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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摘要 社會文化脈絡中女性服裝呈現風格與自我形象之形塑 ─生命

史取向 (頁數：166) 研究生：林蜀平 指導教授：丁興祥博士 學 位：文

學碩士(MA)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研究所 畢業時間：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二

十六日 關鍵字：服裝、生命史、質性研究、敘說研究、女性、文本 本

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中「敘說探究」法進行「生命史」個案研究，撰

寫對話體「女性服裝生命的故事」與聲樂家「申學庸生命故事」的小說

體。就案主服裝/穿著相關之資料與服裝照片，進行半結構性的深度訪談

互動，將現場訪談之錄音，譯寫成文字，分析整理成對話體式「服裝生

命故事」的「現場文本」。再將「現場文本」對照案主所處的 1929-



1995 時空背景與相關資料，梳理出當時服裝穿著與時空之間的脈絡與時

代意義，而完成「研究文本」的構成。最後再以所設計的「服裝呈現風

格的多重功能」系統關係概念架構，檢驗本研究的「現場文本」與「研

究文本」，從服裝的物質性、社會性、形象塑造性的互動關聯，分析、

檢証「服裝功能多層」互動、轉化的特性，歸納並詮釋「服裝功能層

次」的意義。 本論文所設計的「服裝呈現風格多重功能」系統關係概念

架構，能夠有效的解釋：服裝/穿著具有「物性功能/形像塑造/社會功

能」，這三項功能分別為：1.服裝的物性功能：服裝樣式、色彩、質

料。2.服裝的自我形象塑造功能：服裝與自我認知、審美意識、價值

觀、身份認知。3.服裝的社會/文化功能：服裝與時空背景、社會角色與

位置、人際互動與社會氛圍。並對照案主的生命過程與階段，建構出服

裝所扮演的多層次意義，從而了解服裝、個人、社會的互動關係。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Woman Clothing Present Style and Self Image Molding within 

Social Culture Contexts -- Life History Approach (Total pages: 166) AUTHOR: 

Shu-Ping Lin SUPERVISOR: Xing-Xiang Ding DEGREE: MS Textiles and 

Cloth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extiles & Fashion Business and Consumer Studies Section DATE of 

GRADUATION: October 26, 2007 KEY WORDS: Clothing, Life Hist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Narrative Inquiry research, Female, Texts This thesis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Narrative inquiry” method doing a “Life 

History” case study. A dialogue style “A Feminine Clothing Life Story” and 

a novel “The Vocalist Shen Xue-yong Life Story” are written. Depth interview 

and interaction conversation being done, topics are base on the client’s worn 

clothing pictures and client’s other correlation clothing document. Interview was 

recording and translates unto words and lines as “A Feminine Clothing Life 

Story”, that is “the field texts”. “The field texts” comparison with client 

1929-1995 life span and social background contexts deduce clothing and contexts 

significant meaning , that is “the research texts”. Finally using “Clothing 

presents style multiple functions” model, examines those “the field text” and 

“the research text”, from the clothing materiality, clothing social function, the 

clothing as self image molding function and which intercross connection, deduce 

and annotate theses interaction, the evolutions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lothing 

function level” significances. The “Clothing presents style multiple 

functions” model, can be effective explanation: clothing/dressing is having“the 

clothing natural function/self image molding function/social function”, these 

three functions respectively are: 1. clothes natural function: clothing style, color, 

material; 2. clothing as self-image molding functions: clothing and self-

awareness, esthetic consciousness, values, status identity; 3. clothing 

social/culture functions: society influence clothing fashion, social role and 

posi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atmosphere. And compares the 

datum of client's life span and the stage, deduces the clothing multi-level 

significances, thus help to understand the clothing, individual and society's 

interactio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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