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原住民雲端科展-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作品說明書 
 

 

參賽組別：國中學生組  

 

 作品類別：部落植物的文化與科學 

  

參賽編號：2016046 

 

作品名稱：苧麻與少年的邂逅~探討苧麻的抗菌力  

 

團隊名稱：小蝦米二人幫 
 

作者： 指導老師： 

國一 蔡銘哲 

國一 安馬林 

        蔡俊雄 

        林麗君 

 
 

 
 

 

 

 

 
 

 



摘要 

     苧麻在太魯閣族傳統社會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不僅可以作為織布的材料，且

可以食用。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訪問，了解目前太魯閣族人使用苧麻的現況，並藉由和

耆老互動學習傳統苧麻線材的製作過程，讓我們更加了解先人的智慧。同時利用科學工具

進一步探究苧麻的抗菌力。 

本研究利用青苧麻根、莖、葉的萃取液，使用點測試法及紙錠擴散法，以抑菌圈的原

理來推測其對於四種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之抗菌效

果。本實驗結果發現：青苧麻的根、莖、葉確實對於這四種菌具有抑菌效果，其中以根的

抗菌效果最佳，莖和葉的效果次之。 

因此，研究團隊開始培育苧麻，以利於後續研究苧麻的抗菌力，期能找出最佳的萃取

方式，並將研究成果轉化應用與生活商品結合，讓苧麻重生於部落中，成為可以活化部落

的經濟作物。 

壹、 研究動機： 

    有一次爸爸開車帶我去銅門射箭時，我發現一個大斜坡上長滿了草，爸爸告訴我：「那

個是太魯閣族的織布原料--苧麻」。沒想到過了幾個月再來時，因為社區要做公共藝術，

邊坡的苧麻已經被剷除了。這時，我意識到倘若苧麻快速消失，最後不就沒有原料可以製

作傳統衣物了嗎? 而生命力這麼強的苧麻，除了織布以外，就沒有其他的功用嗎？因此我

決定上網搜尋苧麻的資料，其中有一個令人最好奇的是它竟然有抗菌的效果，剛好可以與

國一上學期自然課關於細菌及細胞的學科知識結合及延伸。因此，就激起了我們兩個人想

探討苧麻這個植物的好奇心，決定朝這個方向研究，重新認識太魯閣族傳統植物--苧麻。 

 

貳、 研究目的： 

一、 了解太魯閣族傳統織布原料青苧麻的現況。 

二、 學習太魯閣族傳統織線的製作。 

三、 探討青苧麻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的抗菌效果。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設備及器材： 

         無菌操作台、37℃培養箱、高壓滅菌釜、水浴槽、電子秤、離心機、烘箱、果汁機、震

盪培養箱、-20℃冰箱、微波爐、酒精(75％)、紫外燈、酒精燈、石蠟膜、無菌竹籤、鑷

子、培養基、鋁箔紙、燒杯、量筒、0.45µm 針筒過濾器、0.22µm 針筒過濾器、培養皿、



三角錐瓶、無菌棉花棒、離心管(50ml、15ml)、計時器、接種環(loop)、微量滴管(pipetment 

+tip)、微量離心管、秤藥盤、量藥匙、燒杯、試管、血清瓶、針筒、研缽及杵、LA(LB 

Broth+Agar 1.2％)、LB (LB Broth)、Soft-agar(LB Broth+Agar 0.75％)、無菌水、打

洞機、濾紙、震盪儀、MH 培養基、酒精燈、自動吸量管、二次水、一次水 

    
無菌操作台 37℃培養箱 離心機 水浴槽 

   
 

量筒 電子秤及秤藥盤 微量吸取器 滅菌釜 

    
烘箱 震盪儀 研缽及杵 果汁機 

 
   

計時器 Agar LB Broth 無菌水 

  
 

 

三角錐瓶 過濾器 1次水 離心管 



 

 

 

二、 研究材料 

(一) 植物：青苧麻(Boehmenia niver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Miq. 蕁麻科) 

根據資料記載，台灣蕁麻科苧麻屬有 9種。其中 8種葉均對生，唯獨青苧麻葉子

互生。青苧麻是栽培種-苧麻的野生變種，散生於本島低至中海拔路旁。而且台灣苧

麻與青苧麻最明顯的差異有二：1.台灣苧麻種葉對生；2且葉上表面近光滑，下表面

不具白色毛茸。因此，本研究所採集的苧麻雖然葉脈顏色有綠色及紅色二者之差，但

從其葉子皆為互生之特徵，定義二者皆為青苧麻。 

 

青苧麻 葉子互生 葉脈顏色 

綠色葉脈 

  

紅色葉脈 

  

說明：本實驗苧麻採集地位於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 

 

(二) 菌種 

1. 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2.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3. 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 鮑氏不動桿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2次水 微波爐 自動吸量管 MH 培養基 



 

肆、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產生結論 

分析歸納與討論 

文獻探討 

   文化探究 

苧麻的抗菌力 

實地訪查耆老 

不同萃取方式的抑菌效果 

苧麻不同部位的抑菌效果 

不同濃度萃取液的抑菌效果 

點測試法和紙錠擴散法的差異 

苧麻的基本資料 

四種菌的特性 

太魯閣族傳統織布文化 

 

 

太魯閣族苧麻線的製作過程 



 

