作人員 

2004 龍門舊社遺址現場發掘與室內遺物整理 

2006 南科特定區公滯 11 滯洪池工程史前文化遺址（石橋遺址）

搶救計畫兼任助理 

2008.08~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研究助理 

著作： 

2007 《龍門舊社遺址出土鐵渣及製鐵相關遺留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現象處理及策展人員： 

潘常武 

現職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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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1946 台中工業學校肄業 

實績： 

1981 台南縣菜寮溪化石館展示規劃及施工 

1983 應台灣科學教育館之邀，主辦台灣古代象類之展覽 

1984 台南市文物陳列館（延平郡王祠）古生物陳列室展示規劃及施工 

1991 台南市古蹟東興洋行之糖廍(荷蘭時期)復原模型之製作 

1992 台北十三行遺址之重要遺物及剝製地層剖面、煉鐵作坊之遷移保存等

工作 

1993 墾丁國家公園五大資源展示館地質部門設計及製作：鐘乳洞及恆春半

島地層層序 

1994 卑南遺址 2.5m×7.0m大型河階文化層之剖面 

1995 宜蘭縣史館丸山考古探坑的模型及甕棺復原 

1995 淡水新市鎮貝塚製作 

1996 觀光局東海岸管理處委託複製舊石器、骨頭及探坑模型 

 台北市政府圓山兒童育樂中心圓山貝塚展示館展示模型及考古探坑

模型製作 

1997 應台灣史前博物館籌備處委託複製考古出土重要玉器等三批及三具

石棺 

1998 史前博物館籌備處遊客中心展示館墓葬群(共 12 具面積約 80 ㎡)、巨

石 (4.3mX1.8Mx0.15m)、石器製作過程之復原 

2002 芝山岩公園考古探坑展示館之人骨與其他物品翻模作業。 

2003 瑞穗斷層的槽溝剝製。 

2004 竹山槽溝再造工程。 

2006 史前館科學的考古學特展內考古遺物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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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藏管理人員 

張益生 

現職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典藏經理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聯合大地顧問公司地質師 

臺灣省地下水觀測網建置計劃水文地質師 

台糖新營糖廠岩心倉庫典藏管理人員 

著作： 

1994 《台灣西南部麓山帶上部中新統至更新統砂岩岩象與黏土礦物之分析及其

 構造意義》。國立臺灣大學地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佳輔 

現職：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約僱典藏管理員 

學歷： 

200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學士 

經歷： 

2007~2009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替代役 

2009~2010 大龍峒遺址搶救發掘計畫 約僱助理。 

二、硬體設施 
1. 整理空間 

考古中心暫設址於台南縣新市鄉樹谷園區中心路 2 號地下室（編號

G1B16-1），面積 138.76 平方公尺，業以取得使用執照，符合消防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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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備有空調及消防偵測系統。 

2. 典藏空間 

本會考古中心現今典藏空間共有二處，一處設址於台南縣新市鄉樹谷園

區中心路 2 號地下室，與整理空間相鄰（編號 G1B16-2），面積 144 平方公

尺，第二處則位於中心路 2 號 1 樓，位於整理空間正上方，面積 147 平方公

尺，合計兩處典藏面積 291 平方公尺。 

以上整理、典藏空間皆位於樹谷園區服務中心內，該中心設有保全人員

24 小時駐守，而各項建物皆已取得使用執照，符合消防法規要求，並備有空

調及消防偵測系統 

3. 田野及研究設備 

本中心針對田野工作，已配置 GPS 定位儀、全站儀、雷射水準儀等相關

田野測量設備。針對室內分析工作，本身已建置土壤分析、切片分析等相關

設備，並有專人執行。而若須進行更進一步之分析，則亦可由母集團奇美集

團相關企業支援。 

表 1：樹谷考古中心現有設備一覽表 

項次 品名 廠牌 型號 用途 

1 雷射水平儀 Sokkia L30A 田野高程測定。 
2 GPS衞星定位儀 Leica RX1250A 放樣、測量 
3 全站儀 NIKON DTM-352 放樣、測量 
4 偏光顯微鏡 NIKON LV100POL 薄片觀察、攝像 
5 立體顯微鏡 NIKON SMZ1000 微體實物觀察 
6 上下切割機 Arightek TS555B 

標本薄片製作 

7 精密鑽石鋸片慢速切割機 Buehler Isomet Low speed Saw 
8 真空鑲埋機 Buehler Vacuum Impregnation Equipment I 
9 平面加壓板 Buehler Petrobond Thin Section Fixture 

10 地質薄片切割研磨機 Buehler Petro-thin Thin Section System 

11 數位式自動加壓研磨拋光機 Buehler Vector Powerhead & Variable Speed 
Polisher 

12 搖篩機 Haver EL200 粒徑分析 

4.典藏設備 

針對特殊標本，本中心典藏庫內分別設有小型之冷藏設備、冷凍設備以

及防潮箱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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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掘遺址基本資料 

