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展出單位：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中華服飾文化中心

展出日期：
103 年 8 月 8 日至 11 月 9 日

展示地點：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常設展廳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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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居住於花蓮一帶，盛裝仍屬方衣形制，婦女以

長型織布縫製袖套，或用白色棉布在手臂及袖口縫上有

色彩的織紋，穿戴成外套式上衣，內加菱形式胸兜，下

身則圍兩片式的長裙、護腳套、頭飾、頸練等裝飾，並

繫上紅藍色腰帶，長裙色彩選擇以素白色，在織布時挑

織以紅、藍、綠、褐色小菱形彩紋，族人常敘說這是祖

靈的眼睛，有保護、避邪作用的涵義。男士以無領無袖

白色長型方衣配紅色或有粉色的織紋或菱形紋飾，下襬

則有流蘇裝飾，長者並戴上獸角頭帽。

賽德克族的織布工藝相當地精巧，若是女生不會織布

就不能紋面，不能夠婚嫁。

賽德克族族人穿戴白色有袖長衣，其下襬織有紋飾且

男女通穿，服飾穿戴時披上披肩、頭飾。女士服飾顏

色以紅、藍相間為主，以長袖短上衣搭配一片式圍

裙、腳套、額飾、項鍊等。部落族人早期於日治時代，

穿著以花布和織布縫製成短上衣，前片形成倒 T 型的

圖案，並加縫錢幣與貝珠。另外亦有婦女以兩片織布

披肩交疊披掛在肩上，腰間繫綁腰帶，再穿上短衣外

套，今在南投地區的賽德克族部落尚可找到真相。

泰雅族群分佈最為廣泛，早期分為

八個系統 。穿戴仍屬方衣形制，也

是方衣穿戴最多最傳統的族群。泰

雅族大致穿著白色長袖上衣（男女

皆可穿戴）；長衣中又有珠衣及以

夾織法織成的禮服，男士珠衣、珠

裙最為珍貴，但在部落中幾乎已不

見蹤影。泰雅傳統服飾形制是綜合

縫製式及披掛式穿戴。披肩對泰雅

族人來說則是一種多功能又實用的

重要服飾，男女皆可披戴。

女士上衣有長衣及短衣兩種；長衣

長及膝部，而短衣僅約腰部；服飾

大都採用鮮豔紅色條紋及黑色條

紋，且橫紋、直條紋均用之、女士

胸兜穿內穿外均可，穿著較為活潑；

祖靈祭典盛裝為上衣、圍裙、胸兜、

披肩、綁腳、額頭帶、項鍊等。穿

戴形樣、紋樣織法、色彩因區域不

同自然形成不同穿戴的呈現。

排灣族分布於屏東、高雄一帶，傳統服飾應用大致可

以分為夾織、刺繡、綴珠、和貼飾等。「夾織」是傳

統的織布技法，在織布的過程中夾入不同顏色的緯線

來構成紋飾。排灣族是個階級分明的族群，擁有頭目、

貴族、勇士、平民等階級制度，貴族特權在衣飾文

化上的表現非常鮮明，例如人頭紋、百步蛇紋，飾品

如琉璃珠，並且在服裝的色澤上、刺繡上來表示其地

位。在過去傳統排灣族的盛裝與常服形制上基本是相

同的，差別在於刺繡和夾織，盛裝時的穿著以刺繡各

種紋飾的上衣、綁腿、長裙和手、足套等。傳統服飾

的用途在於慶典、禮祀、婚禮穿著，有明顯貴族平民

之分別，傳統的樣式皆以綴珠繡，穿起來較重，而現

代大多以十字繡取代，穿起來輕便多，但仍需約一年

半載才能完成。除此之外，衣飾也與宗教信仰或風俗

有關。排灣族的服飾在臺灣原住民之中可算是最華麗

的。因為社會階層化的關係，表現出不同的色澤與圖

案；頭目所用布料顏色較深，且衣服上可織繡花紋裝

飾，平民則不可。

布農族人分布於南投、高雄、花蓮及台東地區，男士服飾

