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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實驗探討植物藍染之建藍發色、染色過程與染後處理三部分。建藍發色：不同 pH值之木

灰水、不同染液體積、還原劑量及溫度比較，發現 pH13 以上染液發色效果最佳，pH12 以下無法

發色；不同染液體積和還原劑量，因外在因素無還原藍色；溫度的比較因實驗環境溫度相差不大，

無明顯差異。染色過程：染色時間和次數、布質、染後氧化時間不同比較，得知染色次數多及時

間長顏色越深；布質比較，含棉量越高染色力越好；紙類以宣紙染色力最好；細棉布 10 分鐘後

氧化完全，不再有染液漂洗出。染後處理：不同環境放置、清潔劑之清洗比較，放置牛皮紙袋中

效果最好；而用洗衣精清洗後的布無明顯褪色。為了驗證此實驗中染出的顏色是否準確，故最後

又做了色階為標準。 

 

貳、研究動機 

第一次接觸植物藍染，是在高一時參加社區化植物藍染活動，而高二花卉利用課程藍染單元

中，看到純白無瑕的布，從染液中拿出來後，顏色由藍綠轉變成藍色，感到很有趣，在上課有進

一步接觸，開始好奇染液是如何建成與為何可以染出多種不同色調的藍色。但植物藍染往往費

時，顏色要漂亮多變需重複染上好幾回，但因上課時間太短的關係以及其他因素，藍染過程匆忙，

顏色還未完全覆著，就又得染下一次，使染色效果不好，所以在想是不是有方法能節省時間，又

有很好的成效呢？! 

 

參、研究目的 

一、實驗目的 

(一)了解建藍發色的條件。 

(二)比較不同材質布料的染色效果。 

(三)如何在短時間之下，染出漂亮的顏色。 

(四)怎樣的環境適合保存植物藍染成品。 

 

二、文獻探討 

(一)藍草：臺灣現有的藍草植物有兩種： 

1.山藍(爵床科) 

 山藍為多年叢生植物，又稱「山藍」、「大菁」、「山菁」或「馬藍」。山藍適合生長於雜樹

林下潮溼地或山溝溪旁的腐植土繁殖，栽培方法以扦插繁植為多，生產栽培以二、三年生較

宜。生葉乾燥時呈黑褐色，每年的五月、十月採收莖葉，以沉澱法加工製造染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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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木藍(豆科) 

 木藍為向陽性多年生植物，耐旱耐濕，日光充足易繁殖，分布熱帶至亞熱帶地區，以印

度生產木藍藍靛染料聞名世界，又稱「印度藍」。是台灣南部早期種植與生產木藍藍靛主要經

濟活動之一。木藍被認為是所有藍植物中藍色素成份含量最多，品種最優秀的染料植物。 

 

(二)製靛(染料的加工技術) 

 古老的加工方法為「沉澱法」，利用生葉中藍色素水溶性的原理，先將藍草生葉浸水，浸

水後溶出水溶性藍色素(青綠色液汁)，撈出褐黃色的爛葉，再加入石灰乳快速攪拌，形成泡

沫接觸空氣氧化，變成藍色泡沫的非水溶性藍靛素，藍靛素泡沫靜置後，隨石灰重量沉澱底

部，沉澱完後再倒除上方黃褐色廢液，剩下的就是藍靛染料了。 

 