一、灣港南遺址 
1. 沿革 

民國 90年因應高鐵振動可能對南科廠商生產造成影響之疑慮，南科管理

局提前進行距高鐵路線較遠之二期基地開發，鑑於一期基地高密度之遺址分

布，二期土地於徵收後立即進行考古鑽探，以期及早發現並有充裕時間研擬

相關之減輕影響對策或進行設計變更，而灣港南遺址即是於 92年 4月 13日

因鑽探而發現。 

2. 地理環境 

遺址位於原南133道路南北兩側，近原荷園教養院入口西側，遺址中心位

置約在東經 120º15'58”、北緯 23º6'39”； 2 ºTM(TWD97)座標 E174830× 

N2556745m，行政隸屬善化鎮南關里，現今則位於南科園區專33用地力特科

技廠房東北側。全區地勢平坦，地表高程約在3.6公尺左右，依初步鑽探結果，

遺物分布範圍東西長約135公尺、南北寬約100公尺，面積約13,000平方公尺。

遺址所在地點北側見灣港舊河道；南側則為原木柵港河道，但遺址並未緊傍 

上述兩河道。遺留所在地層土質屬砂頁岩坋壤土，上層同樣見砂頁岩壤質砂

土覆蓋（圖1）。 

3. 地層堆積及年代 

依鑽探資料，灣港南遺址之遺留埋藏極深，約在地表下2公尺左右；文化

層堆積雖因埋藏極深而未受破壞，但鑽探地點所見遺留分布密度並不高。所

見遺留多為灰黑色細砂或泥質陶，文化類緣應屬大湖文化烏山頭類型。參考

園區其它相同類緣遺址所測得之定年資料，灣港南遺址的年代應在距今

2700~2000年間。 



      

－ 16 － 

 
圖 1：灣港南遺址位置及範圍（紅色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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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土遺留概述 

鑽探過程中僅見陶質一類材質之標本，質地多屬灰黑陶系，見泥質及夾

細砂兩類，器型見有罐、瓶、缽、盆等，不見把手、圈足等附件。器表多為

素面，幾乎不見施加紋飾者。 

 

圖版 2：灣港南遺址現況，圖版左側為力特科技廠房，中央電線桿排列線即

為原南 133 縣道。 

5. 土地使用現況及受影響範圍 

遺址位於遺址中央先前為南 133 道路所橫越，南北兩側則為民間耕地。

園區徵收後遺址全區位於專 33 用地東北側範圍內，西南側部份可能受力特科

技臨時停車場土台所覆蓋，但並未遭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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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爺遺址 
1. 沿革 

道爺遺址為南科園區內最早發現之考古遺址，於民國 85 年園區進行開發

基地文化遺址調查評估計畫時即已發現，當時除進行試掘外，並以挖土機進

行鑽探。鑽探結果顯示遺址面積廣達 18 公頃左右，全面搶救不易，因此當時

即建議遺址範圍中位於環西路以西區域劃設為「文化遺址保存區」，而環西

路以東、南科西路以南的區域，則因位於遺址邊緣，乃決議以搶救方式進行

（臧振華、蔡世中，1996）。此一區域之搶救發掘工作共分二期，第一期工

作自民國 85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86 年 8 月底止。第二期發掘工作自 87 年 9

月起，至同年 12 月時，因搶救區域南側發現一處規模宏大的近代漢人墓瑩，

經會勘後採現地保留，後續並經指定為三級古蹟；95 年 5 月 2 日因應文資法

修正，重新公告為縣級遺址。而該期其餘地區之發掘工作則是於 88 年 1 月完

成。另一方面，環西路東側之生態保育區範圍至 97 年時，因應南科園區環 3

用地變更之際，重新進行範圍鑽探，本次鑽探改以槽溝方式進行，對遺址範

圍之界定較先前點狀鑽探更為精確；98 年 7 月因應五間厝中排破堤再次進行

遺址西緣範圍之精確確定。鑽探結果所得之遺址範圍如圖 1 所示，遺址面積

可達 18 公頃左右。 

2. 地理環境 

遺址位於堤塘港、柑港匯流處東北側，西緣、南緣分別緊傍上述兩河道，並

向北延伸至現今西拉雅大道及其延伸線，東側鄰原新市鄉第9公墓（已遷移），

中心位置約在東經120º15'51”；北緯23º6'0”、2 ºTM(TWD97)座標為E175500×

N2555500m，行政隸屬新市鄉豐華村，現今遺址範圍涵蓋南科園區公15生態

保護用地、新設環3用地南側、變2用地全部以及公7用地西側，範圍東西長約

725公尺、南北寬約540公尺，面積約180,000平方公尺（圖2）。遺址所在地

區屬嘉南沖積平原，全區地勢平坦，開發前地表高程約海拔3~4公尺間，地勢

略向西南斜下，但坡度極緩。遺留所在地層上層屬砂頁岩沖積壤質砂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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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道爺遺址位置、範圍及受工程影響範圍（紅色網影） 



      

－ 20 － 

地表下約1.2公尺處進入蔦松文化層時則轉為砂頁岩沖積坋質壤土。 

3. 地層堆積及年代 

遺址共見有二期文化遺留：近代漢人文化以及蔦松文化早期鞍子類型。

近代漢人文化層緊貼地表，絶大部分遺留皆已因近現代耕作而受擾亂，發掘

過程除發現上述近代漢人大墓遺蹟外，僅於擾亂層下方見有若干零星灰坑遺

留，出土之遺留包括：施釉或素燒硬陶、糖漏、青花瓷、安平壺等，由其出

土青花瓷器紋飾見太極八卦、鳳戲牡丹紋等紋飾推斷，此一文化層年代約可

早至17世紀後半。近現代耕作及漢人文化層以下間夾厚約60公分左右之壤質

砂土沖積層後則見蔦松文化鞍子類型文化層，此一文化層全區廣泛分布，至

東緣及北緣遺留密度變低，文化層深度約在海拔2.5公尺左右，厚度約10~20

公分，經碳十四年代測定，其年代約1400~1800年左右（表2）。 

表 2：道爺遺址碳十四年代表（引自臧振華等，2004） 

實驗室編號 性質 原始數據 
(B.P.) 