二、 文獻探討 

(一)、 太魯閣族傳統織布文化 

織布是傳統太魯閣族部落女性對族人一生奉獻的指標，也是太魯閣族最重要的文 

化象徵與母性美學。唯有習得織布的技藝才能紋面，進而受到族人的肯定與讚美，及具

有婚嫁資格。太魯閣族語的織布為 neseusa，以苧麻(nuqix，太魯閣族語)做為織布材

料，織布的程序相當繁複，從種麻、紡線、煮線、理經、織布等過程，都是傳統太魯閣

族婦女所要肩負的責任，也藉此標定其在傳統社會中的地位。 

(二)、 苧麻基本資料 

苧麻自古即栽培為纖維植物，歐美各國稱它為 Chinese silk plant（中國絲草）， 

早在唐代甄權所著的藥性論裡就有提到苧麻的根、葉具有各種的治療效果。苧麻皮內的

纖維是太魯閣族人織布製衣的主要原料。其中青苧麻為苧麻(農藝栽培種)的野生變種，

散生於低至中海拔路旁。葉背通常被白色絨毛，也有些是光滑的，葉子為互生，是辨識

的重要特徵之一。苧麻適合以分株或扦插繁殖，栽種後可連續收成 5-8年。且根據研究

資料顯示苧麻製品上的細菌在 24小時內就會被殺死 75%左右，這是因為苧麻纖維含有

叮嚀、嘧啶、嘌呤等微量元素，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綠膿桿菌、大腸桿菌等起到抑制效

果。 

(三)、實驗選用的四種菌特性分析 

依文獻資料，將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的特性，整理

如下： 

表 4-1 四種菌的特性分析表 

Bacteria Gram strain Environment Disease 

金 黃 色 葡 萄 球 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陽性菌 皮膚 

毒性休克症候群、膿疱、毛

囊炎、針眼、膿腫、食物中

毒、傷口感染、肺炎、心內

膜炎及院內感染 

大 腸 桿 菌 

Escherichia coli 
陰性菌 腸道 

尿道感染、腹瀉、新生兒腦

膜炎、腹膜炎及敗血症等 

綠 膿 桿 菌 

Pseudmonas 

aeruginosa 

陰性菌 有水之環境 

皮膚炎、外耳炎、肺炎、呼

吸道感染、心內膜炎、敗血

症、骨髓炎及泌尿生殖道感

染 

鮑 氏 不 動 桿 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陰性菌 
土壤、水、食物等自

然環境中、皮膚 

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

外科傷口感染、菌血症等 

 

伍、 研究過程與討論： 
一、 了解太魯閣族傳統織布原料青苧麻的現況 

(一) 研究方法：實地訪談、文獻探討 

(二) 訪談對象： 

1. 李茂連阿公是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太魯閣族原住民，今年 65歲，在部落經營傳 

統藝術工作室。 

2. 尤惠珍阿姨是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太魯閣族原住民，今年 45歲，從事太魯閣族傳 

 統織布工作多年，並曾擔任秀林鄉公所苧麻原生種生態體驗園區的工作人員。 



3. 耆老蔡玉梅阿嬤是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太魯閣族原住民，今年 77歲，從 18歲開 

始織布，至今仍持續在部落中種植苧麻並從事織布工作。 

(三) 、研究結果： 

1. 傳統苧麻的式微： 

以前苧麻是隨處可見，現在因為道路施工、人為破壞，再加上化學毛線的方便

取得且價格便宜，已幾乎全面取代苧麻在太魯閣族織布線材的使用。因此，在部落

中已很少看見成片的苧麻園。即使 101年秀林鄉公所曾經在秀林村成立苧麻原生種

生態體驗園區，想要回復傳統以傳統種植、採擷取纖製線技藝為主，重現傳統編織

技藝，結果所投注的經費與做出的麻線數量不成正比，因此就沒有再持續栽種。 

李：「以前隨便走都有苧麻，你看現在水泥擋土牆、柏油路，還有農藥，已經很

少看到了……，我記得那邊山腳下路邊好像還有一些」(20161225訪) 

 

尤：「鄉公所花了一大筆錢種 2 分地，最後才做出幾捲可以用的苧麻線……」

(20161231 訪) 

 

問：「巴姨，你做這些苧麻線都是自己拿來織布嗎？」 

蔡：「有些布農族會買我的苧麻線，我都用一般的線，啊！有時她(尤)會給我買

一些線帶來」 

問：「那織一件純苧麻的衣服需要多少苧麻？」 

蔡：「一分地差不多只能 3件衣服」(20170120訪) 

 

 

 

 

 

 

 

 

 

 

 

 

 

圖 5-1-1認識傳統苧麻 

2. 苧麻的功用： 

               苧麻除了被太魯閣族人取其纖維當作織布製衣的主要原料之外，它的根可以煮

食雞湯或排骨湯用。而且利用它所製作的布品相當優質，歷經 50年以上品質仍相

當良好，甚至有文獻指出苧麻纖維有不容易受黴菌腐蝕和蟲蛀的特點，而且具有抗

菌功能。同時，苧麻葉部含有酮類成分：野漆樹苷 (rhoifolin)、芸香苷；有機酸

成 分：原兒茶酸 (Protocatechuic acid)、綠 原酸；胡蘿蔔素成分：葉黃素、胡

蘿蔔素。苧麻根則含綠原酸、谷甾醇、胡蘿 蔔苷等成分。苧麻根的藥理作用大致

歸類為止血、安胎、抗菌、抗病毒、抗發炎及保肝等用途。  

      李：「有人會把苧麻的根挖起來來燉雞湯，吃起來有點像地瓜，聽說可以養身。」 

      (20161225 訪) 

             尤：「苧麻線可以放很久，五十年都不會壞，而且歷經風吹雨打反而會更堅韌。」 

 
 

耆老帶著我們在銅門部落的荒野漫草中，採集、認識苧麻。 



尤：「最近聽說有台北生物科技公司想要收購苧麻的葉子去做研究。」 

(20161231 訪) 

3. 苧麻的生命力強韌 

  透過訪談及文獻資料，我們得知苧麻的生命力強，即使土壤貧瘠的邊坡仍然可

以生長，是屬於多年生的植物，繁殖容易，可以透過分莖法、分株法、插條法、

壓條法及種子法來繁殖。 

問：「苧麻要怎麼種？」 

蔡：「它很會長，隨便種都可以長出來」 

問：「需要施肥嗎？」 

蔡：「不用施肥，不然反而不好」 

蔡：「把這個葉子剪掉，根種在土裡，很快就好了。」(20160108訪) 

