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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untain Sea Ching> and chapter Ji Kuong of 《Book Ching》 have described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Paleolithic age. Before the Sia Dynasty, the
currency of China was sea shell, called“Cowry＂or“Cowrie＂in general and“Cypraea＂by
technical terms. The cowry produces in the tropical waters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especially in the Taiwan waters where Black Stream passes by, but doesn't grow in the
China waters. Many decades ago, a Japanese scholar, Bikisjuma declared that the China's shell
currency, called the baby-safe shell by another name, was provided by Taiwan in the Paleolithic
age. Many thousands of cowries, which existed concurrent with the Shang dynasty over 3,300
years ago, were discovered at San-hing-tui in west of the Szechwan Basin of China. In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t Taipei recently, there were ten of those cowries, which
compared with the present cowries of Taiwan in the beach, and then we found out both are very
alike. That proves the Bikisjuma's declaration, and means“the economy of China was dominated
by Taiwan before the Sia Dynasty＂. According to 《Mountain Sea Ching》, Taiwan was the
Cockayne, where the ancient people of China longed to emigrate to. Because of a paradise, the
ancestors here had a good environment to live, and acquired a noble quality, and lived a godlike
life. In the Cockayne, the ancestors lived in the comfortable caves, where were their shelter of ice
and snow in the Glacial era 12,000 years ago, and it became the echoes of Paleolithic civilizations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70 regions and 100 artificial caves in the Taiwan. The most parts of it
are located in the area of the Ketagalan natives. According to their lore, Taiwan was called
“Tahuiyuan＂which meant the“The Center of Domination＂and“Galan＂meant“Federal＂.
According to the accents of variant natives, “Galan＂is expressed the same synonymy but in 5
variant words of Chinese . The most used word “Chilung＂, which means the roost of chicken ─
“the coop＂, are adopted in 18 place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original name of Keelung in
north of Taiwan was also called “Chilung＂. But all the shapes of Chilung do not like the coop.
So, the Chilung surely meant the place of Federal and Taiwan was doubtless the center of
domination among the Federals. The ancestors of Taiwan lived in the Cockayne, a comfortable
island with plentiful commodities, but they didn't pursue mor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After
Shang dynasty, copper displaced shell currency gradually, the domination of Taiwan existed no
more, and latterly Taiwan civilization was displaced by the predominant cultur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China. Basically, the native of Taiwan is not absolutely native barbarian, after foreign
peoples intruded their farmland, and then they began to hunt head of intruders. In the Paleolithic
age, there was the high civilization in Taiwan, where may be one of homeland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that we need posthaste search for the echoes of past civilizations, which was forgotten, to
prove it.

摘

要

上古時代，由《山海經》和《書經》禹貢篇可知台灣和中國就有交流。中國在夏朝以前所用
的貝幣，稱為「寶貝」，其學名就是「寶螺」，產於太平洋和印度洋的熱帶海域，在中國海域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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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但僅在黑潮帶來的南方熱海流經過的台灣附近海域盛產。日人尾崎秀真認為中國的貝幣別
名為「子安貝」，就是由台灣所供應。由四川三星堆出土的晚商三千三百年以前數千枚「寶貝」，
在台北故宮博物院特展時，和台灣海濱拾得的「寶螺」比對，兩者非常相似，證實日人的說法，
也顯示「夏朝以前台灣支配著中國的經濟」
。所以《山海經》有台灣就是中國古人憧憬嚮往的「蓬
萊仙島」之記載，其生存環境優越，養成台灣先民崇高的品格，住在所謂的「洞天福地」過著神
仙般的生活。這個「洞天福地」就是今日台灣的古文明遺跡──地洞，是一萬二千年前冰河期原
住民躲避冰雪的住所。已知有七十餘處、百餘條人工挖掘的地洞，大部分分布在台灣原住民「凱
達格蘭」平埔族的所在地。由這些先民流傳的台灣原地名為「大惠宛」，其意就是「幃幄中心」。
並由「格蘭」之意為「邦聯」
，可以發現在中國、東南亞、大洋洲和台灣都有依土著語音，與「格
蘭」同義異字的地名，例如「雞籠」、「基隆」、「圭籠」、「雞南」、「吉隆」等，特別是「基隆」的
原名──「雞籠」
，在中國長江以南仍有十八處。這些地區的地名絕非因地形而命名，應是以「邦
聯」自居的統一地名，因此，可知台灣在上古時期是各地邦聯的運籌幃幄的中心。但是台灣先民
卻因物產豐富，生活容易，而沒有再追求發展和上進。商朝以後，銅幣逐漸取代貝幣，台灣的優
勢不再，漸被中國發展出來的優越文化所取代。基本上，台灣的原住民絕非原始野蠻人，而是在
外來入侵耕地後，始有獵人頭之舉。上古時代，台灣有高度的文明，可能是人類文明的起源地之
一，需要我們趕緊探尋已被遺忘的台灣上古文明遺跡來證明。

前言：
根據中央研究院張光直副院長的看法：
「中國的歷史學(包括考古學)一向有孤芳自賞的傳統，
就是將中國歷史的資料和問題的討論限制在現代中國的地理境界範圍之內。其實至少從古史和史
前史來說，有許多在中國境內的歷史問題，其意義和它的解決途經是要靠中國境外的資料和研究
來作啟示、輔導和共同解決的；同時有許多中國境內的資料，其重大的意義又不限制在中國境內
歷史問題的解決」(註 1) 。本篇文章秉持著這兩種請情形的看法，以所得到的中國和台灣的資料
以及線索，初步來探討台灣的上古文明。

