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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兩性服飾差異化於十九世紀達到最高峰。流行服飾反
映時代的社會意識與文化，也是婦女角色具體化的符徵。本文
旨在探討 1851 至 1875 年間美國服飾改革運動的脈絡、意涵
及其與時尚流行間的關係。美國女權運動團於 1851 年發動服
飾改革運動，期望藉由鼓吹婦女身體的解放，以利達成解放婦
女的目標。與女權運動結合的服飾改革引起社會強烈的反感，
女權團體並未成功達成婦女身體解放的目標。水療團體與後起
的「美國服飾改革協會」持續以健康的訴求推動服飾改革。本
文利用史料文獻分析法，探索參與服飾改革運動團體的訴求、
互動關係，以及服飾改革運動的社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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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運動源起於對立的價值系統，一群人透過自發性的集結與
組織，運用一些手段挑戰舊有價值系統，其目的是為了達成某種集
體要求。社會運動從集結到挑戰需要一連串的主客觀條件配合，才
能促成彼此的團結與共同目標的浮現。因此，社會運動集合了「集
體挑戰」、「共同目的」、「團結」與「持續性」等元素 (何明修，
2005: 4)，並且具備四大特徵：(1) 由非體制內的社會機構 (uninstitutionalized) 策動；(2) 有一定程度的組織性，在運動的過程中可
以明確找到領導人與相關的社會團體；(3) 社會運動利用說服策略
而非高壓的手段挑戰現有的社會價值，因此常常呈現多樣性觀點，
且彼此間常有矛盾的現象；(4) 社會運動挑戰的「現有價值系統」
需 要 經 歷 長 時 間 的 批 判 與 說 服 方 有 所 改 變 (Stewart, Smith, &
Denton, 2001: 2-3)。
十九世紀美國服飾改革運動源起於女性主義團體以服飾做為
挑戰性別意識之工具，鼓吹女性放棄流行服飾，改穿裙褲裝以期加
速達到男女平等的理想社會。有組織性的服飾改革運動主要發生於
1851 至 1875 年，其間經歷兩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介於 1851
至 1854 年，以伊莉莎白‧史坦頓 (Elizabeth Cady Stanton，以下
簡稱史坦頓) 為首的女權運動團體與水療團體是主要倡導的組織團
體。第二階段則以美國國家服裝改革協會 (National Dress Reform
Association; NDRA) 為首，於 1856 年後持續推動服飾改革。簡言
之，本文所指的美國服飾改革運動，是自 1851 年起持續二十多年
間針對女性社會角色以及非理性服飾進行反動的社會運動。
與美國服飾改革相關的研究頗豐，研究取徑大致可區隔出兩
類，第一類是將服飾改革運動視為美國女權運動的附屬運動，因此
女權團體的觀點與看法成為研究探討的主要觀點 (Flexner,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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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ro, 1974; Riegel, 1963; Stearns, 1932)。然而，僅從女權運動者
的觀點探索服飾改革，很容易因女權團體於 1854 年宣告放棄裙褲
裝且之後未持續推動，而將改革運動視為失敗，甚至認為當女性獲
得投票權後，就沒有改革服裝的必要 (Riegel, 1963: 390-401)。第
二類則是嘗試突破服裝改革隸屬於女權運動的狹隘連結，從社會運
動、性別政治或是現代性觀點切入，例如凱撒曼 (Amy Kesselman)
(1991) 著 重 服飾 改革運動 中各 參與 團體 的立場與 論點 ，費 雪爾
(Gayle V. Fischer) (2001) 在其著作中以褲裝所承載的性別議題為
主軸，討論服裝改革中的性別政治。卡寧漢 (Patricia A. Cunningham)
(2003) 則以服裝現代化為主軸，聚焦於理性化服飾的發展，依時間
序逐一討論十九世紀女性服飾理性化的發展進程，內容包含了服裝
改革、內衣理性化，以及藝術團體提倡簡單就是美的美學服裝。
社會運動的精神是取得變化，而「變化」也是服飾流行的特點，
兩者不同處在於社會運動需經過集結與抗爭等手段，過程中為了達
成改變的目的常產生社會衝突，而參與改革者往往憑著理想與勇
氣，堅定地挑戰既有的價值系統。流行的改變卻是源自人類喜新厭
舊的心理，加上期望提升自我階級的社會心理以及商業系統在現代
社會的運作，流行服飾成為社會意涵的載體，隨著時間與社會變動
不斷地變化，因此流行的變化是一種漸進式的改變，不是衝突式或
革命式的巨變 (Kawamura, 2005: 4-18)。同時，時尚流行本身具備
模稜兩可的特質，跟隨流行與否，是個體在個體獨特性╱從眾性、
展示性╱認同性之間遊走的選擇結果 (Simmel, 1957: 543)。本文一
方面從社會運動觀點檢視服飾改革過程中各團體的主張與論述，另
一方面也嘗試與先前研究不一樣的觀點，從流行社會心理的觀點探
索服飾改革運動中改革者、大眾婦女以及流行之間的張力與矛盾。
是以，本文旨在探索 1851 至 1875 年間，服飾改革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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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研究社會運動應掌握的問題，包括「哪一些人？自詡何種人？
在哪一種環境下？利用何種社會關係以及何種因應的策略，以期達
成 何 種 社 會 演 進 的 效 果 ？ 」 (Stewart, Smith, & Denton, 2001:
41-49)，探索主要參與團體的訴求與其策略，並從流行的多重性與
矛 盾 性 探 討 裙 褲 裝 在 當時 社 會 脈 絡 下 的 意 涵 以及 當 時 的 性 別 意
識、流行以及改革論述間的關係，並擬以此篇文章對性別、服飾與
時尚的中文文獻有所貢獻。
本文採用歷史研究法，所使用的原始資料主要是服裝改革運動
者用以說服及推動新觀念的雜誌或報紙，包含與第一階段相關的
《水仙月報》(The Lily)、《水療雜誌》(The Water-Cure Journal)，與
第二接階段相關的《先知報》(The Sibyl)，同時也參考當時的流行
雜誌《姑蒂淑女的雜誌》(The Godey’s Lady’s Book，以下簡稱姑蒂
雜誌)、《哈潑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以下簡稱
哈潑) 及以幽默諷刺著稱的刊物《旁趣》(Punch)。
本文的安排，首先簡述服飾改革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以及褲
裝何以成為性別議題，接著就 1851 至 1875 之間所發生的兩階段服
裝改革，分別就下述問題詳加討論：(1) 參與服飾改革運動的領導
者或團體，其基本信念與堅守的價值觀為何？(2) 參與改革的團體
間之共同性及差異性為何？(3) 在挑戰舊價值觀的同時，新舊價值
觀的矛盾衝突點為何？最後聚焦於改革觀點、流行、女性特質與十
九世紀婦女是否選擇裙褲裝之間的關係。

貳、服飾改革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以來美國的服裝流行一直跟隨英法兩國主導的流
行，在三○年代以後，美國的女裝流行貼身的上衣搭配膨大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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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子與裙子，為了要達到這樣的線條，上身需穿著緊身褡或束衣
(tight-lacing or corset)，下身隨著十九世紀流行的演進，先是多層次
的襯裙 (petticoats)，轉變為有撐架的裙撐 (hoop skirt)，中期以後
隨著裙撐技術的改進，卡洛琳裙撐 (crinoline) 成為六○年代之主
流，七○年代以後流行臀墊 (bustle) 與層階式拖尾 (tiers) (Breward,
1995: 148-154)。不論哪一種流行款式，女性在層層包裹下，衣著
可重達十數磅。緊束的上半身、長及地的裙子以及花俏的緞帶花邊
裝飾，讓女性在外觀上展現符合社會期望的高雅與精緻。然而，長
及地的裙子拖掃地面，很難維持乾淨，在塵土飛揚的日子或是在濕
滑的雨天，常讓女性行動不便或是發生意外 (Foote, 1980: 1-2)。相
對於女裝，男裝則是拋棄裝飾，以簡潔肅敬的三件式套裝為主。男
裝簡潔與女裝繁複的對比差異，反映當時男主外女主內分離領域教
條下 (the doctrine of the separate sphere) 兩性社會角色的分立與差
異。流行女裝對身體的包裝與限制反映社會對女性特質的塑造，也
反映社會對女性角色的規範。女性柔弱、順從與溫和的特質是屬於
家庭的，只適合家庭活動與扮演家庭的精神支柱，因此承受服裝賦
予的痛苦是符合婦德之必要，也是女性美德的表現 (Breward, 1995:
163-165; Roberts, 1977: 555-557)。
十九世紀正值美國國家拓展時期，隨著工業進步、城市快速興
起、西部拓荒與幾次的經濟蕭條，導致美國社會快速變動，在這紛
亂下，美國社會出現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例如「道德改革運動」
(Moral Movement)、「禁酒運動」(Temperance Movement)、「反奴
制運動」(Anti-Slavery Movement) 等 (俞彥娟，1991: 61-65)。服飾
是否反映自由平等以及流行女裝是否適當，也成為某些宗教團體或
是改革者關注的焦點，例如 1820 年代中期烏托邦社會主義倡導者
歐文 (Robert Owen) 在美國印第安那州建立「新和諧社區」(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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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community) 實驗其烏托邦社會的理念，歐文主張消弭階
級，平等是社會幸福的源頭，女性流行服飾上的裝飾是多餘不必要
的奢華，也是貧富階級差異的符號，因此在平等的精神下，該社區
女性得採用裙褲裝 (Fischer, 2001: 34-36)。又例如 1848 年宗教團
體於紐約州成立的歐內達社區 (Oneida community)，也曾採用裙褲
裝。這些團體雖一致認為流行的女性服裝需要改進，但依據聖經的
指示，男女性應維持不一樣的服裝外觀，因此裙褲裝並非是唯一改
進婦女服裝的選項，有的移民團體如阿曼納社區 (Amana community) 採用其家鄉的日常服，有的基督新教 (指 Protestant Christianity，即坊間所認知的基督教) 宗派如貴格會 (The Quakers) 主張
去除裙撐，以簡單的服裝外觀為主。這些團體對服裝的主張，主要
是配合社群的目標，進行服裝的改造但無意以服裝作為社會改革的
對象，因此這些社群的服裝改進計畫對美國女性於公領域採用褲裝
不具影響力 (Fischer, 2001: 42-43)。1851 年美國女權運動先驅史坦
頓以身體力行的方式，於公領域穿上其姪女伊莉沙白‧史密斯‧米
勒 (Elizabeth Smith Miller，以下簡稱米勒) 設計的覆膝短裙與土耳
其褲，並於推動男女平權時一起推動裙褲新裝，服飾改革才成為美
國社會關注的議題。

