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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古希臘為基礎，融合中國古代元素，進行中西文化融合，進而製作出四套服裝。其中利用簡
單的剪裁以及刺繡完成四套創意服裝作品，進而以此四套服裝創意作品為樣本進行心理物理學意象分析實
驗，以評估原創意與作品意象之一致性。實驗結果顯示，設計師之原創意與觀測者之實際意象感覺達 31%
符合。
關鍵字：古希臘，中國元素，創意設計，意象分析

ABSTRACT
In this study based on fusing the ancient Greece elements with Chinese ancient elements implemented in
clothing designs having a combination styl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otally four sets of unique clothes
were created using a simple cut and embroidery works. Furthermore, these creative costumes were resembled into
color image samples in a color psychophysical experiment with an imagery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meaning to the original desig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visual imagery
works of goodness of fit of 31%.

Keyword: ancient Greece, Chinese element, creative design, image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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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圖 1-圖 4)。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孕育出多樣服裝種類，
造就了許多經典風格，為世後爭相模仿而流傳下
圖 1 白色棉麻織物

圖 2 中灰色棉麻織物

圖 3 米白色棉麻織物

圖 4 深灰色棉麻織物

來，現今的服飾也逐漸出現中西融合的風潮，將
中國與西方之服飾串聯，激發出不同的火花。
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為現代時尚設計的重要來
源。自由創作且沒有固定規範要求，為中國服飾
的神韻和特點。許多風格元素和概念運用在現代
時尚和服裝。其實，現代裙子類似漢服中的“衫”，
大衣、褲子、裙子等，都是漢服的基本款式。確

(2)

定了漢服與現代時尚概念之間的相關性。所以，

棉羊毛混紡織物：(如圖 5)。

現代時尚設計師設計許多現代化的服裝[1,2]。
古希臘人的衣著以簡單為主軸，主要所表現
圖 5 卡其色棉羊毛織物

的是一種不受拘束、自在的精神。男女的服裝差
異性不大，均為長袍(chiton)。衣服的質料主要是

實驗設備

棉、亞麻、羊毛織物，顏色以素雅純淨的白色、
淺黃色、棕色等素色為主[3]。

(1)

繪圖軟體

服裝為另一種藝術的創作手法去展現，不同

(2)

縫紉機

的是它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可以由穿衣服來表

(3)

拷克機

現另一種視覺效果，並為人體加分，本研究作品

(4)

影像校正色彩實驗室

將呈現的是以古希臘服裝結構為主軸，融入中國

實驗流程

明代之元素，配合現代剪裁，在服裝中注入新的
生命力。

理論
刺繡理論
刺繡依材料可分為絲繡、羽毛繡和髮繡。刺
繡是用繡針穿引彩線，按預先設計好的花紋和色
彩，在綢緞、布帛和現代化纖織物等材料上刺綴
運針，憑借一根小細小鋼針的上下穿刺運動，構
成各種優美圖象、花紋或文字的工藝。刺繡的針
法的變化，形成不同的運針風格和技藝流派。

實驗
實驗材料
(1)

棉麻混紡織物：棉 80% 麻 20% 54*3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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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法
(1)

兩肩以許多別針固定，並以腰帶固定。佩普羅斯
式袍衣(如圖 8) ，與陶立克式的結構相同，只是

打版方法

差異在於腰帶的固定位置不同，陶立克式腰帶是
平面打版：是指根據量身標準比例尺寸及原

隱藏；而佩普羅斯式為展露在外。

型，將設計款式以平面製圖法繪製樣板。通常工
業用的樣板，會經過縫紉師製作完成一件成品(樣
品)，經過數次試穿，修正後以符合需求，才開始
用此樣板，大量剪裁與生產製作成衣。工業用紙
板，常加有縫份、記號、標線、型號及尺碼。
(2)

語意差異法
語意差異法(Method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簡稱 S.D.法)是由 Charles E.Osdood 等人於 1942 年
提出[4]。語意差異法，為一次性集中測量被測者

圖 8 佩普羅斯式袍衣[3]

圖 9 古希臘男士 Tunic[3]

所理解的某個單詞或概念含義的測量手段。針對
這樣的詞或概念設計出一系列雙向形容詞量表，

另外，因受兩河流域地區影響，古希臘男士

請被測者根據對詞或概念的感受、理解，在量表

也穿著 Tunic(如圖 9)，長度及膝，再邀部分也以

上選定相應的位置。舉幾組反義詞如“有趣”與

腰帶固定。希臘服飾以優雅、飄意見長；白色為

“無聊”,“複雜”與“簡單” ，“傳 統”與“現

希臘服裝的代表色，除此之外，古希臘服裝最常

代”等等。讓受測者填於表格，可以十分清楚看

出現還有灰色，棕色等。

出設測者對樣本的評價。

2.

