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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1. 更好地在新加坡传播汉服文化 

2. 鼓励群众主动探索华族文化 

最终目的： 

达成更好的文化传播与融合 

 

1.2. 研究简介  

这专题作业的宗旨是要探讨具有独特汉族风貌的汉服历史，而通过研究汉服

设计特点而创造出自己的汉服设计，并且让更多的新加坡人对汉服有更深的

了解以及喜爱。 

 

1.3. 主要对象 

我们作业的主要对象是任何愿意了解与尝试汉服的本地华侨，不分年龄。不

注重年龄的原因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到汉服文化。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汉服形式研究 

 

 



研究框架 

● 汉服文化在本地的繁衍 
● 汉服文化与本地服饰的融合 

 

2. 内容 

 

 2.1. 汉服历史 

汉服简单来说就是汉族人的传统民族服装，从黄帝至今，具有独特汉族风貌

，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汉服的起源虽不明，但是根据神话，创

造汉服的便是黄帝。汉服从黄帝至今的悠久历史以接近五千年。我们将分析

汉服的演变。 

 

 

 
商周 

右衽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这个时代的颜色主要为黑、白、红、黄，且红黑较多。 

 
先秦 

非贵族，便有短袍，长裤的搭配组合。 
 
左衽也在一些少数民族出现了，但是右衽仍然还是最常见

的。 

 
秦汉 

多数的平民穿着短直裾袍，搭配长裤，而官位者袍衫稍
长。 

 
魏晋 

上衣宽大，而下袴也非大的裤褶在此时出现。男女的衣服
领口比之前紧紧包住身体的深衣较大，常有袒胸露背之
势。 

 
隋唐 

襕衫在唐朝出现，经常为学者所穿。 
半臂在唐朝时出现，是一种外罩短袖上衣，而且在当时也
非常流行。 



 
宋元 

劳动者的服装进行了变化，从长袍长裤到短袖短裤的裋
褐。 
褙子在宋朝大量地发展，非常流行。 

 
明朝 

明朝出现具有特色的护领，即衣服领子上再镶一层异色领

子。 
明朝女装业发展出了高领、金属扣款式。 

 
清民 

清朝为了强化统治，便逼迫汉人“剃发易服”，而导致汉服
的各个特征如右衽，都没了，对汉服文化造成了重大的打
击。只有妇女、儿童、优伶、僧道以及死者才能穿上汉

服。别的汉人只能穿满族的传统服装 

 
现代 

汉服时常之被人当作角色扮演服装，却没打算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虽然这样，有一些设计师已开始设计一些能在日
常时穿的汉服，而这些汉服通常很方便穿上，而且也比较

舒适凉爽。 
 

 

 

 

 

 

 

 

 

 

 

 



3. 最终成品 

 

3.1. 最终作品 - 网站 

 

 

我们特别制作了网页，希望能够以此而展开推广汉服的行动。我们通过网站

而让跟多的人认识到汉服的背景，开发对汉服的热忱，而让大众了解我们的

专题作业内容。这里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介绍，汉服历史，以及我们

的最终成品。而且，网站也提供了反馈表，以衡量的有效性。 



 

公众能够通过此页面而更加了解汉服历史，而对它产生更深的认知。 

 

3.2. 最终作品 - 原创汉服 

 

原创的汉服分为三件，分别为交领长袖上衣、半臂与齐腰襦裙。 

以表现汉服的生生不息，我们根据当地文化与环境背景，创作了3件汉服。  

新加坡天气炎热，当地服饰文化也受到西方现代服饰文化的影响。因此，为

了做出属于新加坡地区的汉服，我们把之前设计的2件汉服分成了3件可以单

独搭配的单件。分别为一件长袖上衣、一件半臂和一条齐腰半身襦裙。每一

件服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蕴意。 

 

 

 

 



画囚山水·长衣 

“南迁”是这次原创汉服的主题，因为原创汉服旨在融合当地文化、历史，使

汉服更加“接地气”， 以改变当地人对汉服及传统华族文化“死板老旧”的误

识。 

“画囚山水”这件长衣的故事则是一群大雁南飞而来，象征着当年南下的中华

儿女，来到一片紫气缭绕、山清水秀之祥瑞之地的景象。袖子一边画上了

“万”的字样，延绵不绝，表示长寿、吉祥，在这里更是示意了新加坡华人社

群和文化能万古长青。袖子另一边则是渲染了的蓝紫色纹理，寓意着文化的

相遇、繁衍及融合。 

服饰格式方面大部分保持了传统汉服长衣的设计，改动的则是衣服右侧的开

口，便于透气、穿脱。开口由一条带子和交领延长的部分系起来。同时，这

件汉服材料轻便，设计中性，不受古时社会制度与重男轻女的文化所拘束，

充分体现出现代服饰的自由与便捷。 



 



