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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關心馬來西亞馬來族群的松革布（Songket）。松革布是一種昂貴且

外觀華麗的布疋，通常被用來作為婚禮或正式場合的服飾。不過，松革布在其主要生

產地：吉蘭丹州、登嘉樓州和彭亨州，原來各有不同的特色。吉蘭丹州的松革布織紋

小巧精細，而登嘉樓州的松革布織紋色彩多姿。彭亨州的松革布則以傳統紡織布的設

計作為基礎，織紋設計比較單調。這三州的松革布紡織方法都差別，紡織者也對松革

布的起源各持己見。 

 

因此，筆者透過此研究初步證明馬來族群內部文化差異的存在，即一個擁有相

同認同的群體（馬來族群）內部，確實有不一樣的生活型態和觀點存在。另外，人類

學或文化研究等學科也應嘗試避免將馬來族群視為「一個」群體，而應從更細微的日

常生活習慣，將不同的馬來人的文化習性區辨開來。 

 

關鍵詞：馬來西亞、馬來族群、紡織、認同、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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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Malay Songket in Malaysia. Songket is a kind of expensive and 

exquisite cloth which was mostly used as wedding dress or as dress for official occasions. Songket 

from Kelantan, Terengganu and Pahang all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ereas the designs of 

Songket Kelantan are relatively refined and the designs of Songket Terengganu are more colourful, the 

designs of Songket Pahang are based on traditional weaving and as a result are rather monotonous. 

Weavers in the three states use the weaving methods and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origin of 

Songket. 

 

 

By this research I proved that the Malay group ha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ernally. The same 

identity group (the Malay group) has dissimilar life styles and holds different viewpoints. Therefore, 

anthropolog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should attempt to avoid considering the Malays group as 

‘a’ community; we should figure out the diversity of Malay's cultural habits by observing their daily 

life. 

 

Keywords: Malaysia, Malays group, weaving, identity, cultur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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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革布的三種面貌－馬來西亞馬來族群的文化差異 

林仕粧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馬來族群（Malays）在馬來西亞（Malaysia）憲法的定義
1中，是伊斯蘭教徒

（menganut Islam）、使用馬來語、奉行馬來習俗（Adat），並且於獨立日之前或當天

出生於馬來半島
2
或新加坡的人民。屬於政治主體的馬來族群，一般被認為是國家政治

所需而以文化為基礎建構的族群認同（陳志明 2002：6）。 

 

本研究主要關心馬國馬來族群的松革布（Songket）。松革布外觀華麗且昂貴，

通常被用於製作婚禮禮服或正式場合的服飾。筆者在本研究中走訪了三個馬國現存的

松革布生產地：吉蘭丹州哥打峇魯（Kota Bharu, Kelatan）、登嘉樓州真德靈

（Cendering, Terengganu）和彭亨州北干（Pekan, Pahang）。 

 

出乎預料的是，這三州的松革布從織紋設計到紡織法都不完全一樣。松革布紡

織者更對松革布的起源各持己見。因此，筆者透過此研究初步證明馬來族群內部文化

差異的存在，以區辨一個擁有相同認同的群體（馬來族群）之間的不同文化。 

 

馬來族群的松革布 

 

松革布的松革在馬來文是刺繡的意思，不過松革布不是刺繡品，而是使用金銀

色或金屬線材作緯線，以突顯布料的織紋，讓布料看起來華麗、亮眼。 

 

Allerton（2006）在研究印尼芒加萊（Manggarai）人的日常服飾紗籠

（sarong）時，有提到一種松革布紗籠。與其他紗籠有別的是，松革布紗籠在當地社

                                                             
1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 160條文。 

2 馬國獨立日坐落於 1957年 8月 31日，當時僅有馬來半島（馬國西部）獨立，稱為馬來亞

（Malaya）。馬國東部（婆羅州）遲至 1963年方與馬來亞、新加坡聯合成立馬來西亞。1965年，新加

坡退出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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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能進行交易，僅使用於婚禮的交換儀式，或作為官方機構的族群象徵服飾。

