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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彩 學
摘要
本教材係針對本系專業課程「色彩學」而製作；本課程內容係涵蓋基礎色彩學、色彩化學、色彩物理學、色彩生理學、
色彩心理學與色彩管理學，係相當完整的課程內容。將來建置於學校教學網站平台，可供學生上網進入該平台自行於課餘瀏
覽學習。

關鍵詞：基礎色彩學；色彩化學；色彩物理學；色彩生理學；色彩心理學；色彩管理學

前言
歷來「色彩學」的教學內容聚焦在學理基礎與色彩的應用，鮮少有人加入光色的混合原理與應用，更遑論談及形成色彩
之色料的結構、分類與應用。對紡織工程相關的科系來說，「染色」是一個從纖維製成、紡紗、織造、染色與整理加工，以
至成衣工程是最重要的一項工程，因為它賦予紡織品提高商品價值的外觀，這對消費者而言是一個最直接、第一印象的感官
接觸。本課程除了開始的色彩學基礎學理外，因應本系學生之學習需求、擴大對於色彩的認知與未來職場上的應用，另外納
入「色彩化學」、「色彩物理學」、「色彩生理學」、「色彩心理學」、「電腦配色」與「色彩管理學」，並配合「公共議題」之探
討，將「色彩學」內容廣博化、趣味化，使學生更樂於學習。
在過去與現在，色彩科學的應用已涉及到許多不同的領域與範圍，日常生活中，不管是食、衣、住、行、育、樂等等，
每天只要張開眼睛，觸目所見皆有色彩科學應用的例子，如，電視影像、照片、廣告、招牌、霓虹燈、交通號誌、飲料食物
包裝、煙火….不勝枚舉。
人類可以在有限的領域預測未來，人類想瞭解許多仍未知的過去，也甚至想駕馭未來，但「未來」有太多「可能」與「不
可知」
。 試想 20 年前，一般人還沒聽過什麼是「LED」
，現在已大行其道，甚至可以有各種不同顏色的各類產品與應用到各
種不同的領域。 20 年前人類所想的「未來」
，現在已成為「過去」
，
「色彩科學」有什麼樣的「未來」
，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一、 研發理念
本課程在課堂上係以 PPT 簡報檔進行授課，由於課程內容繁多，時間緊湊，在課堂上沒有充分的時間讓學生提問及進
行討論，以往曾於學校教學平台網站建置簡報檔供學生下載自行瀏覽閱讀，但成效未能如預期，原因為：簡報檔只是文字的
呈現，並無詳細之說明，許多專有名詞，學生難以明其意而上下文融會貫通，改以錄音講解，宛若老師在旁講解，如此在學
生學習心態及便利上必能收宏效。

二、 學理基礎
人類自呱呱墜地，一聲娃啼，開始呼吸這世界的空氣；張開眼睛、豎起耳朵，開始轉動眼球追尋四周的光影與聲音。等
到看得見物體清晰的形體，開始蹣跚學步，開始牙牙學語，也開始了「色彩」學習之旅。從小，我們被教導：雨後天空的一
抹「彩虹」是一座七色橋 – 紅、橙、黃、綠、藍、靛、紫。不過，基本上那只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因為它離我們的距

離實在太遙遠了！但我們經過大人們的教導，明確地知道，樹葉茂盛的綠及凋謝的黃與褐，花朵的五顏六色，交通號誌的紅，
黃與綠，… 不勝枚舉。從小長輩告訴我們所有物體所呈現的顏色，但從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它」是「這個」顏色？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本課程的教學設計理念及學理基礎，條列如下：
1. 藉由對色彩的認知瞭解色彩形成的原因，並非只是自然現象，還包含了科學理論與解釋，讓學生具有瞭解相關色彩
基本的科學現象、概念、原則和理論的能力。
2. 藉由對色彩的呈現瞭解在物理學之光學篇中，光線之反射、折射、透射等現象對於物體所呈現色彩的影響，引發學
生對色彩科學產生好奇、興趣及推理的能力，除此之外尚能延伸至具有對藝文、生活事物及視覺影像之美學品鑑、
賞析與辨識的能力，以及對藝文及生活美學的深度感知，進而思辨及批判其蘊涵之人文精神與社會關懷。
3. 藉由動手做色彩作業瞭解自己對色彩的辨識、區別、運用的能力，並能於日常生活中藉作品展現，使學生能具有理
解並應用相關色彩科學新知於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能力。
4. 藉由分組校正染色與心得分享的討論達成該核心能力，使學生能具有探索科技相關的公共議題與合作學習的行動能
力。
5. 藉由對色彩的認知與動手做色彩作業瞭解自己對色彩的辨識、區別、運用與手腦並用協調的能力，使學生能透過各
種形態之藝文創作，表達一己對個人、族群、社群或社會的審美感受及價值省思。

