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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高山族共有16个族群,每个族群有着独特的原始装饰艺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南部族群

之一的鲁凯族群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和相关资料整理分析,了解高山族的文化生活和艺术形貌,分析和探讨族群

传统服饰艺术的形制、色彩运用、纹样内涵及工艺特点,挖掘衣饰文化成因及影响因素,在传承中创新和发扬这一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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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为了了解文化和地

景,保留人们所需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并传承到下一

代,另一方面,遗产是一种经过试验后的遗产工业,为
了商业目的,对过去进行开发和操控[1]。遗产具有文

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在我国已经公布的四批“非遗”代
表性项目名录中,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为613项,占总

数的45%,因而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性尤为突出[2]。
台湾高山族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形成了独

特的原始艺术。
“原始艺术”一词指的是题材选择和画面处理追求

明显的稚拙感和质朴感的原始意味[3]。台湾高山族形

成了丰富多样的原始艺术形态,艺术和实用工艺常常

结合在一起。人们在日常用品如纺织、编篮、造船、制
陶、木雕的形制(大小、颜色、形状、线条)与装饰和变化

中,找到美感。多数的书籍和文献中对于台湾原住民

的研究角度比较广泛,然而做族群细分研究的不是很

多,被我们统一称为高山族的台湾少数民族内部,是有

很多族群差异的。服饰这一最易体现民族特征的形式

在高山族各族群中更是独具一格。通过服饰所体现的

文化可以探寻不同族群的文化内涵和设计审美的程

度,因而以南部代表性的鲁凯族群服装饰品为研究入

口展开论述。
鲁凯族群主要分布在台湾南部中央山脉东西两

侧,约一万多人,是服饰艺术相对发达的族群之一。服

饰有地位高低之分,在服装和装饰品上都有限制,不能

随意穿戴。贵族和头目享有常服加纹绣,穿绣色艳丽

的套裤的特权。衣饰中有太阳形纹、兽形纹(蛇、豹、鹿
等)、人形纹、植物形纹、几何形纹等专有图案纹样。而

平民的着装比较朴素,不能逾越社会制度。

1 男子服装

鲁凯族群的常服有长袖对襟上衣、黑头巾、腰裙或

短裤、套裤等,盛装多是刺绣华丽的纹饰[4]。色彩、图
案多运用深、艳对比色,视觉效果强烈[5]。男子日常衣

服为头巾、上衣、腰裙、皮雨衣、鹿皮衣、皮帽、火药袋、
鹿皮套裤等[6]。

1.1 男子短上衣

选取2件具有代表性的男子长袖短衣(见图1、图

2)都是长袖齐腰,无领,在对襟的左襟边上加饰一宽10
余厘米的绣花襟边,形成右衽,与清代满族的琵琶襟较

类似,4粒扣子,分别系于领部、右襟的左上部和左边

缘,用来固定领部和门襟。两边侧缝下端留有5cm左

右的开衩。衣服上刺绣精致,形成了几个面,分布于领

盘、门襟、盘肩、两衩和袖口。色彩上多用橙色、黄色和

红色等近似的暖色系,在黑色的底布上十分醒目突出。
刺绣的纹样上有菱形纹、涡纹、折线纹、八角花叶纹、花
形纹、四叶花纹,在各个绣片上呈四方连续分布。其中

菱形纹是几何化的蛇纹,源自于鲁凯族群对于百步蛇

的图腾崇拜。另外,在绣片边缘钉上铝片也是鲁凯族

服饰中常见的装饰手法。

1.2 男子短裙

图3这件男子短裙从款式上类似我们现在的加腰

活褶裙,整个裙片,用腰间的袋子连接固定。通常短裙

穿于后敞裤里面,腰部为系带式,整体为一片裙,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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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头。穿着方式是从后面围裹到前面,以同后敞裤的

