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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色彩心理物理學實驗，研究玩具布偶熊使用之色彩組合與眾人心理感覺之關係。
實驗結結果經因素分析可獲得玩具布偶熊三維色彩意象空間尺度：黯淡－光亮、成熟－年輕、
美的－醜的。對於整體熊布偶樣本而言，色彩意象光亮感與成熟感之相關性最高。另外，受
測者對於原色熊之喜好性或諧調性均遠高於其他顏色之樣本。
關鍵字： 顏色、色彩心理物理學實驗、色彩意象

Abstract
The primary inten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color imagery of the bear puppet-toy images with
multi-color combinations through a color psychophysical experiment,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r combinations of every type bear puppet toys image and the sensation
of observers by means of multi-factor analysis. Accord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 3D color
imagery scales can be obtained for the samples of bear puppet-toy images tested, Dark－Bright,
Mature－Young, Beautiful－Ugly. On the whole, there exists a high relativity between the imageries
Bright and Mature. In addition, observers feel the bear puppet toys with original color more high
joyful or harmony than those with any other colors examined.
Keywords: Color, Color Psychophysical Experiment, Color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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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1 年由國際照明委員會，根據人眼之特性所提
出。其以相對色彩尺度之方式來描繪知覺色彩的強
度，主要用於物體色。L 表示亮度，+a 為紅色至-a

視覺是人類五大感官中的其中一種，最直接也

綠色，+b 表黃色至-b 藍色[4-6]。

最為重要。色彩是視覺藝術裡重要的一環，同時也
是心理物理學的研究對象，在心理性質中經常引用
實際的物理量詞來解釋色彩[1]。這種微妙卻顯著
刺激的影響，與在圖形中所使用的顏色數量、顯著
性及情緒狀態是相關密切的，為情感的重要指標
[2]。

圖 1 CIE L*a*b*色彩空間模型[5]

從古至今人們經常對於生活周遭的顏色進行
描寫，如宋代詩人陳克在《菩薩蠻》中寫到「金碧

語意差異法

上青空，花晴簾影紅」又「黃衫飛白馬，日日青樓
下」，短短兩行「金」、「青」、「紅」、「黃」、「白」

語意差異法(Method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五字便呈現在讀者眼前，不論是直接描述或以顏色

簡稱 S.D.法)，是由 Charles E. Osgood 等人於 1942

借代成其他事物，都可一窺先人在顏色上的描摹。

年於提出，以各種相對之語意尺度來評量其刺激程

至今，隨著文明的腳步進行，人們逐漸意識到色彩

度，為一種評估非量性資料的心理學方式。S.D.

不僅僅於辨識物體、傳達訊息，更是富含許多事物

法之目的在於掌握整體意象之感覺，而其相對語意

的審美觀念。視覺圖像是由色彩和形狀所組成，如

詞組，可分為主要三種因素，活動性(Activity)、力

同理智和情感，同一物體上的型態和色彩的存在是

量性(Potency)與評估性(Evaluation) [7]。

一體兩面的。形態與色彩兩者在視覺上所留的印

變異係數

象，有可能是相互協調，又有可能為其中一種所主
變異係數為標準差之算術平均數，為一種相對

導[3]。在此之中，我們能知道單一色彩之視覺語

差異量數，用以比較不同單位或相同單位資料之離

言，遠不及多色配色豐富，又從完形心理學派論述

散程度。其數值越小，代表實驗結果相差越小，反

中得知「部分之和並不等於整體，整體遠大於部分

之則越大。

之和」，外在刺激是分離零散的，集合在一起卻是
有組織的。可知，色彩與形體對心理的影響微妙且
複雜。本研究目的在於利用受測者進行意象詞判
斷，比較物件與不同顏色之相關聯性，並用變異係

Xi：受測者第一次數據

數和相關係數，探討其再現性及準確度。

Yi：受測者第二次數據或總人次平均數

理論

n：樣本數
相關係數

色彩心理學
色彩心理藉經由視覺知覺，直至感情、記憶、
思想、象徵、意志等等，形成前後複雜之因果關係。
即利用過去的色彩經驗所累加而成的色彩心理規
範。此種色彩心理感受，為客觀世界中的主觀意識。