本文：
一、典籍中上古時代台灣和中國的文化交流
台灣本島的歷史大約始於十七世紀(澎湖更早，始於中國宋代)。清代先賢連雅堂所著《台灣
通史》是台灣最早完成的第一本史書，但是在《台灣通史》之前的史前時代，在中國的史籍中，
仍有一些片斷的記載。《山海經》云：「蓬萊山在東海中，島上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其物禽獸
盡白，宮闕以黃金銀作成。」日本學者尾崎秀真對於台灣史的研究不遺餘力，他斷定蓬萊山即為
現在的台灣，並以早在四千二百年夏朝開國以前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已有文化交流做為論證(註
2)。
另在《書經》禹貢篇揚州之項有：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
淮泗。」
（註：卉服─綿衣；織貝─鑲有貝殼的布料；錫─承受旨意。）根據尾崎秀真的說法，
「島
夷」應該是指台灣的原住民，貢物的織貝是原住民泰雅族的珠衣。其實織貝指的是編織的布料，
其上縫製許多經磨成薄片的蚌貝，這些蚌貝有如真珠般的光澤，看起來閃閃發亮。近代台灣北部
屬於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在老一輩的長者口傳歷史中，其祖先仍有這種織貝衣。
2

禹貢是尚書的一個篇名，而尚書是中國一部最古的歷史書，禹貢敘述四千年前的中國地理，
把當時的中國分成九州，揚州是東南方的一州，北到淮河，東南到海。
《書經》禹貢篇中的意思是：
東南海島上的夷人，穿著錦服，用竹器裝著綴繫有亮貝的布料，包裹著橘柚特產，等待錫命來進
貢，沿著長江大海，到達淮水、泗水。台灣地處東南海上，所說島夷的情形，與台灣原住民的情
形相同，所以若干學者根據這一記載，認為台灣已與大陸有交流(註 3)。

二、上古時代中國的貨幣──寶貝
海貝是被用來當作古代的貨幣，從非洲、印度洋到太平洋群島以及新幾內亞高地的部落之間，
迄今仍然通用。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最早使用的貨幣也是海貝，稱為「貝幣」
。古人將海
貝背面磨穿成孔，用繩子貫穿，綁在身上，就如後人的穿孔錢幣，纏於腰間或脖子；交易時，打
開繩結，掏出貝幣付賬。因此，甲骨文的「貝」字是以一根繩子把海貝貫穿起來的形像文字。在
商朝的「貝」是根據「黃寶螺(Cypraea mometa)」
、或稱「面形寶螺」的形貌寫成如「臼」字的古
貝字(「臼」字底下一橫中斷)。另根據與財寶相關的文字很多都屬於貝部首，譬如寶、貨、賃、
貯、財等等，我們也可以確定古代的貨幣就是海貝。貝幣的單位是「朋」
，海貝的幣制是由十個小
貝換成一個中貝，再由十個中貝換成一個大貝。
古時「貝幣」在中國民間的稱呼叫做「寶貝」
，根據《辭海》
的定義：
「寶貝(Cypraea tigris)動物名，屬軟體動物，腹足類，
殼卵形，長二寸餘，背面色淡褐或白，散布暗褐色之斑點，質
堅硬，平滑光澤如瓷。殼口狹長，邊緣內捲成細長之隙，兩隙
口有鋸齒，前後兩端凹入無殼，頭部有長觸角二。棲於海濱巖
礁，殼可為裝飾用。」我國古時用此貝為交易，故又為古貨幣
名(註 4)。根據這個定義，由其外貌和英文名稱可以得知，寶
貝就是今日名為「寶螺科」的貝類，台灣的名稱叫做「黑星寶
螺(Tiger Cowrie)」(註 5)或稱「虎斑貝」
。
「寶貝」是人類早期作為貨幣的代用品，即是「貝幣」。
其實中國古代的貝幣，並非只是所謂的「黑星寶螺」一種而已，而是使用寶螺科中許多不同的種
類的海貝，最常用貨幣的寶貝是「黃寶螺」，故亦名為「貨幣寶螺」。

三、寶貝就是學名為寶螺的海貝
學名為「寶螺(Cypraea)」的海中動物是屬於「寶螺科(Cypraeidae)」的貝類，一般英文稱為
Cowry 或 Cowrie。寶螺是半球形的貝殼，表面很光滑，這種的殼形具有很好的保護作用，不但可
以避免輕易被捕食；圓滑的殼可以避免殼上某一點受外力而造成整個殼的碎裂。殼的腹面則為長
而窄的殼口，在殼口的兩側有排列整齊的鋸齒狀唇齒。其晝伏夜出，棲息於珊瑚礁附近，以海藻
為食。
寶螺的形狀基本上都相同，由其體型大小、色彩、花紋、殼口齒的安排及殼緣的差異，而冠
以各自不同的前名，例如紅花寶螺、雪山寶螺、黃寶螺等。寶螺有優雅圓滿、討人喜愛的外形，
以及瑰麗的色彩、光滑的表面和奪目的光澤，幾個世紀以來，普遍受到人們的青睞和賞識，被奉
為珍品，一直是蒐藏及貝殼藝術的對象與材料來源(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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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螺是熱帶性的貝類，世界上約有二五０種，大部分盛產在印度洋和在太平洋的中西部熱帶
淺水海域的珊瑚礁。台灣海域受到黑潮帶來的南方熱海流，寶螺得以繁殖，故以台灣為中心的附
近島嶼特別盛產，在台灣的寶螺約有七十五種。

