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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摺疊式結構可以分為︰靜態的摺疊狀態與可以自由開展或收縮的動態變

化。在摺疊與開展之間，不僅為人類的生活環境結省許多可利用的空

間，同時也滿足消費者對形式多樣化的要求，因此，逐漸成為今日許多

物體的設計原理。研究者企圖擷取摺疊式結構之活動機能及多變造形轉

化應用於服裝設計創作之中。 本研究目的有二︰第一，藉由摺疊式結構

的運用，重新詮釋服裝的構成方式、機能性及外觀造形；第二，結合摺

疊式結構的線性圖樣設計與服裝結構，從整體設計的觀點發展系列服裝

創作。 本研究包括文獻探討及創作試驗：前者從探討摺疊式結構應用於

服裝與其他設計領域之概況，分析歸納摺疊式結構與服裝結構相結合的



潛在設計發展；後者則分別以材質與服裝構成為主軸，試驗前階段所解

析的潛在設計發展可能。材質試驗主要在運用印染技法及篩選適用材

質，而服裝試驗則針對服裝造形及機能性，開發兼具造形美與機能性的

系列創作。最後，總結本創作研究之過程及結果以及對未來相關研究之

建議。 藉由轉化摺疊式結構線條為布料印花以及結合服裝結構的創作研

究思考模式，不僅達到實穿性及造形的突破，同時，也提供未來設計研

究多一個可能的創意思考向面。  

摘要

(英)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appear in static pleats also dynamic changes with free 

streching and contracting. Such construction not only has saved a great deal of 

usable space in our surroundings but also satisfied consumers' demands on 

diversification of styles. In this vein,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are now deemed the 

guiding design principle for many objects. In this paper, the movement functions 

and varied styles of pleats and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are transformed into 

fashion design.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1. To reinterpret the 

garment construction, functionality, and appearance through application of pleats 

and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2. To creat a fashion series from the overall design 

viewpoint by incorporating design diagram of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and 

garment 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compri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iment 

creation. The form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application of pleats and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on fashion and other design related fields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design development of incorporating pleats and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and 

garmnet construction, the latter experiments the design potential defined 

previously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and garment construction. Material 

experimentation focuses on usage of printing and dying techniques and screening 

of appropriate materials, while garment experimentation orients toward designing 

stylish and functional fashion clothing. In conclusion, research process and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nd suggestion to future researches is proposed. 

Transformation of pleats and collapsible construction into calico printing, as well 

as creative thinking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garment construction, not only has 

achieved breakthrough in practicability and style but aslo offer a new creative 

thinking perapective to future design researches.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五節 名詞釋義 第二章 摺疊式結構之探討 第一節 摺

疊式結構的定義 第二節 摺疊式結構的起源發展與應用 第三節 摺疊式結

構的摺疊方式與結構分析 第四節 摺疊式結構於服裝領域之應用 第三章 

摺疊式結構與服裝材質創作試驗 第一節 摺疊式結構與服裝材質 第二節 

印染技法初探 第三節 材質試驗 第四章 摺疊式結構與服裝構成創作試驗 

第一節 摺疊式結構與服裝構成 第二節 服裝造形之創作試驗 第三節 服裝

機能性之創作試驗 第五章 服裝創作理念與設計發展 第一節 服裝創作理

念分析 第二節 服裝款式設計發展與說明 第三節 作品呈現與展示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 論 第二節 未來設計發展建議 參考書目 附錄  

