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106學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深度探訪-烏來傳統刀具製作體

驗」成果報告 

 

 

報告人：李育逢 



壹、計畫宗旨 

      駛進離都會最近，離喧囂最遠的烏來部落，跟著部落的獵人長老，隨他們

的腳步，練習觀察不同動物的路徑，因為不是所有的動物。都走一樣的路。熟練

快速地用獵刀把泥土劃平，簡單卻又充滿智慧地幾個步驟，就佈置好一個個不同

大小的陷阱。去年，我們帶領學生學習打獵，今年我們學習從一整塊生鐵，經過

鑄造、打磨、冷卻，粹火，成就一把屬於自己的獵刀。 

     原住民族傳統的生活與刀息息相關，尤其是男人無論從事何種工作，身上

多半都會帶著一把刀。原資中心這次將帶領臺大原住民族同學，前往位於新北市

的烏來泰雅族聚落，體驗傳統刀具的製作方式。 

    本次敬邀山海寮工藝坊文化講師 Angaw先生，指導我們製作傳統刀具，也

為我們講述泰雅人在生活中與刀的關係。烏來離臺北如此近，文化距離並不遙遠，

原資中心 106學年度再次帶領臺大人進入部落，探索原住民族文化的智慧，感受

祖先的智慧，傳承珍貴的文化結晶。 

 

泰雅族傳統獵刀，也是我們這次同學手工完成的作品 

 

貳、計畫目標 

（一）透過實際參與，讓原住民族學生深刻瞭解自己的優異文化。 



（二）透過實際參與，認識泰雅族的傳統打鐵與獵刀文化。 

（三）期望同學透過原住民族部落深度探訪後，延伸或參與相關議題，讓原住民

族學生更能了解文化並自主學習，進而瞭解不同族群的文化樣態，進而培

養並加深自己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四）促進一般生認識並尊重原住民族文化。進而塑造多元文化氣氛。建立友善

校園環境，使本校成員相互尊重。並推動臺大成為尊重多元文化的校園。 

 

參、活動對象： 

本校學生（原住民族學生優先），採線上報名，預計招收 15位同學。 

 

參與本次部落探訪的同學，在雲霧繚繞的烏來山區合影 

 

肆、活動日期： 

    106年 12月 16日(星期六) 

 



伍、活動地點： 

     泰雅族下盆部落山海寮工藝坊 

    （新北市烏來區西羅岸路 112-1號） 

陸、活動流程：  

一、07：50 報到  

    於活動前兩天，郵寄行前通知單，請同學準時於 7：50分，於臺大校門口集

合，由於那段時間烏來地區潮濕多雨，亦請同學務必自備雨具，原資中心同時也

準備輕便雨衣備用。 

二、08：10～09：10，搭乘新店客運專車前往烏來 

    本次部落探訪，租用新店客運的專車前往，車資非常經濟實惠，亦可讓同學

們舒適且安全的前往烏來。抵達烏來後，在搭乘接駁車前往烏來博物館、山海寮

工藝坊。 

 

抵達烏來總站，還記得當下雨勢磅礡，幸好活動行程多半以室內為主 



 

 

    在烏來公車總站等待接駁車時，突然有人猛拍職的肩膀，原來是去年舉辦部

落探訪的下盆獵人學校校長，沒有預料碰到相識的朋友，頗有意外的驚喜。此外，

幾度寒暄之後，竟然發現校長和本次參與的同學，有遠親關係，更是不勝之喜。 



三、09：10～10：00 烏來博物館 參訪 

    由講師帶領，認識烏來泰雅族傳統的武器文化，原住民傳統社會中，男子要

負責砍伐、漁獵、建築房舍、戰爭等工作，在這些工作中表現優異的人，往往能

得到族人的讚賞、肯定，特別是能獵取最多的野獸、砍取最多外人頭顱的人，也

是最受村社人們尊敬的人，甚至因此成為頭目。所以，原住民男子的形象，往往

強調其勇武的一面。傳統原住民男子的武器有長矛、弓箭、刀及西洋式的槍。 

    刀，是原住民最常使用的武器，佩於腰際，片刻不離身。腰刀的用途相當廣

泛，可以抵禦野獸侵襲與敵人的攻擊，也可用來採薪伐木、製造工具，甚至走在

山徑中，可以劈草開路。各地原住民的佩刀，或長、或短，有的刀刃較直，有的

較為彎曲，其形制略有不同。一般而言，刀刃均使用鐵製，形狀細長，加上木製

的刀柄與刀套。這也是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帶領同學冶煉一把屬於自己的佩

刀。 

 

