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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及髮片整體造型設計  

壹、 前言 

旗袍是我國一種負有民族風情的婦女服裝，由滿族婦女的長袍演變而來。 

由於滿族稱為"旗人"，故將其稱之為"旗袍"，在清代，婦女服飾可謂是滿

漢並存，清初，滿族婦女以長袍為主，而和人婦女仍以上衣下裙為時尚；清中

朝，滿和各有效仿；到了清代後期，滿族效仿漢族的風氣日盛，甚至出現了"

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的情況，而漢族仿效滿族服飾的風氣，也於

此時到一些達宜貴婦中流行起來，到了 20世紀 20年代，受西方服飾的影響，

精改進之後的旗袍逐漸在廣大婦女中流行起來。這種旗袍事漢族婦女在吸收西

洋服裝樣事後，通過不斷改進，才進入簽加萬戶的。旗袍的樣式很多，開襟有

如意襟、斜襟、雙襟；領有高領、低領、無領；袖口有長袖、短袖、無袖；開

衩有高開衩、低開衩；還有長旗袍、短旗袍、夾旗袍、單旗袍等。改良後的旗

袍 20世紀 30年代，幾乎成為中國婦女標準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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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製作動機與目的 

（一）製作動機 

決定要做這個主題因為想要更了解，古代歷史、文化、人物特色運用在服飾片上

造型的可能，所以設定以旗袍詮釋，兩者合在一起，且是柔和的畫面不突兀。  

依照古代民俗或傳統衣著、信仰和特有文化表現在服裝和頭飾上，可以馬上聯想

到中國文化想展現的文化特點，華麗但又不失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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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目的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遊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

或其他激烈的活動，這種服飾多採用左社、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

族人民也曾多次採納這種窄身和體的袍服樣式，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就

是比較典型的事例。 

  唐代的胡服也風行一時，胡服在唐開元，天寶年間與胡粧、胡騎、胡樂同為

時人趨奉可算異域文化一次大面積的流行範例，屬於長安街頭當年的"舶來品

"。在遼、金、元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

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歷或表現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於歷時最長

且較穩定，故袍服可是為典型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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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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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古代服飾意象

探討 

素材應用 設計方法 

設計製作 

旗袍服飾應用

現況 

實驗比較 

成品 

結論 



8 

文獻探討 

 

中國近代風格理論探討: 

二零年代旗袍: 

旗袍長度下垂，袖縮至肘，領處兩粒鈕，雙寬滾邊，低衩，倒大袖

與新樣式。 

當時沿無專業服裝研究中心，服裝式樣的變化以過千家萬戶，在時

代風尚的影響下不斷變化。青布旗袍最為女學生所歡迎，一時不逕

而走，全國效仿 。 

 

(圖二) 

三.四零年代旗袍:年代到 40 年代，是近代中國女裝最光輝燦爛的

時期，而 30 年代又可謂這一時期燦爛的頂峰。也就是在此時，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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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奠定了它在女裝舞臺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爲中國女裝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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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旗袍徹底擺 脫了老式樣，改變了中國婦女長期來束胸

裹臂的舊貌，讓女性體態和曲線美充分顯示出來，迎合當時的風尚，

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自 30 年代起，旗袍幾乎成了中國婦女的標

准服裝，民間婦女、學生、工人、達官顯貴的太太，無不穿著。後

來，旗袍還傳至國外，為他國女子效仿穿著。30 年代後期出現的改

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更爲稱身合體。全世

界家喻戶曉的旗袍，被稱作 Chinese dress 的旗袍，實際上正是指 

30 年代的旗袍。可以說到這時中國才有了真正的時裝，現代意義上

的時裝。40 年代的旗袍這時出現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氣

質。不妖、不媚、不纖巧、不病態，符合當時"美觀大方"的標準，

而且更爲實用。款飾為領口、袖口及下擺繡有寬花邊。在當時外國

衣料的源源輸入，各大報刊雜誌開闢的服裝專欄，還有紅極一時的

月份牌時裝美女畫，都無疑推動著時裝的産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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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零年代至九零年代旗袍: 

 

(圖三) (圖四) 

50 年代——有過燦爛的一瞬。60、70 年代——被冷落的 20 年。

從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革”，是傳統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

的災難。80、90 年代——輝煌難再。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經遠去，被

冷落了 30 年之久的它，在 80 年代以來開放後的國土上顯得有些

落伍了。人們對衣著美 的追求似乎已完全轉化成了對革命工作的狂

熱。旗袍所代表的悠閒、舒適的淑女形象在這種氛圍裏失去了其生

存空間。不過，此時卻出現了一種具有職業象徵意義的"制服旗袍"。

爲了宣傳和促銷等目的，禮儀小姐、迎賓小姐以及娛樂場合和賓館

餐廳的女性服務員都穿起了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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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女士旗袍                             現代衣飾旗袍 