參、褲裝是性別議題
雖然以服飾區隔性別早存在於西方服裝發展的歷史中，但兩性
服裝外觀在中世紀以前，並無對立或顯著的差異。希臘羅馬時期男
女性皆採用披掛式服裝，直接將大方塊布以不同的纏繞方式披掛於
身上，十四世紀以前，服裝的縫製結構簡單，多以寬鬆的方形結構
為主，兩性在披掛式或是寬鬆的服裝下，外觀極為相似，髮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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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或是有無鬍鬚才是區隔性別的元素。雖然服裝的身體外觀相似，
但社會對兩性身體裸露或展現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女性不論階級差
1

異，需穿著完全包覆身體的服裝， 貴族男性雖多採用長衣款式，
但軍人與男性勞工階級則採實用的露腿短衣 (tunic) (Breward, 1995:
13-15; Tortora & Eubank, 1998: 53-56)。十四世紀中期後，兩性服
裝 在 身 體 外 觀 上 開 始 出現 明 顯 差 異 ， 男 裝 出 現及 臀 長 度 的 短衣
(jerkin) 與短衣搭配的是合身襯褲，再套上細窄但鬆的分離式長統
襪 (hose)，並與腰下垂帶固定，同一時期男性也盛行及踝的寬鬆式
長衣 (houppelande)，女裝則從與男裝相似的長衣，逐漸轉變為上
合身下寬鬆之克特式長衣 (kirtle)。學者指出在 1360 年與 1480 年
之間，男性長衣與短衣的並行反映當時社會並非認可單一化的男性
特質，男性可以如「展現陽具短衣」般的陽剛或是如「奢華長衣」
般的陰柔 (Breward, 1995: 15-17, 29-32)。雖然中世紀男性特質尚未
單一化，但縮短上衣讓兩腿分立，胯部位置顯現的外觀已為之後褲
裝專屬於男性符號鋪路。
文藝復興時期，流行男裝維持短衣 (doublet) 與襪的組合，上
衣部分採用胸墊、肩墊、裂口等各種身體裝飾，襪子部分轉變為上
襪 (upper-hose) 與下襪 (lower-hose)，上襪部分出現燈籠式、南瓜
式等創新線條，前中心胯下接合處則以片狀或袋狀結構的陰囊袋
(codpiece) 包裝生殖部位，針織布料的運用改進了下襪的服貼性與
合腿性，流行男裝呈現上重下輕的線條，下肢線條的展露成為展現
男性特質的必要元素，這樣的外觀持續至十七世紀中期，之後及膝

1

以希臘服裝為例，Chiton 是男女通用的服裝，Himation 則是男女通用的披袍，是以
一大塊方形布披綁於身上，布料會隨身體行動而滑動，露出部分身體 (希臘男性雕
像常見露出肩與手臂)，因此男性得以單獨穿著 Himation，女性則必須先著 Chiton
後才可以搭上 Himation，以免身體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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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長褲 (breeches) 取代上襪，男裝三件式的組合 (上衣、外套與半
長褲) 也在此時形成 (Tortora & Eubank, 1998: 126-222)。
法國大革命時，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國民兵佔據巴黎，他們穿著
日 常 用 的 及 踝 長 褲 (pantaloons) 推 翻 貴 族 ， 因 此 「 無 半 長 褲 」
2

(san-culotte) 裝扮成為打倒貴族，進入人民治理的時代符號，勞工
的 反 動 導 致 原 有 貴 族 拋棄 半 長 褲 以 求 人 身 安 全 (Wrigley, 2002:
19-20)，長褲遂成為流行男裝之一部分，同時男裝外觀也在革命之
後轉向樸實的設計與色彩，從過去對裝飾的關注轉向對製作技術與
縫製工程的要求 (Breward, 1995: 171; Tortora & Eubank, 1998:
263-264)。現今熟知的長褲 (trousers) 在 1825 年時是以大方格布料
縫製的男性日服 (day wear)，隨著縫製技術的精進，1840 年代，男
性長褲出現由胯前中心開口穿脫的結構，自此之後男褲的外觀雖有
寬窄線條之變化，但男褲現代化之形制已完備 (Breward, 1995:
174-175)。裝飾是人類穿衣服的動機之一，而裝飾的主要目的是增
加性吸引，在文明進化的過程中，早期人類對服裝的裝飾總是從生
殖器或是靠近生殖器的地帶開始，隨著文明的進展，將生殖器「粗
暴的展露」的策略也演進到「類似生殖器但極其微妙且不知覺」的
服裝象徵 (弗留葛爾，1971: 10-11)。男性下肢的展現從管狀襪，經
歷顯眼的陰囊袋到胯部前中心開口穿脫的長褲，男褲一方面宣示了
兩腿分立是男性專屬的性別特質，也是展現男性性感的符號，十九
世紀之後，褲子前中心開口精巧的縫製，搭配上衣與西裝，現代化
男裝以沈靜隱諱的手法展現男性的雄壯 (virile) (何蘭德，1997: 5)。
女性服裝自中世紀以降與男裝的發展分歧逐漸擴大，受限於宗
教教義的影響，女性被視為道德鬆散，女性的身體是誘惑且阻礙男
2

san-culotte 是法文，san 指「無」，culotte 相當於英文的 breeches，是指男性貴族之
半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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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回歸天堂的原罪，因此在服裝上必須以端莊 (modest) 及不得裸
露為最高指導原則 (Entwistle, 2000: 148-149)，女性的雙腳被視為
私領域禁地，需要隱藏在衣服之下，因此女性的流行服裝一直在覆
腳的裙裝框架下發展 (弗留葛爾，1971: 56; Roberts, 1977: 568)，
同時基於對女性身體的防護與掌控，自文藝復興以後，緊身褡或束
胸 (stay or corset) 成為貴族女性必要的服裝元素，穿上緊身褡才能
算是端裝且受人尊敬 (Steele, 2005: 28)。
而穿褲子這件事對過去女性而言是私密不宜公眾化的，當中世
紀男性穿著襯褲時，女性只穿襯衣沒有內褲 (何蘭德，1997: 44)，
十八世紀中葉隨著航海探險與殖民地的建立，土耳其式燈籠長褲
(Turkish pantaloons) 曾被引進歐洲，並成為時尚男女私下休閒衣裝
或是化妝舞會的裝束 (Cunningham, 2003: 37)，十九世紀清潔概念
提升，女性為了個人衛生與保暖，於裙內穿著及膝但開襠的內褲
(drawers)。女性穿褲裝屬私領域的活動，因此女性穿上褲子後便暗
含色情意味，高雅社會的放蕩女常穿褲子以遂誘惑之目的 (何蘭
德，1997: 46)。而在兩性服裝演變過程中，女性常常公開模仿或借
用男性服裝元素，如帽子、衣領等，這樣的模仿不在於表達如男性
一樣的主動性，而是藉由看起來不太女性化的性愛想像增添性感，
這類的模仿皆侷限於上半身的衣服或是下半身的鞋子，唯一不模仿
的是男性褲子 (何蘭德，1997: 46-47)，因此，男褲女裙的服裝分界
是西方社會歷經數世紀對性別特質建構之結果，匯集到十九世紀，
在分離領域教條下成為兩性不可跨界的「服」碼。

