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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片應用於飾品設計 - 胸針 

壹、 前言 

裝飾品在生活領域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像是髮夾、髮飾、耳環、耳墜、

項鍊、腰帶、腰鏈、手鍊、別針、袖扣、腳鏈、吊墜、戒指……等。 

這些飾品搭配在人的穿著上，會使人更加的美麗，對飾品感興趣的我，對於所製作

的專題，我以「飾品」來做研究創作，希望透過此研究創作，製作出來的飾品跟不

同材質的材料應運作結合，更廣泛運用飾品的其他用途，飾品的起源，還有很多課

堂上沒教過的小發現，能夠獲益良多。



5 

貳、製作動機與目的 

（一）製作動機 

「飾品」，被人們作為服裝的搭配裝飾，作為藝術品來修飾自己，做為表現

個人風格、愛好的一種裝扮技巧，現在更是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並且運用，

胸針與裝飾品的佩戴，其整體造型上往往是在第一位的。 

人類佩帶首飾、飾品究竟在於何時，恐怕很難精確地考證。但是我們不難推想，

從人類開始意識到裝飾、與美化自身的時候起，人類也就與它結下了不解之緣。 

而且據報導，『義大利考古學家早幾年在地中海之濱發掘一具距今約 16萬年的

古人類女屍，女屍身上佩帶著由獸骨和石頭串成的項鏈。可能是迄今發現的世

界上最早的首飾』現在隨著科技的發達，使飾品的材料也邁向多元化，越來越

多種的材質，然而獨一無二的手作，一直是市場上消費者所鍾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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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目的 

從事美髮多年，有一個想法，「假髮片」只能運用在頭上變化做裝飾嗎?我想把

它運用在更多地方，讓它不僅單單只有頭飾的功能，更能運用在整體造型的任

何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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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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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文獻探討 

(一)假髮片背景與沿革 

古埃及人在四千多年前就開始用假髮，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假髮的民族，在

早王朝起開始普及，古王國起第三至第六王朝，常見到男女都佩戴以羊毛混合人

髮製成的假髮。古埃及的假髮主要有捲曲和辮子兩種款式，由於古希臘的神話

中，眾神都有黃金血肉和青金石的頭髮，因此貴族的假髮常染成藍色。一般而言，

女性的假髮款式較為自然，男性的假髮則較花巧複雜。古王國時期的假髮長度為

耳下到觸肩長度，當時還沒有剃去頭髮的習慣，只是留短髮再加上假髮，或把假

髮以駁髮的方式加在真髮上。 

傳統髮型也經常加上假髮梳式。據說日本的原始歌舞中，人們就已經用草與

花卉的梗和蔓作頭上的裝飾。 

朝鮮半島在高麗王朝開始盛行戴假髻，忠烈王下令高麗全國穿蒙古服、留蒙

古髮髻（編髮）。後來朝鮮太祖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採「男降女不降」政策，

男性恢復漢制，女性則「蒙漢並行」，後來發展成「加髢」樣式。至純祖時有婦

女因加髢過重摺斷頸項至死，宮中才撤銷已婚王族婦女及女官必須佩戴加髢的規

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9F%83%E5%8F%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9%E7%8E%8B%E6%9C%9D%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8E%8B%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E7%AC%AC%E4%B8%89%E7%8E%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E7%AC%AC%E5%85%AD%E7%8E%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AF%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AF%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B4%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8%89%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8E%8B%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7%81%E9%AB%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9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B0%8F%E9%AB%98%E9%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BA%97%E5%BF%A0%E7%83%88%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88%90%E6%A1%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88%90%E6%A1%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B0%8F%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C%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9%AB%A2_(%E6%9C%9D%E9%AE%A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5%AE%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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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加髢的朝鮮王朝婦女（圖二）       戴加髢的妓生（圖三）           

 

         

藝妓的的髮髻常會加入假髮（圖四）    古埃及法老圖特摩斯三世 
                                    妃嬪所用之假髮 （圖五）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iindo-Yun.family.of.Haenam-d1.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iindo-Yun.family.of.Haenam-d1.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Gache3.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B0%8F%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6%93%E7%94%9F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7/Geisha_Kyoto_Gion2.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7/Geisha_Kyoto_Gion2.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WigCover-FromTombOf3MinorWivesOfThutmoseIII_MetropolitanMuseumOfArt.pn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6%83%E5%A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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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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將假髮片編織製造成各種造型，如栩栩如生新娘手捧花、盆花、壁飾、頭花。 

