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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古服裝與人類的關係，常隨著時代的變遷，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價值觀及人們對美的
追求和品味，不斷的求新求變，而呈現不同的風貌。十八世紀法王路易十五執政時期洛可可
時尚藝術風潮，逐漸取代巴洛克藝術風格，流行於歐洲各地。相較於巴洛克時期服飾展現豪
華、權威、誇張的情感表現，洛可可則以甜美、輕快、飄逸、優雅、高尚風格呈現。在設計
構圖上採以不對稱的造型，運用 C 形的漩渦花紋及 S 形曲線，創造出美麗的流線形，色調的
搭配則以粉色系為主，醞釀出甜蜜，浪漫的藝術表現，雖歷經兩百多年，不減其風華，仍為
後人所驚艷。本研究除針對洛可可藝術風格在文化藝術價值上的成就，做探索外並透由研究
過程了解當代優秀設計師們創作理念及對時尚流行趨勢的敏感度。嘗試擷取其流行元素做為
創意發想的靈感來源，並選擇色調淡雅之布料，以平面打版及立體剪裁方式，製作出具現代
感的典雅浪漫服飾。
關鍵詞：十八世紀、路易十五、洛可可藝術、現代服飾

ABSTRACT
From the old time till now, the relationship of clothing and humanity always changes and renews to
different styles with the time transition, politics, economy, social thought, values and the pursue of
beauty and taste.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the running time of King Louis XIV of France, the rococo
style substituted gradually to the Baroque style, and became popular in Europe. Compared to the
Baroque time clothing, which showed luxurious, authority, and exaggerating emotion performance,
but the Rococo style was presented delightful, lively, elegant, graceful, and high-end. Make unequal
style and design composition, like C shape eddy current pattern and S shape curve to create the
beautiful Streamline shape. The main color was pink tone. It incubated the sweet and romantic
performance. Although more than 200 years past, it did not reduce its grace and talent, it still made
people Stunning. This research is made for the Rococo style to make the exploration in the culture
artistic value achievement, and from the research process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outstanding
designer’s creative ideas and to their fashion trend sensitivity. I tried to grab the fashion elements to
be my creativity inspiration. Also, I chose the light tone material and cloth. I use plane patterning and
three-dimensional cutting to make modern, elegant, and romantic clothing.
Keywords: 18th Century, Louis 15, the Rococo style, modern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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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1-1 研究背景
服裝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從最原始遮胸
蔽體，保暖的單純需求，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
逐漸演變為身分、地位的價值取向，在古代的歐
洲，皇室及貴族常藉由華麗的服裝，珠寶等來炫耀
其財富及神聖不可侵犯威權的象徵。而身處宮中的
女眷，為了爭寵無不竭盡心力，形塑高貴典雅的外
表，取得國王的歡心。巴洛克風格時期(約 1600 年
-1750 年) ，十七世紀末，法王路易十四執政時期，
他平定了新教徒的叛亂，平定先後戰勝荷蘭、西班
牙、德國成為歐洲的新霸主，在執政的後期更興建
圖 1 路易十五

了凡爾賽宮，為削減貴族的勢利，宮廷內常舉辦宴
會，使貴族們沉溺於享樂及物慾當中。宮廷中豪奢

1-2 研究目的

的排場，影響文化的各層面，包括建築、音樂、繪
畫、服裝等等，巴洛克藝術風格的服飾扮演主導整
通訊作者：蕭美玲 mlhsiao@teamail.ltu.edu.tw
個歐洲時尚風潮的角色。

(1) 深入瞭解與分析洛可可時期的服裝款式，瞭
解洛可可藝術風格之關鍵設計元素。

洛可可藝術(約 1730 年-1830 年)，指法國國王

(2) 探討洛可可時期女性服裝形態與款式，將其

路易十五統治時期所崇尚的藝術（圖 1）。由於十

關鍵元素融入現代服飾中。本研究企圖利用

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在社會上掀起一波波理想

洛可可時期女性服飾的褶襉飾邊、緞面、蕾

主義，自由平等的新思維，人們崇尚理性，嚮往自

絲、緞帶、蝴蝶結等等元素應用於六套服飾

由，反對專制主義同時質疑宗教思想的箝制，則學

中，呈現洛可可的唯美浪漫、清淡甜美且優

家也轉變為依據實驗和微觀的思想來推論世間的

雅飄逸的感覺。

萬象，剔除神學的思維，再加上當時資產階級財富
普遍增加，平民階層也追求閒適、優雅、快樂的生

2.理 論

活，於是產生了有別於巴洛克風格為呈現君王威
權，豪華、誇張的藝術表現，轉為走向甜美、優雅、

2-1 服裝設計原則

飄逸的洛可可藝術。
環境順應的原則:服裝受自然或社會環境的

新古典主義(1750 年)產生，歐洲在十八世紀又

影響而形成。

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在歷經多次重大變革，如：
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及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這

