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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泰雅族传统服装显性要素解析
——织物、形制、
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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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形独特，装饰纷繁，具有强烈的视觉风格。对视觉风格的载体——显性要素
进行分析，有助于透过繁杂的表象，把握泰雅族传统服装构成规律，增进对泰雅族的认识。[研究方法]文章将泰雅族传
统服装的显性要素定位于织物、形制、装饰，从工艺流程角度对织物要素进行解析，从类型划分角度对形制要素、装饰要
素进行分析并总结规律。[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泰雅族传统织布原始质朴，作为风格呈现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泰雅族传统服装的形制，促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结构，还与形制一同影响着装饰表现；泰雅族传统服装形制原始
单纯，结构简单，刚直利落，不重体型，不施裁剪，不设省道，平面性强，左右对称；服装装饰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纯直无
曲，左右对称，饰品及纹样呈线、条、带状排列且相互平行，富有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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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Dominant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Atayal
Tribe in Taiwan—Fabric, Shape and Decoration
XIANG Chunlei a, CHEN Dongshen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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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Atayal Tribe in Taiwan has a unique outline, complex decoration and strong sense of beau⁃
ty visual style. The analysis of dominant elements, the carrier of visual style,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composition law of Atayal tra⁃
ditional clothing an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Atayal tribe through complex appearances. This paper locates the dominant
elements of Atayal traditional clothing in material, shape and decoration, analyzes the material e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flow, analyzes the shape element and decoration e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e division and summarizes the law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amie cloth woven by original portable horizontal backstrap loom has affected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clothing to a certain extent, contributed to some characteristic structures, and also affected the decorative perfor⁃
mance together with the shape.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clothing is characterized by primitive and simple shape, simple
structure, straightness and neatness, no focusing on body shape, no tailoring, no dart, strong flatness and left-right symmetry;
The decoration is distinguished by bright in color, strong in contrast, sharp and straight, symmetrical left and right. The orna⁃
ments and patterns are arranged in lines, strips and bands, parallel to each other, and full of rhythm.
Key words: Atayal Tribe; traditional clothing; fabric; shape; decoration

泰雅族是台湾典型的高山民族，世居北部中央

至花莲县以北地区，东至花莲太鲁阁，西至东势，北

山脉两侧，散布于北部、中部、东部山区，包括埔里

到鸟来，南迄南投县仁爱乡[1]，是台湾原住民族中分
布区域最广的一族。日人鹿野忠雄从人类学角度，
根据体质、语言、习俗等要素，将泰雅族分为泰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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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赛德克亚族。但在行政操作上，花莲部分赛德
克亚族所属的太鲁阁群及赛德克亚族先后获得台
湾当局承认，从原泰雅族中脱离，分别以太鲁阁、赛
德克为名，成为第 12、第 14 个原住民族。这样就造

辑。通信作者：陈东生，江西服装学院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中

成了人类学分类与行政分类相悖的情况。本文倾

心教授。

向于人类学分类，将台湾当局认定的泰雅族、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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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传统织布

竹枝（图 2）。泰雅族妇
女纺纱多使用吊锭法，
或坐或站，将麻线一端
缠绕固定于锤杆上，急
速搓杆，提起麻线，纺锤
悬空旋转，凭借自身重

泰雅族人早期以树皮布和兽皮为材料制作服

量和旋转力偶对麻线加

克族、太鲁阁族还原为一个族群，以泰雅族统称。
但具体到服饰领域，泰雅族太鲁阁群的服饰表现与
其他泰雅群体相当不同[2]。本文将泰雅族限定为除
去太鲁阁群后的泰雅群体，对这一群体传统服装的
织物、
形制、装饰三个显性要素分别进行解析。

1

装。后来以苎麻为原料制得的苎麻布被广泛使用，

捻，撮成纱线，待纺到一

历时弥久。苎麻布作为制作服装的基础素材，一方

定程度，将纱线缠绕于

面关联着苎麻处理工艺、
纺织技术，
另一方面又影响

锤杆上，形成纱锭。为

着服装形制和装饰，对泰雅族传统服装具有重要意

了便于使用，纺好的纱

义。

线要经过络纱处理，即

1.1

苎麻处理工艺
苎麻，荨麻科苎麻属亚灌木或灌木植物，原产

于中国西南地区，是重要的天然纤维来源（图 1）。
台湾的气候适宜种植苎麻，苎麻良好的适应性及再

生能力决定其必然成为当地主要的纤维来源作
物。泰雅族人很早就掌握了苎麻纤维的获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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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原始纺锤示意
Fig.2 Original spindle

