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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創意造型設計 

壹、前言 

    關於新娘的造型設計，雖然不是長篇大論的學術思想，亦不是高不可攀的

艱難技能，卻是一門結合了美學理念、皮膚保養、化妝造型、髮型設計、禮服

挑選、搭配飾品配件、了解相關習俗等等的廣泛知識，此研究宗旨，是要學生

與社會接軌，學習社會上新娘所接受的造型，也希望一畢業就能學以致用進入

職場，藉由本書所呈現的技能是基礎與實務的參考，希望能帶出學生的靈感，

進而延伸出屬於自己的創意。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新娘秘書通常又簡稱新秘，而新娘秘書這個兼具美麗流行與時尚的職業在

台灣已有 10年左右的歷史，起源於婚紗攝影公司拍照時替新娘造型的化妝師，

當新娘在宴客場合上有需求時，則需要額外支付費用請化妝師出場，加總下來

費用往往令人咋舌，於是可以獨立接案且費用合理的新娘秘書工作便逐漸發展

出來。坊間有關於新娘秘書的參考書籍屈指可數，但在仔細翻閱下，不難發現

大多數整體造型相關的書籍都比較著重流行性的方向，較屬雜誌款而非工具

書，關於新娘秘書工作流程內容的介紹少之又少，再加上許多書籍的出版年代

十分久遠，其內所附的圖片也大多已經和現階段的流行趨勢脫節。因此想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學理基礎，同時在解析關鍵技法與操作步驟時，會以大量的

圖解詳細說明，使學習者可以依據圖解很快的上手。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台灣婚紗攝影的演進 

二.探討臉型與造型之關係 

三.了解新娘造型風格的種類 

四. 新娘頭飾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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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流程 

 

 

龐克風意象探討 

 

 

 

 

 

 

 

 

 

 

 

 

 

 

 

 

                          創作流程圖（圖一） 

文獻探討 
新秘意象探討 

流行素材應用 設計方法 

設計製作 

風格應用實況 

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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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文獻探討 

(一)了解台灣婚紗攝影的演進 

   1985年之前，台灣攝影的經營模式，稱之照相館，以拍攝肖像、畢業照、
紀念照為主，專業簡單的設備依賴的是攝影師的功力。 
大約 1980年代起，開始有了攝影公司的成立，強調配合婚紗、新人拍照為主的
營業訴求，從此改變了新人拍照生態，婚紗公司成功的整合，成就了婚紗攝影
產業的繁榮景象。 
自 1996年之後十年間，攝影公司更整合了造型，形成攝影、禮服、造型三強合

併的新市場經營模式，香港’大陸、日本、韓國紛紛學習台灣的成功經驗。 
1990~2000年是台灣婚紗業的黃金時期，也造就了整體造形師的崛起由於業者
的推動，新人對ˊ婚紗攝影也日益重視，不但要求攝影品質，禮服的多樣化、
造型的精緻時尚化，更是新人要求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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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臉型與造型之關係 

一、臉部外觀與五官的介紹 

各式臉型介紹與修飾技巧 
    將各種不同的臉型修正為標準的蛋型臉，就稱為修飾飾臉型!
因為每一個人的臉型各有所不同的臉型，修飾的重點與技巧也不一
樣。 

 
圖（一）臉型介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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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臉型介紹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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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型與眼線的修飾技巧 

    新秘在幫新娘化妝時常會碰到不同的眼型，在面對不同眼型的新娘時，需

要針對不同眼型，搭配不同的眼線來進行處理，不能將每個新娘的眼線都畫得

又粗又長，以免弄巧成拙。 

 

 

圖（三）眼型修飾技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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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鼻影的介紹與修飾技巧 

    就化妝技巧而言，若新娘的鼻子長度及寬度各占臉部的 1/3是屬於標準

型，當鼻子過短或過長，寬度過窄或過寬時，則必須要透過鼻影的修飾，使其

在視覺上的大小與長短適中，方能達到美化整體妝容的功效。 

 

以下為各種避型的修飾，可依個人需要，運用明色與暗色的粉底，來加以調整

鼻梁與鼻翼兩側的位置： 

 

 

 
圖（四）鼻影修飾技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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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眉毛的介紹與修飾技巧 