前裤片一起包覆人体。两侧开口处并不缝合,使之围

绕身体,裙身为黑色,在腰带下方刺绣了由红、橙、黄色

的暖色系组成的变形折线图案,为蛇纹变形。搭配绿

色的横线,作为腰部突出的装饰。

图1 男子长袖短衣(尺寸41cm×136cm)

图2 男子长袖短衣(尺寸41cm×125cm)

图3 鲁凯族男子短裙(尺寸63cm×103cm)

图4 鲁凯族男子后敞裤及局部 (尺寸80cm×57cm)

1.3 男子后敞裤

图4所示的后敞裤为全部展开的裤片,相比我们

现代穿的裤子,只有前裤片和腰头。都是黑布做底,在

裤子的左右片纵向帖缝有7道宽1.5cm的黑色棉布

条,腰头上面同样横着3道,上面有黄、橙、米3色相间

的折线刺绣花纹,此纹样为蛇纹的抽象形式。花纹边

缘为锁链绣,折线纹为缎面绣,缎面绣是鲁凯族群独特

的绣法。在装饰带的周围紧密地缝缀着铝片,直径约1
cm,共660个。一直以来铝片装饰也是鲁凯族服饰的

特色。裤子的腰部上缘加缝1条黄、红、蓝3色毛编绑

带,两端用来系于腰部。原为在脚口和膝盖的两侧各

缝一个绑带将裤子系于腿后固定,现已脱落,改为在下

口两侧缝暗扣的方式环绕脚口相扣固定。

2 女子服装

女性日常衣服为头巾、女长袍、腰裙、膝裤、女用网

袋、雨衣、手套等。

2.1 女子长裙

图5所示的长裙为裙片折叠放置,于左侧开口。
裙身为两片,中间破缝。裙子底色为米色棉布,上端为

加腰,下边缘有宽度约15cm的帖绣装饰边。做法为

将黑色布上挖空剪出四片花叶纹和涡形纹,再放于底

部上,将挖空处的边缘与底部用毛边绣缝合绣制在一

起。通过裙片上的两色对比,更凸显出图案。此处将

蛇纹抽象为卷曲的涡纹,在下摆处作二方连续分布。

图5 女子长裙(尺寸70cm×85cm)

2.2 女子上衣

图6的女子上衣款式同男子短上衣是有区分的,
长度在腰臀之间,前后衣身均从中线分开为对称的左

右两片。无领,虽然也是右衽,但是前门襟处的衣襟为

曲线开至腋下部位,4粒扣子分别系于领口、右侧门襟

上部和右侧边缘处,左边侧缝下端开衩。衣服底布为

蓝色,在领缘、前襟、盘肩、袖口和侧缝前后边缘处均绣

有宽的装饰面,上面用黄、绿、红3色绣出了八角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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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此纹样是鲁凯族群标示度很高的特有纹样。中间

形成十字纹,十字纹象征太阳,是日月崇拜的表现。

图6 女子上衣

2.3 女子长衣和护脚布

图7的女子长衣是由黑色绒布做底布缝制而成

的,款式上沿袭了汉族的大襟衫,无领,右衽,为了方便

行走,侧缝两侧下端开衩。在领口、右襟左上部和腋下

应有4粒纽扣,但是实物上面纽扣已经脱离,长衣的开

衩很高,里面有长裙等衣物搭配穿着。工艺上采用了

十字绣和边缘装饰绣,在领沿、袖口、右襟片、前后侧缝

的前背面及后中位置有装饰刺绣纹样。纹样以红、绿、
黄3色搭配,有八角花形纹、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
四叶及八叶花瓣纹、方格形、X形纹等。刺绣边缘有铝

