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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照片主題類別定義
1
 

為了便於使用者查詢檢索及瀏覽，「田野照片資料庫」依史語所早期研究調查員

所拍攝 5560 張田野照片的主題和內容，建置了「日常生活、人-人物、人-一般人、

人-人體測量、物與物質文化-食物、物與物質文化-工具器物、物與物質文化-象

徵物、物與物質文化-身體裝飾、物與物質文化-樂器與工藝、物與物質文化-信件

文本、家屋、買賣與市集-族群、買賣與市集-流通商品、地景-生態與生計環境、

地景-村寨地景、地景-公共建築、地景-野外地景、儀式節慶-生命儀禮、儀式節

慶-村寨儀式、儀式節慶-家戶儀式、儀式節慶-風俗年節、交通運輸、表演活動、

事件、調查研究者」等二十五項主題類別瀏覽，供使用者依所欲檢索的主題對照

片進行查詢。一張田野照片有時因涵蓋主題的多重性，會有複數的主題類別定

義，以下為田野照片各主題類別的定義解釋與範例展示：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以每日生活場域的活動為主題，比如：割草、種田、紡紗、織布、

挑水等，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這個主題類別，可以區分成三種不同取向的描

述，一是以週遭生態環境與日常活動的關係為主，描述的重點比較偏向地景的觀

點（如：婦女荷草）﹔二是以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器物為主，描述的重點比較

偏向物與物質文化的觀點（如：苗婦織布）﹔三是以社群關係與社群組織為主的

群體活動為描述主軸，描述的重點比較偏向於社會分工、家戶、親屬等群體組織

與互動情形（如：室內闔家聚食、婦女井邊洗澡）。 

  
原紀錄標題：婦女荷草 

登錄號：00000187 
原紀錄標題：苗婦織布 

登錄號：00000864 

  
原紀錄標題：室內闔家聚食 

登錄號：00000943 
原紀錄標題：婦女井邊洗澡 

登錄號：00000103 

                                                
1田野照片主題類別定義製作於 2003 年 05 月 08 日，經多次修改後，於 2010 年 10 月 30 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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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這個主題類別的照片，是指被拍攝者乃應拍攝者之要求，接受拍攝。人這

個主題是以「人」為主軸，就內容上又可再區分成：「人-人物、人-一般人、人-

人體測量」三類。人-人物：在該社會具有特殊身分地位或職業的人（如：班洪

王與勘界委員、納西族巫師-東巴、猛角土司罕華相半身）。人-一般人：以照片

紀錄人群的生活及服飾。(如；苗婦的服裝、湘苗小孩)。人-人體測量：以體質測

量的角度來拍攝人的頭部正面、側面像（如：體質測量拉祜、體質測量傣、納西）。 

人 - 人物 

   
原紀錄標題：班洪王與勘界委員 

登錄號：00001522 
原紀錄標題：納西族巫師-東巴 

登錄號：00003010 
原紀錄標題：猛角土司罕華相 

登錄號：00000284 

人 –一般人 

  
原紀錄標題：苗婦的服裝 

登錄號：00000618 
原紀錄標題：湘苗小孩 

登錄號：00004717 

人 – 人體測量 

原紀錄標題：體質測量_拉祜 
登錄號：00005577 

原紀錄標題：體質測量_納西 
登錄號：00002693 

原紀錄標題：體質測量-_傣 
登錄號：0000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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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與物質文化 
在「物與物質文化」這個主題類別之下，物的概念包含著「以實用性為主」和「以

宗教、經濟、歷史、文化等特殊意義為主」的兩種描述方式。「實用性」著重於

闡明「物」的功能性用途。「特殊意義」著重於「物」在該社會的文化與歷史脈

絡中，所彰顯的族群特色。以種類來說「物與物質文化」可再細分成：物與物質

文化-食物（如：咂酒、大菌、沙基樹）、物與物質文化-工具器物（如：紡棉、

木礲、木臼與木杵、苗弩、捕鵪鶉之網籠、製糖之榨蔗工具 ）、物與物質文化-
象徵物（如：人頭樁、藍姓祖杖、佤族牛頭骨）、物與物質文化-身體裝飾（如：

水擺夷男子岳相之紋身、花苗二少女、荷槍佩刀去趕街之男子）、物與物質文化-
音樂與工藝樂器（如：象腳鼓、吹葫蘆笙、猴子舞）、物與物質文化-信件文本（如：

雷水源家祖像畫軸、手抄本宗譜圖(一)、邦紅王書信）。 

物與物質文化-食物 

   
原紀錄標題：咂酒 
登錄號：00001295 

原紀錄標題：大菌 
登錄號：00001287 

原紀錄標題：沙基樹 
登錄號：00000244 

物與物質文化-工具器物 
 

  
原紀錄標題：紡棉 
登錄號：00000176 

原紀錄標題：木礲 

登錄號：00000331 
原紀錄標題：木臼與木杵 

登錄號：00000149 

  
原紀錄標題：苗弩 
登錄號：00000869 

原紀錄標題：捕鵪鶉之網籠 
登錄號：00001657 

原紀錄標題：製糖之榨蔗工具 
登錄號：000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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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與物質文化-象徵物 

