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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朝， 共歷二十一帝， 享國二百八十九年， 是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時代之一， 在這樣國家
強盛， 衣食豐足的年代， 國家的人民能有閒情去在意自已的外表穿著， 尤其是女性， 本主題就
以唐代女性服飾作為研究 研究方法一為「文獻分析法」 研究者進行以佳麗為主題之袋包設
計， 創作三件系列袋包作品， 分別為手提包， 工底包， 側背包， 將唐代後宮佳麗的元素融入袋
包設計， 希望能將服飾的概念與袋包做結合， 在色彩上採用多種顏色做搭配， 並以金色五金使
作品呈現華美感， 以組合的方式呈現在包款作品上， 讓服裝不能是服裝， 還能有不同的樣貌，
關鍵字：唐朝、佳麗、服飾、袋包設計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a total of twenty-one emperors, and the country 289 years,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eras in China. In such a country where the country is strong and the food and clothing
are abundant,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can have their own leisure to care about their own appearance,
especially women. The theme is to study women's clothi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research method
is “document analysis”. The design of the bag with beauty as the theme, creating three series of bags,
handbag, bottom bag, side bag, the ele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harem beauty into the bag design,
hoping to the concept of clothing and The bag is combined, and the color is matched with a variety of
colors, and the golden hardware makes the work appear gorgeous, and is presented in a combined
manner on the packaged work, so that the garment can have different appearances.
Keywords：Tang Dynasty, Beauty, Clothing, Ba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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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襟，腰束長帶袖為上窄下寬的樣式，一種則是作為
內衣；另一種為夏季穿用，後來為歷代女子所穿用。

中國歷代婦女服飾以唐代時期的女子服飾，是

3.裙

中國服裝史中最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豐美華麗，

受到南北朝遺風的影響，多穿長裙，裙腰高至胸

妝飾之奇異紛繁，都令人目不暇給。在此引用白居易

部，有的可以掩胸或上身僅穿抹胸，長裙至地，裙身

的《長恨歌》

貼體。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4.半臂與披帛

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

半臂其形似似衫去其長袖，成為寬口短袖衣，其

樓宴罷醉和春。……。
」

形制與衫齊長。交領、腰下接襴。唐代半臂面料多以

從此可知唐代的後宮佳麗之多，卻唯獨楊貴妃

錦，穿在圓領袍衫裡面，故稱錦半臂。披帛，又稱「畫

集寵愛於一身，看在其他後宮的眼裡，會是個遙不可

帛」唐代廣泛流行。用銀花或金銀粉繪花的薄紗羅製

及的夢想，本創作主題《佳麗》意涵為這些後宮佳麗

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帶上，再披搭肩上，旋繞於

們，心中渴望能被皇帝看見，能備受寵愛的這樣一個

手臂間，長度一般為 2 米以上。

夢。作品以多種顏色為基底，表現出唐代的多樣華美。

唐代仕女畫服飾分析

文獻探討

(一)髮式與妝容

唐代婦女服飾概述

髮髻

(一)髮式與妝容
花鈿

1.髮式
唐代婦女發式有半翻髻、反挽髻、樂遊髻、愁來
髻、百合髻、蹄順髻、盤桓髻、變環望仙髻及各種鬟

唇紅

式等。
2.妝容

圖 1〈搗練圖〉局部—髮式與妝容示意圖[1]

化妝順序依如下：
（1）敷粉（2）塗胭脂（3）畫
(二)服飾

眉（4）貼花鈿（5）貼面靨（6）瞄斜紅（7）塗唇紅。
花鈿的質地形狀千差萬別。最簡單的花鈿僅是一個
小小的圓點。複雜的有用金箔片、珍珠、魚腮骨、魚
鱗、茶油花餅、黑光紙、螺鈿殼及雲母等材料剪製成

披帛

的各種花朵形狀，其中以梅花最為多見。
(二)服飾

衫襦

1.襦
襦裙是唐代婦女的主要服飾。在隋代及初唐時
期，婦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著緊身長裙，裙腰高繫，

裙

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繫在腋下，並以絲帶繫
扎，給人一種俏麗修長的感覺。
2.衫

圖 2 服飾示意圖[1]

古代的衫可分為尊卑兩種，一種為「中單」
，另
一種為「布衫」
。到了唐朝是一種無袖的單衣，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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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女性服飾應用於時尚設計之範例分析
(一)居家擺飾

圖 3〈搗練圖〉局部[1]

圖 7 音樂鈴[5]
此創意來源來自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唐灰
陶加彩仕女俑，女俑昂首端立，長目小口，身著寬鬆
的尖領長袍，自頸部長罩下垂；簡單刻劃的衣褶袖痕，
蓬鬆的髮頂挽著雙髻，兩側髮鬢前攏，烘托出唐代女
子的樣貌。
圖 4〈揮扇仕女圖〉局部[2]

(二)餐桌用品

圖 8 椒鹽罐[6]
此作品擷取《唐人宮樂圖》裡佳人的髮髻與衣飾
特色，雙眉細緻，嘴若櫻桃，呈現唐宮標緻美人之風
華。
圖 5 〈簪花仕女圖〉局部[3]
(三)文具用品

圖 6 唐人宮樂圖[4]

圖 9 書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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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實踐

此創意來源來自清朝皇后的鳳袍，將袍的外型
搭配景泰藍的顏色做出此創作。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擷取了唐代後宮佳麗的
形象為概念，運用在本研究的創作上，設計者以唐代
襦裙的輪廓進行創作理念的實踐，引用唐代女性服
飾造型細部來應用於袋包設計作品。進而透過具體
實際製作袋包成品實踐創作理念，從中激發出更不
一樣的想法，使本作者在設計方面能有更具體的呈
現。
.