或然率中值 
(B.P.) 

誤差範圍

（B.P.） 
文化類型 海拔高度 

(m) 
備註 

NTU-2547 木炭 1660±130 1570 
1414 

| 
1705 

鞍子類型 2.15 D7-T1P10L6 

GX-21851 木炭 1695±115 1607 
1421 

| 
1726 

鞍子類型  TP1L7 

GX-21850 木炭 1700±170 1620 
1417 

| 
1816 

鞍子類型  TP2L9 

GX-21849 木炭 1705±50 1612 
1547 

| 
1691 

鞍子類型  TP1L8 

NTU-2989 木炭 1740±50 1650 
1569 

| 
1708 

鞍子類型 1.95 D3-T17P3L9F1 

GX-21852 木炭 1265±215 1172 
935 

| 
1367 

鞍子類型  TP2  L11&12 

NTU-2528 木炭 1860±80 1789 
1705 

| 
1887 

鞍子類型 2.5 D7-T7P10L4 

 

4. 出土遺留概述 

1. 近代漢人文化：見有灰坑、磚砌墓塋、瓦質排水系統、連灶等現象，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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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遺物見有：施釉及素燒硬陶容器、紅褐色素燒硬陶糖漏及漏罐、安平壺、

青花瓷容器殘片等。 

2. 蔦松文化鞍子類型：出土現象遺留豐富。現象方面最具特色者即為舖陶群

墓葬，亦即埋葬時會以陶容器殘片舖墊於遺骸下方，惟亦見未舖墊陶片之

墓葬；除此之外，另見有灰坑、陶片群等現象。出土之遺物可概分為生態

遺物及文化遺物兩類。生態遺物見有稻米、苦楝、朴樹、破布子等炭化種

子及獸類、魚類等殘骨，但不見有貝類遺存。由於屬鐵器時代，本層文化

遺物材質更為多樣，見有石質、骨質、陶質、鐵質及玻璃等材質之器物。

其中石器見有磨製錛鑿形器、磨製石刀、磨製鏃形器、石錘、磨石等；骨

器見有骨鏃、魚卡子、刻劃骨飾等，陶器質地見有紅褐色夾粉白色碎礫近

泥質陶、紅褐色泥質陶、紅褐色細砂陶及少數紅褐色夾泥岩碎礫陶及少數

灰黑色泥質陶等。器類中陶容器僅見罐形器一類，器型呈長橢圓體或球體、

圜底，不見把、紐、圈足等附件。除陶容器外，另見有鳥頭狀器、紡輪、

人頭形陶偶、陶環等陶質標本，其中除陶環見有灰黑泥質陶外，其餘多以

紅褐色泥質陶或夾粉白色碎礫近泥質陶為主。遺址存在年代已進入鐵器時

代，先前發掘曾出土要見矛、鏃等片狀鐵器，另於墓葬中見有鐵質圓片狀

飾品，另見有玻璃器，主要作為飾品，見玻璃珠以及將玻璃玦重新切割加

工製作之月牙狀飾品。 

5. 土地使用現況及受影響範圍 

現今遺址在環西路東側主要位於三竹變電所（變 2）用地及公 7 用地內，

北側部分覆蓋於西拉雅大道之下。其中三竹變電所用地範圍已於民國 88 年搶

救發掘完成，公 7 用地則因屬綠地，因此仍現地保存；環西路以西部分則為

公 15 生態保育用地，遺址北側偏東部分則於民國 97 年劃入新環 3 用地範圍

內，亦即本次計畫搶救發掘主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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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道爺遺址搶救發掘區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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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掘目的 
自民國 84 年臺南科學園區（以下簡稱南科園區）選定現址進行開發起，

至今園區內共計已發現27處考古遺址，並已進行其中21處地點之搶救發掘，

發掘面積達 8.6 公頃左右，但大多數地點之發掘並非全面性發掘，而是僅針

對受工程影響部分進行搶救，其餘區域則是以各種方式採現地保存方式進行

保護，共計規劃保存之遺址面積達 105 公頃左右。這些遺址涵蓋之文化期相

從距今4800~4200年之大坌坑文化起，以及後續4200~3300年之牛稠子文化、

距今 3300~1800 年之大湖文化、距今 1800~500 年之蔦松文化、距今 500~300

年左右之原住民西拉雅文化、直至 19 世紀晚期之近代漢人文化等皆有所見。

惟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南科管理局）於民國九十六年九月進

行園區用地通盤檢討後，仍有道爺遺址、灣港南遺址、五間厝、蘇厝等遺址

可能受到開發行為所影響，為避免開發行為對上述遺址造成影響，南科管理

局即研擬「因應本次用地變更（第六次變更）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計畫」（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8），保護計畫內容包括： 

1. 木柵遺址提報指定； 

2. 道爺、灣港南、蘇厝、五間厝等遺址受工程影響部分之搶救發掘； 

3. 廣（停）等現地保存用地進行監管及研究評估； 

4. 園區遺址巡查監測； 

該監管保護計畫於 97 年 10 月 9 日提報後，分別於 97 年 10 月 30 日經臺

南縣政府（文化處）府文資字第 0970248996 號函，及於 98 年 2 月 3 日經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字第 0980004986A 號函同意備查。後續進行台南縣考古遺

