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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1 船紋禮儀掛飾 南購織000254

2 紺地鶴紋型染蓋布 南購織000965
3 彩條刺繡三角巾 南購織001170
4 佩斯利紋毛織布片 購織000063
5 船紋禮儀布 南購織000353
6 紺地鶴菱紋絣織布 南購織000980
7 紅紫地流水杜若紋錦 研究品67
8 藍地折枝花印染布 南購織001181
9 紫地團花型染外套 南購織001072

10 白地雪花紋夾染布 南購織000990
11 黑地花卉紋刺繡圓帽 南購織000105
12 金屬線繡船形帽 南購織000873
13 深褐地花卉紋刺繡布片 研究品57
14 紅地鏡繡袋 南購織000740
15 多彩鏡繡袋 南購織000717
16 紅地幾何紋鏡繡巾 南購織000761
17 動物紋珠繡掛飾 南購織000813
18 紅絲絨刺繡外套 南購織000068
19 黑地矢羽條紋絣織和服 南購織001058
20 白地人物刺繡布片 南購織00888
21 灰藍花卉紋編織袋 南購織001135
22 天使紋編織袋 南購織001134
23 綠地花卉紋編織袋 南購織001133
24 白地亞麻花卉紋刺繡巾 南購織001163

25 黑地竹紋友禪染和服 南購織000962
26 紅地波濤龍蝦紋西陣織腰帶 南購織000986
27 紅地幾何抽象紋銘仙和服 南購織000998
28 格紋短外套 南購織001009
29 紺地絞染兵兒帶 南購織001003

30 佩斯利紋毛織錦袍 購織000134
31 金線刺繡背心 南購織000930
32 佩斯利紋毛織刺繡巾 購織000137
33 紅地佩斯利紋毛織刺繡披肩 購織000057
34 刺繡圓帽 南購織000869

35 金屬線刺繡摺扇 南購織000054
36 綴織小帽 南購織001144
37 黃地織錦短外套 南購織001073
38 織錦長衣 南購織001084
39 桃紅地金線刺繡短外套 南購織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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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40 金線刺繡背心 南購織000066
41 多彩印花金線刺繡頭巾 南購織001169
42 金地鬱金花紋綴織小袋 南購織001154
43 鑲嵌木鞋 南購漆000002

44 刺繡儀禮上衣 南購織000441
45 刺繡筒裙 南購織000317
46 魚龍紋刺繡筒裙 南購織000250
47 刺繡筒裙 南購織000320
48 船紋禮儀布 南購織000410

東南亞－印尼　蘇門答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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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1 船紋禮儀掛飾 購織000027

2 紺地幾何紋型染蓋布 南購織000966
3 彩條真絲方巾 南購織001082
4 佩斯利紋毛織布片 購織000064
5 船紋禮儀布 南購織000541
6 紺地松竹梅紋絣織布 南購織000982
7 紅地對鶴紋錦 研究品62
8 藍地折枝花印染布 南購織001182
9 紅地花卉團紋型染外套 南購織000951

10 黑地花卉紋刺繡圓帽 南購織000109
11 金屬線繡船形帽 南購織000871
12 黑地花卉紋刺繡布片 研究品50
13 多彩鏡繡袋 南購織000741
14 黃地鏡繡袋 南購織000719
15 紅地幾何紋鏡繡巾 南購織000758
16 動物紋珠繡掛飾 南購織000814
17 紅絲絨刺繡外套 南購織000067
18 黑地幾何紋絣織和服 南購織001012
19 白地人物刺繡被 南購織00941
20 黃地編織袋 南購織001137
21 綠地花卉紋小袋 南購織001138
22 藍地花卉紋編織袋 南購織001139

23 黑地蝴蝶紋友禪染和服 南購織001060
24 水藍地扇面菊竹紋西陣織腰帶 南購織000987
25 白地孔雀紋銘仙和服 南購織001063
28 藍綠地萬字紋短外套 南購織000992
29 紺地絞染兵兒帶 南購織000996

30 佩斯利紋毛織錦袍 南購織001481
31 金線刺繡背心 南購織000640
32 佩斯利紋毛織刺繡巾 南購織000710
33 佩斯利紋毛織披肩 購織000058

34 白亞麻地花卉紋刺繡巾 南購織001081
35 金線刺繡圓帽 南購織001145
36 黑地刺繡外套 南購織001075
37 織錦長衣 南購織001164
38 紅地金線刺繡短外套及背心組件 南購織001106
39 多彩印花金線刺繡頭巾 南購織001168
40 編織袋 南購織001157
41 鑲嵌木鞋 南購漆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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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刺繡儀禮上衣 南購織000442
43 刺繡筒裙 南購織000322
44 金線刺繡筒裙 南購織000318
45 刺繡筒裙 南購織000354
46 船紋禮儀布 南購織000538

東南亞－印尼　蘇門答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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