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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綠色系列之服飾意象並以 20 個綠色系列色彩搭配服飾影像樣本進行其色彩意象
評估實驗。其結果顯示，可導讀出一組綠色服飾色彩意象尺度，共包括有黯淡-光明、美的醜的、豪華-純樸三個意象尺度。另外，主色之色彩三屬性之明度、彩度、色相皆與三維意
象尺度之 DBG 均分別有一致性。
關鍵字：色彩意象尺度, 色彩屬性, 服飾影像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color imageries in of apparel images were estimated using twenty samples in green
seri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a set of color-imagery scales containing Dark-Light
(abbreviated as D), Beautiful-Ugly (abbreviated as B), and Gorgeous-Simple (abbreviated as G) may
be derived for the green series of apparel images tested. In addition, there exists a good agreement for
the three color attributes of the dominant color of a specific apparel image relative to those colorimagery scales D, B and G respectively.
Keywords: Color-Imagery Scales, Color Attribute, Appare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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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的想。若看到某色彩後，聯想起某種抽象事
物，則稱為色彩的象徵[4]。

色彩與人們是密不可分的，在現今資訊快速

色彩三屬性

發展社會裡，隨著多媒體不斷更新，發現顏色是
色彩基本組成由色相、明度、彩度三種屬性，

人與電腦在非語言系統中最容易辨認與描述的[1]，
因此人們對色彩的應用更為重視。發現顏色是不

將色彩依三屬性的排列可組成一個立體色彩結構

論食衣住行育樂都需要色彩裝飾，而每個人對色

稱色立體。色彩可分作有彩色和無彩色，其中無

彩觀感會因民族、個性、生活背景和環境關係而

彩色即為黑灰白色系，只有明度的問題。至於有

有所不同。尤其服裝的色彩是服裝給人的第一印

彩色必定由色彩三個屬性所構成的。

象，在現今的社會裡，穿著得體具備美感，是一

變異係數

般人最起碼的生活目標[2]。在各項設計中，色彩
變異係數(CV%)為標準差與算術平均之比，

是非常重要元素之一，人們對色彩的喜好成隨著

為相對數離勢量數一種，全距、標準差等離勢量

時代的變遷，許多東西不再只有單一價值，像是

數都帶有原資料相同單位，統稱為絕對離勢量數；

衣著不在只有「禦寒」和「遮蔽」，對於衣著色彩

但如果兩種或以上之性質、單位和平均數其中一

更是由大眾化走向個性化，藉由選擇服裝顏色表

個不同，必須要用相對離勢量數來做差異或分散

現出表達之意象。

程度的比較。變異係數小則表示實驗結果相差小，
在我們身處環境中，舉目所望都跟色彩脫離

反之則大。本研究以 CV%來探討受測者感覺之再

不開，小至身上的衣飾，大到身處的建築物，無

現性[5]

一不是色彩繽紛，生活作息可說是深受影響。生
活上的食、衣、住、行、育樂均需要一套明確而
切實的用色原理，如服裝設計、室內設計、建築
設計、廣告設計、影視設計、印刷設計等。不論

Xi：受測者第一次數據

是消極性的選取(購)彩色產品，或積極的決定運用

Yi：受測者第二次數據或總人次平均數

某些色彩或配色，常常都要面對色彩的抉擇[3]。

n：樣本數

本實驗目的在於研究各種綠色系為主與綠色系有
彩色系多重配色之服裝，歸納出不同色彩搭配服

實驗

飾意象。

實驗器材

理論
色彩心理
基於人們對客觀事物經驗，心理會受到顏色

(1)

個人電腦

(2)

高階自動校正螢幕 Barco

(3)

標準環境暗室

(4)

電腦軟體

之影響，使得看到不同的顏色，會產生各種不同
的感覺或聯想，而引起心理方面的刺激，稱之為

A.Microsoft Office Excel

色彩心理。可分為以下兩部分：
(1)

B.Microsoft Office Power Point

色彩感覺：色彩除了來自主觀的感受，還有

C.統計分析軟體 SPSS

一部分是源自人類是知覺的自然反應，這種
共通的感應現象稱之。
(2)

色彩的聯想與象徵：當看某種顏色後，會聯
想到生活經驗中的某些具體事物，稱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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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驗紀錄表

