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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代服飾代表了一個時代以及當時社會風尚的不同特徵，且能反映出人類文明的發展變化亦
影響了現今時尚服飾，十七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裁縫機的發明，提升服裝製作的速度也改
變了服裝款式以及剪裁。花卉擁有優美形體與線條，能給予人視覺及心靈美的感受，其具親
和力的特性在造型領域常被當作題材來應用。本研究以玫瑰花生長型態、成長過程及顏色變
化做為基礎，以十九世紀時期新藝術為主要演進探討，運用絨布、紗質、彈性布料及牛皮紙
等素材、將設計靈感與巧思結合，製作出符合設計理念的作品，一系列的服裝，呈現出玫瑰
花的生長姿態及十九世紀之剪裁技術和面料款式的改變及多樣性。
關鍵詞： 玫瑰花、生長型態、新藝術、服裝設計

ABSTRACT
Modern fashion and contemporary clothing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an era and the
social habit. The invention of the sewing machines has been created after the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It enhance the speed of the clothing production, also changed the
clothing styles and tailoring. Flower has a beautiful line and shape usually to be the theme in
everywhere, including the textile design. In this study, we created a serial of clothing and observed
the shape, colors, and growth process of the rose to be the design idea. By using the material such
like gauze, silk, elastic fabric, and kraft paper to complete the design concept and created a serial of
clothing about the rose.
Keywords：rose, growth process, art nouveau, costum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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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看出玫瑰花種類及特徵差異。
表 1 玫瑰花種類及特徵

羅馬時代時玫瑰花是上流社會的玩賞花，象徵

種類

著「勝利」，因此人們經常用它做成花冠和香水，

特徵

或是以玫瑰花辦飄浮於杯中做為點綴來慶祝宴會。

老枝上短的枝苞先開花，季節末期新枝才會

蔓延

在羅馬神話裡，玫瑰是象徵「秘密」的花。愛神邱
比特為了替母親保密戀情，而將維納斯所送的玫瑰
花拿來賄賂緘默之神，請祂保守秘密。玫瑰是臺灣
地區常見的花卉，學名 Rosa Hybrida，目前市面上所
見的「玫瑰」，絕大多數都是薔薇。目前書籍記載
的玫瑰至少有一萬五千種，有相當多常見著名品種。

開花

攀緣

玫瑰的枝條較富有彈性

矮叢

能重複開花一段很長時間

灌木

完全生長時高於 1.2 公尺

2-2 花型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其中夢想館花為主題以
序曲、多樣、互利、共融呈現出花的樣貌[1]。

玫瑰花在我們生活四處常見，花型多種、樣式

美術工藝運動 ( The Art & Crafts Movement )

多變、顏色豐富，有紅色、粉紅色、黃色、白色、

當時相關藝術品及建築皆由「曲線」作為表現的方

橘色等，玫瑰花特有的花型及特徵整理如表 2。

式。倡導手工藝，排斥機械生產，毫無裝飾或是有

表 2 玫瑰花花型、特徵及圖片的比較

機型式所組合而成的簡單造型。美術工藝運動的重
形狀

要人士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以彎曲線條、

特徵

植物造型、抽象的花卉及靜止的葉子，利用重複結
構排列在作品上[2]。

平型

單瓣，花瓣平展，中
心突出雄蕊

杯型

花瓣向上以及向外彎
曲，杯心為突出的雄
蕊

高中心型

花瓣高舉，中心為最
高點

甕型

內側花瓣捲成甕型，
向外平展

圓形

大小平均的花瓣重疊
形成碗型或圓形

簇生型

由大小不平均的重疊
小花瓣包扎而成

四分簇生型

排列成明顯的四等分

彩球型

圓形重瓣至完全重瓣
小花

新藝術裝飾（Art Nouveau）的觀念，藝術家或
設計師的素材大多取自大自然，如：花、草、鳥獸
及藤蔓。材質上多樣化且廣泛應用花卉型態於作品
上。由新藝術時期之繪畫家慕夏（Mucha 1860-1939）
的作品中可看出新藝術觀念，即以花卉自然植物，
藤蔓曲線等素材為架構（圖 3-4），帶給設計師設計
思維的改變[3]。
在 2011 春夏的服裝開始陸陸續續的知名品牌
開始以花做為服裝的設計基礎，持續 2012 的春夏服
裝，花為服裝設計的主軸。進入秋冬時期，花朵綻
放的趨勢，和春夏很不一樣，沒有百花齊放的色彩
斑斕，花種變得比較單一，色彩也濃重了些，四季
都適宜的玫瑰花正是主力，平面印染成為燕尾服、
紗洋裝、花苞裙等等，讓服裝添加幾分芳香魅力與
生動姿態[4]。

2.理 論
2-1 玫瑰花的種類
在不同情況下如:盆栽、庭院、花壇、花籬、花
廊，依玫瑰花不同種類去做裝飾使得美觀，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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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2-3 玫瑰花生長及姿態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其起因是針對裝飾藝術、
傢具、室內產品、建築等，因為工業革命的批量生

