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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四邊形在幾何圖形中與不同的時空領域，分別被賦予不同面貌；於服裝

構成上是平面打版與立體裁剪的基礎，可說是服裝形體表現的起點。在

目前多元的服裝創作概念中，創作者企圖以簡單的四邊形樣版，引出一

脈新的服裝設計思維與創作手法，進而滿足人類在服裝上求新、求變的

需求。 本創作研究以簡單四邊形的樣版構成為服裝創作起點，重新思考

服裝形體、材質與構成方法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兼具創意與美感的條件

之下，以四邊形實驗服裝結構及外觀造形發展之設計潛在性，並探討服

裝構成方法未來可轉換應用的設計資源。 本創作研究首先透過文獻資料

的蒐集，探討四邊形在平面設計以及立體設計領域中被賦予的各種意



義，並從創作者本身經驗中歸納出四邊形與服裝構成的關聯；其次，瞭

解內銷成衣運作流程上的細節，並將本創作研究結果提供未來成衣業者

在服裝企畫與設計之參考。最後，以簡單四邊形的線條結合布料材質本

身的特性，以服裝實例呈現創作精神。 創作者根據本身在服裝領域學習

與實習的相關經驗，彙整出服裝設計資源並進一步挑戰自我創造能力；

同時，更首度以四邊樣版做為創作服裝的起點，提供未來從事相關設計

工作者尋找設計元素與提升自我能力成長的一個嶄新的思考空間。  

摘要

(英) 

Quadrangles have been expressed diversely in different geometric shapes and 

throughout different time period. The two dimensional pattern making and three 

dimensional tailoring are the origins of apparel design. Amongst diverse design 

concepts, the designer intends to use the simple pattern of quadrangle to derive a 

series of innovative notion in design and techniques to content to the ever-

changing fashion.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simple quadrangle patterns, and 

re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rment form,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With 

both creativity and aesthetics, quadrangle is experimented for its potential in 

garment construction and appearance,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becoming convertible design resour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research 

probes into the implication granted to quadrangle in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

dimensional design, and 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drangle and garment 

composition as concluded by the designer from her own experience. Secondly, it 

explains in details about the process of ready-made garments sold domestically, 

and provides the research result as reference to future garment planning and 

design. At last, it uses lines of quadrangle to combine with the features of fabrics 

to exhibit her true creativity. Based on he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apparel field, the designer has categorized garment design resources and further 

challenges her creativity by pioneering in use of quadrangle pattern as a source of 

design, in order to display a brand new thinking for design inspiration and self-

growth for all designers in the desig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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