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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感的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当代衍生设计
项春雷 a，陈东生 b
（江西服装学院 a.学报编辑部；b.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中心，
南昌 330201）
摘 要：[研究意义]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形制简单、装饰丰富，具有鲜明的特色。对其进行当代衍生设计，既可为当下设
计提供灵感，又能为传统服装发展注入活力。[研究方法]文章以物感为切入点，探讨了基于物感的传统设计物当代衍生
设计方法，并依照该方法进行泰雅族传统服装当代衍生设计。[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泰雅族传统服装功能形态的
物感接近后现代设计物感，衍生设计时可直接对其进行应用、生发，生成新的形态，作为衍生创作的基础；泰雅族传统服
装装饰形态的物感属于传统设计物感，衍生设计时须对其进行转化，生成具有后现代设计物感的新的形态，作为衍生创
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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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Derivative Design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
in Taiwan based on the Feeling of Things
XIANG Chunlei a, CHEN Dongsheng b

(a.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b.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Atayal Tribe in Taiwan are simple in shape and rich in decoration, which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mporary derivative design of it can not only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design, but also inject vi⁃
talit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stume. This paper takes the feeling of things as starting point, probes into the contem⁃
porary derivative design method of traditional goods based on the feeling of things, and carries out the contemporary derivative
design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 according to this method.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feeling of the functional form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s is close to the one of post-modern design, and it can be directly applied and developed in de⁃
rivative design to generate new forms as the basis of derivative creation; the feeling of traditional costume decoration form of Ata⁃
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 belongs to the one of traditional design, which must be transformed in derivative design to gener⁃
ate new forms with the feeling of post-modern design as the basis of derivative creation.
Key words: the feeling of things; derivative design; fashion design; traditional costume; Atayal Tribe

台湾泰雅族主要分布在台湾中央山脉北麓中

但毕竟属于传统设计物，其风格、观感与当代设计

低海拔山区，属于南岛语族，是台湾原住民族群的

物差异明显，除了展览、收藏、研究等功用外，并不

一支。泰雅族以精湛的纺织技术闻名，是台湾原住

适宜当代人穿着。为了让这些传统设计物重新焕

民中最会织布的族群。除了家纺用布、故事记录用

发生命力，对其进行当代衍生设计不失为一个好的

布之外，泰雅族传统织布主要用于服装的制作。泰

途径。所谓传统设计物当代衍生设计，是指以传统

雅族传统服装结构简单，形制单纯，装饰丰富，色彩

设计物为原素材，利用当代设计语言进行二次创

鲜艳，具有独特的美感。尽管这些服装独具特色，

作，生成具有新面貌且与原素材之间保有联系的作
品。由于传统设计物与当代设计物存在明显的物
感差异，为避免衍生作品出现物感偏颇，应给予物

收稿日期：2021-04-04；
修回日期：2021-06-14。
基 金 项 目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规 划 基 金 项 目
（18YJA760001）。

感 问 题 足 够 的 重 视 。 所 谓 物 感（the feeling of

things），阿达姆·卡尤索解释为“建筑的物理现场直

接具有的情感效力”[1]，在现象学中指的是物的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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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或“原初给予性”[2]。具体到设计物，其物感呈

辑。通信作者：陈东生，江西服装学院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中

现受两个要素直接影响，即功能与装饰。功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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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一并产生总体物感。目前关于泰雅族传统服装

为基础进行创作，就容易将这种物感代入衍生作品

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服装形制、
装饰手法、
形式特征、

之中，
造成物感偏颇。所以，
创作时应格外重视物感

纹样寓意、形成因素、文化特质等方面

[3-8]

，基于物感

问题，
在操作中可具化为物感辨识（尽管传统设计物

研究泰雅族传统服装当代衍生设计尚处于盲点。本

通常整体呈现传统设计物感，但单就功能形态或装

文以物感为切入点，研究泰雅族传统服装当代衍生

饰形态而言，未必一定呈现这种物感，所以有必要

设计并进行设计实践，为传统服装当代衍生设计提

对两种形态分别进行物感辨识）及物感转化两个方

供了新的思路。

面。将物感辨识与物感转化纳入设计过程，可形成

1 理论基础：基于物感的传统设计物当代
衍生设计方法

一套基于物感的衍生设计方法，该方法可表述为：

作为连携古今的设计范畴，传统设计物当代衍

对原素材进行形态分析，明确其功能形态特征及装
饰形态特征，分别对功能形态及装饰形态进行物感

生设计必定牵涉两类物感，即原素材具有的传统设

辨识，针对不同的物感类型进行相应的形态处理，

计物感和衍生作品应有的后现代设计物感（当代设

即对呈现后现代设计物感的形态进行应用、生发，

计属于后现代设计）。衍生设计要求体现作品与原

得到新的形态，对呈现传统设计物感的形态进行物

素材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多表现为形态特征的相

感转化，得到具有后现代设计物感的新的形态，最

关性。由于原素材的形态具有传统设计物感，以其

后以新的形态为基础，创作衍生作品（图 1）。

Fig.1

图 1 基于物感的当代衍生设计方法
Contemporary derivativ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feeling of things

