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 

研究成果報告 

 

 

 

 

 

 

團隊編號：2015004 
 
 
 
 
 
 
 
 
 
 

 
 

主辦單位：華碩文教基金會 

國立清華大學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原住民電視台 



第七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研究成果報告 

作品名稱：Gaya 傳承—彩虹之手 

 

 

編號：2015004 

團隊名稱：不良科學原民 

成員：鍾憶雯、黃嘉雯、吳智榮、許錦恩 

部落耆老：彼得洛老師、葉大莫那老師、田貴實老師 

指導老師：陳佩怡老師、黃瑞瑜老師 



壹、 研究動機 

知恩來自花蓮海岸山脈的水璉社區，每天搭校車跋山涉水來到里漏部

落的學校，這學區是屬於阿美族文化，知恩當然知道且耳熟能詳，但他身

染太魯閣血統卻不知道太魯閣族的文化與習俗，開始想要找尋自己的文化，

剛好遇到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自然老師，正在探討原住民科展，就一起

參與探討太魯閣族的科學文化之旅。 

根據長者描述過去太魯閣傳統文面有七種特別的意義，一：族群識別、

二：成年標誌、三：審美觀、四：女子的貞潔、五：避邪繁生、六：表現

個人的英勇又能幹的象徵、七：通往祖靈的世界。所以需要文面的人就必

須得通過困難重重的試煉，例如：男生要出草(獵人頭)還要會打獵，女生

要會織布，織布的圖騰是祖靈的眼睛(菱形紋)以及會處理家務事。 

知恩疑惑不解的問，為什麼現在沒有文面師了？由於這個問題的出現，

我們必從歷史文化層面去探討，才明白得知，過去在日本人統治台灣期間，

日本人非常不喜歡原住民族人在臉上有文面，開始下令禁止原住民不可以

在臉上繼續文面，如果被抓到的話，就要關起來鞭打，而且還要動刀去除

臉上的文面，因為害怕被鞭打，所以太魯閣族原住民就不敢再繼續文面了，

理所當然的現在有文面的人也就愈來愈少了。 
由於數十年來太魯族原住民不再文面，所以，文面議題已逐漸消失，

更加讓我們想挑戰探討文面這個議題，在這過程中，經常被許多人質疑，

因為在這世上已經沒有文面師，而且你們也不會講族語，且有文面國寶也

剩沒幾個，你們應該是訪問不到啦！目前已經沒有文面師，文面的配方已

經無人能夠接受詢問，就研究所知是碳灰跟樹酯調配出來的，但比例多

少﹖以及簡單的顏料就會有一定的固色效果嗎﹖種種好奇與疑問陸續呈

現出來，這場科學文化之旅對我們來說就好像在打開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非得經過一些關卡，沒有撐到最後誰都不知道真正答案是什麼﹖除此之外，

我們突兀聯想起古代文面跟現代刺青有什麼不同﹖ 

 

 

 

 

 

 

 

 

 

 

 



貳、 研究目的 

一、探討文面時使用器具與文面過程。 

二、比較水柱沖刷對不同種類植物油(橄欖油、椰子油、棕櫚油)與碳灰的固色效

果。 

三、探討不同溫度對植物油(橄欖油、椰子油、棕櫚油)與碳灰的固色效果。 

四、探討界面活性劑對植物油(橄欖油、椰子油、棕櫚油)與碳灰的影響。 

五、碳灰遇到血會不會有凝血反應。 

六、傳統文面與現代刺青之差異。 

 

參、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們必須先擬定研究計畫的目的與訪談問題，在前往秀林山佳

村及萬榮部落，訪談對太魯閣文面文化了解很深入的老師，及當地有文面的獵人，

進行深度訪談，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歷史文化，部落背景之脈絡，再來模擬文面過

程，探討研究問題並設計實驗；在這過程中，認識文面的材料，也見識到文面使

用的器具，老前輩一再提醒文面是有季節性的，文面圖騰的意義…等；幫助我們

了解文面的文化，並設計體驗當文面師，在這過程當中，製作碳灰加以調配並如

何把顏色刺進去之後，固色效果會是最好的。 

1. 相同種類分子間的吸引力稱為內聚力，油脂分子間的內聚力較大，油脂黏度

越高，內聚力越大；不同種類的分子間吸引力則稱為附著力，則藉由水流的

沖刷，來探討油脂和玻片間的附著力。 
2. 水的溫度上升使分子運動速度加快，水的溫度越高，油脂分子得到的動能越

大，越能掙脫玻璃表面；藉由溫度的差異，探討對其影響。 
3. 界面活性劑是指凡能使液體之表面張力大幅度降低而顯示出、濕潤、滲透、

分散、乳化、清潔等作用之物質，具有親水性與親油性為兩端的有機兩性分

子，可溶於有機溶液和水溶液，探討界面活性劑濃度對其影響。 
 
 
 
 
 
 
 
 
 
 
 



一、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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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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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耆老 
本研究設定之科學研究方法，採用質性訪談 3位文面專家及 1位現代刺青師，

並以錄音錄影的方式記錄專家回答內容；我們再根據錄音錄影的資料，針對訪談

的問題進行整理，並歸納出有關太魯閣原住民族相關文面的文化、器具，設計實

驗，選擇容易取材之 3 種植物油，並探討溫度、水柱沖刷及界面活性劑對植物油

與碳灰的固色效果性質。 

 

彼得洛 

日期 : 
2015/12/18 
時間 : 17 : 00 

地點: 葛督山文
傳工作室 

田貴實 

日期 : 
2015/12/28 
時間 : 10 : 00 

地點: 賽德克文
史工作室 

人文、圖像、
石雕藝術創作：

葉大莫那 

日期 : 2016/4/2 

時間 : 15: 00 

地點 : 葉大莫
那的家 

現代刺青師：
何知凌 

日期 : 
2016/3/26 

時間 : 15 : 00 

地點 : 穿刺堂 



肆、 研究過程 

一、探討文面時的器具與過程 

(一)各項變因分析 

操縱變因 不同比例的橄欖油+碳灰 

5ml 的橄欖油加 1g 的碳灰、10ml 的橄欖油加 1g 的碳灰、15ml 的

橄欖油加 1g 的碳灰、5ml 的橄欖油加 2g 的碳灰、10ml 的橄欖油

加 2g 的碳灰、15ml 的橄欖油加 2g 的碳灰 

控制變因 1. 使用相同種類的植物油:橄欖油 

2. 刺入相同材質:蘿蔔（由於家裡栽種蘿蔔，容易取得） 

應變變因 刺入後橄欖油+碳灰殘餘面積 

(二)實驗步驟 
1. 調配不同比例的橄欖油加碳灰，依序為；5ml 的橄欖油加 1g 的碳灰、10ml

的橄欖油加 1g 的碳灰、15ml 的橄欖油加 1g 的碳灰、5ml 的橄欖油加 2g 的

碳灰、10ml 的橄欖油加 2g 的碳灰、15ml 的橄欖油加 2g 的碳灰。 
2. 使用針頭將調配的橄欖油+碳灰刺入蘿蔔。 
3. 使用顯微鏡觀察刺入的橄欖油+碳灰分布與殘留，並記錄。 
(三)實驗紀錄 
 表 1 刺入後橄欖油+碳灰殘餘面積 

1. 5ml 的橄欖油與 1g 的碳灰 

上視圖 
2. 10ml 的橄欖油與 1g 的碳灰 

上視圖 

  
3. 15ml 的橄欖油與 1g 的碳灰 

上視圖 
4. 5ml 的橄欖油與 2g 的碳灰 

上視圖 



  

5. 10ml 的橄欖油與 2g 的碳灰 
上視圖 

6. 15ml 的橄欖油與 2g 的碳灰 
上視圖 

  

 
 
 
 

二、比較水柱沖刷對不同種類植物油(橄欖油、椰子油、棕櫚油)與碳灰的固色效

果 
 (一)各項變因分析 

操縱變因 不同種類的植物油 

橄欖油、椰子油、棕櫚油 

控制變因 1. 使用固定比例的橄欖油與碳灰、椰子油與碳灰、棕櫚油與碳灰 

2. 植物油與碳灰塗抹面積(7.29cm2)固定 

3. 固定時間下同一水龍頭的水柱 

應變變因 被水沖刷後植物油+碳灰剩餘面積 

(二)實驗步驟 
1. 量測 10ml 的橄欖油、10ml 的椰子油、10ML 的棕櫚油，分別加入 2g 的碳灰。 
2. 分別將其塗抹在三片載玻片的固定面積上。 
3. 施以同樣水柱沖洗 1 分鐘，觀察其變化並記錄。 
4. 重複 2~3 步驟。 



