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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服裝設計師創意靈感之因素 

–以「三宅一生」習慣領域解析為例– 

張翠園1  蕭進益2  

摘要 

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服裝創造家」三宅一生(Issey Miyake)，以「Pleats 
Please」聞名於全球時尚舞台。三宅一生的設計風格「簡單」、「創新」、「實

用」，他跳脫時下的流行走向，重新找尋服裝生命力的源頭，創作焦點集中於人

體本身，讓穿衣變成一種有趣、且富詩意的幽默行為，他的作品「看似無形」卻

「疏」而不散，藉由玄奧東方文化的抒發，賦與作品神奇的魅力。本文採用個案

研究法，蒐集歸納三宅一生的相關文獻資料，再以習慣領域理論架構解析，從而

瞭解其豐富之習慣領域。由本研究得知，影響三宅一生的人生哲學以及造就他成

功的「核心電網信念」為：「無價之寶」、「萬事助長」與「全力知行」。而影響三

宅一生創意靈感的因素可分為：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兩大類，其中內在因素的影

響大於外在因素。三宅一生深諳「低深、空無」原理，藉由「靜坐」幻化出以「形」

傳「神」，創造出民族文化與時尚潮流完美融合的典範。他引領時尚與時代脈動

結合的獨創性設計，遠遠超出「時代」與「時裝」的界線。三宅一生充分善用習

慣領域的腦、心運作構想、人類行為的通性，積極擴展自己的習慣領域，成為一

位值得後輩學習的時尚哲學大師。 

關鍵字： 設計靈感、習慣領域、三宅一生、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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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Fashion Designer’s Creativity and Inspiration 

- Case Analysis of the Habitual Domains of Issey Miyake 

Tsui-Yuan Chang*, J. Y. Shiau** 

Abstract 

Issey Miyake i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fashion designers, today. His “Pleats 
Please” clothing line is well known in the fashion world. The Miyake’s design style is 
an exhibit of simplicity, creativity, and practicality. He escaped from following the 
fashion trend and re-searched for the origin of clothing’s vitality. Through his 
explor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and its coverings, dressing becomes 
a fun, poetic, and humorous behavior. Issey Miyake’s works seem intangible, but 
sparse and not dispersed. It is this mysterious oriental culture’s expression that gives 
the magical charm of his works. This study uses a case study method, gathers 
references, and applies the theory of Habitual Domains to analyze the rich habitual 
thinking of Issey Miyake.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at core empowering operators 
for Issey Miyake’s design philosophy and success are treating everyone as a priceless 
living entity; understanding there are reasons for everything that occurs; and having 
the enthusiasm and confidence to accomplish mission.  

The source of his inspiration and creativity was influenced mostly by internal 
factors and least by external factors. Issey Miyake understood that deep down and 
voids principle. Utilizing the meditation to illustrate vivid forms of image, he 
developed the perfect exampl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fashion. The unique 
and creative design led by him is far beyond the boundary of "time" and "fashion". He 
was abl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habitual domains to nurture mind and body, and to 
enrich human behavior. He thus became a charismatic mater of fashion design and 
philosophy, that is worthy for younger generation to follow.  

Keywords: Inspiration of design, Habitual domains, Issey Miyake,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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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三宅一生（Issey  Miyake）(如圖 1)，一個純正的日本人，一位頂尖的時裝

設計大師，他的成就不但令日本人驕傲，連法國人都稱讚說：「在他面前，不僅

法國的時裝大師們讚嘆，就連高聳的艾菲爾鐵塔也像是少了一些霸氣。」巴黎裝

飾藝術博物館館長戴斯德蘭呈斯譽其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最偉大的服裝創

造家」。   

 

圖 1. 三宅一生設計師 

三宅一生的設計根植於日本的民族觀念、習俗和價值觀，作品鮮明地展現出

濃濃的日本味，他不僅確立自身的國際地位，也間接提昇東京在國際時尚之地

位。三宅一生的時裝以「無結構模式」進行設計，他擺脫了西方傳統的「服裝造

型模式」，而以「深度的逆向思維」來進行創作，「拆解、揉碎、再組合」形成了

前所未有「在寫意中兼具優雅內涵」的獨特造型。這是一種東方製衣技術的創新，

反映了日本式關懷自然與人文的哲學（張小虹，2007）。三宅一生的作品看似無

形，卻「疏」而不散，藉由玄奧東方文化的抒發，賦與作品神奇的魅力。 

如果說服裝的細節能夠展現一個服裝設計師的特點，那麼提到「皺褶」人們

一定會聯想到三宅一生。雖然三宅一生並非皺褶的創始者，但是他的「皺褶設計」

卻是最獨特的，它是一種新的概念、新的展現，其中還包含了無法用語言表達的

內在涵養。三宅一生的設計風格為「簡單」、「創新」、「實用」，創作焦點集

中於人體本身，他跳脫時下的流行走向，讓穿衣變成一種有趣、且富詩意的幽默

行為。 

服裝設計師的創作靈感，經常是「多元組合」，他們將多種美學藝術混合表

現於作品上（張翠園等，2007）。現今的時尚雜誌上經常出現三宅一生的作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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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坊間也出現大量「複製品」，人們只要稍微瞄一眼，便能辨識出三宅風格的

