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課程計畫表 

 組別年級  研究所一年級學生 學期  選必  
 課程名稱  中國服裝史專題 學分 3 講義  實習  
 授課教師 何兆華 教室 TC202 時間 星期二下午13:40-16:30 
 課程目標： 

本課程設定為研究性導向的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在未來進行學術性中國服裝史研究的能力。

因此在課程安排上，除延續王宇清教授所奠定的研究方向與成果外，也將拓展其他面向的討論，一

方面拓展學生們對於研究中國服裝史不同理論與議題的認識與討論，一方面增進不同研究方法的理

解。再者，將培養學生在實際面對博物館藏品與物件時，有分析與描述的能力。 

 
預備課程   最多人數  
 授課方式： 授課、討論、實物介紹  點名規定：本學期點名三次，三次不到以扣考計 

 評分方式： 期末報告：60% 、書評:30%、學期參與:10%  
 

週   次 日  期 預定受課題目及課程內容 作業單元 

一 2/26 課程導論與研究方法  

二 3/4 鑑定過去遺存的服裝物件、風格與藝術 實際參觀TC602 

三 3/11 明物、考證、分析與描述  

四 3/18 原典導讀：史書  

五 3/25 原典導讀：方志小說  

六 4/1 歷史文本的分析與詮釋：冕服  

七 4/8 歷史文本的分析與詮釋：皇朝禮器圖式  

八 4/15 研究議題：國家、權力與階序  

九 4/22 研究議題：國家、生產與經濟  

十 4/29 研究議題：情趣、生活與消費  

十一 5/6 研究議題：美感、身體與歷史  

十二 5/13 研究議題：身體、性別與社會  

十三 5/20 研究議題：漢化、西化、現代化  

十四 5/27 研究議題：物、時尚、記憶  

十五 6/3 研究議題：歷史的再現與重制  

十六 6/10 虛構與詮釋：史家與小說家  

十七 6/17 期末報告  

 



課程目標 
 

本課程設定為研究性導向的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在未來進行學術性中國服裝史研

究的能力。因此在課程安排上，除延續王宇清教授所奠定的研究方向與成果外，也將拓

展其他面向的討論，一方面拓展學生們對於研究中國服裝史不同理論與議題的認識與討

論，一方面增進不同研究方法的理解。再者，將培養學生在實際面對博物館藏品與物件

時，有分析與描述的能力。 

在國內，最近十年之間的博碩士論文，已經可以看到歷史學門對織品製造、服裝與

社會，以及流行時尚的主題，做了大幅度的拓展。反觀我們自己，在中國服裝史方面的

研究，無論是在論文的質與量上，都有進一步努力的空間。除此以外，史學與文學在歷

史面向的探究，在結合社會、經濟、文化的研究後，已經在服裝史的研究，投入了許多

值得學習的成果。是以，在課程內容上，期待以多元思維的觀點，引介不同領域的耕耘

成果，也提供我們自己研究生較為廣闊的視野。 

在課程安排上，朝兩方面努力：一方面在於解析歷史文本考據法下的方法與研究過

程，用重回原典的方式，引領學生進入王宇清教授史學研究下服裝史探索的殿堂。另一

方面，則以議題的方式，看這幾年在不同領域，對國家、權力、階序、性別、身體、物、

消費、時尚、文本分析、書寫等方面在服裝史的探討，打開不同的視野。近年來，中央

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的主題計畫「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所探討的面向，對於古代

服裝的探討，的確提供了重要的取向。此外，文化研究中，對於書寫的探討，讓我們理

解釐清不同層次脈絡的重要性。 

 
預定進度與閱讀書目 
一、2/26  課程導論與研究方法 

王宇清，2001，開宗明義：中國服裝史學的特質與範疇，《中國服裝史綱》，

第一章，頁1-11，作者自行出版。 
王明珂，1997，邊緣與內涵，收錄於《華夏邊緣—歷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頁19-94，台北：允晨出版社。 
Peter Burke，2002，歷史學與社會理論，歷史與文化叢書，江政寬譯，台北：

麥田出版社。 
Anton Blok，1998，「製作歷史」的反思，收錄於《他者的歷史：社會人類

學與歷史製作》，克斯汀 海斯翠普編（Kirsten Hastrup），第七章，

頁201-211，台北：麥田出版社。 
傅柯（Michel Foucault），1993，緒論，收錄於《知識的考掘》，王德威譯，

頁69-89，麥田出版社。 
 

二、3/4   鑑定過去遺存的服裝物件、風格與藝術 
王宇清，2001，中國傳統冠衣的造型指要，中國服裝史綱，第一章，頁11-22，

作者自行出版。 
洪進業，2003，具象與抽象—從形制到觀念的秦漢服飾之研究，國立台灣大



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1973，北京：文物出版社。 
 

三、3/11  明物、考證、分析與描述 
王宇清，2001，中國服裝的祖型及其衍變，中國服裝史綱，第四章，頁71-107，

作者自行出版。 
林麗月，2004，萬髮俱齊：網巾與明代社會的幾個面向，臺大歷史學報，第

33期，2004年6月，頁133-160，台灣大學。 
洪子婷，2005，魏晉南北朝漢人髮式、髮飾之研究，私立東吳大學歷史學系

碩士班，碩士論文，未出版。 
洪藝芳，2006，論法門寺唐代〈衣物帳〉中的個體量詞，《漢學研究》，第

24卷第2期（95年12月），頁135-170。 

 

四、3/18  原典導讀：漢書、後漢書輿服志 
漢書 
後漢書 
黃宗羲，深衣考，四庫全書本，台北：商務出版社。 
江永，深衣考誤，四庫全書本，台北：商務出版社。 
 