(三)實驗紀錄 
1. 橄欖油 

No 1 2 3 4 5 6 7 
圖片 

 
      

水量 0.78kg 0.79kg 0.815kg 0.8kg 0.785kg 0.78kg 0.78kg 
2. 椰子油 

No 1 2 3 4 5 6 7 
圖片 

 
 

  
 

  

水量 0.78kg 0.785kg 0.785kg 0.785kg 0.785kg 0.785kg 0.785kg 
3. 棕櫚油 

No 1 2 3 4 5 6 7 
圖片 

 
 

  
 

  

水量 0.785kg 0.775kg 0.785kg 0.785kg 0.785kg 0.78kg 0.78kg 
 



三、探討不同溫度對植物油與碳灰的固色效果 

(一) 各項變因分析 

操縱變因 不同溫度的水 

10℃、20℃、30℃、40℃、50℃、60℃、70℃、80℃、90℃ 
控制變因 1. 使用固定比例的橄欖油與碳灰、椰子油與碳灰、棕櫚油與碳

灰 

2. 植物油與碳灰塗抹面積(7.29cm2)固定 

3. 固定五分鐘的觀察時間 

應變變因 植物油+碳灰的剩餘面積 

 

(二)實驗步驟 
1. 量測 10ml 的橄欖油、10ml 的椰子油、10ML 的棕櫚油，分別加入 2g 的碳灰。 
2. 分別將其塗抹在 10 片載玻片的固定面積上。 
3. 將 10 杯燒杯中調配不同溫度的水，分別為 10℃、20℃、30℃、40℃、50℃、

60℃、70℃、80℃、90℃。 
4. 將載玻片分別放入 9 杯不同水溫的燒杯中，觀察其變化並記錄。 
(二) 實驗紀錄 

1. 橄欖油 
 圖片 觀察現象說明 

 
10℃ 

 一開始溶解速度緩慢。 
混合物外觀呈現不規則形狀。 
1 分 24 秒時，混合物面積慢慢縮小 

20℃  

 

一開始溶解速度慢，混合物並無太大反應。 
47 秒時混合物漸漸開始有起伏現象。 
2 分 30 秒混合物面積縮小大約 1/5。 
4 分 10 秒混合物外觀像一灘水，周圍有許多小黑

球。 



30℃  一放下去混合物瞬間形成許多顆小黑球，且皆有

起伏現象。 
之後一直到觀察結束皆無變化。 

40℃ 

 

一放下去混合物瞬間形成兩顆有起伏現象的小

黑球，且面積縮小超過一半。 
3 分 03 秒之後無任何變化發生。 

50℃ 

 

一放下去混合物迅速溶解，但還是有起伏的現

象。 
03 秒時形成一顆顆的小黑球。 
4 分鐘後一顆顆球狀面積慢慢縮小。 

60℃  一放下去混合物快速形成兩大兩小的黑球，全具

有起伏的現象。 
1 分 47 秒時黑球被越拉越長，但混合物卻並未被

分離飄起。 
3 分 09 秒後並無太大的變化。 

70℃  一放下去混合物快速形成四塊不規則形狀的物

體。 
但除了一開始，之後並無變化。 



80℃ 

 

一放下去混合物快速形成五顆具有起伏現象的

小黑球。 
12 秒時，縮小面積超過一半。 
3 分 05 秒後便停止發生任何變化。 

90℃ 

 

一放下去快速分裂成五份不規則形狀的混合物。 
1分33秒混合物漸漸被拉長，但並未被分離飄起。 
2 分 55 秒後便停止變化。 

2. 椰子油 
 圖片 觀察現象說明 
10℃ 

 

一開始放下去混合物瞬間形成一塊，並具有起伏

現象。 
1 分 45 秒之後便停止變化。 

20℃ 

 

一放下去混合物快速形成一灘加上周圍有許多

小顆的形狀，縮小面積超過一半。 
12 秒時，有混合物飄起，浮上水面。 
3 分 08 秒後停止變化。 

30℃  一放下去形成了兩大三小的五顆小黑球，玻片邊

緣也分散了一些混合物，且每顆小黑球都具有起

伏現象， 
1 分 55 秒後一直保持一開始的形狀。 



40℃  一放下去瞬間分散開，形成四顆小黑球，其中兩

顆在水面上，其中一顆流在玻片上，最後一顆沉

在燒杯中。 
2 分 33 秒後，便無任何變化。 

50℃  一放下去混合物形成緩慢，但中間漸漸融出一個

洞，且混合物具有起伏現象。 
2 分 38 秒後便無任何變化。 

60℃  一放下去瞬間形成一大一小的黑球，較大的留在

玻片上，較小的則沉入燒杯底部。 
2 分 38 秒後便無產生任何變化。 

70℃ 

 

一放下去便快速分散成主要三顆小黑球，剩下的

在玻片邊緣形成幾顆小小的混合物，和水面上也

浮一一點混合物。 
2 分 43 秒後都無任何變化。 

80℃  一放下快速分解成好幾顆小黑球，其中有六個小

球漂浮在水面上。 
2 分 33 秒後，沒有產生其他變化。 



90℃  一放下去混合物快速形成兩顆大黑球，其一留在

玻片上，另一個漂浮在水面上，皆有起伏的現象。 
1 分 59 秒後幾乎保持一開始的狀態，沒有太大的

變化。 

3. 棕櫚油 

 圖片 觀察現象說明 
10℃  一開始溶解速度緩慢，混合物只有微微的起伏現

象。 
2 分 58 秒後便無任何變化。 

20℃  一開始混合形成了兩顆小黑球和一灘不規則的

形狀，皆有起伏的現象。 
3 分 37 秒便無任何太大的變化。 

30℃  一開始混合物緩慢的形成微微起伏的現象。 
2 分 20 秒有些微的混合物飄起至水面上。 
2 分 59 秒後便沒有產生任何變化。 

40℃ 

 

12 秒~40 秒混合物緩慢形成一團不規則的形狀並

有起伏的現象。 
3 分 21 秒後便無任何變化。 



50℃ 

 

一放下去混合物便分散成一大一小的小黑球，具

有起伏的現象，並有些微混合物漂浮至水面上。 
2 分 59 秒後便無變化。 

60℃ 

 

2 秒時，混合物瞬間形成一顆黑球，並具有起伏

的現象。 
1 分 08 秒，混合物沒有任何變化。 

70℃  一放上去混合物瞬間離開玻片，在水面上形成一

團。 
除了最初的狀態後便無任何變化。 

80℃  2 秒後，混合物瞬間分散成好幾顆小黑球，皆漂

浮在水面上，玻片上已經沒有任何混合物。 

90℃  一放下去，混合物快速形成一個大黑球在玻片

上，和三個小黑球飄浮在水面上。 
18 秒後，玻片上的黑球被拉長，接著一辦的混合

物分離至水面。 
52 秒後，玻片上的黑球再次被拉長，一半分離至

水面。 
2 分 54 秒後便無變化。 

 
 



四、探討界面活性劑對植物油與碳灰的固色效果 
(一) 各項變因分析 

操縱變因 不同毫升的界面活性劑+100ml 的水 

10ml、20ml、30ml、40ml、50ml、60ml、70ml、80ml、90ml 

控制變因 1. 使用固定比例的橄欖油與碳灰、椰子油與碳灰、棕櫚油與碳

灰 

2. 植物油與碳灰塗抹面積(7.29cm2)固定 

3. 固定 30 分鐘的觀察時間 

應變變因 植物油+碳灰的剩餘面積 

 

(二)實驗步驟 
1. 量測 10ml 的橄欖油、10ml 的椰子油、10ml 的棕櫚油，分別加入 2g 的碳灰。 
2. 分別將其塗抹在 10 片載玻片的固定面積上。 
3. 將 10 杯燒杯中調配不同毫升的界面活性劑，分別為 10ml、20ml、30ml、40ml、

50ml、60ml、70ml、80ml、90ml，在各自與 100ml 的水混合。 
4. 將載玻片分別放入 9 杯不同濃度的燒杯中，觀察其變化並記錄。 
 
(二) 實驗紀錄 

 