服裝。然而，影響設計大師創意源源不斷的原因為何？幼小時的成長過程，是否

會影響長大後的作品設計風格？因此，本研究的具體目的為：(1)藉由文獻資料

探討三宅一生的成長過程及其習慣領域理論；(2)透過三宅一生的兩項成功創意

發明，探討習慣領域與創意發想的關係；(3)歸納影響服裝設計師創意靈感之因

素。以提供業界之設計師及教育界參考。 

2. 文獻探討 

2.1. 習慣領域學說 

習慣領域學說創始人游伯龍教授，於 1977 年擔任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史可賓(Carl A.Scupin)校區的傑出講座教授後，更深入研究探討人類行

為與決策模式。為此，游教授整合了心理學、腦神經科學、解剖學、行為學、經

濟學、管理學、應用數學、電腦科學、系統工程及作業研究…等，不同的學問領

域後，研發出「習慣領域學說」(HD, Habitual Domains)。爾後，游教授更加詳讀

孔子、莊子、老子、鬼谷子…等學說，運用古代聖賢的絕妙觀點，並參照佛經、

聖經與世界各地格言，加以佐證。習慣領域學說歸納出三個工具箱(七個有力的

光明信念、八個擴展習慣領域的方法及九個深智慧原理)，藉由這三個工具箱的

運用，引導人們進一步追求理想的習慣領域。(游伯龍，1998) 

根據習慣領域學說陳述，人們的記憶、觀念、想法、做法、判斷、反應（統

稱為念頭和思路）雖然是動態的，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它會漸漸地穩定下來，

而停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這些念頭和思路的綜合範圍，包括它們的動態和組

織，就是人們的習慣領域。習慣領域一旦形成，行為就具有習慣性，一個人成功

與否，端看其行為是否具有良好的習慣就可以知道(游伯龍，1998)。 

游伯龍教授在「神奇的習慣領域」單元的科學資料中提到：我們每一個人都

有一千億個比電腦位元還要複雜的腦細胞，「根據腦科學家的研究，我們的腦一

般只有百分之十的腦細胞在認真工作，其他的百分之九十都好像在一旁休息、睡

覺」(游伯龍，2002)。假使能夠利用一些方法或要素，來激發百分之一的(十億個)
腦細胞為我們工作，那麼就能激發設計師的潛能，創造出無窮大的創意能力。 

然而「壓力」是阻礙設計師創意的頭號殺手，當壓力過大時，創意的點子不

容易浮現，而形成了設計師「找不到設計靈感」的後果。因此「降低壓力」有助

於念頭與思路(創意點子)被取用的可能性(如圖 2)。游伯龍(1991)教授認為：當我

們的大腦在壓力過大(壓力 4)時，只能截取到少數比較強而有力的概念，但是當

我們放鬆心情，把壓力降到最低(壓力 1)的狀態時，便會有清晰的思路，可以萃

取到較為深層、數量較多的想法與概念。因此，利用某些簡單的活動，可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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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重新整理好自己的心情和身體狀況，進入創意設計工作的最佳狀態(張翠

園等，2007)。 

 

圖 2. 念頭和思路被取用可能性 示意圖(張翠園等，2007) 

習慣領域學說探討大腦神奇的功能，由「大腦」與「心意」的運作，提出腦、

心運作的八大核心構想，並歸納出人類行為的八大通性，再透過三個工具箱的運

用，來豐富靈活我們的習慣領域，讓我們能從「習慣的奴隸」提升到「習慣的主

人」，進而增長智慧成就一生。所以說：「命好不如習慣好」、「有壞的習慣，事業

很難成功；有好的習慣，事業很難失敗」。「習慣領域會影響人們一生的成敗」 (游
伯龍，1998) 。 

2.2. 服裝設計過程的分析架構 

時裝設計過程的分析架構 (Analytical Framework)，被認為是以建築和工業

設計領域為基礎，所發展出使用於創新過程中「分析-綜合-評估」的概念。「創

新過程是用來描述，在概念階段時涉及發展創新的問題解答」(Fiore and Kimle, 
1997, P267) 。「這是一個有目地的、自覺的，和邏輯的選擇，用以創造出創作者

想要表達的意思」(Winner, 1982)。創作者先規劃出正式的主軸，再將意義連接到

心理圖型 (Mental schemata)。「把不相關的資訊發展出新連接點，做為創作者感

知的來源，進而發展出新的創作」(Tijus,1988)。 

「一般的過程，是以定義問題和收集資訊為先，其次再轉為綜合資訊並產生

設計概念，最後，以發展和評估結果做為結束」(Archer, 1984; Jones, 1984; Luc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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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因此，產生概念的方法、美感的選擇以及好設計的定義，都會成為在設