   
原紀錄標題：人頭樁 
登錄號：00000403 

原紀錄標題：藍姓祖杖 
登錄號：00001162 

原紀錄標題：Y 形木樁上牛頭骨 
登錄號：00000551 

物與物質文化-身體裝飾 

   
原紀錄標題：水擺夷男子岳相紋身  

登錄號：00000130 
原紀錄標題：花苗二少女(正面) 

登錄號：00000717 
原紀錄標題：荷槍佩刀去趕街男子 

登錄號：00001435 
物與物質文化-樂器與工藝 

 

  
原紀錄標題：象腳鼓 
登錄號：00000033 

原紀錄標題：吹葫蘆笙 
登錄號：00000434 

原紀錄標題：猴子舞  
登錄號：00000658 

物與物質文化-信件文本 

   
原紀錄標題：雷水源家祖像畫軸 

登錄號：00001039 
原紀錄標題：手抄本宗譜圖(一) 

登錄號：00001040 
原紀錄標題：邦紅王書信 

登錄號：0000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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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屋 
「家屋」在人類學的研究裡，是人與自然和社會關係的再現，也是族群文化觀及

理想社會的期待。「家屋」這個主題類別，包括了屋舍建築的外觀樣貌、內部空

間配置及建置與修繕的紀錄。房屋外觀建築的樣貌與建材，如：房屋、倉房、院

壩、窯房、豬牛圈、雞罩籠房、屋旁廁所、晒台等。家屋內部空間的配置與擺設，

如：祠堂、廚房、藏酒室、鐘姓大門、房屋上之天窗、灶房、正屋中間之供祖處。

建置及修繕家屋的照片，如：造屋築牆、修屋。此外，大寨土官房舍的背面、耶

穌堂外之女傳教師與眾男女等紀錄家屋建築的田野照片，也顯現家屋在人的養成

與世系、社群關係的建立裡，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原紀錄標題：房屋一宅 
登錄號：00000377 

原紀錄標題：倉房 
登錄號：00000954 

原紀錄標題：平地傜倉房及豬圈 
登錄號：00001179 

  

原紀錄標題：鐘姓大門 
登錄號：00001153 

原紀錄標題：正屋室內中間 
登錄號：00000080 

原紀錄標題：正屋中間之供祖處 
登錄號：00000124 

  

原紀錄標題：修屋 
登錄號：00001285 

原紀錄標題：造屋築牆 
登錄號：00000951 

原紀錄標題：耶穌堂外之女傳教

師與眾男女 
登錄號：000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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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與市集 
「街子」、「趕街」等詞，是流傳在西南中國各族群之中對市集的獨特稱呼。「買

賣與市集」這個主題即是指在街子場合拍攝的人事物，一般經常出現的影像內容

有遠觀街子全景、趕街的人群、買賣交易、買物或賣物的人、趕街的婦女、男子、

小孩等。街子是個多族群貿易的場合，也是族群接觸最頻繁的地點，在市集經常

可以看到鄰近地區不同族群的人群，穿著本族的服裝與不同族群接觸交易，所以

街子是能明確顯現族群特色與界線的地方，各族群的人們，在這裡展現不同人群

界線的形塑，及族群接觸的結果，是以何種方式影響人們的生活。「買賣與市集」

這個主題又可再區分為，以服飾顯示族群界線的「買賣與市集-族群」（如：猛

角街子婦女背大竹簍、猛角街子之男婦、趕街之大包頭婦(正面)），以及被交易

流動的物品「買賣與市集-流通商品」（如：孟定街子野卡賣香油、耿馬街子佧

瓦夫婦賣狗、青苗賣小魚）。 

買賣與市集-族群 

原紀錄標題：猛角街子婦女背大

竹簍 
登錄號：00000355 

原紀錄標題：猛角街子之男婦 
登錄號：00000353 

原紀錄標題：趕街之大包頭婦

(正面) 
登錄號：00000911 

買賣與市集-流通商品 

原紀錄標題：孟定街子野卡賣香

油 
登錄號：00000339 

原紀錄標題：耿馬街子佧瓦夫婦

賣狗 
登錄號：00000344 

原紀錄標題：青苗賣小魚 
登錄號：0000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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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 