明代崇尚窄瘦合身，一般是對襟的窄袖羅衫

結果與討論

與貼身的百褶裙，喜歡將比甲當作外出服穿著，
並且配以瘦長褲或大口褲。明代婦女的服裝，主

風格元素之探討
1.

中國古代風格元素之探討

要有衫、襖、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
的基本樣式，大多仿自唐宋，一般都為右衽，恢

古希臘風格元素之探討

復了漢族的習俗。成年婦女的服飾，隨隨各人的

古希臘人男女服裝差異不大，最基本服飾稱

家境及身份的變化，有各種不同形制，普通婦女

之為袍衣，袍衣均為一塊四方未經剪裁的布塊所

服飾比較樸實，主要有襦裙、背子、襖衫雲肩及

構成，纏繞在身上，表現一種自由不受拘束的精

袍服等。比甲對襟、無袖、左右兩側開岔，領子

神，依照不同款式例如為：

有裝飾花邊，花邊僅到胸部。 多爲年輕婦女所穿，
而且多流行在士庶妻女及奴婢之間。

圖 6 愛奧尼克式袍衣[3]

圖 7 螺旋紋石柱[3]

愛奧尼克式袍衣(如圖 6) ，名稱源於希臘神
殿石柱，原意為螺旋紋石柱(如圖 7) ，沒有翻折，
圖 10 背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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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子(如圖 10)是一種便服，其制以對襟為多，

時也是中西融合的表現。

衣襟部分時常敞開，不用鈕扣或繩袋繫連，任其

Baccuns Chang 原創意

露出裏衣，以花邊在袖口及領子作裝飾，並且領
子一直通到下擺。衣長大多過膝，有的與裙子齊
長。明代服裝上的紋樣，多寓有吉祥之意，常見
織金及刺繡圖案。 用實相花紋作便服的裝飾，也
是當時的一個特點。實相花是一種抽像的裝飾圖
案，通常以蓮花、忍冬或牡丹花為基本形像，經
變形、誇張，並穿插一些枝葉和花苞，組成一種
既工整端莊，又活潑奔放的裝飾圖案。
以上所述之古希臘和中國古代之元素均用於
本次創意服裝設計中。
服裝之整體造型原創意分析
Minerva Lee 原創意

圖 12 作品 Baccuns Chang
此套服裝(如圖 12)主軸為佩普羅斯式袍衣，
將配普羅斯式袍衣之特點做變化，翻摺部分向下
延伸加長，相同明顯的腰帶，腰帶的兩端加上蓮
花刺繡，搭配背子為外套，以背子的特點，在袖
口及領口至下擺處均加上忍冬刺繡。此套服裝設
計理念為輕鬆、開闊及與世無爭之態度，米白色
上衣從左斜邊切展，並開釦洞在左斜邊，搭配有
桂冠花紋隻銀色鈕釦，下半身在搭上一件白色寬
褲，使服裝活動更方便也以防曝光，同時也象徵
佩普羅斯式袍衣的內層，背子外套部分，將原本
及膝之長度減短，並已無性別之分支概念將原本

圖 11 作品 Minerva Lee

的女裝放到男裝上，並在腰處加上可收腰亦可達
裝飾效果之腰帶，鞋子搭配米白色之羅馬涼鞋，

此套服裝(如圖 11)主軸是愛奧尼克式袍衣，

富有古希臘不受拘束之精神。

有明顯的腰帶位置，並以中國元素的忍冬刺繡為
低調的裝飾，再搭配比甲當作背心，比甲胸前以

作品名稱選用希臘十二主神之 Baccuns，也

蓮花刺繡點綴。服裝設計理念為前衛、獨立及以

就是酒神戴奧尼修斯為名，戴奧尼修斯為酒、慶

俐落之線條和剪裁，展現女強人風範，船形搭配

典和狂歡之神同時為戲劇藝術的守護神，呼應此

V 領及高腰方式凸顯女性曲線，連身褲裝的方式

套服裝輕鬆、開闊之理念，姓氏搭配的為明朝開

和削肩的方式更增添帥氣的感覺，鞋子搭配白色

國功臣常遇春之姓氏常為搭配。

細跟的高跟涼鞋，鞋面裝飾為白色葉片，呈現古
希臘的風貌。
作品名稱選用希臘十二主神之 Minerva，也
就是熟知的雅典娜為名，雅典娜象徵智慧、技藝
及戰爭，呼應此套服裝前衛獨立之理念，姓氏搭
配的為明朝開國功臣李善長之姓氏李為搭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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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s Jhu 原創意

