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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台湾
高山族传统服饰研究
——以排湾族群为例
周丽艳 1，陈东生 2
（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沈阳 110034；2. 江西服装学院 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中心 南昌 330201）

摘 要：[研究意义]台湾高山族服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特色，在高山族众多族群中，排湾族群的织造技艺高超，
对其服饰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和探索高山族服饰文化的成因和文化内涵，为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和发扬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文章以排湾族群的男女服装和配饰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实地考察走
访，对服装的结构、配色和纹样进行分析，结合民族学和美学的相关理论，阐述其服饰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研究结
果与结论]排湾族群服饰在形制上受到汉民族的影响有所改变，然而在用色和工艺上依然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纹
样方面更是反应了族群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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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Gaoshan Ethnic Group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 Case Study of Paiwan Ethnic Group
ZHOU Liyan1, CHEN Dongsheng2

（1. School of Design & Art,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2.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

Abstract：Clothing of Gaoshan ethnic group in Taiwan has distinctive national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numerous
Gaoshan ethnic groups, Paiwan ethnic group has excellent weaving skills. The in-depth study of its clothing will help us under⁃
stand and explore the caus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aoshan ethnic group's clothing cultur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takes Paiwan ethnic group's men's and women's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as the research target,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alyzes
the structure, color matching and pattern of clothing, and expound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loth⁃
ing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Ethnology and aesthetics. The clothing of Paiwan ethnic group has changed in shape
because of influence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but it still retains its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color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at⁃
tern reflect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nic group.
Key words: Paiwan costume; shape; craft; artistic features; cultural connotation

高山族作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包含了

意产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非凡。台湾高山族

16 个族群，各族群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俗形成了独

原始装饰艺术纹样基本上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

特的服饰样貌，从服装及佩戴物中寻找族群的艺术

以动物和几何纹作填充[1]。这些在排湾族群的服饰

特征，挖掘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开发现代文化创

实物中都有着很多体现，更多以具象的形式出现，
工艺上常采用贴布绣和珠绣等手法，同我国多数少
数民族一样，喜欢用强对比的色彩来表现画面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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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和跳跃感。对高山族群的服饰研究多为某种纹
样或者特质元素入手，本文结合调研走访实物，分
类列举了代表性的男女装，对服装的结构、色彩和

教师。陈东生，江西服装学院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工艺进行分类阐述，进而分析排湾族群服饰艺术特

研究员。

征及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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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色，尤其是太阳纹和人头纹，多彩艳丽（图 3）。

1 男子服装
1.1 男子短上衣

更多的变化是纹样上的变化，用珠绣的工艺饰以人

高山族的服装形制遵从

头纹、人像纹、太阳纹。纹样以门襟两侧左右对称

人类服饰的早期模式——贯

方式分布为多见，有的呈垂直对称和二方连续方式

头衣，通称为“方衣系统”，形

分布。人头纹源于高山族所崇尚的猎首习俗，以示
勇猛。太阳纹为排湾族群的自然崇拜。羽冠人头
纹也是现实着装的描绘，原始艺术的头饰中有很多
插鸟羽的习俗，是人们取自自然物以满足美观和标
的的目的，正如排湾族群中头戴羽冠乃是贵族专
属，并非一般平民能享有的特权。人形纹体现出了

式上同先秦百越系统民族的
服 饰 。 据《太 平 御 览》中 引
《异物志》记载：
“其衣则缝布
二尺，幅合二头，开中央，以
头贯穿胸不突穿”
（图 1）。

图1

排湾族男子豹皮长衣
（顺益台湾原住民博
物馆，
笔者拍摄）
Fig.1 Leopard skin clothes
of Paiwan men

随着清代大量汉民进入台湾，由于文化的交

融，高山族的服装的形制也随之变化 [2]。男装多演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了族群团结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变为长袖对襟圆领形，排扣，长度到肚脐（图 2）。图

1.2

是同汉服又稍有不同，袖子部分有两片分割，为横

住民裤装与我们现在裤装的一个很大区别。通常

向裁断的，侧缝靠近下摆处有分叉。贵族会在这种

男子的裤装是只有前半片，里面穿短裤或者是短裙

2 这款短上衣款式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服饰样式，但

[3]