 

  
蔡玉梅阿嬤的苧麻園長得相當茂盛 

  
挖苧麻的根，準備移植 鬆土、挖洞 

  
去葉種植後，以石塊圍圈作記號 定期澆水照顧 

圖 5-1-2培育苧麻 

 

 



二、 學習太魯閣族苧麻線的製作流程 

(一)、 研究方法：實際操作、文獻探討 

(二)、 研究成果： 

順

序 
圖片 步驟 說明 

1 

 

種麻 

種麻分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從母株旁取其一小部分

(連根)，將其移植至土壤裡。另一種方法是因為苧

麻的生命力極強，因此我們阡插法，將莖直接剪下

插進土裡，苧麻也可以生長。 

2 

 

採麻 

拿起鐮刀走進苧麻田，以斜斜的角度將堅韌苧麻切

下並剝皮。 

3 

 

刮麻 

先將剝下的苧麻外皮一端纏在腳趾頭上，另一端用

手拿著，用刮麻器夾住外皮前後移動刮麻器將苧麻

的外皮刮下，剩下一絲一絲的纖維。 

4 

 

捻線 

將日曬過的苧麻線一端含在口中，先稍微咬一下，

接著咬緊。一隻手拔下約粗六股的線先綁在手上，

另一端分成兩段。再用手拔下約粗六股的線與綁在

手上的一段線搓再一起，搓緊之後再將分開的線搓

再一起，接著將線纏一些到手上，留一些線將他在

分成二段，重複上述動作致口中的苧麻線沒有為止。 

5 

 

捲紗 

將捻好的線綁在搓線桿的倒鉤上，旋轉棍子至他斜

斜纏上至下、下至上一次，接著轉動搓線桿使紡輪

帶搓線桿一起轉(一邊轉一邊將線放下)，搓出一段

繩子，不停重複動作至線沒了為止。 

6 

 

紡紗 

將捲好的線上下左右纏上紡紗架，每纏完一回要在

手上綁一次，方便之後的過程，線不會亂掉。 

7 

 

煮線 

先取一個鐵鍋加入水以及木灰(銀合歡的灰燼)小火

煮，再拿一個盆子加水及木灰，將線放進去浸泡一

段時間之後放進鍋子哩，約煮 3.5~4個小時。木灰

放越多越好，可以將苧麻線褪去顏色方便染色。 

8 

 

洗線 

將煮好的線取出放進另一個盆子裡，以大量的清水

將木灰以及雜質去掉。 

 

9 

 

曬線 

將洗好的苧麻線放在架子上鬆開，日曬約二到三個

星期(就算下雨也沒關係)，可以使苧麻更堅韌。 

圖 5-2-1學習太魯閣族苧麻線的製作 

 

(三)、 苧麻織布對太魯閣族的意義。 

    在幾次跟蔡阿嬤學習傳統苧麻線的製作過程時，她的話語總是相當簡短，都是透    



過實際示範來教導我們，讓我們好像回到傳統社會中，跟著親長學習各種技藝的氛圍。 

而苧麻則是傳統社會中織布唯一的線材，織布更有其特別的文化意義。在太魯閣族中

流傳著一句話「只有臉上刺有紋面的人，才可以在死後回到祖靈守護的彩虹橋。」 

從小，太魯閣族女性就會在家中女性旁接觸織布的各種技巧，因為當女子擁有精湛的 

織布技術，才可以紋面。另外織布的圖騰也代表著不同的意義，紋路代表的是一生的 

路途平平順順；豆紋則是五穀豐收；菱形紋代表的是祖靈之眼永遠眷顧、保佑著你； 

而衣服上的多彩橫紋，則是代表死後要走的彩虹橋。 

  問：「巴姨，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織布？」 

  蔡：「我 18 歲開始織布，就在我媽媽的旁邊看，就會了…」(20170120 訪) 

          問：「以前太魯閣族織布的線，只有苧麻？有沒有別的？」 

  蔡：「以前太魯閣族的織布就只有一種(苧麻)」(20170312 訪) 

  
與耆老閒話家常，談論織布點點滴滴 

圖 5-2-2訪談耆老 

 

  三、探討青苧麻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的抗菌效果。 

         為能清楚了解青苧麻的抗菌效果，本實驗設計共進行 7次實驗，透過不同濃度、不同

過濾器大小、不同萃取方式、不同部位、不同測試方法、不同葉脈顏色的面向，分析青

苧麻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抗菌效果的影響。 

 

  實驗 1 

(一)、實驗日期：106.1.24-106.1.26 

(二)、實驗目的： 

1.學習微生物實驗基本操作技巧，製作 soft-agar、LA plate、LB 培養液。 

2.培養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綠膿 

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鮑氏不動桿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3.萃取青苧麻根、葉的汁液。 

4.利用點測試法(spot test)檢測苧麻抗菌能力。 

 (三)、實驗步驟： 

1.soft-agar(0.75 % Agar)配製 

(1)取一 500 ml 的血清瓶，加入 LB broth 4.25g(25g/L)，洋菜膠粉末 1.275 g 

(0.75%)，二 次水 170 ml，製成 soft agar。 



(2)血清瓶瓶蓋半旋開，送進微波爐加熱 1-2 分鐘。 

(3)將 soft-agar 分裝至試管中，一個試管加 4ml，共製成 4管，蓋上蓋子。 

(4)貼上滅菌膠帶後，放進滅菌釜滅菌(121  ℃,1.5atm,15min)。 

(5)冷卻後常溫保存。 

2. LA  薄盤(1.2 % Agar)配製 

(1)取一 500 ml 的血清瓶，加入 LB broth 7.5 g (25 g/L)，洋菜膠粉 3.6g(1.2%)，

二次水 300 ml，製成 LA。 

(2)貼上滅菌膠帶後，放進滅菌釜滅菌(121 ℃, 1.5 atm, 15 min)。 

(3)適度冷卻後倒入培養皿，製成薄盤。冷卻後放入 4℃冰箱保存備用。 

3. LB 培養液 

(1)取一 500 ml 的血清瓶，加入 LB broth (25 g/L)，二次水。 

(2)貼上滅菌膠帶後，放進滅菌鍋滅菌釜滅菌(121  ℃, 1.5 atm, 15 min) 