址普查計畫（第二期）時，亦針對園區各遺址之內涵進行價值評估並經審議，

同意上述園區各遺址受工程影響部分之搶救發掘作業（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

金會，2009）。而本次發掘計畫，即是依據上述決議，執行其中之灣港南及

道爺遺址受工程影響部分之搶救發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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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掘期限 

一、灣港南遺址 
由於臺灣西南平原氣候乾溼分明，旱季約自 9 月起，至翌年 4 月左右止，

而 5 月至 8 月則分別受到梅雨及颱風所影響，雨量豐沛且降雨日比例極高。

由於考古發掘工作受限於天候因素極大，因此本次發掘工作將儘量規劃於旱

季中進行。依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三條規定：「遺址之發掘，應經

主管機關審議及核定」。因此本次考古工作依法必須提出發掘計畫書予主管

機關審議。另依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七條之規定：「……發掘計畫

書應於發掘前二個月提出，……」。若現今提出發掘申請，則發掘工作預計

於 9~10 月經審核同意後可以開始進行，而為避開雨季所可能造成之破壞，本

期發掘工作預計至民國 100 年 6 月暫告一段落，若發掘範圍尚未達到規劃所

欲達成目標，則將於民國 100 年 9 月再行開始，至遲於民國 101 年 4 月左右

結束。 

二、道爺遺址 
由於道爺遺址遺留較為豐富，依現有可調配人力，無法於一次旱季內完

成。因此發掘工作將分為兩期進行：預計第一期之搶救發掘工作由 99 年 12

月開始至 100 年 6 月，第二期則自 100 年 9 月起至 101 年 4 月止。若因氣候

等因素而造成發掘工作延緩，則將暫停至 101 年 9 月起，再執行第三期發掘，

預計最晚完成發掘期程為 1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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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來源 
發掘經費由開發單位—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之作業基金項下支付。

兩遺址發掘所須預算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灣港南遺址搶救發掘預算表 

項次 科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期程 單位 小計 備註 

1 研究助理薪資 $52,000  2 人 12 月 $1,248,000  
單價含薪資、勞健保、勞退僱主負擔及

奬金 

2 研究助理薪資 $52,000  1 人 12 月 $624,000  單價內容同上 

3 專業僱工薪資 $1,950  4 人 160 日 $1,248,000  單價內容同上 

4 專業僱工薪資 $1,950  2 人 320 日 $1,248,000  單價內容同上 

5 
田野發掘及記

錄僱工薪資 
$1,680  80 工 160 日 $21,504,000  單價內容同上 

6 
室內整理僱工

薪費 
$1,200  10 工 320 日 $3,840,000  單價內容同上 

7 
田野車輛租賃

及油資 
$25,000  1 輛 8 月 $200,000  

1. 田野人員及標本運輸。 
2. 費用含車輛租金及油資 

8 
田野臨時設施

費 
$1,000,000  1 式     $1,000,000  

含點井等假設工程及因應現地參觀之

臨時環安全設施 

9 
工作站租用及

運作費 
$80,000  1 式 25 月 $2,000,000  

空間含典藏、研究空間，費用含租金、

水電費用及典藏設備攤提 

10 土方清運費 $75  45000 立方     $3,375,000  
遺址影響面積 15000 平方公尺，深度 3
公尺，土方量 45,000 方 

11 田野器材費 $100  80 工 160 日 $1,280,000  
含每日標本收納器材、五金雜具等，以

發掘僱工每日使用金額估算 

12 
現象提取材料

費 
$20,000  150 具      $3,000,000  

依先前發掘經驗，大湖文化每公頃出土

墓葬 100 具。  

13 
儀器設備使用

費 
$50,000    24 月 $1,200,000  

計畫投入之攝影、測量、研究、資訊及

數位典藏設備之攤提及事務設備租金 

14 標本分析費 $10,000  20 件      $200,000    

15 雜支 $9,000    24 月  $216,000  
美工器材、文具、郵資、整理器皿、實

驗室耗材等，以每月估算 

16 保險費           $140,457  
含專業責任險、僱主意外責任險、第三

人責任險 
17 管理費           $2,116,173  5% 

18 稅捐           $2,221,981  營業稅 

 總計             $46,66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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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道爺遺址搶救發掘預算表 

