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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論文題目為「胡風的流被對唐代婦女常服之影響」。內容著重於

胡風之歷史背景，與唐代婦女常服受到胡風影響之現象，及其獨有特

徵。 唐代執政者的作風開放、思想開明，善於接納吸收、兼容並蓄，故

使唐代成為中國歷史上，中西文化融合度最高的朝代。 中國傳統服飾制

度，是區別人們不同身份和等級的重要標誌，受到各代統治階級的重

視，納入「禮」的範疇和「法」的軌道。唐代婦女在相對自由的社會環

境中，勇於追求服飾之「美」，打破傳統禮法「男女不通服，貴賤不通

服，夷夏不通服」各種對服飾的限制。 李唐皇室受到胡族母系社會的影

響，婦女的活動空間顯然超越其他時代，在公開社交場合中，女穿男



裝、喜好胡服，貴賤無別。由於時空及文化演變的影響，在歷代婦女服

裝中能獨領風騷，並且在穿越時空的千餘年後，與現代婦女的服裝情況

能夠前後輝映，只有唐代婦女常服的風貌。 最後將唐代婦女常服受胡風

影響與現代婦女服裝高度西化的情形相互對照，探究不同文化的融合

中，開創服裝設計的願景。  

摘要

(英) 

The present thesis studi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artar style, its influence 

on women’s cloth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tar 

style. The rulers of Tang dynasty were known for their open-mindedness and kept 

an enlightened way of life. As a result, the Tang dynasty was most successful in 

Chinese history to absorb and assimilate foreign cultures. Traditionally, Chinese 

costumes were used as important symbols to differentiat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status and hierarchy. Costumes were considered by the ruling clas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etiquette and law. The relative free atmosphere of Tang society 

emboldened its women to pursue “beautifulness” in their clothing and thus 

achieve a break-through from the tradition of “costume distinc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between the noble and the commoner, and between the alien and the 

Chinese”. The Tartar maintained a matriarchal society. This apparently helped 

women of the Tang dynasty to broaden their space of activities. They were able to 

wear openly men’s dress, show their fondness in Tartar clothing, and ignore the 

clothing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oble and the commoner. The legacy of Tang 

costume is still reflected in Chinese women’s dress today. The last part of the 

thesis compares the influence of Tartar style and the highly westernized design of 

women’s clothing in modern times. The prospec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in 

costume design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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