男子后敞裤和短裙
排湾男子的后敞裤具有很独特的结构，也是原

短上衣的前襟装饰人物或蛇形花纹 。色彩上采用

的。裤子的穿着方式是腰部有袋子系结，裤腿部分

了以橙色和黄色的暖色调为主搭配两色的邻近色

在膝盖上下和裤口处分别用带子系结，形成对前面

红和绿色，色彩丰富，在深蓝色的衬托下图形格外
醒目。工艺上，不同于清代的盘扣和刺绣，是将线
像麻花辫一样编起来，作为盘口的基础，然后在上

的一个覆盖（图 4，见下页）。此款后敞裤，裤口部分
只有短短的带子，结合现今的后敞裤样式，可判断
是由于破损的原因。

面缀珠，是早期与荷兰人交易而来的不同颜色的小

这款男子后敞裤色彩上为红色，腰部和带子

琉璃珠，利用线串接起来，再缝缀在衣服上，缀珠部

的部分为橙色，图案上有构图上的艺术感和对称

分有前门襟处的人头纹和下摆部分的人形纹和槟

性。裤片的两侧和横向中心部分为人像纹以同轴

榔树纹，
很具民族特色和艺术性。

水平对称分布，前中上下各有一组图案构成，中心

排湾族群男子短上衣喜用红、黄、橙、蓝、绿及

图2

是人形纹，人形双手托头。手臂下端和头顶是水平

排湾族男子长袖短衣（收藏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笔者拍摄及绘制）
Fig.2 Paiwan men's long sleeved short clothes

图 3 排湾族群男子短衣常见图案
Fig.3 Common patterns of men's short clothes of Paiwan ethnic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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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排湾族男子后敞裤（收藏于“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笔者拍摄及绘制）
Fig.4 Paiwan men's open trousers

对称的蛇纹，为原始的图腾崇拜。高山族与古越人
[4]

的生活习俗相近，古越人以龙蛇为图腾崇拜 。高
山族不少族群均有以蛇为其先祖的传说，其中以
排湾人最突出 [5]。每一组图案又以人形为中心垂
直对称分布。整体设计统一中带着变化。工艺上
采用贴饰的方式，在不同颜色不是勾画图案，再裁
剪下来，此款是将布块做对折或再对折，来裁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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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高山族歌舞（实地拍摄）
Fig.5-6 Song and dance of Gaoshan Nationality

湾族群祖先崇拜的抽象蛇纹，如三角形、菱形和变
化的菱形，各种图形穿插分布，多采用二方连续和
对称分布的形式，统一中有所变化，丰富了整体纹
样的表现层次，具有很强的艺术特征。

2 女子服装
2.1 女子长裙
排湾女子服装为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上身

称图案，用刺绣线缝在衣服上，现在又叫贴布绣。

有长衫、披肩、背心等。长衫多为右衽大襟，形如旗

以前这种技法限于贵族阶级才可以使用。后敞裤

袍，衣长至膝下，腰部开高衩，襟口和领口用纽结固
定[6]。女子长裙有上下连身的和半身裙两种。图 9

在穿着时前面是一片，后面的状态为绑带敞开式的
（图 5、图 6）。此款裤子腰部除了系带式腰带外，两

为大红色连身样式，从服装的样式来看很接近我国

侧还垂下两条彩色条纹的宽带子，不是功能性，而

明清时期的汉女服饰，可见为清代汉族移居台湾后

为装饰性的部件，
在舞蹈中随意摆动很是好看。

形成的。领部为立领，斜襟右衽，袖口和侧缝两边

同样运用了贴饰的手法来点缀的一款男子短

及下摆边缘都有宽的装饰边，这些也是汉族的传

裙，黑色底布上面帖缝的下摆处红色宽边，再在上

统，比如汉族的镶滚边。然而细看是边缘两条细装

面贴绣纹样。通常穿于后敞裤里面（图 7）。腰部为

饰带，中央采用原住民传统的贴饰工艺，采用人像

系带式，整体为一片裙，外加腰头。穿着方式是从

纹和人形纹顺次排列，在这件衣服中人形纹和人像

后面围裹到前面，以同后敞裤的前裤片一起包覆人

纹的变化形式就右 5 种之多。

体。这款短裙纹样以人像纹和人形纹为基础，或人

另一款长裙款式和上面一款相似，区别在于底

像呈垂直对称，或人形呈垂直对称，人形手部托着

色为黑色布，上面采用了贴布绣方式，贴布是一种

人像，其意源自原始的猎头习俗，人物头部的羽冠

类似于毛毡的材料，图案运用比较大气，并分布在

象征着对英勇无畏的崇敬，纹样沿着短裙下摆边缘

全身各个部位，通过分析有人像纹，人形纹，蛇纹，

呈二方连续分布。

更有人像与蛇纹结合的纹样。从图 10 会发现长裙

男子短裙的装饰纹样也有采用抽象形式的纹
样的，就像图 8 中有代表太阳的圆形，还有代表排

图7

通常都为左右、上下对称分布或双轴对称。而且排
湾族蛇纹几乎都是没有攻击性蛇吐信子的图案，而

排湾族男子短裙（收藏于“国立台湾博物馆”，笔者拍摄及绘制）
Fig.7 Paiwan men's skirt

图 8 男子短裙（收藏于“国立台
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笔者拍摄）
Fig.8 Paiwan men's 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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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湾族女子长裙（收藏于“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笔者拍摄及绘制）
Fig.9 Paiwan women's long skirt