将纱线缠绕于特定的框架上，以接续断头，去除瑕
疵。络纱后，将纱缕置于锅中水煮，除去残留胶质，
并加入过滤后的木炭灰揉搓，利用还原作用将纱线
漂白，
之后捞出纱缕清洗、整理、
挂晒后缠成线团。
1.2.2 染色
在自给自足的年代，泰雅族以植物染料为纱线
着色，使用的植物有：台湾胡桃、大叶冷水麻、西南
冷水麻、台湾肉桂、黄肉树、野桐、蛇根草等[4]。由于
纱线的制备已相当耗时耗力，加之植物染色色彩纯
度较低、色牢度不佳，泰雅族常服以麻线原色为主，
盛装才会织入大量彩线形成彩色纹样。在与汉族
人、日本人接触后，泰雅族人将获得的色彩鲜艳的
棉线、
毛线等织入布中，呈现出绚丽的视觉效果。
1.2.3 织布
织布的初始步骤为整经，以明确布品的长度、
幅宽及纹路，使经纱呈现整齐的经线面。整经是织

图 1 苎麻植株[3]
Fig.1 Ramie[3]

苎麻的秆茎包裹着一层富含纤维的韧皮，纤维
的获取要经过割麻、剥麻、除表皮、去胶、晾晒等工
序：待苎麻成熟后，将秆茎于距根部约 7cm 处割断，

布的基础，是决定成品好坏的关键。整经常用的工
具为整经架，由一块钻有孔洞的木板上按照一定距
离插入一定数量的木棒（支柱）构成。整经时，将纱
线依序绕在支柱上，形成经线面（图 3）。泰雅族的
整经方法一般有四种：无架整经法、四柱整经法、五

扭转秆茎，使韧皮破裂，折断秆茎，剥下韧皮，用刀

柱整经法、六柱整经法。各整经法对应不同的织

刮去韧皮表层和胶质，得到纤维束，将纤维束置于

法，如四柱整经法对应条纹织法，五柱整经法对应

日光下晾晒一天，
以备纺纱。

斜纹织法。

1.2

纺织技术
纺织包括纺纱、染色与织布。纺纱是将纤维牵

伸加捻形成纱线，染色是为纱线着色，织布则是将
纱线以一定规律组织起来形成织物。
1.2.1 纺纱
纺纱前，将晒干的纤维束撕成细丝，用拇指和
食指将其捻成麻线，缠绕成团后浸于水中备用。纺
纱的工具为原始纺锤，由纺轮和锤杆两部分构成，
纺轮常以果核制作，锤杆则是一段长约 20cm 的细

图 3 泰雅族人整经[5]35
Fig.3 Beam-warping[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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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经后，将理好的经线从整经架移装到织机