片装饰共424个,左右打孔用黑线钉缝。
图8是女子护脚布,在黑色绒布上用十字绣以红、

绿、黄3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在下摆和左或右下侧刺绣

纹样,纹样的外边缘由菱形纹、方格纹和三角纹嵌套组

合而成的图形进行二方连续排列而成。菱形是中心对

称图形,对角线是其中心轴线,左右两部分分别以它为

对称轴,造就了菱形均衡又不失动感的形式美感[7]。
内边缘是四叶花瓣形纹样左右对称的图形,颜色上黄、
红、绿3色交替呈二方连续排列。内层为波浪线来界

定边缘,波浪线是蛇纹的变形。
鲁凯族传统服饰具有独特的特征,同时作为高山

族原住民的一个族群有些是相同或相似的服装形制。
服饰的背后传递出族群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特质。文化

的形成有些是族群本身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制约

的,有些是外界的影响和文化变迁导致的。在此探讨

形成族群服饰特征的文化内涵及影响因素。

图7 鲁凯族女子长衣(尺寸95cm×140cm)

图8 鲁凯族女子护脚布(尺寸37cm×31.5cm)

3 鲁凯族群服饰的文化内涵及影响因素

3.1 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

由于台湾气候温暖,高山族从前多是和世界上许

多原始民族一样,赤身裸体,喜欢在自己的身上做修

饰,如文身、冠耳、除毛等[8]。从鲁凯族群的衣饰可以

看出高山族的服装都很单薄,裤装为半片,男女着裙,
披肩可以在夜间当被子盖,可见高山族的服装,装饰性

远远大于功能性。衣服的款式很简单,然而由于等级

制度的区分,头目和贵族衣饰十分华丽丰富,具有显示

荣耀与地位的标志。
由于高山族最初的生活生产方式很原始,使得他

们仅能就地取材,传统的服装材料都选用苎麻,鲁凯族

群和其他7个族群的布料染色都选择用植物白叶薯榔

为染料[9]。一些皮革类的服装材料来源于族人狩猎所

得。

3.2 等级社会和传统习俗

1902~1903年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

地区的人类学调查,是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早期人类

学调查活动之一。基于此次调查,鸟居提出了田野与

文献相结合,注重文化风俗研究等新的见解[10]。南部

鲁凯人与排湾人一样拥有严谨的社会制度,分为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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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勇士、平民4个世袭等级[11]。头目和贵族享有

常服加纹绣,穿绣色艳丽的套裤的特权。在鲁凯族群

百合花被看作圣洁的象征,是独具特色的一种头饰,只
有贵族阶级才能佩戴。高山族群比较尚勇,英勇善战

的勇士们头饰中有独特的山猪牙,山猪牙的大小用以

彰显勇士的勇武,有时也装饰在手臂上。
衣饰 同 时 具 有 社 会 功 能,体 现 族 群 的 传 统 风

俗[12]。衣饰的社会功能有氏族、婚姻、宗教、年节等。
各个族群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崇拜,同样影响

着服饰的文化表现形式。如在鲁凯族群的纹样中出现

较多的菱形纹、涡纹、折线纹都是源于对于百步蛇的崇

拜,十字纹则是表示对日月的崇拜。

3.3 殖民统治和时代变迁

1624~1662年台湾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1895年

后的50年内又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殖民统治时期,
一方面造成了高山族原有传统文化的被迫干扰和流

失,另一方面民族间的文化互相影响,也带来了一些新

的技艺与生产的发展。在同荷兰、日本的物品交换的

形式下,琉璃珠、棉布、毛线等服饰的材料和装饰品被

族群利用起来,丰富了原来的服饰材料和工艺。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居民的影响

下,原本闭塞的山地居民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

可以买到现成的布料和服饰用品,加工变得简单,然而

传统的文化传承如何延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3.4 异族文化的融入传播

从鲁凯族群的传统服装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清代大陆汉民服装形制的影子。随着清代大量汉民移

