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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歷史文化演進，伴隨著藝術的發展，服裝設計者常利用傳統藝術與服裝

結合以發展新設計構思。此種擷取自藝術品傳達的視覺之美直接轉化於

設計作品，由來已久，然而，如此的傳統設計思維模式是否還有進一步

發展的空間？ 本研究探索借古開今的創作方式，欲藉由「喪亂帖」書法

藝術中的情境轉化為服裝創作意境，突破以書法字型直接應用於衣服上

的傳統設計手法。作者認為服裝設計除了要能傳達設計者所欲詮釋之精

神與思想，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日，科技之進步創造快速的流行，服裝

設計師因之更應具備設計思考獨特性，讓未來設計發展空間有機會更寬

廣。 本論文主要從如何引發筆者設計動機、尋找合適主題、設定研究目



的、研究範圍與方法著手。其次，藉由分析「喪亂帖」整個歷史背景與

藝術之美，探討以書法為主題的潛在服裝設計思維模式。第三，透過文

獻探討與分析，筆者構思借古開今的設計理念，進行材質與衣型實驗。

第四，突破傳統設計手法，整合衣型、材質、色彩、樣版結構圖等設計

元素，以多元化的實驗探索。最後，作者更藉由研究過程的詳實記錄，

分析個人獨特的設計思維發展，並為其他相關設計研究工作者提供未來

延伸設計發展之可能。 服裝設計基本上是以人本思想為主的創作過程。

作者從書法藝術中分析 、粹取出可資運用之設計元素。將「喪亂帖」意

像及精神內涵具像化的創意研發模式，將有助於開拓未來類似的創作研

究之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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