肆、女權運動團體與裙褲裝：褲裝政治化
史 坦 頓 是 美 國 女 權 運 動 的 先 驅 ， 1815 出 生 於 紐 約 強 森 城
(Jonson town)，父親是法官，自幼聽聞父親處理法律案件，得知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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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丈夫對妻女金錢財產控制的案例，成長後投入廢奴運動並嫁與廢
奴領導者亨利‧布魯斯特‧史坦頓 (Henry Brewster Stanton)，由於
丈夫常常外出從事推動廢奴的工作，史坦頓一人擔起處理家務以及
教 育 孩 子 的 工 作 ， 開 始體 會 婦 女 被 孤 立 於 家 庭中 的 辛 苦 與 苦悶
(Flexner, 1974: 67-68)，這些經驗引發她投入女權運動，想藉由發
起婦女聚集，一起為與自己有類似遭遇的女性發聲，史坦頓與莫特
(Lucretia Mott) 於 1848 年在紐約州聖尼卡福爾斯 (Seneca Falls) 發
起第一屆女權大會 (Women Rights Convention; WRC)。安東尼
(Susan Brownell Anthony) 1820 年出生於麻州信奉新教的貴格家
庭，她的父親原擁有一家棉紡廠，但於 1837 年經濟蕭條時代倒閉，
棄商歸農。安東尼自幼協助農務，成長後從事教職，深感職場上對
女性的限制與不公平，辭去教職後，投入禁酒運動之工作，但她自
行組織的女性禁酒團體都因經費不足而解散，她因而強力主張女性
應擁有經濟權 (Flexner, 1974: 79-80)。史坦頓與安東尼結識後，兩
人結為革命夥伴並成為美國第一波女權運動中的重要推手，兩人致
力於剷除法律上及形式上的不平等，以爭取婦女享有財產權、工作
權、受教育權、可發展自己事業權及投票權。

一、女權運動團體的裙褲裝
女權團體的裙褲裝源自史坦頓姪女米勒的設計。1850 年米勒蜜
月旅行出訪歐洲，她觀察到土耳其式女性長褲提供良好的活動空間
與舒適性，返美後，在家嘗試將土耳其褲裝搭配長及膝下的中長
裙。根據米勒女士的回憶：
多年來穿著緊身褡、裙撐於花園工作的不舒適讓我無法再忍
受，及踝的土耳其式長褲搭配膝下 4 英吋的裙子比起舊款式
便捷舒適許多。(Miller, 1892: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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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隨後將此裙褲裝介紹給史坦頓與其鄰居布魯摩爾 (Ameila
Jenks Bloomer)。布魯摩爾於 1848 至 1853 之間與其夫婿定居於聖
尼卡福爾斯，在夫婿與史坦頓的支持下於 1848 年創立水仙月報。
這份月報原只是聖尼卡福爾斯女子酒禁組織對內之刊物，報導的範
圍涵蓋女性投票權、禁酒、教育，以及流行等議題 (Kerley, 2001)。
米勒與布魯摩爾對裙褲裝的自由舒適很有好感，因此 1850 年底於
月報上開始討論流行服飾的缺點，並介紹米勒所設計的裙褲裝。史
坦頓與安東尼推動男女平權主要的策略是四處演講並蒐集女性簽
名，以利向法院請願，這樣的方式在經費不足的狀態下，推動的速
度緩慢且辛苦 (Flexner, 1974: 79-80)，而以日常生活的服裝做為鼓
動女性追求自由平等，並非是她倆者預先設想好的運動策略，但經
《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與其他媒體轉載水仙月報的報
導後，裙褲裝引起全國的注意，史坦頓順勢將改革女性服裝做為挑
戰性別不平等的策略，鼓勵布魯摩爾運用水仙月報推動新服裝，順
便推行男女平權的概念。因此隔年 (1851) 米勒的裙褲裝成為水仙
月報討論的焦點，每個月都能讀到布魯摩爾、史坦頓或是來自各地
擁護者對裙褲裝的討論與分享。水仙月報以「新裝束」(new cos「我們的裝束」(our costume) 或是「自由服飾」(freedom dress)
tume)、
稱呼裙褲裝，但其他媒體依水仙月報編輯之名稱呼女權團體介紹之
裙褲裝為布魯摩爾裝束或布魯摩爾裙褲裝 (Bloomer costume or
3

Bloomer dress，以下簡稱裙褲裝)。 布魯摩爾並於 1851 年的 7 月
及 9 月刊出裙褲裝的款式圖並介紹機能性 (圖 1 與圖 2) 以利進一
步推廣。從圖中可以看出裙褲裝在外觀上不如流行服飾典雅美麗，
但褲裝的自然曲線使得穿者較輕鬆自在。
3

Bloomer dress 是指覆膝裙搭配土耳其式有抽細褶之褲，且裙子是 Bloomer dress 必
備元素，因此中文譯名不宜以燈籠褲簡化稱之 (參見圖 1 與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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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仙月報首次借用他人之圖說明布
魯摩爾女權團體所採用的新裝束 (New
Costume)
圖片來源：A. Bloomer (1851d: 53)。

圖 2 布魯摩爾邀請 T. W. Brown 畫出布
魯摩爾身穿裙褲裝的樣子，布魯摩爾強調
裙長要覆膝。
圖片來源：A. Bloomer (1851f: 67)。

二、女權運動團體的改革論述
史坦頓等人推動服裝改革的首要目標是藉由除去緊身褡與裙
撐以求女性在身體解放下能進一步獨立自主。根據水仙月報報導，
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概念，認為女性不論在智力與文化上都不如男
性，「女性是柔弱、劣等的性別」(weaker sex) (Gleason, 1851: 17)。
而流行的緊身褡與裙撐將這樣的概念具體轉化為女性外觀特徵，女
權團體因而認為流行 (fashion) 是邪惡的，唯有去除裙撐、緊身褡
與流行的束縛，女性在智力與體力上才能有機會提升 (Gleason,
1851: 17)。女權團體認為流行服飾強調細腰與精緻裝飾的外觀，束
縛的衣裝殘害女性身體的建康，使得女性體弱、早夭或是無法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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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下一代，對於當時社會所提倡的婦德，也就是女主內的道德
規範完全沒有幫助，甚至是矛盾的。史坦頓提到女性身體自幼便在
束腰與層次衣著的重量下受到殘害，笨重的衣服使得女性的四肢不
結實，也無法在遇到危急時快速逃跑以保護自己。流行衣飾不但禁
錮女性的身體與行動，也讓女性附和社會價值觀以為自己天生柔
弱。因此，若能說服女性掙脫服裝的束縛，不但能讓女性行動自主、
獨立且有效率，同時也可以重新打造女性的角色 (raise a new race
of women)，進而打破窠臼建立男女平等的新價值 (Stanton, 1851b:
4

45)。 換句話說，女權運動團體認為舒適自在的服飾可以協助婦女
提升獨立自主性，擺脫弱者的形象。同時在法律與上帝之前男女平
等，「當男性服飾讓身體的每一塊肌肉活動自如時，女性沒有理由
5

承受服飾加諸在身體的束縛與限制」(A. Bloomer, 1851a: 21)， 女
性應該有選擇舒適服飾的權利，服飾改革與爭取男女平權是一體兩
面的概念，應該同時進行。簡言之，史坦頓等人本著自由主義平等
的精神，認為每個個體皆有自我決定權，推動裙褲裝的目的不是創
造新流行，而是期望藉由與男性衣裝類似的方便性以及身體的自
由，進一步闡述婦女在法律前應與男性一樣享有相同的權利。

4

Stanton: “We propose no particular costume; we say to you, at your firesides, ladies,
unhook your dresses, and let everything hang loosely about you; now take a long
breath, swell out as far as you can . . . . Mother thus emancipated can use both arms
in taking their babies up and down . . . . But all our social habits are so at variance
with the highest good of the race—the transient is kept so constantly in view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rmanent, that it seems to me impossible to work any general reform
in any department, until we can raise up a new race of women, with great heads and
hearts, with stern virtues, and noble aspirations” (1851b: 45).
5
A. Bloomer: “We know no reason why the dress of men should be convenient and
easy, ‘leaving every muscle free,’ while we are cramped and fettered, and made uncomfortable by ours” (1851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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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水仙月報傳播女性身體解放的觀點外，女權運動者史
坦頓、米勒、布魯摩爾、史頓 (Lucy Stone) 與安東尼等人更身體力
行，於公開場域穿著裙褲裝。在 1851 年的女權大會及各種女權運
動 公 開 演 講 的 場 域 ， 都 能 看 到 穿 裙 褲 裝 的 女 權 運 動 者 (Fischer,
2001: 79)。藉由身體力行，女權運動者展現女性主義者的身體美
學，並對流行美學表達不同意見。史坦頓對於當時流行服飾將細腰
與美麗劃上等號非常不以為然，她認為自然沒有裝飾的身體是最美
麗的。史坦頓在回應雜誌讀者針對裙褲裝是否優雅的議題中提到：
我在畫廊看過不少美麗的畫與雕像，從過去的畫中，我從未
看過理想的女體是被大型鯨魚骨框框住的 (鯨魚骨是早期製
作裙撐的材料) 或是穿著濕答答的長裙，如果女性 (服飾) 的
目的是要達到優雅，那麼應該以過去的畫像或雕塑為參考而
不是參考姑蒂雜誌。(Stanton, 1851a: 31)

