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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圖紋 iPad Sleeve設計意象分析
Image Analysis in Taiwanese Indigenous Graphic Design for 

iPad Sle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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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排灣族、泰雅族、雅美族三族原住民圖紋設計的 iPad Sleeve為圖紋意象的研究樣本，設計背景之學生族
群、設計師與非設計背景之一般消費者為研究對象，並透過語意差異法進行圖紋意象評量調查，由結果得知，圖
紋樣本的代表性意象及受測者偏好「輕巧」、「簡潔」意象之圖紋，此外在意象表徵上分成三個構面，以時尚性
構面成分占最高，其次為印象性構面及設計性構面，結果可提供日後設計師於相關圖紋或地區性文創商品設計之
參考。

關鍵詞：臺灣原住民圖紋、意象分析、iPad Sleeve

Abstract：This research was mainly discussing visual image of the unique Taiwanese indigenous graphic design of paiwan, Atayal 
and Yami(Tao) for iPad sleeve. students with design background, designers; and consumers without design background 
were as the objects of the study. It primarily used semantic differential as the main technique performing the statistical 
survey analysis; which showed that representative images of graphic design and participants preferred “lightweight” and 
“succinct” ones. On the design of images,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erspectives, most by popular, 
next is impressive, is once more design. This research will be the reference when designing on patterns 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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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各國流行設計師們紛

紛以自己最熟悉的文化遺產做為設計靈感，創造出深

具特色的商品，這些時尚創意商品被賦予文化內涵之

後，正所謂「故事可以賣錢」，經過文化包裝及內涵深

化賦予商品新生命，創造豐富利潤。以文化為內涵的

商品開發逐形成世界潮流，尤其在講究創意的時尚設

計領域裡，更具意義。為此，如何透過資源整合與共

享機制，將台灣原住民豐富的文化意象應用於流行設

計，開發創意商品，亟具重要。2002 年起臺灣開始推

動文化創意產業文創產業經營漸漸成為一種顯學的課

題（劉維公 ，2010）。隨著各國文創的推動，紛紛提

及透過結合藝術文化提升經濟與生活的價值，並融入

藝術美感進入原有生活層面的商品來注入價值，藉此

增消費者的選購慾望（邱冠燿，2009），且今人們的消

費層面以由「物」本體轉為重視文化的「精神消費」

（謝明軒，2005），因此，重視文化藝術且了解消費者

想法為產品開發的趨勢之一。而富有相當多元文化的

臺灣，張慶良（2003）指出原住民、本土、閩客、中

國、荷蘭、日本所留下的歷史足跡等，為我們在地且

有助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珍貴資產。其中，臺灣原

住民文化所具有的臺灣識別意象無論在工藝品、紡織

物及獨特圖紋方面都深具文化特色及民族特性的，更

為臺灣有利發展的文化能量（朱宗慶，2010）。商品除

文化賦予的差異外，設計亦為區分其差異並產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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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 種原住民圖紋
Table 1. 10 kinds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graphic

原住民圖紋

發圖紋包袋使其成特殊價值的商品

以及對原住民商品的視覺意象有更

深了解，並提供日後對於原住民圖紋

創作之依據。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為四個階段，首先進

行文獻收集分析，第二階段進行原住

民圖紋 iPad Sleeve 設計以及意象形

容詞篩選，第三階段進行意象問卷調

查及 SPSS 統計分析，最後進行結果

討論及建議。 

 

一、研究樣本 

根據書籍、網站及過去研究文

獻，收集三族（泰雅、排灣、達悟）

原住民圖紋，篩選出適合本研究的

10 種原住民常見圖紋（含器物上的

雕刻、織布紋、飾品、人物及神話等）

如表 1 所示，並參考徐啟賢（2004）

提出的「原住民文化資料彙整與分析

格式」，逐步進行分項內容分析並擷

取元素，將圖紋紋飾以單元體依照美

的形式原理-對稱、反覆、比例、均

衡、強調等方法構圖表現，強調紋飾

原有特色進行 iPad Sleeve 圖紋設

計，經專家討論並修正篩選後保留

15 組做為研究受測樣本，如表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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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 10 kinds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Graphic 
原住民圖紋

a.紋面    b.菱形紋 c.雄鷹羽毛 d.陶甕

e.木盾 f.百步蛇 g.變化花紋

h.琉璃珠 i.船眼 j.人形紋

圖紋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意象形容詞樣本篩選 

收集過去研究報告、相關文獻、

雜誌中，有關原住民和包款的雙向形

容詞語彙，初步剔除類似、不確定或

較難評測的部分，並經三位相關領域

專家評估挑選，由原先的 50 組篩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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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木盾 f. 百步蛇 g. 變化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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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之 11 組形容詞
Table 2. The study used 11 groups vocabulary of adjectives