大多保留方衣形制，女性服裝則採用連肩袖開右襟長衣。

族人主要在祭儀上穿著傳統白色為底的苧麻織布，人字紋

的無領無袖長衣，圖紋以直條紋飾，紋飾喜用紅、黃、紫

或紅、黃、白搭配出來。女性的服裝形制是以短袍右開襟

式，顏色採用藍、黑色，而服裝上的織紋較多用黃、紅、

黑、紫四色交互搭配而成條紋。布農族女性的衣著，以長

袖直筒連肩袖為主，配上前中的立式領；領圍部分常以平

針、毛邊縫、十字繡等紋飾裝飾；下身裙子可分為雙片的

圍裙和一片式直筒裙，以藍、黑、白色為主色，女子衣服

為長衣、長裙，刺繡護腳套、頸鍊 頭飾， 除有嵌織、夾

織各種技法製作服飾外，更有多種綴珠懸掛。

魯凱族分佈在屏東霧台、高雄、台東一帶，服飾與排灣族有

許多類似的地方。服裝表現上，頭目、貴族階層才有裝飾華

麗的特權，平民主要以素色的麻、棉布衣服，不得有太多的

裝飾。魯凱族早期屬於方衣系統。盛裝主要的色系以黑或深

藍色布料為主，現今擴充到用棉、毛料、絨布製作服裝。

婦女現今盛裝已形成連肩袖長袍式右開襟的長衣；再施以

橙、黃、綠等色彩，應用極小型琉璃珠構成的圖案。但因綴

珠費時費工，穿戴頗重，大多以十字繡花紋或現成的織帶施

於衣服上；布料從棉質換為高級絨布，或用鮮豔的紅色系列。

婚禮或祭儀等重要場合，魯凱族盛裝女性則有長袍、長裙、

花冠、頭巾、耳飾、琉璃珠頸鍊、頸飾、腕環、腰帶、綁腿、

手套、肩飾等，並以各種技法繡成各式圖樣的盛裝，服飾的

圖案有幾何圖形、陶甕形、百合花、蝴蝶紋、百步蛇及人形。

少女服裝以紅、黑色為主，頭上會插上百合花象徵貞潔，男

士象徵英勇。太魯閣族   尺寸 : 75cm   製作人 : 陳貴糖

賽德克族   尺寸 : 71.5cm   製作人 : 李美花

泰雅族木瓜群   

尺寸 : 75cm   

製作人 : 柯宜汝

泰雅族馬利巴群   

尺寸 : 73cm   

製作人 : 鄒玉馨

排灣族   

尺寸 : 64.5cm    

製作人 : 嚴欣怡

魯凱族   尺寸 : 86.5cm    製作人 : 劉豐來

布農族   尺寸 : 63.5cm    製作人 : 李美花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系 列： 泰 雅、 太 魯 閣、 賽 德 克、 排 灣、 魯 凱、 布 農、 阿 美

花蓮阿美族

尺寸 : 88cm
製作人 :  陳寶玉

台東阿美族

尺寸 : 72cm
製作人 :  林春梅

台東阿美族

尺寸 : 100cm
製作人 :  李美花

阿美族人在原住民族中屬最多的族群。早期服飾男女都穿戴方衣形制，以兩

塊布縫合製成的方衣。200 年前也以樹皮製成上衣、帽子、頭巾、丁字帶、

裙子等。

台東阿美與花蓮阿美的服裝色彩與形制有相當的差異性，花蓮阿美以紅配黑

色的連袖上衣及紅、黑、白色相間的長裙；配件包含胸兜、護腳套、腰帶、

情人袋、羽冠、項鍊等。

台東阿美傳統盛裝服飾都以連肩袖短上衣，男女通用。色彩有黑、藍、白三

色，男士身著繡有太陽花紋的短裙、

後敞褲、腰帶、背袋、頭飾。

女士穿著連肩袖上衣，裙子下襬並繡

上小太陽花紋樣，此長裙俗稱「山地

裙」，材質採用黑色棉布或絨布。前

腰身圍上綠色或花布短圍裙和多彩護

腳套，並搭配十字繡背袋、頭飾 ( 公

主帽 )，盛裝時再搭配非常華麗的雲

肩，彰顯富貴及豔麗，且男女通用。

阿美族婦女在穿著的服裝上有台東阿

美、花蓮阿美、海岸阿美、中部阿美、

恆春阿美五大區域，穿戴上各自不同

的發展與呈現。



大 陸 苗 族 系 列

苗族施洞型姑娘銀衣盛裝

尺寸 : 88 cm
製作人 : 張從惠

苗族白道型少婦服飾

尺寸 : 77cm
製作人 : 許淵伯、昌國燕

張從惠 ( 銀頭圍 )