汪洋烟波·襦裙 

“汪洋烟波”这条襦裙的设计理念正如其名，代表了南迁中过海时的海浪潮

潮。裙子保留了遮踝与齐腰的传统设计以外，还掺进了一些当地的服饰设

计。如直接绑上的腰带与一体的直筒裙子。整体设计也加入了亮片这个现代

化元素。 

裙子整体材料轻薄透气，穿脱容易，适合在炎热的环境下穿搭。单独的襦裙

也便于搭配日常服饰，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现代感。 

 

 

 

 

 

 

 

 

 

 



云帆浪起·半臂 

半臂作为第三件汉服，是穿脱最为灵活、轻便的。此件蕴意为表示南迁路上

的白帆白云、朗声浪花、海阔天空。此件整体呈拼接形态，设计更为现代，

颇有西方设计风格。同时，此件保留了半臂“对领”、“半袖”的设计。左右袖口

不对称的延长设计也体现了云与海雾的飘逸。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萧延毅 

完成了这份专题作业后，我实在获益不浅。在研究汉服的过程中，我也对它

产生了更深一层的认知，意识到汉服为汉族服饰的悠久历史，从而对汉服有

更多的欣赏与喜爱。此外，我也学到了各式各样的汉服设计以及特点。与组

员们合作的经验肯定不是一路顺风。我们在做作业时，时常出现时间冲突，

组员们对方向的意见不和等问题。但是，我们即使一路来都布满荆棘，我们

都愿意听彼此的意见，最终成功完成作业。我领悟到，在一个团队里，组员

必须互相礼让，才能成功。虽然我认为专题作业做了很好，但难免会有瑕

疵。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够更深一层思考汉服在全球的传播。我希望

这个作业能够在未来里得到更大规模的反应，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专题作业中

收益。 

 
 

代铠瑒 

在这次小组作业过程中，我学习了汉服与当地的服饰文化与历史。汉服，作

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其悠久的历史与发展过程使我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

中华文化的载体。汉服同时也是反映各时期环境背景的镜子，是随着中华人

民，随着时代、环境变迁而继续演变下去的服装。我们希望汉服在生生不息

中，可以融入当地文化与风情，成为新加坡的华族人民特有的华族服饰。另

外，在制作汉服的过程中，一针一线都令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汉服文化的博

大精深。然而，制作衣服对我来说是一次崭新的体验。因此，成品并不能完

全体现想表达的意义。尽管如此，我还是学到了很多，并在与组员的合作、

与汉服爱好者的采访中充分享受了整个小组作业的过程。 

 

 



雷迅 

今年的专题作业，是汉服，而它也不是一个我很熟悉的题目。但是，就因为

这样，我才学了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大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在调查中，我学

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国家的习俗，甚至一个人的身份，都能从他们的

服装看出来。例如，在秦汉时代，一位穿长袍通的人常比穿短袍的人有更高

的地位。我认为，在这一轮的专题作业当中，学到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懂得自

制。在我组当中，我可以算是比较不勤奋的，而经常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天才

拼命地赶工。我认为我并不是不会安排时间，而是安排好后没有好好跟着，

而最终没时间完成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从这个专题作业中最大的获益就是

控制自己，把我需要完成的事排在最先。 

 

 

杜家豪 

经过这个专题作业，我获益匪浅。经过一些调查和研究，我从中学习到了旗

袍和汉服之间的区别和为何人们在新加坡会穿旗袍而不是汉服。汉服虽然很

漂亮，但因为新加坡天气的问题，人们在都不太会穿汉服。但是旗袍穿起来

不太热，比较适合在新加坡穿，所以比较多人会穿。最后，我也学到了如何

更恰当地处理我们的调查问卷。这是因为在第一学期的时候，我们的调查问

卷被一个人在几分钟内放了千多个回复，使我们的数据受到了一些干扰。但

是，由于我们开放给学校以外的人回复，又没收集邮件，我们无法知道是谁

在恶作剧。因此，我们学到了作调查问卷的时候要把每个给的回复最多限定

成一个回复，也可以只把回复限成我们学校里的人就好。因此，这个专题作

业使我学习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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