計過程中思考的核心。 

2.3. 服裝設計師的設計流程模式 

設計過程的發展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大多數的設計過程都處於持續改變的狀

態中，雖然有許多的創作設計過程都無法達到穩定的狀態，但大部分的設計過程

發展可歸納出一個共通的模式(張翠園等，2007)。圖 3 是設計過程的階段圖。 

1.資料搜集期。 2.資料過濾期。   3.思緒動盪期。 4.構想歸納期。  5.整合運用期。

圖 3. 設計過程階段圖 (張翠園等，2007) 

一般服裝設計師的設計過程多數會經過：資料搜集期、資料過濾期、思緒動

盪期、構想歸納期以及整合運用期等五個階段。「這過程並不是連貫性的，而是

有特殊的認知醞釀過程，讓設計師可以在設計的過程中回到各個不同的點」(Akin, 
1984)。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屬於質化(Qualitative)的探索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研究個案對象為：日本時尚設計師三宅一生。本研究首先透過「類別法」

來檢視習慣領域學說，以文獻整理出的研究作為個案資料蒐集的脈絡，其次以習

慣領域學說解析：三宅一生的成長過程、經歷及特殊成就。最後，找出影響三宅

一生人生哲學的重要因素，以及在設計得過程中影響創意設計的習慣領域因素。 

本論文的研究步驟(如圖 4)為：1.熟讀習慣領域學說：了解習慣領域三個工

具箱(七個有力的光明信念、八個擴展習慣領域的方法及九個深智慧原理)的原理

與使用方法。2.個案資料蒐集：蒐集三宅一生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資料，包含學

習、工作、自創品牌以及設計、發想的創新的過程…等。3.個案資料階段分析：

依照年份將三宅一生的經歷分為六個階段：「慘痛的童年」、「奮發向上的青年」、

「充滿原創力的 70 年代」、「醞釀創意的 80 年代」、「返璞歸真的 90 年代」以及

「藝術與傳承」。4.個案習慣領域分析：分析三宅一生各階段的習慣領域。5.結果

與發現：以三宅一生習慣領域的解析結果，找出影響設計大師人生哲學的重要因

素以及影響創意靈感的因素。6.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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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本研究之研究步驟 
 

4. 三宅一生設計師習慣領域解析 

4.1. 慘痛的童年(1938~年) 

三宅一生（Issey  Miyake），1938 年 4 月 22 日，出生於日本廣島（郭韻琴等，

2001），小時候因罹患脊椎炎，堅強又慈愛的母親只好變賣家產竭盡心力為他治

病。1945 年，當他重病初癒時，親眼目睹原子彈轟炸廣島的浩劫；驟然間，原

子彈奪走了他大部份的親人，母親雖然也在原子彈爆炸時遭受嚴重燒傷，但是她

沒有任何怨言，囑咐三宅一生要堅強地活下去，四年後即過世。 

三宅一生的童年時代，日本是一個既貧窮又滿目創痍的國家，戰爭期間美國

所帶來了西式時尚，例如：瑪麗蓮夢露、米老鼠、電視、速食和冷凍食品，都給

他留下了深刻的印象，當時的日本有很多人崇拜美國並過著美國式的生活(辜振

豐，2004)。三宅一生兒時的經歷及記憶，留下了往後「中西合璧」設計風格形

成的軌跡。而童年罹患的脊椎炎，也遺留下「兩腿長短不一、走路微跛、常感到

刺痛」的遺患。 慘痛的記憶在他心靈深處留下難以磨滅的陰影，深深影響他的

人生哲學與設計理念。因此，他在設計中盡量避開歷史與時間所帶來的沈重感覺。 

[習慣領域解析] 

4.1.1.《無價之寶、萬事助長，全責主人的認知》 

三宅一生出生於日本廣島，小時候因為罹患脊椎炎，母親變賣家產竭盡心力為他

治病。對於三宅一生的母親來說，自己的小孩絕對是無價之寶，她盡其所能的為

自己的小孩治病；雖然三宅一生從此遺留下「兩腿長短不一、走路微跛、常感到

刺痛」的遺患，但是病痛讓他變得更堅強。這是「萬事助長」，三宅一生遇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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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苦難，不但沒有被打敗，反而變成一種動力，他藉此激勵自己要成為『堅強

者』，這是全責主人的認知的最佳呈現。 

4.1.2.《成長環境生活艱苦、電網影響終生》 

親眼目睹原子彈轟炸廣島的浩劫…，慘痛的記憶在三宅一生心靈深處留下難

以磨滅的陰影，因而產生強烈的電網，深深影響他的人生哲學與設計理念。三宅

一生兒時的經歷及記憶，留下了往後「中西合璧」設計風格形成的軌跡。兒時的

成長環境以及所見所聞，都影響三宅一生往後的設計，電網影響終身。 

4.2. 奮發向上的青年(1959) 

