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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使用相同的尺寸、相同的版型，但不同的彈性針織布對

女性休閒上衣版型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共選取五十三塊彈性布料，藉由

布料彈性回復率的測試、3D 人體掃瞄器的應用以及統計方法來探討布料

與服裝版型之間的合身關聯性，並且以實驗結果建立尺寸修正方法，讓

打版師未來在修版時有參考的依據。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一) Lycra 含量



與布料重量對彈性回復率與拉伸阻抗力的影響。 (二) 彈性回復率、拉伸

阻抗力及胸圍、腰圍寬度與合身度的關係。 (三) 按照上述問題二、三進

行版型修正與評估。 研究過程所產生的變數分為彈性布料的變數(布重、

Lycra 含量、彈性回復率、拉伸阻抗力)以及服裝穿著在人檯所產生的變數

(胸圍寬度、腰圍寬度、胸圍面積、腰圍面積)，經由分析結果得知胸圍寬

度、腰圍寬度及拉伸阻拉力對整體合身度有影響，彈性回復率只對腰圍

面積有影響，藉由統計軟體分析的結果，本研究針對實驗樣布建立尺寸

修正表，做為打版師未來版型修正的參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knit fabric with the same 

size, the same pattern but different resilience on the pattern of fitted t-shirt。 A 

total of 53 elastic fabrics are selected to test the elastic recovery using 3D body 

scanners (three dimension body scan) and a statistical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brics and cloth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lead to 

establish the size correction method for the patternmakers while the patterns are 

being modified.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ycra content and elastic recovery and tensile strength impedance. 2.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lastic recovery, tension, widths of bust and 

waistline as well as the fit. 3. To revise and estimate patterns. The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include parameters of elastic fabrics (weight of fabrics, content of LYCRA, 

elastic recovery, and tension) and parameters of clothes (width and square measure 

of bust and waistlin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width of bust and waistline and 

tension affect the fit; furthermore, elastic recovery only affects the square 

measurement of waistline. In this work, a fabrics size-revision table is built as the 

reference for revising the pattern by using the results measured from statistics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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