四、三星堆的海貝即商朝前代表財富的貨幣
中國在早商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使用海貝隨葬的情況，根據中國河南鄭州與輝縣的墓葬
中，均有發現出土的早商海貝。接著商代以及春秋至西漢墓葬中殉貝的現象已經很普遍，中原與
雲南各地也均有出土。另在四川三星堆出土海貝數千枚，是可與中原同時的任何出貝的墓葬相比，
其共有四種(註 7)：
1.齒貝 (Monetaria moneta)也叫紫貝，長 1.5 公分左右，略呈卵圓形，背部上方略高，一般
磨成一大孔，正面和背面四周有紫紅色、黃褐色及灰綠色斑點，殼口縱裂多齒，出土較多。在太
平洋地區各民族發展史中，許多曾被當作通貨使用，故亦名貨幣寶螺。根據英文名稱，在台灣的
中文學名為「黃寶螺」，在台灣的產地為沿海珊瑚礁，澎湖的產地為烏崁鎖港沿海。
2.環紋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種，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
扁平狀，長約 1 公分，背部環紋內外分別呈淡褐色或淡灰色，灰褐色或灰白色。台灣的中文學名
為「金環寶螺」，產地為台灣和澎湖沿海珊瑚礁。澎湖的產地為烏崁港沿海。
3.虎斑貝(Cproles tigris)長約 3 公分，出土較少，背部有大小不同的棕褐色斑點，有的發
掘與研究者認為是虞夏之世流通的自然貝。與台灣中文名稱「黑星寶螺」相似，產地為台灣和澎
湖沿海珊瑚礁。
4.擬棗貝(Erronea errones)體形較長，呈棗狀。台灣的中文學名為「愛龍寶螺」，產地為台
灣和澎湖沿海珊瑚礁。澎湖的產地為白沙島後寮、赤崁及歧頭沿海(註 8)。
從被發現的品種來說，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海貝，大體上包含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漢雲
南各地的用貝品種。古蜀地處內陸，就不難使人們想到古蜀國當時與周邊的交流與接觸的頻繁。
三星堆遺址的年代，當時已使用銅幣，但二個祭祖坑出土的海貝是作為財富的象徵，被精心地放
置在做工考究的人鳥四牛尊、三鳥三羊尊等一類的青銅容器中的。

五、台灣的寶螺即中國古代的貨幣──子安貝
尾崎秀真先生認為，台灣在五、六千年前，即中國的三皇五帝時代及以前，中國大陸做為貨
幣材料所使用的子安貝，即產於以台灣為中心的黑潮流域附近的島嶼，所以當時大陸的貨幣材料
全仰賴台灣的供應。是否如此，讓我們來探討「子
安貝」的問題。
由於寶螺的形狀與色彩的特殊，更被用作護身
符與文化的表徵，傳說將寶螺縫於婦女的裙擺，容
易受孕。又，古時婦女分娩時，手掌用力握緊寶螺，
尤 其 是 貝 殼 堅 硬 厚 實 的 龜 甲 寶 螺 (Cypraea
mauritiana)，不怕被用力握破，藉以增加婦女腹部
的推擠力量，可使嬰孩順利產下，故有「子安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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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龜甲寶螺─子安貝

的稱呼。
中國在商朝以前版圖的範圍僅在北方，其所轄海岸並不產寶螺。當時中國南方，以及中南半島或
印度有產寶螺的民族，與華北的華夏民族並無交流。《尚書》提到僅與盛產貝類的「島夷(台灣)」
有交流。因此，就如尾崎秀真先生所說，子安貝的出產地，是以台灣為中心的黑潮流域附近的島
嶼，提供中國大量的貨幣。顯示中國夏朝及以前的王朝，所使用的貨幣就是台灣附近生產的子安
貝，比尾崎秀真先生所推測的時間向下延展至少一千年以上。

六、三星堆的海貝證實就是台灣的寶螺
為再次求證中國大陸上古時代的貝
幣，是否就是尾崎秀真先生所謂從台灣供
應的子安貝──寶螺，我們利用四川三星
堆出土文物到台灣展覽的機會，前往故宮
博物院展覽場參觀，看到文物中的海貝。
徵得主辦的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同意，在展
覽場拍下出土的十枚海貝。可以發現每一
枚海貝背面都被磨成一大孔，
可用繩子貫穿成串，顯然曾為
流通的貝幣。
現今在台灣的海岸、沙
灘，寶螺經常可以俯拾即得，
尤其在台灣東北角、東海岸、
澎湖等的海濱可以找到。作者
另外開車到台灣東北角北濱公
路鼻頭隧道東邊的海邊碎石
灘，很容易就拾得數十枚相似
的寶螺貝殼，取出十枚，依照
三星堆展覽的十枚海貝排列方
式排列，拍成照片。由二張照
片的比對，三星堆的海貝，由其大小、形狀和顏色，可以看出和台灣的海濱盛產的寶螺相同。再
次證實尾崎秀真先生所提出「台灣的子安貝就是供應大陸寶螺貝幣，在台灣的原住民語叫做
pira，凱達格蘭語叫做 paiso，菲律賓人叫做 piso，與現在貨幣單位「匹索」同音。後來以金屬
鑄造的錢幣，原住民叫做 gurisju。台灣海域盛產的上古時代的貨幣」
。寶螺，以其隆起的背部形
狀很像龜背，故一般人叫它為「龜螺」
。以龜螺為主體在頭尾和四肢黏上細貝殼，再予點睛，就是
一件唯妙唯肖的小烏龜，玲瓏可愛，成為遊客到海濱風景區遊覽的紀念品。