童年、少年時代的不幸，並未能摧殘三宅一生對藝術的熱愛以及樂觀向上的

進取心。1959 年他考進了東京多摩藝術大學(Tama Art University) 藝術系。不過，

他真正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於是下課後常常流連於畫廊、時裝店

及衣料廠，希望能對服裝設計有更深一層的認識。1965 年大學畢業後即前往法

國，並在巴黎的服裝雜誌社擔任挑選布料的工作(辜振豐，2004)；面對著各式各

樣素材的質感、圖案、條紋，使他領悟到「布料」在整體穿著上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並且深深地覺得想要當一位好的服裝設計師，必須懂得服裝剪裁，於是他進

入「巴黎高級訂制服公會學校」學習傳統剪裁。畢業後，曾經當過姬龍雪(Guy 
Laroche)與紀梵希(Givenchy)的設計助理。 

1968 年，巴黎的大學生發生大暴動(辜振豐，2004)，三宅一生再一次目睹巨

大的動亂，他深深地被學生們追求民主的熱情所感動，同時也體會到個人自由的

重要性。經過學運的洗禮，使他從新思考傳統文化與西服的關係(辜振豐，2004)。

1969 年三宅一生到了紐約，成為吉奥弗雷．比 (Geoffrey Beene)公司的成衣設計

師(郭韻琴，2001)。在西方高級時裝和成衣界工作多年，累積了豐富的經驗。 

[習慣領域解析] 

4.2.1. 《警覺–是智慧的開端，目標明確》 

  1959 年三宅一生考進了東京多摩藝術大學藝術系，但是他真正的夢想是

「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警覺–是智慧的開端，三宅一生對於未來目標明確，

於是下課後常常流連於畫廊、時裝店及衣料廠，希望能對服裝設計有更深一層的

認識。 

4.2.2.《把工作視為使命樂園，熱情地去經營，改變環境，加強自己的能力集合》 

在巴黎的服裝雜誌社擔任挑選布料的工作，面對各式各樣素材的質感、圖

案、條紋，使他領悟到「布料」在整體穿著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深深地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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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想要當一位好的服裝設計師，必須懂得服裝剪裁，於是進入「巴黎高級訂制服

公會學校」學習傳統剪裁。三宅一生藉著學習來彌補自己的不足。加強自己的能

力集合，並了解自己人生的使命與意義。視工作為使命樂園，因此有無限的熱情

與信心去完成使命。 

4.2.3.《投射效應，激發同理心，人人都是無價之寶》 

1968 年，巴黎發生學生大暴動，三宅一生再一次目睹巨大的動亂，投射效

應讓三宅一生激發同理心，他深深地被學生們追求民主的熱情所感動，同時他也

體會到個人自由的重要性，以及人人都是無價之寶的最高情操。 

4.3. 充滿活力、原創力的 70 年代 (打破傳統，創作造出無限可能) 

三宅一生原本可以像其他的日本設計師「森英惠」和「高田賢三」的模式一

樣，留在法國、進入高級時尚圈、擠身國際設計大師的行列。在七十年代的日本，

這算得上是一條通往「功成名就」的道路。然而，三宅一生却毅然決然地回到日

本，他决心用日本自己生產的服裝素材，去發掘出「潛藏於和服的內在精神」，

向主宰時裝界的西方傳統宣戰。1970 年他在東京成立了「三宅一生設計工作室」，

成為他貫徹自己全新設計觀念的起點。1971 年他在紐約和東京兩地首次發表了

新的設計作品，發表會讓他在世界的設計舞台上展露頭角，同時獲得了相當大的

迴響，三宅一生從此步入了時裝大師的設計生涯。 

1974 年於東京開設第一家服飾店，隔年於巴黎成立旗艦店，與眾不同的設

計風格贏得了巴黎 MAINICHI 的設計獎。由於三宅一生的服裝設計相當藝術化，

於是 1988 年應邀在「巴黎工藝美術館」展出服裝作品；這是第一位在該美術館

展出的當代服裝設計個展。在三宅一生的時裝中，可發現尋求民主精神的意味，

因為消費者可隨個人喜好，在各種場合與時間任意選擇自己想要的穿法與搭配，

把 30%的設計留給顧客，是三宅一生最動人的設計理念。 

 [習慣領域解析] 

4.3.1.《警覺–是智慧的開端，目標明確，把工作視為使命樂園》 

三宅一生原本可以像「森英惠」和「高田賢三」的模式一樣…然而，他却毅

然決然地回到日本，决心用日本生產的服裝素材–他高度的民族知覺，讓他能「發

掘出潛藏於和服的內在精神」，在時裝界樹立自己的獨特風格，他目標明確是智

慧的開端。…發表會獲得了相當大的迴響，三宅一生從此步入了時裝大師的設計

生涯。他把工作視為使命樂園，熱情地去經營，改變環境，加強自己的 HD 及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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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登高察思，以顧客的需要來設計作品；改變參數，展現最動人的設計》 

