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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貝類的人文詮釋－「貝文化」新思維
巫文隆（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前

言
早在寒武紀時代，貝類就出現在地球上，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的貝類已經記錄超過了十萬種以上。自從人類出

現在地球上之後，貝類一直是人類相當重要的蛋白質來源，這可由已出土的貝塚得到證實。造型變化多端、色彩豐
富的貝類，也常被作為蒐藏、鑑賞與研究的對象。利用貝殼特有的真珠（或寫成珍珠）光澤，使得人類生活與文化
品質更為光鮮亮麗；古老的東方人將貝類做為藥材，西方人更將貝類視為宗教或護身符的圖騰與表徵。在歷史的軌
跡上，貝類經常被用在商業行為，即早期流通的貝幣、郵票、甚至於今天的塑膠貨幣（如信用卡或其他票卡等）等，
由這些顯而易見的人類生活行為可知，貝類與人類之間的關係甚為密切。
自古以來，人類利用貝殼的造型、殼質等，再加上工業科技與人類的巧思，使得貝類在食、衣、住、行、育、
樂等方面，都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巫文隆，2000a）
。在人類的生、老、病、死過程中，更離不開貝類的參與：如
食用性的養殖貝類、漁獲貝類、醫用性的貝類、有害的貝類、貝類郵票、貝類錢幣、真珠、螺鈿、貝類與宗教、民
俗貝類、貝類造型、貝類圖騰、巧思貝藝、貝殼巧彫、貝殼工藝、彩繪貝殼、貝類圖書與印刷品、貝類產業、軟體
動物學與貝類學的研究等等，其他如貝殼配對、貝殼彩繪、貝殼貼畫等相關活動，在在都能豐富人類的多元文化與
生活品質。本文主要針對「食－貝類與人類的飲食」
、
「衣－貝類在人類服飾中的角色」
、
「住－貝類有關的人類建築
工藝」
、
「行－貝類與人類的行與溝通」
、
「育－貝類與宗教、民俗、教育的關係」和「樂－貝類與人類休閒娛樂的結
合」等六個面向與主題（巫文隆，2005a）
，希望大家共同體認當前人類文明社會的兩個重要課題－【環境保護】與
【野生動物保育】。

「食」－貝類與人類的飲食
從古至今，世界各地都有以貝類為食物的需求，考古學家從世界各地陸續挖掘或是研究發現的貝塚，即可略知
一，二；台灣先民的出土遺址中，可以窺見大量的狩獵及漁撈器具，以及食用所剩下的鈣質部分，如骨骼、貝殼等。
由此可見採貝、漁撈和狩獵等的人類行為，貝類確實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台北市圓山貝塚及台北縣八里的十三行遺
址為例，貝類是當時住民的重要食物來源。
台灣傳統小吃－台灣真是美食的天堂，在台灣的都市或鄉
村、小鎮，只要有人聚集的夜市或傳統市場，都可以找到可口的
台灣小吃。簡單的處理，就是一盤令人垂涎欲滴的菜餚。這些傳
統小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都是當地新鮮的食材、價錢便宜、
老少咸宜，因此貝類的食材，就以牡蠣（蚵仔）
、文蛤、花枝、魷
魚類及九孔螺等為主。最近網路票選的「台灣十大小吃」中，蚵
仔煎（圖 1）及蚵仔麵線則分居第一、三名，因為這是大家兒時的
共同記憶，實至名歸。

