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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來，訂製西裝的風氣愈來愈盛行，姑勿論各種原

因，各地號稱高級訂製的店鋪總是愈開愈多。然而談到「高

級訂製」這四個字，則不得不提 Savile Row (薩維爾街) 。 

 

Savile Row & Harrisons 

男士西裝，在全世界各地已流行超過百年。眾所周知，西

裝起源於英國，而位於倫敦的薩維爾街，對於一眾的裁縫

及西裝愛好者而言，無疑是一個神聖的地方。不管是英國、

意大利、美國，乃至中國的裁縫，只要對西裝的歷史與發

展有點認識的，都會認同薩維爾街乃「西裝最高殿堂」這

個觀點。百多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皇室貴族、名流紳士、

明星巨賈都曾經聚於這短短的一條街。對於無數懂得欣賞

裝的人而言，擁有一套製自薩维爾街的西裝，簡直是夢寐

以求的終極目標。就連當代男士時裝教父 Tom Ford, 本身

亦出來自薩维爾街，當接受訪問時，亦不得不承認，若非

自身需要走在潮流尖端，他會選擇所有西裝都製自這「西

裝最高殿堂」-薩维爾街。 

 

而在這個「殿堂級」的地方，理所當然的有著各家「殿堂

級」的裁縫店，然而這世上布料那麼多，若要製造出全世

界最優異的西裝，布料亦肯定非「殿堂級」不可。如今，

就讓大家看看各「殿堂級」裁缝店與「殿堂級」西裝布料

品牌- Harrisons of Edinburgh -的緊密關係。 

 

 

Henry Poole - 皇室御用裁縫 

 

說到薩維爾街，則不得不先講一下 Henry Poole 這家店。

薩維爾街訂製業界的輝煌歷史，就是從 Henry Poole 於

1806 年在那開設第一家店而開始的，他們也是 Tuxedo 的

發明者 (除了美國人不這麼認為以外)，多年來一直為皇

室服務，例如簡化英王喬治統治時期的皇室服裝等的革新，

都是由他們的裁縫師設計與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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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他們家的創業之路也是有點崎嶇，第一代掌門人

James Poole 跟二代掌門人 Henry Poole 開店之後，憑著

他們的手藝，深受權貴人士的喜愛。名氣是有了，還有一

大堆權貴跟皇室成員跑到他們家做衣服。可惜這對他們來

說卻不是一件甚麼好事，皇室跟權威們愛欠帳的習慣，令

他們的財政很快就出現困難。 

 

到了後來，店落到了 Henry Poole 的表兄 Samuel Cundey

之手，從此 Henry Poole的掌門人，就通通都變成姓 Cundey

的了。Samuel 接手之後，財政才慢慢的變得好些，一直到

現在，Cundey 家族把 Henry & Poole 經營得還算是非常不

錯的，開拓了國際業務，最近更在北京開了位於中國的第

一家分店，並有裁縫每年定期到店為客人進行訂製。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裝穿搭上有一番功力的前英國首相丘

吉爾也是他們家的常客，倒是跟之前的皇公貴族們一樣，

後來因為二戰，錢是慢慢沒有了，妄服還是愛做，結果，

又拖帳了，到他死後，帳都還沒有完全付清。 

當然，這事也被 Henry Poole & Co.講到現在。 

 

那到底在薩維爾街有如此地位的 Henry Poole 有多麼的偏

愛 Harrison 的布料呢?英國人的性子，看來是比咱們中華

兒女來得含蓄些的，硬銷的事情，他們比較不愛做，軟銷

嘛…倒是挺常見的，來看看下面這張圖片︰ 

 

站在中間的那位白髮老人是 Henry Poole & Co.的第四代

掌門Angus Cundey，而在圖左的那位，另是第五代掌門人，

Angus 的兒子 Simon Cundey 。圖片是由一本德國雜誌的

記者所拍攝的，而當時兩位 Henry & Poole 的掌門，及來

自 Aston Martin 的 Marek Reichman, 身上穿著的，皆是

來自 Harrison 旗下的 Porter &Harding Glenroyal Tweed。

當然，這並非巧合，因為︰ 

 

