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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克風造型設計 

壹、前言 

    早期龐克的服裝賦予日常物品以美學價值,比如將衣服撕裂在系以別針或

捆帶, 使用顏料在衣物上作畫和裝是把黑色垃圾塑膠袋作為襯衫或衣裙把扣針

剃鬚刀等 作為飾物還常常使用皮革橡膠乙烯基塑料作為衣物使人聯想起犯罪

傾向性暴力與性變態總之是使自己的造型極度誇張，該運動本身就很商業化, 

隨著經濟的復甦龐克激烈的標新立異也被融入主流文化成為時尚那種玩世不恭

的時髦為和顛倒味的龐克會以時裝設計和時尚刊物帶來的影響最顯而易見。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這些被異化的人當中總有一些團體開始感到不對勁這些自覺,來自於社

會主流的抗拒,或者是被社會主流所排擠黑人,同性戀,低下階層等等:它們體認

到自己所處階級的現實,或者是受到了當權者支持的權勢所威迫.他們會逐漸形

成的性格或鮮明或模糊的(次文化).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次文化之中,某些人會持

著較不疏離的態度,想要展現出自己的主體性,不管它們是如何被威迫,被打壓

次文化裡頭存在著社會中所沒有的團結精神和互相了解,它們試著在彼此身上

找維被遺忘放棄的自我或跟它者之間的依存的感覺,次文化能夠讓他們感受到

更高層的目標，真正一開始的龐克意義跟任何服裝,音樂或和表面形式化的東西

是不相干的.龐克們不滿而怒吼,因為不需要而批判,活在自己的世界,以自己的

標準來判斷自己,兩邊剃掉的雞冠頭是龐克們不是畏眾人的眼光，不在乎世俗看

法,能夠堅定自己原則和正確思想,立定目標就去實行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龐克風的特色 

二.探討出龐克風的運用與變化 

三.了解龐克風整體設計的差異 

四.了解龐克風的種類 

五.製作龐克風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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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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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文獻探討 

 (一) 龐克風的特色 

    回到西元1976年，英國倫敦由名為「性手槍」<Sex Pistols>的樂團揭開龐

克搖滾的序幕，同時也帶起了前所未有的龐克風潮，性手槍的經紀人麥坎．麥克

羅倫（Malcolm McLaren以精英式的反藝術計畫，和時尚設計師，也就是他的老

婆薇薇安．魏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在倫敦經營一家名為「性」的精品

店他們粉碎了當時的審美觀念，提出「衝突打扮」（confrontiondressing）將

舊衣服重新穿上，運用撕裂拉扯的破碎效果，別上許多別針，最後再搭配一頂優

雅的黑色紳士帽，如此矛盾與不協調，卻反而讓人感覺創意十足，當然也帶動了

倫敦街頭的流行文化其實「龐克」一直是街頭流行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環，不僅是

倫敦，東京、紐約、台北街頭都有超龐克狂熱分子，因為它豐富地涵蓋了髮型、

彩妝和服裝配件，甚至是龐克音樂、龐克思想、龐克文化，都能深植龐克迷的心

中。 

 

                 

龐克的個性少女（圖二）             鉚釘製成的鞋子（圖三）           

            

鉚釘的髮帶加入龐克型（圖四）      鉚釘製成之項鍊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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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髮片應用現況分析 

目前已經有人將髮片應用在整體的服裝上，他們將大量的假髮回收，重新處

理、清洗、染色，應用在頭飾、服裝…等，付予了假髮片新的用處、生命力。 

 

 

假髮片製成衣服（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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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片做成整體造型（圖七） 

 

還有將串珠編織製造成各種造型，如有個性搖滾方格的個性手鍊、鞋子、腰帶。 

            

    串珠製成手鍊（圖八）           個性串珠製成裝飾品（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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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鍊製成腰帶（圖十）              龐克刮髮造型（圖十一） 

 

(三)龐克意象探討 

           

   龐克髮型（圖十二）                龐克造型（圖十三） 

 

    早期龐客的服裝賦予日常物品以美學價值，比如將衣物撕裂再系以別

針或捆帶，使用顏料在衣物上作畫和裝飾，把黑色的垃圾塑料袋作為襯衫

或衣裙，把扣針、剃鬚刀等作為飾物，他們還常常有意使用皮革、橡膠、

乙烯基塑料作為衣物，使人聯想起犯罪傾向、性暴力與性變態。總之是使

自己的造型極度誇張、放蕩不羈、充滿挑釁性。但顯而易見，龐克儘管氣

勢咄咄、對日常生活及其中之用品，以及被附於其中的意義和標誌胡搗亂

攪，卻從不拒斥它們。該運動本身就很商業化。隨著經濟的復甦，龐克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9%9D%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A1%E8%83%B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99%E7%83%AF%E5%9F%BA%E5%A1%91%E6%96%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6%9A%B4%E5%8A%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8%AE%8A%E6%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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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標新立異也被融入主流文化中，成為時尚。那種玩世不恭的時髦味和

顛覆味的鬅客語彙為時裝設計和時尚刊物帶來的影響最顯而易見。把龐克

服裝或新浪潮服裝帶進主流文化的最重要設計師是英國人薇薇安·魏斯伍

德。另一位英國龐克服裝設計師贊德拉·羅德斯[Zandra Rhodes，1940年生]