(3)冷卻後常溫保存。 

4.分區畫線法 

(1)取一個 LA 培養基，標示菌種名稱及日期。 

(2)將接種環在酒精燈火焰上燒紅，冷卻後以接種環輕觸菌液，將沾有菌液的接種環在 

LA 培養基輕輕連劃數條線。 

(3)再次將接種環在酒精燈火焰上燒紅並使之冷卻，將培養皿旋轉 60 度，劃第二次線。 

(4)重複上述步驟劃第三次線 

(5)放入 37℃培養箱隔夜培養。 

5.菌種培養 

(1)在無菌台上，吸取 3 ml 的 LB 培養液放入試管內。 

(2)利用滅菌過的牙籤，挑選出 4 種菌的單一菌落(每個菌落約含 108-109 個細菌)

接種到培養液內。 

(3)放入 37℃震盪培養箱隔夜培養 

6.苧麻根、葉之常溫萃取 



(1)洗清苧麻根、葉，以 60℃烘箱烘乾。 

(2)秤取 20g 的葉加入 10ml 二次水，20g 的根加入 20ml 二次水，先以果汁機磨碎

後，再用研缽擠出汁液。 

(3)將汁液放入微量離心管中，以 1000rpm 離心五分鐘，溫度 4℃。 

(4)用微量吸管吸取上清液，注入 0.45μm 的針筒過濾器過濾，以去除雜菌。 

(5)將過濾後的萃取液分別盛裝在微量離心管中，放置在-20℃冷凍備用。 

7.苧麻根、葉之加熱萃取 

(1)分別取苧麻根、葉 20 g，各加入 10 ml 二次水，以果汁機打碎。 

(2)將打好的汁液分別倒入 2 個 500 ml 燒杯中，各再加入 60 ml 二次水，放進水

浴槽中， 以 100℃煮 3 小時。 

(3)用滴管抽取 7.5ml 的液體二瓶，分別放進 15ml 的離心管中，以 1000rpm 離心

五分鐘，溫度 4℃。 

(4)吸取上清液注入 0.45μm 的針筒過濾器過濾，將萃取液分別盛裝在微量離心管中

備用。 

8.細菌培養盤的備製 

(1)加熱熔解 soft agar，冷卻後加入四種菌液各 300µl，震盪混合均勻。 

(2)將含菌液的 soft agar 倒入 LA 薄盤，靜置凝固。 

9.點測試 

(1)取 8 個培養皿分成二組，一組滴入常溫下根和葉的萃取液各 5µ l，另一組滴入

加熱後根和葉的萃取液各 5µ l，並滴入二次水作為對照組。 

(2)放進 37℃培養箱隔夜培養，觀察有無抑菌圈產生。 

  
 

以電子秤稱苧麻重量 以果汁機打碎 汁液分裝至離心管離心 



  
 

針筒過濾器除菌 養菌 震盪培養箱 

圖 5-3-1實驗過程 

(四)、實驗結果： 

1.常溫萃取之苧麻的葉對於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有抑菌效果，根對金

黃色葡萄球菌有抑菌效果。 

表 5-1-1實驗一結果 

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片 

 

  

 

  

水 X X X X 

葉 X ○ ○ ○ 

根 ○ X X X 

W:二次水 L:葉 R:根 ○：有抑菌圈 ×：無抑菌圈 

2.加熱萃取之苧麻的葉對於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有抑菌效果，根對

金黃色葡萄球菌有抑菌效果。 

表 5-1-2實驗一結果 

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片 

 

 

 

 

 

 

 

 

水 × × × × 

葉 × ○ ○ ○ 

根 ○ × × ○ 

W:二次水 L:葉 R:根 ○：有抑菌圈 ×：無抑菌圈 
 



(五)、討論： 

1.無論是否經過加熱，苧麻的葉對於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都有抑菌

效果，根對金黃色葡萄球菌有抑菌效果。 

2.金黃色葡萄球菌為革蘭氏陽性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為革蘭氏陰

性菌，推測根與葉的成分不同，抑菌效果也不同，根位於土壤，較能對抗細胞壁

較厚的細菌，葉較常與外界環境生物接觸，可對抗一般生活中常見細菌。 

3.加水的控制組細菌生長異常，需再重新進行實驗。 

 

實驗 2 

(一)、實驗日期：106.2.26-106.2.28 

(二)、實驗目的： 

利用酒精和水萃取苧麻根、莖、葉中所含物質，並測試在不同濃度下，苧麻對金

黃色葡萄球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大腸桿菌的抗菌力。 

(三)、實驗步驟： 

1.苧麻根、莖、葉萃取液的備置 

(1)先將苧麻的根、莖、葉洗淨曬乾，拿去中藥店磨粉。 

(2)分別以水和酒精萃取苧麻，一組加水 90ml 及苧麻根、莖、葉粉末各 10 g，另一 

組加 20％酒精 90ml 及苧麻根、莖、葉粉末各 10 g。 

(3)將 6 個血清瓶放入水浴槽中，以 100℃加熱 3hr。 

(4)取出冷卻後，將萃取液分裝至微量離心管中，每管 1ml。 

(5)將萃取液冷凍乾燥。 

(6)將水與萃取液以 1：10 稀釋，充分混合後放入 0.22µm 的針筒過濾器過濾，盛

裝在微量離心管中備用。 

2.細菌培養盤的備製 

(1)加熱熔解 soft-agar，冷卻後加入四種菌液各 300µl，震盪混合均勻。 

(2)將含菌液的 soft-agar 倒入 LA 薄盤，靜置凝固。 

3.點測試 

(1)取 36 個微量離心管，每個微量離心管加入 900µl 水。 

(2)取原液 5µ l 滴上 0 的位置 

(3)取原液 100µl 加入第一個微量離心管中混合均勻，取 5µ l 滴上 1 的位置。 

(4)重複以上動作依序十倍稀釋 

(5)37℃培養箱隔夜培養，觀察有無抑菌圈產生。 



(四)、實驗結果： 

1.以水萃取苧麻汁液在不同濃度下對於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

動桿菌均無抑制效果。 

表 5-2-1實驗二結果 

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片 

    

