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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族 ︵ C h a m︶
s 是南島語系民族，
語言上屬馬來語，原多分佈在越南
中部沿海，其所建立的國家稱占婆
︵ Champa
︶。中國史料中在各時代有不
同的稱呼，如林邑、占不勞、占城等指
的都是同一個國家。其疆域最廣時從越
南北部的橫山山岳沿著中部海岸延伸到
南部的潘切。本院典藏的八角星占族織
品為什麼會出現在柬埔寨呢？其與伊斯

楊芳綺

的協助反抗漢朝，進而爭取獨立，故

推測林邑的興起，可能是藉由扶南的

︵ Champa
︶。中國史料中在各時代
有 不 同 的 稱 呼 ︵ 註 一 ︶， 如 林 邑 、 占

林邑在文化上，有可能是受了扶南印

柬埔寨吳哥王朝璀璨的建築成

不勞、占城等指的都是同一個國家。

沿著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潘切。本

就，在世界遺產旅遊風潮的推波助瀾

度化的影響︵圖三︶。

院典藏的占族織品為什麼會出現在柬

下為世人所知，但一般人對於占婆並

其疆域最廣時從越南北部的橫山山岳

埔寨呢？其與伊斯蘭信仰究竟有怎樣

無深入了解，甚至對占婆的刻板印象

最著名者為柬埔寨巴戎寺的浮雕。因

皆來自柬埔寨。古代占婆人的形象，

的關係？本文希冀簡介占婆的歷史文
化，並嘗試呈現這件占婆織物出現的
歷史文化脈絡。

兩國迭起干戈，此寺廟的浮雕即刻劃
雙方的戰爭場景︵圖四︶，學者對於

案色彩需求，對應分段織入，顯出圖

緯時，使用多種色緯的梭子，配合圖

上較為困難。斷緯係指在織布開口投

緯的重緯顯花技法︵圖二︶，在技巧

家

︵ 註 三 ︶， 其 歷 史 可 追 溯 到 西 元 一

是印度支那半島最早建立的印度化國

北部外皆深受印度文化影響。柬埔寨

一般認為 印度支那半島 ︵註二︶除越南

國交匯處，深受兩大古文明的影響，

占婆位在東南亞，地處印度與中

袍，頭戴樣式頗為趣味的倒蓋花朵頭

猛刺敵；而占婆士兵則是身著短袖戰

頸纏繞繩索，腰裹短布，手持長矛勇

爭，浮雕中柬埔寨戰士體格壯碩，胸

寨國王闍耶跋摩七世攻打占婆的戰

深受印度化影響的占婆
—

樣，在技法上較為費工，但相對可使

世紀建立的扶南。繼而起之的則是占

盔，圖像中有一占族士兵已戰敗跪

此景描述何場戰爭 尚無定論 ︵註四︶，

圖樣及顏色更有變化。

婆，早期稱林邑，其於西元一九二年

地，其餘軍團雖壯似英勇卻毫無秩

一般認為是描述西元一一八一年柬埔

占 族 ︵ C h a m︶s 是 南 島 語 系 民
族，語言上屬馬來語，原多分佈在越

建國，時建國之初，扶南已經強盛，

初生
王國

蘭信仰究竟有怎樣的關係？本文希冀簡
介占婆的歷史文化，並嘗試呈現這件占
婆織物出現的歷史文化脈絡。

引言
為豐富故宮南部院區的典藏，
本院新購約一千四百件的亞洲織品，

︶，為伊斯蘭教

其中一件依據其購藏資料應為柬埔寨
占族的織布︵圖一

︶。左右鑲邊的三角

柬埔寨八角星占族織品 172×68.5公分、左右鑲邊各21公分、上下鑲邊各8公分
經密112、緯密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a

南中部沿海，其所建立的國家稱占婆

其餘白、綠、藍、橘則是使用短梭斷

藏品除黃色部份以連續的緯線織成，

另一組彩色緯線顯出圖樣。但本院的

作，即以紅色的經緯線作為地，再以

此類的織品通常以通梭重緯製

飾以回紋圖樣。

紋飾下有長條柱狀紋樣，上下飾帶皆

柵紋樣︵圖一

紋，內飾以白、綠八角星及藍、橘格

黃、藍、橘線顯花，上有連續菱格

禱毯。作品以紅色為底，以白、綠、

徒所使用，通常多作為牆壁裝飾或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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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此戰役中柬埔寨大獲全勝，而
占族卻被描寫成頹喪的戰敗國。無論
如何，此浮雕使我們對十二世紀的占
婆民族樣貌，有一具體圖像作參考。
其實占婆的建築藝術與柬埔寨
相比，毫不遜色且獨具風格。只是
在西元一八三二年占婆滅亡後，此國
正式走入歷史，隨著時間的流轉，早
已為人所遺忘。另一方面，占婆與其
它東南亞國家相同，早期的歷史有賴