參考

文獻 

中文書籍 于國瑞，《時裝創意原理與方法-下冊》，北京：中國輕工

業，2001 第一版。 呂清夫，《造形原理》，台北市︰雄獅圖書，民 89



年九版一刷。 宋祖祥，《人類工效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 李

薦宏，《形．生活與設計=Form．Life ＆ Design》，台北市：亞太圖書，

1995 初版。 辛華泉，《立體構成》，黑龍江省︰新華書店，1998。 周

麗?，《系列女裝設計》，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1。 官政能，

《產品物徑︰設計創意之聲成、發展與應用》，台北市︰藝術家，民 84

年初版。 林崇宏，《造形．設計．藝術》，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民

88。 林淑華，《紙雕藝術》，台北市：邯鄲出版社，1997。 洪世馨，

《世馨裁剪—構成原理與應用設計》，台北市︰洪世馨，民 72 年三

版。 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二四二》，台北：逸舜出版，民 69 年。 

翁參隆，《紙雕塑》，台北市︰翁參隆，民 64 年。 崔詠雪，《中國家

具史-坐具篇》，台北市：明文書局，民 79 增訂新版。 陳琳琳，《現代

紙藝》，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1。 萬迪棣，《中國機械科技之發

展》，台北：中央文物，1983。 葉立誠，《中西服裝史=History of 

costume and fashion》，台北市：商鼎文化，2000 第一版。 潘健華，《服

裝人體功效學與服裝設計》，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0 第一版。 

鄭巨欣，《世界服裝史》，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0。 羅慧明主

編，潘小雪、王梅珍，《基礎造形（上）》，台北市︰東大圖書，民 77

年再版。 論文 黃堯慧，《幾何造形構成元素在設計應用之探討 — 以服

裝應用設計為例》，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顧文

雯，《連桿機構應用於折疊式產品設計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

業科技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工具書 石育民、潘朝闊編審，

《科技大辭典》，台北市︰自然科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葉

公超署，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台灣

商務印書管，民 70 年。 熊鈍生，台灣中華書局辭海編委員會，《辭

海》，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 69 年。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圖

解服飾辭典」編委會，《圖解服飾辭典》，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1999。 翻譯書籍 王秀雄譯，馬場雄二著，《美術設計的點、線、

面》，台北市：台隆書局，1969 年。 王秀雄譯，高山正喜久著，《立

體構成之基礎》，台北市：大陸書店，民 72 年。 林芳春譯，高濱利惠

著，《創意摺紙 DIY — 嘖摺稱奇》，台北縣︰創意社，2001。 張建成

譯，Wallschlaeger, Charles and Busic-Snyder, Cythia 著，《設計基礎

（上）》，台北市︰六合出版社，民 85 年。 魏長清譯，和田忠太著，

《機械構造完全解體圖鑑》，台北縣：世茂，民 90。 藝風堂編輯部

譯，佐口七朗著，《設計概論》，台北市︰藝風堂，民 79 年。 外文書

籍 Boucher, F.. 〝A History of Costume in the West〞.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97. Franciise de Perthuis, Meylan, V.. 〝Eventails〞, Paris: 

Herme, 1989. Holborn, M.. 〝Issey Miyake〞, Koln: Taschen, 1995. Lafosse, 

M.G.. 〝Origamidō — The Art of Folding Paper〞, Glouces Massachusetts：

Rockport Publisher, Inc.. Yamaguchi, Makoto. 〝Kusudama Ball Origami〞. 

Tokyo： Shufunotomo Co. Ltd., 1990. Yamaguchi, Makoto. 〝Origami in 

English〞. 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96. McCarty, C., McQuaid, 

M.. 〝Structure and Surface：Contemporary Japanese Textile〞,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8. McDowell, C.. 〝Fashion Today〞, London: 

Phaidon, 2000. Per Mollerup. 〝Collapsibles — A Design Album of Space-



Saving Objects〞, London：Thames ＆ Hudson , 2001. Roth, L., Wybenga, 

G.L.. 〝The Packaging Designer’s Book of Patter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Rothstein, N.. 〝Four Hundred Years of Fashion〞, London: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4. 服裝雜誌 High 

Fashion , February 2002 No.283 裝苑 SO-EN, January 2002. 廠商 欣泰布料摺

景有限公司，劉建雄，三重市中正北路 532 號 4 樓，02-2987-1232  

論文

頁數 
126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