七、由龜螺的考證可作為台灣是蓬萊仙島的佐證
台灣在日治期間，甚至在光復後前幾年，多位日籍學者專家，如伊能嘉矩、尾崎秀真、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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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雄、佐藤傳藏、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馬場悠男、大塚裕之與光復前後有宋文薰、張光直、黃
士強、林朝棨、臧振華、劉益昌等台灣考古學者從事台灣考古與實地調查，對台灣的史前史提出
珍貴的論述，奠定台灣史前史的基楚。從「台灣先
史遺跡分布圖」可以看出，由考古研究發現台灣的
先民遺跡可說遍佈台灣的每個區域。近年來發現更
多的遺址尚未列入，其中的貝塚也佔很大的比例。
我們已在貢寮核能四廠出水口預定地發現有一
大貝塚，大部分是先民遺留的破碎寶螺和其他貝
類。根據開挖的現場如照片顯示，貝塚中有幾何文
陶器、銅鈴、鐵器和可以製作貨幣的寶螺，以及可
以製作真珠般光澤的「織貝」的蚌貝等等破裂碎片，

核四廠出水口預定地有一寶螺貝塚

其與遍布台灣各地的貝塚大不相同。
一般貝塚除了貝殼之外，經常伴有大批水鹿、山豬及其他野獸的牙齒、骨頭等的遺骸，此處
並未發現其他獸骨遺骸，可知不是古人用餐後的拋棄物堆成垃圾堆的貝塚。由寶螺、蚌貝等貝類
破片為主的貝堆，伴隨著一些陶、銅、鐵器，讓我們可以推測這裡可能是古代貝幣和織貝工場的
廢棄所，附近可能有工場的遺址尚未被發現。倘若能得到證實，則該地區的海濱可能有古代供應
大陸貝幣和織貝的出口港，仍待發掘。
上古時代，中國的貨幣既然由台
灣供應，等於台灣就是富裕的國家，
也證明上古時代，台灣的貝幣支配著
中國大陸的經濟。倘若沒有台灣的寶
螺，就沒有中國的寶貝，中國也就難
有交易的經濟活動。因此，上古時代
的台灣(蓬萊仙島)是中國民族唯一的
憧憬之地，才有《山海經》所載「蓬
萊山在東海中，島上諸仙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的敘述。蓬萊山的仙島就
是台灣，其神仙所居之處有所謂的「洞
天福地」。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齊人
徐市(即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
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仙)
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
僊人。」徐福和數千童男女到達瀛洲
(日本)，未到蓬萊仙島，沒有遇到島

日據時代至 1949 年夏考古學調查成果

上諸仙人，求不到長生不老藥，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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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會被砍頭，因此就在日本定居下來。由此可知，上古時期的台灣一定有相當優越的因素及
背景，才值得中國大陸人士的嚮往。這些優越的因素，除了上述台灣的貨幣支配著中國大陸的經
濟外，應該還有其他的輝煌文明，值得我們繼續探究。

八、台灣的地洞即是蓬萊仙島的洞天福地
一九九八年學者已在「雪山主峰圈谷群」坡面的第一、二號圈谷，發現谷內有冰斗才有的「冰
坎」地形，以及在黑森林裡發現在學術界爭
論長達七十年的冰河「擦痕」
，這些跡象都直
接顯示第四冰河期的冰河曾經在雪山降臨。
第四冰河期即歐洲的沃姆冰河期，台灣與歐
亞大陸連接，台灣高山地區的生物相出現被
認為是由歐亞大陸遷移過來的遺留動物。
現在一直棲息於大甲溪上游雪霸國家公園七
家灣的國寶魚──櫻花鉤吻鮭、分布在台灣
兩千公尺以上的山區溪流岸邊，已瀕臨滅絕
的台灣的保育類動物──「山椒魚」
，以及最
近在玉山山脈發現的高山小黃鼠狼，都可顯
示台灣確實曾有一段很長「冰河期」的肆虐。
若以古代地球的生活環境來考量，台灣的原住民們要渡過冰河期及惡劣的環境，他們求生最
好的方法，就是開鑿地洞，躲入洞穴，避開冰雪嚴寒的天氣，才能繼續生存繁衍下來。譬如在冰
河期舊石器時代在台灣東部八仙洞的長濱文化和在中國大陸的山頂洞人，都是在地洞中被發現
的。倘若台灣的先民是這樣渡過冰河期而繁衍至今，必有地洞遺跡。根據目前大眾所知著名的台
灣地洞，其分布有七十餘處、百餘條，詳列如下：
一、基隆市：1.社寮島(和平島)蕃字洞。2.大沙灣山洞。3.槓子寮山洞。4.貴子坑山洞。5.
仙洞巖山洞。6.協和發電廠山洞。7.虎仔山山洞。8.大武崙風洞。9.台肥廠區口山洞。10.佛祖嶺
山洞。11.西定路金斗公山洞。12.外木山溪口風洞。13.蝶仔公風洞。14.東明路風洞。15.月眉山
山洞。
二、台北縣：16.老梅山洞。17.基隆山山洞。18.瑞濱山洞。19.貢寮荖蘭山山洞。20.福隆隆
隆山燕子洞。21.鹽寮核四廠番仔山山洞。22.平溪南山山洞。23.文山通新店山洞。24.木柵貓空
風洞。25.坪林山洞。26.觀音山山洞。27.八里山洞。28.土城皇帝山山洞。29.三峽山洞。
三、台北市：30.七星山區山洞。31.大屯山區山洞。32.圓山山洞。33.芝山岩山洞。34.大直
山洞。35.博愛特區山洞。36.大龍峒山洞。37.關渡山洞。38.瑠公圳山洞。39.北投貴子坑山洞。
40.南港山洞。41.信義區福德街龍山洞。
四、桃園縣：42.石門山洞。43.鶯歌石過大漢溪底至三峽鷹仔石山洞。44.觀音山山洞。45.
角板山山洞。
五、宜蘭縣：46.南澳觀音山山洞。47.大里甘藷寮山洞。48.頭城芭樂林山洞。
六、新竹市縣市：49.新竹市十八尖山山洞。50.新竹關西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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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南投縣：51.埔里關刀山山洞。52.南投郡大山山洞。53.日月潭通鯉魚潭水洞。54.中央
山脈石壁洞。
八、雲林縣：55.草嶺水湳洞。
九、台南縣市：56.台南赤崁樓至安平山洞。57.台南關子嶺山洞。
十、高雄縣市：58.高雄壽山山洞。59.鳳山至屏東山洞。
十一、屏東縣：60.屏東鵝鸞鼻石門山洞。61.鵝鸞鼻龍洞。
十二、外島：68.澎湖大武山山洞。69. 澎湖西嶼山洞。70.澎湖望安山洞。71.綠島山洞。72.
釣魚台山洞。
若回溯到清朝或更早的時代，從史籍中搜索，唐朝以來均未有記載。因此，台灣地洞的開挖
也應排除唐朝以後的年代。《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流求國」記載台灣土俗，傳曰：「流
求國(即台灣)在海中，當建安郡（今福建建甌縣）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
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所居曰波羅擅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荊棘為藩。王所
居舍，其大一十六間（一間為一．八公尺）
，琱刻禽獸。…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
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主一村之事。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數十人。」
由此記載可知台灣多山洞，而且先民都居住於山洞中，由每個山洞都有洞主(小王)。可知台灣的
地洞是在隋朝以前就有的，至於隋朝以前的史料更缺乏而未記載。這些地洞已排除採礦坑洞、石
灰岩和其他天然的水蝕洞，由其內壁的痕跡，可以確認均屬人工挖掘的地洞。這些地洞就是古代
中國人所嚮往的蓬萊仙島裡的「洞天福地」。