(三)建藍 

 非水溶性藍靛素染料對纖維不具有親合性，必須用木灰水或氫氧化鈉的鹼劑溶解，再藉

由發酵菌繁殖需要的營養劑(或稱還原劑)使其還原成隱色性染液，才有染著力；此時的還原

染液稱為「藍白」或「靛白」，被染物染色後離開染液接觸空氣即氧化還原成非水溶性靛藍色

素，定著於被染物上，其過程：靛藍素(非水溶性)→還原→藍白(水溶性)→染色→氧化→靛藍

素(非水溶性)。 

1、溫度 

 傳統發酵建藍是利用發酵菌在常溫活動繁殖的原理進行，因此一般只要 20℃~30℃即可。

多數人也誤認為「傳統藍染需要特別加溫才能染色」，並據此認為利用夏季氣溫較高之時，不

需設置保溫的發酵建藍為「冷染法」。至於化學建藍，因為使用強力還原劑(亞硫酸鈉，又名

保險粉)，需配合中溫約 40℃~50℃左右才能完全還原，就如合成藍染料一樣以加溫方式進行

染色。 

2、鹼劑 

 建藍使用 pH值高的鹼劑，主要目的是作為藍靛素染料發酵還原的溶解介質，傳統發酵

建藍使用天然木灰水，木灰品質以闊葉樹堅硬材質的白灰最佳，pH可達 12~13，有利溶解藍

靛染料。以沸水溶出高鹼性灰汁中，含有鈉、鉀、矽等成分，具有良好緩衝性，對藍染液的

pH具有穩定作用，適合長期發酵建藍。 

3、還原劑(營養劑) 

 傳統建藍的還原劑其實就是有機藍染料發酵菌的營養劑，一般常用含有澱粉與蛋白質的

小麥皮、糖蜜、麥芽糖(較常使用)等雙醣類或單醣類葡萄糖，其水解後產生乳酸成為發酵菌

繁殖的營養劑，促使非溶性藍染料還原成隱色性染液同時溶解於介質的鹼性液，對於被染物

產生高度的染著作用。化學建藍常使用保險粉的強力還原劑，因此可以快速反應還原成「藍

白」狀態，但無法長期使用，通常數日後還原力會逐漸消失，必須重新添加還原劑與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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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器材：塑膠筒(25L)、塑膠盤(長 35 寬 26.5 高 6.5cm)、量杯(2L)、pH 值測定器、秤、電子秤、

培養皿、玻璃瓶(200ml)、計時器、最高最低溫度計、攪拌棍、不銹鋼鍋、瓦斯爐、

電暖器、電風扇、保鮮櫃、水桶。 

二、材料：木藍靛、山藍靛、木灰、麥芽糖、保險粉(亞硫酸鈉)、氫氧化鈉、廣用試紙、不同材

質的染色材料(以粗棉布、細棉布為主)、胚布袋、秤藥紙、牛皮紙袋、手套、勺子、

毛巾、曬衣夾、衣架、洗衣精、冷洗精、肥皂絲、沙茶醬油、沙拉脫。 

 

伍、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建藍及還原反應： 

   標準藍染過程：泡水→擰乾→染色(3 分鐘)→氧化(1 分鐘)→漂洗(30 秒)。 

(一)不同保險粉量之染色試驗 

1.試驗：以保險粉量 0.1 公克、0.3 公克、0.5 公克、0.7 公克、0.9 公克、1.1 公克，分六組。 

2.染劑：用第一次(95.11.20)所建得染料，分成六組，各 2公升，用電子秤取保險粉的量，

同時加入，攪拌均勻即可。  

(二)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 

1.試驗：以染液量 2L、4L、8L、16L，分四組。 

2.染劑：用第一次所建的藍染，分四組，加入 0.5g 的保險粉，攪拌均勻。 

(三)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 

1.試驗：以染液量 2L、4L、8L、16L，分四組。 

2.染劑：用第一次所建的藍染，分四組，加入 0.5g 的保險粉，攪拌 2分鐘後靜置 3分鐘。

(四)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1.試驗：準備五種不同 pH值的木灰水(pH10、11、12、13、14)。 