（Allerton 2006: 25-27）。 

 

在馬國，紗籠也是馬來族群日常重要的布疋和服飾（Selvanayagam 1990: 4-

7）。在筆者的田野地－吉蘭丹州（Kelantan）、登嘉樓州（Terengganu）和彭亨州

（Pahang），馬來人不論男女都會在家庭生活中穿上紗籠。有些馬來男性上班時西裝

筆挺，下班後卻會換上紗籠。 

 

與芒加萊人相似的是，使用松革布製作的紗籠，就不能是馬來族群日常使用的

紗籠。在 Selvanayagam（1990）所著的 Songket: Malaysia’s Woven Treasure一書

就提到，松革布在馬國只作為皇室婚禮、晚宴和歌舞表演等正式場合的服飾布料，並

使用於宮中的生命禮儀，如男孩的割禮、女孩的穿耳儀式（戴耳環）、嬰兒滿月的剪

髪儀式、為懷胎七月孕婦舉行的宗教祈福儀式等。一般馬來帄民，只能在婚禮時才會

穿上松革布做成的禮服（Selvanayagam 1990: xx）。因此，馬來人結婚被稱為「一天

的國王（Raja sehari）」。  

 

松革布為甚麼與其他布料有別？Maxwell（1990）在探討東南亞布疋的傳統、貿

易與變遷（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時指出，印度教的影響使東南亞的統治階級開始使用具體的象徵物，如莊嚴的頂篷、

皇傘、法輪、神聖的文句、武器和巨大的動物如大象。布料的角色也是在這時候轉變

並成為階級象徵的，如黃色成了馬來皇室階級的象徵色，並大量使用絲絨和金銀線紡

織的布料（Maxwell 1990: 175-177）。絲絨和金銀線等珍貴線材，都能透過航海貿易

時期的外地商船交換或購買取得，使松革布紡織在宮廷社會中被大量生產和使用。 

 

無論如何，經歷數世紀變遷的馬來族群在接受伊斯蘭教影響後，今天依舊維持

松革布作為皇室與正式場合服飾的作用。而帄民除了婚禮，也開始在正式場合中穿上

松革布。吉蘭丹州旅遊局職員安蕐告訴筆者，他在結婚當天穿過一套由松革布縫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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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套新郎禮服3。那也是他唯一擁有的全套服飾。而他在出席正式場合如宴會、婚

禮、節慶或官方活動，也會在整齊的服飾上，外加一件松革布作成的短紗籠（sarung 

pendek或 sampin）
4。 

 

雖然松革布的尊貴依舊，但卻多了不少與伊斯蘭教有關的禁忌。登嘉樓州的松

革布生產者馬囊指出，松革布上不能有人類、動物或類似動物的織紋，否則有關松革

布只能作為裝飾而不能穿在身上。過去常見的動物織紋有海馬、鯊魚牙齒、孔雀（參

見 Nawawi 2007）等，但現在多數松革布設計者已不再採用。這樣的禁忌被指與伊斯蘭

教禁止偶像崇拜有關
5。 

 

另外，據彭亨州紡織者菲菲表示，絲線是由動物蠶絲加工而成，因此純絲線的

紡織品皆不能進入清真寺，以示莊嚴。這個說法也獲得了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紡織者

的認同。因此，需要經常出入清真寺祈禱或活動的馬來男性，一般只能訂購使用棉線

織成的松革布6。 

                                                             
3 馬來人在結婚時的全套禮服共八件（Lapan）。新郎的禮服有五件（Suit lima），包括頭巾

（Tengkolok）、上衣（Baju）、腰帶（bengkung）、短紗籠（Sampin）、長褲（Seluar）；新娘的三

件禮服（Suit tiga）則有上衣（Baju）、披肩（Selendang）和紗籠（Sarung）。 

4 只有男性才會在正式場合的服飾上外加一件松革布的短紗籠，而女性通常外加的是松革布披肩。 

5 伊斯蘭教徒不能偶像崇拜，是因為古蘭經中強調真主阿拉（Allah）的全知。如文：真主，除他外絕

無應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滅的，是維護萬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萬物都是他