貌，为了实现一些形制，需要将布接续起来，客观上

上。泰雅族使用的织机是原始的移动式水平腰带

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结构；织布的艰辛，让泰雅

织机（图 4）。织机的部件除了两端的经箱、腰带以

族人格外珍惜布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服装不

外，还包括：固定棒、提综杆、开口分经棒、分层棒、
线综棒、挑花棒、卷布夹、打纬刀、纬梭板等（图 5，从

施裁剪、
直接缝制的风格。
泰雅族传统服装按照着用场合分为盛装和便

上至下分别对应所述部件）。织布时，泰雅族妇女

装，
盛装是族人在祭祀等重要活动中穿着的礼服，
便

席地而坐，伸直双腿，双脚抵住经箱，将卷布夹上的

装为日常生活中穿着的衣服。盛装与便装的主要区

腰带系于腰际，依靠双脚与腰背力量调节经线张

别在于装饰，两者的形制基本相同，包括：上衣、披

力。以织造平纹织物为例，首先提起线综棒，偶数

肩、套袖、胸兜、片裙、前遮片、护脚布等。按照是否

或奇数经线被抬起，露出梭口；其次，将纬线穿过梭

具有围合结构，可将这些形制分为两类：上衣、袖套

口，用打纬刀打实；再次，放下线综棒，将纬线以与

属于有围合结构的形制，披肩、片裙、胸兜、前遮片、

先前相反的方向穿过梭口，用打纬刀打实。如此周

护脚布则属于无围合结构的片状形制。

而复始地操作，
直到完成整片织物。

2.1

有围合结构的形制

2.1.1 上衣
上衣是泰雅族人上半身穿着的基本服装形制，
男女皆可着用。按照衣身长短可分为长上衣和短
上衣，长上衣衣长及膝，短上衣衣长至腰甚至更短；
按照是否有袖可分为无袖上衣和长袖上衣。经排
列组合，可分出无袖长上衣、长袖长上衣、无袖短上
衣、长袖短上衣四类（图 6）。上衣结构极为简单，左

图 4 移动式水平腰带织机[6]47
Fig.4 Portable horizontal waist-strap loom[6]47

图 5 移动式水平腰带织机部件 [6]48
Fig.5 Parts of portable horizontal waist-strap loom [6]48

此外，泰雅族还掌握夹织、挑织、浮织的技法，
在移动式水平腰带织机上，运用这些技法织造纹
样，丰富织物。

2

泰雅族传统服装形制
泰雅族传统服装是在传统苎麻织布的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苎麻织布工艺深刻地影响了泰雅族
传统服装的形制：由于使用原始的移动式水平腰带
织机，织就的苎麻布的幅宽十分有限，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服装廓形朝横向发展，呈现出“窄”的样

图 6 泰雅族传统上衣
Fig.6 Atayal traditional 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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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高 度 对 称 ，横 向 维 度 较 小 ，对
襟，无肩斜，无领，无省道，几乎不
施剪裁，可完全铺平。受限于苎
麻布的幅宽，上衣衣身由两块长
方形布料拼缝而成，具体做法为：
将两块面料长边相对，留出前襟
后，用麻线将剩余长边于内侧缝
合 在 一 起 ，形 成 背 部 拼 缝 ，如 需
要，可再用织带由外侧缝于拼缝
之上，覆盖拼缝（图 21）；将拼合后
的面料于长边方向对折，留出袖
圈，将剩余长边于内侧缝合，形成
侧缝。为束缚前襟，可为其缝上
绑带；需要领圈的，可直接在衣身
上挖出；需要袖子的，便以衣身袖
圈周长为宽度，取长方形布片，将
其一短边与袖圈缝合，两条长边
于内侧缝合，便形成袖筒；为减少
磨损，增加耐久度，常在衣服各边
缘处以织带做绲边处理（图 7）。
2.1.2 套袖

图 7 泰雅族传统长袖长上衣形制解析
Fig.7 Analysis of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long-sleeved robe

套袖男女皆可着用，
具有保护、
保暖功用（图 8）。

穿着时，通常先穿上无袖上衣，之后再套上套袖。
套袖由一块长方形织布缝合而成：将织布于短边方
向对折，中间留出适宜长度形成开口，供双臂穿套，
将剩余的长边于内侧缝合，形成袖筒（图 9）。

2.2

无围合结构的片状形制

图 8 泰雅族传统套袖
Fig.8 Atayal traditional separate sleeves

图 10 泰雅族传统披肩
Fig.10 Atayal traditional shawls

2.2.1 披肩

披肩是泰雅族人着用率非常高的服装形制，男
女皆用，四季皆可，披挂于身体上作保护、保暖之用
（图 10）。披肩为简单的矩形织物，
受限于布幅尺寸，
往往由两块或三块布拼接而成。为了便于系缚，有

的在边角处缝有绑带；
没有绑带的，
将两角相系也可
（图 11）。穿戴时将披肩披挂于衣服最外侧，披挂方

图 9 泰雅族传统套袖形制解析
Fig.9 Analysis of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separate sleeves

图 11 泰雅族传统披肩形制解析
Fig.11 Analysis of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sh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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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样，可于颈后相系，置于身前；也可从右肩斜披