圖 1：台灣小吃叫我第一名：蚵仔煎

蚵仔就是牡蠣，也稱為蠔，由於營養豐富，早有「海之牛奶」（sea milk）的美名。台灣的牡蠣養殖，已有兩、
三百年的歷史，因此牡蠣和漁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主要的牡蠣養殖環境是台灣西部的河口或淺海砂泥底質，有插篊
式、垂下式及外海懸吊式等方法；在金門還有用石板式的養殖方法，台灣的牡蠣的養殖產量是所有貝類養殖中最高
的。常見有蚵仔的傳統小吃如蚵仔煎、大腸蚵仔麵線、蚵仔湯、蚵嗲、蚵仔湯、蚵仔酥等。其次是文蛤，又被稱為
蛤仔或粉蟯，文蛤通常是養殖於河口或台灣西海岸的砂泥底質。常見的文蛤小吃有蛤仔湯、炒蛤仔、燒烤蛤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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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淡水性養殖的貝類以蜆仔最為常見，因為《本草綱目》記載蜆仔有養肝的效果，所以台灣也有所謂「蜆精」的
健康食品問世。加入大蒜、辣椒、酒及醬油等做成的鹹蜆仔，通常是喝酒佐餐的絕配。九孔螺很有咬勁，也是台灣
重要的養殖貝類，筆者在 25 年前，開始建議使用台灣鮑魚（Taiwan abalone）的稱呼，比稱為小鮑魚（small abalone）
還貼切。較常見的九孔螺吃法有三杯九孔、生烤九孔、五味九孔、當歸枸杞燉九孔等。屬於頭足類的花枝和烏賊類
是台灣前 20 種漁獲物中，產量最高的（巫文隆，2000b），因此吃法也很多樣，如三杯花枝、炒花枝、花枝丸、花
枝羮、魷魚羹、烤魷魚、客家小炒等，琳瑯滿目。目前還有從日本流行到台灣來的章魚燒、章魚小丸子等，都是相
當膾炙人口的夜市小吃。最常見的陸棲蝸牛小吃就是炒螺肉，這是 1918-1920 年間，由日本人下條久馬一技師自新
加坡引進到台灣作為養殖用的非洲大蝸牛，由於繁殖相當快，而擴散到全台灣。被列為台灣十大入侵種的福壽螺，
在 1978-1980 年間被不當引進台灣，目前已經再擴散到日本、夏威夷、中國、中南半島及菲律賓等區域。十多年前，
台灣流行一時的「雪螺」，就是加工處理過的福壽螺，因此也常常被充為螺肉罐頭出售。
在古老的時代，貝類可以當作藥用（巫文隆，1980）
。
《本草綱目》記載「用蝸牛生研汁飲之，能止消渴，利小
便，止鼻衄、治諸腫毒」。蝸牛蛋白質含量甚高，每公斤含有 180 克蛋白質，高于雞蛋，且含有大量維生素和微量
元素，脂肪含量甚低。蝸牛的消化液中含有 30 多種消化酵素，能水解分化各種食物，因此常食蝸牛可增加人體對
多種營養物質的吸收。蝸牛所含的蛋白質及黏液，對人體皮膚、毛髮等具有營養作用，是著名的美容食品，可炒食、
奶油燴煮及羹湯等，味甚鮮美，但是生食或不適當的烹煮，常會帶來廣東住血線蟲的感染。再看到台灣以外的各地，
印第安民族，在他們的文化中，視咀嚼古柯葉為機能性食療法，並常於葉中加入貝殼粉末，以增強效果，可治療牙
痛、高山病等。南島的原住民食用檳榔，會加入貝殼灰，這比加入石灰較為自然而健康。

「衣」－貝類在人類服飾中的角色
台灣的原住民部落中，泰雅族最貴重的珠長衣，通常只有頭目、族長、出草馘首
最多的凱旋歸來勇士、參加盛會時或結婚男女才可以穿著，是泰雅族獨特的衣飾文化。
其他的各原住民部族，也常利用真珠或貝珠、貝殼鑲製成珠裙、禮用短衣，貝珠頭飾、
束髮珠串、肩形耳璫、項圈、貝珠串腕飾、貝珠串腿飾、貝錢、頭目帽等。其中珠裙
常使用於訂婚或女子生產後，男方送給女方家長的答謝禮。