三、 主題內容
本計畫課程主題內容包括：
1. 基礎色彩學 (Fundamental Chromatology)
由「Itten 十二色相環」為伊始，學習物體色的一些表色體系： Munsell 表色體系； Ostward 表色體系； P.C.C.S. 表
色體系。教導學生明瞭顏色有「無彩色」與「彩色」之分；
「光源色」與「物體色」的區別；何謂「三原色」？何謂
「色彩的三屬性」？幾位色彩學大師表色體系的內容與應用；何謂「色票」
、
「色立體」？色彩如何「混合」
、
「對比」、
「調和」
、「配色」？ … 等等。
2.

色彩化學 (Color Chemistry)
物體色彩的呈現是因為物體表面(或表層內) 具有能吸收及放射出色光的「色料」
，無論它是染料或顏料皆為一種化合
物，有一定的化學結構，由於化學結構中「色原體」與「發色團」種類之不同，及共軛單雙鍵之長短與位置之差異，
使得它對光線之吸收與放射之波長大小不同，若在可見光波長範圍內(350 ~ 780 nm)，即可呈現不同的顏色。教導學
生明瞭「染料」與「顏料」的區別；何謂「發色團」
、「色原體」
、「助色團」？染料化學結構的分類；染料性質與應
用的分類；染料分子結構基團與所呈現顏色的關係；如何使用「Colour Index」？染料商業名稱如何辨識？ … 等等。
本主題透過「光」與「色」的相互關係及「染料索引(Color Index)」的查詢來進行學習與瞭解。

3.

色彩物理學 (Color Physics)
觀測「物體」的三要素是： 光源、(觀測者的)眼睛與「被觀測的」物體，三者缺一不可。 而色彩的表示方法可分成
「顯色系統」與「混色系統」
，前者在「基礎色彩學」主題中論述，而後者則以「CIE 標準光源」及「照明體」
，調
整標準的色光三原色(r, g, b) 來吻合樣品色光；此項學習與理解可應用於各種顯示器色光顏色的校正與調整。教導學
生明瞭「光」與「色」的關係；何謂光源或照明體的「光譜能量分佈曲線」？何謂不透明物體的「分光反射率分佈
曲線」？何謂眼睛或偵測器的「分光感應曲線」？何謂色彩的「三刺激值」？何謂「無人島實驗」？何謂「色度圖」？ …
等等。

4.

色彩生理學 (Color Physiology)
透過對人的頭部的剖析，對物體 → 眼球 → 視神經 → 大腦後方主要視覺皮質(V1 區) 及其他掌管對不同顏色的
辨認，甚至物體的遠近、大小、形狀與移動與否的視覺皮質區的認知與瞭解。教導學生明瞭「眼睛」與「頭腦」如

何「看」
「到」(分辨)物體的顏色？在頭腦的「視覺皮質」分佈中「V1 ~ V6」區各部分細胞運作的功能及「視神經」
在其間的傳導模式；何謂「盲點」？何謂「色盲」？何謂「圓錐體細胞」
、「桿狀體細胞」？ … 等等。
5.

色彩心理學 (Color Psychology)
色彩應用學家經過實驗研究證明，將色彩分成「暖色系」(包括： 紅、紅橙、橙、橙黃、黃色)、
「涼暖中間色系」(包
括： 綠、紫色)、「涼色系」(包括：綠藍、藍、藍紫色)，此亦說明了人類在心理上對於色彩有冷暖的感覺，此外，
尚有喜惡、輕重、軟硬、進退、幸運與不吉祥的心理層面的感覺，它會影響人們的心情。

6.

色彩管理學 (Color Management)
經過前述章節的學習，可以透過實做，將特定的材料(譬如特定的纖維織物) 以各種不同顏色特定的染料進行「校正
染色」予以施染，染後的織物以「測色儀」測色，在連結的電腦中存入相關數據資料(如，L、a、b 值)，建立相當之
「資料庫」
，則可對樣品布進行精確的「打樣」操作。在學生學習前述四項學理有了相當的概念後，教導學生明瞭：
如何統合前述的知識，配合 電腦測配色系統 ，學習「校正染色」
、
「測色」
、
「配色」等技巧；並由染色布與對照組試
布之間的「色差值」調整染料三原色的配方比例；… 等等。

7.