2.染劑：96.03.03 開始建藍。秤取 6kg 木灰(木灰來源:94.09 月所燒出來的桃花心木灰)→放

置胚布袋中→熱水沖濾木灰水→每次測其 pH值→依不同 pH值分裝入密閉桶中。 

           表一：94.09 月所濾出的木灰水之 pH值及總量 

試紙 pH值 z 10 11 12 13 14 

體積(L) 13.74 27.28 524.08 17.08 16.38 

測定器 pH值
y
 10.55 10.88 11.52 12.38 12.80 

           z
：試紙 pH值皆以廣用試紙測得，清水 pH值為 7。 

           y：測定器 pH值皆以 pH值測定器測得，清水 pH值為 7.19。 

3.過程：秤取 1kg 的木藍靛(染料來源：木藍藍靛，產地中寮溪底遙底學習農園，製造日期：

94年 9 月初)，和 50g 的麥芽糖，分別放入五桶不同 pH值的木灰水中，攪拌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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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不同溫度之發色試驗 

1.試驗：低溫、室溫、加熱三組試驗依序分別放置保鮮櫃、室內、電暖爐前，每天紀錄染

液最高溫及最低溫；並觀察泡沫顏色。 

2.染劑：96.03.03 所建之 pH13 染液。 

3.過程：共 20L 染液取 5L 作對照組，剩 15L 加入 10g 保險粉，並充分攪拌後，分裝成 3

桶。 

 

二、染色過程： 

(一)染色時間長短與次數之試驗 

1.試驗：染色時間分 2分鐘、4分鐘、6分鐘，共三組，每組各用粗棉、細棉兩種材料。 

2.染劑：95.11.20 開始建藍。秤取 5kg 木灰→放置胚布袋中→熱水沖濾木灰水→測 pH值→

濾出 pH12 以上的木灰水約 200L→加上藍靛 10kg。 

(二)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染色試驗 

1.試驗：以染液 pH10、11、12、13、14，分成五組。 

2.染劑：使用 96.03.03 所建的染液。 

(三)不同材質之染色試驗 

1.試驗：以市面上購買之制服、牛奶絲、襪子、聚酯纖維、宣紙、影印紙、蠶絲、細棉、

粗織棉布，分九組，各染 5次。 

2.染劑：以(96.03.03)所建之 pH13 的染液為染劑。 

(四)氧化時間與布質之吸附試驗 

1.試驗：用聚酯纖維和細棉 2種布，一起染完後在不同時間漂洗，以氧化時間分 0、5、10、

15、20 分鐘，分五組。 

2.染劑：因在實驗(二)時得知後來 pH13 比 pH14 的顏色還深，所以使用 pH13 的染液。 

3.過程︰泡水→擰乾→染色(3 分鐘)→氧化(1 分鐘)→漂洗(依照時間漂洗)。 

 

三、染後處理︰ 

(一)染色時間與放置環境對褪色之影響 

1.試驗：連續染 4次和 8次，每次 3分鐘，染後放置抽屜、牛皮紙袋內、桌面上、太陽底

下，分四組，重複 4次和 8次。 

2.染劑：用第一次所建的染藍，不加任何保險粉。 

(二)不同清潔劑之清洗試驗 

1.試驗：對照組分有滴油、沒滴油二組；清潔方法以水洗、沙拉脫、肥皂絲、冷洗精、洗

衣精，分五組。 

2.染劑：用 96.03.03 所建染液。 

3.過程：清潔劑(5g)加入清水(500g)→布滴油(1c.c.)→等油滲入(15 分鐘)→清洗(5 分鐘)→漂

洗(30 秒)。 



 5

(三)不同色階之染色 

1.試驗：分兩種染液濃度高低染色，用 30 秒、60 秒、90 秒及 120 秒，分四組。將所得的

布分淺至深排列。 

2.染劑：濃度高用 93.3.3 所建之 pH13 染液；濃度低用 95.11.20 所建之 pH12 染液。 

 

陸、研究結果 

一、建藍及還原反應： 

(一)不同保險粉量之染色試驗 

1.無藍色出現，布呈鐵灰色，粗棉的顏色較深(圖一)。 

 
圖一、不同保險粉量之染色試驗 

(二)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1) 

1.無藍色出現，粗棉為鐵灰色且較深。 

2.染液量為 2L 比 16L 之染色稍深(圖二)。 

 
圖二、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實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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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2) 