(6)

實驗樣本：流行服飾影像樣本 20 張。

(7)

意象語意詞：相對語意詞 3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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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測人次：男生 5 人，女生 5 人，共 10 人，

意象判定準確度之平均值為 92%相關係數為 0.78，

年齡在 20-25 歲之間。以 20 張樣本測驗為一

故由此可知實驗的受測者準確度良好。

組實驗數據，每人做三次實驗。

綠色服飾意象尺度分析
將最後選出 23 組意象詞組與 20 個影像樣本判

實驗方法

定平均值利用統計軟體 SPSS 分析後，分成三組因
素，Osgood 色彩學說中色彩意象空間需要三個因

(1)色彩心理物理學實驗法

素組成相符合。
本實驗方法為大小評估法，安排受測者在暗

表 1 綠色系服飾影像色彩意象因素

室中進行實驗，在 D65 光源螢幕顯示出 20 張綠色

因素一 D

因素二 B

因素三 G

黯淡-光亮

現代-古代

快樂-悲傷

範圍為 0-100。受測人數為 10 人，年齡於 20~25 歲，

淺的-深的

健康-生病

豪華-純樸

每張樣本判定服飾意象三次，共 30 人次。

早日-夜晚

美的-醜的

變化-穩固

清潔-汙濁

積極-消極

熱鬧-安靜

薄的-厚的

年輕-成熟

洋化-本土

輕的-重的

有趣-無聊

葷的-素的

清晰-模糊

溫和-兇殘

複雜-簡單

硬的-軟的

頹喪-興奮

系列色彩影像服飾樣本，受測者觀測各張服飾樣
本對 31 組相對形容詞之感覺強弱程度予以評分，

(2)再現性、準確度分析
實驗完成後，將數據統計成報表，計算出詞
組選用率，本實驗採用 29 個相對語意詞組，受測
者對綠色系列服飾影樣樣本的感覺所選用的詞組，
再扣除沒有感覺之詞組，計算出選用率。本實驗

從表 1 中選出每組因素中 CV%平均值最小者

選擇選用率 90%以上之詞組。計算出受測者的再

為意象主要因素。由此得知光亮-黯淡、美的-醜的、

現性以及準確度。

豪華-純樸為三個主要意象因素代表，因素一以黯
(3)因素分析法

淡-光亮(Dark _Bright)D 為代表英文，因素二以美
的-醜的(Beautiful_Ugly)B 為代表英文，因素三以

利用 SPSS 統計軟體計算後並以轉軸後的成分

豪華-純樸(Gorgeous _Simple)G 為代表英文。

矩陣分出三大因素，並計算各詞組的因素值，再
進行意象分色。

綠色服飾意象尺度空間之分析

結果與討論
受測者之再現性分析
將受測者測驗三次數據利用變異係數 CV%公
式算出受測者再現性，可以得知受測者的穩定性，
變異係數值越小表示穩定性越高，r 為兩次數據的
相關係數。
本實驗受測者色彩意象判定再現性之平均值
圖 1. 影像樣本於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DB 座標平面
之分佈。D:黯淡-光亮(Dark _Bright)、B:美的醜的(Beautiful_Ugly) CV(%): 82; r:0.72

為 54%相關係數為 0.89。且受測者再現性都與平
均值接近，顯示本實驗受測者再現性穩定性高。
受測者之準確度分析

圖 1 以光亮-黯淡及美的-醜的比較所知，主要

用受測者三次數據分別與整體平均數算出變

分佈於第一象限，第三象限。由圖 1 所展現的意象

異係數 CV%與相關係數 r。本實驗示受測者色彩

值分佈得知出觀測者在觀測樣本時，較光亮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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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較為美麗，較黯淡的樣本大多為醜陋。黯淡-光

亮純樸、黯淡豪華。如前者所述，CV:132，r:0.15

亮(D)與 美 的-醜 的 意 象 尺 度 關 係 ， 就 變 異 係 數

兩者略有相關性。

CV(%)及相關係數而言，分別為 82 與 0.72。及 r 為
0.72 具有良好的相關性。

圖 4. 影像樣本於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GBD 座標平三
維空間之分佈，G:豪華-純樸(Gorgeous
_Simple)為 X 軸、B:美的-醜的
(Beautiful_Ugly)為 Y 軸、D:黯淡-光亮(Dark
_Bright)為 Z 軸

