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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旗袍一直被視為中華民族服飾的典型代表，亦能詮釋東方女性之美，近年來各國服飾品牌與
服裝設計師紛紛以中國服裝特色進行服飾創作，旗袍常被應用混搭於服裝中，其文化意涵已
深入國際時尚圈。本創作經文獻分析與材質試驗，將旗袍元素如滾邊、旗袍領、旗袍扣等應
用於鞋樣設計，使用皮革取代旗袍常用的織錦緞，從多種旗袍款式細節發展創作，探析旗袍
意象與鞋樣有更多創作可能。
關鍵字：高跟鞋、旗袍

Abstract
Cheongsam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dress, perf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eauty of Oriental women. In recent years, clothing brands and fashion designers
have to the East as a costume creation. Cheongsam enough to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
clothing,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has long been in-depth international fashion. This creation works
used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material testing, the cheongsam elements such as piping, cheongsam
collar, version type applied to shoes design. The use of leather to replace cheongsam commonly used
tapestry, from a variety of cheongsam style detail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on works. Cheongsam
image and shoes have mor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Keywords：High Heels, Cheong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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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旗袍是由清朝旗人所穿的國服，從民國初年盛
行至衰微，而今二十一世紀幾乎各國服飾品牌與服
裝設計師常以其服裝特色做為服飾創作設計之靈
感，旗袍被創新與改良的設計元素，常見於國際時
尚周展示之服裝，成為矚目焦點。
早期旗袍傳統多是直接包裹著女性的軀體，雖
不暴露卻具有內斂大器之美；現今女權主義興起，
逐漸秉棄傳統的細節，追求流行大膽與創新，而使