Georges

碑銘記載，但並沒有留下文字資料。
法國遠東學院學者馬伯樂︵
︶唯恐越南人及世人忘記這
Maspero
個二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曾經存在的文

化古國，乃著手撰寫占婆史。此書依
據的材料包括了占婆國本國的占文、
梵文，鄰近國家的柬埔寨碑銘，以及
中、越等國家的史籍，亦有爪哇史料

二十世紀初法國遠東學院河內

創造神梵天︵

︶。
Brahma

五︶，早已為世人所遺忘的占婆文化

常以造型似男性陽具的石柱為代表，

林伽︵

占婆以濕婆信仰為核心，通常以

才再度受重視。占人在建築藝術與柬

是濕婆在人間的顯現，設置於象徵女

分部對占婆遺址進行調查工作︵圖

埔寨相同，皆深受印度化影響。其建

陰優尼︵

︶在︽東南亞
Anthony Reid

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伊斯蘭教的迅速發展與頻繁的貿易往

半島和東蘇門答臘沿海地區的傳播。

重要的港口，促進了伊斯蘭教在馬來

六甲改信伊斯蘭，同時成為該地區最

斯蘭教徒急遽增多。在十五世紀，麻

馬來西亞東岸港口的商業階層中，伊

紀，在北蘇門達臘、東爪哇、占婆和

居住於占婆。十三世紀末期和十四世

溯到十一世紀，當時穆斯林商人早已

的 貿 易 時 代 一 四 五 ○—
一六八 ○
年︾
一書中有深入的研究。這個問題可回

東尼瑞德︵

竟是從何時開始深受伊斯蘭影響？安

占族原多以信仰印度教為主，究

蛻變 受
—伊斯蘭文化吹拂

尼似石磨造型並有流口，通常朝向北

︶的上方︵圖七︶，優
Yoni

︶形式崇拜濕婆，林伽通
Linga

築體現著印度教的思想，舉例而言，

方。

巴戎寺浮雕描述柬埔寨與占婆的戰爭（作者2007年自攝）

及歐洲旅行家的記述，迄今仍是研究
占婆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指的是占婆的寺廟︵圖六︶，
Kalan
是供奉神祇的場所。塔廟通常為方
型，象徵祭台，是神聖世界的縮影。
階梯狀的金字塔頂，則象徵須彌山。
塔階通常為三層，因為其代表印度教
三個主要神祇三位一體的概念。印度

︶，
Shiva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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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三個主要神祇係指保護神毗濕奴
︵

︶、毀滅神濕婆︵
Vishnu

公元四世紀亞洲地圖

本院典藏織品背面圖
圖二

本院典藏占族織品細部照片
圖一b
底圖採自《亞洲人文圖志》（2008:11）經林加豐修改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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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印度教，南部的占族人則以信仰伊
斯蘭教為大宗，在此必須特別說明，
占婆信仰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皆是經
過本土化的宗教，與原本樣貌並非完
全相同。
而流亡至柬埔寨的占人多為穆
斯林教徒，目前居住於金邊附近的村
落，因占人在柬埔寨無自己的土地，
無法農耕維生，所以男性多從事漁
業，而女性則多從事織布，因此尚保
留傳統編織技藝。透過對占婆歷史的
更深層認識，也使我們釐清院藏的占

當一四七一年越族人占領歸仁，
占人首都遷至潘郎之後，占婆國勢衰
弱，主導貿易的穆斯林社群影響日趨
重要。十五世紀時，因麻六甲帝國商
人常至占婆進行貿易，馬來人也開始
遷入占婆居住地。占人與馬來人雜
居混合，形成﹁占馬來族﹂。因馬
來人多信仰穆斯林，導致原信仰印

