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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山族群服饰中盘扣艺术特征分析
张 钰，郭春丽，陈东生
（江西服装设计学院 a.服装设计学院；
b.中华服饰文化中心，南昌 330201）
摘 要：[研究意义]盘扣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记忆，是关联着各族文化的纽带。了解台湾高山族群服饰中盘扣造型特
征，挖掘其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一脉相连之处，促进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利于民族团结融合。[研究方法]通过相关文献
及服饰实例采集，分析高山族服饰盘扣的造型特征、变化规律及艺术特征。[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高山族不同族
群的系扣方式不同，盘扣造型各异，具有族群鲜明的民族崇拜信仰和文化传承色彩，在盘扣造型艺术特征表达上与汉文
化融合的同时保留了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这种文化融合是社会变迁、
民族交融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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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rog Buttons in Costumes of
Gaoshan Ethnic Group in Taiwan
ZHANG Yu, GUO Chunli, CHEN Dongsheng

(a.School of Fashion Design;b.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Nanchang 33020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frog button is th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cultural ties of all eth⁃
nic groups. This research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rog buttons in the costumes of GaoShan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and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hes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facilitate national unity and integration.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lothing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changing rule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utton of GaoShan nation⁃
ality clothing.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ifferent GaoShan tribes have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buttoning, Chinese frog button
shapes are different and with distinct ethnic groups of national worship beliefs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lor.While integrating with
the Han cultur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rog button arts, it retains the uniqueness of its national cul⁃
ture. This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formed by social changes and national blending.
Key words: Gaoshan ethnic group; Chinese frog button art; Cultural integration

在中华民族服饰文化长河中，盘扣作为古老的

俗，为深化台湾高山族群服饰文化与祖国各民族之

服饰元素，具有标志性的外观特征及文化内涵，是

间的关联性，由传统系扣入手，从盘扣的造型元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

特征、来源、象征性、制作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高山

体。人们通常将盘扣元素与满族旗袍相联，但其在

族盘扣造型元素的由来及变化规律，尝试从传统服

各民族服饰中都占据着重要的文化象征性，是各民

饰元素根源挖掘中华民族的脉系。

族服饰文化牵系的纽带。目前多以研究盘扣历史

1

变迁、传统文化溯源、工艺制作、跨界创新设计等相

台湾高山族群服饰中盘扣艺术的表征

台湾高山族是一个多源化民族，主要分为 16

关的文献资料，研究民族服饰中盘扣艺术特征与民

个族群。因居住环境位于亚热带气候，环海多山，

族之间文化融合的关联性不够深入。本文以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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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最具特色是琵琶襟和方襟，具有汉服传统

服饰的刺绣上，是身份的表征。因此在盘扣的造型

标志的交领、右衽、对襟、系带等，从中可看出高山

上亦采用了百步蛇的外观，
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

族服饰深受汉服文化的影响。清代开山抚番后，与

蛇形竹节式，
另一种是蛇形波浪纹式盘扣，
如表 1。

汉人贸易来往频繁，促进汉族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
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高山族服饰
与汉族服饰关联性更加密切。盘扣作为中国服饰
文化中古老传统的扣门元素，在高山族服饰中有着

表 1 高山族群盘扣造型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buttons of Gaoshan nationality
group
造型
分类

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高山族人通过服饰呈现着
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和寓意，在盘扣的造型特征和内