1. 利用攝影機觀察 30 分

鐘 
2. 用紙筆紀錄 

 橄欖油+碳灰 椰子油+碳灰 棕櫚油+碳灰 

10ml 1. 5 分鐘後溶解速

度開始緩慢。 
2. 10 分鐘過後並無

太大的變化。 
3. 溶解度較不好。 

1. 溶解速度較慢，溶

解面積也較不大。 
2. 水溶液的泡沫減

少不多。 
3. 玻片上的混合物

是由邊緣慢慢溶

解至中間 

1. 開始時沒什麼變

化 
2. 13 分鐘後氣泡越

變越多。 
3. 玻片拿起 20 分鐘

後，混合物表面還

呈現光澤度。 
20ml 1. 一開始溶解較慢 

2. 5 分鐘之後較能

看到的溶解成效 
3. 但 15 分鐘後並無

1. 溶解速度較 10ml
的快 

2. 溶解面積也較

10ml 多 

1. 開始時表面朝下

看不出有變化 
2. 15 分鐘後有混合

物飄起 



太大變化 3. 水溶液的泡沫減

少較多 
4. 玻片上的混合物

也是由邊緣慢慢

溶解至中間 

3. 30 分鐘後拿起，

玻片上的混合物

有部分被溶解 
4. 混合物表面還呈

現光澤度 

30ml 1. 10 分鐘內溶解速

度極快 
2. 23 分鐘後並無太

大變化 

溶解面積也較 10ml
多，玻片上的混合物也

是由邊緣慢慢溶解至

中間 

1. 開始時表面有一

點氣泡，氣泡漸漸

越來越多，比

10ml 的還多 
2. 雖然氣泡一直有

往上浮但並沒有

把混合物往上帶 
3. 30 分鐘後拿起，

發現玻片上的混

合物只有邊邊被

溶解 
4. 玻片拿起 20 分鐘

後，混合物表面還

呈現光澤度 

40ml 8 分鐘時發現橄欖油+
碳灰往內越縮越小 
玻片上的混合物呈現

不規則形狀 

1. 一開始放入後並

無太大變化 
2. 混合物的形狀起

伏的現象 
3. 椰子油+碳灰的混

合物有飄起 

1. 一放下去時，有油

脂慢慢跑出來，但

玻片上的混合物

卻沒有明顯變

化，10 分鐘後、

20 分鐘皆無變化 
2. 30 分鐘拿起後，

玻片上的混合物

呈現有光澤 

50ml 1. 6 分鐘時有橄欖

油+碳灰的混合物

浮上來 
2. 20 分鐘時也有混

合物從玻片上浮

了一點起來 
3. 玻片上的混合物

呈現兩顆大小不

一的球狀 

1. 一放入後玻片上

的混合物馬上變

成一塊 
2. 混合物的形狀有

起伏的現象 
3. 椰子油+碳灰的混

合物有飄起 

1. 放下去時，有油脂

慢慢跑出來，比

40ml 還明顯 
2. 但玻片上的混合

物卻沒有明顯變

化，10 分鐘後、

20 分鐘皆無變化 
3. 30 分鐘拿起後，

玻片上的混合物

呈現有光澤，並且



有溶解掉一角 

60ml 4 分鐘有橄欖油+碳灰

的混合物浮起來 
玻片上的混合物完全

結成一顆球 

1. 一放入後變成一

顆顆小小的椰子

油 
2. 混合物的形狀有

起伏的現象 
3. 10 分 54 秒時有混

合物漂浮在水面

上 

1. 一放下去時，有油

脂慢慢跑出來，比

40ml 明顯，但比

50ml 差 
2. 但玻片上的混合

物卻沒有明顯變

化，10 分鐘後、

20 分鐘皆無變化 
3. 30 分鐘拿起後，

玻片上的混合物

呈現有光澤 

70ml 1. 1 分 55 秒:混合物

飄起 
2. 2 分 40 秒:混合物

飄起 
3. 6 分 22 秒:混合物

飄起 
4. 玻片上的混合物

呈現不太圓的球

狀物體 

1. 一放入後變成一

顆顆小小的椰子

油 
2. 混合物的形狀有

起伏的現象 
3. 溶解面積較 80、

90ml 的燒杯差 

1. 玻片上的混合物

並無明顯的變化 
2. 有明顯的氣泡往

上升，並無帶起混

合物 

80ml 1. 38 秒、1 分 7 秒、

1 分 40 秒、2 分

15 秒、3 分 28 秒

皆有混合物飄起 
2. 玻片上的混合物

呈現圓形的球狀

物體 

1. 一開始溶解速度

較快 
2. 1 分 25 秒發現混

合物有起浮現象 
3. 2 分 30 秒有混合

物浮在水面上，且

溶解速度開始變

慢 

1. 玻片上的混合物

並無反應 
2. 有明顯的氣泡往

上升，並無帶起混

合物 

90ml 1. 40 秒、58 秒、1
分 21 秒、1 分 52
秒、15 分 17 秒皆

有混合物飄起 
2. 玻片上的混合物

呈現小山丘的形

狀 

1. 一開始混合物有

起浮現象 
2. 7 分 25 秒有混合

物浮上水面 
3. 溶解速度一開始

比 80ml 慢，但過

了十幾分鐘後漸

漸比 80ml 快 

1. 剛放下時，玻片上

的混合物有稍微

凸起了一點 
2. 有明顯的氣泡往

上升，並無帶起混

合物 

 



伍、 實驗結果 

一、探討文面時的器具與過程 
1. 5ml 的橄欖油+1g 的碳灰 

剖面圖 
2. 10ml 的橄欖油+1g 的碳灰 

剖面圖 

  

3. 15ml 的橄欖油+1g 的碳灰 

剖面圖 
4. 5ml 的橄欖油+2g 的碳灰 

剖面圖 

  

5. 10ml 的橄欖油+2g 的碳灰 
剖面圖 

6. 15ml 的橄欖油+2g 的碳灰 
剖面圖 

  
1. 以 10ml 的橄欖油與 2g 的碳灰調製的混合物，刺入蘿蔔後殘留度最佳 。 
2. 以 5ml 的橄欖油與 2g 的碳灰調製的混合物，會殘留在蘿蔔表層，並不會深



入進蘿蔔內層。 
二、比較水柱沖刷對不同種類植物油(橄欖油、椰子油、棕櫚油)與碳灰的固色效

果 

 1 2 3 4 5 6 7 
椰

子

油 

       
棕

櫚

油 

       
橄

欖

油 

 
  

    

1. 以椰子油與碳灰最容易被水柱沖刷，故固色效果最差；而橄欖油與碳灰和棕

櫚油與碳灰較不易被水沖刷，固色效果較好，尤其是棕櫚油，其固色效果最

佳。 
2. 推測可能與植物油的飽和脂肪酸有關，棕櫚油的飽和脂肪酸較高，所以較容

易凝固，固色效果較佳；反之，椰子油和橄欖油的飽和脂肪酸較低，所以較

不容易凝固，固色效果較差。 
三、探討不同溫度對植物油與碳灰的固色效果 

1. 棕櫚油與碳灰和橄欖油與碳灰皆在 80°C 的固色效果最差，椰子油與碳灰則

到了 90°C 固色效果最好。 
2. 三種不同植物油的熔點:椰子油 24~26 °C、橄欖油 0~5 °C、軟質棕櫚油常作



為餐飲用的油，經過分餾後的棕櫚油部分，不高於 24 °C。 
3. 推論可能是因為三種植物油的溶點不同，造成對溫度的反應也不同。三者

之中椰子油溶點最高，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要到了 90°C 才會影響到椰子油

與碳灰的固色效果。 
四、探討界面活性劑對植物油與碳灰的固色效果 

 
 10ml 20ml 30ml 40ml 50ml 60ml 70ml 80ml 90ml 
橄

欖

油

+
碳

灰 

         

椰

子

油

+
碳

灰 
         

棕

櫚

油

+
碳

灰 
   

  
  

   