1.因實驗(1)無藍色出現，所以進行此試驗。 

2.無藍色出現，粗棉為鐵灰色，顏色較深。 

3.染液量為 2L 比 16L 之染色稍深(圖三)。 

 
圖三、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2) 

 

(四)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1.(第一天)建藍後 30 分鐘，pH10~12 完全無泡沫；pH13 跟 pH14 開始有藍色泡沫，泡沫濃

且間隙小，pH14 染液顏色最深(圖四-1 )。 

 

 

圖四-1、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一天) 

 

2.(第二天)泡沫均有增加，pH10 與 pH11 泡沫最少；pH12 有少許泡沫；pH13 與 pH14 泡沫

最多且顏色加深，pH14 顏色最深(圖四-2)。 

 

圖四-2、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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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天)pH10~pH12 有白色泡沫；pH13 與 pH14 泡沫最多，pH14 顏色最深(圖四-3、圖四

-3.1)。 

                                                                                       

 

 

 

 

圖四-3、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三天) 

圖四-3.1、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三天)  

 

4.(第四天) pH10、pH11 有少許泡沫；pH12 無泡沫；pH13、pH14 泡沫變少且間隙變大；

pH10~pH12 染液為墨綠色；pH13、pH14 染液為深藍色，以廣用試紙測試 pH10 的染液降

為 pH7；pH11降為 8(圖四-4、圖四-4.1)。 

 

 

圖四-4、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四天) 

圖四-4.1、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四天) 

 

5.(第五天)搖晃後 pH10 與 pH11 染液無顏色；pH12 有淡藍色，泡沫顏色變深；pH13 與 pH14

為深藍色(圖四-5、圖四-5.1)。 

 

  

圖四-5、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五天) 

圖四-5.1、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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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六天)染液 pH10 與 pH11 為深綠色；pH12 為淺綠色；pH13 與 pH14 維持藍色(圖四-6、

圖四-6.1)。 

  

圖四-6、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六天) 

圖四-6.1、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第六天) 

 

(五)不同溫度之發色試驗 

1.以三組環境溫度比較，加熱染液泡沫顏色最深，呈深紫色；放於冷藏櫃中染液呈藍色為

三組中最淺，溫度高泡沫顏色維持越久(圖五)。 

位

置 
保鮮櫃 室內 電暖爐前 

電暖爐前 

（無還原劑） 

 

第
1
天 

最高溫:31℃ 最低溫:13℃ 最高溫:29℃ 最低溫:26℃ 最高溫:31℃ 最低溫;26℃ 28℃ 
第

2

天 

最高溫:31℃ 最低溫:13℃ 最高溫:29℃ 最低溫:26℃ 最高溫:31℃ 最低溫;26℃ 28℃ 

 

第

3

天 

最高溫:25℃ 最低溫:19℃ 最高溫:29℃ 最低溫:26℃ 最高溫:31℃ 最低溫:25℃ 28℃ 
第

4

天 

最高溫:21℃ 最低溫:20℃ 最高溫:28℃ 最低溫:24℃ 最高溫:32℃ 最低溫:24℃ 27℃ 
第

5

天 

最高溫:21℃ 最低溫:21℃ 最高溫:28℃ 最低溫:25℃ 最高溫:40℃ 最低溫;30℃ 28℃ 
圖五、不同溫度之發色試驗 

二、染色過程： 

(一)染色時間長短與次數之試驗 

1.染色次數越多，顏色越深。 

2.染色次數比染色時間重要 

同樣 3塊布，總染色時間皆以 12 分鐘來做比較，顏色深至淺：染 2分鐘的第六次＞染 4

分鐘的第三次＞染 6分鐘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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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中分粗棉與細棉 2種布質，以細棉染色效果較好；顏色較均勻且深，故往後以細棉

為標準(圖六)。 

 
圖六、染色時間長短與次數之試驗 

 