    若以美學欣賞來看眉毛，「如果眼睛與眼影的設計是一幅畫，則眉毛就是那

幅畫的外框，一幅好畫是需要有好的外框來襯托」，由此可見，為新娘描繪出合

適的眉毛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眉位置圖 

 

 

 

 

 

 

    不同臉型的眉毛修飾技巧 

 

圖（五）眉毛修飾技巧介紹 

 

 

1.眉頭位於眼頭的正上方，並與眼頭

呈現垂直的延長線。 

2.以一隻眼睛的寬度為標準，來做為

兩眉之間的標準寬度。 

3.如果眉眼間的距離太近，可以利用

修眉的方式，來調整眉眼間的距離。 

4.眉尾的正確位置點，位於鼻翼至眼

尾斜上去 45度的延伸線上。 

5.眉峰的位置位於眉長的 2/3稍內側

一點，形狀切勿過於尖銳，自然地隆

起成為弓形才有美感。 

6.眉頭與眉尾的位置保持在同一水平

線上，眉尾不能低於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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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唇型的介紹與修飾技巧 

    唇型是新娘彩妝中的視覺焦點之一，不同脣形會造成視覺上感受的差異，

以下為各種唇型的修飾技巧圖解： 

 
圖（六）唇形修飾技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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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了解新娘造型風格的種類 

           

了解新娘的造型需求後，針對新娘的特質及禮服的設計，再搭配符合造型風格
的色彩，設計出完美的造型。 

 

圖（七）浪漫優雅 

浪漫優雅風 
‧色彩：低明度色彩偏灰色、或藕色的搭配 
‧化妝表現：較自然的眼影或加強眼尾的復古眼妝，霧光效果的唇彩。 
‧線條：長、軟、波浪，或呈 S線條。 
‧頭紗款式：較長、拖地頭紗，蕾絲裝飾的都適合。 
‧服裝：線條簡單，精緻不誇張。素雅緞面搭配精緻刺繡或蕾絲花邊。 
‧配件：珍珠、花朵、精緻飾品、霧金或霧銀材質。 
‧捧花：綠莖握把花束型捧花、花瀑型捧花。 
‧髮型特色：長髮或大波浪，盤梳時支力點在黃金點。經典的盤髮或 
  高梳式髮髻。 
‧指甲：法式指甲造型，指緣可搭配小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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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高貴華麗 

高貴華麗風 

‧色彩：偏暖色或較鮮艷、帶金屬光澤的色系。 

‧化妝表現：強調眼部的深邃感，眼影以局部亮粉點綴，加上紅色的 

  性感唇彩。 

‧線條：三圍玲瓏有緻。 

‧頭紗款式：加上亮片或水鑽、華麗得蓬頭紗。 

‧服裝：奢華的設計或添加寶石配件的禮服，線條柔美、貴氣的長裙 

  或及地傘狀的裙擺。 

‧配件：水鑽、寶石造型的飾品或中、大型寶冠。 

‧捧花：色彩繽紛、花瀑型捧花，或較飽和色彩的捧花。 

‧髮型特色：高髮髻以增加高貴氣質。螺旋式髮髻或旁分式捲髮，搭 

  配斜瀏海。 

‧指甲：運用鮮豔的色系，搭配金、銀蔥指甲油及水鑽點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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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叛逆個性 

叛逆個性風 

‧色彩：利用對比色或亮彩色之搭配。 

‧化妝表現：前衛具個性感的煙燻彩妝或造型睫毛，搭配裸膚色唇膏。 

‧線條：不拘，但講求獨特性。 

‧頭紗款式：羽毛或水鑽帽飾，搭配短頭紗、造型誇張地棚頭紗。 

‧服裝：具獨特設計感。硬挺、具金屬光澤的亮緞材質最適合。 

‧配件：金屬感材質、另類複合式材質的應用設計。 

‧捧花：不拘形式。 

‧髮型特色：直髮或俐落有型的短髮，龐克也很適合。 

‧指甲：運用服裝的對比色系，彩繪具設計感的圖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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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都會時尚 