各族原住民的佩刀，或長、或短，有的刀刃較直，有的較為彎曲，其形制略有不

同，即便同一個組群，也因海拔高度，是否靠海，刀的形狀也大異其趣。 



四、10：20～11：00 山海寮工藝坊-認識獵刀與狩獵文化  

    由講師帶領，認識原住民族傳統的獵刀與狩獵文化。過去打獵和出草，除了

獵刀，弓箭更是主角。其製造材料可分為竹、木兩種，弓弦用紵麻搓成。使用的

箭以鐵、石為箭鏃，箭的尾端有羽飾，或無羽飾。弓箭可以用來打漁、獵獸與戰

鬥，是往昔原住民重要的狩獵工具，但自從槍枝傳入部落後，戰鬥、捕獸多已改

用槍枝。 

 

講師逐一講解各式收藏的文故，同學們無不聚精會神 

 

    山海寮工藝坊彷彿是一個小型的博物館，收藏了五花八門的傳統刀械、獵弓、

族服、樂器等。但和博物館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展示架上的各式文物，全都是講

師家族的收藏，且沒有玻璃阻隔，甚至歡迎拿起來把玩。同學們可以實際觸摸先

民的文物。很多文物，迄今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真實參與部落械鬥，抗日戰爭

等。透過實際體驗，更能瞭解屬於自己的文化脈絡，或許是此行最大的收穫之一。 



 
對於能夠超近距離的觀賞，甚至觸摸文物，同學們均感到相當的好奇 

 

五、11：00～12：00 認識屬於自己族群的傳統獵刀，繪製設計圖 

  原住民族是由許多族群部落組成的，各族居住地區、生活習慣、語言及文化特

徵各不相同，對於獵刀的稱呼也不盡相同。獵刀因產地和用途的不同，種類頗多，

形制各異。 

  原住民獵刀，根據其所屬部落及用途不同而形制各異。臺灣島內叢林茂密，加

之中央山脈縱貫南北，地形十分複雜。原住民族等臺灣先民在島內居住生活時，

經常要在藤類密佈的山林中跋涉，因此發明了既鋒利又實用、同時經得起粗重操

作的獵刀，其造型與結構都是原住民歷年來叢林生活經驗的積累，比起其他刀具，

更加適合島內多變的地貌環境。 

    泰雅、布農、排灣等族都有使用，刀形類似直刀，刀身短，刀面寬。而阿美、

達悟、魯凱、卑南等族因為居住地靠海，獵刀經常用於打魚，和魚類的調理，所

以刀形類似灣刀，刀身較為圓潤。 

 



 

 

同學們專心的繪製獵刀的設計圖，結合傳統，和自己的創意及想像 



     經由講師的的講解，同學更理解各自族群的文化。特別是，本次參與部落

探訪的同學，幾乎遍佈各大族群。並在講師的指導之下，畫出屬於自己的獵刀設

計圖，結合傳統文化和同學自己的創意。 

 

同學一邊繪製設計圖，一邊分享自己族群文化的故事和歷史 

阿美族（左）和達悟族（右）的同學，完成獵刀的草圖，並結合自己的族群文化 



六、12：00～13：00 原住民族風味餐  

    經過一個上午的課程之後，接下來的午餐時間同樣讓人期待。本次原資中心

和講師溝通，希望能夠藉由本次機會，讓同學認識泰雅族的傳統飲食文化。當地

盛產過貓、桂竹筍、山地芭蕉、檳榔花、山豬肉等原住民常用食材，更有難得一

見的醃生豬肉，無不讓同學們大快朵頤，食指大動。 

 

 



 

午餐後的休息時刻，伴著青山，和遠處的綠水。同學們紛紛唱起原住民族歌手的

流行歌曲，唱到副歌處大家一起合唱，氣氛非常輕鬆愉快 

七、13：00～13：30 山海寮工獵刀粗坯鍛造 學習基本的打鐵功夫 

 

講師手上拿的就是生鐵，同學接下來就是要將剛剛的設計圖，描繪在生鐵上 



八、13：30～15：30 山海寮工藝坊-獵刀粗胚鍛造  

    接下來就是實戰過程了，經由講師的講解，學習鑄造、打磨、冷卻，粹火等

過程，逐步完成屬於自己的獵刀。由於本次參與同學共計 13位，以製作獵刀的

課程來說人數稍多，所以我們分成三組來進行。 

 

 

打鐵鍋爐準備中，同學們聚精會神的看著 



 

 

講師掌握火侯中，確認最適合打鐵的溫度，隨即可以安排同學上陣 

 



 

 

 

 

 