研究步驟

圖 10 書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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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適合皮革材料
↓
製作紙模
↓
確認作品尺寸
↓
打版
↓
製作
↓
成品
↓
修改作品
↓
完成品

此作品的創意來源來自旗袍，將女性旗袍的花
紋特色，運用到金屬書籤上。
(四)家居日用品

圖 11 馬克杯[9]
此作品靈感來源來自清朝皇后的形象，杯蓋的
部分設計成為皇后的后冠，有著鳳凰的象徵，杯身的
部分與后袍的顏色和紋路做結合。

圖 12 研究步驟

研究方法步驟與創作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研究方法

《佳麗》形象融入袋包設計作品發展歷程

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研究唐代女性服飾的

以下分別說明後宮佳麗形象融入於袋包設計作

特色、要素等。另以「創作理念實踐」引用「唐代後

品發展歷程：

宮佳麗」所注重的元素及造型創意用於袋包設計作

一、作品主題：佳麗

品。

意為後宮佳麗，是以女性作為發想，衍生出佳麗
文獻分析法

的形象輪廓作為主軸，轉移到不同的袋包上，將包款
組合後呈現出此種樣貌。

文獻分析是透過文獻蒐集、分析、研究來擷取所

二、設計意象與詮釋

需資料的方法，並且對文獻進行客觀而有系統的描
述的一種研究方法。換言之文獻分析法，可以幫助研

運用唐代後宮佳麗的元素搭配畢展主題「孵夢

究者釐清研究的背景事實、理論的發展狀況、研究的

人」裡的小主題「絢」:過去現在未來所嚮往的美好，

具體方向、適當的研究設計分析及研究工具的使用

正如我們發的夢，是多麼絢麗斑斕又光彩奪目。後宮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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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歷程與解說

佳麗們因心中那唯一的嚮往，進而展現出的多彩華
美，將內心深處的渴望轉化創作此次畢展的袋包。

以下分別為解說各階段作品設計創作理念、形
式發展以及設計稿

三、設計意象圖

一、《佳麗》系列作品設計稿初稿
(一) 《佳麗》款式一初稿—弧形側背包(表 3 圖示)
將唐代女性髮型輪廓運用到袋包上，進而衍生
出包款的斜線結構，結合類似口金包的製作方法，使
用舌帶扣合的方式進行包款開合。
表 3《佳麗》款式一初稿[12]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圖 13 意象圖[1]
四、《佳麗》色彩計畫
表 1 為以 Pantone 色票所示之
《佳麗》色彩計畫。
表 1《佳麗》色彩計畫[10]
Pantone 色票

Pantone 色票號碼

尺寸：長*寬*高=28cm*8cm*21cm 背帶長=100cm 使用金色五金

PANTONE 7506 C

(二) 《佳麗》款式二初稿—女用手提包(表 4 圖示)
將唐代女性服飾上半身運用至包款上，左右兩

PANTONE 199 C

邊的側片凸顯出肩膀的感覺，中間配合衣服樣式做

PANTONE 631 C

出鏤空的設計。

PANTONE 359 C

表 4《佳麗》款式二初稿[13]

PANTONE 110 C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PANTONE BLACK 4 C
五、《佳麗》系列作品形式分析
應用表 2 所示之靈感圖發展《佳麗》系列作品，
擬分別應用頭部作為作品 1 之輪廓，脖子到腰為作
尺寸:長*寬*高=28cm*8cm*25cm

品 2 之輪廓，腰以下為作品 3 之輪廓

(三) 《佳麗》款式三初稿—梯形手提包(表 5 圖示)

表 2《佳麗》系列作品形式分析
靈感圖[1]

部位

提把高=15cm 使用金色五金

輪廓[11]

此包款運用梯形來做出裙擺的垂墜感，兩邊搭
配藍色絲巾呈現出披帛的感覺，使用綠色玉環和繩

頭

結作為配飾。
表 5《佳麗》款式三初稿[14]
正視圖

脖子—腰

側視圖

45 度視圖

腰以下

尺寸:長*寬*高=29cm*8cm*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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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麗》設計修正稿

三、《佳麗》設計稿定稿
表 9《佳麗》款式一定稿[18]

表 6 為款式一修正稿，將象徵頭飾部份的設計
增加修改，整體包款比例也略作調整；為不破壞頭型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整體感，包款改製作成後開口式，保留視覺上的完整
度。
表 6《佳麗》款式一修正稿[15]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1.尺寸:長*寬*高=20.5cm*8cm*21cm
2.使用金色五金