在三宅一生的時裝中，可發現尋求民主精神的意味，他登高察思，以顧客的

需要來設計作品，消費者可隨個人喜好，在各種場合與時間任意選擇自己想要的

穿法與搭配。另外，三宅一生改變設計參數，把 30%的設計留給顧客，展現最動

人的設計理念。 

4.4. 醞釀創意的 80 年代–另類時裝藝術「Pleats Please」 

    三宅一生喜歡漂亮的女孩子，他說：「街上漂亮女孩，是我永不會枯竭的

靈感源泉。」有一次，他去觀賞一場芭蕾舞排演，當他看到舞者所穿的「護腿毛

線褲」時，立刻產生了創作靈感，著名的「皺褶設計」因而誕生。三宅一生巧妙

地向芭蕾舞伶借用靈感，為他的設計作品做出完美的演譯；用一種最簡單、無需

細節的獨特素材把服裝的美感展現出來，這就是三宅一生的時尚哲學。 

對於如何結合靈感與產生皺摺設計，三宅一生說：「我以一件非常普通的襯

衫為原點，試著開始一個全新的構想。不論是欣賞一幅水墨畫、聆聽一場音樂會、

舞蹈或是看一場電影，都會使我激發出無限的靈感，同時也告訴我許多未來的世

界。」三宅一生的設計中貫穿着「人道思想」，他認為人們需要的服裝是：随時

都可以穿的、方便旅行的、好保管的、輕鬆舒適的服裝，而不是整天要保養、常

送乾洗店的服裝。因此他的皺褶布料：簡便質輕、易於保養、不用乾洗熨燙，可

以随意一捲、綑綁成一團，要穿的時候打開卻依然有型。這是服裝素材上的一次

成功的革命，在生活節奏越來越快的生活中，這些特點具有致命的吸引力。 

80 年代初期，三宅一生以「Pleats Please」(給我皺褶) 為主題及品牌，在前

輩設計師 VIONNET 的皺褶設計中，他找到了設計語言並加以發揚光大。三宅一

生喜歡靜坐、冥想，他說：「我總是閉上眼睛，等織物告訴我該去做什麼…。」

在他看來，工作是一件很快樂的事情，他對布料有近乎偏執狂的要求，為此，布

料商往往被他上百次的加工和改進布料的要求弄的精疲力盡。1989 年，「Pleats 
Please」終於正式量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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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三宅一生「Pleats」作品之一 圖 6. 三宅一生「Pleats」作品之二 

「Pleats」(如圖 5、圖 6)美妙之處在於當身體挪動時，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充

分展示自己的體態，有一種飄飄欲仙的輕快感；它同時表達了東方服裝注重空間

感和西方服裝的嚴謹結構。當時歐洲的設計師偏好「將服裝設計成精緻、貼身，

成為穿者的第二層肌膚，隨著穿衣者的一舉一動牽引出動態的美感」。對於這個

觀點三宅一生持相反的看法，他認為：身體與衣服之間應有適當的空間，布料會

隨著身體的牽動而產生皺紋，兩者之間應同時存有相吸性與相斥性；而他的使命

就是將兩者結為一體。當別的設計師們力求展現女性曲線美的同時，三宅一生的

「皺褶設計」提供人們另一種新的選擇與新的體驗。他留給顧客搭配的空間，在

看似完成度不高的服裝中，為顧客找到了完美的個人穿著方式。所以三宅一生的

褶皺服裝是：通過顧客的穿著行為後，才完成造型的任務。 

[習慣領域解析] 

4.4.1.《事物聯想，激發創意，讓創意源源不絕。》 

三宅一生喜歡漂亮的女孩子，他說：「街上漂亮女孩，是我永不會枯竭的靈

感源泉。」…芭蕾舞排演，當他看到舞者所穿的「護腿毛線褲」時，立刻產生了

創作靈感，著名的「皺褶設計」因而誕生。他巧妙地向芭蕾舞伶借用靈感，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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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作品做出完美的演譯，用一種最簡單、無需細節的獨特素材把服裝的美感