 
1. 界面活性劑對棕櫚油與碳灰的影響最小，只有少量油脂被溶解。 
2. 界面活性劑對橄欖油與碳灰的溶解度最好，而椰子油與碳灰的溶解度次之，

最後對棕櫚油與碳灰的溶解度最差。 
3. 橄欖油與碳灰溶解最好的濃度在 40ml 界面活性劑加上 100ml 水，而椰子油

與碳灰溶解最好的濃度在 50ml 界面活性劑加 100ml 水，棕櫚油與碳灰卻沒

有明顯差別。 
 



五、碳灰遇到血會不會有凝血反應 
彼得洛：其實文面這個東西，他沒有用任何一個植物去弄，它沒有任何一個植物，

他是用什麼你知道嗎？灰，鍋底的那個灰有沒有？不是黑黑的黑炭嗎？把他刮一

刮他不是粉，不是變粉狀了嗎？粉粉的！再把它搓，再給他磨成更細密，像粉狀

的，然後我們在刻，在以前的文面老人家在 在刺的時候ㄚ，他不是會流血嗎？

就把那個灰哦塗上去，吼在以前的作法是這樣子，那現在紋身館不用啦，紋身館

他本身就有 就有那個墨汁啦！ 

田貴實:沒有甚麼藥草，唯一的辦法，齁，你就要保濕他，不要繼續潰爛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有很多原住民的藥，比如說是草藥，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最近很常

用，你如果不懂那些草藥的話，炭灰…炭灰也是一種很好的這種消炎的東西，你

可以試試看看炭灰嗯 

根據蘇靖媛、顧武軍(2007)，文章指出多數植物經過炒碳後，會增加𝑐𝑐2+、
鞣質；而𝑐𝑐2+為人體內的凝血因子之一，植物經過炒碳後會增加𝑐𝑐2+的含量，幫

助促進凝血。而鞣質具有收斂止血的效果，能抑制出血。而碳本身也具有收斂止

血的效果，但與鞣質原理不同，碳的結構具有多孔，故有收斂血液的效果。 
中醫五行學則是認為，黑可制紅，有一說為“血見黑必止”。在中醫裡常常

利用中藥碳化，來增加中藥本身止血的藥效，例如中藥中常見的蒲黃，蒲黃的功

效本身就具有止血的效果，但將蒲黃碳化成蒲黃碳，會增加止血的功能。 
 
六、傳統文面與現代刺青之差異 

 

 傳統 現代 

年齡 彼得洛：從小 5到 6歲的時候就打

上去了，那意味著是什麼？他是，

主要的是族群識別 

葉大莫那：台灣所有泰雅族太魯閣

族現在所謂的賽德克也好太魯閣

是最早他是平均年齡 4-8歲你要

聽清楚喔 4-8歲先紋額紋先紋上

額 

田貴實：正確的答案是五到十五歲 

 

何：我是依據成年人的部分…我幫

客人刺青，他們有些是原住民

有些不是原住民阿！有時文化

其實在這方面，如果要跳到我

們這裡來就不行阿！例如:要

求四歲紋上額…那是屬於他們

的文化！現在應該也是沒有幫

這麼小的文面了吧，而我才會

說現代就是依據就是法定年

齡。後面文的幾個獵人都已經

確定是滿二十了，然後女性也

是滿二十，都已經滿二十了。 

 

文化 彼得洛：所謂的一個就是說最基本

的男生要符合會打獵，女生要會織

布，這個都大家都應該都會有聽過

何：我是依據成年人的部分…我幫

客人刺青，他們有些是原住民

有些不是原住民阿！有時文化



嘛！ 其實在這方面，如果要跳到我

們這裡來就不行阿！例如:要

求四歲紋上額…那是屬於他們

的文化！現在應該也是沒有幫

這麼小的文面了吧！ 

季節 葉大莫那：大部分的時間在冬天，

像這個時候阿，為什麼要在冬天你

知道嗎，冬天那個血阿比較不容易

流…流出來，你夏天熱阿原住民不

能喝酒阿，一喝酒無效他那個血就

會噴出來 

彼得洛：因為我們在文面的時候，

是在入秋的時候，入秋的時候才能

夠文面，入秋大概差不多 9月份，

9月 的 9月份的時候，就是要文

面，那盡量在這個 1、2個禮拜的

時間阿 

沒有季節 

工具 彼得落：工具喔？！文面這個東西

在過去的話是，一個木頭，那個木

頭裡面餒，類似鐵釘那種有沒有？

但是他們要 他們要開始紋的時候

餒，要先把那針？要先給他燙，燙

要消毒，要先燒火，用火去燒，燒

到紅紅，就已經消毒了！在去的時

候，是沒有用那個鐵器的時候，是

用那個你知道柚子嘛！ 在更古老

以前，用那個柚子的刺，柚子他不

是有一種刺有沒有？有刺吼！就

這樣把那個什麼ㄟ，他所握的那個

木頭，扁扁的那個，扁狀型的那個

木頭吼，就打洞，打洞好了就是一

排一排一排一排的，就把那個柚子

的刺，就往那個洞裡面塞住，而且

要凸出來醬子，大概差不多ㄟ 1

公分半，有凸出來就好了。 

葉大莫那：就是那個敲棒嘛就像刷

子、牙刷一樣嘛，像牙刷式的鋼針

嘛，那個長度有 15公分阿短短的

何:以前的人要紋身，需要用針沾

上墨，一針一針把

圖案刺上去，所以

稱之為「刺青」。現

在通常都會用紋身

槍，安全快速多

了。 

人體彩繪的顏料 
何：那不一樣，那不能刺入皮膚 

他沒有那是類似針頭，那是針頭然

後我們把針

頭前面磨平

然後擠藥水

出來這樣子 
 



不會很長 12-15公分，那個鋼針寬

度差不多 1公分左右，就把那個針

阿，早期的話是用那個棘針及針或

是荊類的那個刺，用那個來刺紋

面，然後以後呢就接觸漢人後來就

出現鋼針 

田貴實：紋的時候先這樣敲，把裡

面…就是一定要刺到裡面，不能刺

那麼深，刺到流血為止。那個流

血…這個叫刺樁，這個叫木槌。 
 

 
 
 
 
 
 
 
 
 
 
 
 
 
 
 
 
 
 
 
 
 
 
 
 



陸、 結論與建議 

歷經這次科展研究發現，在太魯閣原住民，他們對於文面均有共同的記憶，

都認為它是傳統社會生活中族人及部落非常重要的文化，是族群辨識符號，也代

表榮耀的象徵，此外又是族群之間的認同意識、歸屬感及核心價值，有此圖騰，

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情感，也隨之激盪及凝聚力。 

近數十年以來，經過日本人的排斥、禁制文面，太魯閣族人不再文面，使這

種文面文化漸漸被掩蓋在歷史的洪流，然而我們卻希望用目前現有的材料，去模

擬與探討以前老祖先們文面的經歷與過程，尋找太魯閣文化傳承的可能性。 
一、太魯閣族老祖先智慧與科學的結合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太魯閣族以前文面時，所使用的碳灰殘留在皮膚時的

變化，在訪問的過程中，了解到文面後是不能洗臉的，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進

行清潔；藉由這個疑問想去了解，是否清潔會影響到文面之後的效果。所以利用

了水沖、溫度、界面活性劑分別去探討對於固色效果的影響。 
使用植物油與碳灰是因為傳統在製造鍋灰時，會用樹枝去燃燒，過程中會有

少許的植物油混雜在鍋灰中。所以我們探討了不同種類的植物油對固色效果的影

響；實驗最後發現以棕櫚油與碳灰的混合固色效果最好，椰子油與碳灰的混合固

色效果第二，橄欖油+碳灰的混合固色效果最差。 
二、傳承祖先智慧以及研究價值 
重現編織彩虹之顏料，本研究藉由探討一些簡單的科學原理，希望可以引起

現在年輕人對自身文化的認識與培養科學興趣，本研究最後探討到碳具有凝血的

功能。在古老的年代老祖先便知道可以用植物燒成鍋灰當作色素文面，並且知道

碳可以凝血；而在文化傳承中，文面文化已漸漸消失，有紋過面的長者已寥寥可

數，藉由本次研究去了解並將這些文化傳承下去。 
三、對未來展望 
在有文面的長者〈尊稱國寶〉一個一個的消失，能不能讓現代年輕人去試著

了解與傳承文面文化，使這份文化能繼續的保留下來，也嘗試著了解是否可以利

用現代刺青的技術，能讓這份文化繼續流傳。 
首先須了解文面文化那層意義，嘗試著去認同並了解族群文化與 gaya 的禁

忌；透過對文化的認同，在未來才有機會將文面文化繼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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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訪談摘要 