的；不經他的許可，誰能在他那裡替人說情呢？他知道他們面前的事情，和他們身後的事；除他所啟示

外，他們絕不能窺測他的玄妙；他的知覺，包羅天地。天地的維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確是至尊的，確

是至大的。（卷二第 255節）松革布的動物織紋被禁止，而有關植物的織紋仍繼續被使用。 

6 絲線的材質較棉線輕柔，適合作為熱帶國家的服飾原料。因此有些馬來人還是會選擇絲線與棉線混合

紡織的松革布。這種混合線材的布疋則不會觸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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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左）：棉線（benang cotton） 

圖 2（右）：絲線（benang sutera） 

 

筆者為了更深一層理解松革布在馬來族群的創造（製作過程）、使用和象徵意

義，連續走訪了三個松革布生產地，並嘗試接觸和觀察松革布生產者、紡織者以及使

用者。以下為曾提供資料於筆者的報導人列表： 

 

數目 州屬 代號 性別 年齡 學習對象 職業 

1 吉蘭丹 白芝雅 女 22 老師 紡織者 

2 吉蘭丹 莎姐 女 56 母親 紡織者 

3 吉蘭丹 安蕐 男 28 - 吉蘭丹旅遊局職員 

4 登嘉樓 莎白莉亞 女 43 母親 紡織者兼解說員 

5 登嘉樓 萬馬囊 男 55 祖母 設計者兼代理銷售 

6 登嘉樓 拉哈優 女 28 老師 設計者兼藝術廊管理員 

7 彭亨 菲菲 女 35 家婆 紡織者兼紡織工作坊經理 

8 彭亨 哈斯娜 女 60± 母親 紡織者 

表 1：田野報導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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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革布的生產過程 

 

只要是混合使用金銀等金屬線材的紡織品（tenunan），皆被馬來族群從眾多布

料7中區分開來，並稱之為松革布。舉個例子，彭亨州通用的紡織布（Kain Tenun），

由於沒有使用金銀線，即使同樣也是正式場合的穿著，也不能被稱之為松革布。 

 

松革布的生產過程基本可分為八個步驟： 

 

（一） 染線（Mencelup） 

松革布生產者通常會依據布疋所需，自行為線材染色。目前市場上亦有染好顏

色的線材可選購。依卡（Ikat）染色法（或稱扎染）是最常被使用的染線技術，即按

照預定的圖案，用繩子將線材的特定部分綁緊，然後浸在染料中，被綁紮的部分無法

被染料滲透，就會保留原來的色澤。將染過色的經線與緯線紡織成布後，就會使預定

的圖案呈現在布上，產生獨特的效果（Peacock 1977：22）。 

 

 

圖 3：彭亨州紡織者哈斯娜在進行依卡染色法以前所做的準備工作。 

 

                                                             
7馬來族群除了松革布，尚有峇迪（Batik）蠟染布、刺繡品（Tekat）等傳統布料，並各有不同的生產

方式和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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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紡紗（Menerai） 

染好顏色的線材需使用紡紗機將其整理在繞線器或梭子8上，以便紡織時使用。

許多松革布紡織者仍然使用傳統的手動搖紗機（Alat menerai）。 

 

 

圖 4：傳統手動搖紗機（Alat menerai），紡紗者為吉蘭丹州的紡織者白芝雅。 

1. 繞線器/梭子（Pelenting） 

2. 器軸（Mata rahak） 

3. 腳架（Kaki rahak） 

 

 

（三） 整經（Menganing） 

整經，即依據設計將布疋的經線整理在整經架上。 

 

（四） 捲經（Menggulung） 

整經好的經線將用支撐木（Anak kayu）從整經架上移開，再將其捲繞在經軸

（Papan gulung）上，以備紡織時使用。捲經時通常需要二至三人，即一人掌握支撐

木的一端，或將支撐木架在牆上，另兩人則在另一端將經線拉直並整理好，以使它整

齊地捲繞在經軸上。 

                                                             
8 松革布生產者紡紗使用的繞線器，可在紡織機上直接作為梭子使用。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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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左）：彭亨州的紡織者菲菲的整經架。 