項次 科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期程 單位 小計 備註 

1 
研究助理薪資 
（第一期） 

$52,000  1 人 8 月 $416,000  單價含薪資、勞健保、勞退僱主負擔及奬金 

2 
研究助理薪資 
（第二期） 

$52,000  2 人  12 月 $1,248,000  單價內容同上 

3 
研究助理薪資 
（整理分析） 

$52,000  2 人  12 月 $1,248,000  單價內容同上 

4 
專業僱工薪資第

一年費用 
$1,950  2 人 200 日 $780,000  單價含薪資、勞健保、勞退僱主負擔及奬金 

5 
專業僱工薪資第

二年費用 
$1,950  6 人 240 日 $2,808,000  

單價含薪資、勞健保、勞退僱主負擔及奬金 
發掘面積減少，人員數配合減少。 

6 
專業僱工薪資 
（後續標本處理） 

$1,950  4 人 240 日 $1,872,000  單價含薪資、勞健保、勞退僱主負擔及奬金 

7 
第一年發掘及記

錄僱工薪資 
$1,680  80 工 80 日 $10,752,000  單價內容同上。 

8 
第一年發掘及記

錄僱工薪資 
$1,680  120 工 160 日 $32,256,000  

單價內容同上， 
發掘面積減少，人員數配合減少。 

9 
室內整理僱工薪

費 
$1,200  16 工 420 日 $8,064,000  

單價內容同上` 
3. 每月工作 20 日，整理期間 24 個月 

10 
田野車輛租賃及

油資 
$25,000  1 輛 24 月 $600,000  

1. 租期 2 年 
2. 費用含車輛租金及油資 

11 田野臨時工程費 $1,000,000  2 式     $2,000,000  

1. 含點井等假設工程及因應現地參觀之臨

時環安設施 
2. 2 年 ,每年 1 式 

12 
工作站租用及運

作費 
$150,000  1 式 32 月 $4,800,000  

空間含典藏、整理空間，費用含租金、水電

費用及典藏設備攤提 

13 土方清運費 $75  21300 立方     $1,597,500  
1 影響面積約 14200 平方公尺，深度 1.5 公

尺，土方量 21300 立方 

14 田野器材費 $100  25600 工     $2,560,000  
含每日標本收納器材、五金雜具等，以每工

所須器材計算 

15 現象提取材料費 $18,000  225 具     $4,050,000  
依先前發掘經驗，蔦松文化（道爺）墓葬密

度每公頃 150 人，依搶救範圍估算出土數。 

16 儀器設備使用費 $100,000  32 月     $3,200,000  
計畫投入之攝影、測量、資訊及數位典藏設

備之攤提及事務設備租金 
17 標本分析費 $10,000  60 件     $600,000  含定年、切片、化學、土壤分析等 

18 雜支 $18,000  30 月     $540,000  
美工器材、文具、郵資、整理器皿、實驗室

耗材等，以每月估算 

19 保險費           $250,000  
含專業責任險、僱主意外責任險、第三人責

任險 
20 管理費           $3,982,075  5% 

21 稅捐           $4,181,179  營業稅 

總計            $87,80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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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發掘位置及面積規劃 

一、 灣港南遺址 
灣港南遺址南側為力特科技廠房，基於園區廠房配置多與坵塊軸向相互

平行或正交之原則，因此本次發掘同樣採方格系統，而發掘方格系統之南北

子午線則與力特科技廠房軸向相同，與專 33 用地東側之三抱竹路相互平行，

南北軸向偏角為 N 24˚59’41.27”W（以方格北為零值），並以三抱竹路與安順

一路中軸相交點為參考點，並依上述軸線向西平移 500 公尺、向南平移 200

公尺作為原點，原點座標為 E174520.5431×N2556469.8249（TWD97）。原點

設定後，往東、往北每隔 20 公尺作一分帶，如此發掘區域可被劃分成若干數

量之 20×20 公尺之探方（Square）。每一探方內同樣東西向、南北向每隔 2

公尺作一分帶，則每一探方內可切割成南北向 10 帶（trench）、南北向 10

帶，共100個2×2探坑（pit）。每一探坑即為整個發掘系統中之最小單位（Cell），

而探坑之編號乃由探方號加上南北向帶號（T）及東西向帶號（P）組合而成。

依上述規劃，灣港南遺址大致位於座標系統南北向之 P~W 帶、東西向之 2~8

帶間（圖 3）。 

由於依園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建築物彼此之間必須各退縮 2 公尺，亦即

未來力特科技既存廠房之北側建築必須與既存廠房相隔 4 公尺，而北側尚有

近 20 公尺之既有道路，另考量遺址深埋地表下近 2 公尺，發掘區域表土清除

後之側坡必須保持約 45°之坡度以策安全，因此力特科技廠房建築線北側約

30 公尺間將建議保持原狀不進行搶救。遺址扣除南側現地保存部分之搶救範

圍約餘 10450 平方公尺，依原服務說明書之要求，涵蓋範圍約 15000 平方公

尺，搶救比例 60±5%，則發掘面積須達 9000±750 平方公尺左右。因應取樣範

圍的減少，將提高取樣比例至發掘面積約 9150 平方公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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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灣港南遺址發掘探坑系統及系統取樣探坑分布圖 

發掘初始首先採系統取樣進行發掘，發掘探坑之選擇是以每一 20×20 公

尺探方中，原點所在之探坑起，相互斜向連接之探坑皆為系統取樣探坑（如

圖 3 所示）。依此方式，每一探方標準取樣坑為 50 個，亦即取樣比例 50%，

發掘面積 200 ㎡。之後再依系統取樣探坑內是否出土墓葬、灰坑、溝渠、水

井等現象，並評估其延伸方向而進行拓坑，直至每一探方探坑發掘數量達到

上述 75%或總發掘面積達到 9150 平方公尺或以上。 

二、 道爺遺址 
本次道爺遺址受開發影響部分主要為位於環西路西側之新設環 3 用地範

圍。由於園區配置多與坵塊軸線平行或正交，因此本次探坑系統規劃採方格

系統（grid system），而方格座標系統之南北子午線軸向則與環 3 用地西側

南北向長軸平行，亦即 N 17˚29’59.75”W（以方格北為零值）。並以環 3 用地

西南角作為原點，其 2˚TM（TWD97）座標為 E175574.2068×2555557.569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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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規劃則環三用地將皆位於座標系統之第一象限，亦即 X 值、Y 值皆為正