1. 彼得洛 
日期 : 2015/12/18 
時間 : 17 : 00 

地點: 葛督山文傳工作室 
Q1：請問你現在還會鼓勵年輕人在文面嗎？ 

彼：我不鼓勵，因為這是要

看他個人志願，你鼓勵他的

話會牽涉到以後她要出去外

面工作，那個只是我們要完

全認同自己的文化的時候，

他如果以自己的個人，他如

果是認同吼，自己的文化，

然後呢符合我們，我們的那

個所謂 gaya，遵守我們的那

個規範，然後再來就是，你本身要得到這樣的一個資格，所謂的一個就是說最基

本的男生要符合會打獵，女生要會織布，這個都大家都應該都會有聽過嘛？那話

是這樣講，你會織布，女生你會織布，但是你的，你織布歸織布喔，你家裡的事

情都要會做阿，好我們最基本就是我們婦女，應概要 要會做家事ㄚ，對不對，

要會做家事，再來就是要懂得，如何去遵守這個 gaya規範！男生也一樣，你會

打獵但是你不符合你沒有遵守到，gaya的方式是打叉的，是沒有用的，一定要

遵守我們的規範還有品性！嘿~這個在我們的那個規範裡面就有分很多種了，學

不完的。 

Q3：請問文面色有哪些染料及器具？ 

彼：其實文面這個東西，他沒有用任何一個植物去弄，它沒有任何一個植物，他

是用什麼你知道嗎？灰，鍋底的那個灰有沒有？不是黑黑的黑炭嗎？把他刮一刮

他不是粉，不是變粉狀了嗎？粉粉的！再把它搓，再給他磨成更細密，像粉狀的，

然後我們在刻，在以前的文面老人家在 在刺的時候ㄚ，他不是會流血嗎？就把

那個灰哦塗上去，吼在以前的作法是這樣子，那現在紋身館不用啦，紋身館他本

身就有 就有那個墨汁啦！ 

Q4 ：老師那器具還留著嗎？就是… 

彼：沒有器具！器具的話，你要去那個田貴實那裡阿！  

Q5：請問老師男女文面最年輕的可以到幾歲，最晚的可以到幾歲？ 

彼：好！問的好！我現在告訴你吼！大概差不多…我們額頭吼，我們的額頭這

裡，從小 5到 6歲的時候就打上去了，那意味著是什麼？他是，主要的是族群識

別，你如果沒有打上去的人，你就不是我們這個族人，額頭上的喔！他是識族群

識別，了解嗎？意思就是說我不會看錯啦！反正你就是我們那個族人啦！而且從



小就要打上去了，那這個，我們男生是這樣子嘛！女生要這樣子嘛！對不對？那

個叫成年禮。而成年禮就是有分那個資格紋啦！在過去的話我們是獵人頭，男生

要紋這個資格紋的話，以前在過去是要獵人頭的，那現在是不能獵人頭，當沒有

人頭可以獵的時候，我們也是一樣只要是打 打 3隻山豬，3隻山豬公，有獠牙

的山豬公，要有獠牙的喔！要 3隻以上才能夠紋這個下顎這個地方，吼！阿那個

像女生的話就是要會織布，要會織很漂亮的菱形紋，這菱形紋代表族靈的眼睛，

而且要讓他們(長輩、耆老之類)認同，要他們覺得 ok妳就可以紋了 

Q6：太魯閣族有什麼文面的禁忌？ 

彼：所謂的禁忌就是，大概差不多…文面大概差不多 2個禮拜都不能出去嘛吼！

然後也不能上山，也不能上山，然後再來就是都在家裡休息，因為我們在文面的

時候，是在入秋的時候，入秋的時候才能夠文面，入秋大概差不多 9 月份，9月 

的 9月份的時候，就是要文面，那盡量在這個 1、2個禮拜的時間阿，都在家裡

面，都不要去見陽光，也不能出去打獵，在家裡休息，讓這個傷口趕快癒合，他

的意思就是這樣子！那還有一種就是說，你文面之後，你要對自己的行為方面跟

我們言行要很注意了，因為怎麼講，文面這個東西，在我們過去是有祖靈信仰，

我們是有祖靈信仰的！你不管到任何一個地方，祖靈就會跟著你在旁邊，所以我

們不能做壞事，嘿~你如果做了壞事，祖靈就在你旁邊…就好像人家說…，什麼

神明三尺有神明啊！  

Q7：那如果文面完沒有好好休息皮膚會潰爛，那有什麼藥草可以用？ 

彼：我們沒有藥草，爛掉就是爛掉了啊！我們沒有藥草，我有看過的文面老人阿，

他們的那個文面，有時候就是不公整啦！因為以前都是用手工的，紋路不是說很

工整，不是說很直這樣子彼：歪來歪去，有的這邊大、這邊變小，因為那個是手

工的，那現在的話就不一樣了阿！我這個是，現在的文面的機器在用的 

Q8：老師請問如果文面到一半如果不舒服的話呢？  

彼：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阿那個文面師就會跟你講，你是不是德魯古？如果不紋

的話，你就沒資格做太魯閣族阿，在過去的觀念是這樣子，對阿！而且你不打 你

不打上去的話，如果說我們以前的勇士，如果誤認你是誰的孩子，就照樣把你除

草，因為你沒打上這個記號。 

Q9：文面的地點﹖ 

彼：文面的地點應該都是在屋簷底下，要太陽不是很大的時候，就是有一點陰天

醬子，因為你在屋內文面的話，你看不到阿，暗暗的阿，一定都是在屋子 像那

個一樣在屋子的屋簷底下，也不能讓那個雨水打到阿。在過去有人講錯話那個是

叫黥面，黥面是在犯人臉上刺字！紋不是那個糸字旁的那個紋，是文章的文，他

這個是有文章的、有意思的！所以叫文面！  

Q10：文面師需要什麼身分背景才夠資格？ 

彼：文面師就是他是在我們族人這裡，假設說我們是同一個家族，我們不會找別

的家族，我們不找別的家族，因為別的家族萬一他是那個德奇塔雅的德奇塔雅系

的，德吾噠系，對不對？我們是德魯古阿，要找德魯古的家族，這些文面師來紋



阿！長者然後他有文面的經驗；只有他才了解我們 我們德魯古的習性德魯古的

文化，當然是要找自己的家族。 

Q11：那文面師在部落的地位很高嗎？ 

彼：當然阿！就像那個一樣阿！文面師跟那個巫師意思是一樣阿！他們的地位非

常的崇高，我們會互相尊敬，不是說因為他是文面師我們就要挺他當什麼，以前

我們沒有頭目，也沒有頭目之分，我們以前稱誰是這個家族的就是勇士，我們叫

勇士阿！他就是要很會打獵，獵人、勇士醬子，沒有所謂的領袖什麼頭目，我們

沒有醬！阿美族才有！  

Q12：那文面完之後要用什麼東西來保護傷口？ 

彼：就不要去見陽光也不要沾濕，不要沾到濕氣， 盡量就在陰..就是保持在屋

裡面，休息個 1 個多禮拜，讓傷口癒合的時候，在出去工作，吼~這是最基本的！

傷口會自己慢慢好，我們以前沒有草藥。 

Q13：文面需要用到哪些工具？ 

彼：工具喔？！文面這個東西在過去的話是，一個木頭，那個木頭裡面餒，吼就

是ㄜ就是那個..就像那個什麼？ㄟ不鏽鋼的那個不銹鋼的那個什麼...類似鐵釘

那種有沒有？但是他們要 他們要開始紋的時候餒，要先把那針？要先給他燙，

燙要消毒，要先燒火，用火去燒，燒到紅紅，就已經消毒了！在去的時候，是沒

有用那個鐵器的時候，是用那個你知道柚子嘛！ 在更古老以前，用那個柚子的

刺，柚子他不是有一種刺有沒有？有刺吼！就這樣把那個什麼ㄟ，他所握的那個

木頭，扁扁的那個，扁狀型的那個木頭吼，就打洞，打洞好了就是一排一排一排

一排的，就把那個柚子的刺，就往那個洞裡面塞住，而且要凸出來醬子，大概差

不多ㄟ 1公分半，有凸出來就好了。 

 