圖 2 相關係數強度值[8]

對於客觀，是一種刺激和象徵，對於主觀，則是一
為兩變數間線性關係強度的測量值，其強度如

種具有意義的反應行為[3] 。

圖 2 所示[8]。當|r|=1 時，表示為完全相關；當|r|≥0.8

CIE L*a*b*色彩空間

時，表示為高度相關；當 0.8>|r|≥0.4 時，表示為中

CIE L*a*b*均勻色彩空間，如圖 1 所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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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關；當|r|<0.8 時，表示為低度相關。

(2)

受測者進行色棋判色，確認無色盲後，於暗
示中進行意象詞判斷。實驗中之螢幕須行色

因素分析法

彩校正，樣本圖經 D65 光源螢幕顯示逐一撥

因素分析法又稱因子分析法，為多元分析法中

放，依受測者之感覺強弱程度給予評分，範

的其中一種。用其在大量相關變量中抽取出最基本

圍為 1~100，分數越高代表感受越強烈。無

之維度或因素，加以分析的方法總稱。此方法常用

感覺之意象詞組，不計分。

來測定某組數值是否具有反應某些特定能力之結

(3)

果。使用 SPSS 統計軟體計算，並以成份分析法找

實驗完成後，數據經 Excel 整理分析，計算
出選用率，以大於 90±1％作為選取基準，再

出主屬性因素，列出各詞組因素值並分析。

計算出變異係數及相關係數，進而了解受測

實驗

者之再現性及準確度，並以 SPSS 統計軟體
做出因素分析表示之。

實驗器材

結果與討論

(1)

個人電腦一台(Window 7、64 位元)

(2)

高階自動校正液晶螢幕一台(色溫 D65)

(3)

暗室一間

(4)

Munsell 100 Hue 色棋一組

(5)

影像樣本 62 張

係數。十五位受測者再現性之變異係數範圍，皆低

(6)

實驗紀錄本

於 80%以下，平均值為 72%，最低者為 60%，而

(7)

電腦軟體

最高者達 80%。在相關係數方面，平均值為 0.76，

受測者再現性分析
利用 CV%觀察受測者之再現性分析與其相關

A.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13

為高度線性相關，呈良好再現性。由此可知，每位

B.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3

受測者在第一次與第二次測量時，皆有相近的感

C.

Photoshope CC

覺。

D.

SPSS 統計軟體

受測者準確度分析

實驗流程

利用 CV%觀察受測者之準確度分析與其相關
收集和整理相關資料
↓
研究主題訂定
↓
設計實驗內容
↓
製作實驗樣本
↓
受測者進行意象判定
↓
統計數據
↓
實驗結果分析與討論
↓
研究報告之撰寫

係數。十五位受測者準確度之變異係數範圍，皆高
達 88%以上至 177%，呈不穩定之準確度狀態，由
此可知，在不同受測者間受測之評斷感受程度差異
極大。而其相關係數之平均值為 0.68，呈中度線性
相關。
玩具布偶熊色彩意象尺度分析

實驗方法
(1)

製備 3 隻玩具布偶熊，按站姿及坐姿製成影

圖 3 樣本影像於玩具布偶熊意象尺度空間分佈圖(D
－光亮黯淡、B－美的醜的、M－成熟年輕)

像檔，再以 8 種純色置換其顏色並搭以中灰
背景，做成 62 張樣本圖，並以亂數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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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意象實驗中，將結果以統計軟體 SPSS 做