史坦頓等人認為有品味的服飾應該是簡單且不需太多的飾品，製作
容易且穿脫方便，這樣才能提供穿者舒適無束縛以及行動方便，而
不是一味的追隨法國巴黎的流行。

三、社會大眾的回饋
社會大眾對裙褲裝的反應可以從水仙月報讀者的反應，其他雜
誌對裙褲裝的報導以及女權運動者針對社會評論所做的回應等三
方面得知。隨著雜誌介紹裙褲裝，水仙月報的讀者熱烈回應，不但
親自採用裙褲裝，也投稿水仙月報分享裙褲裝的優點，以及如何選
衣料與搭配。例如讀者庫瑞爾女士 (Seneca C. Courier) 分享她對裙
褲裝的觀點，以及她觀察到所居住的小鎮中，越來越多有名望的女
性 穿 著 裙 褲 裝 出 現 在 街 上 (Courier, 1851: 27) 。 路 迪 女 士 (Lui
Lundie) 分享裙褲裝的舒適性及便利性，雖然穿裙褲裝上街曾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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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議論，但便利的服裝讓路迪女士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因此
她不在乎非議，仍舊穿用裙褲裝 (Lundie, 1851: 63)。
布魯摩爾將其他雜誌對裙褲裝的評論或回應其他雜誌的評論
刊登在雜誌上。從水仙月報的摘錄可以看出，不少報導如麻州的《春
扉共和報》(The Springfield Republican)、紐約州的《賽洛球報》(The
Syracuse Paper) (A. Bloomer, 1851b)、威斯康辛州的《肯若許電信報》
(Kenosha Telegraph) (A. Bloomer, 1851c) 等對服飾改革運動是支持
的。有些服裝流行雜誌對裙褲裝比較友善，例如《彼得森雜誌》
(Peterson’s Magazine) 將裙褲裝列為女性服飾的流行款式之一 (圖
3)；哈潑雜誌也指出婦女們似乎正流行穿裙褲裝，但裙褲裝遭受許
多非議，有些人嘲弄之、有些則評論裙褲裝的品味及穿著者穿上街
的勇氣，哈潑雜誌的立場屬於後者，認為布魯摩爾裙褲裝缺乏品
6

味，因此特別刊出該刊認為有品味的裙褲裝 (圖 4)。 然而，有更
多雜誌對服飾改革或裙褲裝採取負面的態度與評論，這些負面評論
主要包含三個觀點，其中兩點與服飾品味及女性特質有關。首先，
從流行美學的觀點來看，裙褲裝不好看也不優美，更不符合女性服
飾應有的特質。裙褲裝雖然可以選用華麗材質，但其款式笨重，款
式裁剪毫無線條美可言，不但不能展現女性的美麗，離地兩尺的裙
子常會隨走路的律動而飄起，不雅觀也不好看 (Godey’s arm-chair,

6

“Turkish costume appears to be a decided and growing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countrywomen, to wear the trousers . . . . Recently, in several places, practical reformers,
as bold as Joan d’Arc, have discarded the trailing skirt, and adopted the far more
convenient, equally chaste, and more elegant dresses of Oriental women. Some ridicule them; others sneer contemptuously or laugh incredulously, and others commend
them for their taste and courage. We are disposed to be place in the latter category;
and to show our good will, we preset, above a sketch of oriental costume, as a model
for our fair reformers” (Summer fashions: Turkish costume, 1851: 288).

800

歐美研究

圖 3 流行雜誌上的裙褲裝較女權運動
團體的裙褲裝精緻且配合當時女性服
飾依社會情境而有不同的類別，左為晚
服 (evening dress)，右為從事戶外活動
之裝束。
圖片來源：轉引自 Foote (1980: 3)。

圖 4 哈潑雜誌刊登的優雅裙褲裝，緊
身、大領口、蕾絲邊及腰線下裙緣呈三
角形開口都是流行元素，也是詮釋有品
味優雅女性的必要外觀元素。
圖 片 來 源 ： Summer fashions: Turkish
costume (1851: 288)。

7

1853: 183)， 因此，姑蒂雜誌不認同裙褲裝，即使是數年後仍然
維持原有看法認為裙褲裝是「非女性化」的服飾，女士不宜採用
(Dress: How to adorn the person, 1860: 230)。

7

8

“Turkish females of the present day cannot be called graceful; it may be made beautiful
by rich working and material, but the cut of it is awkward. It is every loose, and so
long that it trails a foot or two on the floor; it is brought together just above the waist
by a sash. When they walk out, the skirts are festooned up at the sides. The Bloomer,
or as some consider it, the Turkish dress, worn by a few bold ladies in America, has
no possible resemblance to the real article” (Godey’s arm-chair, 1853: 183).
8
“We do not admire the dress (bloomer costume); it is unfeminine, and the therefore
to be avoided” (Dress: How to adorn the person, 1860: 230).

十九世紀美國服飾改革運動

801

再者，女性於公領域採用褲裝，打破男褲女裙的界限，對大眾
所認知的男女性別特質衝擊很大，因此社會大眾認為這群有著堅強
心智 (strong mind) 的女權運動者，穿著褲裝四處演講，其真正意
圖是想要奪取男性權力並取代男性角色成為社會中堅分子，也就是
說穿褲裝的女性被視為違反女性應有的規順、溫柔與美麗的外觀，
是不遵守婦德的表現。姑蒂雜誌評論道：「公共道德無法接受裙褲
裝，也無法接受這樣的服裝品味」(Publisher’s department, 1852:
168)。當時以諷刺漫畫聞名的旁趣雜誌也將身著裙褲裝的女權運動
者男性化，例如描繪穿著裙褲裝的女性叨根煙，不但沒有女性應有
的優雅，其行為舉止與男性同，致使遵守婦德規範的優雅女性要避
9

之，孩童則戲謔之。 或是在漫畫中出現男性在家拖地，身穿裙褲
裝的女性則擔當社會各種角色包括衛兵、馬夫等。由此可以看出當
時社會對女權運動的疑慮，擔心女性挑戰性別角色的結果是取代男
性。布魯摩爾以波蘭及蘇俄女性服裝為例強力反駁穿裙褲裝等同男
性化的輿論。布魯摩爾說：
有些男性認為女性穿褲子就是奪取男性的權力，這概念是不
對的，衣服本身與性徵是無關的，有不少國家男女的服飾在
外觀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況且女權運動團體推動裙褲裝
時，建議的是具有女性元素的抽細褶軟褲，與男性挺直的西
裝褲是很不一樣的。女權運動團體從未鼓吹或是強調採用男
性的服裝元素如背心、領帶等。(A. Bloomer, 1851e: 65)

9

10

旁 趣 雜 誌 的 漫 畫 可 於 http://www.punch.co.uk/ 取 得 ， 於 搜 尋 欄 位 下 輸 入
Bloomerism 或是 Women emancipation 可看到當時諷刺穿裙褲裝女性的漫畫。
10
A. Bloomer: “the dress need have no masculine characteristics about it. The costume of the Polish ladies and the outdoor dress of the Russians, resembling each
other very much, has surely never been obnoxious to such a charge . . .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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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證明裙褲裝符合當時「男主外、女主內」的道德規範，布魯摩
爾以聖經作為合理化女性穿褲裝的論述基石。她表示穿褲裝並非男
性獨有的權利，聖經中從未將褲裝歸類為男性專屬服飾，男女性皆
有選擇褲裝的權利，自然界賦予男性鬍鬚，但在自然法則中並沒有
以服飾區隔性別的條例 (A. Bloomer, 1851c: 38)。

11

當女性穿著輕

鬆自在且機能性佳的裙褲裝時，更能有效地完成家務工作，也讓女
性更能符合女主內的道德規範。然而，不論女權團體如何辯解，裙
褲裝已被註記為女性欲取代男性的符號，成為性別政治的議題，女
性不得且不宜以兩腳分立的外觀出現，即便女性沒有拋棄裙子。
從女權團體與社會大眾間的互動中可以發現婦德對婦女角色
及性別特質的深刻影響。按《牛津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解釋，婦德 (womanhood) 是指女性所具有的特質與氣
質，俞彥娟 (1991: 47) 將美國文化中關於婦女在美國社會中的地
位與處境的一套意識形態稱為婦德說。美國婦德的建構受到歐洲對
婦女概念以及美國獨立共和精神的影響，強調道德是美國生存的基
石，一個理想的女性應具有真婦德 (true womanhood)，其內涵包含
四個概念：宗教上的虔誠 (virtues-piety)、道德上的純潔 (purity)、
對丈夫的服從 (submission)、對家務的承擔 (domesticity)。如果婦
女無法達成這四項要求，女性即便有再多的成就、榮耀或是財富，
都只是一吹即散的灰燼 (Welter, 1966: 152)。在婦德之下，「家」
dress by no means require as essential to its perfection a waistcoat, standing dickey,
cravat and sack as many seem to think; at least such is not the costume we argue
for” (1851e: 65).
11
A. Bloomer: “We should like to know from when men deri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wear the bifurcated garment. They surely can not bring the bible in proof this
right . . . . The fact is worth keeping in mind that women were the original wears of
trousers” (1851c: 38).