2. 田貴實 
日期 : 2015/12/28 
時間 : 10 : 00 

地點: 賽德克文史工作室 
田：老師的這個工作室叫做

文面文史工作者，文面吼我

把它稱為文 文章的文，沒有

一個糸字旁的那個文，文 文

章的文，沒有糸字旁。這個

叫刺樁，紋的時候先這樣

敲，把裡面…就是一定要刺

到裡面，不能刺那麼深，刺

到流血為止。那個流血…這

個叫刺樁，這個叫木槌。這邊有一個刺針，那個針斷了。那刺裡面剛才沒有刺到

的，就細部的部分；流血的時候，要把血這樣吸取掉，血..血跡吸取掉，吸除掉



再用油墨，這個墨，然後就是塗抹上去。他的這個油墨是什麼呢?松樹，松樹有

很多的樹脂，然後我們把它燃燒，燃燒好了以後用鍋子蓋下去，蓋了之後呢?然

後裡面會有附著很多的樹脂，那個油脂把它刮出來跟木炭前人的木炭混合 就是

這個。這個就是我們的墨，油墨；就是這個，這麼自然。油墨…松樹的樹脂；這

是相傳百年的喔，百年的歷史。 

 
Q1:文面的圖案﹖ 
田:我們的圖案就是這麼一回事，外圍上面有四條，然後中間四條，底下四條，

然後空的地方給她交叉，交叉然後形成一個菱形狀，那個菱形狀我們稱為祖靈的

眼睛，對不對，你看類似像這樣你看看我們這邊，最上面有四條，中間也有四條，

底下也有四條，然後中間交叉交叉變成菱形狀，我們把它稱為祖靈的眼睛！ 

 
Q2:您會鼓勵現在的年情人文面嗎? 
田:喔！這個問題很好，而且每個人不會問的，我不鼓

勵他，我只是…會去問這個問題，這個這個東西，我

要我們的下一代知道，下一代知道什麼老祖先臉上的

刺青代表的是什麼,它的意義是甚麼,簡稱一個克服患

難跟挑戰大自然的精神,就是這樣的意義.我就要讓你

們下一代知道，不一定我們再繼續…再繼續紋，為什

麼，現在已經是多元了，跟你們大家生活在一起，不

要會標新立異，就是要讓他們知道她的老祖先為什麼

臉上的刺青，她的意義，就像剛才老師所講的，族群

是一種識別、審美觀、成年禮等等.....我要讓他們的

知道這個的意義。不一定現在大家年輕人在繼續紋，

我不鼓勵；好，還有甚麼問題?這問題很好。 

 

Q3:那我們刺青跟文面有甚麼不一樣? 
田:刺青文面，文面刺青都一樣。刺青其實來講，刺青好像刺在我們的手上，文

面就是刺在臉上，應該這個意義都是一樣的。 

 

Q4:那男生額頭的額紋，文面長度是多少?  
田:對，有些長有些短，差不多是五公分；女生也差不多類似，類似，女生也是，

有些是長有些短，對呀，差不多五公分額紋；那個底下的男生的頤文，頤，你就

寫頤可以的那個頤，啊知道嗎?一個巨，然後在一個頁，那叫頤很遠，那是頤，

齁，那叫頤紋，下巴那個叫頤紋，頤紋是比較短，差不多兩公分長。頰文是比較

寬的，你看人家的頰紋，頰紋是比較寬的，寬的差不多是七公分到十公分。 

 
Q5：你把女生文面最年輕的是幾歲，最晚的是幾歲? 



田:好，男…不管是男生是女生五歲就要開始紋了，到十五歲的時候，必須要整

個要完成，五歲到十五歲之間，必須要完成，好，如果是說超過十五歲、十六、

十七的話就不能紋了，他們認為那個皮膚臉上的皮膚已經僵硬了，不好看，齁，

所以說五歲到十五歲之間必須要完成，齁，正確的答案是五到十五歲。 

 

Q6:那請問老師文面紋大約多久才可以洗臉? 
田:喔，很好；當你文面時不能洗臉，為什麼呢?你洗臉，這個還在發炎會痛，齁，

所以呢，一般女生來講，女生她紋過面了之後，不能夠照鏡子，也不能夠洗臉，

也不能夠在火烤…烤火旁邊，烤火旁邊會怎麼樣?會熱、會龜裂，會潰龜裂，因

為還沒手術還沒完成，通常呢，剛手術之後，如果是乾的對不對，是用羽毛沾白

開水，然後呢?這樣沾讓她濕潤，才不會龜裂，齁，這個很重要，差不多一、兩...

一個禮拜，不能洗臉，不能看鏡子，更不能出門，一定要留在家。一般來講女生

紋過面都不敢出門，都在家裡，最重要吃的東西要流質東西，什麼叫流質?喝水，

喝湯，阿，不能吃大魚大肉，齁，那容易發炎，好，這樣子。 

 

Q7:文面有什麼禁忌? 
田:禁忌喔，文面之前，齁，文面之前，注意喔，文面之前一個禮拜，女生如果

就是被文面，不能吃大魚大肉，還有就是說，你的身體要淨身，可能你們年紀太

小還不知道甚麼叫淨身，齁，不能夠隨便亂來，齁，我的意思就是跟男生之間都

不能有這種關係，否則你的文面會潰爛，所以要淨身，要吃流質的東西，喝水，

然後呢，文面時就到你家裡的時候，會問你，我們要開始囉，要講實話喔，你有

沒有不道德的行為，有沒有跟男人出去約會，要很誠實的跟人家講，如果有，嘿，

那我下一次再來，我下個禮拜在下….然後呢?就是說你有付更多的聘剛才老師講

過了，養的家畜，還有物品，好，如果都合乎都條件都可以去文面的時候，文面

師它會禱告，會祖靈禱告，會祖靈的當然是用母語呦，他說:我今天要來文面，

給我賜給我力量，然後呢?給這個紋人脫離疾病，讓她健康，讓她趕快復原好，

等等等.……就講那個咒語，咒語，對不對，好了之後就開始紋，開始紋，一般

來講，在我們族裡呢文面師是很神聖重很嚴肅的問題，齁，每一個人都要紋，要

記住，每一個人都要紋，紋了之後，我們就在這一國人，齁，小孩子當然不能紋，

所以以後沒有紋了。 

 
Q8:那工具要做甚麼?消毒還是..... 
田:要~要烤一烤，這是最基本的消毒方法，最基本的，我們當時間沒有酒精。 

 

Q9：文面師的地位﹖ 
田:文面師其實來講，在我們的族裡面，我們是母語交流，母語交流，交到你女

兒那邊，他的...他的技藝，如果他沒有女兒的話，他要去認養一個女兒，這是

文面師，文面師在我們的部落來講，地位是非常的崇高的，好比就是醫生、巫師，



那個技藝，地位是很高的，其實來講文面師他有沒有甚麼技藝，根本就沒有甚麼

技藝，一定要技術，要技術很好，不能是說隨便亂紋，通常我們的部落可能會有

一兩個文面師。 

田:一般來講，我們有分兩個大類文面，第一個是泰雅族，V字型，泰雅族 V字

型，和賽德克跟太魯閣族 U字型，這是兩個大類的不同。 

 

Q10:文面的地點時間會不會影響文面的結果? 
田:當然會有，你這個答案...你這個問題很好，我們就是利用秋、冬的季節，因

為會...不會細菌感染，第二個，你如果是希望在夏天，或是春天的話，天氣熱，

會...會感染，會發炎，會潰爛，齁，她一定會去影響…影響他的這個文面的這

個....他的好壞，成功理季節很重要，第二個，文面工具，一定要…就像老師剛

才所講的，消毒，我們所消毒最基本的，一定要沸騰的開水，甚至用火來烤一烤，

齁，消毒很重要，第三個，文面，被紋的人，之前要吃冷食一個禮拜，文面之後

的一個禮拜，還要繼續吃冷食一個禮拜，我所說的冷食，除了水，還有蔬菜，菜

類，不能吃肉，齁，嚴格說來要吃素，這一般原住民來講，素，他們都不懂，我

以前都沒有吃素，這是在這樣文面的時候，因為要動手術，一定要給她吃素。 

 

Q11:皮膚潰爛有甚麼藥材可以用? 
田:沒有甚麼藥草，唯一的辦法，齁，你就要保濕他，不要繼續潰爛的話，可能

就是，我們有很多原住民的藥，比如說是草藥，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最近很常用，

你如果不懂那些草藥的話，炭灰…炭灰也是一種很好的這種消炎的東西，你可以

試試看看炭灰嗯 

 
Q12：文面除了松樹還有什麼植物? 
田:松樹跟木炭~的混合物。 

 

3. 人文、圖像、石雕藝術創作：葉大莫那 
日期 : 2016/4/2 
時間 : 15: 00 

地點 : 葉大莫那的家 

Q1:文面的季節都是在哪個季節﹖ 
葉：那個季節喔...他是沒有分季節啦，可是大部分的時間在冬天，像這個時候

阿，為什麼要在冬天你知道嗎，冬天那個血阿比較不容易流…流出來，你夏天熱

阿原住民不能喝酒阿，一喝酒無效他那個血就會噴出來，就那個血液循環，反正

熱就是不行阿，所以他們就選在秋天冬天較多啦就是這個時候，這都是根據我問

的老人家，我也是有問但是...個人的解讀不一樣，沒有說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如果是依文獻記載的話他是講的大部分都是在冬天，是這樣子的，要問他本人是

有文面的他也搞不清楚，呵呵呵呵呵呵不知道是年代久了還是怎樣 



 

Q2：那文面的材料有什麼﹖ 
葉：材料他是用煤吧，煤就是那個我現在拿給你，拿那個東西給你們看，你們不

要動，你們就知道用什麼東西去文面；嗯...