 

    打鐵的過程非常辛苦，即便是年輕力壯的男同學，一輪打鐵下來，也會精疲

力盡。但據講師所說，可能本次參與的同學，都是原住民族的關係，進步算是相

當快的，一個下午的時間，就能夠有初步的成果，誠屬不易。 



九、16：00～17：00 山海寮工藝坊 -獵刀進階鍛造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將獵刀的粗胚進一步打磨，冷卻，粹火的歷程。過程中

有一點危險性。但講師妥善做好安全措施，讓同學可以盡興參與。 

 

獵刀粗胚 

 



 

 
根據自己的設計圖，稍作修飾，接下來進行打磨 



 

 

    打磨之後的冷卻與粹火較具危險性，且稍有不慎，刀胚就會斷裂，全由講師

親自上陣，幫所有的同學完成最後這一道工序。並檢查早先錘打的過程中，是否

有受力不均勻處，給予適當的加強，讓獵刀更耐用。 



 

 

經過冷卻、粹火、講師的打磨之後，獵刀已有初步的形狀 



 

 

    看到自己從繪製設計圖，選擇生鐵，不間斷重複錘打、到打磨，到最後獵刀

的成形，所有同學都露出燦爛的笑容。今天起，就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獵刀，而且

還是親手緞造的。對部分族群的原住民族同學來說，這是一個象徵成年的儀式。 



 

13把獵刀，13個臺灣各地原住民族的故事 

 



 

 



十、17：30～18：30 賦歸  

    回程的路上，雨勢又開始磅礡落下，幸好我們已經預定好新店客運的專車，

不用和烏來公車總站人山人海的遊客們排隊候車，平安的率領同學返回臺大，為

本次部落探訪劃下完美的句點。 

 

柒、活動意見調查表問卷統計 

本講座參加人數 13人，全部為本校學生。回收有效問卷 13份，填答率達 100

％，調查分析如下： 

 

一、基本資料 

（一）性別 

男生 13人，占 100%，本次部落探訪都是男同學報名參與。 

 

（二）身分 

大學部 12人，佔 92％；研究所 1人，佔 8％。



 

（三）獲得本次活動訊息管道分析（可複選） 

依據問卷結果分析，資訊來源人次由高至低分別如下：Facebook，計 10位，

佔 36％；電子郵件，計 10位，佔 36％；臺灣大學校園公佈欄，計 8位，佔 28

％。 

由問卷調查得知，臉書（Facebook）、電子郵件是訊息來源的大宗，故可能

是目前最佳的宣傳管道，由於原資中心透過工讀生的協助，臉書的內容與瀏覽次

數均大幅擴充，未來將持續夠過社群媒體，和同學建立主動的互動模式。另外，

群組通知信、臺灣大學校園公佈欄也是本次的主要訊息來源。 為了讓更多原住

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同學參與原資中心的活動，未來各項宣傳管道仍舊不會偏廢，

希望可提高原資中心活動的能見度。 

 

大學部 

92% 

研究所 

8% 
  

0% 

身分 



二、意見調查分析 

    由問卷調查得知，參與同學對本次活動的時間安排、內容、整體活動都相當

滿意，也認為本活動是有幫助的。詳細數據如下： 

（一）您對本次活動時間安排的滿意度 

 

（二）您對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三）您對本次活動整體的滿意度 

 

（四）您覺得本次活動對您的幫助 

 

 

 