玫瑰花是一種相當受歡迎的家庭園藝花種，不

產所帶來設計水平下降而開始的設計改良運動。當

但有花香且姿態動人，生長期在夏末到秋末期間，

時大規模生產和工業化方興未艾，美術工藝運動意

在冬季需注意溫度避免花株枯萎，當盆土表面乾燥

在抵抗這一趨勢而重建手工藝的價值。此時期的設

時就要澆水，夏天水容易被吸乾，種植時需多注意。

計特徵有：

由圖 1 可看出玫瑰花在不同時期的生長姿態。

(1) 強調手工藝反對機械化的生產。
(2) 在裝飾上反對矯柔造作的維多利亞風格和其
他古典、傳統的復興風格。
(3) 提倡哥德式風格、中世紀的風格，講究簡單、
樸實無華、良好的功能。
(4) 主張設計上誠實、誠懇、反對設計上華而不
實的趨向。
(5) 裝飾上還推崇自然主義、如日本式的平面裝

圖１ 玫瑰花在不同時期的生長型態圖

飾特徵、採用大量花卉、鳥類為主題。

2-4 花型的運用
『線』在服裝設計中佔有極為重要的部份，主
要表現在服裝結構線(公主線、背縫線、領圍線及胸
圍線..等)及服裝裝飾線(摺身、細摺...等)將線的平面
構成法則具體應用到服裝設計中[5]。利用玫瑰花的
花苞、花瓣及玫瑰花整體形狀應用在服裝線的設計
上。
2-5 平面打板與立體剪裁
(1) 平面打版：根據量身後的尺寸，將設計款式

圖 2 美術工藝運動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

以平面製圖繪製樣板，並製作樣品，經過數
次試穿、修正後以符合所需，最後作出成品

2-7 新藝術裝飾（Art Nouveau）

[6]。
(2) 立體剪裁：依據人體模型尺寸標示出結構

新藝術運動開始在 1880 年代，在 1890 年至

線，在人台上抓出自己想要的線條，繪出版

1910 年到達顛峰。新藝術運動的名字源於薩穆爾·賓

型再經修改尺寸製出成品[7]。

(Samuel Bing)在巴黎開設的一間名為「新藝術之家」
(La Maison Art Nouveau)的商店，店裡陳列的都是依

2-6 美術工藝運動（Arts & Crafts Movement）

此種風格所設計之產品。此藝術運動是在 20 世紀之
初，位於大眾文化最高點的藝術和設計風格。此種

美術工藝運動是起源於 19 世紀下半葉英國的

風格中最重要之特性就是充滿有活力、波浪形和流

一場設計改良運動，其產生受藝術評論家約翰‧拉

動的線條。使傳統裝飾充滿了活力，像是從植物生

斯金、建築師 A. W. Pugin 等人的影響，威廉．莫里

長出來的表現形式。

斯（William Morris）參考了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圖

新藝術運動在建築風格和室內設計方面，避開

2）。運動的時間大約從 1859 年至 1910 年。得名於

維多利亞時代折衷的歷史主義。通過新藝術運動設

1888 年成立的藝術與手工藝展覽協會（Arts and

計師的挑選和「現代化」某些洛可可風格中萃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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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例如火焰和貝殼的紋理），代替從歷史衍生

表 3 實驗主布料表

和高維多利亞風格的根本結構或寫實自然主義的裝

1.麂皮布(綠):3 碼、幅寬:110cm

飾。新藝術運動主張運用高度程序化的自然元素，
使用其作為創作靈感和擴充自然元素的資源，例
如：海藻、草、昆蟲。相應地，其開始廣泛使用有
機形式、曲線，特別是花卉或植物等。日本木刻畫
以其曲線、圖案外觀、強烈對比的空間和平坦的畫
面，同樣啟發了新藝術運動。自此以後，來自世界
各地的藝術家作品中，都能發現其中某些線條和曲
2.六角網布(polyester):20 碼、幅寬:100cm

線圖案成為繪畫中的慣用手段。

3.暗紅色棉布:5 碼、幅寬:110 cm

圖 3 新藝術之父-慕夏

4.玫瑰花印花布:4 碼，幅寬 100 cm

圖 4 慕夏作品-四季

3.實 驗
3-1 實驗器材

5.緹花布:6 碼、幅寬:110 cm

3-1-1 實驗主布料（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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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緞帶雷絲:40 碼
設計草圖一

3-1-2 實驗儀器
(1) 草圖工具－A4 紙、6B 鉛筆、色鉛筆、橡皮擦。
(2) 平面打版、立體剪裁工具－人體模型、絲針、

設計草圖二

白報紙、牛皮紙、布剪、紙剪、線剪、透明
膠帶、直尺、彎尺、曲尺、熨斗、皮尺、粉
片、畫布筆、縮尺等。
(3) 縫製工具－縫紉機、手縫針、拷克機等。
(4) 副料－拉鍊、釦子、扣環、鬆緊帶、魚骨等。
3-2 實驗流程（圖 5）