(1) 社會方面:法國國內歷經長年征戰，國庫空

些也都直接影響西洋服飾發展。人們對「自由、平

虛，法國皇室貴族權力緊縮，皇室圈內酣醉

等、博愛」的期待，使得講求纖細、優雅、高尚的

於享樂與物慾。貴族階級開始衰落，資產階

洛可可風格，不再符合社會的期待，代之而起的是

級財富普遍增加，平民階層也開始追求閒

新古典主義，以古羅馬藝術來提振當代藝術[1-2]。

適、優雅、快樂的生活。
(2) 文化方面:自啟蒙運動以來，社會上掀起一波
波人文精神、科學態度、理性主義、自由平
等的新思維。反對專制主義，同時質疑起宗
教思想，理性主義成為思想及文化的主流。
(3) 服裝方面:十七世紀巴洛克的莊嚴宏偉、神秘

43

華麗，十八世紀的洛可可藝術風格則走向纖

法國有產絲織品能力不需進口，使用絲緞應

細精美、優雅飄逸、清淡甜美。

可說是世界之冠。顏色於洛可可時期所用色
系多為粉色系，如:粉紅、粉橘等。

2-2 洛可可時期代表性人物

(2) 形態：十八世紀洛可可時期在形態上為上方
性，頭上戴上高聳的假髮和帽子，創造出絢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龐巴杜夫人，是位熱愛

爛、豪奢、優雅的氣質。當時，女性的頭飾

讀書，具有深厚人學素養及無人能及的藝術審美觀

有多樣變化，如:花束、羽毛、小動物等，常

的女性，他是廣為人知的文學藝術贊助者，他資助

被貴族用來做裝飾，以致洛可可時期的女性

過著名作家伏爾泰。狄德羅編寫的首部百科全書，

被戲稱為「移動的花園」。

也是因她慎重支持才能得到國王的認同，此外他還

(3) 穿著：大量使用蕾絲花邊、蝴蝶結、飾帶及

資助大量的宮廷藝術家。洛可可藝術在她的大力推

珠寶來展現女性撫媚的風情。洛可可時期還

動下，洛可可風格服飾成為歐洲流行時尚的指標，

流行一種被稱為「契卡西亞式」的女裝，他

而龐巴杜夫人更是榮登當代時尚的領袖人物（圖

把裙襬分成兩層，外層的裙襬在臀部周圍懸

2）。可從宮廷肖像畫當中，不難窺出當時宮廷貴

吊起來，形成一種輕快的律動。另外一種改

婦，他們優雅貴氣的穿著和華麗的配飾，透過設計

良式的「新型契卡西亞式女裝」
，則是讓臀部

師的巧手把人與服裝融合，而成為完美無瑕的藝術

後方到腹部前方吊起裙襬，並在垂擺處裝飾

品。

各種飾物。

1756 年，畫家米雪用油畫畫出艷氣逼人雍容

(4) 機能：洛可可時期女性服裝內部穿著極不舒

華貴的龐巴杜夫人肖像，從肖像人物的裝扮，前面

服的束腹，呈 V 字型凸顯女性的腰部線條，

開襟的綠色絲綢禮服，胸前、袖口、頸項，採用繁

及穿著以鯨骨做為裙撐的裙子，笨重的裙撐

複多層的蝴蝶結及朵朵盛開人造玫瑰花做為點

架則是為了支撐大蓬裙使裙子更顯美麗，創

綴，猶如綠地中綻放朵朵盛開美麗的玫瑰，再加上

造 S 形曲線，營造出一種輕盈的律動感，但

珍珠、手工蕾絲，讓雪白的肌膚更顯晶瑩剔透，在

在機能性上極為不方便。

配上精緻的高跟鞋，不但優雅貴氣還把畫中主角的

(5) 使用：宮廷內常舉辦宴會，有身份地位的婦

身分地位適切的顯現出來[3]。

女，她們的正式服裝（上衣必須由男裁縫師、
緊身裙子由女裁縫師剪裁製作，時裝商人供
應貴重的衣料）經常必須耗費數千法朗，為
了穿著新禮服參與各種慶典活動[4-5]。
表 1 洛可可服裝特點分析
頭飾

圖 2 龐巴杜夫人
2-3 洛可可服裝特色（表 1）
(1) 材質：洛可可最常使用的材質以絲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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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帽子、花束、羽毛、頭巾