「地景」，簡單的說，是人類用來殖民自然的方式，不論是改變生存空間的物質
殖民，或是自然環境意義化的文化殖民，其所形構的空間既是指涉人類於自然界

的被動生存環境，也是指涉人類主動加諸於物理環境的改變，所塑造的特殊景
觀。「地景」所再現的是人所理解的概念與意義。也因此，除了家屋以外，所有

與人類生存空間有關的地景，又可區分成四大類：「地景-生態與生計環境、地景
-村寨地景、地景-公共建築、地景-野外地景」。「地景-生態與生計環境」，指圍繞

在村寨人們所生活的地理空間與生態環境等自然條件，如：芒市壩子、車里望九
龍江、峒河沿岸的村落、遠望上允埧子、巴比林梯田等等；「地景-村寨地景」，

村寨人民通過人為建築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創造出因地制宜的聚落空間，
如：溝口寨的平房形式、婦女擔物過竹橋、水井、小河洞內可見牙齒之人頭樁；

「地景-公共建築」的描述重點，偏向於此建築在村寨內的文化脈絡下，具有宗
教意義、事件紀念，公共行政用途，或是人群集會之地，如：木鼓房、緬寺正殿、

平蠻碑、耿馬公安局、土地公廟等；「地景-野外地景」即是在村寨之外的地貌景
觀，如：墳、土地廟、懸棺、懸棺旁崖上朱繪等。 

地景-生態與生計環境 

 
原紀錄標題：芒市埧子 

登錄號：00000001 

原紀錄標題：峒河沿岸的村落 

登錄號：00000592 

原紀錄標題：巴比林梯田 

登錄號：00001823 

地景-村寨地景 

 
原紀錄標題：溝口寨的平房形

式 
登錄號：00005559 

原紀錄標題：水井 
登錄號：00000219 

原紀錄標題：小河洞內可見牙齒

之人頭樁 
登錄號：0000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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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公共建築 

 
原紀錄標題：緬寺正殿 

登錄號：00000007 
原紀錄標題：耿馬公安局 

登錄號：00000204 
原紀錄標題：平蠻碑 
登錄號：00002238 

地景-野外地景 

  
原紀錄標題：僰人墓 
登錄號：00002244 

原紀錄標題：懸棺（白馬洞） 
登錄號：0002277 

原紀錄標題：土地廟 
登錄號：000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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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節慶 
儀式節慶是指不同於日常生活的特定節慶，或是在儀式場合所發生的人事物，包

括各種宗教儀式、生命儀禮、特殊節慶等。一般而言，只要田野照片中所拍攝的

儀式活動，不是經過刻意安排的場景，就可歸於儀式節慶。這個主題類別，以儀

式節慶在社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為描述的重點，包括儀式的由來、目的、進行

方式、參與人事物等與儀式節慶有關的資訊。儀式節慶這個主題類別又可更細緻

的區分出：儀式節慶-生命儀禮，如：喪事家午餐、做擺時老僧棺木之裝飾、苗

家喜筵。儀式節慶-村寨儀式，如：天王出巡、祭樹神。儀式節慶-家戶儀式，如：

正屋中所供之高辛王位、黃姓苗婦端公。儀式節慶-風俗年節，如：女子打楸、

端午競渡。 

儀式節慶-生命儀禮 

   
原紀錄標題：喪事家午餐 

登錄號：00000305 
原紀錄標題：做擺老僧棺木裝飾 

登錄號：0000062 

原紀錄標題：苗家喜筵 
登錄號：00000876 

儀式節慶-家戶儀式 

  
原紀錄標題：天王出巡 

登錄號：00000639 
原紀錄標題：祭樹神 
登錄號：00001308 

儀式節慶-風俗年節 

   
原紀錄標題：花苗跳花 

登錄號：00000805 
原紀錄標題：女子打楸 

登錄號：0000111 
原紀錄標題：端午競渡 

登錄號：00000595 



 10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是指在食、衣、住、行中，對於「行」之工具的描述。1930-1940
年代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在交通運輸上主要是以人力與獸力為主，而這些運輸

工具的製作與產生，乃是因人為了生活需要和問題的解決，才以科學與技術的發

展，改變了人類原本的生活與自然環境。這些交通運輸內容的描述，諸如運用獸

力的騎馬，村落人民為使塘石小路更易於行走的擴路，也包括繩渡、竹筏、竹橋、

木橋、鐵索橋等，人們透過運輸工具，始能更加便利地跨越河流所分割的自然疆

界，移動到另一個地方。 

 
原紀錄標題：築路 
登錄號：00000032 

原紀錄標題：男女乘馬 
登錄號：0000042 

 
原紀錄標題：竹筏 
登錄號：00001096 

原紀錄標題：皮船渡河 
登錄號：000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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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 
「表演活動」一是指節慶中具有展演性質的表演活動，另一則是指表演者因應拍