圖 2：貝殼鈕釦

台灣的貝殼鈕扣（圖 2）產業在塑膠尚未發達以前，是相當重要的產業，但是隨著塑膠業的興起，貝殼鈕扣產
業慢慢受到衝擊而消失（巫文隆，2006a）
。雖然如此，國外的貝殼鈕扣產業仍然相當重要，因為歐美較高級的傳統
服飾中，仍需要大量精緻的貝殼鈕扣作為陪襯。因為貝殼鈕扣的高貴、自然光澤及亮麗的色彩等，是塑膠鈕扣所比
不上的，主要就是貝殼的真珠質所造就的亮麗真珠色彩。由於真珠層的排列是多層頁片狀的排列（巫文隆，2000c），
光線照射真珠層後的多重折射與全反射，才有光彩奪目的效果。因此只要能產生較厚真珠層的貝殼，就可以作為貝
殼鈕扣的材質，到目前為止，鐘螺、真珠蝶貝或真珠蚌類等，都是相當適合作為貝殼
鈕扣的材質。
在人類的珠寶中，真珠（巫文隆，1987）一直是相當受到親睞的對象，也是搭配
服飾的重要選擇。真珠項鍊、手環、胸飾、領帶夾等，都常有真珠的點綴。最近流行
的深海珠母貝所創意出來的珠母貝手錶（圖 3），也是真珠層的利用之一（巫文隆，
2006b）。

圖3：錶面功夫：珠母貝

「住」－貝類有關的人類建築工藝
貝類的鈣質部分，由於質地堅實，七彩亮麗的真珠層，更是中國、日本、韓國
及台灣等地區、相當盛行的名貴螺鈿家具（圖 4）
，為台灣賺進不少外匯。在沿海牡
蠣養殖所生產的牡蠣貝殼，早期常常被當作房屋建材的一部份，進而煅燒過的殼
灰，也常常用於外牆或是內牆的塗料，甚至於藝術繪畫用的白色顏料，就是鉛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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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粉或蛤粉等都是由殼灰所研磨製成的。殼灰或碎蚵殼等在現今台灣西南沿海及金門地區的古蹟建築群，都還是常
見的景觀。一些房屋的內部結構中，也許為了美觀，也許為了狹窄的空間，常常可以看到旋轉而上的樓梯設計，這
種形狀和貝類中的旋梯螺不謀而合。鹿港福興海邊以及三芝鄉均有由貝殼黏貼成外牆和內飾的貝殼廟（圖 5）
，這就
是人類巧思所建立的。
仔細觀察台灣很多廟宇，都會發現有貝類的圖騰，如章魚、烏賊等造型的剪
黏與礩珠（柱珠，圖 6）存在，這些現象應該與當地的產業有密切關係。再進一
步解讀台灣的地名，也有很多與貝類有關，如蚵仔寮、蚶仔寮、蛤子寮、青螺村
（圖 7）
、鎖管村、田螺窩等。原則上地名如果在海邊，通常會用當地的產業如蚵、
蚶、蛤等為地名；如果在內陸，則會以田螺為地名。

圖5：鹿港貝殼廟

圖 6：廟宇的章魚形礩珠

圖 7：澎湖縣湖西鄉青螺社區

「行」－貝類與人類的行與溝通
中國古代的殷商文化中，可以見到馬車前的馬匹頭上所戴的蚌飾（中研院
史語所典藏），即是以貝殼為材料；今日台灣西南沿海的大陸棚是重要的貝類
養殖地區，常常可以見到用貝殼所鋪成的道路。在金門古蹟的得月樓外牆壁，
就是參雜著碎蚵殼的建築。再看看世界上第一艘核子潛水艇「鸚鵡螺號 The
Nautilus」也是因為利用鸚鵡螺能在海中自由浮沈的特性而命名。人類不管是
旅行，經商或各種遷移的活動，總是會遇到許多不同機會的交易活動，也許是
以物易物，也許是利用有公認的貨幣做為衡量價值的標準。在早期最常被利用
的即為貝殼，亦稱貝幣（圖 8）
；在新石器時代，以貝作為貨幣使用，商朝和西

圖 8：古貝錢幣

周還繼續使用。西漢時代文獻曾記載：先民、古者，是以龜、貝為貨幣的。郭
瓚《文貝讚》亦有「先民有作，龜貝為貨」的記載。因此古代確實有用海貝殼
充作貨幣，稱為貝化(貨)，而做為貨幣的海貝有黑星寶螺、阿拉伯寶螺、金環
寶螺及貨幣寶螺等。這些寶螺都常見於中國東海及南海的潮間帶或低潮線。在
春秋時代的山西侯馬鑄銅遺址，有大量的【包金銅貝】鑄幣出土。有些地區，
還可以貨幣寶螺數目的多寡，交換馬匹、獸類等民生物資。現今流行的水手帽
等，常會縫上貨幣寶螺以為裝飾。筆者也設計了一款印上「貝字百譜」的布質
環保購物袋（圖 9）。