Mercury Xu 原創意

圖 13 作品 Venus Jhu

圖 14 作品 Mercury Xu

此套服裝(如圖 13)主軸為陶立克式袍衣，保

此套服裝(如圖 14)主軸為古希臘男士所穿之

留原意並變化，將原本為連身之服裝，從上腰的

Tunic，將原意加以改變，保留原有之腰帶，腰帶

部分切開，改變為上半身及下半身 2 個部分，上

以百褶片裙方式呈現。此套服裝之設計理念為智

半身以平結方式固定，下半身則為高腰前短後長

慧之勇者，上衣以利領方式、不規則下百和削肩

之裙，並在裙頭以忍冬刺繡作為點綴，搭配背子

方式展現剛強俐落，腰帶將原本 Tunic 之腰帶外

外套，並在袖口部分以牡丹花刺繡為點綴，領口

露方式改變成在上衣之下，並且百褶片裙中和上

至下擺部分則以忍冬刺繡裝飾。服裝設計理念以

衣及褲子之陽剛氣味，褲子部分為燙線之合身長

自信、王者及不受世俗眼光為主軸，藉由短版上

褲，鞋子搭配黑色羅馬式涼鞋。

衣及高腰裙突顯身材優點，拖地及大尺寸之背子
作品名稱選用希臘十二主神之 Mercury，也

外套更增添原有之氣勢鞋子搭配黑色細跟羅馬高

就是冥界引導者荷米斯為名，荷米斯為旅行、盜

跟鞋，鞋面之裝飾為黑色葉子，高跟的方式展現

竊、體育及道路交叉邊界之神同時也為神界與人

氣勢。

界之信使，呼應此套服裝陽剛、輕鬆及便利的理
作品名稱選用希臘十二主神之 Venus，也就

念，姓氏搭配的為明朝開國功臣徐達之姓氏徐為

是欲望女神維納斯為名，維納斯象徵愛、美和欲

搭配。

望，姓氏搭配的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之姓氏朱
服飾之原創意與視覺意象差異之分析

為搭配，因此呼應此套服裝自信及王者之風。

以本研究之創意服裝為樣本，並邀請 15 位受
測者(7 男 8 女，平均年齡為 21 歲)進行心理物理
學意象判定實驗，每人分別受測兩次，因此共有
30 人次，而獲得判定數的視覺意象資料。其實驗
結果，用統計軟件 SPSS 因素分析法可將意象詞
組分成三個主要因素，如表 1 所示，其中第一因
素包刮疏鬆緊密、生病健康、熱鬧安靜、男的女
的、變化穩固、古代現代、強壯柔弱、積極消極、
葷的素的，代表詞組為熱鬧安靜(Lively-Quiet，簡
稱 L)，第二因素包括自然矯作、快樂悲傷、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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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殘、壓迫自由、輕鬆緊張、成熟年輕、頹喪興

1.

本創意時尚之研究以古希臘風格為主軸，搭

奮、清晰模糊，代表詞組為自然矯作(Naturally-

配中國古代元素之背子、比甲以及以花卉刺

Artificial，簡稱 N)，第三因素包括早日夜晚、深

繡為點綴，將中西文化融合，進而設計出四

的淺的、清的重的，代表詞組為深的淺的(Dark-

套創意服裝。

Light，簡稱 D)

2.

此研究設計結果以簡單之剪裁及線條，設計

表 1 SPSS 因素分析結果(L:熱鬧安靜、N:自然矯

並製作完成四套創意服裝，其風格理念分別

作、D:深的淺的)

是: Minerva Lee-前衛、獨立及以俐落之線條

因素一:
熱鬧安靜

因素二:
自然矯作

因素三:
深的淺的

和剪裁，展現女強人風範，帶點率性的氣息；
Baccuns Chang-輕鬆、開闊及與世無爭之態

因素名稱 1.疏鬆緊密 1.自然矯作 1.早日夜晚

度；Venus Jhu-自信、王者及不受世俗眼光；

2.生病健康 2.快樂悲傷 2.深的淺的

Mercury Xu-智慧之勇者，剛強俐落，以百

3.熱鬧安靜 3.溫和兇殘 3.輕的重的

褶片裙中和之陽剛氣味，柔中帶剛的氣息。

4.男的女的 4.壓迫自由

3.

比較創意作品之原創意與相對的視覺色彩意

5.變化穩固 5.輕鬆緊張

象實驗結果， 設計師作品之原創意與觀測

6.古代現代 6.成熟年輕

者實際的意象感覺之符合度可達約 31%。

7.強壯柔弱 7.頹喪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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