圖 1 清朝旗袍

旗袍逐漸流失其最初的端莊優雅之美，希冀能創作

旗袍的特色

出旗袍設計元素的高跟鞋，使之更加生活化與普
及。本研究應用旗袍服裝元素於鞋樣設計，使其優

旗袍所蘊含著中國文化、花鳥、圖繪、手工刺

美特色呈現於跟高跟鞋；從中國之美的古老文化裡

繡，可謂是藝術的結合產物。旗袍是一種厚重的，

尋找藝術根源，盼能引起設計師對於民俗服飾特色

老於世故的美，所以，旗袍不適合用鮮艷的顏色，

擁有不滅的熱情，於藝術創作領域中能有更多元與

最經典的旗袍顏色是帶有一點悲劇感的，譬如陰藍、

藝術性的發揮與展現。

深紫、玫瑰紅、鵝絨黑。旗袍突出的是人體的中段
腰和臀的曲線，所以腰長穿旗袍反而有韻致。最早

文獻探討

穿這類旗袍在上海主要是交際花和電影演員兩類，

旗袍的由來

如蝴蝶褶衣邊的旗袍就是電影明星蝴蝶首穿，時人

這許多新款旗袍都是通過她們穿著才廣而推之，比
稱為“蝴蝶旗袍。

旗袍是由清朝時期滿族旗人的長袍，寛袍大袖
旗袍是一種內與外和諧統一的典型民族服裝，

的服飾演變而來，1840 年以後，許多沿海大城市如

被譽爲中華服飾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動的旋律、

上海，因華洋雜居受西風影響更甚，旗袍便是當時

瀟灑的畫意與濃郁的詩情，表現出中華女性賢淑、

由漢族婦女在穿著中吸收西洋服裝式樣不斷改進而

典雅、溫柔、清麗的性情與氣質。旗袍是中華女性

定型的。旗袍早先叫旗人袍，是滿洲婦女傳統衣飾，

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服裝。說到傳統，人們總要想到

清帝國入關以來就在全國推廣，早年時候漢人對旗

封建主義的保守、封閉，還有封建主義對婦女的各

袍有些輕視，傳統漢族女性服裝為上衫下裙，在滿

方面的禁錮。數千年來，中華女性的著裝是嚴肅的，

清統治的數百年間大部分的漢族女性依然維持這一

直到現在，嚴肅而正規的“職業女裝”仍然佔據著

傳統，所謂“男降女不降”說的就是這個，維繫漢

中國女性服裝的主要地位，“霓裳羽衣”也好，“鳳

人氣節的象徵竟被賦於一件女性外衣上了。一直要

冠霞帔”也罷，除了對那種繁華尊貴的追求之外，

等到辛亥革命成功，旗袍在五族共和的號召下才被

無論如何也剪不掉那段渴望美麗、渴望風采浪漫。

認可，進而成為公認的禮服之一。滿族婦女平時家

旗袍還分京派與海派，京派與海派代表著藝術、文

居喜穿著長袍，不穿襦裙。久而久之，凡八旗婦女

化上的兩種風格；海派風格以吸收西藝爲特點，標

平時所穿的長袍，都被稱為旗袍[1]。

新且靈活多樣，商業氣息濃厚；京派風格則帶有官
派作風，顯得矜持凝練[2]。
旗袍的演變
改良初期旗袍還是比較含蓄的，那時候有些是
無衩旗袍，即使開衩多在膝蓋之下，只在行走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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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條小腿，有些大戶人家千金定制時候還讓裁縫師

40 年代的旗袍這時出現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

傅在下襬隔層間放上銀圓，使得下襬沈穩，避免下

康自然的氣質。不妖、不媚、不纖巧、不病態，符

襬晃動春光外泄，當然這也是一番美感，因被約束

合當時"美觀大方"的標準，而且更爲實用。款飾為領

住只得掂著小碎步移動，猶如古典麗人嫋嫋婷婷，

口、袖口及下襬繡有寬花邊。在當時外國衣料的源

正所謂“雲鬢花顔金步搖”。除了開衩，改良旗袍

源輸入，各大報刊雜誌開闢的服裝專欄，還有紅極

在胸圍和腰身也和傳統服飾效果截然不同，製作講

一時的月份牌時裝美女畫，都無疑推動著時裝的産

究貼身，甚至要吸氣才能將紐扣勉強扣上，和歐洲

生與流行[3]。

中世紀宮廷晚禮服類似效果，可以想象這樣一身如

50-90 年代的旗袍 50 年代有過燦爛的一瞬，60

何窈窕顯眼，三圍畢露曲線玲瓏，自然萬千寵愛集

至 70 年代被冷落的 20 年。從 1966 年至 1976 年的

一身。近代旗袍的起源地就在上海，上海旗袍被徹

“文革”
，是傳統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災難。80、

底改良過，直襟寬腰大下襬的傳統式樣被修正得蕩

90 年代輝煌難再，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經遠去，被冷

然無存，西方的曲線美感則成為旗袍製作的首要因

落了 30 年之久的它，在 80 年代以來開放後的國土

素。從姜水居士的《海上風俗大觀》一文中可以管

上顯得有些落伍了。人們對衣著美的追求似乎已完

窺到當時的時尚。當時上海婦女剪裁衣服，已經很

全轉化成了對革命工作的狂熱。 旗袍所代表的悠

趨現代化，腰身窄小，領口縮短，袖不過肘，下襬

閒、舒適的淑女形象在這種氛圍裏失去了其生存空

成弧形[3]。

間。不過，此時卻出現了一種具有職業象徵意義的"

20 年代的旗袍旗袍長度下垂，袖縮至肘，領處

制服旗袍"。爲了宣傳和促銷等目的，禮儀小姐、迎

兩粒鈕，雙寬滾邊，低衩，倒大袖與新樣式。當時

賓小姐以及娛樂場合和賓館餐廳的女性服務員都穿

沿無專業服裝研究中心，服裝式樣的變化以過千家

起了旗袍。近代的旗袍通常旗袍式上衣會做得較鮮

萬戶，在時代風尚的影響下不斷變化。青布旗袍最

豔花俏，所以只要搭配上簡單色調的裙子或牛仔褲

為當時的女學生所歡迎，一時不逕而走，全國效仿，

就很有特色了。經過 20 世紀上半葉的演變，旗袍的

成為 20 年代後期中國新女性的典型裝扮。受日本式

各種基本特徵和組成元素慢慢穩定來。旗袍成爲一

服裝影響，20 世紀 10 年代和 20 年代早期，"文明新

種經典女裝。經典相對穩定，而時裝千變萬化。但

裝"開始流行，女學生與女教師愛著的黑色裙成爲時

時裝設計師常從經典的寶庫中尋找靈感，旗袍也是

尚，20-40 年代的旗袍是近代中國女裝最光輝燦爛的

設計師靈感的來源之一。近十幾年來，時裝中重新

時期[3]。

出現的旗袍，在國際時裝舞頻頻亮相，風姿綽約有
勝當年，並被做爲一種有民族代表意義的正式禮服

30 年代時期燦爛的頂峰，也就是在此時，旗袍

出現在各種國際社交禮儀場合[3,4]。

奠定了它在女裝舞臺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爲

旗袍元素

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此時款式也幾經變化，如：
領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長、開衩的高矮，使旗袍徹