作品風格更加溫和，得到更多富人和名流認可。在視覺傳達領域中，龐克

同樣經歷了一個被馴化的過程，這尤其凸現於早期的龐克刊物和後來出現

的、往往被誤以為屬於龐克文化的時尚雜誌之間的對比。美國的《龐克》

[Punk]、英國的《吸之毒》[Sniffin』 Glue]是具有代表性的龐克刊物，

但均隨著龐克文化被馴化這一過程而停。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B%E6%B5%81%E6%96%87%E5%8C%9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B6%E5%B0%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B6%E8%A3%85%E8%AE%BE%E8%AE%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B6%E5%B0%9A%E5%88%8A%E7%89%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6%87%E8%96%87%E5%AE%89%C2%B7%E9%AD%8F%E6%96%AF%E4%BC%8D%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6%87%E8%96%87%E5%AE%89%C2%B7%E9%AD%8F%E6%96%AF%E4%BC%8D%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5%9E%E5%BE%B7%E6%8B%89%C2%B7%E7%BD%97%E5%BE%B7%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C%85%E5%AE%A2%E5%88%8A%E7%89%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B6%E5%B0%9A%E6%9D%82%E5%BF%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3%80%8A%E9%AC%85%E5%AE%A2%E3%80%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3%80%8A%E9%AC%85%E5%AE%A2%E3%80%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3%80%8A%E5%90%B8%E4%B9%8B%E6%AF%92%E3%80%8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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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設計方法流程 

透過文獻探討，分析整理出相關元素，繪製設計草圖，加以修飾後，透過固

定膠實驗比較結果，以最適合之比例做固定，運用刮髮的層次技巧使尾端呈現出

銳利動態、設計出一款具搖滾意象，整體的造型。 

主要設計方法流程圖如（圖）所示： 

 

                  設計方法流程圖（圖十四）                     

 元素萃取與轉換 
以搖滾龐克銳利之形、色、質做

為元素來源 

  繪製設計圖   轉換元素並繪製設計圖 

   固定膠實驗 

    設計製作 結合紙箱素材製作成腰帶 

以熱熔槍固定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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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素取用與轉換 

 

         方式 

元素 

萃取 轉換 

形 髮片、長形 連續、放射的設計原理 

色 黑色、銀色 

色彩計畫：黑色、亮黑、

亮銀 

質 高貴、神秘 亮鑽的運用 

意象 生命力、堅毅 

運用長劍性的紙箱呈現

出不規則的三角型 

                 元素轉換表（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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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膠實驗結果 

本實驗採用保麗龍膠與熱熔槍膠，用來固定三角板之用，實驗結果如下： 

 

      變數 

樣本 
成份 黏著度 速度 危險性 

樣本一 保麗龍膠 ★★ ★ ★ 

樣本二 熱熔槍膠 ★★★ ★★ ★★★ 

                  實驗結果分析表（表二） 

在固定膠的測試實驗當中： 

1.樣本一：黏著力中、速度慢、危險性小 

2.樣本二：黏著力好、速度快、危險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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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材料 

  

紙箱 鐵絲(大)及不織布 

  

膠條 吹風機 

  

熱熔膠槍 鐵絲(小) 

                      材料表【一】（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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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氈 剪刀及打雹剪 

  

尖嘴鉗 雙面膠 

  

假髮片 刮梳 

                     材料表【二】（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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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製作過程 

步驟一:首先我們將鐵絲折出半圓形用不織布

將鐵絲全部包住 

 

步驟二:尋找不要的紙箱子,分別紙箱剪裁出大

小不同的三角形 

 

步驟三: 

將剪裁完的三角形拼湊成立體三角形 

並且擺放在不織布上 

 

                 製作流程表【一】（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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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皮布黏上雙面膠拼貼在擺好的立體三角形上 

 

步驟四:把在手工藝品店尋找鉚釘條與閃鑽 

 

貼在三角形的邊緣 以閃鑽貼在頂部作為點綴 

 

步驟五:最後以裁縫機與衣服加工縫上不織布與魔

鬼氈(方便固定以做的角椎) 

 

                 製作流程表【二】（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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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妝過程 

   

未上指甲油的指甲片 已上完黑色指甲油(成品) 素顏 

   

上粉底 上下眼影完成圖 在眼周畫上三角形 

   

塗上黑色口紅 戴上假睫毛 戴上假髮 

 

以逆梳的方式使假髮變澎 

在用刮梳挑好後  

噴上定型液(完成) 

製作流程表【三】（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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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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克風格在流行生活上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這個專題製作下來，花很了多

心思去找資料、書籍、材料、與製作方法，而透過此研究，可增加學習到如何找

資料到設計到手工製作完成，不同材質的材料應如何運用於何處如何呈現，以及

學習到龐克造型的其他用途，龐克的起源，因為經驗不足，所以做出的成品有限，

而藉由這次的經驗，讓我學習更多，從一開始的決定主題、製作、探討內容、都

讓我忙得焦頭爛額，但也受益良多，讓我清楚規畫一個創意龐克風造型時要出付

出多少心力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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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龐克髮型要嘗試多種不同素材。 

5、流程時間要掌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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