設計草圖三

圖 5 實驗流程圖
3-3 實驗設計圖（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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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草圖四

圖 7 甕型玫瑰花
4-2 成長過程

設計草圖五

玫瑰花生長期間每個月噴兩次藥，以保護花
株，去除害蟲或疾病。施肥次數比其他植物多，一
年需修剪兩次，需放在戶外接受充分陽光，日照時
間短，長不出花芽，冬天需放在室內，避免花株枯
委，如果在戶外需放在溫暖處過冬，當盆土乾燥時，
就要澆水，夏天水容易被吸乾，需特別注意（圖 8）。

圖 6 設計草圖

4.結 果 與 討 論
4-1 甕型玫瑰花分析（圖 7）
(1) 別名:徘迴花、月季
圖 8 玫瑰花生長姿態及過程圖

(2) 學名:Rosa hybrid
(3) 英名: Primrose Jasmine、Chinese Jasmine

4-3 作品分析

(4) 種類:常綠或落葉灌木
(5) 科名:薔薇科

製作過程中，有些許的問題存在，因為布料的

(6) 株高:30~200cm

關西以及版型限制，成品與設計圖草圖會有些微的

(7) 花色:紅色、粉紅色、黃色、白色、橘色

變化，但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不改變最原始的創作，

(8) 繁殖:全年

來進行一系列的製作與設計，運用新藝術及美術工

(9) 用途:盆栽、庭園、花壇、花籬

藝的理念融合玫瑰花來表現出一系列的服裝（圖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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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二:立體剪裁上衣+馬甲連裙

(1)設計一:花苞型+蓬裙
理念:圖 9 玫瑰花花包是生命的開始象徵著美

理念:靈感來源來自圖 10 玫瑰花綻放時的感

麗和青春，運用線的概念，將花包的輪廓線與公主

覺，紅色玫瑰象徵著美麗的你，年齡是女人的秘

線結合，達到新藝術運的的精神，蓬裙的部分是以

密，馬甲突顯出女性的腰身，使女性的身體曲線永

六角網布撐起下擺達到蓬鬆的效果。布料的挑選，

留在青春時的模樣，上衣與馬甲部份以立體剪裁去

選用仿麂皮的布面，使得像花苞依樣表面有毛羽的

做版型，裙子連接馬甲以手工的方式縫合，成品以

效果存在，顏色也與花苞時期挑選相近的顏色。

美術工藝的理想，反對機器以手工取代。

圖 10 玫瑰花含苞待放時期

圖 9 玫瑰花花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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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三:洋裝

設計四:魚尾裙

理念:靈感來源以圖 11 玫瑰花綻放時期，以綻

理念: 利用鵝黃色玫瑰緹花布料表現出圖 12

放時期的型態去挑選印花布料來應用，黑玫瑰代表

玫瑰花欲凋零時之色彩，黃色玫瑰花象徵著羞澀，

著高貴及神秘，搭配在服裝上，使女性擁有成熟高

獻給你一份神祕的愛或富有青春神秘的氣息。上半

貴的氣息，又不失少女的優美純真。製作以打版方

身採用合身之剪裁，襯托出女性身形，胸口不規則

式完成此作品。

的形狀打破以往的構思，而下半布利用大塊布料詮
釋玫瑰花瓣垂落之形狀。製作以平面打版來縫製，
使古典型的服裝帶有現代感的呈現。

圖 11 玫瑰花綻放時期

圖 12 玫瑰花欲凋零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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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概念存在，兩運動之父-Wiliam Morris 及慕夏，

設計五:拼貼式上衣+裙子
理念:靈感來自圖 13 玫瑰花枯萎姿態，枯萎的

它們的作品至今還是個藝術創作的素材，由此可知

玫瑰沒有艷麗的色彩象徵著愛以死去。上衣以枯萎

這兩大藝術運動對我們的幫助不少，結合以上所

花瓣形狀拼貼而成，裙子為玫瑰花枯萎後所留下的

續，應此選用玫瑰花為製作服裝的主要素材。
(1) 觀察玫瑰花生長姿態及過程，使得設計靈感

刺，裡布做為整套服裝之基底，再以牛皮紙剪裁成

的來源。

花瓣及枝葉形狀以紅，黃，綠，咖啡等防水性噴漆

(2) 本研究以服裝結合玫瑰花素材，詮釋出玫瑰

顏料上色於牛皮紙上，立體剪裁方式黏貼至布料

花的生長型態。

上，呈現出玫瑰花枯萎時之樣貌，呈現出玫瑰枯萎

(3) 擺脫以往的服裝結構，利用玫瑰花的素材呈

時色彩之變化。

現新的風格。
(4) 慎選布料，使服裝賦予玫瑰的生動姿態。
(5) 19 世紀美術工藝運動及 1880 年代新藝術運動
的理念，結合服裝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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