Chams

度教的占族，約有三分之一成為穆
斯林教徒，被稱為﹁占巴尼︵
︶i ﹂ ， 信 仰 印 度 教 的 族 群 則 稱
Ban
﹁ 占 婆 羅 門 ︵ Chams Brahman
︶﹂。
占巴尼有專屬於自己的穆斯林禮拜
堂，在信仰及生活方式皆與占婆羅門
非常不同，早期兩個宗教派別互不通
婚，近來才逐漸開放。十六世紀後期
伊斯蘭教的影響更強烈，人們紛紛改
信伊斯蘭教。從一六七 ○
年後占婆多
數的國民，包括占婆國王，皆成為穆
斯林。
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占婆王國滅
亡為止，因越南王國與占婆王的勃谿
不斷，為數不少占族逃至柬埔寨、印
尼各地。越南尚存的占族人多居住於

探
—索本院占族織品

越南中部及南部，中部的占族人多信

解析

最後我們再回到本院所典藏的織
品，探討十五世紀占族伊斯蘭社群遷
入占婆後所產生的變化，接著以澳洲
國家藝廊及維特斯羅︵ Percy Vatsaloo
︶
私人收藏與本院典藏的織品作比對，
從圖樣的佈局及紋樣的意涵，分別探
討其與伊斯蘭文化相關的元素。
占婆歷經伊斯蘭文化的薰陶後，
最直接影響乃是服裝樣式的改變，原
占婆民族服裝的樣式從寺廟遺存的浮

︶。但在
sampot

雕可知，大多為上身袒露︵圖八︶，
下著筒裙或山樸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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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伽與優尼
圖七
茶蕎遺址浮雕

族織品出現在柬埔寨的脈絡。

維特斯羅私人典藏，十九世紀晚期製作。
圖十

澳洲國家藝廊典藏
圖九

織品

94×185公分

圖八

早期占族服飾多為上身袒露

法國遠東學院於茶蕎遺址進行調查
採自Pierre Baptise ，Thierry Zéphir ， 2005， Fig.1
Phù Hai遺跡群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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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十二︶，不管在紋樣或設計佈

局皆模仿得極為相似。
再回到澳洲國立藝廊典藏織品，
討論其設計佈局， Gillian Green
認為其
與馬來西亞以重緯顯出紋樣的筒裙有
所關聯，推測其可能由馬來西亞的織
工所製作 ︵註七︶。馬來西亞與 印尼同
屬海島東南亞，與印度皆有頻繁的貿

的研究，上述
Gillian Green

三件織品上均可見八角星紋樣，

應與印度帕托拉具有密切關聯。

的柬埔寨占族吊簾，追溯其設計佈局

經過佈局結構的比對，本院所藏

托拉的紋樣與佈局具有密切關係。

易往來，若追溯其源頭，應與印度帕

根據

似︵圖十一︶。

邊，且鑲邊與主體的分隔比例幾近類

以佈滿的圖樣，上下與兩側皆留有鑲

藝廊的織品作對比。兩者皆在中間飾

對，所以僅以本院的典藏與澳洲國家

特斯羅私人收藏僅有局部圖片無法比

簾使用。有關三件織品的佈局，因維

許多的共同點，三者皆作為壁飾或吊

九 ︶ 與 維 特 斯 羅 ︵ Percy Vatsaloo
︶私
人收藏︵圖十︶與本院的典藏品具有

澳洲國立藝廊典藏的織品︵圖

織品即是一例。

象，多以幾何圖案表現，本院典藏的

蘭信仰的關係，因此較少有具體的形

袍等樣式出現。在圖案紋樣上因伊斯

露身體各部位，並有頭巾、外套、長

衣著樣式趨向保守，包裹上身而不袒

伊斯蘭教傳入大陸印度支那半島後，

泰國織品（1980年代製作）

的
Patricia Cheesman

但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則具有不同的
象徵意涵。根據

的設計結構與柬埔寨的筒裙相同，也
多在該地區的佛教吊簾及船布中可見
類似的佈局。柬埔寨的織品設計佈局
追溯其源頭應與印度絲織的帕托拉
︵ Patola
︶相關，帕托拉係指印度地
區 以 經 緯 向 伊 卡 或 稱 雙 伊 卡 ︵ Double
︶製作的絲織品，因其製作過程非
Ikat
常繁複，首先需預先設計圖案，次則
依圖案將分段染好的經線、緯線，透
過織作使經緯線交錯顯出紋樣。一般
伊卡的作法多以經線或緯線顯花，但
經緯向伊卡則是藉由經線、緯線的精
細設計顯出圖樣，技巧較為繁複。
因此，帕托拉在印度古吉拉特
︵ Gujarat
︶多作為新娘的結婚禮服或
上層階級的穿著。而帕托拉在柬埔寨
雖同樣被視為珍貴的織品，不過不若
印度地區，具有身份或地位的象徵。
但其設計佈局及紋樣則對柬埔寨織品
具有顯著的影響。 ︵註五︶
另一方面，觀察印度外銷至印尼
的帕托拉設計佈局，亦與前述的結構
非常類似，帕托拉在印尼是很受歡迎
的珍稀織品，但因其價格昂貴，一般
人無法負擔，因此在印尼市場上出現
了棉染織品仿印度帕托拉的產品 ︵註