(二)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染色試驗 

1.建藍後，第 2天 pH14 染色較深。 

2.pH10、11、12 染色效果不佳。 

3.建藍第 4天因天氣變化、溫度低，顏色由鮮豔變成暗沉，pH13、14 差異不大 pH10、11、

12 均發色不佳。 

4.第 6 天 pH13 發色較 pH14 好。 

5.下一個實驗均由 pH13來染色(表一、圖七)。 

表一、不同 pH值木灰水的建藍染色之比較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六天 

布色 藍色 灰色 藍色 灰色 藍色 灰色 藍色 灰色 藍色 灰色 

pH10 ＋＋ ＃＃ － － － － － ＃ － － 

pH11 ＋＋ ＃＃ ＋ ＃ － ＃ － － － ＃ 

pH12 ＋＋ ＃＃ － ＃ － － ＋ ＃＃ － － 

pH13 ＋ ＃＃ ＋＋＋

＋ 

－ ＋＋＋＋

＋ 

－ ＋＋ ＃ ＋＋＋ ＃ 

pH14 ＋＋ ＃＃＃ ＋＋＋

＋ 

－ ＋＋＋＋

＋ 

＃ ＋＋ ＃＃ ＋＋ ＃＃ 

備註：1.+為淺藍；+++++為深藍。 

2.＃為淺灰色；＃＃＃＃＃為深灰色。 

3.－為無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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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不同 pH值木灰水的建藍染色之試驗 

 

(三)不同材質之染色試驗 

1.每次染完後，漂洗時，多少會漂洗出染液，下列 4 種排出染液量多至少依序為：(圖八-1) 

(1)、聚酯纖維。 

(2)、牛奶絲。 

(3)、襪子。 

(4)、制服。 

 
圖八-1、不同材質之染色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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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紙類以宣紙染色較均勻，影印紙在染色時易破。 

3.把粗棉撥開，裡面纖維都染不到顏色。 

4.所有試驗材料，細棉顏色最深，蠶絲布質顏色最差。 

5.棉質纖維間隙較密，容易吸附染料(圖八-2)。 

 

 
圖八-2、不同材質之染色試驗 

 

(四)氧化時間與布質之吸附試驗 

1.細棉布氧化 10 分鐘後，不再漂洗出染液，但有咖啡色素，聚酯纖維吸水性高，經過 20

分鐘後，漂洗出的染液才減少(圖九、圖九-1)。 

 

 

圖九、氧化時間與布質之吸附試驗 圖九-1、氧化時間與布質之吸附試驗 

 

 

三、染後處理︰ 

(一)染色時間與放置環境對褪色之影響 

1.比較 4個實驗位置，以太陽下褪色較明顯且出現咖啡色。 

2.放置太陽下第 8天布質顏色變亮。 

3.兩種布質，粗棉出現咖啡色，四環境中，以牛皮紙袋裡顏色最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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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染色 4次與染色 8次兩組實驗，再經過 8天放置後顏色(第一天與最後一天比較)差異變

化不大(圖十)。 

圖十、染色時間與放置環境對布色之影響 

 

(二)不同清潔劑之清洗試驗 

1.由殘留的沙茶醬味道判斷得知洗衣精清洗的布，殘留沙茶醬味道最淡；而冷洗精殘留味

道較重。 

2.沙拉脫清洗後布的顏色變淡；用洗衣精清洗後的布無明顯褪色(圖十一)。 

 

圖十一、不同清潔劑之清洗試驗 

 

(三)不同色階之染色 

1.依染色時得到 100 種深淺不同的染色(圖十二)。 

30 秒 

60 秒 

90 秒 

120秒 

圖十二、不同色階之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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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顏色深淺排列色階(圖十三)。 

圖十三、不同色階之染色 

 