排湾族女子长裙（收藏于“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笔者拍摄及绘制）
Fig.10 Paiwan women's long skirt

是很庄重或可爱形态的，表现了原住民对于百步蛇

新娘服饰现在来说属于礼服类，作为原住民传

的图腾崇拜。

统服饰类别为盛装类，
重大场合所穿，
所以从头到脚

2.2

都尤为华丽。女子头饰，
通常以棉布为底，
上面分别

女子上衣和新娘服饰
如图 11 所示，这款上衣为无领对襟系扣式，下

施以珠绣、贝壳等物[7]（图 12）。这款新娘头饰更为

摆两侧开衩。色彩范围在橙色与草绿色之间，为暖

靓丽，装饰有兽牙兽骨，金属链及水果形状装饰

色调，多色搭配。在衣服的前门襟、领口、袖口和下

物。外披无领两粒扣对襟

摆及大概胸围部分都有一定宽度非常华丽繁复的

盘扣长袖短上衣，衣服的肩

装饰，这些装饰采用了贴饰、缀珠和绣线的形式，在

部、胳膊外侧和袖口门襟处

黑色底布上铺设了大量的纹样图案，有象征太阳神

都有贝壳，珠串装饰，纹样

的太阳纹，有三角纹和蛇纹，几乎都为二方连续图

有人像纹，三角纹。里面是

案。对称形式有垂直对称和水平对称。

一款无领中长裙，裙子上面
大 面 积 贴 绣 有 陶 壶 纹 、蛇
纹、百合花纹，三角纹和穿
缀贝壳，下摆边缘有串珠铃
铛。再里面一层为长及脚
面的长裙，下摆有很宽的装
饰边，运用贴绣和缀珠手法
装饰有三角纹、陶壶纹和穿
缀贝壳及下摆边缘有串珠
铃铛。同时在衣服外面还 图 12
有多重琉璃珠项链和礼用

图 11

排湾女子上衣（收藏于南投县九族
文化村博物馆，
笔者拍摄）
Fig.11 Paiwan women's top

肩带，右挎的肩带以圆贝、
子安贝、琉璃珠装饰，左挎

新娘服饰（收藏于南
投县九族文化村博
物 馆 收 藏 ，笔 者 拍
摄）
Fig.12 Bridal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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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金属链圈装饰，同时还佩戴手镯等装饰品。排

纹，表达了族人对祖先的崇拜之情。这种祖先崇拜

湾族特有的琉璃珠是贵族的祖传宝物，是佩戴者身

是高山族各族群共有的特质，表达了一种远古信

[8]

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高山族的身体装饰还有

仰，这种信仰在服饰中以特定的形式绵延至今。

很多种，包括头饰、耳饰、颈饰、胸饰、臂饰、腰饰、指
[9]