展現出來。他善用事物聯想方式，找出思緒連結以激發創意；這也是讓他創意源

源不絕的方式之一。 

4.4.2.《歸零思考，事物聯想。變與化、空無原理，闡述無限寬廣的創意。》 

對於如何結合靈感與產生皺摺設計，三宅一生說：「我以一件非常普通的襯

衫為原點，試著開始一個全新的構想。…一幅水墨畫、聆聽一場音樂會、舞蹈或

是看一場電影，都會使我激發出無限的靈感…。」他歸零思考，擅用事物聯想法

則，展現最動人的設計。三宅一生的設計中貫穿着「人道思想」，他認為人們需

要的服裝是：随時都可以穿的、方便旅行的、好保管的、輕鬆舒適的服裝…。因

此他的皺褶布料：簡便質輕、易於保養、不用乾洗熨燙，可以随意一捲、綑綁成

一團，要穿的時候打開卻依然有型。三宅一生運用變與化及空無原理，闡述無限

寬廣的創意，而成就了他的「服裝素材革命」。 

4.4.3.《循環進化，改良創意。靜坐、放空，產生新智慧。全力知行達成目標》 

三宅一生…在前輩設計師 VIONNET 的風格中，找到了設計語言並加以發揚

光大，擠身巴黎時尚舞台。他利用循環進化原理，改良前輩創意，呈現出新的另

類美感。三宅一生喜歡靜坐、冥想，他說：「我總是閉上眼睛，等織物告訴我該

去做什麼…。」在他看來，工作是很快樂的事情，他利用靜坐、放空的方式，把

心靜下來，讓壓力結構趨近於零，產生新的創意及構思。他對布料有近乎偏執狂

的要求，為此，布料商往往被他上百次的加工和改進布料的要求弄的精疲力盡。

他全力知行積極求解的個性，訂定超越現狀、富挑戰性並能達成的目標。1989
年，「Pleats Please」終於正式量產上市。 

4.4.4.《對立互補，獲得新觀點。登高察思，洞察時尚生活新趨勢。》 

三宅一生認為：身體與衣服之間應有適當的空間，布料會隨身體的牽動而產

生褶紋，證明兩者之間存有相吸與相斥性。三宅一生擅長運用「對立互補」原理，

將布料與身體的「相吸與相斥性」結為一體，獲得嶄新的創意。…「皺褶設計」

提供人們另一種新的選擇與新的體驗，在看似完成度不高的服裝中，為顧客找到

了完美的個人穿著方式。他登高察思跳脫一般的流行訴求，洞察時尚生活新趨

勢，提供人們不同於以往的新體驗，奠定了三宅一生流行王國的時尚地位。 

4.5. 反璞歸真的 90 年代 – A-POC「一塊布」的美學 

「一塊布」不是魔術師的表演劇情，而是三宅一生天馬行空的實驗創意，他

說：「一塊布就是我設計的出發點。」他從和服得到靈感，援用一塊布的概念，

使身體利於大地之上，與大自然相連起來(辜振豐，2004)。A-POC (A-Piece of 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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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理念，強調「衣服是自己剪出來的」，随想随剪完全隨心所欲。這是一種

剪裁的單純之美----以單純形式表現服裝的特點。向來以擺脫設計常規為快感，

向傳統設計發出挑戰的他，早將傳統服裝的「包裹意義」拋在腦後。三宅一生認

為，若想使服裝設計突破現有瓶頸，唯一的方法是：拋開一切外在因素，將設計

目標放在最基本的起點。想想關於設計，所謂的「衣服」到底是什麼？衣服除了

可以保護身體及遮羞之外，它的本質又是什麼？為什麼要穿衣？他為自己找了一

個理由，那就是：一塊布。一塊無袖、無領、無鈕扣的布，配上一條布腰帶，往

身上一裹，便是一件完整的服裝。A-POC 被尊稱為「一塊布」哲學，是一種高

境界的工藝表現，整體概念是：利用天然材質的伸縮性針織物，先以電腦排版、

精算出服裝的用布量，再利用「圓編機」織出圓筒狀單品，並強調邊緣決不脫線。

三宅所設計的衣服中很少出現圖案、繡花及其他裝飾物；通常以曲線、色彩與布

料，配合走路的姿勢，襯出一種旋律動感。 

創意設計提供設計師幻想力自由馳騁的空間，三宅一生 90 年代的服裝構

想，是以「穿著的喜悅」為主。他說：「一個人如果忘記了生存的喜悅，又如何

能創作出使人稱心、愉悅的衣服？」他認為服裝應以更實用為發展方向，他的理

想是創造出一種像「牛仔」或「T 恤」之類，「百年不敗」的服裝，讓它們成為

生活中的傳統習慣，源自於生活而又獨立存在。三宅一生留意新技術、新材料在

設計中的應用，更注意時裝發展的發展傾向。他一方面注重新材料的使用，另一

方面則更加强調服裝的優雅、藝術和可穿性。並期望有朝一日他的作品能取代 T
恤與牛仔褲成為一種經典服飾。 

三宅一生說：「以前的我迫切的想讓大家認識我以及我的作品。但是，現在

沒有這個必要了，很多人只要稍微一瞄便能辨識出我的作品。我沒有必要極盡所

能地標新立異…。」設計師原是以藝術、創意與需求為出發點，一旦設計作品、

品牌風格受到肯定之後，則較傾向個人理想的創作方式，而非受市場需求而左

右。但服裝設計師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創造出使人穿在身上感到歡愉的衣服，

而非追求美術館展出的藝術服裝。 

1992 年，三宅一生投入香水創作；在這之前他認為水是用來淨身的、女人

是不需要擦香水的（因為他的母親並沒有擦香水），他喜歡母親洗完澡、推開門

時的香味。後來他以純淨、清澈透明的元素「水」作為香水創作的元素；他認為

「水是生命的源頭」。時至今日，「Issey Miyake 一生之水」女性香水與「一生之

水」男性香水，一直都是全球各大香水專賣店暢銷的高級時尚香水。 

[習慣領域解析] 