是的，Angus 老先生除了自己身上的四件衣物 (帽子、外

套、馬甲、褲子) 是使用 Glenroyal 外，連他的寵物小狗

狗身上所穿的，也是 Glenroyal，他老人家的喜好，可是

表現得相當明顯啊！ 

當然，除了親身示範以外，在 Herny Poole & Co.的官方

Facebook 上，偶爾也會放上一些他們的套裝、外套製成

品，而這些成品的照片，有很多都是使用來自 Harrisons

的布料，譬如以下的 Harrisons Moonbeam 36673 (左) 及

Porter & Harding Hartwist 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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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家網站內，有提供訂製布料的選

擇，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到他們家的網頁親自查證一下。

給點提示，布料代號 GH=Harrisons, HL=H Lesser, 

PH=Porter & harding, SM=Smith Woollens。看後，大家

或許會驚訝為何大部分布料都是來自 Harrisons 旗下品

牌，是的，真的很簡單，Henry Poole 就是這麼喜愛

Harrisons 的布料。 

  

 

  

 

 

Anderson and Sheppard – 柔軟縫製風格帶領者 

 

講完了 Henry Poole & Co. ，接下來另一家不得不提的另

一家店是 Anderson & Sheppard。這店中包含的，正是這

家裁縫店的兩位創辦人 Per Anderson 與 Sidney Horatio 

Sheppard 的姓氏。 

 

在上世紀 10 至 20年代，上流社會的社交正式場合中，一

股西裝的旋風正席捲整個英國。而 Per Anderson與 Sidney 

Horatio Sheppard 的師傅，正正是帶領這股風氣的第一人，

當時這種設計，將西裝從軍服與宮廷服的約束中解放出來，

連被視為西裝穿搭的楷模之一，溫莎公爵 (愛德華八世)，

也深深被這種風格所吸引。 

 

Per Anderson 與 Sidney Horatio Sheppard 在其後繼續發

展著這種風格，而他們店所製出來的西服，與其他 Savile 

Row 名店普遍剛強風格截然不同，是以柔軟缝製技術

(Soft Tailoring)，達致極佳的穿著舒適感與貼服感而聞

名。關於這點，他們家有一個有趣的典故，當時上世紀的

著名舞蹈家 Fred Astaire 在他們店內訂製衣服，即使是

在木地板跳著華麗的舞步，甚至是跳動，西裝肩袖以及領

子不會亂跑，完全服貼在穿著者的身體之上，可見其剪裁

師的功力深厚。 

 

Anderson & Sheppard 也是整條薩維爾街五十七家名店當

中唯一一家不提供 Semi bespoke (半訂製) 、 Made to 

measure (量套訂製) 服務及成衣的店家，因為他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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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體型都是獨特的，只有完全的訂製服務，經過裁

剪師量度客人身體不同部位取得數據，製出一套完全屬於

客人自己的衣服，才算得上是一套好的西裝。 

 

對此，他們的行政總裁(Managing Director)兼首席裁剪

師(Head Cutter) ── John Hitchcock 是深信不疑的。 

 

時至今日，Anderson & Sheppard 的名號依然響亮，不少

名人都是他們的坐上賓，當中最為大家熟悉的一位，大概

要數英國的查爾斯皇子。關於查爾斯皇子與 Anderson & 

Sheppard，也有一件趣事。不知道該說是皇子他衣服不夠

多，還是 John Hitchcock 的記憶力實在太好，某天，皇

子身穿著一套用 Harrisons旗下布料 H Lesser & Sons 的

11oz 羊毛布料所製成的雙排扣套裝，才剛踏進門，就被

John Hitchcock 認出是皇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於他們店

所訂製的一套衣服。 

 

是的，這套衣服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可是仍然保持在

非常良好的狀態。或許有人會懷疑，依照他皇子的身份，

想要多少衣服就有多少，哪有可能磨損呢?可是，大家都

知道，查爾斯皇子是出了名的「節儉」，一套已經穿了二

十多個年頭的衣服仍可保持那麼好的狀態，非上好的布料，

不可能做到。 

與 Henry Poole 的兩位掌門人一樣，Anderson & Sheppard

也是對 Harrisons的布料非常偏愛，比方說這張圖片︰ 

 

取自於 Anderson & Sheppard 官網的一張圖片，圖中有著

很多條布料的織邊，內行的各位只要細心點數數看，不難

發現當中有大概九成都是來自於 Harrisons旗下的布料織

邊，把這樣的一張圖片放置在官網的當眼位置代表了甚麼

意思呢?Harrisons 與 Anderson & Sheppard 的緊密關係

已經不言而喻了。 

是的，傳統英國人表現其喜愛的方式，正是如此含蓄。 

 