    

    假髮片製成盆花（圖八）        假髮片製成裝飾品（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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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片製成頭花【一】（圖十）  假髮片製成頭花【二】（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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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堂鳥意象探討 

   

       天堂鳥【一】（圖十二）         天堂鳥【二】（圖十三） 

天堂鳥因為極其華麗的外表，而使人們產生許多遐想，從他們擁有眾多別

名即可得知，例如:極樂鳥、風鳥、霧鳥、太陽之鳥、神鳥、比翼鳥‧‧‧等，

風鳥名字的由來是因為此鳥於飛行時必定逆風而飛，故得此名；而霧鳥名稱則

是因為在此鳥飛行時由後面看時，猶如一團五彩錦霧因而得名。此鳥被稱做是

世界上最美麗的鳥!由於天堂鳥的美麗與稀有，故以「此鳥只因天上有，難得人

間幾回見」之意，而以天堂鳥喚之，更見其珍貴!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6%A5%B5%E6%A8%82%E9%B3%A5&source=images&cd=&docid=0y2xIrpbr2h2PM&tbnid=DpaS3BGmW-3XAM:&ved=0CAUQjRw&url=http%3A%2F%2Ftupian.baike.com%2Fa2_86_58_01300000167306121626586708058_jpg.html&ei=NCwHUf7jJsvYkgXt94DoCQ&psig=AFQjCNHNhNdrrWN6FrGFyazigaNC7pKytA&ust=135951096496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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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鳥【三】（圖十四）          紅羽極樂鳥（圖十五） 

新幾內亞極樂鳥，又名紅羽極樂鳥，是一種大型的極樂鳥。分佈在新幾內

亞南部及東北部。它們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國鳥於 1971年就已經被作為該國的

國徽及包含在國旗之內。 

特徵 

新幾內亞極樂鳥長 34厘米，身體呈栗紅危，喙呈灰藍色，虹膜呈黃色，腳

呈灰褐色。 

新幾內亞極樂鳥廣泛分佈在新幾內亞東部的熱帶森林內，世界自然保護聯

盟將它們列為無危。它們也受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保護。

雖然它們的羽毛經常被當地人採集作為典禮之用，但對於它們的生存並不構成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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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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剪髮的打薄技巧使尾端呈現出

輕柔動態、設計出一款具天堂鳥意象，造型胸針。 

主要設計方法流程圖如（圖）所示： 

 

                  設計方法流程圖（圖十六）                     

 元素萃取與轉換 
以天堂鳥之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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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髮片、素材製作成胸針 

以髮膠＋白膠比例（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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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長形 連續、放射的設計原理 

色 亮橘、黃色、綠色 

色彩計畫：金黃、咖啡、

亮銀 

質 飄逸、高貴、神秘 亮鑽的運用 

意象 生命力、堅毅 

運用塑性高的髮片呈現

動人線條 

                 元素轉換表（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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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繪製設計圖 

 

 

                     胸針設計圖（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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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膠實驗結果 

本實驗採用髮膠與白膠，用來固定塑形假髮片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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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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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麗龍 

  

假髮片 髮膠 

  

膠槍 白鐵絲 

                      材料表【一】（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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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尾梳 打薄剪 

  

膠條 珠針 

  

羽毛 亮鑽 

                     材料表【二】（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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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風機 不織布 

                      材料表【三】（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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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製作過程 

  

(一)取下髮片 (二)尾部調整量 

  

（三）上膠 （四）塑造定形 

  

（五）尾部定型 （六）加上羽毛 

                 製作流程表【一】（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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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量取垂珠長度 (八)貼上亮鑽 

  

（九）固定上垂珠 （十）固定上垂珠 

  

（十一）垂珠完成 （十二）成品展示 

                 製作流程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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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品在生活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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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習到飾品

的其他用途，飾品的起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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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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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飾品要嘗試多種不同素材。 

5、流程時間要掌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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