華麗的－樸實的 國際的－本土的

科技的－手工的 印象的－易忘的

流線的－幾何的 複雜的－簡潔的

個性的－大眾的 時尚的－傳統的

輕巧的－厚重的 活潑的－單調的

喜歡的－討厭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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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也是一項重要的競

爭參數（丹麥文化部、貿易產業部著，2003）。現今生

活中人們使用大量生產的 3C 產品，但使用者本身無

法改變 3C 產品本體來創造差異化，轉為添購周邊增

加產品使用的獨特性，進而讓周邊商品的使用也成不

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文化與時下科

技商品 iPad 連結，將原住民圖紋擷取轉化設計與其周

邊商品 iPad Sleeve 為研究出發點，設計包款圖紋後進

行使用者意象分析，期盼開發圖紋包袋使其成特殊價

值的商品以及對原住民商品的視覺意象有更深了解，

並提供日後對於原住民圖紋創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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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適合本研究圖紋的 10 組意象形容

詞，最後加上喜好度評價「喜歡的－

討厭的」共 11 組，如表 3 所示。 

 

三、研究對象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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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與意象語彙以 SD 語意差異法

（Semantic Differential）進行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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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評量尺度由左至右分別為 1 至

7 級的級數，以「華麗的－樸實的」

為例，分數 1 級表示非常華麗，分數

7 級表示非常樸實，如圖 1 所示，研

究對象以設計背景的學生及業界人

士與非設計背景的消費群，且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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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為四個階段，首先進行文獻收集分析，

第二階段進行原住民圖紋 iPad Sleeve 設計以及意象形

容詞篩選，第三階段進行意象問卷調查及 SPSS 統計

分析，最後進行結果討論及建議。

一、研究樣本

根據書籍、網站及過去研究文獻，收集三族（泰

雅、排灣、達悟）原住民圖紋，篩選出適合本研究的

10 種原住民常見圖紋（含器物上的雕刻、織布紋、

飾品、人物及神話等）如表 1 所示，並參考徐啟賢

（2004）提出的「原住民文化資料彙整與分析格式」，

逐步進行分項內容分析並擷取元素，將圖紋紋飾以單

元體依照美的形式原理 - 對稱、反覆、比例、均衡、

強調等方法構圖表現，強調紋飾原有特色進行 iPad 

Sleeve 圖紋設計，經專家討論並修正篩選後保留 15 組

做為研究受測樣本，如表 3 所示。

二、意象形容詞樣本篩選

收集過去研究報告、相關文獻、雜誌中，有關原

住民和包款的雙向形容詞語彙，初步剔除類似、不確

定或較難評測的部分，並經三位相關領域專家評估挑

選，由原先的 50 組篩檢

至適合本研究圖紋的 10 組意象形容詞， 最後加

上喜好度評價 「喜歡的�討厭的」 共 11 組， 如表 2

所示。

三、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由原住民圖紋 iPad Sleeve 樣本與意象語

彙以 SD 語意差異法（Semantic differential）進行問卷

調查，採 Likert 七點量表，將 15 組圖紋樣本分別搭

配 11 組形容詞編制為問卷，評量尺度由左至右分別

為 1 至 7 級的級數，以「華麗的－樸實的」為例，分

數 1 級表示非常華麗，分數 7 級表示非常樸實，如圖

1 所示，研究對象以設計背景的學生及業界人士與非

設計背景的消費群，且需為 iPad 產品的使用者。問卷

採便利抽樣以網路問卷發放，共 300 份。受訪者結構

為：非設計背景稍多（56.3%）；族群以學生族群占多

數（49.0%），其次為一般消費群（27.3%）、設計師族

群（23.7%）；年齡層以 21-30 歲為最多（68.3%）；在

背景與性別及年齡與族群比例上，以設計背景的女性

（46.3%）與 21-30 歲的學生族群占（35.7%）占多數。

 

iPad 產品的使用者。問卷採便利抽樣

以網路問卷發放，共 300 份。受訪者

結構為：非設計背景稍多（56.3%）；

族群以學生族群占多數（49.0%），

其次為一般消費群（27.3%）、設計

師族群（23.7%）；年齡層以 21-30

歲為最多（68.3%）；在背景與性別

及年齡與族群比例上，以設計背景的

女性（46.3%）與 21-30 歲的學生族群

占（35.7%）占多數。 

 