4.5.1.《以退為進，歸零思考，讓創意呈現出無限可能。》 

三宅一生說：「一塊布就是我設計的出發點。」…三宅一生認為，若想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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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計突破現有瓶頸，唯一的方法是拋開一切外在因素，將設計目標放在最基本

的起點。想想關於設計，所謂「衣服」是什麼？…它的本質又是什麼？為什麼要

穿衣？他以退為進、歸零思考，讓創意呈現出無限可能。A-POC 被尊稱為「一

塊布」哲學，是一種高境界的工藝表現。三宅所設計的衣服中很少出現圖案、繡

花及其他裝飾物；他讓創意昇華，回歸思考原點，以線條、色彩與布料，配合穿

者走路的姿勢，襯出一種屬於消費者個人自然的律動感。 

4.5.2.《低深原理，知止、喜悅。回歸生活的創意實現。交換原理，創造新流行。》 

三宅一生 90 年代的服裝構想，是以「穿著的喜悅」為主。他說：「一個人如

果忘記了生存的喜悅，又如何能創作出使人稱心愉快的衣服？」…他認為服裝應

以更實用為發展方向，他的理想是創造出一種像「牛仔」或「T 恤」之類的服裝，

讓它們成為生活中的傳統習慣，源自於生活而又獨立存在。他深諳低深原理，領

略知止、定、靜、安、慮、得的生存喜悅，讓創意回歸生活。…一方面注重新材

料的使用，另一方面則更加强調服裝的優雅、藝術和可穿性。並期望有朝一日他

的作品能取代 T 恤與牛仔褲。他期望運用交換原理，創造出新的流行風潮。 

4.5.3.《全力知行，清楚自己的目標。使命樂園，享受奉獻。》 

三宅一生說：「以前的我迫切的想讓大家認識我以及我的作品。但是，現在…
只要稍微瞄一眼便能辨識出我的作品。我沒有必要極盡所能地標新立異…。」設

計師原是以藝術、創意與需求為出發點，一旦設計作品、品牌風格受到肯定之後，

則較傾向個人理想的創作方式，而非受市場需求而左右。三宅一生全力知行，清

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標及定位，他以個人理想為出發點，視藝術為使命樂園，完全

享受奉獻自己的創意。 

4.5.4.《印象概推，投射原理。登高察思，洞察時尚生活新趨勢。》 

三宅一生投入香水創作前，他認為水是用來淨身的、女人是不應該擦香水的

（因為他的母親並未擦香水–印象概推），他喜歡母親洗完澡、推開門時的香味，

後來他以純淨、清澈透明的元素「水」作為香水創作的元素，他以對母親的印象

投射在香水的創作上。 

4.6. 藝術與傳承 

    談起服裝概念，七十歲的設計大師兩眼閃爍著年青人的光芒。「衣服雖然穿

在外面，卻必須用心去體會。」三宅一生認為：「服裝設計的語言，不是漂亮誘

人的語言，而是簡潔明瞭的行動，例如：剪接、摺疊、伸展、打褶、包裹、卷曲、

壓褶…等。」三宅一生喜歡蒐集名錶，他目的不是為了表面記載的準確時間，而

是錶框的美觀設計，他說：「擁有幻想力的人，哪還在乎時間的速度？」三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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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始終跨足「純粹藝術」和「應用服飾藝術」兩大陣營。他的作品造型簡潔有力，

充滿強烈的設計感，他在藝術與市場之間找到了平衡點，使得他的設計的作品清

新獨特、不落俗套。他曾大膽邀請了一位藝術家一起創作，把古典畫家安格爾的

名作《泉》繪製在皺褶的作品上。三宅一生的笑容純真，在公共場合善於營造輕

鬆的氣氛、喜歡和藝術家們交往、與合作者關係融洽，隨和的個性無形中鞏固了

他的時尚王國地位。 

三宅一生於 1999 年退休，和他一起研發 Pleate 的大弟子 Naoki Takizawa (瀧
澤直樹)接任三宅一生女裝品牌設計總監的工作。Takizawa 承襲品牌精神，作品

不僅充滿着現代品味的流行感，且處處讓人感受到日本獨有的功能創意美學。 
Takizawa 成功地接手，證明了 Issey Miyake 品牌在體制上健康成熟，能够在原創

設計師離開後，依然在詭異多變的時尚市場中屹立不搖。  

2007 年 Naoki Takizawa 自立門戶，Issey Miyake 品牌則由與三宅一生共同研

發 A-POC(一塊布)的 Dai Fujiwara(藤原太一)接任，新任設計總監以 A-POC 
INSIDE 為設計主軸，著重在布料研發及材質的設計上。他帶領 Issey Miyake 品

牌進入另一個新的紀元。 

[習慣領域解析] 