圖 6（右）：需二至三人的捲經工作。捲經者為吉蘭丹州潔米娜松革（Cik Minah Songket）

的老闆和員工。 

 

（五） 扣經（Menyapuk） 

扣經是紡織工作的第一步，即將捲好經線的經軸固定在織布機上，再將經線拉

長並穿過織布機上的鋼筘打緯板（Gigi jentera）。 

 

（六） 分經（Mengarat） 

將經線分成上下兩經，再分別穿過並固定於一對綜筘上。紡織時，緯線將在上

經和下經之間交錯，才能形成扎實的布疋。 

 

（七） 挑花（Menyongket） 

紡織者在紡織前將用挑花棒，將能形成織紋的經線挑起。固定圖案所需的經線

會被事先挑出來及用挑花結綁紮，在挑花紡織時，只需要拉起挑花結，就能將挑花棒

穿過，構出織紋以進行紡織。 

 

（八） 紡織（Menenun） 

這個過程要不斷地挑花，同時將繞著緯線的梭子穿過經線之間，再用打緯板將

緯線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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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起源傳說 

 

然而，引起筆者興趣的是，相同的松革布生產過程，在三州卻流傳著不同版本

的起源傳說。在吉蘭丹州，松革布的生產和使用一般被認為是從北方，如泰國或印度

支那（Indo-China）等國家傳入
9。不過，登嘉樓州的松革布生產者卻普遍相信，松革

布源自於蘇門答臘皇朝，再透過皇室婚姻傳入馬來半島，續而廣泛使用於宮廷生活中10

（Yunus 2008：24）。 

 

彭亨州的紡織者則認為，他們的紡織技術源自十六世紀的蘇拉威西島
11

（Sulawesi），是由當時一位居住在孟江沙村（Kampung Mengkasar）的武吉斯

（Bugis）大臣哈芝阿默沙（Tuk Tuan Haji Ahmad Shah）傳入12。 

 

因此，筆者假設，在擁有共同宗教信仰、習俗、語言和認同的馬來族群之間，

松革布成為皇室權威的「共同」象徵，也成為馬來族群「共同」使用的布疋。然而，

三種不同的起源傳說，反映了各州馬來族群本質上的差異。在這個現象基礎上，筆者

懷疑三州的松革布其實擁有三種不同的面貌，而筆者的田野報導人們所提供的資料，

也證實了筆者的懷疑有所根據。 

                                                             
9 吉蘭丹州紡織者莎姐指出，從北方傳入的觀點是有道理的。因為皇室使用的黃色松革布與泰國寺廟的

金黃色非常相似。 

10 登嘉樓州傳統藝術廊職員之一拉哈優認為，雖然有關松革布的起源傳說有很多，但毫無疑問地，馬國

松革布與印尼松革布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使用功能也非常接近。 

11
 蘇拉威西島是印度尼西亞（Indonesia）群島之一。 

12 有關彭亨州紡織技術的來源取自於彭亨州州政府子公司-彭亨州皇家紡織（Tenun Pahang Diraja）的

文宣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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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馬國松革布生產地與各地傳說的起源地。 

 

 

不一樣的織紋 

 

馬國松革布的傳統形式，是依據紗籠和披肩的長度紡織而成的。紗籠是男性穿

在下半身的衣物，而女性則使用披肩圍繞在肩上或遮蓋頭髮。這兩種形式的布疋都有

固定的織紋結構和名稱，特別是長度約 12到 14吋寬的頭部或源頭，是整匹松革布的

重點所在。消費者選購松革布基本考量布疋頭部的設計的精密程度。 

 