五、對本活動的建議 

1. 做為一位都市原住民，每當面對著屬於原住民的自己總是一無所知；可能這

並不是我的部落、甚至於我所屬的族群（卑南族）的文化。但是，我認為透

過接觸不同的種族、看見相異的文化，能夠使我，在最終回到我自己的部落

之時，有著更加寬闊的視野去認識、看待我自己。 

2. 我在夢裡遇見丈公，他罵我，我沒有刀，怎麼可以當一個阿美族，而且我沒

有刀，但我的階層是要配刀工作的，我不想要沒有刀，會給同階丟臉，我想

要成為一個 pangcah（勇士）。 

3. 我本身即為泰雅族的學生，小學時在部落裡的文藝中心也參與過製作各種生

活用器的活動，諸如編織竹簍、衣物以及簡易陷阱等。那時因為年紀尚輕，

因此無法參加像這次一樣與刀具相關的體驗，而高中開始在外地求學之後更

是苦無機會再度接觸更多的自身文化，搞得我連這些文縐縐的中文都用得行

雲流水了起來。因此，既然這次有幸能看到一個機會，若我還不去試著把握

住的話，我相信自己事後勢必會相當後悔。 

4. 獵刀，在我的記憶中是非常特別的，還記得第一次爸爸幫我買了我的第一把

刀，特地拿給叔叔重新製作刀柄、刀鞘，讓刀子更加好用，那時候開始對於

獵刀有濃烈的興趣，於是問起爺爺以前我們部落的刀是怎麼來的。他說，以

前部落會打刀的人很少，幾乎都是從其他的地方交換而來，現在這門技術在

部落裡已經失傳，部落已經沒有人會打刀了。 

   而這次體驗營讓我初次體驗到打刀的樂趣，雖然看起來好像很輕鬆，但實際

上有很多地方要注意，尤其是對體力以及耐力的考驗，我想要打出一把好刀，

就要經過非常多的累積、學習，才能將這門技術學好，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再

去幾次，跟老師多學一些技術，未來有機會真正的靠自己打出一把屬於自己

的刀。 

5. 對於原住民來說，擁有一把「自己」的刀象徵著甚麼?義傑學長曾提到他在夢



境因為沒有屬於自己的配刀，而被阿公訓斥。我想:在我們原住民的社會中，

刀象徵著一個男人的身分地位，它是榮耀的、驕傲的—都是偏向比較表面的

認知。 

  來到了烏來的部落體驗刀具製作後，從拿起鐵鎚敲打著鋼鐵打錘成刀具的基形、

到用機械磨蝕成心中那把刀理想的樣貌；一把刀，承載著時間的消磨和汗水

的揮灑—它的「鑄成」，告誡著我們，我們所仰賴維生的器具是多麼的得來不

易(甚至在更久以前，我們的祖先根本沒有現在的機械設備，使一把刀的鑄成

更為簡易)。 

  我想，有一把自己的刀:不只是代表我在部落的地位、身分。更為重要的，或

許是告誡著我們要謙卑、要秉著感恩的態度、要時常審視著自己—謙卑於我

們的刀，若無番刀我們無法生存；感恩於祖靈，給予這把刀、給予我們為部

落立戰功或打到獵物，以供我們保護族人、支撐整個部落的生存；反思著自

身，反思著我們拾起這把刀的初衷為何? 

  沒錯，是榮耀、是驕傲，但為了甚麼而感到榮耀與驕傲?不就是為守護部落受

到族人肯定而感到榮耀嗎?不就是為獲得「獵人」、「勇士」的稱謂認可而驕傲

嗎? 

6. 我是一個漢化非常深的原住民，對於傳統的原民文化已經非常地不熟悉，但

這次不但讓我重新感受到歸屬，也讓我更認識他族的的傳統文化。 

 今天一到，還深怕著自己因為是第一次參與而感到陌生，但一切是自己多慮了，

因為他們的熱情讓我感到非常溫暖。一到了烏來泰雅部落，馬上被桌上的傳

統刀、器具給震懾住，因為從小到大，在部落裡也沒有看過最具原民文化的

圖騰器具。 

   而今天的製刀體驗，主要著重在打刀和磨刀的部分，在打刀過程中，讓從小

聽到大的「打鐵趁熱」完全印證在實際生活上，因為唯有剛拿出來正發紅、

發燙的鐵，才能敲出最完美的刀型，雖然最後與自己的理想形狀有極大的差

異，但是在打刀的時候，讓我體會到過程中最枯燥乏味、最需花費勞力，但



也是最基礎和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磨刀的時候，我認為是讓鐵變為刀最重要的一個步驟，把厚厚的鐵磨成銳利

的刀鋒，再慢慢的把鐵，一次又一次的磨製成心目中理想的刀型，而這時讓

我對這個打刀方式非常有感慨，希望科技進步的同時，同樣也有人還能一直

把這樣的傳統傳承下去， 

  因為這就是原住民文化，這些對 Tayla、對很多原住民族來說是非常重要、不

能消滅的。雖然因為時間關係，沒能做到最後一部份，但就此兩步驟，就足

以讓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7. 今天的體驗下來，映入眼簾的卻是外婆家掛在廁所旁的那把還有些許阿美族