「育」－貝類與宗教、民俗、教育的關係
世界各民族的宗教活動多少都與貝類有關，或製成法器，或為崇拜的神
祇，或成為與宗教有關的持物或法器。例如：佛教的《無量壽經》說：「又其 圖 9：貝字百譜：布質環保購物袋
國土，七寶諸樹，周滿世界，金樹、銀樹、琉璃樹、玻黎樹、珊瑚樹、瑪瑙樹、硨磲之樹；或有二寶、三寶，乃至
七寶，轉共合成」，其中的硨磲，即為硨磲蛤。藏傳佛教以鉛螺為聖貝製成法器（巫文隆，2004d）、墨西哥原住民
崇拜蠍螺為神祇，天主教的朝聖者、十字軍東征時會佩戴的十字架以為標記，這是以海扇蛤為基底，將十字架塗繪
上去，作為辨識敵我的一種配飾或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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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考古學者在墾丁鵝鑾鼻發現多處史前遺址，之後又在陸續挖掘出多具石棺，可以從其中的成人石棺中，挖
出貝殼手環、貝環等陪葬飾物，推測與當地生活方式有關，而鵝鑾鼻公園附近可能為千年前大型墓塚，考古學界已
經進行深入的研究。以較為仔細的方式檢視過石棺，北側較小棺木內發現未磨合痕跡的牙齒，可證實為幼童棺具，
現場也看到兩只毫無雕紋的貝環，另外在相鄰的成人石棺，左棺發現夜光蠑螺、右棺硨磲蛤擺在腳的附近。中研院
前副院長張光直教授發表的河南濮陽 M45 號墓葬所出土的「蚌殼擺塑龍虎圖」
，也代表著先民智慧與信仰（張光直，
1994）。
南鄒貝神祭（圖 10）
：人類對於自然萬物大都心存敬畏的心態，也自然而
然地將萬物敬為神祇，例如石頭公、老樹公、虎爺及十八王公等等，都是民
間相傳已久的神靈。而自古以來，貝類和人類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以貝類
作為祖靈或神祇的民族，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在 2003 年，筆者記錄了高雄縣
桃源鄉失傳已久的「南鄒貝神祭」
，也完成《南鄒貝神祭》的專書（巫文隆，
2003d）。

圖 10：南鄒族貝神祭

貝字百譜：漢字是由象形、會意、指示、轉注、形聲、假借等六種方式所發展形成的。經由《漢語大字典》等
字典及辭典等的搜尋，含有【貝】字的漢字中，約有 1,200 字左右。仔細分析這些含【貝】的漢字，不難發現大部
分都與金錢交易有很大的關係，如買、賣、賺、賠、賄、賂等。因為前人在尚未發展出錢幣交易之前，貝殼就被拿
來當作以物易物的對價媒介。在台灣貝類資料庫網站的「貝字百譜」子資料庫中，除了漢字本身之外，還包含有該
字的讀音(含破音字)、解釋及例句等相關資訊，我們進而設計了「貝」字的組裝電玩遊戲，可以教導國中小學生認
識漢字，歡迎參考「貝人文網站」
。