居台湾,精湛的纺织技艺也被原住族群所学习和效仿。
鲁凯族群的男子短上衣就是采用了汉服的标志性右

衽,无领、开衩、盘扣等形式,汉服喜在领沿、袖口、下摆

等处多道镶滚刺绣,短上衣也是仿效了此种形式,只是

宽窄上有些许区别,纹样沿用族群的传统纹样。女子

长衣也是如此,仿效汉民的大襟衫。大陆服饰文化的

融入使原住民族群的服装形制产生了改变,同时带动

了服装加工工艺的进步。
如今,如何在新时代继承并发扬原住民的传统服

饰文化,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库,是一件紧迫的

事情。艺术虽然有传承的一面,但是简单的复制不可

取,要有创新。然而传统文化中的形式与内涵是创造

出独具特色的知识与技巧的源动力。以鲁凯族群的传

统文化内涵为基础,以现代的设计方法来做创新发展

是正确的方向。

4 结语

高山族鲁凯族群的服饰有着明确的阶级等级制

度,服装用色上多以黑色布为主要颜色,上面常以红、
橙、黄色系的暖色来织绣纹样,服装形制上受到大陆汉

民迁入的影响,一些服装款式仿效了清代汉民的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外族影响,传统需要织制的麻布料

被棉布和化学纤维布料代替。如何在新的形式下,去
传承和发扬高山族传统的服饰文化和工艺,又能够满

足现代的审美和需求,做好高山族族群非遗的保护和

发展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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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PlanningPlatformBasedonSaaSMode

JIAPei-hao
(SchoolofComputerScience,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600,China)

  Abstract:Aimingattheinformatizationproblemsofsmallandmedium-sizedswimwearmanufacturersinJinjiang,aswimsuiten-

terpriseresourceplanningplatformwasproposed.RelyingontheSaaSmodel,theplatformprovidedenterpriseswithcost-effective

swimwear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services,andeffectivelysolvedtheinformatizationproblemscausedbyshortageoftalentsand

lackoffundsinsmallandmedium-sizedswimwearmanufacturers.Atthesametime,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SaaSmulti-tenan-

cy,theplatformusedenterpriseresourcestoshareinformationinareasonableandlegalmanner,realizedtheinteroperabilityofprod-

uctordersbetweenenterprises,andfacilitatedcollaborationbetweenenterprises,toachieveawin-wineconomy.

Keywords:SaaSmode;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platform;information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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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ApplicationoftheElementofChuPhoenixinModernClothingDesign
ZHAOAi-xi,GUOFeng-qiu*

(SchoolofFashion,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InordertomaketheChuphoenixelementachievebetterdesigneffectinmodernclothingdesignandgainmoreatten-

tion,questionnairewasestablishedonthebasisoftheoreticalresearch.Throughprocessingandanalyzingthesurveydata,itwasfound

thatrespondentshadarelativelyshallowunderstandingfortheelementofChuphoenix.ItwasnecessaryforChuPhoenixelementto

spreadthroughclothingdesign.Therespondentshadobviouspreferenceonstyleandcolorofclothing.Accordingtotheresearchre-

sults,therespondents'designpreferencesweresummarized.Combingwithtypicalapplicationcases,thedesignpracticewascarried

out.IthadaguidingroleintheintegrationofChuPhoenixelementsintomodernclothingdesign.

Keywords:Chuphoenix;modernclothingdesign;creativ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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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TraditionalCostumesofLukaiEthnic
GroupofTaiwan'sGaoshanNationalityfromNon-heritagePerspective

ZHOULi-yan
(ShenyangAerospaceUniversity,Shenyang110034,China)

  Abstract:Taiwan'sGaoshannationalityhad16ethnicgroups,eachofwhichhaditsownuniqueprimitivedecorativeart,formeda

uniqueartform.TakingLukaiethnicgroupasbreakthroughpoint,throughon-the-spot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relevantdata,the

culturallifeandartisticappearanceoftheaborigineswereunderstood.Theform,colorapplication,patternconnotationandtechnolog-

icalcharacteristicsoftraditionalethnicartwereanalyzedandexplored.Theforma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costumeculturewere

excavated,toinnovateanddevelopthisculturaltreasure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Lukaiethnicgroup;costumeart;connotation;influencingfactor;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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