 

 

Steven Hitchcock – Hitchcock 父與子 

Steven Hitchcock 這個名字，或許大家沒有聽過，但其父

親的名字，想必大家一定有所耳聞，他的父親正是上文提

及，身兼 Anderson & Sheppard 行政總裁 (Managing 

Director) 與 首 席 剪 裁 師 (Head Cutter) 的 John 

Hitch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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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Hitchcock 在 Anderson & Sheppard 乃至整個薩維爾

街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還有其出色的剪裁技藝與經驗，

已是眾所周知。俗語有話，虎父無犬子，他的兒子 Steven 

Hitchcock，也是薩維爾街上一名有名的裁縫師。 

 

Steven Hitchcock 年輕時 (不過他現在也沒多老) 也在

Anderson & Sheppard 渡過了好些歲月，訓練出扎實的裁

縫工藝，現在出來自立門戶，在薩維爾街上也是有著一點

名氣，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除了他出色的裁剪工藝之

外，更是其子承父業，與父親同樣為被公認為繼溫莎公爵

以後最有衣著品味的查爾斯王子製作西裝。 

 

跟隨家父於 Anderson & Sheppard 浸淫多年的 Steven 

Hitchcock，於薩維爾街豎立自家旗幟轉眼已十數載，目

前該店位於薩維爾街十三號，承繼著其家父的拿手好戲，

柔軟缝製技術(Soft tailoring)，在薩維爾街這充滿競爭

的西裝殿堂上，闖出了一片天。 

 

當然，被他服務過的名人，又怎會只有查爾斯皇子呢，不

少政商名人，都是他店中的貴賓，一些網路名人也是他的

坐上之客，例如在國外著名男性時尚討論區，Styleforum 

中十分有名的西裝玩家 Butler，就是 Steven Hitchcock

的常客之一 

 

上圖中穿著由 Harrisons 旗下奢侈級布料，Harrisons 

Saltire 系列 100%純 Cashmere 布料縫製成的灰色格紋西

裝的那位，正是 Butler，而這套西裝，則是出自 Steven 

Hitchcock 之手。 

 

與其父一樣，Steven Hitchcock 對 Harrison 旗下布料的

喜 好 ， 也 是 相 當 明 顯 的 ， 多 次 在 自 己 的 網 誌

www.savilerowtailor.co.uk上介紹 Harrisons 的布料以

外，還經常親身示範。 

  

 

一個人表達其對於事物的喜愛，最有說服力的方式，正是

親身使用。而上圖中他親身穿著的，分別是 Harrisons 的

Sunbeam，Flannel，及 Porter & Harding 的 Thornproof。 

 

不過，除此以外，相比起老一輩表達自己喜愛的含蓄方式，

身為薩維爾街年輕一代的生力軍，其表達自己對布料偏好

的方式，更為直截了當。在一位澳洲著名博客對 Steven 

Hitchcock 的訪問中，他曾非常直接地說明了他的偏好︰ 

 

「Of all the British mills still producing wools, do 

you have a particular favourite and can you tell us 

what wools stand out for you amongst the British 

bu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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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wool used in suiting is sourced from Australia, 

and then milled in Huddersfield, by the various cloth 

houses. I favour H. Lesser and sons, this is because 

they have consistently produced a high quality cloth, 

in classic weaves and colours. They have found a 

formula that has worked and made it their own. I also 

like to use Harrisons of Edinburgh because they have 

a wide range of varying cloths.」 

 

從上面一段文字中，相信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他對

Harrisons 及旗下 H Lesser &Sons 布料的喜愛到底有多

深! 