「樂」－貝類與人類休閒娛樂的結合
推動環境保護與野生動物保育的觀念：【廢物哲學】－將所謂的廢物或垃圾，重新資源回收，再加以利用，就
是廢物哲學的真諦。通常貝殼的來源，有以下幾個途徑：小時候經常到海邊撿拾貝殼，沒想到，長大以後還是與貝
類為伍。北部海岸有製造蝦米的工廠，常常有廢棄不要的貝殼夾雜在垃圾堆中，被棄置路旁，造成污染，我們也經
常前往撿拾垃圾堆中的貝殼。在往來於漁港調查的同時，很多貝類也常混在下雜魚堆中，只要不怕臭，就必定有收
獲。還有就是食用貝類之後，必定有大量的貝殼垃圾（就是千百年後的貝塚）。以上幾種貝殼來源，讓我們一直深
思『如何減少貝殼垃圾』。更積極的思考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將垃圾變成藝術品，既環保、垃圾減量又達到野生
動物保護的多重目的，這不就是【一摸，二顧，摸蜆仔兼洗褲】先民所留下來的智慧語錄結晶－貝類俗諺嗎！
針對「環保」與「野生動物保育」有關的貝類動態活動，我們設計有「彩繪貝殼」與「貝殼寫生」。雙殼貝類
的內面，由於是碳酸鈣的成分，因此雪白的顏色，再加上貝殼多樣的形狀，正是彩繪的最佳畫布。可以很優雅的畫
上大自然的花、草、鳥、獸、也可以隨著時代的脈動，卡通動畫的流行主角，如米老鼠等心儀的對象等。彩繪貝殼
可以無所不繪，想畫什麼，就畫什麼，盡情的發揮個人的想像空間，除了豐富我們的人生之外，創作之餘，更可以
作為餽贈親朋好友的最佳禮物。靜物寫生是學畫的重要過程，以「漂亮寶貝」作為寫生的題材，不但是相當受歡迎
的，也是響應保護野生動物的不二法門。因為將貝類原貌畫下來或拍攝下來，進一步保存與整理，就不需要每個人
都擁有貝殼了，當然也就減少採集貝殼的機會了。因為我們要推廣的理念是：人類沒有充分的理由，去收集有生命
的個體，如珊瑚、昆蟲、蝴蝶或貝類等為個人的嗜好（這是非常自私的行徑！）。集郵是相當高尚的嗜好，我們鼓

圖 11：台灣第一套貝類郵票

圖 12：巧思貝藝：龍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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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貝殼貼畫：大家齊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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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以收集貝類郵票（圖 11，巫文隆與林世澤，2000a、2000b、2000c）或影像收集等嗜好，以取代收集有生命的貝
類，應該是相當正面，而且也符合野生動物保育的世界潮流。
巧思貝藝（圖 12）：立體貝藝、貝殼貼畫。筆者的貝友孫媽媽生得一雙巧手，心思更敏捷，可以任意重塑「垃
圾貝殼」的外貌，將垃圾變成藝術品，所應運而生的立體貝藝是三度空間的活潑造型，主題可以是動物，植物，甚
至非生物，只要眼睛所能見到的，都可以利用適當造型的貝殼排列組合加以呈現。不過由於製作時所用的樹脂黏著
劑等，無法快速乾燥，因此難度較高。透過巧思的精神，將立體的圖案轉換在有色的厚紙板上，黏貼貝殼，變成一
幅幅平面，但又具立體效果的貼畫，配合底色，繫上彩帶，就可以掛在牆上，點綴空間。一點點巧思與設計，將更
方便用於貝類動態的活動或親子遊戲比賽等，如此產生了《貝殼貼畫》
（圖 13）。
貝殼畫：大約在 1940-50 年代左右，澎湖一位國小老師，將貝殼黏貼在板子上，作為勞作教學的教材，這應該
是台灣「貝殼畫」的開端。綠島是台灣迷你貝最豐富的地方，當地居民將迷你貝分門別類，再透過美麗的構圖，精
心綴成花鳥、山水、人物及走獸等畫面，栩栩如生，深受一般大眾歡迎，貝殼畫也開始量產。當時的貝殼畫大部分
銷往日本、菲律賓、香港、歐洲及美洲等地，賺取相當多的外匯。員外級的貝類鑑賞家葉人驥貝友擁有一幅 1960
年代相當珍貴的《威鎮寰宇》的貝殼畫（巫文隆，2005b）
，承他厚愛轉贈筆者，至為感激，該幅貝殼畫至今仍典藏
得相當完好。這一幅精緻的貝殼畫，豐富了我的貝類人生，也讓我開始思考貝類與人類的互動關係－「貝文化」
（Shell-Culture）思維與研究的構想。
彩繪貝殼美化人生：貝類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貝類更是人類蛋白質的重要
來源，人類食用了大量的貝類之後，也留下了大批的貝殼垃圾。雖然部分貝殼可以
再被利用為石灰建材或藥用之外，其餘的貝殼就成為垃圾，也許幾百萬年之後，就
是貝塚遺跡。為了響應政府環保的垃圾減量政策以及主動的化腐朽為神奇的想法，
我們建議將食用後的貝殼加以彩繪，如此一來，貝殼彩繪（圖 14）就是藝術品，可
以美化人生，一舉數得。近年來，由於野生動物保育觀念的深植人心，不當而浮濫
的採集貝類，甚至於以蒐集有生命的甲蟲、蝴蝶、珊瑚等為個人嗜好的一群，是我