直扣

涵表现中突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1.1

高山族盘扣造型元素
高山族群服饰中，卑

南人、阿美人、噶玛兰人、

样式

门襟样式 族群名称

作
用

卑南人、
对 襟 、琵 阿 美 人 、
实
琶 襟 、方 噶 玛 兰
用
襟
人 、撒 奇
莱雅人等

蛇形
竹节
式

对 襟 、方
排湾人
襟

蛇形
波浪
纹

对 襟 、琵
鲁凯人、 装
琶 襟 、方
排湾人
饰
襟

装
饰

高山族直扣

撒奇莱雅人等服饰中直
扣是常见的的盘扣造型，
主要运用在门襟样式为

传统民族服饰直扣

对襟、方襟的常服和琵琶

图 1 直扣造型结构对比
Structure comparison of
straight buckle

（1）蛇形竹节式：如图 4，以蛇形卷曲的尾部为

襟盛装款式上，如表 1，起 Fig.1

盘扣盘花的主要造型，镜像对称的结构，运用线绳

性作用。高山族直扣的款式与汉服传统服饰中常

成竹节样式。蛇形竹节式盘扣在款式形式上分为

规直扣的造型一致，盘扣结构特征为：盘纽、扣门和

基本单元短款、中长款、长款，短款盘花为卷曲的蛇

盘花，直扣盘纽以同一材质的线绳编结成结扣，如

尾，连接纽襻或结饰，形成蛇形基本外观，简洁明

到固定及开扣门的实用

图 1，贵族服装中盘纽采用贝壳、珠扣等其他名贵的

材质，缝制链接盘花。如图 2，撒奇莱雅人男上衣款

式中的直扣与云南泸西彝族女坎肩的直扣两者之
间从造型结构上如出一辙。

将整体捆绑定形，概括呈现百步蛇身上的纹理，形

了；中长款两端以蛇尾卷曲为造型，中间捆绑分 3

节，强调百步蛇纹理；长款造型在中长款的基础上
延申，扣门一端延长 3 节，卷尾之间增至 5 节或更

多，体现了族人对百步蛇的虔诚崇拜、敬仰及无限
美好的祝愿都心系其中。这种蛇形盘扣是排湾人
贵族服饰中常见的盘扣造型结构，从造型形式美感
上颇有比例美、节奏美的韵律，在服装中强化了百
步蛇的造型特征，但这种竹节式不是一成不变，排
列有不同的变化，
具有浓郁的排湾人色彩。
（2）蛇形波浪纹：外观以蛇尾卷曲，蛇身连续回

图 2 撒奇莱雅人男上衣与云南泸西彝族女坎肩
Fig.2 Sakizaya men's coat and female vest of Yi people in Luxi of
Yunnan Province

纹波浪为盘扣的盘花造型元素，结构为水平镜像

排湾相邻，两族群的服饰

饰性、象征性，常出现在鲁凯人、排湾人的盛装中。

众多族群中，鲁凯与

式。蛇形波浪纹造型表现与竹节式所呈现出的视
觉风格不同，其表现形式更加华丽，具有突出的装

文化历经时光的融合与同
化，服饰穿着款式与习俗
非常接近。两族群皆崇拜
百步蛇，排湾人自称是灵
蛇的子孙，鲁凯人认为百
步蛇是守护神。如图 3，蛇

形图案是贵族特有的纹
图 3 蛇形图
Fig.3 The design with the pat⁃
tern of snakes

饰，将其用在住屋的雕刻、
身体刺青、陶壶的纹饰及

图 4 排湾人服饰中蛇形竹节式盘扣
Fig.4 Chinese button with snake body and bamboo joint in the cos⁃
tume of the Paiw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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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鲁凯人对百步蛇崇拜是将其视为朋友，认为祖
居地是大武山群某处，人死后灵魂要回归大武山，
同时受服制等级限制，贵族的盛装色彩斑斓，饰品
琳琅满目，常服和盛装虽款式相同，但盛装色彩鲜
艳图案精致配饰繁多（图 5）。因此蛇形波浪纹盘扣
的材质、色彩、装饰纹理有着多样的变化，以至区分
细化。

图 7 彝族女上衣
Fig.7 Yi women's blouse

图 9 卑南人男长袖上衣
Fig.9 Puyuma men's long sleeve coat

图 8 满族对襟男坎肩
Fig.8 Manchu men⁃
waistcoat

图 10 琵琶襟女坎肩
Fig.10 Lady's vest
with
Pipa
placket

(图片来源北京服装学院服饰博物馆网站)

图55 鲁凯人服饰中蛇形波浪纹盘扣样式
鲁 凯 人 服饰 中 蛇 形 波 浪 纹 盘扣 样 式
图
Fig.°5°Snake-like°wavy°Pattern°of°Chinese°°buttons°in°the°
Fig.5 Snakelike
wavy pattern of Chinese buttons in the clothing
clothing°of°The°Rukai°people

对襟单扣等距排列方式，由于民族文化习俗及上衣

1.2 盘扣排列布局

的变化。

of the Rukai People

中国传统民族服饰中盘扣的排列布局与款式
门襟的造型有关，根据门襟的形状和开门形式分布
盘扣的位置。高山族群服装门襟的造型主要有对
襟、方襟、琵琶襟等，盘扣依附于门襟形状走势。在
高山族的图文史料中我们可以寻找其排列的规律，
从中发现高山族人在服饰中的美感表达，以满族、