不論是紗籠還是披肩，松革布的頭部或源頭通常都會以竹筍（Pucuk rebung）

為織紋設計的主題。竹筍在馬來族群的生活當中是一種日常食品，通常和辣椒一起用

來醃製成食品。不過，據吉蘭丹州紡織者白芝雅說，竹筍應該和結婚有關係，因為松

革布上的竹筍織紋是兩側的竹筍尖端相碰，代表兩人相互接觸的意思。 

 

 

吉蘭丹 

 

登嘉樓 

 

彭亨 

 

蘇門答臘 蘇拉威西 

印度支那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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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紗籠的織紋結構，約 225cm長、120cm寬（Yunus 2008：44） 

1. 身體（Badan） 

2. 頭部（Kepala） 

3. 腳部（Kaki） 

 

 

圖 9：披肩的織紋結構，約 135cm長、45cm寬（Yunus 2008：44） 

1. 身體（Badan） 

2. 身側（Tepi kain） 

3. 源頭（Punca） 

 

 

松革布設計者都會把周遭所看到的植物、花卉或自然景觀，設計成圖案再紡織

到松革布上。通常一匹松革布會使用一種或兩種植物作為主題，再變化設計成各種圖

案。不過，吉蘭丹州紡織者白芝雅認為，吉蘭丹州松革布的織紋設計，通常使用較多

的幾何形狀來構圖，織紋較小而且不難紡織；反之登嘉樓州松革布的設計，則常將實

體的整個形狀直接設計到布疋上，如整朵花或一整棵植物。這樣的織紋不但複雜而且

形狀較大，紡織者在紡織前通常會先在方格紙上構圖，紡織時也必須小心翼翼地進行

挑花，避免出錯。另外，登嘉樓州松革布所使用的色彩也比較豐富、鮮豔。 

2 

1 

3 

1 

2 

2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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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左）：由莎姐紡織的吉蘭丹州松革布。其織紋圖案較簡單小巧。 

圖 11（右）：登嘉樓紡織者莎白莉亞在紡織前先在方格紙上構圖，紡織時再小心翼翼地進行

挑花。 

 

彭亨州松革布的織紋則比兩州松革布來得更為精簡，因其織紋受到傳統紡織布

的影響深遠。彭亨州紡織布的織紋僅以不同色彩的線條交錯形成，而松革布則在紡織

布的基礎上，增加使用金屬線材的線條，而不似兩州松革布擁有的許多織紋圖案。 

 

也因此，彭亨州松革布生產者比較重視染線的步驟。正如彭亨州紡織者菲菲的

觀點認為，自行染線的過程是必要的，因為每次染線使用的顏色都無法再重調，這使

紡織出來的松革布獨一無二。自行染線也可增加線材的色彩需求，使布疋織紋更多姿

多彩。反觀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紡織者，多數已開始使用新技術加工染色的線材。如

吉蘭丹州紡織者的莎姐指出，直接購買有色的線材可解決染線過程的麻煩，而且不會

影響松革布的質量。 

 

無論如何，彭亨州松革布的金屬線使用量較少，布疋整體比其他州屬來得輕

盈、柔軟、且散熱，價格也相較較低而形成其銷售優勢。馬國重要的馬來政黨巫統，

在 2009年召開全國會員大會時，曾向彭亨州紡織者菲菲訂製了六十件松革布，以作為

大會中男性服飾的短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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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左）：彭亨州松革布受到紡織布的影響，布疋僅以不同顏色的條紋作為設計。而左邊

少許呈金色的線條，則是這匹布的頭部。 

圖 13（右）：馬國政黨巫統於 2009年全國會員大會時訂製的松革布。中間的金線部分為巫統

黨徽。 

 

 

三州紡織法 

 

三州松革布不但在織紋設計上有別，紡織方式也大不相同。如在吉蘭丹州，紡

織松革布的過程是可以兩人合力完成的。這有別於只能一人進行紡織工作的登嘉樓州

和彭亨州。 

 