2.2.4 前遮片

至左腋下，于背后相系。
2.2.2 片裙

前遮片为男子穿戴，用于遮蔽下体，大致有两
种类型：一种呈长腰带形，穿着时于从后腰围至腹

片裙与披肩在形制上几无区别，只是着用方式

部，打结后，让剩余部分自然下垂，遮蔽下体；另一

不同，且为泰雅族女子着用（图 12）。片裙由两三块

种为一块长方形布片外加一条腰带，穿着时，先用

布片以长边于背面拼缝而成，如需要，可再用织带

腰带环绕腰部打结，之后将布片从腹部与腰带间穿

由正面缝于拼缝之上，覆盖拼缝。为便于系缚，可

出一半后对折，自然悬垂，遮挡下体（图 16）。

在边角处缝上绑带，穿着时将绑带系于左腰际（图
13）。泰雅族女子着装，也有穿两件片裙的情况。

图 12 泰雅族传统片裙
Fig.12 Atayal traditional skirts

图 16 泰雅族传统前遮片展开图
Fig.16 Patterns of Atayal traditional loincloth

2.2.5 护脚布

护脚布（图 17）由女子着用，为两块大小相同的

长方形布片于各自一上角分别接缝一条绑带制成
（图 18）。穿着时，用布片从前向后包裹小腿，之后
用绑带于上部缠绕系绑，
下摆后侧敞开。

图 13 泰雅族传统片裙形制解析
Fig.13 Analysis of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skirt

2.2.3 胸兜

胸兜（图 14）兼具遮蔽与装饰功能，通常为男子

穿戴，但在有的族群中男女皆用，但是存在差异：女
子的胸兜较大。胸兜主体为一块近正方形织布，将

图 17 泰雅族传统护脚布
Fig.17 Atayal traditional leggings

一角后折缝合，织布遂呈五边形，在折角后形成的
两角上各缝一条绑带，穿戴时系于颈后，在下方两
角上也各缝一条绑带，穿戴时系于背后，最下方的
角悬垂（图 15）。

图 14 泰雅族传统胸兜
Fig.14 Atayal traditional chest coverings

2.3

图 18 泰雅族传统护脚布形制解析
Fig.18 Analysis of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leggings

形制特征

泰雅族传统服装属于方衣系统，原始单纯，结
构异常简单，截断布幅直接缝合，没有省道，不表现
人体形态，左右对称，具有很强的平面性，直线感突
出 [8]，呈现单纯、率真的感觉，与泰雅族果敢勇武的
民族性格相得益彰。这些形制也反映了泰雅族人

图 15 泰雅族传统胸兜形制解析
Fig.15 Analysis of the shape of Atayal traditional chest covering

对于人体的天然认知，按照朴素的理解将人体分为
若干部分，针对各部分发展出相应的服装形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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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保护、保暖、遮羞等基本功能，
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男女着装方
式。男子典型着装方式为：上身着
无袖长上衣或长袖长上衣，内穿胸
兜，下身穿前遮片，将披肩围于身
前；女子典型穿搭方式为：上身穿
长袖短上衣，下身着一片裙或两片
裙，小腿系一对护脚布，披肩从右
肩斜披至左腋下（图 19）。

3

泰雅族传统服装装饰
简单直接的服装形制，更加激

发了泰雅族人装饰的欲望，也影响
着装饰表现。泰雅族传统服装的
装饰纷繁多彩，以移动式水平腰带
织机为重要工具，主要装饰技法为
缝缀、夹织、浮织和挑织，装饰元素
有色彩、
饰品、纹样等。