葉 × × × × 

莖 × × × × 

根 × × × × 

W:二次水 L:葉 R:根 ○：有抑菌圈 ×：無抑菌圈 

 

2.以酒精萃取苧麻汁液在不同濃度下對於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

不動桿菌均無抑制效果。 

表 5-2-2實驗二結果 

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片 

    

葉 × × × × 

莖 × × × × 

根 × × × × 

W:二次水 L:葉 R:根 ○：有抑菌圈 ×：無抑菌圈 

(五)、討論： 

1.這次的實驗結果不如預期，推測可能為濃度差異或是過濾方式差異造成結果不同。 



 

實驗 3 

(一)、實驗日期：106.3.4-106.3.8 

(二)、實驗目的：第二次實驗與第一次實驗結果有出入，因此持續實驗，確認苧麻的抗

菌力。 

(三)、實驗步驟： 

1.苧麻根、莖、葉萃取液的備置 

(1)將新鮮苧麻根、莖、葉洗淨擦乾各秤 20 克，加水 100ml，放進果汁機裡打至無 

塊狀， 再加 100ml水放入血清瓶混合均勻。 

(2)取苧麻根、莖、葉粉末各 10 克，一組加 100ml 的水，一組加 100ml的 20％酒

精放入血清瓶混合均勻。 

(3)將血清瓶放入水浴槽加熱 100 ℃，30min。 

(4)冷卻後裝入 50ml 離心管，以 1000rpm 離心五分鐘，溫度 4 ℃。 

(5)吸取上清液以 0.22µ m 的針筒過濾器過濾，將濾液放入微量離心管中備用。 

2.細菌培養盤的備製 

(1)加熱熔解 soft-agar，冷卻後加入四種菌液各 300µl，震盪混合均勻。 

(2)將含菌液的 soft-agar 倒入 LA 薄盤，靜置凝固。 

3.點測試 

(1)每個樣本各取 30µ l，滴入培養皿中。(新鮮根水萃、新鮮莖水萃、新鮮葉水萃、

粉根水萃、粉莖水萃、粉葉水萃、粉根酒萃、粉莖酒萃、粉葉酒萃、二次水、20

％酒精) 

(2) 37℃培養箱隔夜培養，觀察有無抑菌圈產生。 

 

(四)、實驗結果： 

1.利用 20%酒精萃取苧麻磨粉，其根及莖對於鮑氏不動桿菌有抑制效果，而對金黃色

葡萄球菌、綠膿桿菌、大腸桿菌則均無抑制效果。 

2.利用二次水萃取苧麻磨粉，根、莖、葉對於鮑氏不動桿菌均有抑制效果，而對金黃

色葡萄球菌、綠膿桿菌、大腸桿菌則均無抑制效果。 

3.對於新鮮苧麻的萃取液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綠膿桿菌、大腸桿菌均無抑制效果。 

 

 

 

 



表 5-3-1實驗三結果 

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片 

    

結果 無抑菌效果 無抑菌效果 無抑菌效果 

粉根酒萃、粉莖酒

萃、粉根水萃、粉

莖水萃、粉葉水萃 

 有抑菌效果 

1：20％酒精、2：二次水 3：粉根酒萃、4：粉莖酒萃 5：粉葉酒萃、6:粉根水萃、7:粉莖水萃、

8:粉葉水萃 9:新鮮根水萃、10:新鮮莖水萃、11:新鮮葉水萃 

 
 

(五)、討論： 

1.苧麻磨粉無論透過水萃或酒萃，對於鮑氏不動桿菌的抑菌效果相當顯著，考量其使

用的便利性和保存，顯見磨粉是可行的保存方式。 

2.水萃新鮮苧麻根、莖、葉的實驗結果不如預期，推測濃度差異或過濾方式差異造成

結果不同。 

3.這次的實驗雖然有一圈圈的，但並非抑菌圈，為何有此結果尚待進一步研究。 

 

實驗 4 

(一)、實驗日期：106.3.13-106.3.14 

(二)、實驗目的：利用紙錠擴散法(disk-diffusion)測試苧麻抗菌力。 

(三)、實驗步驟： 

1.細菌培養盤的備製 

(1)加熱熔解 soft agar，冷卻後加入四種菌液各 300µl，震盪混合均勻。 

(2)將含菌液的 soft agar 倒入 LA 薄盤，靜置凝固。 

2.紙錠擴散法 

(1)取實驗 3用剩的苧麻萃取液加熱回溫。(1.新鮮根水萃、2.新鮮莖水萃、3.新鮮葉

水萃、4.粉根水萃、5.粉莖水萃、6.粉葉水萃、7.粉根酒萃、8.粉莖酒萃、9.粉葉

酒萃、10.二次 水、11.20％酒精) 

(2)用打洞機將濾紙打出數個圓形紙錠，寫上編號後滅菌烘乾。 

(3)將各汁液按照順序滴在 1～11 的紙錠上並放在薄盤裡風乾。 



(4)將紙片依序放上培養基上，放入 37℃培養箱隔夜培養，觀察有無抑菌圈產生。 

  

(四)、實驗結果： 

1.苧麻萃取液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綠膿桿菌、大腸桿菌、鮑氏不動桿菌均無抑制效果。 