2 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当代衍生设计步骤
2.1 形态分析

很强的平面性，
直线感突出。以长上衣为例，
衣身部
分由两幅面料在后身拼接、留出袖窿后缝合侧缝而

设计物具有功能形态和装饰形态。功能形态

成，
袖子直接由布幅围合后缝于袖窿之上，
周身无一

源于材料、结构形成的系统；装饰形态则由按照一

处省道，衣服可以完全平铺，轮廓直线特征显著，不

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具有象征、美化作用的装饰体
系形成。形态分析就是针对原素材的功能形态和
装饰形态分别展开分析，以明确各自的形态特征，

掺杂曲线元素，
呈现简单、
率直的感觉（图 2）。
2.1.2 装饰形态分析

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丰富，装饰技法以夹织为

为后续的设计操作提供依据。

主，辅以缀珠、流苏等多种手法，以不同的夹织方式

2.1.1 功能形态分析

织入各色纤维形成装饰纹样，主要有条带状纹与菱

泰雅族传统服装的结构非常简单，截断布幅直

形纹，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具有象征意义，甚至有

接缝合，
没有省道，
不表现人体形态，
左右对称，
具有

记录功能。其装饰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纹样、缀
珠、流苏等装饰元素呈线、条、带状排列，这些线、
条、带又相互平行，充满节律感，仿若生命的跃动。
此外，装饰元素大面积铺陈且左右高度对称也是一
个显著特点（图 3）。

Fig.2

图 2 台湾泰雅族传统长上衣功能形态
Functional forms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long tops

图 3 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形态
Fig.3 Decorative patterns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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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辨识

2.2.1 功能形态物感辨识

2.3

形态处理

2.3.1 功能形态处理

将泰雅族传统服装与传统设计物的代表洛可

由于泰雅族传统服装功能形态物感接近当代

可时期女装及当代设计物的范例谭玉燕女装作品

设计物感，衍生设计时可对其功能形态进行应用、

进行比较，有助于判断其功能形态的物感类型：洛

生发。以无领无袖长上衣为例，可聚焦其简洁、利

可可时期女装为了达到夸大、凸显女性第二性征的

落的直线性轮廓，以及开襟、后身拼合的特征进行

目的，使用紧身胸衣、吊钟状或椭圆形的大型裙撑

借鉴、生发，如：加宽衣身以增强视觉效果，为前襟

塑造丰胸、细腰、夸臀的效果，不顾实用功能，背离

设置叠门和扣合结构以实现开合功能，设置肩斜、

人体形态，形成一个魅惑的象征符号；谭玉燕 2014

领孔以更好地适应人体结构等（图 6）。

秋冬女装，以利落的剪裁打造都市女性形象，形制
简洁，线条流畅，功能合理，易于穿着；泰雅族传统
服装造型简约、利落，富有几何感，形制基本符合人
体，但限于认知及技术水平，对一些结构的处理并
不理想，如没有肩斜、袖窿不立体等。经比对，在功
能形态方面，泰雅族传统服装与谭玉燕女装作品类
似，接近后现代设计物感（图 4）。

Fig.6

图 6 台湾泰雅族传统无领无袖长上衣功能形态处理
Functional form disposing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l⁃
larless and sleeveless long top

2.3.2 装饰形态处理

由于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形态物感属于传统
设计物感，衍生设计时须对其装饰形态进行转化。
转化方式不胜枚举，最终目标是化解其繁复、细琐
Fig.4

图 4 三种服装的功能形态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functional forms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s⁃
tumes

2.2.2 装饰形态物感辨识

聚焦装饰形态，继续进行如上比较：洛可可时
期女装，为营造浪漫情调，大量使用缎带蝴蝶结、蕾
丝、人造花卉、褶皱飞边、刺绣、珠宝等装饰元素，重
重叠加，符号意味浓厚；谭玉燕 2014 秋冬女装，装