1. 門襟：重要的造型分割線，具有功能性和裝飾性，

底擺脫了老式樣，改變了中國婦女長期來束胸裹臂

民國時期應用最廣泛的是右襟與雙襟兩大類(圖

的舊貌，讓女性體態和曲線美充分顯示出來，迎合

2)，右襟又分為明襟與隱襟，雙襟分為八字襟和

當時的風尚，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自 30 年代起，

一字襟。門襟裝飾設計大多應用了滾邊、鑲邊、

旗袍幾乎成了中國婦女的標准服裝，民間婦女、學

刺繡等，右明襟樣式從清代延續到民國，門襟裝

生、工人、達官顯貴的太太，無不穿著。後來，旗

飾從繁複的鑲滾發展到簡單的細滾，還有亮片珠

袍還傳至國外，為他國女子效仿穿著。30 年代後期

片裝飾。右隱襟從 30 年代開始，多採暗釦拉鍊，

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

為求整體簡潔效果並無複雜裝飾。雙襟流行於

袍身更爲稱身合體。全世界家喻戶曉的旗袍，被稱

40-50 年代，主要裝飾手法為滾邊、鑲邊、刺繡

作 Chinese dress 的旗袍，實際上正是指 30 年代的旗

和盤釦等 [5]。

袍。可以說到這時中國才有了真正的時裝，現代意
義上的時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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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型

說明
水滴領：
在領口處留出一個水滴形狀。

圖 2 右門襟(左)與雙門襟[5]
2. 滾邊：依外觀可分為寬滾(寬度大於 0.3 公分)、細

方領：
領角的包邊方中帶圓。

滾(寬度 0.3 公分)、細線滾(寬度小於 0.2 公分)，
作用是包裹旗袍的門襟、開衩、開口，常用絲質
的絹或旗袍底色的布做滾邊布(滾條)。細滾較常
廣為應用，寬滾與鑲嵌條類似，但工藝操作手法
不同。民國時期的旗袍受到進口材料影響，也曾
流行以西洋花邊作為鑲嵌裝飾，從清代旗袍門襟
工藝複雜奢華的「三鑲三滾」
、
「十八鑲滾」，到民

元寶領：
高度蓋住兩腮，硬領斜壓在下
巴兩側。

國旗袍時受西方流行元素影響，開始有撞色滾邊、
花邊亮珠鑲嵌及明線裝飾等細節出現[5]。
3. 領型：目前較常看到的領型如立領，還有保守中
略顯性感的鳳仙領、水滴領，為迎合年輕女性穿
著習慣而改良的 V 字領等，分類如表 1 所示[6]：

波浪領：
領邊是起伏的波浪形。

表 1 旗袍領形傳統與改良式旗袍的演變
領型

說明
經典立領
圓領是旗袍最常見的一種領
型，包裹著女性的頸部

鳳仙領：
類似翻領，沒有領座。

V 領：
改良旗袍常用到的領型，鎖骨
微露。

4. 盤扣：盤花扣是古老中國結演變的縮影，就是用
布條盤織成各種花樣，稱為盤花，元明以後，用
盤花扣來連接衣襟，作為一種傳統衣飾，其題材
都選取自具有濃郁民族情趣和吉祥意義的圖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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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設計主題
↓
尋找設計意象圖
↓
繪畫設計稿並訂定作品大小
↓
尋找皮料與楦
↓
鞋跟中底大底
↓
打版
↓
尋找適合配件
↓
製作
修改作品
↓
完成品