表 5-4-1實驗四結果 

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片 

 
   

結果 無抑菌效果 無抑菌效果 無抑菌效果 無抑菌效果 

 

(五)、討論： 

1.紙錠擴散與點測試法結果相同，均無抑菌效果。 

 

實驗 5 

(一)、實驗日期：106.03.16-106.03.18 

(二)、實驗目的：測試苧麻根、葉之萃取液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鮑氏不動桿菌、

綠膿桿菌的抗菌效果。 

(三)、實驗步驟： 

1.苧麻根、葉萃取液的製備 

(1)將新鮮苧麻的根、葉洗清擦乾 

(2)秤取根、葉各 10 g，以剪刀切碎後加入 10ml 的無菌水，放入研缽中搗汁。 

(3)將汁液放入離心管中，以 5000rpm 離心 5 分鐘。 

(4)吸取上清液放入 0.45µm 針筒過濾器過濾。 

2.細菌培養盤製備 

(1)加熱熔解 soft-agar，冷卻後加入四種菌液各 300µl，震盪混合均勻。 

(2)將含菌液的 soft-agar 倒入 LA 薄盤，靜置凝固。 

3.點測試 

(1)在細菌培養皿中分別滴入根和葉的萃取液 5µ l，及二次水作為對照組。 



(2)放進 37℃培養箱隔夜培養，觀察有無抑菌圈產生。 

(四)、實驗結果 

表 5-5-1 實驗五結果 

菌

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

片 

    

水 × × × × 

葉 × × × × 

根 ○ × ○ ○ 

W:二次水   L:葉   R:根    ○：有抑菌圈 ×：無抑菌圈 

 

(五)、討論 

1.根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鮑氏不動桿菌有抑菌效果，葉則沒效果，仍與問

題實驗一結果不符，但可推測濃度會影響抑菌效果。 

2.仔細觀察實驗樣本，發現這次摘採的苧麻葉脈偏紅，與之前葉脈呈綠色不同。 

實驗 6 

(一)、實驗日期:106.03.18-103.03.20 

(二)、實驗目的：測試苧麻的根、葉萃取液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鮑氏不動桿菌、

綠膿桿菌的抗菌效果。 

 (三)、實驗步驟： 

1.新鮮苧麻根和葉萃取液的製備  

(1)將新鮮的苧麻根、葉洗清、烘乾。 

(2)秤取苧麻的根、葉各 10g，加無菌水 2.5g，放入研缽中搗汁。 

(3)吸取新鮮苧麻根、葉的汁液放入微量離心管中，每管 1ml。 

(4)各取 1 管苧麻萃取液加熱 100℃，時間 30 分鐘。 

(5)苧麻根的汁液濃稠，無法吸取，因此加入 500µl 無菌水回溶 

(6)離心 5000rpm，5 分鐘。 

(7)吸取上清液，以 0.45µm 針筒過濾器過濾。 

2.磨粉苧麻根和葉萃取液的製備 

(1)將乾燥磨粉的苧麻根和葉各秤 2.5g 放入 15ml 離心管，加入 12.5ml 的無菌水加



蓋搖勻。 

(2)放入 100℃的熱水中，煮至管內液體剩 7.5 ml，放入離心機離心，5000rpm，5 分

鐘。 

(3)吸取上清液，以 0.45µm 針筒過濾器過濾。 

3.細菌培養盤製備 

(1)加熱熔解 soft-agar，冷卻後加入四種菌液各 300µl，震盪混合均勻。 

(2)將含菌液的 soft-agar 倒入 LA 薄盤，靜置凝固。 

4.點測試 

(1)將 6 管萃取液各取 5µ l 滴入細菌培養盤中，利用二次水作為對照組。(1.粉根+

煮 2.粉葉+煮 3.新鮮根+煮 4.新鮮葉+煮 5.新鮮根+未煮 6. 新鮮葉+未煮 7.二次

水)  

(2)放進 37℃培養箱隔夜培養，觀察有無抑菌圈產生。 

(四)、實驗結果： 

1. 只有新鮮葉(煮過及未煮過)對 AB 菌有抑菌效果，其餘並無產生抑菌效果。 

表 5-6-1實驗六結果 
 

菌種 金黃色葡萄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 鮑氏不動桿菌 

圖片 

  

 

 

 

 

結果 無抑菌圈 無抑菌圈 無抑菌圈 
新鮮葉(煮、未煮) 

有抑菌圈 

1.粉根+煮 2.粉葉+煮  3.新鮮根+煮 4.新鮮葉+煮 5.新鮮根+未煮 6.新鮮葉+未煮  

7.二次水 

 

(五)、討論： 

1.這次的實驗結果只有新鮮葉(煮過及未煮過)對鮑氏不動桿菌有抑菌效果，推測可能

是為了要提高濃度，加入的水太少，以至於過於濃稠無法吸取汁液，雖然後來用 

500µl 無菌水回溶，但也許並沒有將抗菌物質溶出，導致結果產生差異。 

 

 

 



實驗 7 

(一)、實驗日期:106.03.24-106.03.26 

(二)、實驗目的： 

1.比較不同品種青苧麻的 (綠脈或紅脈)不同部位(根、莖、葉)對於抗菌(金黃色葡萄

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能力的影響。 

2.比較不同萃取方式(加熱或不加熱、0.22µm 或 0.45µm 針筒過濾器過濾)對於苧麻抗

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能力的影響。 

3.比較不同測試方式(點測試或紙錠擴散)對於苧麻抗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

菌、綠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能力的影響。 

(三)、實驗步驟： 

1.常溫萃取苧麻根、莖、葉之汁液 

(1)摘取綠脈與紅脈苧麻，將其根、莖、葉洗淨擦乾，放入烘箱烘 30分鐘，45℃。 

(2)將紅脈與綠脈苧麻的根、莖、葉及二次水，依重量 1:1 比例，放入研缽中研磨搗

汁。紅脈的根吸水能力佳，多加了 1ml 的水，以方便將汁液擠出。(如附表) 