項飾

服裝內部

蝴蝶結式項飾

裙型 2

束腹、裙撐架

服裝裝飾

袖子

新型契卡西亞式

緞帶、蕾絲、蝴蝶結、人造花、珍珠、邊褶

半截式荷葉邊皺摺袖

3.實 驗
3-1 實驗器材
(1) 草圖工具:A4 紙、2B 鉛筆、色鉛筆、橡皮擦
裙型 1

契卡西亞式

(2) 版型工具:人體模型、絲針、白報紙

(牛

皮紙)、胚布、布剪、一般剪刀、線剪、透明
膠帶、直尺、彎尺、曲尺、熨斗、皮尺、粉
片
(3) 縫製工具:縫紉機、拷克機、車線、車針、手
縫針
(4) 其他材料:緞帶、蕾絲、拉鍊、釦子、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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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材料成分
透明網: 100%POLYESTER

紗典: 100%POLYESTER

3-2 實驗流程

雪紡紗: 100%POLYESTER

收集十八世紀洛可可時期資料

分析資料得到其風格元素

款式構思與繪出服裝設計圖

MODEL 量身

版型製作

挑選布料、飾品配料

蕾絲: 100%POLYESTER

布料剪裁、衣服縫製

修正完成品、整燙

製作完成
3-3 實驗方法
(1) 平面打版
打板是指根據量身標準比例尺寸及原型，將
設計款式以平面製圖法所繪製的版型。通常
工業用的版型，會經過縫紉師先製完成一件
成品(即樣品)，經過數次試穿修正後已符合所
需，才開始用此版型，大量裁剪製作成衣。
46

工業用的版型，常加有縫份、記號、標線、

(2) 設計圖二: 平口摺邊蝴蝶結漸層裙

型號及尺碼等[6]。
(2) 立體剪裁
利用人檯、胚布或樣品布，直接於人檯上塑
出期望的服裝造型。服裝各部份要仔細做記
號，再將胚樣從人檯取下，並分開裁片將其
描繪後，製成所要的版型[7-8]。
3-4 設計稿
(1) 設計圖一: 平口禮服玫瑰花裙

圖 4 設計圖二
(3) 設計圖三: 平口荷葉邊寬版腰帶蝴蝶結蕾絲
裙

圖 3 設計圖一

圖 5 設計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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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圖四: 平口蝴蝶結蕾絲禮服加蕾絲披肩

(6) 設計圖六: 平口寬版蕾絲腰帶單肩袖小禮服

圖 6 設計圖四

圖 8 設計圖六

4.結 果 與 討 論

(5) 設計圖五: 蕾絲小禮服加皺摺感蝴蝶結裙

4-1 成品 1-平口禮服玫瑰花裙（圖 9）
(1) 設計理念:洛可可時期服飾在誇張撐大的裙襬
上裝飾大量的緞帶與人造玫瑰花，此服飾運
用洛可可時期特色元素人造玫瑰做不一樣的
變化。
(2) 色彩選用:使用藍綠色緞面布來作平口禮服給
人豪華高貴的感覺加上四色玫瑰花增添了女
性的甜美優雅，以洛可可時期主要的粉色系
來選用藍綠色做為底色搭配粉色系的玫瑰
花，顏色的調配呈現洛可可時期追求閒適優
雅的浪漫唯美氛圍。
(3) 布料選用:軟質的緞面布料搭配柔軟的雪紡
紗，顯現女性的柔情與撫媚。
(4) 適合場合:宴會、派對。

圖 7 設計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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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葉邊半截袖以及寬腰帶創造走動時的輕盈
韻律感更凸顯女性的豐腴身材，三色蝴蝶結
遍佈於蕾絲裙並以蕾絲邊摺圍繞，點綴裙身
添加層次。
(2) 色彩選用:以粉紅色為主，白色蕾絲搭配紅色
系的三色蝴蝶結，主要呈現洛可可時期女性
的甜美。
(3) 布料選用:軟質的緞面布料搭配蕾絲，顯現女
性的甜美與可愛。

圖 9 成品 1 正面及側面

(4) 適合場合:聚會、派對。
4-2 成品 2-平口褶邊蝴蝶結漸層裙（圖 10）
(1) 設計理念:靈感於洛可可時期服飾的袖口，多
以誇大繁複的多層次蕾絲設計袖口，此服飾
用不同於蕾絲布料的緞面布料做大重點式的
設計於服飾背面以及大蝴蝶結增添情淡甜美
的氣息。
(2) 色彩選用:以粉紫色雙層裙於下襬裝飾白色邊
摺以及粉紫色緞帶圍繞，設計重點於小禮服