圖 2. 影像樣本於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BG 座標平面
之分佈。 B:美的-醜的(Beautiful_Ugly)、G:豪
華-純樸(Gorgeous _Simple) CV(%):122; r:0.44

由圖 4 可得知，大部分樣本分布在明亮美麗且

圖 2 以美的-醜的及豪華-純樸的比較所知，主

豪華的三維意象詞組空間中，次要的樣本分佈在

要分佈於第一象限，第三象限，少部分佈於第四

黯淡美麗且豪華的三維意象詞組空間。

象限。由圖 2 所展現的意象值分佈得知出觀測者在

綠色服飾將來色彩組合與意象關係

觀測樣本時，較美麗的樣本較為豪華，較醜陋的
樣本大多為純樸，少部分則感覺醜陋純樸。共兩

將影像樣本做色彩分析，將主色、副色的

者間的 CV:122，r:0.44，因此可說兩者間具有良好

CIEL*a*b*值，分別畫出主色、副色 CIE a*b*色度

的相關性

圖分布為圖 5 和圖 6。

圖 3. 影像樣本於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DG 座標平面
之分佈。D:黯淡-光亮(Dark _Bright)、G:豪華純樸(Gorgeous _Simple) CV(%):132; r:0.15

圖 5 綠色服飾影像主色於 CIE a*b*色度圖上分佈

圖 3 以黯淡-光亮的及豪華-純樸的比較所知，

由圖 5 所知，本次實驗樣本主色在 CIE a*b*色

主要分佈於第一象限，第三象限，少部分佈於第

度圖上分佈極為明顯，大部分分布在第二象限空

二象限、第四象限。由圖 3 所展現的意象值分佈得

間，表示主色偏綠色。分析結果為樣本與取色較

知出觀測者在觀測樣本時，較光亮的樣本較為豪

有一致性，多為綠色。

華，較黯淡的樣本大多為純樸，少部分則感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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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8 可知，樣本在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B 與
明度 L 間的分佈，並計算出 r=0.39(相關係數)代表
色彩明度與相對語意美的-醜得的趨勢具有較高的
一致性。

G

100
80
60
40

圖 6 綠色服飾影像副色於 CIE a*b*色度圖上分佈

20
0
-20 0

圖 6 可得知，本次實驗樣本副色多布於第一、
二象限。副色最多分佈於第一象限，第一象限以

L*
20

40

60

80

100

-40

紅色與黃色為主，設計師樣本副色多以綠色、橙

-60

色、黃色與綠色服飾搭配，相當鮮明。將影像樣

-80

本主色與綠色服飾意象尺度之關係，因素一以以

-100

圖 9.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明度 L 與綠色服飾意象
G 尺度之分佈， G:豪華-純樸(Gorgeous
_Simple)

黯淡-光亮(Dark _Bright)以 D 為代表英文，因素二
以美的-醜的(Beautiful_Ugly)以 B 為代表英文，因
素三以豪華-純樸(Gorgeous _Simple)以 G 為代表英

由圖 9 可知，樣本在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G 與

文，簡稱 DBG 以分布圖做個別分析。

明度 L 間的分佈，並計算出 r=0.20(相關係數)代表
色彩明度與相對語意豪華-純樸的趨勢具有較低一
致性。

圖 7.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明度 L 與綠色服飾意象
尺度 D 之分佈， D:黯淡-光亮(Dark _Bright)
由圖 7 可知，樣本在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D 與
明度 L 間的分佈較為緊密排列整齊，並計算出
圖 10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彩度 C*與綠色服飾意
象 D 尺度之分佈， D:黯淡-光亮(Dark
_Bright)

r=0.67(相關係數)代表色彩明度與相對語意黯淡-光
亮的趨勢具有極高一致性。
B

由圖 10 可知，樣本在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D 與

100
80

彩度 C*間的分佈，並計算出 r=0.33(相關係數)代

60

表色彩彩度與相對語意黯淡-光亮的趨勢具有較低

40

一致性。

20
0
-20 0

L*

20

40

60

80

100

-40
-60
-80
-100

圖 8.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明度 L 與綠色服飾意象
尺度 B 之分佈， B:美的-醜的(Beautiful_U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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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100