苗族巫門型姑娘盛裝

尺寸 : 89.5 cm
製作人 : 黃嬡珠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 於 貴 州 省 台 江、 施

秉 兩 縣 交 界 的 清 水 江

沿岸鄉鎮，以施洞鎮為

核心。其服飾特點：頭

戴馬頭圍，髻上插前後

銀角、簪、釵及梳；頸

戴多層項圈、壓領；身

穿直領對襟上衣，交右

襟，飾紅色繡片及釘縫

銀片；下穿及膝百褶裙；

長筒襪、繡花鞋。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劍河、台江

縣的鄉鎮。其服飾特點：

頭戴銀頭圍；頸戴銀鍊；

身穿直領對襟上衣，交

右襟；下身穿長褶裙；

裙外繫圍腰，中央彩繡

菱形花紋，下襬有人形

花紋；腰繫織帶。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劍河縣的鄉

鎮，服飾融合施洞型、

台拱型特徵。其服飾特

點：頭戴馬頭圍，髻前

插五條銀排，髻側插銀

簪；頸戴項圈、壓領、

銀鍊；直領對襟上衣，

穿時交右襟；下穿長褶

裙；腰繫織花帶。

苗族西江型姑娘盛裝

尺寸 : 95cm

製作人 : 許淵伯、昌國燕、

       張從惠 ( 銀飾 )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布於貴州省雷山

縣、凱里市、台江縣的鄉鎮，被稱為「長

裙苗」。其服飾特點：髮挽髻，頭戴銀

頭圍、髻上插著大銀角、釵、梳；頸戴

項圈、壓領；直領對襟上衣，穿時交右襟；

下身穿藏青色及踝褶裙，外穿彩色條裙。

苗族 沙型姑娘盛裝

尺寸 : 85.5cm
製作人 :  陳貴糖

苗族南哨型姑娘盛裝

尺寸 : 85cm
製作人 :  陳貴糖

苗族岑最型姑娘盛裝

尺寸 : 82cm
製作人 :  陳貴糖

苗族稿旁型姑娘盛裝

尺寸 : 87cm
製作人 :  黃嬡珠

苗族盤踅型婦女服飾

尺寸 : 76cm
製作人 :  許淵伯、昌國燕

苗族孔明型姑娘盛裝

尺寸 : 93cm
製作人 :  鄒玉馨

張從惠 ( 銀角 )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榕江、黎平

縣的鄉鎮。其服飾特點：

挽髻飾簪、梳，頸戴項

圈、項鍊；穿多件對襟

上衣，穿時前襟敞開，

露出胸兜；下身穿褶裙，

前繫細褶圍腰；穿長裹

腿。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劍河縣的鄉

鎮。其服飾特點：髮挽

髻，戴銀頭圍，髻上插

簪、釵；身穿圓領大襟

上衣；胸前戴銀鍊、方

形銀牌；下身穿多件短

褶裙，突顯豐臀美感；

裙前繫長圍腰；腰繫格

紋腰帶；腿飾綁腿及綁

腿帶。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榕江、黎平

縣交界的鄉鎮。適婚姑

娘或已婚未有子年輕婦

女的盛裝，喜疊穿褶裙

和圍腰，強調豐臀的裝

飾特色。其服飾特點：

髮挽髻，頭戴銀釵；頸

戴項圈、項鍊；對襟窄

袖上衣；內穿及外穿式

胸兜；下穿短褶裙；前

長圍腰、後短圍腰；繫

綁腿；繡花鞋。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劍河縣清水

江北岸的鄉鎮。其服飾

特點：髮挽髻，戴銀頭

圍、簪釵；頸戴銀鎖、

項鍊；直領對襟上衣，

穿時交右襟；手戴銀鐲；

下身穿及踝長褶裙，上

黑下紅色橫條紋；裙前、

後圍長圍腰。上衣、圍

腰的方形紅、白色鑲緄

是鮮明的特色。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榕江縣的鄉

鎮，與侗族交錯居住，

服飾風格多受影響。其

服飾特點：髮挽髻於頂；

頸戴項圈、項鍊；大襟

上衣，襟及袖有刺繡及

多層鑲緄裝飾；下身穿

及膝褶裙及圍腰；繫綁

腿。

這種服飾類型的苗族分

布於貴州省從江、榕江

縣的鄉鎮。女子服裝簡

單樸素，盛裝與常服差