都會時尚風 

‧色彩：偏暖色或較鮮艷、帶金屬光澤的色系。 

‧化妝表現：強調眼部的深邃感，眼影以局部亮粉點綴，加上紅色的 

  性感唇彩。 

‧線條：三圍玲瓏有緻。 

‧頭紗款式：加上亮片或水鑽、華麗得蓬頭紗。 

‧服裝：奢華的設計或添加寶石配件的禮服，線條柔美、貴氣的長裙 

  或及地傘狀的裙擺。 

‧配件：水鑽、寶石造型的飾品或中、大型寶冠。 

‧捧花：色彩繽紛、花瀑型捧花，或較飽和色彩的捧花。 

‧髮型特色：高髮髻以增加高貴氣質。螺旋式髮髻或旁分式捲髮，搭 

  配斜瀏海。 

‧指甲：運用鮮豔的色系，搭配金、銀蔥指甲油及水鑽點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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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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緞帶、蕾絲、羽毛、花邊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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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蕾絲、羽毛…等素材製
作成頭花 

以熱熔槍固定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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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材料 

A頭花 

 

圖（十一）A頭飾花材料介紹 

材料 

1.熱溶膠槍。 

2.熱溶膠一支。 

3.三種不同花色蕾絲(A、B、C)各一碼(也可選自己喜歡的花色)。 

4.鐵絲數支。 

5.帽胚一個。 

6.假花 2朵 

7.水鑽鍊 15cm。 

8.固定夾 2支。 

準備工作 

‧將 B、C兩種蕾絲，剪成長度不一的大小蕾絲數段。 

‧鐵絲也須剪成長度不一的數段，數量與蕾絲緞相同，每條鐵絲長度 

  比蕾絲緞稍長約 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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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頭花 

 

圖（十二）B頭飾花材料介紹 

材料 

1. 熱熔膠槍 

2. 熱熔膠 1支 

3. 白色針線 

4. 鐵絲數支 

5. 帽胚一個 

6. 買現成的花瓣 

7. 買現成的葉判 

﹝一班手工藝品店可買到。段質款 A與紗質款 B各 16片﹞ 

8. 數顆鑽碼 

9. 蕾絲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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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製作過程 

一、造型頭花 

    甜美俏麗得帽飾是不是為年輕可愛的新娘造型大大加分呢？其實製作過程

相當容易，請備妥工具材料，跟著圖片一起動手! 

 
圖（十三）A頭飾花整體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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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A頭飾花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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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A頭飾花製作流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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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A頭飾花製作流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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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A頭飾花製作流程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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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A頭飾花製作流程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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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型頭花 

美麗的飾品往往有畫龍點睛之效，此款造型頭花採用白色葉片製作，相當

適合典雅的新娘白紗造型。當然你也可以選用其他豔麗色彩的葉片或羽毛，製

作出不同風情的頭花。 

 
圖（十九）B頭飾花整體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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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B頭飾花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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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B頭飾花製作流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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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B頭飾花製作流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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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娘身型與禮服選擇的 5 項建議 

    每家婚紗公司的禮服款式都有屬於自己的風格，種類與變化很多，通常新

人在挑禮服時現場服務人員也會給予專業的建議，而新娘在排定新娘秘書行程

後，通常也會詢問新秘的意見，所以在此我們給予準新娘與新秘們幾個挑選合

適禮服的小叮嚀： 

 

1.肩膀較寬的新娘最好避免挑選無肩帶的禮服，因為領口採平口設計會和肩膀

成為平行的線條，如此會讓肩膀顯得更寬!如果很喜歡無肩帶款式，又擔心肩膀

太寬的話，建議選擇罩杯式或 v型線條的領口設計，在視覺上對於肩膀會有修

飾的效果。 

2.削肩款式的禮服對於肩膀較寬的新娘也不建議。 

3.嬌小且豐滿的新娘建議可選卡肩或一字領的禮服，然而胸型較小的新娘則因

可能撐不出線條而不建議，而高挑或肩膀比較寬的新娘也不適合。 

4.建議胸部豐滿的新娘在選擇禮服時，一定要特別注意禮服胸條，不要將胸腺

壓平卻擠出兩側副乳，穿著時要注意腋下的包覆性。 

5.豐滿胸部的新娘建議選擇有鋼絲支撐的馬甲式禮服，減少擔心禮服下滑的問

題，另外深 v型設計的禮服，也非常適合擁有豐滿上圍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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