生動表現出中國服飾的意蘊和內涵[7]。盤扣的扣
子是用稱為「袢條」的摺疊縫紉的布料細條編織
而成，如布料細薄可以內襯棉紗線，做裝飾花扣
的袢條一般則內襯金屬絲，以便於定形[8]。盤扣
的花樣主要分為直盤扣(一字扣)、花扣和琵琶扣
三大類，盤扣的花式種類豐富，有模仿動植物的
菊花盤扣、梅花扣、金魚扣、盤結成文字的吉字
扣、壽字扣、囍字扣等。也有幾何圖形的，如一
字扣、波形扣、三角形扣等。盤花分裂兩邊，有
對稱的，有不對稱的[9]。

圖 5 研究流程圖

創作歷程結果與討論

圖 3 花扣[8]

設計理念
以旗袍為主題，為 30-45 歲女性設計適合參加正
式場合或宴會之鞋品，系列創作將旗袍元素之滾邊、
領型、一字扣等應用於鞋樣設計，為求穿著舒適與
鞋品保養，材料使用有表面紋路加工的牛皮與羊皮
取代旗袍常用的織錦緞，顏色選用香檳色與金色搭
圖 4 一字扣[9]

配，適合搭配改良式旗袍服裝穿著。
材料

研究方法

牛皮、羊皮、五金鞋扣。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閱讀旗袍相關文獻資料與圖片後，歸納
整理旗袍的演變與發展歷程、旗袍元素中的門襟、
領型與盤扣等，最後應用設計元素於作品中。
圖 6 本作品材料之羊皮(左)與牛皮

設計企劃
設計圖

設計者以旗袍元素進行創作理念實踐，選用旗
袍設計元素中的圓領、立領和一字扣為重點，先經

1.

紙模、提花緞面布和牛皮試樣造型後，進行設計企

款式一：一字結改成皮革結合五金，運用在鞋
舌裁片跟裁片的中間，如圖 7 所示。

劃應用於鞋樣設計作品。

研究步驟
5

Journal of the Hwa Gang Textile, 2019.12, Vol.26, No.1

2.

立領高跟鞋試樣缺點：鞋面及旗袍領連接腳踝
處的立體度不夠，需再次修改鞋版如圖 11 所
示。

圖 7 一字結高跟鞋設計圖
2.

款式二：旗袍立領元素應用於鞋口與鞋面設計
如圖 8 所示。

圖 11 立領高跟鞋鞋板試樣缺點
圖 8 立領高跟鞋設計圖
3.

3.

牛皮滾邊試樣：鞋面使用兩塊皮革做法國滾

款式三：把領片設計在腳踝的鞋口上，鞋身運

邊，皮革沒削薄的情況下，兩塊皮革因車縫後

用旗袍的鏤空感領型修改如圖 9 所示。

太厚導致無法包邊，後來再試包邊的皮料削太
薄導致針車車縫處會破掉，最後採取兩片皮革
都各削薄，才順利完成。裝飾條在車縫時，曾
因忘記算皮料厚度，會導致縫份不夠；在車縫
立領時因為需要與內裡一起車，車縫時若忘記
要拉內裡，會導致內裡與表皮沒車到，第一次
使用皮革做旗袍作法的鞋子充滿挑戰與挫折，

圖 9 圓領高跟鞋設計圖

尤其皮革的物性和旗袍布料及織錦緞布料不
同。

鞋版試樣

成品解析

本研究以選用的皮革進行車縫製作試驗，以了
解材質特性，並做出兩雙鞋版打樣，找出鞋版缺點，

本研究創作「懷藝」系列三款不同鞋樣，分別

試樣結果如下：

為一字結高跟鞋(鞋款一)如圖 12 所示、立領高跟鞋

1.

一字結高跟鞋試樣缺點：鞋面太多車線來回，

(鞋款二)，如圖 13 所示、圓領高跟鞋(鞋款三)，如圖

精緻度不夠，鞋舌頭和鞋面間太多鏤空處，兩

14 所示。色彩用金色、香檳金搭配，以法國滾邊作

隻鞋面的線條沒對稱，需再次修改鞋版及精進

法強調旗袍的滾邊特色，將旗袍意象元素改良作法

車縫手縫技巧如圖 10 所示。

並應用在鞋樣設計上，讓旗袍滾邊、旗袍領與旗袍
一字扣等，在鞋樣設計上有新意的變化。

圖 10 一字結高跟鞋鞋板試樣缺點

圖 12 一字結高跟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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