圖 14：貝殼彩繪：少林足球

們所不願樂見的行為，甚至應該加以唾棄與譴責。不如用自己的彩筆、相機等，將美麗多樣的貝類影像保留下來，
不但人生變成彩色的，貝類彩畫更是永遠的記憶。
真珠(珍珠)：真珠是貝類特有的產物，貝類之所以受到人類的喜好與歡迎，主
要是因為真珠的亮麗與光彩奪目。貝殼的真珠層可以做為各種藝術品與貝文物，不
但增長人類的生活品質，真珠更是古今中外人仕高貴的表徵。這也造就了 2000 多年
前，佛像珠（圖 15）養殖技術發展以來，到了 20 世紀初期的日本真珠產業，到目前
真珠產業的蓬勃發展。真珠產業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在全球的經濟舞台，更有舉足
圖 15：佛像珠

輕重的地位。

後

記
2003 年的南鄒貝神祭對筆者而言，造成相當大的震撼，也應該認真思考：貝類的研究務必要融入人文的內涵與

詮釋，才能永續。1941 年，日本人黑田德米先生發表了台灣貝類 1,492 種（含 33 種新種）
，該文一直被視為台灣貝
類相研究的圭臬（黑田德米，1941）
，然而 60 多年後的今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國家科學委員會全力推動下，台
灣的生物學研究有了相當長足的進步，生物多樣性的觀念，也把台灣動植物相更多樣化的展現在世界的舞台上。1985
年筆者自英返國，在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台灣第一座的軟體動物學研究室，也著手進行「台灣
貝類相」的研究工作。1999-2000 年左右，筆者完成了台灣貝類相的新目錄，該目錄的台灣貝類已經達到 2,500 種。
2002 年起，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持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正式執行，幾年下來，【台灣貝類資料庫
網站http://shell.sinica.edu.tw】已經建置了 3,200 種以上的台灣貝類（巫文隆，2003a、2003b、2003c、2004a、
2004b、2004c、巫文隆與李彥錚，2005）、世界常見貝類 4,200 種以及貝字百譜 500 組等數位化資料。我們要以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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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貝類資料庫網站為基礎，進而國際合作，以建立「世界貝庫（The World ShellBase）」為目標。
但是數位典藏資料庫的目的與利用在於能否達到：1、精緻文化資訊的普及；2、各級教育的改善；3、各級產
業的提升；4、促進社區文化的發展；5、開拓國際合作等多面相目的，是有待大家共同的努力與付出。幾年執行下
來，顯而易見的是數位典藏資料庫必須要有文化的內涵，才能產生文化的力量。這種文化的力量，就足以提升人類
的生活品質。南鄒的貝神祭，雖然已經有五、六十年沒有舉行，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南鄒族人士，正在一點一滴的想
辦法恢復貝神祭的原貌。軟體動物學研究室建立了台灣貝類資料庫網站之後，我們進一步的思考生物學研究有必要
融入人文的思考與詮釋，因此再建立【台灣貝類人文資料庫網站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就是要站
在人文的角度，去思考人類的文化內涵。雖然只有生物學背景，但是我們相信「用心就是專業」，因此以貝類資料
庫為主體、融入人文的詮釋、經由資訊科學加以整理與規劃，再用數位化及網路表現出來與推廣，這三方面互相結
合的《貝文化》新思維，應該也是一種嶄新又跨越研究領域的新方向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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