九、
「台灣」名稱的典故
「台灣」的名稱在中國歷史上，遠在秦朝時代，就有所謂島夷、東夷、海夷、或夷州、東鯷
等的稱呼。
《後漢書》
「東夷傳」記載：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州、澶州。傳
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州，世世
相承，有數萬家。」所謂蓬萊仙島指的就是台灣。另外漢代知名的「大冤國」
，可能也就是台灣。
進入隋朝，台灣與澎湖、琉球，併稱琉求(或溜求)。在《文獻通考》載有：
「琉求國在泉州之
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為毗佘耶。」由明代日本國新安郡人鄭舜功所撰
《日本一鑑》可知，此「毗佘耶」為日本國島嶼之一，而現今的琉球其時稱為中山國。在南宋時，
琉球(此指沖繩列島)獨立，立中山王統治該地。
《隋書》「流求國傳」記載：「流求國(即台灣)在海中，當建安郡（今福建建甌縣）東，水行
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傳中的「流求
國」指的就是台灣，並非現在的琉球。台灣從此才有史書的正式記載。
進入明朝，《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卷一「地脈」記載：「日本之脈，起自閩泉、永寧間
，間抽一枝去深滬，東渡諸海，結澎湖等島，再渡結小東島，一名小琉球(即台灣)，彼云「大惠
國」
，自島一脈西南渡海，乃結門雷等國(菲律賓)，一脈東北起釣魚、黃、赤坎、古米、馬齒等
島，乃結大琉球國，自大琉球一脈東北渡海起硫黃、田嘉、大羅七島、屋久種島、間島、白不硫
黃等島，乃結日本，首自大隅至豐前中，分九國。」另在《日本一鑑》桴海圖經卷二圖，繪有含
「雞籠山」的小琉球國，註明：彼云「大惠國」(註 9)。將現今的琉球稱為大琉球，台灣稱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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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求。現在台灣的西南方，距離高雄東港十一海里的海上，有一個小島嶼稱為小琉球，可能是保
留當時的名稱。
十六世紀間，凱達格蘭族原住民母語之名「大惠宛」或「大大宛」，荷蘭文獻稱「台惠宛」，
一六二○年中國明朝稱「大惠國」，清朝以荷蘭語音「台惠宛」譯成漢字「台灣」，沿用至今。
十六世紀，葡萄牙的船隻行經台灣海峽，在遠遠的海上看到盛夏山峰白雪皚皚的奇景，不禁
讚嘆道：
「伊拉．福爾摩沙(Iluha Formosa；啊！美麗的島！)」
，歐洲人於是稱它為「福爾摩沙」。
在明朝初期，又稱台灣為東蕃，意即東方的蕃人。何喬遠的閩書記載：
「東蕃夷不知所自始，
居澎湖外洋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打鼓嶼、小淡水、雙溪口、加里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居
也。斷續千餘里，種類甚蕃。」但東蕃這一名詞，到了明朝萬曆年間，轉訛為台灣的發音。
《明史雞籠傳》「雞籠」，島名，謂台灣。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蕃。萬曆
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闤闠(市場)，稱台灣焉。
《瀛壖百詠》的序文中記載：
「至明季，莆田周嬰遠遊編，載東蕃記一篇，稱其地為台員，蓋
閩音之偽也。台灣之名入中土，實自茲始。」台灣隨筆也敘述：
「台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
著遠遊編，載東蕃記一篇，稱台灣為台員，南音也。」又有蓉州文稿記載：
「萬曆間，海寇顏思齊
有其地，始稱台灣。」
十七世紀荷蘭人佔領台灣，在台江(安平附近)的灣頭建築城砦，採取頭一個字，合稱為台灣。
台灣縣志記載：
「荷蘭設市干，築磚城，制若崇台，海濱沙環水曲曰灣，又泊舟處概謂之灣，批台
灣所由名也。」但這只不過是拘泥文字的附會之談。鄭成功治理台灣時，稱為東都或東寧。鄭氏
亡後，再度恢復台灣這一名稱。
另外原住民稱台灣為培崁或培崁德，因此在明朝也將台灣稱為北港。北港原為雞籠山，即現
今基隆地區的名稱，但有一段時期做為台灣島的名稱使用。原住民又稱台灣為巴古灣。
日本是從室町時代將台灣稱為高砂或塔伽沙古或高山國、蓬萊山。一種說法是現在的高雄(舊
稱打狗)附近，稱為塔伽沙古社，而有此名稱，另一種說法則是打狗港土名「打狗山仔」，以訛傳
訛，變成了塔伽沙古一名，用來稱呼台灣全島。另外在日據時代，據台北帝大宮原教授的主張，
台灣的名稱是分布在台南到鳳山地區的平埔蕃之一支「排灣」族的音轉化而成。