100

80

80

60

60

40

40
20

20

C*

0
-20 0

20

40

60

80

h*

0
-20 0

100

60

120

180

240

300

360

-40

-40

-60

-60

-80

-80

-100

-100

圖 11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彩度 C*與綠色服飾意
象尺度 B 之分佈， B:美的-醜的
(Beautiful_Ugly)

圖 13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色相 h*與綠色服飾意
象尺度 D 之分佈，D: 黯淡-光亮(Dark
_Bright)
由圖 13 得知，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色相 h*與

由圖 11 可知，樣本在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B 與
彩度 C*間的分佈，並計算出 r=0.58(相關係數)代表

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D 的分佈，主要色相為綠色系，

色彩彩度與相對語意美的-醜得的趨勢具有較高的

意象尺度明亮與黯淡平均分佈，代表綠色系列服

一致性。

飾對黯淡-光明樣本收集完整。

G

100

100

80

80

60

60

40

40

20

20

0
-20 0

C*

0
-20 0

B

20

40

60

80

100

-40

-40

-60

-60

-80

-80

-100

-100

60

120

180

240

300

h*

360

圖 14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色相 h*與綠色服飾意
象尺度 B 之分佈， B:美的-醜的
(Beautiful_Ugly)

圖 12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彩度 C*與綠色服飾意
象尺度 G 之分佈，G:豪華-純樸(Gorgeous
_Simple)

由圖 14 得知，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色相 h*與

由圖 12 可知，樣本在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D 與
彩度 C*間的分佈較為緊密排列整齊，並計算出

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B 的分佈，主要色相為綠色系，

r=0.80(相關係數)代表色彩彩度與相對語意豪華-純

意象尺度美的與醜的平均分佈，代表綠色系列服

樸的趨勢具有極高一致性。

飾對美的-醜的樣本收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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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的、豪華-純樸三個主要因素為主。

G
(3)

100

DBG 意象數值分佈展現出受測者感覺光亮的

80

樣本大部分也感覺美麗、豪華，但少部分樣

60

本感覺光亮並同時覺得醜陋、純樸。

40

(4)

20
-20 0

色組成，副色以綠色、黃色與橙色為主要組

h*

0

本次實驗綠色系列服飾樣本主色由綠色及黃

60 120 180 240 300 360

合。

-40

(5)

-60

綠色系列影像樣本主色色彩之明度、彩度、
色相與三維意象尺度空間 DBG 有一致性。

-80
-100

(6)

實驗結果表示色彩明度與相對語意黯淡-光亮
的趨勢具有極高一致性;色彩彩度與相對語意
豪華-純樸的趨勢具有極高一致性。

圖 15 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色相 h*與綠色服飾意
象尺度 G 之分佈，G:豪華-純樸
(Gorgeous_Simple)

(7)

DBG 意象數值分佈在色相皆為綠色系，且分
佈平均表示綠色服飾影像樣本收集完整。

由圖 15 得知，影像樣本主色色彩於色相 h*與
綠色服飾意象尺度 G 的分佈，主要色相為綠色系，

參考文獻

意象尺度豪華與純樸平均分佈，代表綠色系列服
飾對豪華-純樸樣本收集完整。

1.

結論
(1)

2.

以重覆判定實驗樣本結果之變異係數與相關

3.

係數評估受測者之穩定性，顯示受測者之其
4.

再現性平均 CV%值為 54，相關係數值為
0.89；準確度平均 CV%值為 92，相關係數值
為 0.78；皆有正常表現。
(2)

5.

綠色系列服飾意象可分由黯淡-光亮、美的-

142

Hock Chuan Chan,Empirical comparison
ofimage retrieval color similarity methods
withhuman judgment, Display, 29, 260267(2008)
林文昌、歐秀明，服裝色彩學，藝術圖書公
司，台灣，22-23 (1997)
李天任，非藝術性選配色，2000 色彩應用色
彩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80(2000)
郭文貴、郭永慶，DRP 意象尺度與
CIEL*a*b*色彩空間關係之研究，2000 色彩
應用與色彩科學研討會，137-144(2000)
杜思磊、郭文貴，黃色背景對 JE 女性上服
飾意象影響之研究，華岡紡織期刊，第十一
卷，第三期，275-283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