十九世紀美國服飾改革運動

803

是婦女最適當的活動領域。婦女被限制在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一旦
超出與家庭相關的哺育性工作，婦女往往被視為沒有女人味 (not
feminine) (Welter, 1966: 153)。參與服飾改革的女性積極在公開場
所演講鼓吹女權運動與服飾改革運動，因而被批評為意圖篡奪男性
角色，違反道德 (婦德)。針對這樣的社會觀點，女權運動者雖也積
極地從婦德角度回應說明婦女穿裙褲裝可以提升家務工作效率，仍
無法說服大部分的女性。
褲裝是男性特質的符號，女性跨界穿褲裝違背女性特質應有的
外觀展現，加上史坦頓將男女平權與服飾改革結合在一起，落實了
「女性穿褲裝的意圖是與男性爭權力」的疑慮，就如費雪爾對女權
團體服裝改革的評論「男性女性的外觀，基本上是權力系統的一部
分，正確的衣著外觀代表合宜的行為舉止，社會大眾對服飾改革運
動的負面批判，部分來自從流行美學對裙褲裝的批判，最主要的還
是來自社會對婦女未遵守傳統社會角色的反感」(Fischer, 2001:
101)。當社會運動以性別為主軸時，常會有兩面刃的效果，一方面
可以快速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另一方面女性長期被視為柔弱的社
會刻板印象，與女性社運者堅強獨立的形象產生強烈衝突與矛盾，
導致大眾無法接受「強勢」女性的觀點 (Einwohner, Hollander, &
Olson, 2000: 681)，女性穿褲子將兩性的政治議題具象化。

四、女權運動團體的放棄
社會大眾對裙褲裝的嘲諷與謾罵，不只出現在雜誌媒體上，同
時也出現在街頭，女權運動團體對於街頭上遭遇的污辱謾罵，日感
沈重。史坦頓提及與安東尼有一回在前往郵局的街上遭到人群的包
圍以及謾罵，造成她們進退不得 (Blackwell, 2001: 104-113)。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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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報上也很容易讀到穿裙褲裝受辱罵的事件。

安東尼回憶穿裙褲

裝所遭受到的不愉快，她說：「台下聽眾的焦點是我的服飾而不是
我演講的內容」(Harper, 1899: 117)。布魯摩爾也在回憶錄中坦承
「改革的裙褲裝的確讓社會大眾非常不舒服」(D. C. Bloomer, 1895:
70)。在此情況下史坦頓於 1853 年率先放棄裙褲裝，安東尼與布魯
摩爾在史坦頓勸導下也在隔年隨之放棄。米勒則持續穿用六、七年
後才放棄，這幾位領導者放棄裙褲裝的原因各有說詞。根據費雪爾
的論述 (2001: 101-106)，史坦頓認為當初服飾改革的目的是想藉
由對身體的解放，喚起女性突破社會性別框架的束縛。然而，過程
中所得到的阻力大於助力。框住身體的流行服裝只是被束縛心智的
表象，史坦頓體認到追尋身體自由遠不如去除心智束縛的重要。史
坦頓參加 1854 年 WRC 會議時，已回復符合社會期望的服飾。米
勒的父親與布魯摩爾的先生都是堅定的裙褲裝支持者，但是米勒屈
服於流行服飾的美麗外觀，甘願作流行的奴隸而放棄裙褲裝 (Miller,
1892: 494)。

13

布魯摩爾從紐約遷移到愛荷華州後，以「維持兩組

不同系列的服飾是很昂貴」的經濟因素，以及短裙容易被風高高掀
12

“The crowd looks at us with a frown and scowl, as tho’ he would annihilate us were
it in his power to so . . . . There are two or three of our good friends who have taken the matter sadly to heart, and are sorely grieved at our misdoings . . . . So we
must o’en go our own way, and our friends must make allowance for our ignorance
and awkwardness” (Mock modesty, 1851: 38).
13
Miller: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how do you look, but woman, how do you feel?
The dress looked tolerably well in standing and walking, but in sitting, a more awkward, un couth effect, could hardly be produced [or] imagined—it was a perpetual
violation of my love of the beautiful. So, by degrees, as my aesthetic senses gained
the ascendancy, I lost sight of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my dress—its lightness and
cleanliness on the streets, its allowing me to carry my babies up and down stairs with
perfect ease and safety, and its beautiful harmony with sanitary laws.” She described
herself as “a victim to my love of beauty” (Miller, 1892: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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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窘態為由改穿流行服飾 (D. C. Bloomer, 1895: 71-73)。
姑蒂雜誌評論：「女權運動團體嘗試挑戰流行的女性魅力，並
建立新的女性美標準，然而，新的衣裳無法完整覆蓋婦女身形，不
符合社會的期望，對於必須依賴丈夫才得以生計的婦女們而言，成
為不採用裙褲裝的重要原因」(Godey’s arm-chair, 1853: 183)。這個
評論呼應之前的討論，婦德深刻地限制婦女的行為規範以及道德
觀。一般中產階級婦女不願隨意改變衣著外觀，尤其是沒有經過
父、夫或社會同意的外觀改變。

伍、水療團體與裙褲裝：健康是獨立自主的基礎
社會運動的基本是要能創造意義，帶來新文化 (何明修，2005:
7)，史坦頓等女權人士將裙褲裝轉換為挑戰性別意識之符號，在同
一時間背景下，另一股創造社會新意義的力量也在形成，水療團體
(Hydropathical groups) 以自主性健康管理為訴求，主張維持健康是
不分男女的天賦權利 (natural right)，健康與否是個人的選擇與責
任，從改變健康概念的根本做起才是促進個人福祉最佳策略 (Austin, 1854: 75)。當女權團體積極推動服飾改革時，水療團體早已本
著健康才是女性獨立自主的依據，鼓勵女性穿裙褲裝。因此水療團
體也是推動服飾改革的重要社會團體，探討服飾改革運動時不可忽
略其所扮演的角色與論述。

一、水療與水療團體
水療團體是指從事水療或參與水療活動的個人所組成的團
體。水療 (hydrotherapy，早期稱 hydropathy) 是利用熱水浴、濕敷
(compresses) 與蒸氣等方法舒緩病痛，這樣的概念早在遠古的埃及
與希臘羅馬時期就已存在，但受到中世紀對水的錯誤認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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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滲透皮膚傳染疾病」的恐懼，水療概念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才重回
歐美的社會，並成為一套有系統的保健概念 (Vigarello, 1988)。1840
年水療保健系統被引進美國，當時主要訴求是「水、運動與健康飲
食是身體最自然的醫師」(Kesselman, 1991: 497)，利用水的幫助、
運動與飲食控制可增進自主性的免疫力、促進健康、預防疾病，並
改變等到有病才依賴醫師藥方的不良習慣 (Kriebl, 1998: 19)。水療
保健概念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盛極一時，甚至成為正規醫生的競爭
者，不少開業醫師也是水療健康概念的擁護者 (Cayleff, 1987: 6)。
水療雜誌於 1849 年創刊，為水療保健系統的代表雜誌，並在
短時間內就成為當時最受歡迎，讀者最多的健康雜誌之一。一般大
眾可以藉助水療業者與水療雜誌上所提供的 DIY 案例與建議，在家
自行進行水療保健 (Cunningham, 2003: 51)。基於預防勝於治療的
概念，水療團體主張女性應去除束縛的服裝、勤運動，以及大量呼
吸空氣方能促進健康。這個解放身體的概念與女權團體強調「脫離
服裝的束縛，擺脫柔弱，獨立自主」的概念是一致的。

二、水療團體的改革論述
促進身體健康是水療團體推廣裙褲裝最主要的觀點，其論述主
要強調自主健康管理是提升個人與社會福祉的根基，在自主健康管
理上，衣著應以舒適為宜，不適當的衣著會殘害身體。身體需要空
氣與光就像身體需要清潔一樣，但女性的流行服飾緊束身體，阻礙
身體呼吸與行動時所需要的活動量。水療師在水療雜誌中提到：
選擇合適衣著的條件是舒服 (comfort)、健康 (health)、合宜
(decency) 與裝飾 (ornament)。我認為舒服、健康、合宜是一
體的，但若要呈現美麗的外觀則需要靠裝飾。舒適的衣著是
指衣服提供充足的活動鬆份，配合天氣選擇厚薄層次剛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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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才不會太悶熱。……我要特別強調的是，現在女性常
將其自然腰縮束成比實際還小的腰圍，這一點是不合宜也不
合適的裝飾方法。從藝術家的角度而言，這是變形的美感。
從生理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的觀點來看，是不合宜也不合乎
常理的。(Nichols, 1851a: 30)

水 療 團 體 常 以 實 際 病 例說 明 長 久 穿 著 緊 身 褡 對身 體 與 內 臟 的 傷
害，並以實際圖例展現變形的身體 (圖 5) 來支持水療團體對流行
服飾的批判 (Coale, 1851: 105)。

14

圖 5 圖左是裙褲裝與自然腰形
(a natural waist)，圖右是流行束
衣 造 成 變 形 的 肋 骨 與 腰 形 (a
tight-laced waist)，水療雜誌藉由
左右肋骨的比較凸顯法國時尚
服飾對身體的殘害。
圖片來源：American and French
fashion contrasted (1851: 96)。

14

“Tight Lace, has made a greater havoc and taken the lives of more women, than any
other calamity, which has ever befallen them. The great and increased frequency of
uterine displacemen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must have forced itself upon the attention
of every practitioner of medicine . . . . I have under my care—not one older than
twenty-three—one of them but eighteen years of age—not one of them a mother—none engaged in any exhausting occupation” (Coale, 18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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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療團體對裙褲裝的論述與女權團體有諸多相似性，兩個團體都認
為流行服飾制約女性，是造成女性柔弱的主因。水療團體主張：
美國是自由的國家，隨著法律保障個人的自由，女性應有選
擇服飾的自由，同時，女性不應該淪為置健康於不顧的流行
奴隸。唯有將女性的身體自束縛的服裝中解放出來，才有獨
立健康的女性，也才能讓女性遠離柔弱並更有用。(Nichols,
1851b: 34)

有不少水療師是女權運動支持者，兩個團體常相互刊登或引用
對方文章，並相互呼應和聯盟。然而，水療團體在推動裙褲裝的過
程中，不似女權運動團體般積極地以裙褲裝現身於公領域並四處演
講說服大眾。當社會大眾嘲弄責罵裙褲裝時，水療團體也不希望社
會大眾將他們歸屬於穿裙褲裝爭取婦權的布魯摩爾族 (Bloomertie)
15