文化的刀，是外公之前拿來殺雞用的，沒有太大的特色，也沒有太多的阿美

族圖騰，甚至不知道它是怎麼來的，但我想每把刀都有它的故事，而且它們

對每個原住民族來說，都是非常有價值、非常重要的一個存在。 

8. 原住民族傳統的生活與刀息息相關，尤其是男人無論從事何種工作，身上多  

半都會帶著一把刀，非常開心這次能再度到新北烏來參與這次的活動，尤其

今天外頭下著雨，溫度又濕冷，但也澆不熄我想擁有自己的一把刀的熱情。

公車緩緩駛離校園，沿著新北外環道，車上只有十多個人，嗡嗡作響的引擎

聲與雨滴降落在玻璃上格外有趣，像是在玩耍，我專心欣賞著雨滴的光芒，

不知不覺就到了烏來，今天的天氣很陰雨，但看到大夥兒的熱情也就熱起來

了。 

   我們先到了烏來公車站，接著烏來博物館，搭師傅的接駁車到山海寮藝工坊。

這個地方非常的深山，迎面而來的是兩隻非常可愛的小狗，與遼闊的視野，

蠻喜歡也蠻漂亮的秘境，可以讓人沉思很多事情。 

  首先師傅先讓我們畫關於獵刀的想像圖，我也畫了，畫了關於自己對於自己族

群排灣族的想像，代表團結的同心圓以及生命力強韌的百步蛇，同學也畫了

很多關於自己關於獵刀的想像，看到了泰雅以及阿美的認同，接著我們開始

做刀，首先師傅讓我們選擇自己想要的鐵片，然後接著開始打製，把鐵片放



入非常高溫的融爐裡讓金屬軟化，接著拿出來將他們打製成薄片，終於體會

到什麼是打鐵趁熱，然而這都還只是第一步，打完還要將他們拿去磨，磨到

有光，磨到變成利刃才行，看似簡單，光是打製，我們就花了一個半天，非

常不容易。 

  在休息和吃飯之際，師傅也告訴了我們很多泰雅族的傳說故事以及刀子的故事，

在工坊除了一般的獵刀，在桌上也展示了很多其他師傅的作品，有很剛硬的

尖茅也有防衛用的匕首，也有柔軟的泰雅傳統織布以及可以軟化心靈的蜂酒，

我覺得這就足以說明泰雅族其實能柔能剛、驍勇善戰的民族性格。 

  而中午吃的民族風味餐也頗具特色，是烏來老街上泰雅婆婆美食店的料理，有

香蕉飯、傳統醃肉、山蘇以及糯米飯，尤其是那醃肉，味道非常奇妙，但很

好吃，很適合配飯。 

  總而言之，我非常享受這次的烏來做刀之旅，也非常期待未來刀子的模樣因為

還正在做，對我來說，意義非常不同，我自己沒有獵刀，卻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完成自己像像中的獵刀並且也是自己有生之年的第一把刀，我想我會非

常珍惜她，也謝謝台大讓我有機會擁有這份禮物，有了這把刀，未來的任何

挑戰我將都能披荊斬棘，勇往直前。 

 

捌、綜合討論 

    「106學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深度探訪-烏來傳統刀具製作體驗」是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在臺大，第二次創新辦理的部落探訪，並首次結合傳統手工藝的製

作與體驗。由活動意見調查表足以發現，參與講座的同學百分之百認為本講座是

有幫助的，且對整體活動的時間安排、內容感到高度滿意。誠然，本次部落探訪

確實有達到原先設定的目標，有效推廣原住民族文化，促進臺大營造尊重多元文

化的校園氛圍。 

    本次部落探訪，透過真實，且親自參與，讓原住民族學生深刻瞭解自己的優



異文化。透過自己的雙手，以及汗水，親身體厭什麼是「打鐵趁熱」、「千錘百鍊」

這些成語的意義，因為打鐵現場的溫度很高，彷彿也驅趕了當天濕冷的寒意。此

外透過嗅覺、味覺等感官，深刻體驗泰雅族的傳統飲食。部分料理，同學從一開

始的不習慣，到最後吃下一口口的醃生山豬肉。料理一掃而空之後的便當盒，又

可以拿來烤火取暖，對整個大自然完全沒有造成負擔，這是原住民獵人老師教導

大家的重要一課。 

 



    原資中心期望同學透過原住民族部落深度旅遊後，延伸或參與相關議題，讓

原住民族學生更能了解文化並自主學習，進而瞭解不同族群的文化樣態、培養並

加深自己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另外，本次參與的原住民族同學中，亦有完全沒有接觸過傳統文化的都市原

住民。透過本次部落探訪，開始追尋自己的族群認同，雖然僅是一小步，但未來

我們還是持續努力著。 

    未來，將檢討並汲取本次成功的經驗，帶領臺大師生共同關注臺灣原住民族

的歷史、族語、歌謠、傳統文化、繡品、狩獵和植物等。推動臺大成為饒富多元

文化，與人文情懷的校園。期待臺大人永遠記得這次的感動，以更高的格局與思

考方式，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的繽紛與美麗，進而學會欣賞，尊重原住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