4.6.1.《交換原理，結合服裝與藝術。內部聯繫，鞏固時尚王國。》 

「衣服雖然穿在外面，卻必須用心去體會。」三宅一生始終跨足「純粹藝術」

和「應用服飾藝術」兩大陣營。運用交換原理，結合服裝與藝術…使得他的設計

的作品清新獨特不落俗套。由他純真的笑容、善於營造輕鬆的氣氛、和藝術家們

密切交往、與合作者融洽的關係…等隨和的個性，可以看出三宅一生深諳內部聯

繫原理，知道如何找出關鍵對象，了解對方習慣領域的核心，建立多又強的聯繫

管道，無形中鞏固了他的時尚王國地位。 

4.6.2.《放下、感恩與傳承，品牌體制健康成熟。市場地位屹立不搖》 

三宅一生於 1999 年退休，和他一起研發 Pleate 的大弟子 Naoki Takizawa (瀧
澤直樹)接任三宅一生女裝品牌設計總監的工作。2007 年 Naoki Takizawa 自立門

戶，品牌則由與三宅一生共同研發 A-POC(一塊布)的 Dai Fujiwara(藤原太一)接
任，領三宅一生品牌進入另一個新的紀元。三宅一生懂得放下、感恩與傳承的重

要性，於退休後提攜後進，讓品牌能够在原創設計師離開後，依然在詭異多變的

時尚市場中屹立不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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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果與發現 

5.1. 影響三宅一生人生哲學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三宅一生習慣領域解析的資料中發現，在七個自我成長的光明信念

中，影響三宅一生成功的因素有：尊重生命、萬事助長、全力知行、感恩佈施、

使命樂園、享受奉獻。其中以童年時 慘痛的記憶，在他心靈留下最深的印象，

形成難以磨滅的陰影。然而他的母親不論遇到何種困境(例如：變賣家產為他治

病的艱辛，以及後來遭到原子彈爆炸時嚴重灼傷的過程等。) 總是能夠以正面的

態度面對苦難。三宅一生母親這種「無價之寶」及「萬事助長」的光明信念影響

他最大，成為造就他成功的核心電網信念，讓他在奮鬥的過程中，不論處境如何

艱辛，他都能夠「正向思考」、「全力知行」、「化危機為轉機」。 

因此「萬事助長」與「全力知行」是影響他的人生哲學最重要的因素。他善

用習慣領域的腦、心運作的構想以及人類行為的通性，「尊重生命、感恩佈施、

使命樂園、享受奉獻」，積極擴展自己的習慣領域，鞏固了他的時尚王國，成為

當代最具影響力的設計師。 

5.2. 影響三宅一生創意靈感的因素 

大多數的設計過程都處於持續改變的狀態，多數的創作設計過程中會都受到

許多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思緒動盪期」的創意轉換階段。在八個擴展習慣領域

的方法及九個獲得深智慧原理的習慣領域理論中，研究者發現，在設計過程中，

影響三宅一生創意靈感的習慣領域因素可分為：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兩大類 (如
圖 7)。在「外在因素」中：虛心學習、登高察思、腦力激盪、事物聯想、改變參

數與改變環境等，是影響三宅一生創意設計的重要因素。  

 
圖 7. 在設計過程中影響三宅一生創意發想的習慣領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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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內在因素」中：有低深原理、靜坐禱告、循環進化、空無原理、對立互

補、變與化與交換原理等，影響大師的創意設計。多數的創作設計過程都無法達

到穩定的狀態，設計過程中很容易因為外在因素或內在想法轉變而改變設計。三

宅一生在創意設計的過程中，「內在因素」的影響力，遠大於「外在因素」的影

響力。   

6. 結論 

由本研究得知，影響三宅一生人生哲學的重要因素為：「無價之寶」、「萬事

助長」與「全力知行」。三宅一生童年慘痛記憶的強烈電網以及母親的光明信念，

轉化為造就他成功的核心電網信念。讓他在奮鬥的過程中，不論處境如何艱辛，

他都能夠以正向的態度「全力知行」、「化危機為轉機」。因此，生活經驗對創意

設計有一定且顯著的影響，藉由對周遭環境敏銳的觀察，往往使設計者累積更多

的設計資源。 

影響三宅一生創意靈感的因素可分為：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兩大類。在「外

在因素」中：虛心學習、登高察思、腦力激盪、事物聯想、改變參數與改變環境

等，是影響三宅一生創意設計的重要因素。而「內在因素」中：有低深原理、靜

坐禱告、循環進化、空無原理、變與化等，影響大師的創意。其中內在因素的影

響，遠超過外在因素。三宅一生深諳「低深、空無」原理，藉由「靜坐」幻化出

以「形」傳「神」，創造出民族審美文化與時尚潮流完美融合的典範。他的獨創

性已經遠遠超出了「時代」與「時裝」的界線，引領時尚與時代脈動結合。他就

是三宅一生，一位值得後輩好好學習的時尚哲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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