(3)吸取苧麻各樣本汁液放入微量離心管中，每管各 1ml，以離心機 13000rpm 離心

5 分鐘。 

(4)吸取上清液，分別以 0.22µm 及 0.45µm 針筒過濾器過濾，盛裝於微量離心管中

備用。 

2.加熱萃取苧麻根、莖、葉之汁液 

(1)摘取綠脈與紅脈苧麻，將其根、莖、葉洗淨擦乾，以烘箱烘 30 分鐘，45℃。 

(2)將紅脈與綠脈苧麻的根、莖、葉及二次水，依重量 1:1 比例，放入研缽中研磨搗汁。

(如附表) 

(3)將泥塊狀苧麻及汁液放入燒杯中，蓋上鋁箔紙，放入水浴槽中以 100℃加熱 1小時。 

(4)吸取苧麻汁液放入微量離心管中。紅脈的根因為吸水能力極佳，加熱後又補了 

4ml的水才擠出汁液。綠脈加熱後多加了 1ml水。(如表 5-7-1) 

(5)以微量吸管吸取上清液放入微量離心管中，每管 1ml。放入離心機中以 13000rpm

離心 5分鐘。 

(6)分別以 0.22µm 及 0.45µm 針筒過濾器過濾後備用。 

3.細菌培養盤備製 

(1)用自動吸量管吸取 LB 培養液 5ml，各加入四種菌液各 50µ l，放入 37℃震盪培

養箱培養 4 小時(OD 約 0.6~0.7)。 

(2)以無菌棉棒沾取適量菌液塗抹於 MH 培養基上，重複塗抹兩次。 

4.點測試 



(1)將各萃取液取 5µ l 滴入細菌培養盤中，並利用二次水作為對照組。 

(2)放進 37℃培養箱隔夜培養，觀察有無抑菌圈產生。 

表 5-7-1青苧麻的重量表 
 

方式 常溫萃取 加熱萃取 

品種 紅脈 綠脈 紅脈 綠脈 

部位 根 莖 葉 根 莖 葉 根 莖 葉 根 莖 葉 

濕重(g) 4.6 9.

4 

7.

5 

7.

9 

20.

0 

10.

0 

5.

0 

10.

6 
7.5 8.0 20.

0 

10.

0 
水重(g) 5.6 9.

4 

7.

5 

7.

9 

20.

0 

10.

0 

9.

0 

10.

6 
7.5 9.0 20.

0 

10.

0  
 

 

 

 

 

 

 

 

 

 

綠脈與紅脈苧麻的根莖葉 不同處理條件的苧麻萃取液 

  

細菌培養 培養皿與無菌操作台 
     

(四)、實驗結果： 

1.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1)苧麻綠脈及紅脈的根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均有抑菌能力，常溫萃取下，紅脈的根抑菌

效果較佳，加熱後綠脈的根抑菌效果較佳。因抑菌圈不大，使用點測試法較能看到

結果。使用 0.22µm 或 0.45µm 針筒過濾器過濾雜菌對結果則沒有影響。 

(2)利用研磨水萃方式萃取出的苧麻莖、葉汁液對金黃色葡萄球菌沒有明顯抑菌能力。 



表 5-7-2實驗七結果 

方式 常溫萃取 加熱萃取 

0.22µm 

過濾 點

測試 

 

  

紅脈及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紅脈及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0.22µm 

過濾 紙

錠測試 

  

紅脈的根有抑菌圈 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0.45µm 

過濾 點

測試 

  

紅脈及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紅脈及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0.45µm 

過濾 紙

錠測試 

  

紅脈的根有抑菌圈 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C:二次水 RL:紅脈葉 RS:紅脈莖 RR:紅脈根 WL:綠脈葉 WS:綠脈莖 WR:綠脈根 

 



2.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1)利用研磨水萃方式萃取出的苧麻根、莖、葉汁液對綠膿桿菌均沒有明顯菌能力。 

表 5-7-3實驗七結果 

方式 常溫萃取 加熱萃取 

0.22µm 

過濾 點

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0.22µm 

過濾 紙

錠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0.45µm 

過濾 點

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0.45µm 

過濾 紙

錠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C:二次水 RL:紅脈葉 RS:紅脈莖 RR:紅脈根 WL:綠脈葉 WS:綠脈莖 WR:綠脈根 

3.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1)利用研磨水萃方式萃取出的苧麻根、莖、葉汁液對大腸桿菌均沒有明顯抑菌能力。 



表 5-7-4實驗七結果 

方式 常溫萃取 加熱萃取 

0.22µm 過

濾 點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0.22µm 過

濾 紙錠測

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0.45µm 過

濾 點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0.45µm 過

濾 紙錠測

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C:二次水 RL:紅脈葉 RS:紅脈莖 RR:紅脈根 WL:綠脈葉 WS:綠脈莖 WR:綠脈根 

 

 



4.鮑氏不動桿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1)以加熱水萃方式萃取苧麻綠脈和紅脈根部汁液對於鮑氏不動桿菌有抑菌效果，

綠脈效果較紅脈佳。點測試法較紙錠測試法明顯。 

 (2)以加熱水萃方式萃取苧麻紅脈葉的汁液對於鮑氏不動桿菌有小而不明顯的抑菌效

果。 

(3)苧麻莖部汁液對鮑氏不動桿菌均沒有明顯抑菌能力。 

表 5-7-5實驗七結果 
 

方式 常溫萃取 加熱萃取 

0.22µm 

過濾 點

測試 
 

 

 

 

 沒有抑菌圈 紅脈及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紅脈的葉有小抑菌圈 

0.22µm 

過濾 紙

錠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0.45µm 

過濾 點

測試 

 

 

 

 

 沒有抑菌圈 紅脈及綠脈的根有抑菌圈 

0.45µm 

過濾 紙

錠測試 

 