大概解說一下，他們是用這個煤…煙這個...

叫做煤煙，吼~這個過去在山上用松樹燒的，

為什麼是松樹，因為松樹油油的燒起來比較

黑，只要是松樹類的都很好燒，松類的只要

一燒那個煙就黑黑的，那個煙都還會飄，如

果碰到我們的衣服一摸到我們的衣服就髒了；葉：對，那個是燒，太魯閣、泰雅

的是燒，他們燒用這個吃飯然後那個煤，煙煤阿，他有一層厚厚的就給他刮下來

放在那個胡瓜有沒有胡瓜，曬乾後給他挖洞放進去或是放在盒子裡就這樣子，燒

出來的煙..煙鍋就對了，然後沾著這個煤然後刮下來，為什麼這個，因為他比較

細他絕對沒有顆粒。 

 

Q3：文面前要準備什麼 
葉：就是那個敲棒嘛就像刷子、牙刷一樣嘛，像牙刷式的鋼針嘛，那個長度有

15公分阿短短的不會很長 12-15公分，那個鋼針寬度差不多 1公分左右，就把

那個針阿，早期的話是用那個棘針及針或是荊類的那個刺，用那個來刺文面，然

後以後呢就接觸漢人後來就出現鋼針，拿到這個剛針以後就編排在這個木頭裡

面，他有一橫或四橫，每一橫是 12支針，12 支就這樣排，像那個東西那個什麼

長度齁我是講說為什麼是 10-12呃..12-15公分是因為不一定啦，每一個人那個

削齁都是憑感覺，一般都是像牙刷那麼寬，我畫給你們看，他是頭比較大啦，我

畫大一點然後這就比較小，這個是從上面看下去是比較…，然後側看是形成這個

樣子，然後這裡比較大，然後鋼針放在這她是這樣排啦，然後這裡綁起來還要綁

喔，用什麼要綁你知道嗎，他用那個苧麻綁起來的好處是什麼你知道嗎。他是會

吸那個血吸那個墨汁有沒有，會掉下去，其實他真正文面的那個線條齁感覺好像

是一條線事實上他是點狀的，是剛針 12針的線條，有沒有，他是這樣敲，譬如

說它是3條平行文4條的那個線條他就是這樣打所以他很準不會歪啦所以他就這

樣打，然後血會噴出來嘛，然後他要放那個煤噗就下去因為不容易進去血會流出

來他就用那個雞毛ㄚ羽毛阿老鷹的那個毛刮掉啦有的是用竹子做的，他們是用竹

子這樣綁起來刮那個血，不能用手摸手有那個細菌會爛，剛剛講是這個嘛齁有

12根 4排 12根，1-4排 12根你就這樣寫就對了，你講說這個幾公分啦不一定啦，

文獻是記載說 1-15公分啦不對是 15公分 12-15公分啦這個長度棒也一樣那個在

敲，一定要綁那個線喔，不是鋼線喔鋼是不對的是苧麻才會吸，我自己用德國鋼

針刺我都要綁線牠才會積那個水啦，這樣打下去他才會一直進去，用鐵線它就不

會吸阿，然後他們都搞錯，鋼線是不會吸的阿，他們都寫錯了那個田貴實是用苧

麻它才會吸，苧麻的線去綁啦，因為我悶那個老人家他們不會講究那個線那個



線，我聽我就知道了，因為我有經驗我以前就在刺了當兵的時候就一定要有那個

線啦，車衣服的那個線啦，他最會吸了啦，一樣也是煤阿攪那個水阿濕濕阿它很

會吸阿，所以你刺的時候他不容易乾 

 

Q4：請問一下文面的標準是什麼 
葉：標準...都要成年禮嘛，成年禮的話小孩子，聽我講這很重要喔，台灣所有

泰雅族太魯閣族現在所謂的賽德克也好太魯閣是最早他是平均年齡 4-8歲你要

聽清楚喔 4-8歲先紋額紋先紋上額平均我們講平均年齡 4-8歲，泰雅族就比較慢

喔平均是 9.5歲，成年禮就可以紋下頤，成年禮是要有殺人男生成年禮就是要很

勇敢殺人才有資格紋下額紋，也是他們的識別啦，北部太魯閣族的比較複雜。 

 

Q5：是要具有什麼樣的資格才可以當文面師? 
葉:喔!他喔!他就是要有藝術的天分，就是部落裡面餒有

沒有就是技術啦!很好的，而且還要那個很成熟那個那個

年齡都是三四十歲的，然後他是世襲制啦!齁你要知道世

襲，以前是我的媽媽傳給我給女兒，假如你外人要來要

來學習的話你要送布給他，還要宰羊啦!拿鹿肉給他，他

們是很富有他們是最高貴的那個文面在部落裡面人家最

尊敬的啦!據說有一個很厲害的文面師，她的名字是馬

虹，相簿裡面的那些文面長者顏色很漂亮，問他們是誰

給你文面的?他們都回答是馬虹！馬虹以前他就住在榕

樹下，活動範圍在銅門、文蘭、崇光啦，以前早期跑來

跑去他最有名啦!  
葉:文面師是很多，有的較沒名，但是我有的會沒有那麼好漂亮，你看像那個有

一個朋友就是馬虹紋的哇!很漂亮，那個文蘭那個死掉了，95歲往生 

葉:馬虹他的…他最清楚，我的朋友馬騰葉去照也是照他照的最好， 局部，阿我

是去照台灣鄉立苗栗那一個蔡同妹也是局部 

 

Q6：請問一下你鼓勵年輕人文面嗎 
葉：現在的話我會尊重他們啦，不要說鼓勵也不要說不要也不要說要，但是我只

有鼓勵一個人去文面，坦白講是我弟弟啦彼得洛！我叫他說一定要去文面你是歌

手你有這個知名度你是太魯閣族你一定要文面，後來他去問他媽媽，他媽媽說可

以，可是太魯閣是很多的禁忌哦，文面是不能隨便的哦，現在來講以前的話他是

一定要殺過人才有資格，女生是要織布，沒有文面的人都會被排斥啦，趕到山下

嫁給客家人啦，然後有些客家人也有文面可是那不成代表啦。還有文面是識別，

我以前拿過五條的給他們看他們就說那是北部的那是北部的，所以是族群識別。

還有餒? 