攝者之要求，接受拍攝，表演者可能應拍攝者的要求，為求紀錄而在非原儀式節

慶場合，再現其於儀式中的動作。或是拍攝者因偏重於對表演者的紀錄，缺少整

體脈絡化的描述，而很難判定是在哪些儀式節慶場合所拍攝，表演目的為何。是

以姑且就將這些可能是應拍攝者的要求所做的表演，視為是有表演性質的活動剪

影，如：演戲、紹興王的護兵跳舞、苗人的技擊、兩男子吹葫蘆笙對舞、跳端公、

女子三人舞等。 

 

原紀錄標題：演戲 
登錄號：00000077 

原紀錄標題：紹興王之隨從跳舞 
登錄號：0000371 

  

原紀錄標題：苗人的技擊 
登錄號：00000671 

原紀錄標題：兩男子吹葫蘆笙對舞 
登錄號：0000934 

原紀錄標題：跳端公 
登錄號：00001301 

原紀錄標題：女子三人舞 

登錄號：0000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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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事件」即是指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如：政府推行邊民教育時，芮逸夫先生參

加嘉山小學的開學活動、孟定臨時測候所成立。而在 1930-1940 年代最為重大的

事件，實屬 1934 年 2 月的「班洪事件」與 1935 年 11 月至 19364 月的「中英會

勘滇緬南段未定界」。「班洪事件」的起因是清光緒二十年（1894）與清光緒二十

三年（1897）兩次簽訂之中英滇緬條約，均未完全確認滇緬南段界線，後來英兵

為了佤族班洪、班老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而攻打班老下城，引發了班洪王和班老

王集結周圍部落剽牛盟誓抗英的「班洪事件」。也因此 1935 年時，中英雙方乃磋

商設立勘界委員會，於緬甸南大舉行「中英會勘滇緬南段未定界」勘界會議，職

責在將未定界之界線，實地查明，並繪於地圖之上。史語所早期研究人員凌純聲、

芮逸夫與勇士衡等人，因為熟悉邊務，奉派跟隨勘界委員會至緬甸南大寨開會，

並至滇緬邊境鎮康、孟定、耿馬、班洪、班老、猛角、猛董、小腊巴、哈普馬、

老廠等地，進行當時該段未定界內各民族之調查。在「班洪事件」和「堪界事件」

的照片，除了都置入事件這個主題類別外，也用將同一事件所拍攝的照片，置入

「相關影像」供使用者瀏覽查閱。 

原紀錄標題：嘉山小學開學 
登錄號：00001299 

原紀錄標題：孟定臨時測候所成立 

登錄號：00000200 

 

原紀錄標題：岡猛中英營幕(近者係中營,遠者為英

營) 
登錄號：00001820 

原紀錄標題：緬甸南大寨勘界會議--邊境諸部

頭目來會 

登錄號：0000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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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者 
在 1928-1946 年代的中國，史語所的早期研究調查者凌純聲、芮逸夫、陶雲逵，

及技術員勇士衡、趙至誠等人，在近代國族主義和眼見為憑的科學民族誌引導

下，進行著將中國的四方「蠻夷」，逐漸成為國界內「少數民族」的邊疆民族研

究。在那般交通不易的艱辛年代，這些研究調查者秉持著親自探勘的精神，歷經

13 次的調查採集路線，走訪湖南、浙江、雲南、貴州、緬甸、四川等地，進行

了嘉戎（藏）、麼些（納西）、川苗（苗）、山頭（景頗）、崩龍（德昂）、擺夷（傣）、

倮黑（拉祜）等 27 個民族的調查。也因此，才有村寨網及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

料庫，所典藏的 5560 張田野照片、1279 件民族文物、872 冊民族文書。 

原紀錄標題：凌純聲進行體質測量 
登錄號：00002428 

原紀錄標題：芮逸夫與中英勘界委員合照 
登錄號：00003353 

  
原紀錄標題：陶雲逵與趙至誠於

帳棚外 
登錄號：00002568 

原紀錄標題：陶雲逵與納西東巴
合照 

登錄號：00002623 

原紀錄標題：勇士衡、凌純聲與
眾人合照 

登錄號：00003341 

 
原紀錄標題：中央研究院調查隊

伍 
登錄號：00003127 

原紀錄標題：調查人員渡河 
登錄號：00003803 

原紀錄標題：調查人員露天睡 
登錄號：00004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