3.1

装饰技法

图 19 泰雅族传统着装方式
Fig.19 Atayal traditional dressing styles

定法则，
颜色跳跃，对比强烈，不施过渡。
3.2.2 饰品

缝缀，包括缀珠、缀扣、缀铃、缀流苏等。缀珠

泰雅族人喜欢用贝珠、纽扣、铜铃、流苏、织带

是用线将贝珠等串连起来后缝缀在衣服上，作为泰

等装饰服装。贝珠通常由砗磲贝壳磨制而成，泰雅

雅族标志性礼服的贝珠衣、贝珠裙等就主要采用这

族人并不掌握贝壳磨制工艺，只能通过与外族交换

种技法进行装饰。缀扣、缀铃、缀流苏即将纽扣、铃

获取。贝珠通常用线串起，以短线条的方式缝缀于

铛、流苏缝缀于衣服之上作为装饰（图 20）。

服装之上，线条之间相互平行，成条带状样貌；此
外，也有用贝珠沿服装边缘缝缀装饰的。纽扣是纯
粹的饰品，并不具有扣合功能，常为白色，缝缀于服
装上，装饰边缘或构成图案轮廓。铜铃经常用于末
端悬垂，丰富视觉效果兼制造声响，如沿上衣下摆
边缘缝缀一圈，或坠于流苏、垂带等的尾端。流苏
常用毛线等线材制作，也有贝珠串成的，多在服装

图 20 泰雅族传统缝缀方式
Fig.20 Atayal traditional stitching modes

夹织，是以斜纹织为基础，操作时背面向上，以

边缘缝缀、带饰末端缝缀或在布面上并排缝缀，营
造飘逸、摇曳的视觉效果。织带常见三种用法，一
是绲边，增强边缘线视觉效果；二是缝缀于拼缝之

有色线包住经线，再用纬线夹紧，织出几何形花纹；

上，遮蔽拼缝，形成线条；三是垂坠在服装下摆，营

浮织，以平织为基础，用纬线跨越经线之上显于表

造动感（图 21）。

面，经线受到遮挡沉在背面，由于要跨越多条经线，
浮织布不如夹织布紧实；挑织，整经均为平织法，以
有色的纬线，藉挑纱方式找开口，以弥补现有开口
的不足，
从而织出复杂的花纹[5]49。

3.2

装饰元素

3.2.1 色彩
长期生活于山林中的泰雅族人，对色彩有着自
己的独特认知。制作服装的苎麻布多为麻原有的
白色，而装饰用色则鲜艳明快、充满性格，白、黑、
红、黄、蓝、绿、紫等色彩均有运用，但红、白、黑所占
比重较大，红色更受青睐。在色彩搭配上，没有固

3.2.3 纹样

图 21 织带的常见用法
Fig.21 Common usages of webbing

泰雅族服装的纹样由织而生，于移动式水平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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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织机上操作完成。纹样基本为几何形式，高度抽

织就的苎麻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泰雅族传统服

象，不对现实世界进行写实描述。常用纹样单元有

装的形制，促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结构，还与形制

菱形纹、直线纹、折线纹、十字纹、点状纹等，这些单

一同影响着装饰表现。泰雅族传统服装单纯直接

元独立、变形或相互组合构成单位纹样，单位纹样

的形制与纷繁多彩的装饰对立统一，共同构建独特

再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延伸、延展出最终

的衣装风格，
衬托鲜明的民族性格。

纹样（图 22）。二方连续纹样线性特征显著，仿若条

如题所述，本文主要研究泰雅族传统服装的显

带，体现强烈的方向感；四方连续纹样基本由以菱

性要素，未涉及其隐性要素，如符号所指、象征意涵

形纹为主体的单位纹样循环构成，呈现平面特征，

等，但隐性要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由于泰雅族没

观感稳重。在呈现方式上，经常是不同的二方连续

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为口传面授，

纹样在水平方向平行排列，或遍布整件服装，或装

代代相传难免走样，加之饱受外来文化冲击等，个

饰于特定区域，如上衣的前身下部、背面胸线以下

中意义逐渐湮没于时间长河，研究工作困难重重。

部分、袖口附近、袖圈附近等；二方连续纹样也有在

一些先驱人物对传统服装隐性要素进行了初步探

垂直方向排列的情况，但通常位于上衣大身，如纵

索，如巴义慈神父认为织布上的纹路是象形文字，

贯前身、排列于前身及后身胸线以上部位等；四方

并对其所指进行解读；学者悠兰·多又认为菱形纹

连续纹样则是在较大面积上铺陈，如以底纹形式遍

象征祖灵之眼[11]，但是这些解读缺乏坚实的佐证支

布披肩、
胸兜表面，
布满衣身胸线以上部分等。

撑，
也未形成理论体系，
研究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此
外，
当代泰雅族人也在不断给予传统服装新的诠释，
在这样的语境下，研究的重点是阐释过去还是立足
当下亦或面向未来，
也成为一个值得思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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