饰题材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但并非将壁画元素直
接搬到服装上，而是对其进行了简约化处理，避免
繁复、臃冗的感觉，且剥离了原有的象征意义，仅体
现服装与历史的联系；泰雅族传统服装运用夹织等
工艺手法形成纹样、流苏等，装饰繁复，细节丰富，
色彩多样，色调鲜明，符号性强，有信仰寄托、意义
指涉的作用。经比对可以看出，在装饰形态方面，

的形式，同时要保有与原素材之间的联系。比如，
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纹样构成形式多变、细节丰
富、蕴涵意义，但大都符合“以线、条、带的方式组织
且相互间平行”这个规律，体现着强烈的节奏与韵
律。基于这个特征，可以消解这类装饰纹样繁复的
内部形式及细节，简化色调，将其化解为相互平行
的、具有节律感的、单纯的条纹形式，使其呈现后现
代设计物感。又如，对于菱形元素以四方连续方式
构成的纹样，同样可以采用化繁为简的方式，剔除
繁杂的细节，统一色调，主要表现菱形及其排列，可
采用线迹、菱形面料拼接、菱形区域镂空等表现手
法。至于缀珠、流苏等装饰元素，同样可以如法炮
制，关键是表现其形态特征，手法、所用材料等则没
有太多限制（图 7）。

泰雅族传统服装与洛可可时期女装类同，呈现传统
设计物感（图 5）。

Fig.5

图 5 三种服装的装饰形态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stumes

Fig.7

图 7 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形态处理
Decorative patterns disposing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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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设计作品
衍生作品创作，可以由泰雅族传统服装的功能

形态入手，应用、生发，最终生成衍生作品；也可以
从装饰形态入手，进行形态转化，最终生成衍生作
品；还可以两者兼顾，从综合形态入手，进行创作。
本文选取“从装饰形态入手”及“从综合形态入手”
两个角度，进行作品创作。
2.4.1 装饰形态衍生设计作品
以现有的服装单品为基础，赋予其经过转化
的、具有泰雅族传统服装特征的装饰形态：选择当
下的中筒皮靴作为载体，将泰雅族传统服装的四方
连续菱形纹样处理为单色、简约的菱形线迹包含同
心小菱形的式样，之后把该式样附加在靴筒上。具
体方法为，在靴筒上以菱形的边缘为轨迹绗缝，形
成具有立体感的菱形纹理，在每个菱形中心以压花
工艺压出小菱形，并对小菱形施以与靴帮相同的颜
色。按照此方法，生成了具有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
形态特征的作品（图 8）。

图 8 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形态衍生设计作品
Fig.8 Derivative design work based on decorative pattern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

2.4.2 综合形态衍生设计作品

功能形态方面，借鉴泰雅族传统圆领无袖长上
衣不刻画人体的直线性轮廓特征，大幅度加宽衣

图 9 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综合形态衍生设计作品的生发过程
Fig.9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erivative design work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form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

图 10 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综合形态衍生设计作品
Fig.10 Derivative design work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form
of Atayal Tribe's traditional costume

3

结语

传统设计物与当代设计物的物感差异明显，传

身，设置肩斜，修圆肩头，设置叠门，为了营造空间、

统设计物当代衍生设计应格外重视物感问题。本

增加空气流通感，将面料弯折重叠，实现廓形及结

文以物感为切入点，探讨了基于物感的传统设计物

构，面料弯折处位于前襟及后身拼合处，外侧面料

当代衍生设计方法。为便于研究，文中将后现代设

塑造大廓形，内侧面料于侧面围合身体，为了增强

计的物感定位为“在肌理直呈、单纯色调、简约线

实穿性，添加翻领以及可供手臂伸出的袋口。装

条、几何轮廓、大幅块面、流畅空间基础上的装饰回

饰形态方面，对泰雅族传统服装条带状纹样进行

归，且装饰呈简约趋势”
（装饰简约化的确是后现代

物感转化，设计出富于变化和动感的单色水平条

设计的主要趋势）。由于后现代设计仍处于发展

纹，作为新的装饰形态（图 9）。为增强整体效果，

期，风格众多，门派林立，难以对其物感进行准确定

给上衣搭配直筒修身基本款长裤，长裤侧缝附近

义。目前传统装饰风格风头正劲，又给纷繁的后现

印有纵向条纹，与上衣形成呼应，同时搭配具有泰

代设计增添了一分不确定性。后现代设计物感的

雅族传统风格的项链，以丰富造型。整套作品具

不确定性，导致了传统物品当代衍生设计中物感处

有当代风貌，同时体现了与泰雅族传统服装之间

理的不确定性。随着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研究的深

的联系（图 10）。

入，后现代设计的物感及传统物品当代衍生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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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必将愈发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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