 

 

Norton & Sons – 聞名於世的運動服裝及獵裝 

 

相對起前面兩家產量龐大的老店，薩維爾街上另一家年產

量大概只有三百五十套左右的老牌名店，Norton & Sons，

走著一條與前面兩家名店截然不同的道路。 

 

這家由 Walter Norton 一手創立於 1821 年的老店，原先

並不位於薩維爾街，直到 1860 年代，才遷移到薩維爾街

之上。與前面提到的兩者不同，Norton & Sons 是以運動

服裝及獵裝聞名於世。當然，不是指現在我們看到的 Nike、

Adidas那樣的運動服裝，而是指下圖這種︰ 

 

Norton & Sons 的西裝，設計風格上是比較傳統的，腰線

的 部 份 也 來 得 比 較 自 然 ， 不 會 過 於 誇 張 。

 

過往，著名演員 Cary Grant(卡萊葛倫)、英皇喬治五世、

英皇愛德華七世、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等名人，都是他們的

常客之列。而直到數年以前，Norton & Sons 被 Patrick 

Grant，一位被人們稱為薩維爾街上最會穿搭的人之一的

人所收購。雖然 Patrick Grant 一直活躍於不同的媒體界

面，但他表明及強調自己的設計理念︰簡單、合身、俐落

的剪裁，以及不會喧賓奪主的細節。 

 

倒是這位高調的紳士，表現其喜愛的方式，當然也是比較

「高調」，比方說下面這張圖片，這是英國《每日郵報》

為一眾 Savile Row Elite 所拍，可譯作「薩維爾街英雄

榜」吧。這圖就是當時被選為「英雄」的人們，所一起拍

下的一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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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能辨認出當中幾位英雄(右三正是前文提及的 John Hitchcock)，但當中站在中間的鬍子帥哥，正是 Patrick Grant

本人。他手持紅色封面樣板書(Sample Book),在整片深沉顏色中凸顯出來，而這本樣板書, 正正就是 Harrisons 獨特而

標致性的紅色樣板書。一方面證明了他本人及其裁縫店對於 Harrisons 的偏好，另一方面也同時表現了 Harrisons 布料

在薩維爾街備受推崇的地位。 

 

當然，身為一個高調且活躍於媒體界的名人，單單這樣怎能夠滿足他呢?除了上面那張圖片以外，他在他負責執筆的 GQ (國

外著名雜誌) 專欄，還特別寫了篇有關 Harrisons 布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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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位高調的紳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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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untsman & Sons – 三項皇家認證 

 

一直以來 H. Huntsman & Sons 都是薩維爾街中的一個神

話，他們號稱是世上最昂貴的訂製西裝店，時至今日，他

們依然保持著這個名銜。 

當然，身為薩維爾街中其中一個赫赫有名的名店，他們有

名的原因，又怎可能只有一個「貴」字呢?以訂製馬褲及

休閒服聞名於世的 H. Huntsman & Sons 創立於 1849 年，

維多利亞女王以及一眾歐洲權貴都是他們的客人。 

他們家其中一個經典設計，直到現在仍深受社會大眾歡

迎︰融合了 Tuxedo 以及騎士服元素的單扣西裝。時至今

日，他們仍然持有由英國皇室頒發的三項皇家認證，分別

由三位皇室成員︰英女王、菲臘親王、威爾斯親王所頒

發。 

 

至於他們對於 Harrisons布料的偏好，同樣可以從他們對

面料的選擇及官方的展示品的布料選擇略知一二，例如以

下數套西裝︰ 

  

上圖中的第一套藏青色格紋西裝，使用的正是 Harrisons

旗下 Smith Woollens 的布料，而第二套則是使用了

Harrisons的 Flannel (法蘭絨)。除此以外，H. Huntsman 

& Sons 還與 Harrisons 合辦各種活動，例如︰ 

 

就是其中一個由他們與 Harrisons 所合辦的活動。 

 

總結 

 

以上所述，雖然只是簡單列舉了幾個例子，但已足以證明

Harrisons 在一眾薩維爾街殿堂名店中不可動搖的殿堂

级布料地位。歸根究底，除了 Harrisons 與一眾名店分享

着源遠流長，一脈相承的英倫輝煌歷史；更重要的，是

Harrisons 百多年來堅持沿用最好的原料，配搭最好的纺

織技術，製造出來的布料集合可裁性(Tailorability)、

表 現 性 (Performance) 、 懸 垂 感 (Drape) 及 耐 用 度

(Durability)於一身，令裁缝們投下信心一票，視

Harrisons 布料為最佳拍檔，替尊貴的客戶們製造出稱心

滿意兼卓越非凡的西裝。 

作為西裝用家的你們， 

願意彷效薩維爾街尊貴客戶的品味嗎？ 

 

而作為裁缝的你們， 

又願意跟隨薩維爾街大師級裁縫的選擇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