 

圖 1.Likert 七點量表 

Fig.1. 7-pointLikert scale 

結果與討論 

將前述分析、調查之項目，綜合

整理歸納後，結果如下： 

一、包款圖紋意象統計分析 

在圖紋代表性意象方面，本研究

將表 2 樣本及搭配 11 語彙進行問卷

編列，邀請設計背景的學生及業界人

士與非設計背景的消費群，進行問卷

調查，用 SD 語意差異法（Semantic 

Differential），採 Likert 七點量表表

示，期瞭解各受測者對圖紋在不同語

意的對應差異值。本研究即用語彙的

平均值來了解圖紋的意象偏向，當語

意形容詞的平均值高時，表示該樣本

具有該意象，如表 4 中樣本一具有

「手工的」感。歸納出具有代表意象

的圖紋有：主體以泰雅紋面為設計的

圖紋包款一較具有手工的感覺，泰雅

族菱形排列的圖紋包款二具有幾何

的感覺，版面以排灣熊鷹羽毛紋路為 

 

表 4. 圖紋的代表性意象 

Table4. The image in Taiwanese 

indigenous graphic design for iPad 

sle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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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設計背景喜好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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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評量尺度由左至右分別為 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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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素一

　 為三個因素中份量最高，由「時尚的－傳統的」、

「國際的－本土的」、「科技的－手工的」等意象組

成，這些意象反應是依外在訊息進行判斷，與流行

程度資訊快速有關，將此因素綜合命名為「時尚性

構面」。

 2.  因素二

 　由「印象的－易忘的」、「輕巧的－厚重的」、「個性

的－大眾的」、「活潑的－單調的」等意象組成，此

四組意象屬於印象感覺進行描述，與圖紋的視覺強

弱感有關，將此因素綜合命名為「印象性構面」。

3.  因素三

　 由「複雜的－簡單的」、「華麗的－樸實的」、「流線

的－幾何的」等意象組成，屬於依圖紋的外觀進行

判斷，且與線條圖紋豐富程度有關，將此因素綜合

命名為「設計性構面」。

進一步了解問卷可靠性與有效性，進行信度考

驗，量測各形容詞之 Cronbach's alpha 係數，除了設計

性構面中「複雜的－簡潔的」、「華麗的－樸實的」、

「流線的－幾何的」形容詞組的 α 值較低，係數為

0.667，屬可接受的範圍，其餘因素 α 值達 0.800 以

上，總量表 α 係數為 0.947，可判定此問卷內容的信度

頗佳，整理如表 7 所示。

表 7. 因素量表及 Cronbach's Alpha 係數表信度考驗表
Table 7. Factor analysis and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因素

命名
語意量尺

因素

負荷量

總變異量之百

分比（%）

Cronbach's 
Alpha 值

時尚性構面

時尚傳統 0.929

30.347 0.919國際本土 0.919

科技手工 0.862

印象性構面

印象易忘 0.846

28.888 0.863
輕巧厚重 0.841

個性大眾 0.787

活潑單調 0.734

設計性構面

複雜簡單 0.927

16.817 0.667華麗樸實 0.557

流線幾何 0.417

總量 76.052 0.947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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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傳統文化圖紋特色融入現代設計，研究

結論歸納如下：

1.  本研究受測者以設計背景之女性與 21 ～ 30 歲的學

生占多數，並對 15 個原住民圖紋包款具有的形容

詞評價為本土、傳統、手工、印象、活潑、幾何、

簡單、個性、輕巧的意象評價。

2.  無論受測背景皆喜歡具「輕巧」、「簡潔」意象之圖

紋設計。

3.  在因素分析中，10 組語彙分為三個主要構面，以時

尚性構面的份量最高，其次為印象性構面及設計性

構面，並得知受測者在圖紋中較重視的部分為圖紋

的流行性且具時尚國際感的造型，相較於時尚性觀

感、圖紋印象及設計方面則次之，顯示出對消費者

而言，具流行性圖紋的意象較優於設計感與設計層

次的判別。

4.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朝不同族群對新商品圖紋意象差

異之研究，來縮短設計者與固有消費者的意象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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