        (圖七) 

華麗旗袍(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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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旗袍:旗袍式上衣會做得較鮮豔花俏，所以只要搭配上簡單色調

的裙子或牛仔褲就很有特色了。在旗袍裙子的地方也會融入一些西

方元素。 

 

(圖八)現代禮服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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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設計方法流程 

主要設計方法流程圖如（圖）所示： 

 

                  設計方法流程圖（圖九)                    

 元素萃取 以旗袍服飾靈感來源 

  繪製設計圖   轉換元素並繪製設計圖 

   固定膠實驗 

    設計製作 結合髮片、素材製作成胸針 

以髮膠＋白膠比例（2：1 固定

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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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素意象 

      1.素材：棉紗、亮鑽 

      2. 飄逸、高貴、清新脫俗 

      3.粉紅色、粉紫色、水藍色、紅色 

      4.運用可塑性高的髮片展現古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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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女的袍裝與民國新式旗袍的主要差別有以下四點： 

1.不顯露形體，特別是後期，寬大平直 

2.內著長褲，有時袍下露出繡花的褲腳 

3.面料厚重，多提花，裝飾繁瑣 

  清代旗女的袍裝 

4.等級分明，制度浩繁 

1.開省收腰，表現體態 

2.內穿短褲或三角褲，著絲襪，開衩處露腿 

3.面料較輕薄，多印花，裝飾簡約 

   民國新式旗袍 

4.已走上平民化的道路，作為等級身分的標識逐漸 

  淡化，成為顯示個人消費水準和審美情趣的一個 

  側面 

 

                       旗袍圖(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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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膠實驗結果 

本實驗採用髮膠與白膠，用來固定塑形髮片之用，實驗結果如下： 

 

      變數 

樣本 
成份 黏著度 亮度 柔軟度 

樣本一 髮膠 ★ ★★ ★★★ 

樣本二 白膠 ★★★ ★ ★ 

樣本三 
髮膠＋白膠

(2：1) 
★★ ★★★ ★★★ 

                  實驗結果分析表 

在固定膠的測試實驗當中： 

1.樣本一：黏著力較差、亮度高、柔軟度好 

2.樣本二：黏著力好、亮度差、柔軟度差 

3.樣本三：黏著力好、亮度高、柔軟度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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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材料 

 

 

白膠 不織布 

 

 

假髮片 髮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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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溶槍 熱溶膠 

                      材料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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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尾梳 剪刀 

 
 

圓筒模型 亮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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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風機 假髮包 

                      材料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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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製作過程 

 
  

(一)選用髮片做為頭飾主要的裝

飾跟點綴，首先要先將髮片梳理

整齊。 

(二)把書理好的髮片以 QQ線綁 

緊然後剪掉 

  

(三)髮片綁完之後用熱熔槍

固定剪掉的地方。 

（四）將整理好的髮片攤開固定

在保麗龍板上，接著在用梳子將

髮片上膠，然後放著讓它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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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將乾的髮片用電棒捲出空

心捲的形狀 

（六)髮片捲好後，將髮片的頭尾

連接起來 

                 製作流程表【一】 

 

 

(二) 髮片空心捲完成 

 

 

髮片製成（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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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1. 藉由中國風的背景文化，豐富整個整體造型內容。 

2. 了解在革命時代(近代)旗袍的演變，加入一些現代元素，營造出創新又

不失中國風韻味的整體。 

3. 中國文化深遠，有助於整體造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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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此篇專題在整個學習製作過程中，做了完整與紀錄，期望能夠做為未來研究

者日後學習的參考。 

結論: 

旗袍是中國女子的傳統服飾,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可欣賞

度高，富有收藏價值，也有「國服」之稱。時下穿旗袍的女性越來越多，

無論老幼年少，所呈現出來的氣質也有所不同，依不同的年齡呈現出俏

麗、優雅及貴婦的氣息。而現代旗袍在本質上仍保持了固有的傳統韻味

又能兼具時尚感。 

由於中國風的範圍很廣很深遠，組員與組元之間也常常會意見紛歧，光

中國風的衣服方面就討論了很久，因為中國的歷代服飾都不盡相同，妝

容也不太一樣。雖然在討論過程中有分歧，甚至於在製作過程中失敗

過，但透過這次整體造型的製作，於技能上又更提升一層。 

 

建議： 

1、網路資料種類繁多，多參考運用且組合素材。 

2、多看相關的展覽。例如：服裝秀、美容科畢業展……等。 

3、到處尋找能用的材料，多跑書局翻閱相關書籍。 

4、製作飾品要嘗試多種不同素材。 

5、流程時間要掌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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