款式长度所致，盘扣的数量、间距距离发生了不同
除对襟单扣等距排列外，针对琵琶襟款式采取
单扣定位排列，如图 9 卑南人男长袖上衣，根据门

襟的走势将盘扣固定在领口、开襟长边中段、门襟
转折处，定位排列的特征在于直扣的固定角度，在
门襟上下口转折处直扣呈 45°对应固定。直扣角度

固定不仅有利于人体运动姿态下门襟与衣身走势

彝族与高山族服饰中盘扣的排列布局特征进行对

的协调性，从排列美感上卑南族琵琶襟直扣排列视

比分析，突显民族服饰之间的相似之处，追溯中华

觉上产生了活泼自由的形式美感，体现了高山族人

民族之间血脉相传的文化融合，可从以下几点进行

的热情、活力的民族色彩。与之相比，如图 10 满族

分析。

琵琶襟直扣定位与琵琶襟轮廓呈垂直或水平排列，

1.2.1 单扣排列

两者在排列属性上一致，满族琵琶襟直扣的排列方

传 统 服 饰

式更加的含蓄稳定。不同的定位排列方式体现了

中 ，盘 扣 作 为 主

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俗习惯，突显各民族文化

要的系扣方式，

特色的差异性。

在服装中单扣等

1.2.2 组合扣排列

距排列最为常

在高山族服饰盘扣排列布局中组合扣排列主要

见。主要用于对

运用在贵族盛装款式中，
以卑南人、
阿美人、
凯鲁人和

襟开扣门的常服

排湾人服饰最具特色，
门襟以对襟、
琵琶襟、
方襟为款

和盛装款式中，
起到便于开闭门 Fig.6

图 6 排湾人男士无袖上衣
Men's sleeveless shirt of the Paiwan

的功能性同时具有装饰性。高山族服装上衣短款
居多，衣长及腰节，如图 6 排湾人男士无袖上衣中
盘扣排列从领口开始，根据盘扣的形状大小排列
3-5 对盘扣，间距相等，最后一对离衣摆边缘适当距
离，单扣等距排列的盘扣与门襟垂直相交，给人以

式特征。
卑南人、阿美人的服装以对襟款式为主，领口、
门襟、下摆都加以撞色，镶边、滚边元素，强化款式
整体结构。组合扣排列方式是领口单扣，衣身门襟
双扣 2 对等间距分布，在整体效果中呈现画龙点睛
之笔，
如图 11（见下页）。

凯鲁人和排湾人盛装款式相似，门襟的装饰元

聚焦、强调视线的作用。服装属对称式结构，从整

素华丽，图案、拼接、滚边等元素，强调服装的整体

体视觉上稳重、坚定、平和的美感。这种排列结构

风格，如图 11 鲁凯人男上半身穿长袖短上衣，前襟

在其他传统民族服饰中亦很常见，如图 7 彝族女上

衣、图 8 满族对襟男坎肩,在盘扣的排列方式上皆为

右方多一块绣片，类似琵琶襟，领口 1 对，琵琶襟右

上转折延边水平垂直排列 1 对，右下转折水平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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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盘纽采用贝壳扣、珠扣等材料，用料的讲究体
现了贵族盛装的华丽和精致。不管是直扣还是蛇
形波浪形盘扣都呈现了这一天然古朴材质承载下
体现的自然美，与服装整体材质相融合浑然一体。
卑南人男子上衣
Puyuma men's long sleeve coat

棉布材料常用来制作的直扣，使用在常服中，从外
观视觉上给人以统
一简洁之美，没有过
多华丽的装饰，主要
呈现扣结的实用价

阿美人女子上衣
Amis women's long sleeve coat

值。除了麻和棉布
之外，排湾人的蛇形 Pig.14
竹节式盘扣的制作

图 14 排湾人服饰盘扣
Chinese buttons of Paiwan peo⁃
ple's clothing

材料是毛线，如图 14，将毛线编织扎结形成不同样
式，与服装的材质产生强烈的对比，突出盘扣的造
鲁凯人男子上衣
Rukai men's long sleeve coat
图 11 高山族服装中的组合扣
Fig.11 Combined buttons in Gaoshan costume

型与材料的质感。
高山族人的传统手工艺技术并不发达，早期依
赖妇女手工制造，纺织服装制作方面以织布、编织、

2 对 ，如 图 12 鲁 凯

夹织和刺绣为主。服装款式、系扣方式、盘扣的造

对 ，斜 方 襟 转 折 1

失，着力于在服饰的制作及样式变化上行进更多的

2 对，整体排列随门

以编织、夹织和绑绳为主要工艺手法。夹织是鲁凯

人女子长衣，领口 1

型受到汉装的影响，因此传统的织布技术逐渐消

对，腋下 1 对，侧挡

尝试和实践。高山族人服饰盘扣的制作方式主要
人的传统技法，是在织布或编织的过程中加入不同

襟结构走势而变

颜色的线以构成纹饰。在鲁凯人和排湾人的盘扣

化 ，盘 扣 之 间 的 排

制作中常见夹色编织而成色彩鲜艳的蛇形盘扣，是

列富有节奏韵律，
为服装增添了灵动
性。

1.3

图 12 鲁凯人女子长衣
Pig.12 Rukai women's long coat

盘扣的制作材料与工艺
常见的传统花式盘扣制作材料多采用真丝面

料，经过造型设计、裁剪、烫条、盘头，塞芯、整形等
工序制作而成。高山族盘扣的制作材料与之不同，
麻是高山族人传统生产原材料，麻布或自织布是高
山族人主要的服饰材料，后受外来影响出现了与汉
人交易的棉布、绸缎、毛线等材质，棉布与毛线逐渐
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原料。因此在高山族
人的服装装饰中运用麻线编制制作的饰品繁多，同
时在盘扣的制作上亦是以麻线、棉布、毛线为主要
的制作材料。如图 13 鲁凯人服饰中盘扣的盘花和
盘扭部分都是运用了麻编织而成的，材质肌理质感