︶，但在佛教中，則象徵

研究，亞洲地區八角星通常象徵太陽
︵圖十三

向日葵及檀花，通常僅裝飾於筒裙的
局部或其它服裝上。泰國地區，此類
的紋樣通常具有吉祥寓意，但不具神
聖或宗教的象徵。但是若八角星紋樣
外圍鑲以鑽石圖樣，在其外框處有多

︶。

個勾狀向外發散，則代表製作棺木的
樹木所開的花︵圖十三

但在伊斯蘭文化的脈絡下則僅
為紋樣並不一定具有象徵意涵，因伊
斯蘭信仰的神祇無法以具體擬人化的
形像呈現，亦無特定形態。再以幾何
與算學在伊斯蘭廣為流傳，因此促進
幾何圖案的發展。八角星紋樣是伊斯
蘭世界常見的裝飾，在建築的瓷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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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蘭經裝飾中常可見到，也屢作為織

占婆寺廟入口具有廊柱與三角門楣造型
圖十六

a

圖十三b
結婚儀式時所戴頭巾，上有八角星紋飾
採自Jane Puranananda（2004：P23，Fig.3）

泰國織品（1930年代製作）

圖十四b

印尼棉染織品仿帕托拉的佈局
圖十二

圖十三a
本院典藏品鑲邊紋樣
圖十五

占婆研究中心典藏
占巴尼結婚傳統禮服
圖十四a

織品圖樣佈局圖
圖十一

亞洲研究
璀璨的占婆文化—從故宮南部院區新典藏的織品談起

品圖樣。伊斯蘭信徒透過幾何紋作為

連續性圖案的基礎，表達無限性及無

終止性，藉此以表達對神聖萬物創造

者 —
阿拉的崇敬。在︽時間之緯 —
東
南亞織品︾︵ Through The Thread of Time-

︶書中占族的結婚
Southeast Asia Textiles
禮服頭巾︵圖十四 、 ︶，同樣也

有占族八角星的裝飾，推測八角星應

是占巴尼服飾的常見紋樣。

在鑲邊紋樣上，本院與澳洲國家

藝廊的左右鑲邊皆為建築樣式︵圖十

五︶，而維特斯羅私人收藏則將其置

於上下方，雖同樣由幾何圖案構成，

但此建築樣式卻與伊斯蘭信仰應無淵

源，反而使人聯想到印度教神廟的立

面︵圖十六︶，其入口處具有兩個立

柱，上有三角門楣的式樣，在占婆的

寺廟裡是非常典型的特徵，推測應是

印度教文化影響的遺緒。在東南亞織

品中，有少數的例子具有此一現象，

在伊斯蘭社群的織布中偶爾亦可以瞥

見印度教的神廟及印度神話動物。

綜上所述，本院的作品與上述兩

餘暉漸被世人所遺忘。然而透過了解

件作品相較，主體紋飾雖皆飾有八角

本院典藏的占族織品具體而微的

占婆文化，也使我們重新認識到院藏

星紋樣，但在細部裝飾上，本院織品

圖案變化上更為講究，整體設計效果

展現了占婆十五世紀的歷史轉折。西

的新購織品，背後竟有著這麼一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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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歷史，至占族流離異地，曾經的

更佳。探究其原因，應與編織技法相

元二世紀初至十四世紀占族多以信仰

迴曲折，而在輾轉到臺灣後，占婆風

圖十八

109

a

樣化且圖樣更為細緻。

關。澳洲國立藝廊與維特斯羅私人典

印度教為主，十五至十六世紀伊斯蘭

采也將流傳不歇。

的菱形紋是由若干幾何圖樣組成，在

藏皆使用通梭重緯技法︵圖十七︶。

進入占婆王國後，占族分裂為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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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因此織品設計上較為多

註釋

本院典藏品背面圖，以斷緯重緯技法製作。

圖十七

維特斯羅私人典藏背面圖，以通梭重緯技法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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