(Kellogs, 1853: 34)。

水療團體對婦權的概念與女權運動團體所堅

持的「男女平權」不盡相同，首先水療團體不積極爭取設立與婦權
相關的法律條文，但堅持每一個體不論男女都應自主管理健康，女
性並非天生柔弱，只要能透過健康管理獲得健康，婦女就有能力改
變現有的、不平等的政治與社會遭遇，進而取得行醫權、參與家庭
經濟決定權等婦權。水療團體認為男女性別天生不同，應維持其自
然的區隔，同時兩性之間都不該跨界去主導另一性別，換句話說，
女性是一個懂得為自己益處做選擇的有道德個體，當女性為了健康
而 選 擇 裙 褲 裝 ， 這 個 選 擇 權 不 應 受 到 男 性 意 識 的 干 擾 (Cayleff,
1987)，也就是水療團體強調個體性 (individuality) 與自主健康管
15

“The term ‘bloomer’ had been ridiculed by the public. The term ‘bloomertie’ came
to mean any woman in pants who argued for women’s rights. If the opposition was
too much to bear, then one could legitimately abandon the reform dress” (Kellogs,
185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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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強調挑戰男女性別差異背後之意識形態。基本而言，水療團
體推動裙褲裝雖與女權團體在基本觀點上有很高的相似性，但其所
採取的策略明顯與女權團體不同，是較溫和的說服。女權運動團體
將男女平權與身體的束縛合而為一，水療團體則強調從身體健康提
升婦女獨立自主的能力，並以此為基礎說服女性放棄流行服飾。

陸、服裝改革協會：水療團體論述的延續
裙褲裝引起社會撻伐後，水療團體一方面訝異於社會的反應，
不明白稍微縮短的裙子對女性特質有何改變 (The rocky mountain
Bloomers, 1852: 20)，另一方面則與女權團體區隔，以女性的健康
與獨立為推廣主軸，繼續推動服飾改革運動。裙褲裝雖引發眾議，
但在史坦頓等人的挑戰與水療團體的經營下，十九世紀中期以後，
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婦女從實用角度穿用裙褲裝，這些婦女不是女權
支持者，也不具挑戰性別分立的意識形態，這些婦女只因農務或是
日常工作上的需要而採用裙褲裝 (Benett, 1864: 1243-1247)。因此
對服裝改革持有堅定信念者以及部分水療師，於十九世紀五○年代
後期，再一次組織成團體，並專心致力於服裝改革的推動。社會運
動的推行需要組織化以協助凝聚共識與向心力，第二階段服飾改革
的主力成員雖也有投入女權運動者，但對服飾改革抱著無比堅定的
信念，與第一階段史坦頓等女權運動者的態度有很明顯的差異。

一、服飾改革協會的成立
漢斯布勞克 (Lydia Sayer Hasbrouck) 自幼體弱多病，經參與水
療療法及採用布魯摩爾裙褲裝後，身體逐漸恢復健康，因而開始學
醫，並成為忠實的水療推廣者，她曾經因為穿著裙褲裝無法獲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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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入學許可，憤而投入女權運動，並以不交稅抗議女性沒有投
16

票權 (Women’s Rights, 1863: 2)。

1856 年漢斯布勞克與男性水療

師傑克森 (Dr. James C. Jackson) 共同發起全國性的服飾改革協會
(National Dress Reform Assiciation; NDRA)。這個由水療支持者，
以及支持女性裙褲裝的男性共同組成的團體，其成立的宗旨是不分
性別，聚集不同的個體，並透過社會網絡的力量將服飾健康的概念
推廣給每位婦女。
成立之時，布魯摩爾被選為第一屆的 10 個副會長之一 (Fischer,
2001: 115)。史坦頓則婉拒 NDRA 的加入邀請，她認為服飾改革是
失敗且不利於女權運動，因此專心致力於男女平權，不再為服裝議
題分心 (Fischer, 2001: 114)，但針對史坦頓等放棄服裝改革者，漢
斯布勞克指責她們為「背叛者」，漢斯布勞克認為女權運動領導者
「揮著手臂」挑戰服裝對女性的限制性，「卻在戰場上，一碰到敵
人就立刻退讓，她們應為這樣膽小的行為感到臉紅」(The principle
of dress reform, 1857: 108)。除了創辦者外，NDRA 主要的參與者
還有奧斯汀 (Harriet Newell Austin)、沃爾克 (Mary Edward Walker)，以及米勒之父葛瑞‧史密斯 (Geritt Smith)。漢斯布勞克編輯的
先知報及奧斯汀編輯的《生活法則與女性健康雜誌》(Laws of Life
and Women’s Health Journal) 是 NDRA 的發言刊物 (Kesselman, 1991:
503)。

16

“Mrs. Dr. Lydia Sayer Hasbrouck, who lives in Wallkill, New York won’t pay taxes
because she can’t vote. Last month she was notified by the highway overseer of the
town to appear on a certain day with shovel in hand to work out her highway tax.
She appeared on the appointed day with her fire shovel and went to work, but only
for five days, when her tax was for ten and a half . . . .” (Women’s Rights, 18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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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DRA 的論述
NDRA 認為要改變當時婦女在法律與社會上所受到的壓迫，應
從個體日常生活做起，而非藉助社會團體 (social institute) 的抗爭
17

或爭取法條的設定。

NDRA 融合女權團體擺脫身體束縛爭取身體

解放和獨立自主，以及水療團體堅持婦女健康與獨立自主，在社會
排斥裙褲裝之下，仍抱著參加十字軍般堅定的信念推動服飾改革，
期望藉由這個全國性組織，將美國各地堅守裙褲裝的婦女及支持裙
褲裝的男性串連起來，形成協助婦女解放的社會網絡，進而達到男
女平等、受神祝福的烏托邦理想社會 (Kesselman, 1991: 503)。根據
NDRA 的估計，在十九世紀五○年代末期，全美已超過 4,000 人採
用裙褲裝為日常服飾 (List of dress reformers, 1859: 588-589)。
NDRA 認為女性現有的情況是來自男性的壓迫與女性的同意被壓
迫，若女性無法獨立展現自我特色，就無法爭取公共權力 (public
power) (We are happy to publish the above criticism, 1856: 36)。
NDRA 認為當時存在的不公平法律，以及女性所承載的束縛都
源自女性缺乏獨立性 (Kriebl, 1998: 72)。NDRA 因而認為女性去除
一切束縛身體的服飾 (包含緊身褡、裙撐與其他束縛的服飾) 應優
先於剷除不公平的法條，同時積極採用男性服裝元素，例如背心與
帽子等來組合裙褲裝，藉此期許女性跟男性一樣獨立。從研究者卡
寧漢 (Cunningham, 2003: 49) 與費雪爾 (Fischer, 1998: 253; 2001:
150) 所提供的圖片，可以看到奧斯汀與沃爾克的裙褲裝，其褲子
17

Kesselman (1991: 503) 引述 Gerrit Smith 寫給姪女史坦頓的信 (摘自 Stanton, E.
C., S. B. Anthony 和 M. J. Gage 於 1969 年發表的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一文)，
Smith 認為流行服飾是婦女受壓迫的結果而不是起因，他認為女權團體放棄服飾改
革顯現出她們的無能，在這場道德戰中，推動婦女解放者應先改革自己 (意指女權
團體推動婦權運動卻不能堅持穿著裙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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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採用男性西裝褲 (trousers) 的樣式與裁剪，不似寬鬆抽細摺的
土 耳 其 褲 ， 且 裙 子 較 布魯 摩 爾 的 裙 褲 裝 的 裙 子短 些 。 沃 爾 克 是
NDRA 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更是美國婦女終身穿著男裝的第一人
(Fischer, 1998: 246)。NDRA 在其設定的宗旨下，極力將 NDRA 所
推動的服飾與布魯摩爾裙褲裝做區隔，NDRA 稱其推廣的裙褲裝為
美國裝束 (American Costume)、美國服飾 (American Dress)、或是
國家裝束 (National Costume)，從這些名稱可以看出 NDRA 極欲將
裙褲裝推廣到全國婦女，以及挑戰非理性流行服飾的意圖 (Fischer,
2001: 117-118)。NDRA 的會員穿裙褲裝出現公共領域時，雖然也
遭受不少謾罵，NDRA 成員仍舊在彼此互相鼓勵下，堅持穿用裙褲
裝 (A practical reformer, 1856: 69)。NDRA 也因這樣的堅持而與女
權運動團體逐漸相離背道，從哈瑞絲 (Harris) 引用沃爾克的日記可
以看出端倪，沃爾克在日記中談到她與史坦頓及安東尼於紐約滑鐵
盧 (Waterloo) 會面的談話：
安東尼告訴我，史坦頓與她都已放棄裙褲裝，你也必須放棄，
我回答她們說：我不認為我必須放棄裙褲裝，……我行醫開
刀時裙褲裝是很得體的。我讓她們清楚知道我一直將女性相
關的問題擺在最重要的位置，不像她們無法堅持，我一直讓
18
自己在身體力行中作為爭取婦權的典範。(Harris, 2006: 24)