紡織者在紡織時，都會先用挑花棒將所需的經線挑起，才用梭子使緯線穿過，

再用打緯板將緯線固定。這樣的步驟需要不斷被重複，布疋的織紋才會顯現。通常能

形成織紋的經線會事先被挑出來，再綁紮上挑花結，以便紡織挑花時不用不斷計算織

紋，而直接拉起所需的挑花結，就能將挑花棒穿過，挑出織紋。 

 

吉蘭丹州的紡織者在設定紡織機時，會將挑花結架起來。紡織進行時，一人將

坐在挑花結旁用挑花棒進行挑花，另一人則在紡織機的前端進行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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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進行紡織時，挑花者拉起挑花結，將挑花棒將需要的經線挑起，以便紡織者穿過緯

線並進行紡織。 
圖 15：吉蘭丹州的莎姐（左）和白芝雅（右）一起進行紡織。 

 

登嘉樓州紡織者也有綁紮挑花結，但並不像吉蘭丹州紡織者那樣將挑花結架起

來，而只帄鋪在經線上。吉蘭丹州松革布的織紋比較簡單，所有織紋所需的經線，都

能事先綁紮上挑花結。不過，登嘉樓州松革布複雜的織紋，時常需要紡織者逐一計

算，再徒手進行挑花。由於能綁紮挑花結的經線較少，因而沒有將其架起來的必要。 

 

紡織上的差別也導致紡織機型的差異。登嘉樓州紡織者必須一邊挑花一邉紡

織，其紡織機的長度也較吉蘭丹州來得短些，以便坐在紡織機一端紡織者，能夠手觸

另一端的桃花結以進行挑花。 

 

 

圖 16：登嘉樓州紡織者莎白莉亞的紡織機。挑花結（箭頭處）都被帄鋪在經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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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吉蘭丹州的紡織機結構圖。 

1. 繞線器/梭子（Pelenting） 

2. 綜筘掛繩（Camang） 

3. 鋼筘打緯板（Gigi jentera） 

4. 綜筘（Anak geliging） 

5. 踏板（Kayu pijak） 

6. 挑花棒（Belira） 

7. 挑花結（Butang） 

8. 支撐木（Anak kayu） 

9. 經軸（Papan gulung） 

 

反觀彭亨州的松革布紡織者，卻完全沒有使用挑花結。他們只在需要挑花的部

分，像登嘉樓州紡織者那樣計算經線、用挑花棒挑花，再進行紡織。彭亨州的紡織機

也是一人操作的紡織機，但其紡織機的結構卻與另兩州有別，特別是梭子的部分。 

 

梭子是紡織時用來使緯線貫穿在經線之間的器具。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的梭子

需要紡織者自行用手推動，才能穿過經線之間，但彭亨州紡織者可透過手拉方式，就

能拉動紡織機的梭子，使其拉回往返經線之間。這樣的紡織機設計，對生產織紋簡易

的彭亨州松革布來說非常方便。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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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彭亨州紡織者菲菲的織布機外觀。 

圖 19：彭亨州的紡織者只要手拉（箭頭處）就能使梭子穿越上下經線之間，使經緯交錯。 

 

 

未來發展 

 

隨著馬國社會的變動，各地松革布的未來形貌還會受到影響而改變，特別是近

幾年來馬國政府對傳統工藝生產的推動。馬國政府成立的國家藝術學院（Institut 

Kraf National）
13
於 2002年開始提供文憑課程，不但將傳統工藝專業化，也鼓勵更多

的年輕人投身學習傳統工藝。 

 

松革布生產也成為紡織課程的教學重心。原本由各州手工藝協會開班教授的松

革布紡織法，在國家藝術學院成立後，必須將其整合並濃縮成為期兩年的課程。畢業

於該學院的白芝雅表示，國家藝術學院的松革布紡織班老師，主要讓學生學習登嘉樓

州的松革布紡織法。她說，這是因為登嘉樓州的松革布比較複雜華麗，也比其他州屬

的松革布來得難學。因此，國家藝術學院主要提供登嘉樓州的紡織機，學生們也比較

傾向學習登嘉樓州的織紋設計。 

 