柒、討論 

一、建藍及還原反應： 

(一)不同保險粉量之染色試驗 

 參考文獻，保險粉是促使非水溶性藍染料(靛藍)還原成隱色性染液(藍白)，本次驗沒有染

出藍色，而是鐵灰色，沒有還原反應出的原因可能因為： 

1.反應時間不長：本試驗在放入保險粉攪拌後立刻染色，未放置一段時間，可能因加入保

險粉靜置時間不夠久，保險粉未讓染料還原成隱色性藍染液，所以沒變成藍色。 

2.溫度：文獻中提到，需要ㄧ定溫度才能染出顏色，做這次試驗時間剛好在冬天時候，可

能因為溫度不夠高而顏色無法呈現。 

(二)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1) 

 這次試驗中加入了相同量的保險粉至分別為 2、4、8、16 公升的染液，不同的染液體積

中觀察其差異性，實驗結果顯示加入同樣量的保險粉，染完布的顏色皆呈鐵灰色，染液為 2

公升的顏色最深，而 16 公升顏色最淺，可能的原因有： 

1.溫度：在文獻中有提到溫度也是影響發色的條件之ㄧ，做這次實驗的時間也是在冬天的

時候，所以有可能是因為溫度太低讓顏色無法發出。 

2.反應時間不長：放入保險粉攪拌後就立刻染色，有可能是因為加入保險粉靜置的時間不

夠長，保險粉還未讓染料還原成隱色性藍染液所以沒變成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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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2) 

 因為第三次試驗未成功所以又再做了一次，結果和第三次的實驗一樣都無藍色，所得到

的顏色依然是鐵灰色。 

(四)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從參考文獻得知 pH値 12 以上較適合建藍，實驗中 pH値 12 之染液沒有泡沫，其用 pH

値測定器測得 pH値為 11.52，與廣用試紙所測得的值有差異，所以無泡沫產生。 

(五)不同溫度之發色試驗 

 由泡沫顏色來觀察其發色如何，初期加熱與冷藏的泡沫皆很深；後期加熱比冷藏的泡沫

顏色深，但冷藏的泡沫顏色還是有藍色，可能是因試驗溫度差異不夠大，以致於冷藏中的染

液泡沫依然可發色。 

二、染色過程： 

(一)染色時間長短與次數之試驗 

 本實驗得知染色次數越多，染布的顏色就越深；細棉布與粗棉布織法空隙不同，可能因

粗棉布空隙較大，染料吸收不平均，故粗棉布的顏色比細棉布來得淡。 

(二)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染色試驗 

1.因 pH12 以下皆無泡沫，表示沒有發色，所以都無法染出顏色。 

2.從實驗染色第 2天到第 5天，pH13 都比 14 的顏色淺，但到了第 6天 pH13 卻比 14 深，

猜測可能是因為天氣溫度變化及擺放位置等以及一些有待探討的因素，使得染液有所變

化。 

(三)不同材質之染色試驗 

1.實驗中將布質成份分為化學纖維、動物纖維、植物纖維的染後比較，依序為：植物纖維

＞化學纖維＞動物纖維。 

2.在實驗中有 5種含棉成份的材質，其中以含棉成份越多，染色力越好。 

3.實驗中以蠶絲染色力差，探討原因為蠶絲屬於蛋白持纖維，浸染過久易脆化，又因染液

中加有石灰易使蛋白質纖維表面失去光澤。 

(四)氧化時間與布質之吸附之試驗 

 細棉布經過 10 分鐘的氧化後漂洗，就已無藍色素排出，可能是因為染料被細棉布完全吸

附，聚酯纖維可能含棉成分較少，故吸收力較不理想，同時間漂洗，比細棉布排出的染液還

要多。 

三、染後處理︰ 

(一)染色時間與放置環境對褪色之影響 

 實驗結果在陽光下褪色較明顯，可能是色素被紫外線破壞，所以比抽屜、牛皮紙袋內、

桌面上的顏色褪的還快。而在第八天時顏色變亮，可能是因為午後下雨沖洗掉咖啡色素，而

粗的棉布比較容易有咖啡色素，可能是因為染料內就含有咖啡色素，而粗棉布纖維中的空隙

較大，咖啡色素進入纖維中的量比細布還要來多，而色素容易進去也容易出來；在經過八天

後，顏色的變化不大，可能是因為試驗的時間不長，要讓染料有明顯的褪色應該需長時間的

做觀察才能明顯看出顏色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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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清潔劑之清洗試驗 

