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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長期以來，台灣歷經世代交替以及多元文化的匯聚融合，因此共同發展出

常民生活文化的獨特模式，其所形成的文化底厚度，這就是我們要珍惜的

台灣特色；而台灣傳統印花布就是其中最具代表台灣特色的生活藝術文

化。台灣傳統印花布在早期已是常民普遍習慣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彰

顯我們先民的睿智。尤其現在提倡綠色文創產業、重視節能減碳，更應該

重視本土服飾文化，將傳統賦於新生命。 本研究有系統地將先民對台灣傳

統印花布的生活智慧，依衣、食、住、行、育、樂等六個方面，加以整

合、分析與記錄，並以現代居家生活創意產品實例作為印證。期能從傳統

創新、轉化運用融合居家生活創意新視野，提升具國際時尚的現代居家生

活觀念。 本研究針對目前台灣傳統印花布應用於現代居家創意產品的技藝

手法予以整理並分類，共可分為：直接裁剪手法、拼布手法、蝶古巴特手

法、直接彩繪手法及直接印刷手法等五種。這五種手法不論是直接採用台

灣傳統印花布，或截取其部分紋飾加以應用，或把紋飾局部放大、縮小應

用，因其布樣色彩絢麗飽滿，自然給人豐富、温暖的視覺感受，讓大多數

人都能欣賞它、接受它。 

摘

要

(英) 

Taiwan has been through different eras as well as the big multicultural fusion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Taiwan's characteristic which we have to cherish is the 

communal development of unique culture modes of people, which forms the cultural 

matter of Taiwan. The Taiwan tradition printed cloth is one of the relics that can 

most represent Taiwan'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The Taiwan tradition printed cloth 

has well revealed the wisdom of ancient people on the aspect of the way they use 

them in their daily lives. Since now we advocate the green life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aving the energy and cutting down on the waste of carbon dioxide, 

we should respect local culture of clothing and give new lives to them.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analyzed and recorded the ancient people's wisdom of 

using traditional Taiwanese printed cloth according to the aspects of clothing, food, 

shelter,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iii verified it by the modern 

home creative products, hoping that we can hew out of innovation the tradition, and 

transfer it into the new creative vision of modern life, and thus exalt the perspective 

of being international and fashion among people. This research organized the 

Taiwan's technique type of tradition printed cloth applies in the modern home 

creative products as follows: The direct cutting out technique, puts together the cloth 

technique, the butterfly ancient Baht technique, the direct colored drawing on 

pottery technique and the direct printing technique. These five techniques were 

accepted and liked by most people by using the Taiwan tradition printed cloth 

directly, parts of decorative design or enlargement and shrinkage use, because its 

color provide rich and warm visual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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