（2）自然崇拜。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族

饰、脚饰等，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 。

人的艺术创作取自于实际生活和劳作，通常产生于

3

排湾族群服饰的艺术特色

对周围自然世界的表述和摹写。排湾族群服饰中

（1）在色彩上，排湾族善用强对比色和纯色，多

的鹿纹、花叶纹、山形纹、豹纹等源自于人们对于自

为橙、红、绿、黄、蓝及黑白色的搭配运用，排湾南部

然的热爱，在生产劳动中对自然事物的表意和提

族群多以红黑色的强对比来做贴布缝做设计，夺目

炼，人们相信自然有神圣而强大的力量，并常常将

艳丽，另善用缀珠装点服饰，色彩多以黄、橙、绿穿

对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寄托于自然万物，希望从中得

插运用为主，刺绣和夹织中以黄、红、蓝三原色运用

到力量和庇护，这也是早期人类的共性。取材自然

为多。排湾族人有种理念，运用的色彩来源于彩虹

和生活环境，排湾族群服饰中的太阳纹和云纹，体

之色，可以看出这些多为原色或纯色，选色多接近

现了族人理想的日月云水自然观，包涵了人与天地

实物色彩，表现出排湾族群的质朴和对于自然模写

的关系。
（3）贵族的象征。在排湾族群中有明显的等级

的一种向往，其色调层次十分明显，色块间所形成
的对比和反差较大，因而视觉冲击力十分强烈。

区分，包括贵族、士、平民三大阶级。贵族包括头目

（2）在构图上，体现了排湾族群的艺术特质和

和头目的近亲，贵族拥有河川、耕地和狩猎场。贵

表达手法，设计灵感来自祖先的传说和自然界的物

族和头目拥有穿着装饰华丽衣服的特权，可以饰以

体，如百步蛇、陶壶，太阳、鹿、花等，运用多种构图

特殊纹样，比如羽冠人头纹，太阳纹、蛇纹、陶壶纹

方式质朴而强烈的加以渲染，图案运用有少数为散

等，都是贵族专属的标志，如同汉民族历代所需遵

点式，多为各种整齐的镜像、对称、均衡、律列的构

守的舆服制度一般，表现了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

图形式，结构平衡、稳定，给人一种呼应感很强的视

纹样中陶壶象征祖先，青铜刀象征男人，琉璃珠象

觉效果。抽象图形多以简单的几何图形来表意，如

征女人[10]。排湾族群雕刻蛇纹的屋舍，带有蛇纹的

山形、三角形、菱形的蛇纹表意，具有很强的族群认

陶壶，穿戴有太阳纹、蛇纹、人头羽冠和人头纹饰都

知和辨识性。蛇纹、陶壶、百合花、蝴蝶等形式成为

是贵族权利和身份地位的体现。
（4）异族的融入。 排湾族群服饰受到大陆汉

族群的标志性图案，多采用具象画面和朴素的构图
形式。

民迁入台湾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方面是服装形制的

（3）在技法上，贴布绣、珠绣和夹织是常用手

变化，从男子短上衣和女子长裙可以看出，排湾族

法，贴布绣采用对比色，将图案纹样剪下来，再以刺

群学习和效仿清代汉民服制，无领、盘扣、开衩，在

绣形式缝在服装上，呈现一种特殊的层次感和色彩

领沿、袖口和下摆处所做的装饰也似汉民的镶滚形

对比，缀珠工艺也被大量采用，所用多彩琉璃珠是

式，使排湾族群传统服装结构得到了根本的进步。

荷兰殖民时期以物换物所得，另外还有一些小金属

还有族群之间的融合，排湾大王部落的节日服饰和

铝片、亮片来装饰，多样刺绣针法结合使用，有轮廓

卑南族群的知本部落非常相似，几乎很难分辨，但

绣、锁链绣、十字绣等，体现了族群织造工艺的发

是仔细观察就会看出纹样中保留了排湾族传统的

达。直到今天，高山族各族群的节日服装中仍然保

陶壶纹、菱形纹、连杯纹和百步蛇纹等。部落强调

存着传统的贴布绣、缀珠等技法，体现出族群的认

自己属于“特殊的”排湾族群，体现了两族群文化的

同感和凝聚力。

融合与共存。

4

5

排湾族群服饰的文化内涵
（1）祖先崇拜。在排湾族的远古神话中流传着

结语
从排湾族群服饰的形制来看，受到汉民族的影

百步蛇的传说，族群的祖先是百步蛇孵化而成的，

响，服装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的方衣系统

又有族群祖先为百步蛇守护的陶壶所生的“壶生

演变为长袖衣，无领对襟盘扣的元素，也有立领右

说”，而因而人们怀着对祖先的崇拜，在服饰中有陶

衽盘扣的元素采用，还有在前襟、袖口、下摆处的装

壶纹样的出现，还大量采用蛇纹，有具象的蛇纹，也

饰边的运用，然而服装色彩上保留了排湾族的传统

有抽象的蛇纹，如代表蛇背部的三角纹、菱形纹，山

用色，多以黑色为底布或以红色为底布，采用传统

形纹，还有在丧服中常运用的代表蛇侧面的曲线花

的缀珠或贴绣等工艺手法，缀珠用色为多色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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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黄、白、黑搭配，贴绣部分多为与底布作红黑搭

[5]曹春楠.海南黎族及台湾高山族服饰图案艺术比较研究[D].海

配。常用的纹样有百步蛇纹、太阳纹、人像纹、人形

南师范大学,2009.

纹、鹿形纹、陶壶纹、百合花纹和三角纹等，体现出

tween Li Nationality in Hainan and Gaoshan Nationality in Tai⁃

族人对于自然和祖先的崇拜，以各种对称的形式出
现。构图稳定均衡，纹样代表了一种贵族特权。作
为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个族群，排湾族群的服饰具有
很强的民族辨识度和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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