五、3/25  原典導讀：方志小說 
金瓶梅詞話，明萬曆刊本 
曹雪芹，紅樓夢，（國初抄本），台北：學生出版社。 
 

六、4/1   歷史文本的分析與詮釋 
焦廷琥，冕服考，台北：藝文出版社。 
王關仕，1979，儀禮服飾考辨，台北：文史哲 
王宇清，周禮六冕考辨，作者自行出版。 
 

七、4/8   歷史文本的分析與詮釋：皇朝禮器圖式 
清史稿校注，1986，台北：國史館。 
皇朝禮器圖式，四庫全書薈要本，台北：世界書局 
皇朝掌故彙編，1986，台北：文海 
王雲英，1985，清代滿族服飾，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 
莊吉發，2005，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管未刊記志表傳的篡修及其史料價值，

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 

 
八、4/15  研究議題：國家、權力與階序 

Hayden Windrow，2007，A Short History of Law, Norm, and Social Control in 
Imperial China。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作者自行出版。 
王宇清，歷運服色考，作者自行出版。 
 

九、4/22  研究議題：國家、生產與經濟 
邱澎生，〈由放料到工廠：清代前期蘇州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律分析〉，《歷

史研究》（北京），2002年1期，2002年3月，頁75-87。（本文後

被收入：李伯重、周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

(960-1850)》，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66-94。 

王淑芬，1992，清代前期蘇州絲織工人之研究，國立師範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未出版。 
林子雅，2004，清代中期（1723-1850）蘇州織造與內務府財政關係之研究，

國立成功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十、4/29  研究議題：情趣、生活與消費 
賴惠敏，2005，寡人好貨：乾隆帝與姑蘇繁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50(2005)，頁185-234。 
王鴻泰，2004，〈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

宮學術季刊》，22卷1期，2004.9。 

王鴻泰，1999年6月，〈青樓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女與文人〉，收

於熊秉真、呂妙芬主編，《禮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

／現代性》，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頁73-123。 
李孝悌，2001，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慾與身體 ── 禮教世界外的嘉年

華會，《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09，

頁543-595。 

巫仁恕，2005，奢侈的女人：明清時期江南婦女的消費文化，台北：三民書

局。 

李孝悌，2002，戀戀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臺北：一方。 
 
十一、5/6 研究議題：美感、身體與歷史 

王岫林，2006，魏晉士人之身體觀，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 
Wang Ping, 2000, Aching for Beauty: Footbinding in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黃金麟，2001，歷史、身體、國家 : 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北：

聯經出版公司。 
張世瑛，2005，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國立政治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未出版。 
 
 



十二、5/13 研究議題：身體、性別與社會 
楊莉，2001，「女冠」芻議：一種宗教、性別與象徵的解讀，漢學研究第19

卷第1期，民國90年6月。漢學研究。 
李長莉，2002，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倫理的近代化，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 
李孝悌，1997，〈評介《危險的逸樂：二十世紀上海的妓女與現代性》〉（Gail 

B.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5期，

1997.08，頁239-248。亦為 〈序〉，收於 賀蕭（Gail Hershatter） 著，

韓敏中、盛寧 譯《危險的逸樂：二十世紀上海的娼妓與現代性》，

（臺北：時英，2005），頁I-XII 。 
Verity Wilson, 2003, Dressing for Leadership in China: Wives and Husband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in Material Strategies: Dress and Gen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rbara Burman and Carole Turbin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十三、5/20 研究議題：三風：漢化、西化、現代化 

王明珂，1998，羌族婦女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例子，中央研究院歷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六十九本四分，1998年，頁841-885，中央

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劉善齡，1999，西洋風：西洋發明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慧玲，2001，『性感野貓之革命造型』：創作、行銷、電影女演員與中國

現代性的想像—1933-1935，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九期，2001
年（民90），頁57-1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蔡蕙如， 2000，流行時尚的斷裂與差異― 中國風在台灣―，國立台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十四、5/27 研究議題：物、時尚、記憶 
戴君安，2006，清代北亞毛皮的輸入與流行時尚，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碩士論文，未出版。 
吳美琪，2000，流行與世變：明代江南人士的服飾風尚及其社會心態，國立

師範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賴惠敏，2003，〈乾隆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

21:1(2003)，頁101-134＋216 

Hamilton, Gary G.著，張維安譯，1990，〈中國人對外國商品的消費：一

個比較的觀點〉，收於Hamilton, Gary G.著，張維安等譯《中國

社會與經濟》（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90），頁191-225。 
Gail Hershatter, 2006,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ollectivization in 1950’s Chin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lloquium 



series of the 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 November 17, 2006, Yale 
University. 

 
十五、6/3  研究議題：歷史的再現與重制 

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 1988, Social Mem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D. Emily Hicks, 1991, Border Wri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Text, in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Volume 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胡曉真。2005.03。〈絲絃、帳簿、華年──論《林蘭香》與世情小說的擬

真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6期，頁213-250。 

李孝悌，1999，〈娛樂、情色與啟蒙 ── 俗文學的幾個面向〉，《古今論

衡》，第3期，1999.12，頁43-50。 

 
十六、6/10 虛構與詮釋：史家與小說家 

詹雅雯，2006，《紅樓夢》四需書寫之研究，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論文，未出版。 
胡曉真。2003。《才女徹夜未眠──近代中國女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北：

麥田出版公司）。 

于佩靈，2004，清末的上海圖景—逐枝詞的集體描繪，中極學刊，第四輯，

2004年12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何杏楓，2007，記憶、歷史、流言—重讀張愛玲，臺大文史哲學報，第六十

六期，2007年5月，頁53-92，台灣大學文學院。 
 

十七、6/17 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