從這樣的論述可以看出 NDRA 對服裝改革的堅持。

18

Susan B. Anthony said to me: “Mrs. Stanton and I had to leave off short dresses and
trousers, and you will have to, too! I answered both of them that I did not see why I
should have to. I was . . . in regular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and was well
dressed. They clearly saw that I was keeping the woman question at the front, as
they could not do. I made a constant exemplification of woman’s equal rights”
(Harris, 200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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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內戰期間 (1861-1865)，NDRA 並未中斷服飾改革的推
廣，沃爾克積極加入戰場的醫療活動，並將對敵作戰的精神轉移到
服飾改革上，她認為婦女可以毫無畏懼的在戰場上為國家付出，婦
女也應享有與男性相當的權利 (Harris, 2006: 25)。經歷內戰的動
亂，漢斯布勞克將廢奴的訴求導入服飾改革的論述中，她認為流行
服飾對婦女的箝制，正如黑人被奴隸般 (Positions that women ought
19

of right to occupy, 1863: 1193)，

婦女如果不能穿用裙褲裝讓自己

獨立自主，如何能在國家動亂時貢獻一己之力 (Woman in the army,
1863: 1188)。很明顯的，部分 NDRA 的成員將服飾改革與愛國主
義連結，而漢斯布勞克的廢奴精神也使得服飾改革的論述偏向早期
女權運動團體的看法，婦女身體的解放等於政治上的解放 (National dress reform, 1863: 1132)。這樣的論述引起 NDRA 內部的歧
異，水療師傑克森則堅持應以健康的訴求為軸心，而非刻意將服飾
與婦女解放或是廢奴論述相結合。
NDRA 對服飾改革的堅持，以及大膽的跨越性別界線，以男性
服飾為規範並直接穿用男性服飾與女權運動團體對服飾議題採迴
避態度，彼此間的差異愈來愈大。愛國主義的論述也使得 NDRA 與
水療團體以健康為訴求重點的論述漸行漸遠，NDRA 終成為一個孤
立的團體，有組織性的服飾改革運動，在 1865 年隨 NDRA 的解散
而宣告停止 (Kriebl, 1998: 83)。
19

“The cry of invasion is heard in the land . . . . The men of the North have not yet
learned the full need of women’s help, but they may come to it soon. Women and
Negroes have been held politically in the same scale for a long time but as we can
now see very evident signs that the “irrepressible nigger” is to be made the most of,
we, too, may be called upon to do something besides scraping lint and sewing
shirts . . . . Helpless, dependent begins that we are shackled and bound down by
false customs and fashions” (Positions that women ought of right to occupy, 1863: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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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休閒的裙褲裝
隨著 NDRA 的解散，仍有少數小團體推動服飾改革，包括 1860
年懷特 (Ellen Gold White) 藉由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 (Seven-day
Adventist) 推行裙褲裝 (Fischer, 2001: 125)；在 1870 年至 1880 年
間，一些藝術團體或是婦女俱樂部嘗試從新藝術觀點推出較健康與
實際的婦女服裝 (Blanchard, 1995; Kesselman, 1991: 506-507)；在
1885 年至 1888 年間，提爾琛 (Mary Tillotson) 嘗試恢復服飾改革
運動 (Kesselman, 1991: 507-508)。然而，這些團體的規模與引起注
目的程度都不如早先的改革運動。
1886 年，安全自行車問世，自行車成為代步工具也成為健康的
休閒活動之一。雖然女權運動已走過數十年，美國社會分離領域的
教條尚未成功打破，社會觀點仍以不優雅，危害女性的理由反對女
性騎自行車 (Strange & Brown, 2002: 610-611)。史坦頓自第一次服
飾改革受挫後，不再直接挑戰流行服飾，但隨著自行車活動的盛
行，史坦頓借力使力，鼓吹女性騎自行車促進健康與獨立性的同
時，再一次鼓吹女性放棄緊身褡、臀墊等阻礙身體活動的服飾，改
穿裙褲裝 (Strange & Brown, 2002: 616-617)。布魯摩爾裙褲裝成為
十九世紀末女性自行車服的原型 (prototype)。除了自行車服外，注
重休閒活動逐漸成為十九世紀末的新生活型態，到海邊休憩並沐浴
是當時盛行的休閒活動之一，裙褲裝遂成為女性海灘衣，甚至為後
來 二 十 世 紀 游 泳 衣 的 原 型 (Payne, Winakor, & Farrell-Beck,
1992)。簡言之，十九世紀末期社會大眾已能接受女性於休閒之公
共領域穿著裙褲裝，這是經歷數十年不同團體在服裝改革上努力的
成果，社會運動在創新意涵與文化的過程中，有時需要「激進」的
挑戰 (如以史坦頓為首的女權團體)，有時需要「轉換為它種形式」
(如健康休閒的服裝)，才得以逐漸達成運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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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與結論
服飾改革運動起始於女權團體以裙褲裝為工具挑戰「男強女
弱」的性別意識，加上水療團體在自主醫療的概念下推動健康服
飾，以及後續服飾改革協會的運作，有組織性的服飾改革運動前後
維持約二十年，在這段期間，改革者一方面挑戰大眾對男女性別角
色的共識，將裙褲裝賦予男女平等的象徵意涵，另一方面也挑戰流
行服飾定義之陰性特質 (femininity)。然而流行是文化的產物，性別
意識並非是流行服飾所傳遞的唯一意涵，隨西方社會文化的發展，
十九世紀的流行在階級區隔與差異外，也具備「自主選擇」與「展
現 個 人 特 色 」 的 作 用 ， 研 究 流 行 現 象 的 學 者 們 (Davis, 1992;
Entwistle, 2000; Simmel, 1957; Wilson, 2003) 更共同指出流行具有
模稜兩可 (ambivalent) 的特性，它承載人類喜新 (美) 厭舊 (醜)、
期望改變的慾望，也承載「求同 (conformity) 與求異 (difference)」、
「壓迫與愉悅」以及「性感與端莊」等多組彼此矛盾的張力。改革
團體挑戰服飾之性別意識時，偏重服飾對身體的壓迫與侷限，忽略
流行服飾矛盾又多元的意涵，也忽略身體透過服飾所展現的主體
性，使得改革訴求無法被中產階級普遍接受。本章節將從改革者對
流行服飾的挑戰與盲點、流行多重性，以及流行與兩性特質 (sexuality) 三者間來綜合討論服飾改革運動下的矛盾與衝突。

一、改革者對流行服飾的挑戰與盲點
服飾改革運動中不同團體對服飾改革的目標與論述不盡相
同，但整體而言改革團體都強調「理性」與「自由選擇」的精神，
主要論點有三：首先，流行服飾對女性身體的限制是導致社會弱化
女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女性應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放棄流行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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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男性服飾機能性類似的裙褲裝才是理性的決策。這概念源自
自由主義思想，每一個體都是理性的，且每一個體在不影響他人的
情況下享有獨立的自主性與平等性，秉持這樣的觀點，自由主義女
性主義常採用「類同觀點」進行論述，類同是指女性應以男性為標
準，且與之相同方為平等 (林芳玫，1996: 5-7, 16-17)。因此，她們
認為兩性在上帝與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也應具備一樣的自由選擇
權。
其次，流行服飾以雕塑身體的方式定義美麗，這有違自然的身
體曲線美，且流行服飾對身體的束縛影響女性健康，從自主管理健
康的角度來檢視，拋棄緊身褡與裙撐等多餘的裝飾有益健康也是理
性自主的表現。然而，改革團體卻忽略了女性選擇流行服飾也是獨
立自主性的展現。
第三，追隨流行服飾等同於遵守婦德是非理性的連結，女性以
家為重，女性服飾應要能符合家務工作所需的功能性，服飾外觀美
麗與否和婦德的展現無關。事實上，流行服飾是社會文化意識形態
的載體，其意涵常是多元不聚焦或相互矛盾的。十九世紀女性主義
者對時尚流行的否定與其他社會理論一樣，單純的認為流行壓迫女
性，忽略流行文化中的政治性與複雜性 (Wilson, 2003: 66)，這樣
簡化的觀點，很難說服多數中產階級婦女站在反流行服飾的立場。