背帶長=105cm

表 10《佳麗》款式二定稿[19]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1.尺寸：長*寬*高=25cm*8cm*21cm 背帶長=105cm
2.使用金色五金

表 7 為款式二修正稿，為不破壞整體包款所呈
現的感覺，將提把部分設計成領圍的樣子，增加流暢
感；包款側身部分，將原本水平硬挺的感覺，微調往

1.尺寸:長*寬*高=29cm*8cm*25cm 提把高=12cm
2.使用金色五金
3.提把內襯 EVA，呈現出立體感

下使之成為斜線，也呼應著衣服從肩膀往手臂的自
然垂落線條。

表 11《佳麗》款式三定稿[20]

表 7《佳麗》款式二修正稿[16]
正視圖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1.尺寸:長*寬*高=29cm*8cm*25cm 提把高=12cm
2.使用金色五金
1.尺寸:長*寬*高=29cm*8cm*37.5cm 背帶長=68cm
2.使用金色五金
3.提把內襯 EVA，呈現出立體感

表 8 為款式三修正稿，依比例調整包款的長度，
呈現適當的裙襬樣貌；將象徵披帛的藍色絲巾改成
以背帶的方式表現，使之較有俐落感；將玉環的顏色

研究成果與解析

改為淡色使包款整體較有協調感；將包款改為工底
包做法使包款放置時較為穩固。

透過探討唐代女性服飾相關文獻，瞭解唐代女

表 8《佳麗》款式三修正稿[17]
正視圖

側視圖

性的穿著與造型， 運用女性輪廓為創作概念，發展

45 度視圖

《佳麗》系列三款不同袋包，分別為側背包（款式一）
、
手提包（款式二）
、工底包（款式三）
。從初稿至定稿
中間有作適當的修改線條比例，將原本硬挺的線條
改為較柔和，目的是為了更能展現女性的樣貌。三款
袋包之成品照、設計應用，分別說明於表 12～表 17。

1.尺寸:長*寬*高=29cm*8cm*37.5cm 背帶長=68cm
2.使用金色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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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佳麗》款式二設計解析

《佳麗》款式一成品

靈感來 唐代女服上半身
源

表 12 為款式一成品正視、側視、45 度視照片，
其靈感來源、款式、色彩、材質、配件，以及輪廓如
表 12 所示。
表 12 《佳麗》款式一成品[21]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尺寸:長*寬*高=20.5cm*8cm*21cm 背帶長=105cm

款式

手提包

色彩

紅色、黃色、藍色、米色、綠色

材質

紅色牛皮、黃色牛皮、藍色牛皮、米色
牛皮、綠色羊皮

配件

金色磁扣、金色 D 環

輪廓

俐落簡單線條

顏色

PANTONE 7506 C、PANTONE 199 C
PANTONE 631 C、PANTONE 359 C
PANTONE 110 C

工法

雙針手縫技法進行製作

銜接結 皮革搭位後打洞手縫
構

表 13 款式一設計解析
靈感
來源

唐代女頭飾

款式

肩背包

色彩

紅色、黃色、藍色、米色、綠色、咖啡色

材質

咖啡色牛皮、紅色牛皮、黃色牛皮、藍色
牛皮、米色牛皮、綠色羊皮

其靈感來源、款式、色彩、材質、配件，以及輪廓如

配件

金色磁扣、金色 D 環、金色龍蝦鉤、金色
拉鍊

表 16《佳麗》款式三成品[23]

輪廓

圓弧線條

顏色

PANTONE 7506 C、PANTONE 199 C
PANTONE 631 C、PANTONE 359 C
PANTONE 110 C、PANTONE BLACK 4 C

工法

雙針手縫技法進行製作

銜接
結構

皮革搭位後打洞手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佳麗》款式三成品
表 16 為款式三成品正視、側視、45 度視照片，
表 17 所示。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尺寸:長*寬*高=29cm*8cm*37.5cm, 背帶長=68cm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17《佳麗》款式三設計解析

《佳麗》款式二成品

靈感 唐代女服下半身
來源

表 14 為款式二成品正視、側視、45 度視照片，
其靈感來源、款式、色彩、材質、配件，以及輪廓如

款式 手提肩背包

表 15 所示。

色彩 紅色、黃色、藍色、米色、綠色

表 14《佳麗》款式二成品[22]

材質 紅色牛皮、黃色牛皮、藍色牛皮、米色牛
皮、綠色羊皮

正視圖

側視圖

45 度視圖

配件 金色磁扣、金色 D 環、金色掛耳、金色圓
環、8mm 金色原子釦、10mm 黃銅弧面工
字釘、白玉環、紅色繩結
輪廓 方形硬挺線條

尺寸:長*寬*高=29cm*8cm*25cm

顏色 PANTONE 7506 C、PANTONE 199 C
PANTONE 631 C、PANTONE 359 C

提把高=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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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唐朝後宮佳麗」為設計發想的概念核
心，系列作品皆以女性款式袋包為主，將唐代女性的
輪廓形象轉移至袋包，進而做出結合與設計，使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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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擁有新的樣貌，使用者也會有不同的感受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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