值，未來發掘出土現象及遺物在空間計算及記錄較為便利。原點設定後，往

東、往北每隔 20 公尺作一分帶，其中由西向東每一分帶以 A~Z 逐一編號，

由南向北每一分帶則以 0 遞增編號，如此全區可被劃分成若干 20×20 公尺之

探方（Square），探方號則以其東西向分帶號及南北向分帶號組合而成，如

A2、B3 等。每一探方內同樣東西向、南北向每隔 2 公尺作一分帶，則每一

探方內可切割成南北向 10帶（trench）、東西向 10帶，共 100個 2×2 探坑（pit）。

每一探坑即為整個發掘系統之最小單位（Cell），探坑編號乃由探方號加上

南北向帶號（T）及東西向帶號（P）組合而成，如 A2-T5P3 等。依上述方式，

遺址初步規劃之探坑系統如圖 9 所示，而依 97 年 9 月針對環 3 用地鑽探之結

果初判，遺址涵蓋探坑系統之南北向 A~J 帶以及東西向之 0~6 帶（圖 4）。 

 
圖 4：道爺遺址發掘探坑系統及系統取樣探坑分布圖 

依委託服務說明書中所載，遺址受灰燼掩埋場影響範圍約 1.5 公頃，而

本次搶救發掘比例須達 60±5%，亦即發掘面積須達 9000±750 平方公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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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台南科學園區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之規定，鄰近道路

寬度廿米以上之環保設施用地建築退縮深度為 10 公尺，而環 3 用地現今東側

另有寬約 30 公尺之植栽綠帶，若能保存下此一綠帶，則不僅具綠化功能，亦

可增加遺址現地保存範圍。因此建議後續規劃設計時能考量綠帶保存之可行

性。扣除植栽綠帶範圍，遺址受影響範圍約 14,160 平方公尺，因應取樣範圍

的減少，將提高取樣比例至 65%~70%左右，如此發掘面積約 9200~9912 平方

公尺。依此規劃，一方面可現地保留下開發範圍內未被工程影響區域，另一

方面也可增加受影響區塊之發掘比例。 

搶救發掘過程與灣港南遺址相同，首先以系統取樣方式進行，亦即每一

20×20 公尺探方中，由原點所在之探坑起，相互斜向連接之探坑皆為系統取

樣探坑（如圖 4 所示）。依此方式，每一探方標準取樣坑為 50 個，亦即取樣

比例 50%，發掘面積 200 ㎡。 

取樣發掘過程中，除依系統取樣探坑內是否出土墓葬、灰坑、溝渠、水

井等現象，並評估其延伸方向而進行拓坑，逐步提高至 65%，另針對若干重

要現象出土密集之區塊，將以全面揭露的發掘方式進行，揭露面深度依出土

遺物及現象之深度決定，出露現象及遺物並保留若干時日，使發掘現場儘量

與史前地貌吻合，而現象間之脈絡關係更加清晰易辦，再者在教育參訪方面

也可增加可看性及易視性。依先前發掘結果，道爺遺址可藉由灰坑、陶片群、

墓葬等之分布模式劃分成若干空間單位，每一空間單位約略在 30×30 公尺寬

幅左右（朱正宜，2000），因此本次發掘將依現象之分布擇取 4 個探方，亦

即約 40×40 公尺之發掘區域進行 100%發掘，亦即全面性揭露，以便了解空間

單位內之詳細布局，依此規劃，應至少涵蓋一處空間單位，而此一區域之揭

露面積約 1600 平公尺，較原先 65%之取樣比例時，增加約 560 平方公尺，

配合鄰近探方相關區域的拓坑，預計將發掘 10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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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發掘程序及方法 

一、先期作業 
1. 發掘申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5 條規定：「遺址之發掘，應由學者專家、學術或

專業機構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由主管機關核定後，

始得為之」。另依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除對發掘計畫書之格式及內容

有所規定外，另本辦法第七條亦規定：「……發掘計畫書應於發掘前二個月

提出，……」。因此本次計畫首先即必須完成發掘計畫書之送審及核定。預

計所須期程為 2 個月。 

2. 先期田野相關工作及設施建置 

由於遺址所在地點地下水位高，而未來發掘現場亦將開放參觀，為使工

作順遂及維護發掘現場之安全，於發掘前必須將相關之工安、環保設施建置

完成，相關之措施如下： 

(1) 點井及排水管路建置：為避免地下水造成挖掘工作及現象判讀之不便，

試掘前將先進行點井，以降低地下水位。而點井所抽出來之水，除一部

分供工地使用外，另外亦須進行排水管理，以避免回流。 

(2) 土方堆置規劃：兩遺址遺留埋藏深度在 1.2~3 公尺左右不等，因此發掘工

作前，尚必須清除上方之表土，而挖掘過程中亦會產生大量土方。因此

發掘之初，即必須規劃土方堆置場所及運土路線。 

(3) 表土清除：為減少表層不必要之人工發掘作業，因此將於土方堆置場所

規劃完成後，人工發掘工作前，先行以挖土機清除發掘區域文化層上方

之覆土。表土清除採分區分段執行，約每月執行一次，每次約 5 日。 

(4) 探坑系統測量放樣：於表土清除暫告段落後，即依上述規劃之探坑系統

進行測量放樣。放樣工作同樣分期進行，每期計須 2 個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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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發掘階段 

