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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近代中國在西力東漸的一再進逼下，不論是政治、社會或文化層

面都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動，以往的研究多從思想和組織活動兩個層面

來分析中國的革命，近年來西方學界開始注意到地域差異和身份認同

在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性，革命不只是意識形態和政治行動的鬥爭，

也是日常生活和人際網絡的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身體也是各

方競逐角力的重要戰場，各個黨派團體對於新國民的身體呈現，舉凡

髮型、衣著、裝飾、體格和禮儀等，都有不同的看法，不僅反映其理

想中的國民形象，更透露出中國人身體觀的轉變，現代科學逐漸取代

傳統儒家思想，成為認知身體的新權威。  

近代中國的身體論述除了和富國強種的集體目標緊緊相連外，自

十九世紀中葉以來，沿海城市快速的商業發展，帶動市民的消費文化

，當時的服飾、髮型和妝扮已出現明顯的流行風尚，對於傳統服飾反

映身份秩序的等級意義，帶來不小的衝擊。過去的研究大多將近代中

國的政治身體和消費身體分別處理，本文最主要的問題意識在於藉由

時尚與政治的詮釋角度，觀察清末以來國人在革命潮流下對外表所做

出的改變，及其背後所蘊藏的文化意義。  

在國家、社會面臨劇變的重組下，趨新與去舊不但是時代趨向與

價值判斷的主流聲音，更與個人的現實利益與生存考量息息相關。透

過身體的呈現方式，成為辨識群體界線的重要依據；除了政治意義外

，激進分子對於改變外表的執著，也暗示了一種追求時尚的心態，顯

示在共同的革命目標下，卻可能有著多樣的動機。此外，中國革命對

於改造國民身體的高度關切，在形體上雖然是以否定傳統為前提，但

背後卻和傳統的身體觀，仍有著千絲萬縷的聯繫。  

本文在章節架構的安排上，除緒論、結論外，共分為四章，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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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西方身體的接觸、性別空間與身體界線、男性身體外形的變化及

女性身體外形的變化等四個層面來探討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  

第二章主要討論在十九世紀中外接觸的變局中，由於中國人與西

方人在膚色、髮色、體型、五官等外形方面的差異，使得中國人在很

長的一段時間裡，對西方人一直有著非我族類、似人似鬼的恐懼，以

致產生出許多光怪陸離、匪夷所思的聯想，晚清中國人為何是以外形

的歧異來解釋西方人難以理解的行為？這類發自於外形差異的想像，

是否反映了中國人獨特的身體觀？這種想像背後的思維模式與行為邏

輯又是什麼？其次，在整個十九世紀近一百年的時間裡，絕大多數中

國人的觀念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卻在義和團事件後，這類採生折割、

盜人器官的謠言迅速消失於無形，這反映了一種身體知識的權力轉變

，然而，轉變背後的真正動力，不是解剖學、生理學等西方科學知識

，而是中外關係的消長與政治社會環境的迅速轉變，使得原有的身體

知識，不能再自由公開的發聲；換言之，現實的外在環境往往才是改

變傳統身體觀念的決定性因素，而對於晚清中國人解釋中西雙方身體

外形差異的知識體系，來自於政治權力的影響與控制，其實遠遠先於

理性的科學知識。  

第三章主要討論性別空間與身體界限在清末民初期間所面臨的改

變，傳統中國的性別秩序原本就是建立在空間意義的區隔上，男女兩

性不只是由外形等一連串的特徵所構成，也取決於必須分處於不同的

空間之內。但在晚清的階段，由於不纏足運動及女學堂、西式公園的

出現，都對傳統的性別空間，帶來一定程度的衝擊，本章將探討這些

新式空間出現後，傳統的性別秩序在其間發生了什麼樣的作用與變化

。  

第四章主要探討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中，過去的研究往往只將男性

的辮子，這個原本具有高度政治意義的身體象徵，視為否定滿清統治

合法性的手段罷了，忽略了剪辮的背後，還有許多其他隱而未彰的心

理動機，共同影響了剪辮風潮的動向，包括時尚的展現、妖術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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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性別的倒置及階級的關係等等，更重要的，晚清時人藉由剪辮

等身體形式的衝撞，表達對既有權威的醜化、嘲弄與顛覆，營造了一

種嘻笑怒罵的時代氛圍，藉由對身體形式的誇張與扭曲，辛亥革命展

現了一種以張揚身體的笑為核心的力量，而這股力量一直被後來的人

所忽視，本章將重新挖掘清末民初的剪辮歷史及其背後的複雜意義。  

第五章主要將探討清末民初期間女性在服裝等外在裝扮上的變化

及其背後所反映的意義。過去的研究對於晚清女性身體外觀上的轉變

，幾乎都把焦點放在纏放足的研究上，其實清末的報刊雜誌及男性讀

者也對女性的服裝、髮型及身體，有著超乎尋常的關心，特別是女學

生的出現，更讓言論界有了一個具體的窺伺對象，這些針對女性外表

的討論，既反應對「新女性」的身體想像，也是商業文化發達下時尚

意識的展現。  

而晚清中國人在外表上的變化，不只反映了國家再造的過程中，

對新國民身體的一種想像與建構，也和十九世紀中期以來沿海城市 (

特別是上海 )的商業活動與消費文化的需求有關，過去都將這兩個層面

視為各自獨立的研究領域，但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時間裡，這兩個影響

晚清時人身體外形變化的因素與動機，卻出現了不再是那麼涇渭分明

的交融現象。在這個劇烈變動的時代裡，傳統的社會地位與身份階級

已不足恃，外形是一個人在變局中的資本與成功的條件，只要穿上時

髦的衣服就是成功的一半；時髦男女藉此展現，如何在新權威尚未建

立之前、舊勢力還未完全崩解之際，以身體為戰場來挑釁統治權威，

或表示對禮教束縛及道德規範的不滿。也因著這些晚清男女求新求變

的身體展現，使得這段時間所呈現的中國歷史圖像，也變得生動鮮活

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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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a revolutionary era for the China. In the past 

researches, scholars frequently analyz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approach of ideology and act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 few western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locality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volution is not merely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actions, but a certain kind of representation of daily life and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viol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ody is the main 

battleground.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citizen’s appearance, which is including hairstyle, clothing, adornment, 

figure, carriage and so on. These opinions reflected the ideal image of citizens 

what they conceived. Furthermore, such opinions also revea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realization and recognition about body. 

Meanwhile, modern science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be the new authority on judging or identifying Chinese 

people's impression about body. 

The discussions about body in Modern China usually tied with the 

collective intention and goal of establishing a wealthy and powerful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in the coastal cities has created a new fashion. The impact of new fashion on 

traditional order and notion about body (present in dress) is noteworth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people changing his 

appearance and body in the tide of revolution, and to inqui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culture (or the same old one)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fashion and 

body. We are going to use newspapers, memoirs and photographs to look a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is period. 

We do find numerous dramatic vari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ra. And we do understand the fashion is symbol of doing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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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and changing it for new. Then we do comprehend the change of 

appearance is an important identification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We also notice the reformation of body is highly concerned in Chinese 

revolution. Nevertheless, though the tradition seems to be totally negated, in 

fact the fashion and the tradition are still interrelated in innumerable ways. 

 

Keywords: body, fashion, dress, revolutionary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