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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後現代主義精神特質之詮釋與衍生設計 研究生: 林國棟 指導教

授:潘嘉瑩 博士 學 位: 理學碩士(MS) 指導顧問:吳振吉 老師 輔仁大學 織品

服裝研究所 畢業時間: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織品服飾設計與文化研究



組作品類 本論文著重在本研究生個人對[ 後現代主義精神特質]之詮釋與

探討, 並對此一特質在藝術創作領域中之影響,甚至於在當代中之謬誤作最

精簡直接之申論。從現存的現象中找尋迷思背後的答案及尋求新的邏輯思

考模式。以[後現代主義之精神特質]為探索之旅的啟程站, 並同時從中獲

取啟迪之靈感, 進而詮釋牽引出創作之作品主題- 我不是歸人, 只是過客。

設計創作中較少被提出討論,所謂表現手法之邏輯思考, 以及身為一位創意

人與生俱來之人格特質作一整合性之分析。把抽象思想性之思考紀錄獨立

抽離出來, 再而試圖於既有之服裝設計流程中多作著墨於製程實驗的窠臼

中找尋新的思路, 對於服裝設計的認知及定義釋出新解。除此, 本論文創作

部份主要包含: ? 設計創作之理念及表現手法: 設計理念之形成說明及作品

創意如何傳達設計思想之陳述。並 說明後現代主義之精神特質,如何啟發

設計靈感之關聯性。研究 生將個人的設計品味與風格,揉和感性與理性、

具象與抽象、實 驗性與實穿性之間的比例掌握,落實於設計作品中。 ? 創

作過程之邏輯思考: 將抽象思想落實於作品之思考軌跡, 以及將設計哲學所

牽涉之藝術手法和傳達語彙加以討論。附以思考模式之實驗設定、施行結

果的檢討, 並在靈感擷取時,將元素之拆解與重組作紀錄,以確認作品呈現之

外顯性特質,所具備之可能性。 ? 作品創作之過程: 自我靈動之觸發啟程, 

將抽象意念逐步凝聚成具象之有形媒界, 藉以傳達設計作品之主題精神思

想語彙。亦即將靈感轉化成具體設計稿之流程加以紀錄說明。此外, 並在

論述中回歸到人類官感之原始功能, 討論設計美學領域不可避免討論之基

本構面,如色感、質感、比例、甚至趣味性、合諧性等,再結合樣衣製作,將

之一一作紀錄, 並加以說明。 後現代主義極具類比辨證性、極具現象解析

性、極具時代寫實性之精神特質對於極高度全球化之織品服裝文化有著無

遠弗界之影響。而本論文亦為設計者自我整合之方式, 在學術研究及創作

設計中尋找相輔相成之平衡點。更甚於此, 在提昇作品精神內涵之修練中

也以此首敞思路之門。  

摘要

(英) 

ABSTRACT Design Inspired By Comprehensive Annotation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modernism AUTHOR: Don/ Kuo Dung Lin 

SUPERVISOR: Dr. Gia Yin Pan ADVISOR: Mr. Jimmy/ Jen Ji Wu DEGREE: MS 

Textiles and Clothing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extiles / Fasihion Design and Culture Section DATE OF 

GRADUATION: 16th, July,1999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focused on research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 The Postmodernism ] . Thus essentially expounding the 

influence in the domain of artistic design fields and revising the fallacy which was 

wrongful recognized. Then followed well- knit is to link up with the discussion of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those both of revelational and affectional for the author to 

create. Except for this, The long way of meditation which is exploring the self-

integration of a creative person was comprehended by pondering deeply over of the 

principles of 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design. More over than this, also 

to analyze how do the self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drive inspirations and the avenues 

of design favor then concluded the further goals from the point of self-expected 

view, rambling the conceptual new experiments which to substantiate the abstract 

concepts into concrete design artworks. Despite from the accomplished process of 

fashion design was merely tend to be concentrated on technical perspectives. ★ 



Conceptual ideas of design and the avenue of expression: To explain and allege the 

incentive and motive which attracted author to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 The 

Postmodernism ] , and also how did it inspire author then develop the artwork 

design. Eventually, well controlled proportion both of rational and emotional , 

substantial and abstract , experimental and wearable designing direction would be 

linked up with designer’s personal style and taste is the goal which this project 

should be approached ,then finally would be completed into real outfit artworks. ★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and Logical thinking of design: Rethinking the conceptual 

experiments in the processes of fashion design. Also reexamining the three steps of 

logical track and finally recorded by a chart. It is mainly related to a topic which 

talked about the methods to substantiate the abstract ideas and concepts into 

concrete artworks. Also added to the records of experimental processes when the 

design elements were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in order to preform the 

possibilities of artworks’ appearances. ★ The record of design processes: The 

creation of design was self driven by innovative heart, gathering those abstract 

images and concepts then curdling them into substantial intermediary of expressing 

language for using it to deliver the spirits of design topic. By the way, whole of the 

processes of ideas developing were recorded detaildely. Besides, also tried to return 

to the function of primal sensory organs in my discussion- “ the perspectives of 

aesthetic approach such as colours, textures, proportions, even though fun and 

harmony and so on.. At last ”, above concepts were explained by recording the 

processes of toile making.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 The Postmodernism ] 

comprised extremely dialectical , analogical , epochal dimensions those highly 

influenced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The author tried to self- integrated by 

combining paper work research and artwork design . Since as an explicit truth that 

improving designers’ inwardness surel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artworks. More 

importantly, the author me am also rambling on the trip of creative life and keep on 

searching for new comprehension as from himself of the author’s thought, this 

investigation opened new visions which is also seldom be mentioned in the desig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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