（一）發掘程序 

發掘工作將依下列規劃次第展開： 

１.系統取樣探坑發掘 

兩遺址發掘初始，首先將依上述兩遺址所規劃之系統取樣探坑逐區進行

發掘。 

２.現象拓坑及部分區塊全面揭露發掘 

俟系統取樣探坑發掘達一比例即調派部分人力進行重要現象之拓坑及重

要現象密集出土區塊之全面揭露，拓坑的數量視重要現象的數量而定，但總

發掘面積將不少於原先規劃之數量。 

3. 現象提取 

拓坑告一段落且出露之現象業經清理及記錄後，除部分具展示性之現象

將維持至雨季來臨前以供參觀外，其餘即開始著手進行提取之工作。由於發

掘工作持續進行，因此後期才出土之現象提取工作可能延續至人工發掘結束

後一個月。 

（二）發掘方法 

1. 平面控制 

依上述探坑規劃，發掘基本單位為 2×2 公尺探坑，而每一探坑皆可由其

坑號換算出其在發掘系統之座標值，因此重要標本或現象僅需記錄其在各探

坑中出土之位置即可換算出其在整個發掘系統內之座標值。針對標本之重要

性與否有不同精度之平面控制：一般性標本的定位，是以區塊為單位進行記

錄，亦即探坑每一層位進行發掘時，若無特殊現象，則每層均分為 4 個 1×1

公尺分區（block），由東北角起順時針分別命名為 a~d 區並逐一發掘，標本

也分區記錄、搜集，以便對遺物出土位置做記錄；若該層存在現象，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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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探坑單一層位平面分區及記錄 

a 

b c 

d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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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發掘、標本獨立收集。若為重要性標本，則記錄描繪其於探坑內確切出

土座標或以全站儀進行測量。 

2. 深度控制 

由於園區所在屬沖積地形，地勢平坦、地層堆積斜度及變化性極小，幾

近水平，且由先前試掘及鑽探成果亦顯示，兩處地點中，灣港南遺址屬單一

文化層，而道爺雖可能存在近代漢人及蔦松文化兩個文化層，但兩層間夾一

層不見遺留之砂壤土沖積層，因此水平式之人工層位挖掘方式不致造成多層

自然地層涵蓋於單一人工層位中，且人工層挖掘方式較為簡易且快速，適合

使用於有期程壓力、大量人力進行之考古發掘現場。因此本次發掘將以水平

式人工層位方式逐層下挖。另為使各坑挖掘深度控制一致，將循往例以海拔

5 公尺作為高程基準面（datum）。人工層位每層厚度 10 公分，層位以海拔 5

公尺為 L0 而逐層往下遞加，如此依其層位數即可判定遺留出土之絶對高程。

另針對全面揭露區域，挖掘深度將依現象、遺物出露之深度為依據，而並非

每層 10 公分。 

3. 出土標本、現象之記錄、描繪及攝影 

發掘過程中最主要工作即為出土標本及現象之記錄及描繪。記錄將依制

式發掘記錄表格逐坑逐層填寫出土標本之類別、數量。針對重要現象如墓葬

等則另有專屬表格記錄。每層挖掘完畢，若見一般現象如灰坑、柱洞、溝渠

等，則以 1/20 比例繪製於記錄表中，特殊重要現象如墓葬、結構等則以更大

比例（1/10 或 1/5）另行繪製。除一般繪製工作外，另外也輔以照像及攝影。 

4. 標本收集方式 

在遺物收集方面，首先當人力發掘至文化層、開始出現遺留時，即改以

小型挖掘工具進行挖掘，並以目視方式檢查挖掘土壤內是否存在考古遺留。

收納時每層不同區塊、不同類別之遺物分別裝袋。由於目視觀察有其極限，

因此針對重要之現象如灰坑或遺留特殊豐富之區塊，將收集土樣進行篩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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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或漂浮（floatation）等方法，以便搜集微形標本，如稻米、小

型飾品等。 

三、資料及標本整理分析階段 

（一）空間現象資料 

發掘過程中除每一探坑之每一層位皆有紙本記錄，重要現象亦有其獨立

之描繪圖。田野發掘完畢進入室內後，上述各項空間資料將依下列步驟處理： 

1. 掃瞄及裁切 

原發掘記錄紙本資料將逐一掃瞄，並針對現象圖幅部分進行裁切及存檔。

發掘記錄掃瞄檔將作為結案成果陳交相關單位，而裁切之圖檔將進行進一步

之分析處理。 

2. 電子圖幅套疊 

裁切後之影像檔將依其所在之座標值及深度進行圖幅套疊。 

3. 現象判讀及繪製 

套疊後之各類現象將重新研判其性質、深度、開口長寬、分布範圍以及

排列規則等資訊，並重新於電腦中以 CAD 檔案格式重新繪製。 

4. 空間分析 

依據重新繪製之空間現象整合圖檔，並配合電腦軟體進行各項空間分析，

如集叢分析、環域分析、關聯性分析等分析，並依空間相依性將發掘區域重

新進行分區，而藉由這些分區之位置及關係重新探討當時之聚落格局。 

（二）標本部分 

各類標本經上述採集後即進入整理分析階段。整理分析步驟及如下： 

1. 清洗（cleaning）：為避免重要資訊因清理而誤失，清洗過程將先由研究

人員初步先依材質、是否存在重要殘留等標準，初步將標本區分為溼式

清理或乾式柔性清理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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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復：遺址中出土較為完整而可供修復之標本將予田野過程中即獨立收