                                                             
13 有關國家藝術學院的資料可參見 http://www.ikn.gov.my/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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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登嘉樓州松革布占據馬來紡織產業的主流地位，馬國現任最高元首

后端姑諾·查希拉（Tuanku Nur Zahira）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端姑諾·查希拉原

是登嘉樓州蘇丹后，2007年她以自己的名義成立一家名為「登嘉樓皇家松革」

（Royal Terengganu Songket）的公司，開拓以松革布為主題的品牌生產。 

 

與其他松革布生產業者不同的是，這家皇族公司有能力擁有多位名設計師，除

了設計新穎的松革布，也生產以松革布製成的各種成品，如禮服、服飾配件、家具配

件和布娃娃等等。這些時尚又新穎的高檔產品，雖然保留了傳統紡織技術，卻改變了

松革布的織紋結構和傳統功能，使未來的松革布將不僅僅是一條布疋而已。 

 

 

圖 20（左）：馬國第十三任即現任最高元首端姑米占·再納·阿比丁（Tuanku Mizan Zainal 

Abidin Ibni Almarhum Muhamud Mudtan Billah Shah）偕同最高元首后端姑諾·查希拉出席

2007年登基儀式時影。兩人身穿的服飾原料為登嘉樓州松革布（馬國國家博物館提供）。 

圖 21（右）：由「登嘉樓皇家松革」設計師創作的松革布禮服。這件禮服以傳統松革布紡織

法織上了整只孔雀造型，精緻美觀。這樣的設計完全打破松革布的傳統織紋結構。 

 

在皇室成員的致力推動下，登嘉樓州州政府也於 2008年成立了登嘉樓州傳統藝

術廊（Galeri Seni Warisan Terengganu），而登嘉樓州優越設計學院（Terengganu 

Institute of Design Excellence，簡稱 TiDE）則受到州政府委託，負責管理藝術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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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所有手工藝品展覽，同時也舉辦各式傳統手工藝的課程或活動，關注州內手工藝

生產者的發展。 

 

結語 

 

吉蘭丹州、登嘉樓州和彭亨州的松革布，因歷史傳統的不同和地域環境的影響

而各有織紋和紡織技術上的特色。各州的松革布生產者皆堅持自己特色，認為自己州

屬所生產的才是最好的松革布。松革布被堅持下來的三種面貌，證明了不同區域的馬

來族群，接受了不一樣的影響。 

 

不過，不同馬來人之間的差異，在馬國成立後因「馬來人」的概念出現而被普

遍忽略。從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來看，登嘉樓州松革布紡織法也許會成為未來松革布生

產方式的主流，也會逐漸影響未來馬來族群心目中松革布的面貌。 

 

無論如何，馬來人之間的差異應該在學術研究中受到重視。當「馬來人」被用

來作為一個研究單位，就會輕易選擇忽略馬來人之間的區別，以致三種松革布的面貌

在學術領域中一直被蓋括成一種華麗的布疋而已。因此，人類學或文化研究等學科也

應嘗試避免將馬來族群視為「一個」群體，而應從更細微的日常生活習慣，將不同的

馬來人的文化習性區辨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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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為為期兩個月的田野可行性計畫。筆者走訪了馬來西亞的吉蘭丹州、登

嘉樓州和彭亨州。雖然本計畫的田野訪談相當順利，但筆者如往後進行相關的田野，

將鎖定一個田野地點以作更深入的調查。除了因為計畫成果顯示，馬來西亞不同區域

的馬來人擁有不一樣的松革布，也因為不同地點之間距離太遠、公共交通又非常不便

而造成許多難題。 

 

另外，筆者雖然在這段期間大致理解了松革布的生產和紡織方式，卻依舊無法

掌握織紋設計的部分。松革布的紡織的圖紋原自於生產者周遭的植物或自然景觀。因

此，需要像松革布學習者一樣，在紡織者身邊消耗更多的時間，才能理解他們設計每

個織紋的目地和含意。筆者也需要補充許多有關植物和花卉的馬來辭彙和知識，以期

下次的訪談能更理解紡織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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