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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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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霧台魯凱族婚禮盛裝的變遷與形制構成之研究---以巴家婚禮為個案

分析 過去原住民之相關研究中，關於服飾形制構成與製作大多只是專題

附帶一角，尚未出出現以此為研究主體的完整探討與記錄。本文研究者

於實際接觸之後，深受魯凱族傳統服飾華麗亮眼吸引，因此選擇婚禮盛

裝為研究主軸，以霧台村巴家之婚禮盛裝為研究個案。採用綜合研究方

法，包含文獻資料及實物的整理分析，以及田野訪談、參與實做等。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探討婚禮盛裝形制構成之演變過程，以作為

魯凱族服飾的傳統與創新之基礎。二是參與實際製作過程，將形制構

成、縫製方法做詳實記錄，並透過系統化的整理，以利傳承。研究結果



發現，（一）婚禮盛裝的變遷，受到外來文化、政府政策、宗教信仰、

經濟結構改變影響。分別從服裝形制、色彩、材質及圖文等構成要素來

看，其形制上漸有趨向人體體型的形制；色彩則由暗色系變為明亮色

系；材質與圖文使用有多元化趨勢。（二）本研究中並將各種體型尺寸

分析，統整出適合之公式，繪製成紙型，並詳細記錄縫製過程，相信有

助於魯凱族傳統服飾製作傳承。最後，本文作者希望藉由本研究能有拋

磚引玉的功效，能投射出其他有興趣及有志之士，記錄其他族群服飾形

制構成與製作，呈現其服飾文化之美。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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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edding Costume of the 

Rukai Tribe, Wutai： A Case Study of the Bas’ Wedding (Total pages : 161) 

AUTHOR：Shu-Hsin Lo SUPERVISOR：Sr. Maryta Laumann, Professor 

ADVISORS：Ms. Hsu-Chun Su, Mr. Chih-Jung Wang, Yuma?Taru DEGREE：

MA Textiles and Cloth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ate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extiles and Fashion Design and Culture Studies Section DATE 

OF GRADUATION：June 25, 2004 KEY WORDS：Rukai Tribe, Wutai, 

Wedding Costume, Form, Construction, Pattern Rukai’s conventional costume is 

rich in colour and symbolic meaning; however, there is no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recording as regards the aboriginal tribe’s construction of costumes 

available. This study concentrates on the Wutai Ba family tradition to serve as a 

model and case study for investigating the construction, color, material, pattern, 

and the evolutionany processes of Rukai wedding costumes.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includes: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ukai wedding dress,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edding costumes, interviewing members of the Ba 

family, and developing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for constructing the costumes. The 

two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Rukai wedding 

costum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s the basis for contemporary tribal wedding 

dress, and (2) to systematically develop the basic pattern and record the sewing 

process of Rukai wedding costumes for the benefit of today’s generation. The 

examination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s revealed that Rukai wedding costumes 

underwent chang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other cultures, policies of government, 

religious belief,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affecting costume form, color, 

materials, embroidery and structural pattern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ukai tribe 

with a methodology of systematically producing wedding outfits in response to 

present day needs,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the basic patterns, recorded the 

sewing procedure, and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t of male and female 

wedding costumes. Hopefully, this study will stimulate interested researchers to 

follow a similar approach so as to also preserve and develop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wedding costumes of other native t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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