贵族盛装穿着中的精美扣饰。

1.4

色彩表现
盘扣作为传统

服装中系扣的主要
元素，色彩起到了重
要的视觉作用，呈现
了盘扣的整体造型
及特殊的色彩寓
图 15 阿美人男上衣和卑南人女上衣
盘扣
饰等级限制，平民的 Pig.15 Chinese buttons on the Amis
men's coat and Puyuma wom⁃
服装较为朴实简单，
en's coat

意。受高山族人服

盘扣的颜色以单色

直扣为主，如图 15，以阿美人男上衣和卑南人女上
衣为例，服装皆为藏青色，盘扣造型为直扣，阿美人

服装中盘扣为白色突出盘扣与服装色彩之间的对
比关系，强烈奔放；卑南人服装中盘扣为同类色，统
一而含蓄，充分体现了两族群性格观念、生活习俗
的差异性。

图 13 鲁凯人服饰盘扣
Pig.13 Chinese buttons of Rukai people's clothing

高山族人以鲁凯人和排湾人的盘扣造型尤具
代表性，皆以民族崇拜的百步蛇为原型，服饰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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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黄、黑，如图 5、13、14，盘扣在色彩上以麻线的

从服饰盘扣艺术共性出发进行采集分析，并与满

土黄色为基本色调，绿色红色夹色编织，毛线材质

族、彝族的服饰盘扣进行了对比，探究高山族服饰

的盘扣色彩上更加的鲜明，形成鲜艳华丽的色彩对

盘扣艺术内涵与各民族之间同承一脉的关联性，分

比，也有以百步蛇的颜色纹理为主要配色方式，如

析其独有的文化特征，梳理了高山族群服饰中盘扣

图 16 以黑色为基调土黄和红色夹色编织，强调盘

艺术的表现形式，促进高山族服饰文化深入研究进

扣的元素造型之外，更从色彩上体现对百步蛇的崇

程，拓展块面化、多元化的研究方向，为后期研究的

拜寓意，
使得服装元素丰富饱满，
整体性更加明确。

开展做好资料整理和铺垫作用。由于高山族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因素，研究信息不够全面，研究
基础条件在于有限的国内外文献材料和一部分民

图 16 鲁凯人、
排湾人盘扣常见的色彩搭配
Pig.16 Common color matching of Chinese button of Rukai and Pai⁃
w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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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族盘扣特征的形成分析

高山族各个族群具有鲜明的部落文化色彩，各
族群之间有很强的独特性和包容性，服饰穿着方式
由于地理气候，披挂穿搭的款式较多，以绑带作为
主要的系扣方式。随着社会变迁，台湾中部及东南
沿海区域的族群深受外来文化影响，以清代抚番为
分界点，在面料、款式、材料、制作工艺上对高山族
服饰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传统手工艺技术的替代，
面料、款式逐渐汉化，但保留了高山族服饰根本的
民族信仰与崇拜。
其中，鲁凯人与排湾人相邻，经历了融合与同
化在服饰和生活习俗上极为相似。鲁凯人的服饰
在高山族群中属佼佼者，其色彩艳丽，手工精巧，因
此在服饰汉化的过程中，两族人的盘扣艺术表现最
能体现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他们都崇拜百步蛇，
盘扣的造型皆以百步蛇为灵感来源，从造型结构、
制作纹理无不体现对百步蛇的崇拜与寄托。但两
族人对百步蛇崇拜的理念不同，因此盘扣的蛇形变
化特征、制作材料、结构都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具
有两族人特色各异的蛇形盘扣造型。在盘扣的造
型艺术表现上采用了寓意仿生和变形手法，强调盘
扣造型的神似，结构采用对称式，充分体现了中华
服饰文化中传统，蕴含，稳定的审美思想。从中我
们可以看出，高山族人对自我民族的坚定信念和独
特的艺术创造力。

3

结语
高山族是中华民族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拥有众

多族群，现今仍保留着各族群传统的服饰文化与历
史变迁的痕迹。通过对高山族群服饰文化的了解，

族服饰实物考察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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