半分佈於第一象限及第三象限兩個區域內，少數幾

因素分析，其結果亦得到相對的三種主要屬性因

張樣本則落於第四象限，樣本點間呈低度相關之狀

素，及各因素所含之成份詞組。所選出的三種代表

態。在第四象限之樣本，為 FBB 臺灣黑熊(Formosan

的語義詞組分別為：黯淡－光亮(Dark－Bright,簡

black bear，簡稱 FBB)之棕色及原色，是少數幾張

稱 D)、成熟－年輕(Mature－Young,簡稱 M)、美的

感到黯淡同時也認為漂亮的樣本。

－醜的( Beautiful－Ugly, 簡稱 B) 。此結果符合
Osgood 語意差異法原理。
影像樣本於玩具布偶熊色彩意象尺度空間之分佈
利用求得之玩具布偶熊之意象尺度值來進行
繪圖，以了解樣本於此玩具布偶熊之意象尺度空間
分佈之情況，如圖 3 所示。得知本次實驗之玩具布
偶熊樣本多數分佈於成熟、黯淡，這兩項相對語意
詞組內。
圖 6. 影像樣本於玩具布偶熊意象尺度 M－B 座標圖
上之分佈情況(M－成熟年輕、B－美的醜的)
由圖 6 可得知本次實驗之玩具布偶熊樣本於
相對語意詞組 M－B 內分佈較為零散，相對較少之
樣本數則落於成熟且漂亮的區域內。由此可知 M
－D 之語意詞組呈低度相關性。
熊類別對於色彩意象之影響
利用 FBB、棕熊(Brown bear，簡稱 BB)與北極

圖 4. 影像樣本於玩具布偶熊意象尺度 M－D 座標圖
上之分佈情況(M－成熟年輕、D－光亮黯淡)

熊(Polar bear，簡稱 PB)，兩兩相對比較其 D、M
和 B 之意象分佈影響。

由圖 4 可得知本次實驗之玩具布偶熊樣本多
數分佈於第一象限及第三象限內，呈現高度正相關

由附錄圖(a)語意詞 D 上，可看得出 PB 與 BB

r＝0.8，表示樣本在語意詞組上，感受到光亮的同

兩者分別與 FBB 相比較時，皆呈現在第三象限，

時也感到年輕，而相對語意詞黯淡則同時呈現較為

可推知 FBB 給人的整體感覺是偏向黯淡的，因

成熟的狀態。

FBB 在其顏色呈現上都較為黯色，接近黑色；而
PB 與 BB 則相較為光亮。
由附錄圖(b)語意詞 M 上，
可看得出 PB 與 BB 兩者分別與 FBB 相比較時，皆
呈現在第三象限，可推知 FBB 給人的整體感覺是
偏向成熟的。由附錄圖(c)語意詞 B 上，a、b、c 三
張圖分佈皆相似，少數樣本點偏離至第一象限，表
示其兩兩類別相對應之下，受測者觀看均為美的，
主要分別為 FBB 之棕色及三種熊之原色，其中黃
色之 PB 及 BB 接近數線軸呈現中性。
不同物件對於色彩喜好性與諧調性之影響

圖 5. 影像樣本於玩具布偶熊意象尺度 B－D 座標圖
上之分佈情況(B－美的醜的、D－光亮黯淡)

此節探討所有樣本之間的喜好性與諧調性關
係，所有樣本色彩喜好性與諧調性之關係如圖 7

由圖 5 可得知本次實驗之玩具布偶熊樣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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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可得知所有樣本 L 與 H 之間，均為高度正
相關 r＝0.9。

4.

對於所有樣本點，L－H 呈現高度相關性。

5.

受測者對於原色熊之喜好性或諧調性均遠高
於其他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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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熊類別對於色彩意象的影響。(a) 熊類別對於光亮-黯淡色彩意象的影響，D：光亮-黯淡之色彩意象，
rBB-PB＝0.3、rFBB-BB＝0.26、rFBB-PB＝0.38、(b) 熊類別對於成熟-年輕色彩意象的影響，M：成熟-年輕色彩意象，
rBB-PB＝0.85、rFBB-BB＝0.76、rFBB-PB＝0.68、(c) 熊類別對於美的-醜的色彩意象的影響，B：美的-醜的色彩意
象，rBB-PB＝0.71、rFBB-BB＝0.51、rFBB-PB＝0.67。(PB：北極熊、BB：棕熊 、FBB： 臺灣黑熊。)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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