 

 

沒有抑菌圈 沒有抑菌圈 

C:二次水 RL:紅脈葉 RS:紅脈莖 RR:紅脈根 WL:綠脈葉 WS:綠脈莖 WR:綠脈根 

 



(五)、討論： 

1.本實驗利用以研磨水萃方式萃取青苧麻不同部位汁液，結果發現綠脈和紅脈的根

對於金黃色葡萄球菌、鮑氏不動桿菌有抑菌效果，紅脈的葉對於鮑氏不動桿菌有

小而不明顯的抑菌效果，其餘未發現有抗菌能力。 

2.存在苧麻內可抑制細菌生長的物質應小於 0.22µm。 

3.我們推測濃度會影響苧麻抗菌能力，但是因為無法實際計算加熱後水分蒸散速率，

因此無法精確比較。 

4.維基百科中提及莖製成的苧麻纖維可有效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及綠膿桿

菌，然而在我們的實驗中並沒有發現莖對這 3種菌有抑菌效果，只有磨粉的莖對

鮑氏不動桿菌有抑菌效果。推測也許是因為萃取與研究方法不同導致，莖的纖維

有良好吸水透氣能力，也許如此使細菌或黴菌不易生長。 

 

陸、 討論 
一、 統計 7次實驗抑菌圈出現的次數，其中鮑氏不動桿菌的 12次抑菌圈最佳，其餘依序為

金黃色葡萄球菌 7 次，大腸桿菌 3次，綠膿桿菌 2次。 

二、 依菌種分析青苧麻的抑菌效果 

(一) 鮑氏不動桿菌：根、莖、葉萃取液皆有出現抑菌效果 

(二) 金黃色葡萄球菌：僅有新鮮根的萃取液出現抑菌效果 

(三) 大腸桿菌：新鮮根、葉的萃取液出現抑菌效果。 

(四) 綠膿桿菌：僅有新鮮葉的萃取液出現抑菌效果。 

三、 比較青苧麻根、莖、葉各部位的抗菌效果 

(一) 根：對金黃色葡萄球菌、鮑氏不動桿菌、大腸桿菌出現抑菌效果。 

(二) 莖：僅對鮑氏不動桿菌有檢測出抑菌效果。 

(三) 葉：對鮑氏不動桿菌、綠膿桿菌、大腸桿菌出現抑菌效果。 

四、 比較不同萃取方式的萃取液之抑菌效果 

(一) 加熱與常溫的萃取方式，對於抗菌效果無明顯的影響。 

(二) 用 0.22μm 或 0.45μm filter過濾的苧麻萃取液，抑菌效果大致相同。因此，過濾

器大小並不影響抗菌效果。 

(三) 苧麻晒乾磨粉和新鮮研磨皆有檢測出抗菌效果，而莖的抑菌效果僅在晒乾磨粉萃取液

(濃度 10:100)出現。 

(四) 酒萃和水萃二種方式之萃取液，皆有檢測出抗菌效果，都可以作為萃取苧麻的方法。 

五、 以點測試法和紙錠擴散法檢測抑菌圈，兩者之間無明顯差異。唯當抑菌圈較小時，在紙

錠擴取法就不易呈現抑菌效果。 

六、 苧麻與萃取溶劑之間的濃度對於抑菌效果確實有影響，同時實驗過程亦發現並非濃度愈

高，其抑菌效果愈明顯，而是有一定的黃金比例。推測是因為苧麻的根、葉具吸水性，

研磨時汁液較為黏稠，造成萃取上的困難，不易研製汁液，而需要再加水回溶，反而沒

有產生抑菌效果。 

 

柒、 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我們發現苧麻葉抗的菌都是革蘭氏陰性菌，而在我們生活環境周圍的大部分都是革蘭氏

陰性菌；苧麻根抗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屬革蘭氏陽性菌，而在生活在土裡的的大部分是

革蘭氏陽性菌。而且經過文獻的探討，發現鮑氏不動桿菌是這少部分生長在土裡的革蘭

氏陰性菌。 

二、加熱與不加熱萃取液都有抗菌效果，推測苧麻內含的抗菌物質耐熱。 

三、用 0.22μm或 0.45μm filter過濾出的萃取液都有抗菌效果，表示苧麻的抗菌物質大

小低於 0.22μm。 

四、苧麻磨粉及研磨後的萃取液皆有抑菌效果，顯然這二種方法都是可行的。 

五、濃度會影響抑菌效果，苧麻的根、莖、葉都有其最佳萃取濃度比，日後實驗可以將其吸

水性的因素納入考量，找出適合的萃取比例。 

六、苧麻融入學校課程：苧麻生命力強容易種植，可以結合自然學習課程來栽種，在校園中

闢立苧麻園區，作為植物教學的素材，讓部落的孩子能在生活中親近苧麻，自然與之產

生密切聯結。再者，可引進耆老教學，讓孩子能在實際體驗課程中，學習傳統織線的製

作，與傳統文化接軌，達到傳承的效益。 

七、苧麻與社區的未來：結合現有公部門及社會資源，共同規畫成立部落苧麻文化園區，兼

顧傳統文化與生技產能。鼓勵居民在休耕的土地上栽種苧麻，除了可以取其莖作為傳統

織布之材料，還可以將苧麻的抑菌效果，再進一步應用於生活商品、健康飲食或保健食

品的推廣，以提高苧麻的經濟產值，讓社區能有新的發展方向。 

八、根據這一系列的實驗結果，我們認為苧麻可以開發成抗菌材料，因為實驗結果證明，苧

麻根對土裡革蘭氏陽性菌有抗菌效果，而苧麻葉對空氣中裡革蘭氏陰性菌有抗菌效果。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研究，找出該抗菌物質為何，以及該物質在生活上，甚至醫療的應用，

這樣才能把太魯閣族老祖宗的傳統智慧以科學的方式理解，發揚並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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