異不大。其服飾特點：

挽髻於頂，頭戴銀角、

銀釵；頸戴項圈，前垂

一銀飾；身穿對襟上衣、

胸兜，以織花緞、色布

剪接裝飾；下身穿黑素

及膝褶裙、細褶圍腰；

繫綁腿；繡花鞋。

背面 背面

（由左至右）羅麥瑞修女、張從惠老師與陳貴糖老師合影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

聯絡電話：02-29052115 轉 11        網　　址：www.tc.fju.edu.tw
電子信箱：013736@mail.fju.edu.tw 高小姐；stellachen0407@yahoo.com.tw 陳老師

本次苗族與臺灣原住民傳統服飾

以娃娃展出，由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

系發起，邀請國寶級繩藝及金工專家

張從惠老師自 2010 年以大陸苗族服

飾開始，加上獨創的「多喜娃娃」為

服裝人形，為傳統服飾還原其製作方

式，也開啟了輔大培訓臺灣原住民傳

承其傳統服飾的製作技藝之路。

本次展出作品分為兩大主題，一

為大陸苗族服飾娃娃，一為臺灣原住

民族服飾娃娃。這兩大主題服飾，都

屬於少數民族的服飾，鑒於少數民族

的文化逐漸流失，傳統服飾及其布料

或裝飾品的製作者漸趨凋零，輔大織

品系創系主任羅麥瑞修女，在四十八

年前自德國來到臺灣，就展開了為臺

灣保留傳統服飾工藝及創作的使命，

在製作這些少數民族及原住民服裝前，

輔大已經花了數十年經由老師及學生，

田野調查，並蒐集即將失傳的傳統服

飾，今天這些娃娃服飾得以完整呈現，

實乃集各界及師生之努力研究。

本次展出苗族服飾及原住民服飾

各十套，其中原住民族包括: 泰雅族，

太魯閣族，賽德克族，阿美族，排灣

族，魯凱族，布農族共七族。從娃娃

穿戴傳統民族服飾上，讓我們讚嘆這

群創作者投入的時間、體力，發揮他

們獨特的創造力和精巧的手工技藝，

同時也傳達他們對苗族文化、臺灣原

住民文化的價值。希望透過國立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展覽，為臺灣民眾帶

來文化傳承的概念。並藉由學員們精

工細緻的娃娃服飾，發現各族服裝的

文化與生活意涵。

博物館的角色是負責保存傳統物

質文化，當面對傳統文化產業的活化

與創新，如何將其延續到現代社會生

活，則是我們面臨的挑戰。傳統民族

服飾娃娃就是一個最佳的典範，它具

是一個新穎又具吸引力的表現方式，

將精彩的民族文化推及現代社會。

輔大培訓傳統服飾數年來，承蒙

尤瑪 ‧ 達陸，提供其研究多年的泰

雅族系服裝形式及織紋與服飾配件等

寶貴資料，供學員參考。另外在第三

年原住民培訓中，已由李美花女士接

續娃娃服裝製作訓練，其在原住民傳

統服飾多年的調查，蒐集考證各族耆

老口述或保留的服裝資料，使培訓計

畫有了傳承，李美花老師為臺東阿美

族人，目前熱衷培訓傳承原住民傳

統服飾藝術，並與陳貴糖老師接續

張從惠老師所傳授的娃娃製作專業

技巧、製作出文化與藝術兼具的娃

娃也培訓創作的師資團隊。未來將

由羅麥瑞修女陸續推動培訓原住民

未完成的族群服飾，歡迎各界對原

住民服飾娃娃有興趣者共同參與，

並與輔大織品系聯繫。 

感謝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邀

約，使得輔大織品系傳統民族服裝創

作有機會呈現，結合傳統與創新，完

整重現傳統民族服裝工藝之精美，這

二十套服飾都是學員與老師耗費十天

十夜不眠不休的縫製完成，每套服飾

都是精心製作與創作，感謝輔大張從

惠老師教授與傳承，並感謝勤益公

司顧興中董事長多年來對輔大織品

系在服裝文化研究的支持與贊助。

本次展出文稿，承蒙系友柯宜汝小

姐協助美編及系友贊助印刷經費，

更感謝所有參與之學員及教職員辛

苦付出與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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