 



Q7：哪個文面幾天後才可以碰水 
葉：好的話一個月兩個月要乾啦，過程中只能媽媽去看、女生去看，差不多…這

個很難講耶，紋上額是 10天一個月啦才會比較完整啦，他沒有講說碰水啦，要

紋好才可以見人 

T2：男生不能看男生? 
葉：男生…這個他沒有講。只說母親姊妹可以看，他沒有講男生耶，他還有講女

生文面好才可以請客，也代表說這個是成年禮，女生啦才可以娶嫁啦，親戚啦可

以介紹男朋友什麼的。你說這個碰水的話是絕對不能碰水的啦還沒好，你就寫說

等好了以後就可以碰水，個人體質問題，有的人比較快好，有的人比較慢 

 

Q8：文面的地方如果潰爛的話怎麼辦 
葉：潰爛的話就要停止文面阿，要等好再補阿，假如說願意的話就繼續 

 

Q9：文面如果退色的話需要補色嗎 
葉：退色要看阿，願意就紋阿，很少是補回去啦，一般紋下去就紋下去，以後不

清楚也就算了，除非你還要很大的酬勞，一般都不願意這麼做，退色在太魯閣族

是犯了 GAYA才會退色，那個是他們的迷信啦，所以要文面之前都要先問清楚。 

吳：文面後需要注意什麼習俗 
葉：是家族..家族，就是這一部落如果有人要文面的話是不能有人去打獵，還有

女生要文面的話不能吃到血不能吃內臟…動物，禁止男生去打獵，都是他們的

GAYA禁忌啦 

 

Q10：老師請問一下文面是一次完成還是分段完成 
葉：我問的老人說我一天就紋完了，女生是比較久因為比較長，就是要一個多月，

那個皮要乾然後再看狀況紋，有的甚至到一年，最晚到一年 

 

Q11：文面的顏色只有黑色嗎 
葉：沒有 他是用那個煤灰，因為煤灰，我們用黑的但是用下是藍色的 

為甚麼藍，因為我們的血是紅的，加上黑的他就有一點藍藍的，都是這樣子的 

 

Q12：文面的針要消毒過嗎 
葉：要阿，以前的人大部分用

熱拉，熱水去燙或者用火啦，

為什麼，材沒有細菌 

這是老人家講的拉，最早是用

樹根的刺，棘針，棘子的針

拉，高山種的那個，早期啦！

以後才有鋼針，那是漢人交易



以後接觸。 

 

Q13：文面之前會上麻藥嗎 
葉：沒有，他們沒有上藥，很自然這樣，所以很痛阿，他們沒有這一種觀念拉 

沒有那個麻藥，沒有，像我們這個也沒有用麻藥，這個直接刺，特別痛阿 

痛到後來變成什麼餒，麻痺了，變不會痛這樣。 

 
4. 現代刺青師：何知凌 
日期 : 2016/3/26 
時間 : 15 : 00 

地點 : 穿刺堂 
 

Q1:請問現代刺青與以前文面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何:最大的差別哦~最大的差別就是工具，工具，工具的差

別，因為以前是用針嘛!就是你們看很多其實是有很多文

史上面的紀錄都是一根比較長的木棒然後綁個一根針，他

們也是自己磨針，然後以前的黑色的部分應該是用木炭；

然後就用這樣子做文面，然後現在就是已經研發出來很多

很好的紋身的機器，它是機器式的所以有馬達式的可以插

電，然後馬達就可以使用。以前我剛接觸刺青的時候的機

器他們會比較大聲，後來因為還蠻多人害怕聲音，就那個

聲音很大聲，害怕聲音之後就有一些人出去研發它是安靜

的，比較安靜的...的...的機器然後去做刺青這樣，所以

大概是機器的不同。還有因為以前的手工刺青跟現代的機

器時間也會不一樣，可能手工可能要花個八個小時、十個小時他才可以去完成一

個作品，可是機器刺青的話可能我們像小圖阿他最快就是十分鐘、半個小時就可

以完成一個作品。 

 

Q2:會上麻藥嗎? 
何:不用，沒有那麼痛，它是在表皮而已，它沒有到真皮，對，因為如果它是…

我要怎麼說...如果它是剖開肉在處理的話那就是要醫生了。對不對，那就

不是我們沒有醫師執照的人可以做的事，所以只有在表皮。那那個...麻藥

的部分也因為我們不是醫生，所以我們只能用塗抹的，那塗抹麻藥大慨只能

減低百分之 30，他還是會有感覺只能減低百分之 30，那麻藥通常我們不太

建議使用，因為他使用的話...他在刺顏色可能就不會那麼好看。再來是不

會痛到使用麻藥，身體的狀態準備好就可以了。 

 

Q3:請問刺青幾天才可以碰水? 



何:刺完半個小時就要洗，就要把上面洗乾淨，就要清洗乾淨，而不是...呃...

刺完然後會有點滲血就不碰水到隔天可能到洗澡才碰，這樣的話那個流出來的血

它會在傷口上面，是不是，它就會在傷口上面然後它就會造成傷口處理的不乾

淨，它就會造成結痂，那如果在刺青那一塊結痂他那一塊結痂的下方它就會產生

它就會很容易掉色，所以我們都會告訴客人說刺完半個小時他不流血了就用肥皂

或沐浴乳搓洗乾淨然後在上藥膏就可以了 

 

Q4:刺青用的顏料是用什麼做成的? 
何:刺青的顏料現在都有特別都有公司在製造，那我們紋身師的部分是直接跟他

們訂購就可以了，就是可以刺在皮膚裡面都已經有現在已經都已經發展得很好都

有特別都會有廠商在製造，刺青的針還有刺青的顏料，對。 

 

Q5:可以跟水彩一樣嗎?就像藍色加紅色變紫色﹖ 
何:對，一樣是，因為我本身也是學設計學美術出來的，所以色彩學一模一樣，

它只是刺在人體的皮膚，那我們調色部分其實是都一樣 

Q6:現代刺青的工具有什麼? 
何:以前的人要紋身，需要用針沾上墨，一針一針把圖案刺上去，所以稱之為「刺

青」。現在通常都會用紋身槍，安全快速多了。 

   

 
Q7:現代刺青要注意什麼 
何:現代刺青要注意什麼，身體的狀態要準備好，就是通常客人都已經會先把自

己想要刺的圖案都準備好，那我比較建議的是你要來刺青的前一天晚上要睡飽！ 

所謂的睡飽就是在對的時間睡，而不是你早上四點睡到中午這樣子的時間，所以

在對的時間睡，那睡飽了的話，身體的狀態會比較 OK！因為你身體可以承受的

痛，你如果有睡飽，然後當天又有吃飯，就是有進食，來刺青這樣是 OK的，它

其實是比較不會痛，比如說都沒有睡覺，然後你又喝酒，你整個身體是在消化酒

精嘛！是疲倦的！然後如果沒吃飯，血糖就會比較低…這樣的話刺青就會比較痛

一點！ 



 

Q8：老師這裡刺青，就是要二十歲，是依據他的法定年齡﹖ 
何：四到九歲是他們原住民習俗文面的，就像人家男生要去獵頭就是下額文，那

是依據他就是他年齡部分，那是原住民的文化，我是依據成年人的部分…我

幫客人刺青，他們有些是原住民有些不是原住民阿！有時文化其實在這方

面，如果要跳到我們這裡來就不行阿！例如:要求四歲紋上額…那是屬於他們

的文化！現在應該也是沒有幫這麼小的文面了吧，而我才會說現代就是依據

就是法定年齡。後面文的幾個獵人都已經確定是滿二十了，然後女性也是滿

二十，都已經滿二十了。 

 
Q9：刺青的顏料怎麼調配出來？ 
何：那個是公司，對！我們沒有自己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製造 

 

Q10：請問一下，刺青是一次完成還是分段完成？ 
何：要看圖的大小，如果是小圖案的話一次，那如果是整個背或者是胸口跟手臂，

那當然要很多次，一次大概三四個小時，那客人如果是整個背的話，那就要

看客人的身體的面積多大，因為有很瘦，也有比較 比較胖的，有比較寬的面

積，那時間就會不一樣，那每一次大概可以忍受大概平均在四到五個小時，

那他要來的話大概要來五到六次吧！ 

 

Q11：那刺青的地方如果潰爛的話要怎麼辦？ 
何：那是不專業的人才會發生的事情，除非那個刺青師他很不道德，他用的是重

複使用的針，或者是重複使用的藥水，或者是他擦拭客人的那個布，就重複

的，基本上不太可能會有潰爛的問題。 

所以針裡面有客人的血，然後我再去沾那個顏料，那裡面就會有血，那我再去拿

同樣一杯沾別人，那就不行阿，這樣就不行，全部用完一次就丟了，對 

Q12：人體彩繪的顏料是一樣的

嗎？ 
何：那不一樣，那不能刺入皮膚 

他沒有那是類似針頭，那是針頭

然後我們把針頭前面磨平然後

擠藥水出來這樣子 
Q13：刺青要刺到皮膚的哪一層 
何:就是刺一點點而已我們不是

刺到裡面，不可以到很裡面啦，很裡面它就會變成疤，當它會受傷到...當它就

會受傷到更深一點他就會變成疤，變成疤的話，刺青它好的兩個禮拜內會腫腫，

它不應該是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