圖 11 成品 3 正面及側面

背面的白色三層式皺褶及粉紫色大蝴蝶結的
搭配，展現柔美浪漫氣息。

4-4 成品 4-平口蝴蝶結蕾絲禮服加蕾絲披肩（圖 12）

(3) 布料選用:軟質的緞面布料，顯現女性的唯美
浪漫。

(1) 設計理念:洛可可時期服飾元素包含大量的蝴

(4) 適合場合:聚會、婚宴。

蝶結以及蕾絲，此服裝運用兩大重點元素來
做設計，大量繁複的蕾絲邊摺及蝴蝶結重點
式的展現於胸前，披肩下擺使用蕾絲邊摺使
平口禮服多了一層變化。裙型靈感來自於雙
層裙子契卡西亞式女裝，服飾裙襬設計為雙
層式。
(2) 色彩選用:白色緞面平口禮服給人豪華高貴的
感覺加上白色蝴蝶結增添了女性的甜美，以
洛可可時期主要的粉色系來選用水藍色做為
披肩更添加了浪漫的氛圍。

圖 10 成品 2 正面及背面

(3) 布料選用:軟質的緞面布料搭配柔軟的雪紡
紗，顯現女性的柔情與撫媚。

4-3 成品 3-平口荷葉邊寬版腰帶蝴蝶結蕾絲裙（圖

(4) 適合場合:聚會、婚宴。

11）
(1) 設計理念:以洛可可時期當時流行的雙層裙子
契卡西亞式女裝之女性服飾為設計源頭。洛
可可時期服飾元素包含大量的蝴蝶結以及蕾
絲，此服裝運用兩大重點元素來做設計，於
胸前的荷葉邊設計取自於洛可可時期服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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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襬上裝飾垂擺的蕾絲蝴蝶結，展現洛可可
時期特色風格，袖子部份利用皺摺創造蓬鬆
感。
(2) 色彩選用:粉藍色為基底，以白色蕾絲裝飾，
呈現洛可可時期服飾多使用粉色系的特色。
(3) 布料選用:軟質的緞面布料搭配蕾絲，利用不
同手法呈現不同感覺，顯現女性的端莊與典
雅。
(4) 適合場合: 婚宴、聚會。

圖 12 成品 4 正面及側面
4-5 成品 5-蕾絲小禮服加皺褶感蝴蝶結裙（圖 13）
(1) 設計理念:以洛可可時期當時流行的雙層裙子
契卡西亞式女裝之女性服飾為設計源頭以迷
你裙撐營造輕快的韻律感來取代洛可可時期
誇張的裙撐，整體呈現洛可可時期的甜美感。
(2) 色彩選用:洛可可時期的女性服飾色系多為粉
色系，淡黃色能襯托出皮膚的嫩白以及透

圖 14 成品 6 正面及側面

亮，淡黃色小禮服裙襬拼接蕾絲，微透的花
蕾絲增加視覺上層次得變化卻也不添加厚重

5.結 論

感，白色蝴蝶結腰帶展現女性曲線添加甜美
感。

(1) 成品 1:洛可可時期服飾特色在誇張撐大的

(3) 布料選用:軟質的緞面布料，裙子利用抓皺手

裙襬上裝飾大量的緞帶與人造玫瑰花，運用

法營造漸層式的垂墜感，呈現顯現女性的優

此特色設計創造洛可可時期追求閒適優雅

雅與甜美。

的浪漫唯美氛圍，以玫瑰花裙襯托現代女性

(4) 適合場合: 派對、婚宴。

的美。
(2) 成品 2:大量的邊褶和多層次的設計運用也
是洛可可服飾必要的裝飾之一，重點式的設
計和變化產生不同的創新。
(3) 成品 3:以契卡西亞式女裝為設計源頭多層
次的裙襬、荷葉邊以及蝴蝶結，創造出現代
與十八世紀風格融合之服飾。
(4) 成品 4:以洛可可時期服裝風格兩大元素，蝴
蝶結以及蕾絲做搭配，表現出十八世紀洛可
可的浪漫、甜美，披肩式的搭配提升現代女

圖 13 成品 5 正面及側面

性的華貴。
4-6 成品 6-平口寬版蕾絲腰帶單肩袖小禮服（圖 14）

(5) 成品 5:多層次的裙襬、蕾絲以及抓皺，塑造
洛可可時期甜美浪漫的氣息，展現現代女性

(1) 設計理念:此設計著重在於大量繁複的蕾絲花

柔美的一面。

邊腰帶以及運用洛可可時期服飾新型契卡西

(6) 成品 6:以新型契卡西亞式女裝為設計靈

亞式女裝，讓臀部後方至腹部前方吊起裙

感，以小禮服的方式展現洛可可時期在裙襬

襬，使寬大的裙襬造型如同大蝴蝶結，再於

上懸吊各種裝飾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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