納，並於室內進行修復工作。 

3. 分類（sorting）：依搜集標本之材質、類別進行分類，並依各類標本特性

進行大小篩選，以作為下一限段分析整理之母群。 

4. 鑑定（identification）：包括生態遺留種屬、部位、左右之鑑定及文化遺

物質地、器型、部位、紋飾之判定。 

5. 登錄（registration）：針對初步鑑定完成之標本依類別逐號登錄，作為未

來移交、分析之基本資料。標本登錄表冊將依「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

辦法」第 8 條之規定，包含：發掘主持人姓名、所屬機構名稱、地址；

發掘遺址名稱；發掘範圍（附地圖）；發掘之起訖時間；出土遺物總說

明，包含年代、所屬文化、類別；出土遺物清單，包含類別、遺物名稱、

單位、數量、重量、重要遺物分級建議、備註；以及保管之必要限制或

注意事項；其他相關事項等。 

6. 目視屬性分析（attribute analysis）：針對登錄標本整體或取樣方式進行標

本各項非測量性及測量性屬性之判讀及記錄。標本依其材質如陶器、石

器、人骨等及類別各有不同之分析屬性。記錄分析後即已統計方式進行

描述及詮釋。 

7. 儀器屬性分析：針對不同類別之標本並依屬性分析結果之分類取樣進行

各項科學分析，主要包括：堆積地層之物理分析；標本切片岩象分析、

成分分析等。 

Ⅲ、綜合分析及詮釋 

藉由先前空間分析結困，可將出土遺物與空間分區進行關聯，除針對空

間分區現象及其出土遺物內涵作一描述性之統計討論外，另外也將探討遺物

分布是否有其空間模式，以及此一模式背後所顯示之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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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掘成果陳報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相關規定，本計畫結束前，將呈交以下諸項成

果： 

1. 出土標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7 條規定，遺址發掘出土之古物，將由

本會列冊，於法定期限（3 年）送交主管機關指定古物保管機關（構）保

管。 

2. 發掘標本清冊：除依法及合約規定，將出土標本清冊交付主管機關及業

主外（影本或電子檔），並予標本送交典藏機關時，將正本交付典藏機

關。 

3. 發掘記錄影本：擬以電子檔方式交付主管機關，而發掘記錄正本則同樣

送交古物保管單位，使相關資料得以發揮最大之效應。 

4. 圖像資料：相關圖像資料將交付業主，圖像資料之使用另依合約及相關

法規辦理。 

依上述規劃，本次灣港南遺址及道爺遺址之發掘工作程序及預計期程如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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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計畫進度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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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典藏保管計畫 
發掘巡查過程中除出土遺物外，另外尚有各項書面或數位影像等資料，

各項標本及資料典藏管理規劃如下： 

一、標本部分 
出土標本於計畫執行期間，皆存放於本會之典藏空間內。典藏空間位於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內，共包含 2 個單位，總面積約 291 平方公尺，皆具空調

設施，並有廿四小時警衞巡查。發掘期間標本之典藏管理計畫如下： 

1. 田野期間： 

田野現場挖掘出土標本依材質裝袋、裝籃，重要性或保存不易之標本則

存放於小型隔離容器內，每日運回本會典藏空間，重要標本或脆弱材質依其

材質分別放置於適當之保存設施中。 

2. 整理期間： 

俟標本達一定數量即開始進行整理，整理過程逐批出庫進行相關之清洗

／修復、分類、登錄、分析等作業，整理分析完畢後再依登錄資料進行盤點

後，再行依材質入庫典藏。 

3. 完成報告移交過程 

主管指定保管機關後，將擇日與保管機關接收人員於典藏庫內點交後，

由保管機關隨車押回。 

二、資料部分 
計畫期間產生之資料分紙本及電子媒體兩類，兩類保存方式如下： 

1. 紙本資料包含：發掘記錄、現象記錄、田野圖稿等皆進行掃瞄成為電子

媒體，而原稿則置於具空調之典藏空間內。 

2. 照像、攝影及電子媒體及原紙本掃瞄之電子檔存放於本會檔案伺服器內，

另外定期備份，備份媒體採異地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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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邱水金工作經驗證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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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邱水金工作經驗證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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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朱正宜比利時魯汶大學碩士畢業證書 



      

－ 52 － 

 
協同主持人朱正宜博士班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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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朱正宜工作經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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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研究人員鍾亦興學士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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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研究人員鍾亦興碩士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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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研究人員鍾亦興博士班成績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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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研究人員鍾亦興博士班成績單（二） 



      

－ 58 － 

 
協同研究人員宋昱潔碩士畢業證書 



      

－ 59 － 

 
典藏經理畢業證書 



      

－ 60 － 

 
典藏人員學士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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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及典藏空間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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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及典藏空間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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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及典藏空間租賃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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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空間租賃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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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維護空間示意圖 

 

 
典藏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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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空間示意圖 

 
整理空間及第一典藏空間空調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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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典藏空間空調設備圖 

 

 

整理空間及第一典藏空間消防偵測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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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典藏空間消防偵測設備圖 

 



      

－ 69 － 

 

整理及典藏空間保全契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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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及典藏空間保全契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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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及典藏空間保全契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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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發掘地點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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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新科段) 

安定(安科段) 

善化(善科段) 

6 2 -1  

6 2 -0  

 
道爺遺址受新環 3

影響部分 62-1 

 

灣港南遺址 

善化鎮善科段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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