色彩治療 (Color Therapy)
人類對色彩的應用研究發展至今，
「色彩治療」仍算是相當新的領域，目前雖然沒有明確的治療效果，也就是說它不
能成為主要治療方法，但已證明可以作為輔助的治療方法，主要就是因為「色彩」對於人類還是有心理層面的影響，
所以它可以影響人的思想空間與行為。

四、 方法技巧
本課程涵蓋了「基礎色彩學」
、「色彩化學」
、「色彩物理學」
、「色彩生理學」、
「色彩心理學」
「電腦配色」與「色彩管理
學」
。其中：
「基礎色彩學」讓學生明瞭色彩學的基本概念；
「色彩化學」講述「光」與色料化學結構間的關係；
「色彩物理學」
闡明透過照明光源的「光譜能量分佈曲線」
、被照射物體的「分光反射率分佈曲線」與眼睛(或偵測器) 的「分光感應曲線」
三者間的關係與結合的應用；
「色彩生理學」則認知人的眼睛與頭腦間的聯繫與關係，如何由「眼睛」的「看」經由「視神
經」將訊號傳送至「頭腦」特定區域而「到(感知)」物體的色彩；而所有前面學理學習到的概念，佐以「校正染色」
，配合染
色滴液系統就可以應用到「電腦配色」上。課堂上的學習，讓學生學習及領悟色彩學的「真」
。專題演講-郭政彰 先生講述顏
色的溫度，在其中所播放的影像，讓學生領悟到色彩學的「善」。而文化深耕之旅-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則讓學生領悟到色
彩學的「美」。三~四次公共議題的發表與討論，讓學生學習到如何蒐集、彙整資料予以發表，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至若學生學習本課程之成效，由「1021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各分項計畫
畫 各分項計畫

課程學習成效評量表」與「1031公民素養陶塑計

課程學習成效評量表」
，對於「學習成果/評量規劃」所列各評分項目，1021 學期包括 期中測驗 、專題演講

心得 、文化深耕之旅心得 、公共議題發表 (3)、作業 (2)、期末學習心得 、出勤紀錄 與 期末測驗 ，1031 學期包括 期中測驗
、公共議題發表 (4)、文化深耕之旅心得 、作業 (2)、期末學習心得 、出勤紀錄 與 期末測驗 。各項評分依分數比例所得全班
加權平均分數，1021 學期為 81.68 分 ，1031 學期為 81.56 分 ，其成果表現評估皆可列為「優良」，此亦可證學生學習之成效。

五、 成果貢獻
本門課程中所添加的五個單元活動中，與原有固定教學模式比較，有三種新的教學方法：
1. 專題演講係邀請攝影專家論述顏色的溫度，並播放其專業的攝影作品，讓學生從中學習到對於影像中之光、影與色
彩的處理；
2. 文化深耕之旅係帶領學生接觸課堂外的事物，觀賞藝術家的作品，讓學生學習對於色彩的運用；
3. 公共議題討論是讓學生自己當論述者，學習如何收集與整理資料，並做成簡報；並於每組報告結束後，要求其他四
組提問，一方面學習提問的禮儀與技巧，一方面提振學生的專注力與興趣。
創意及特殊規劃：

1. 本課程使學生對於色彩學的瞭解能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不僅能有美學，尚能有科學應用的素養。
2. 透過講解、討論與實作的方式，讓學生親身體驗色彩的真、善與美。色相圖、明度圖與彩度圖的製作，讓學生瞭解
色彩的三屬性，賦予學生「美學」的概念與素養；白色試布以色料著色，以實踐「色彩化學」的原理，再用不同的
光源進行對色，以實踐「色彩物理學」的原理，則是賦予學生「科學」的概念與素養。
3. 分組專題製作，讓學生瞭解小組成員辨色視覺系統上的差異所造成的色變現象。此為未來進入「色彩」相關職場工
作領域所需具備之基本能力。
4. 本課程設計「公民素養的文化深耕之旅」單元，讓學生實際赴美術館、服裝博物館、研究機構與染整廠參訪，以便
讓同學真正瞭解色彩如何透過紙張與紡織品等素材及個人或團體創作者展現「真」、「善」與「美」的意境。並透過
問題解決，轉用知識，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造方案之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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