 可能洗衣精的清潔力較弱所以顏色洗出較少；而沙拉脫的清潔力較強，所以沙茶醬與醬

油被洗掉時藍色色素也跟著被洗掉。 

(三)不同色階之染色 

1.低的染多次，效果可以達到濃度高染少次的效果。 

2.染到某種藍色可以再色階中參考其時間及次數。 

3.比較前後試驗不同條件下，顏色結果有所差異(例：氣候)。 

 

捌、結論 

一、建藍及還原反應： 

(一)不同保險粉量之染色試驗 

(二)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1) 

(三)不同染液體積之染色試驗(2) 

1.二、三、四實驗皆因環境因素、還原反應時間不夠...等等，而染色力不足，所以下一次

染色前先試驗染色，是否有藍色出現，沒有顏色就不需進行染色。 

(四)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試驗 

1.染前要精準測量其酸鹼度。 

2.木灰水的 pH值要達到 12 以上才有建藍效果。 

(五)不同溫度之發色試驗 

1.每組之間溫度差異應拉大，才能更明顯看出泡沫差異。 

2.溫度以高溫的染液泡沫顏色較深且穩定性最好。 

二、染色過程： 

(一)染色時間長短與次數之試驗 

1.染色 2、4、6分鐘時間，染色時間越久顏色越深。 

2.同一染色時間，次數愈多，顏色越深。 

3.以相同次數來說，每次染色時間愈長，顏色越深。 

4.總染色時間相同，分成不同次數比同一次時間內染完，效果來的佳。 

(二)不同 pH值木灰水建藍之染色試驗 

1.以 pH 值 13 跟 14 發色效果最好。 

2.外在環境因素可能導致 pH13 的發色比 14 好。 

(三)不同材質之染色試驗 

1.染色次數愈多，上色率愈好(深)。 

2.含棉成份愈多，其染色力愈高(深)。 

3.以四個材質的染色力高至低排列：細棉＞襪子＞牛奶絲＞制服。 

4.影印紙不適合用來染色，因為易破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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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氧化時間與布質之吸附之試驗 

1.(比較 2種布質來講)細棉纖維吸附性高。 

2.細棉染後 10 分鐘染料已完全吸附，天然纖維成分愈高，其吸附染料能力愈強。 

三、染後處理︰ 

(一)染色時間與放置環境對褪色之影響 

1.長時間暴露在陽光下易褪色。若要長期保存染布避免陽光長期照射，應放置於不見光的

環境，例：衣櫥、牛皮紙袋⋯等等。 

(二)不同清潔劑之清洗試驗 

為了提高生活實用性，則試驗的清洗次數應增加，清洗時間也可再加長。 

四、總檢討： 

 在前試驗中，推論出次數比時間更重要，但在色階試驗中，發現這並不是絕對；會因為

內外在因素，如：建藍的時間、染液鹼性變化、染缸濃度變化、溫度變化，而有差異。 

 難在相同條件下重複實驗且難有科學儀器檢定，而文獻資訊也有限。這都是有待探討的。 

 

玖、參考資料及其他 

ㄧ、陳景林、馬毓秀.大地之華-台灣天然染色事典(續).台中縣.台中縣文化中心.P12~P82 2004。 

二、馬芬妹.青出於藍-台灣藍染技術系譜與藍染工藝之美.初版.南投縣.台灣省手工業研究

所.P7~P50  2000。 



【評  語】 091404 偷窺阿嬤的染缸 

1. 實驗內容豐家，結果討論具體。 

2. 結果呈現表報良好。 

3. 文獻資料收集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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