十、台灣的原名「大惠宛」原住民語義就是「幃幄中心」
由台灣地洞的分布，可以看出地洞極大部分集中在台灣北部的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和
桃園縣；換言之，在第四次冰河時期，先民大部分集中在台灣北部過活，這些人工挖掘地洞的密
集度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區。然而台灣北部正是原住民的「凱達格蘭」(Ketangalan；或稱「凱
塔卡蘭」、或稱「凱達喀蘭」)平埔族所活動的地域，有許多古文物及遺址可以確認是台灣原住民
中「凱達格蘭」族的遺蹟，而且近日國際知名的考古學家在進行的台北大屯山區面天坪的挖掘工
作，已經發現凱達格蘭族大屯社遺址，因此我們必須藉著探討「凱達格蘭」族的現有資料，來推
敲台灣早期先民的文明。
根據上述，自古以來台灣有十餘種不同的名稱，其中依據十六世紀年間，原住民「凱達格蘭」
族母語的名稱為「大惠宛(Tahuiyuan)」或「達塔宛(Tatayuan)」，這是台灣先民自古以來自訂的
名稱。西元一六二０年中國明朝公文書載稱「大惠(Tahui)國」
，與漢代的所用的名稱「大冤(Ta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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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音相近。荷蘭文獻載入譯音為「台惠宛(Taihuiyuan)」
，中國清朝以荷蘭語音譯成漢字為「台
灣(Taiwan)」，這是「台灣」名稱的沿革，比較正確的說法。然而「大惠宛」一詞，「凱達格蘭」
族原住民的語義是「幃幄中心」。
「凱達格蘭」的意義是：
「凱達(Ketan)」一詞為原住民
祖先的聖名；「格蘭(Galan)」
一詞，其義為「聯結(Union)」
，
現代語稱為「邦聯(Federal)」
之意。拉丁語音的「格蘭」
，在
台灣的閩南語叫做 Kelan，其
發音和「雞籠」相同。「格蘭」
又稱為「圭籠(Kuei Lung)」，
在亞洲各地的土音略有不同，
各有其用字。中國漢字
(Mandarin Chinese) 譯 音 為

大屯山區巨石柱及礫石鋪地考證凱達格蘭族大屯社遺址

「 雞 籠 (Chilung) 」。 另 有 一
說：「凱達格蘭族」早期也把他們的居住地叫做「凱達格蘭」，後來稍加轉變，把 ketangalan 的
tanga 省略而變成了「Kelan」
，漢人的音譯字就變成「雞籠」
。在明末，曾以「雞籠」一詞代替當
時的台灣地名──「琉球」
。其他同義異字有「雞南」
、
「吉隆」等，例如台北的圓山就是「雞南山」、
東南亞的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因此，若要瞭解「格蘭」
，就先從台灣的「雞籠」來探討。
台灣以前的「雞籠」地名，是在台灣本島北端一個深水港灣的天然港，也就是現在的「基隆」
(Keelung)。漢族拓殖於此地之前已有凱達格蘭平埔族的聚落。古文獻上曾提到：大雞社、大雞籠
社、雞籠社就是這裡。一直到光緒元年(西元一八七五年)在此設立台北分防通判時，因名稱不雅，
便選擇諧音字，以「基地昌隆」一詞，更
名為「基隆」。

基隆港外的基隆嶼原本

寫成「雞籠嶼」
。關於這一點，漢人的文書
記載是基於形狀類似而命名。《裨海紀遊》
郁永河的「紀行」有這樣的記載：
「有一小
山，圓銳去水面十里，孤懸海中，以雞籠
名者，肖其形也」
。如果這種解說被採納的
話，那麼「雞籠」的地名勢必以這個小島
為起因。但是以一個港外的無人小島名稱
充作一大港埠的地名，難免有牽強附會之
感，而且，依據《台灣府誌》的記載，名

基隆港外的基隆嶼形狀肖似雞籠

叫「雞籠者不止這個小島，就連今日基隆

港入口處的和平島(或稱社寮島)也被稱為「雞籠」
。荷蘭人所著作的新舊印度誌中的台灣古地圖，
也稱「和平島」
「Kelang」
，而且，這個島並無圓凸起伏，形狀實在不像雞籠(註 10)。養雞的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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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雞籠嶼」的圓凸起伏形狀，在台灣大部分的用語叫做「雞罩(Ketau)」，並不是全部稱為「雞
籠(Kelan)」，顯然地名取「雞籠」，似非取其字義。
另在《隋書》卷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七「赤土傳」記載「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
十月，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拔多洲，西與
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
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
使，……。」所稱「赤土國」是在中南半島南方的島國，也有「雞籠島」的地名。在大洋洲的海
島，赤土國的「雞籠島」一詞應不是指「形狀像雞籠的島嶼」。