二、流行多重性
流行服飾包含服飾與流行兩個概念，服飾是指服裝與飾品等物
質表象，流行則是服飾所承載的抽象概念，流行不等於服飾的視覺
效果而是隱藏在物象服飾背後的抽象概念 (Kawamura, 2005: 4)。依
據 Barnard (1996: 7) 對流行字源的探討，流行 (fashion) 一詞在十
六世紀以前就已出現在英文的用法中，它與拉丁文的 factio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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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態上有製作之意，在名詞上則指某一種方式、形式或風格。在
流行服飾發展的脈絡中，君主專政與宮廷文化滋養特定形式的服飾
流行，流行服飾也成為上階層者鞏固其社會位階的象徵，在十九世
紀以前，西方不同階段的統治階級常以禁奢華法條 (sumptuary law)
限制其他階級對上階層服飾的模仿 (Hunt, 2010)。隨著工業革命後
資本市場的發展，時尚流行的意涵也產生了變化，一方面法國大革
命推翻貴族階級，中產階級興起，加上雜誌媒體與百貨公司的快速
發展，消費文化於十九世紀漸漸形成，中產階級大眾透過消費得以
模仿上階層或是他人的服飾樣貌，並藉由流行服飾體驗「階級晉升」
的想像愉悅，也就是流行時尚原專屬於貴族階級的區隔與炫耀行
為，十九世紀後轉換為由大眾消費認同的流行 (Breward, 1995;
Crane, 2000; Lipovetsky, 2002)，流行的意涵從階級的展現與區隔轉
為透過消費的主動認同。另外，個體透過自主選擇與消費，服飾與
個體間的連結更為密切，流行成為個人自我強化與自我展現的工具
(Wilson, 2003: 12)。
另一方面，流行服飾仍是複製社會差異或是特定意識形態的具
體物象，例如十九世紀服飾的材質與組合方式是區辨階級的線索，
以燈心絨布料製成的長褲是辨識勞工階級 (非中產階級) 的符號，
中 產 階 級 (非 勞 工 階 級 ) 男 性 的 襯 衫 領 需 漿 燙 過 (Steele, 1985:
71)，束衣則專屬於中上階級婦女的服飾。再者，資本主義商業系統
以賺取利潤為目的，巧妙地將既有的階級或社會意識形態商品化，
透過商業體系不斷地複製與擴散 (Barnard, 1996: 98-107)，使得個
體於消費的過程中也認可了隱藏在商品下的意識形態。以裙撐為
例，早先以手工製作一件裙撐曠日費時且非常昂貴，十九世紀在工
業化量產的同時運用了新素材，裙撐的重量與價格大幅度降低，成
為婦女有能力消費的流行商品。透過購買與消費，中產階級女性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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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裙撐是「女性美」的必要元素，然而消費並非是盲目被動地
認同商品所承載之意涵，而是透過「選擇」體驗自主性，這是十九
世紀現代化以前個體缺乏的經驗。近代相關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紀婦
女並非是被動地接受社會制約，也不是消極地追隨流行，相反的，
透過逛街與商品訊息的收集，女性暫緩承擔「女主內」社會角色的
壓力，跟著流行趨勢選購束衣、裙撐，以及各式布料配件等，女性
藉由消費建立自我認同，以及達成自我獨立的虛幻夢想 (Breward,
1995: 169)。雖然流行服飾反映當代美學，也反映不同時代對女性
角色的規範，但女性透過款式選擇，自行縫製的自主過程卻是展現
自我，建立個人特色的重要經驗 (Schorman, 2003: 200)。流行看似
「專制」，但又是「主動」消費的展現，兩者之間的矛盾正如席美
爾 (Georg Simmel) 對流行社會現象的觀察。
席美爾 (Simmel, 1957) 以二元對立 (dualism) 與兩極性 (polarity) 的概念檢視流行現象，以及人類為何會追隨流行，他認為二
元性是人類的天性，也是構成社會複雜性的基本作用力。個體在社
會規範之下，同時面臨兩種趨力：「跟隨趨同」的社會適應，以及
「遠離規範」的自我展現，在這兩方作用下，模仿是最便利的策略，
個體藉由模仿與社會他者達成和諧的一致性，並從中獲得支持感。
早先流行的創新與改變源自於貴族階級，但流行的傳播與擴散則依
賴不同階級間，以及同一階級間的模仿。區隔差異相對於模仿求同
是另一股社會趨力，當貴族階級或流行領導者發現他者皆採取同樣
的流行時，為了區隔自己，會再提出新的創意好讓自己與其他階級
有所不同，流行也因而持續進行改變。簡言之，席美爾認為流行是
人類擺盪在尋求團體認同 (conformity) 與個別化 (individualism)，
或是在模仿求同 (imitation) 與炫耀展示 (conspicuousness) 兩極間
的社會產物 (Simmel, 1957: 54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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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觀點簡化，時尚流行可以視為一種社會制服，穿上制服
可獲得社會認同的保護，不穿制服卻獨自創立新「服」碼者 (如裙
褲裝) 便是不守規範的叛逆分子，也就是說流行具有專制性，十九
世紀女性在遵行婦德的道德規範下，自然傾向「跟隨流行」以尋求
某種程度的認同與保護。然而從展示的觀點來檢視，女性自古以來
長期處於較男性弱勢的地位，女性在社會上也面臨許多的限制，使
得女性唯有透過流行，尋求展現炫示自己的機會 (Simmel, 1957:
550-551)。社會既然不能讓女性與男性一樣受教育、就業與養活自
己，女性只好盡可能的運用服飾來表現自己，迎合或滿足男人的慾
望，並從其他女性的羨慕或嫉妒的眼光，獲得愉悅性的滿足 (Steele,
2005: 42-45)。從這角度檢視，時尚流行賦予女性某些能力與權利。

三、流行與性特質
服飾是文化產物，流行服飾隨著社會文化的變動，不只是反應
兩性生理外觀 (sex) 的差別，也反應社會對兩性角色 (gender) 與
兩性特質的建構，流行服飾與性、性別與兩性特質之間的關係微妙
且錯綜複雜 (Entwistle, 2000: 142-145)。十九世紀的流行服飾以「男
褲女裙」區別兩性生理外觀，男性流行服飾以精緻的打版與縫工展
現男性身體的自然曲線，女性流行服飾則以緊身褡與裙撐遮蔽女性
原有的身體曲線，將女體重新雕塑為豐胸、細腰、大裙襬的外觀，
相對於男性「自然曲線」代表的能力、積極與效率，「矯作與雕塑」
的女性線條具象化女性性別角色中的順從特質。從服飾結構來看，
流行服飾限制女性身體的活動，也可能將疼痛與不舒適加諸於身
體，女性都需忍耐承受，以呼應社會所建構的女性特質如「弱」、
「柔軟」與「順從」，而能忍耐肉體或精神上的痛更是被視為理想
女性應有的特質 (Roberts, 1977: 555-557)。但從社會個體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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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女性是否真的被動式接收「矯作與雕塑」線條的壓迫？
婚姻是十九世紀女性的重要志業，在自由主義的氛圍下，中產
階級流行自由戀愛，在追求良好婚姻與浪漫羅曼史的期望下，女性
須在婚姻市場以大眾認同的美麗展現自己的特色，藉此尋得好丈
夫，獲得提升社會階級的機會 (Wilson, 2003: 122)，而隻手可握的
纖 細 腰 圍 是 讓 自 己 美 麗 並 吸 引 男 性 的 重 要 元 素 (Roberts, 1977:
565)，矯作與雕塑的線條協助女性遮掩不佳的身體曲線，讓每位穿
著流行服飾的女性增添好幾分的美麗。另外，緊身褡長及臀線具有
固定身體的功能，早期貴族不論男女，呼應宮廷禮儀的要求，皆穿
著緊身褡維持特有的身體姿態，藉此展現有教養的優雅儀態，也就
是人工雕塑的身體曲線是展現優雅及有教養的符號 (Steele, 2005:
28-29)，再者，緊身褡雕塑女體的同時也常與性吸引、性興奮等情
色想像連結，緊身褡搭配裸頸低胸露乳溝的迪克拉吉禮服 (Décolletage) 是女性在社交晚宴上的必備服飾，大面積的裸露肌膚卻
在緊身褡的「保護」下與基督教文化中「女體視為原罪的意識形態」
相安無事。因此，研究緊身褡文化史的學者史蒂爾 (Valerie Steele)
認為緊身褡盛行的原因有二：緊身褡是法國大革命之後，非貴族女
性模仿與體驗貴族式「美麗」，提升女性自信心的重要服飾，另一
個原因則是緊身褡是性吸引的符號，比起明目張膽的裸露，社會允
許女性以緊身褡展現女性的性特質 (Steele, 2005: 35-36)。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秉持「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設，無形中將心
智與身體置於二元對立的關係，僅強調心智上理性的選擇與平等，
卻 忽 略 個 體 透 過 身 體 知覺 到 的 世 界 觀 ， 以 及 主體 的 經 驗 與 認同
(Jaggar, 1983: 28 )。林芳玫 (1996: 16) 也指出早期的女權運動缺乏
性 (sex and sexuality) 與性別 (gender) 的概念，在以男性為標準作
為追求平等的依據下，一味地強調相同而抹煞差異，這是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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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最常被批判的部分。
服飾是性別實踐與性特質的具象表徵，也是身體的第二層皮
膚，身體所承載的文化意涵透過服飾具體呈現，而流行服飾是集體
共識的展現，當服飾反映馴化的身體時，流行服飾只不過是將馴化
的外觀自然化。服飾改革者太注重理性的選擇，忽略時尚流行的多
重性及社會個體 (social actor) 與時尚互動時的主體性，也忽略身體
穿著流行服飾的主體感受。將時尚流行與婦女服飾間的關係簡化為
婦女受縛於「女主內」社會角色的表徵，是改革者單純的想法，以
為更換服飾款式就能將女性自社會束縛中解放，殊不知服飾不是造
成女性受束縛的「因」，服飾符號反映的是社會意識對女性身體規
範的「果」。倒果為因，服飾改革推動的新價值自然遭遇不少挫折。
綜而言之，本文從探索服飾改革的歷史事件中，嘗試瞭解現代
化進程中性別與流行時尚間的微妙關係，雖然十九世紀性別與流行
間的關係不一定能適用於現在，但歷史經驗仍可以為時下某些時尚
現象找到解釋的線索，同時，也期望以此文拋磚引玉，引發更多與
「性別、服飾與時尚」相關的中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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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context of
American dress reform movement, and its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cult of womanhood and gendered fashion dress. The dress reform
movement, often studied from the feminist or health reformers’
point of view, was in fact a continuous social movement for women
wearing pants. This study adopts a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dress reform movement between 1851 and 1875. Using
historical data, the study first examines how the dress reform was
promoted by the feminist and other social groups, and how a woman
in a pantanloon was evaluated as a betrayer of the cult of womanhood.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how the fashion power and gender
ideology impacts on women wearing or not wearing pants in the
nineteen century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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