十一、台灣曾是世界各地邦聯的幃幄中心
根據明朝嘉靖年間鄭堯光所著《籌海圖編》
，中國內地以「雞籠」為地名者，且在隋唐以前就
已被使用而存在的地方有：浙江省至少有五處：1.杭州龍井雞籠山、2.嘉興海鹽雞籠山、3.寧波
象山雞籠山、4.台州黃嚴雞籠山、5.嚴州桐盧雞籠山。其他：6.南京雞籠山、7. 福建閩侯西南雞
籠山、8.安徽和縣西北雞籠山、9.廣東翕源西北雞籠山、10.湖北陽新東雞籠山、11.湖北鐘祥東
北雞籠山、12.湖北通城雞籠山、13.香港雞籠山、14.浙江湖州雞籠港、15.廣東連縣雞籠關、16.
浙江溫州雞籠礁、17 廣東曲江雞籠墟 18.海南島又
名雞籠島等，不勝枚舉。這些同為「雞籠」的地名，
包括山、港、關、礁、墟、島，不可能其地形都像
養雞的籠子──「雞籠」。

土地日荷蘭總督依圭隆合約與台灣原住民交誼
上述大陸的十八處的「雞籠」地名，僅是有據
可考的小部分幾處，都是在長江以南，受到兵亂較
少，才能經過隋唐流傳下來。但是，古代中國的重
要都市在北方，由於經常改朝換代，地名屢次更改，
古代地名流傳至今的非常有限，因此「邦聯」的地
名大部分難再查到。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這些上述
的「雞籠」、「基隆」、「圭籠」、「雞南」、「吉隆」就

台灣原住民代表與荷蘭官方簽訂
的「圭籠和約書」主合約第一頁

是「格蘭」的同義字，其表示都是「邦聯」之地，各以其「格蘭」的土著語音作為當地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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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就是各「邦聯」，包括中國、東南亞、大洋洲及歐洲等地的「邦聯幃幄中心」。
十六世紀年間，台灣原住民族代表和各部落頭目曾與荷蘭官方，雙方簽訂「圭籠和約書」
，也
就是「邦聯合約書」
。主合約有三頁，另有詳細的副約，現仍收藏在荷蘭海牙皇家博物館。當時荷
蘭總督曾依合約與台灣原住民交誼。因此，可知台灣在上古時代，就是世界各地「邦聯」的運籌
帷幄中心。近期台灣學者已在荷蘭海牙皇家博物館進行有關的台灣資料研究，不久將可公諸於世。

十二、古代台灣的原住民過著神仙般的生活
自古迄今，原住民的內心有一種崇高的品格，出自於「誠」
，支配他們精神的心靈，有如純潔
無垢的白玉，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他們就像幼兒一樣天真，像神一樣純潔。他們的社會即使沒
有被動的制裁和法律的規範，也能自然無為地保持秩序，這是台灣先民傳衍下來的心胸(註 11)。
由於台灣的資源豐富，土地肥沃，農產生長繁盛，生活容易，養成台灣的先民，就如《山海經》
所載「蓬萊山的仙人」一般。清代先賢林資修在《台灣通史》台灣開闢紀序云：
「台灣自鄭氏建國
以前，實為太古民族所踞，不耕而飽，不織而溫，以花開草長驗歲時，以日入月出辨晝夜，岩居
谷飲，禽視獸息，無人事之煩，而有生理之樂，斯非古之所謂仙者歟？」(註 11)以此來說明台灣
在史前時期，原住民族的生活、心裡及生理，就是神仙的樣式。
但是，蓬萊仙島的上古民族一直過著神仙的生活，卻沒有再追求上進和發展，漸被其他民族
趕上，並且超越。尤其中國發展出的優越文化，以後來居上的方式席捲台灣，可以由台灣出土的
新石器文化遺物看出來。

十三、商朝銅幣取代海貝台灣文明逐漸沒落
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台灣的貝幣供應有限，不能人工製造，且流通不易，因此自商朝以後貨
幣逐漸以銅幣取代海貝。根據一九五三年在河南安陽大司室出土三枚商朝銅幣；六十年代在殷墟
西區六二○號的商墓出土無紋銅幣二枚，以及山西保德林遮峪村也發現晚商無紋銅貝一○九枚，
伴有一一二枚海貝，可以解讀為商代以後，台灣子安貝逐漸退出大陸市場。到秦朝才正式廢除貝
幣，改用銅幣。
雖然海貝漸被銅幣取代，但是子安貝的財富象徵仍然存在，有些民族仍將子安貝串成項鍊當
作豪華的飾物。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數千枚海貝，就是祭祀時代表財富的供品。
由於銅幣取代海貝以後，台灣的子安貝不再大量運送大陸，台灣與大陸間的文化交流因而逐
漸中斷。從此台灣的文明故步自封，逐漸退化、衰微。台灣的原住民族在長期的走下坡，一直延
續到外來民族的侵入時，台灣的原住民族才變了質。

十四、外人侵入耕地台灣原住民始有獵人頭之舉
清代先賢連雅堂在《台灣通史》開闢紀云：
「台灣固東番之地，越在南紀，中倚層巒，四面環
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魋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游牧之代。」由此
可知，因為連雅堂對台灣的上古民族在無稽可考的情況下，只看到原住民當時的外表，以及為生
存的集體狩獵活動，並未如林資修先賢深入瞭解原住民內心的境界。
日人國分直一教授，嬰兒時就到台灣，大部分時間都在台灣長大。曾在京都帝國大學主修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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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再回台灣後，一直從事歷史的教育與研究工作，對台灣的考古與原住民的研究貢獻良多，經
常深入原住民的居處，探索他們的風俗與挖掘採集古文物。他在考古最大的成就是在台南牛稠仔
(永康)發現台灣史前文化中的繩紋陶。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國分直一在台南縣佳里鎮北門高中舉行座談會的談話中，國分直一教
授根據他考古研究結果，宣稱台灣原住民的獵人頭風俗，在舊石器時代根本不存在，而是到新石
器時代，需要土地耕作，為阻止外人侵佔，始有獵人頭之風俗。原住民的居住和耕作的土地，若
受異族侵入及掠奪的話，被認為是比死更嚴重的屈辱。因此，他們必拚死防衛，不容許外力的侵
佔。由此可知，台灣的原住民，並不是天生野蠻人，
而是受到外人的侵入才起而防衛，因而被誤為原始野
蠻人，實在是外人對原住民認識不深所致。因此對台
灣原住民的心地應做深入的探究，除已被劃歸為一般
公民的平埔族的九族外，更需要瞭解山地原住民的純
樸的心境。
台灣是一個海島，從地理史觀的角度來看，台灣
是全球島嶼世界的一個中心。北自庫頁島起至東南亞
的海洋諸島嶼，一連串南北向的弧形列島，台灣位於
諸列島的中間，又位在歐亞大陸東邊外緣，分隔了東
海與南海，為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交叉點；這些南北向
和東西向島鏈中，地理位置至為優越。這個優勢條件，
在上古時代早已存在，顯示為世界各地的邦聯「幃幄

座談會上國分直一教授與作者合照

中心」
，只是從新石器時代以後，台灣逐漸沒落而失去
原有的地位，以至被後人忘卻。但於世界愈趨於全球化發展的今天，台灣正在恢復全球經濟運籌
帷幄中心的地位，今後我們還需努力恢復原有各種文明菁華薈萃的水準，以顯示台灣佔有樞紐的
關鍵地位。

討論：
一、在隋朝以前的史前時代，關於台灣史籍資料非常有限，本文僅參考《山海經》和《書經》
的二段記載來推論，似有資料不足之感。倘若上古時代中國和台灣有交流，應有更多的記載才對，
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之舉，可能把有關的書籍燒光，非常可惜。或許其他古籍尚有關於台灣的記
載，需要時間再深入研究。
二、台灣古文明遺跡的研究有許多的題材，例如澎湖虎井嶼海底十字城郭構造物的遺跡、海
底其他構造物、台灣百餘條人工地洞、金字塔與巨石文化、古代圖騰及貝塚等。本文僅就有關貝
類考古、地名考古及其延伸的先民心態做初步的探討，僅是台灣上古文明研究的起點而已，仍需
趕緊尋找台灣已被遺忘的上古文明遺跡來證明。
三、台灣及邦聯地名的研究，推斷台灣是各地邦聯的幃幄中心，所引用的資料，相當可靠，
但需要再予補充更多的資料。
四、近年來，台灣被認為可能是南島語族起源地，另由基因比對證實遍佈南島語族的玻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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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人和紐西蘭的毛利人都是由台灣遷出，更可以認為台灣可能是人類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今後
可以應用國際醫療衛生交流之際，取得世界各地土著的血液，進行基因比對的專案研究，或可發
現更珍貴的資訊。
五、由於上古時代的史料和考古所得到的資訊相當有限，就幾件不同時空的資訊和驗證來推
論台灣史前史，僅能做出為初步的結論。有了這個起步的方向，對於後續鑽研台灣史前史應有些
微助益。

結論：
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確認的幾點如下：
一、夏朝以前，中國各地交易用的海貝貨幣叫「寶貝」，就是生產在台灣的「龜螺」，學名為
「寶螺」，俗稱「子安貝」。
二、證實日人尾崎秀真的看法：中國做為貨幣材料所使用的子安貝，就是產於黑潮流域附近
以台灣為中心的島嶼，所以夏朝以前大陸的貨幣材料全仰賴台灣的供應。
三、台灣的土地肥沃，資源豐富，生活容易，曾經養成台灣先民純潔而誠的心胸，過著無憂
無慮仙人般的生活。
四、由地名的考古，可以發現台灣應是上古時期，中國、東南亞、大洋洲及歐洲等「邦聯」
的「幃幄中心」。
五、商朝以後，銅幣取代貝幣，台灣的文明故步自封，逐漸衰微，漸被中國發展出來的優越
文化所取代，因而原住民為抵禦外人入侵耕地，始有獵人頭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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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貢寮鄉福隆村隆隆山雪山稜線附近發現的「巨石文明遺址」
，左為陽石全石，
右上為陰石，這兩個巨石相距約五十公尺，在隆隆山雪山稜線同一邊，同一高程並
列。陽石高有 273 公分，狀如挺直的男性生殖器。其下部中間有一圈很精緻的正圓
形雕刻圖，外徑有 18.5 公分，內徑有 10.5 公分，刻痕深達 3 公分，象徵男性所在
處，稱為陽圖，代表天。另一巨大陰石狀如婦人平躺，外表生有白色菌類，呈特殊
的乳白色，非常醒目。其長寬高各約有 4、2、2 公尺，但在陰石重要部位有一人工
雕鑿、呈精緻半圓形內凹的小洞，直徑約有二十一公分，深度約有十六公分，狀似
女性的生殖器，稱為陰圖，代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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