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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色彩學在高職學校教育的領域、範圍

　　自九十五學年度開始，高中職課程有了全新的

整合與規劃。在高職部分，過去以工、商、農⋯等

等職種劃分科別領域，到新課程的以「群」的概

念重新整合科別的屬性。例如美工科，過去屬於

「工科」的領域，廣告設計科屬於「商科」，因

為課程內容與升學管道的重疊性，新課程開始已

全部歸類為「設計群」，更以「群」的概念制訂了

核心課程，訂定該群中的科別，共同必修的學科與

專業科目的學分數與課程大綱，簡稱為「部定必修

科目」，也就是該群須擁有的基礎能力。色彩學也

被劃入必修範圍，定名為「色彩原理」，共有兩個

學分的上課時數，安排在一年級一個學期中完成授

課。

　　「群」的劃分更影響到四技二專的考試方式，

四技二專聯招將設計相關科系對應到招收設計群的

學生，因此在專業科目考試內容範圍就是以部定

必修科目為主，色彩學在考試科目中佔了重要的篇

幅，考試的方式是以筆試測驗為主，也就是說，色

彩原理是測驗色彩學的理論觀念，清楚、詳細、正

確且難易適中的教課書作為課堂教材的基準實是重

要。

    

二、色彩學教課書的使用領域

　　色彩學的高職用書在九五課程前即有審定版

本，是以一學年四個學分的分量規劃內容，提供給

分布在工科、商科、家事科中的科別使用，如美工

科、廣告設計科、室內設計科等等。九十五學年的

新課程減少成兩個學分數，更名為色彩原理，要求

設計群中金屬工藝科、家具木料科、圖文傳播科、

陶瓷工程科皆須修習該課程。在過去色彩學主要作

為藝術設計類科學習的科目，轉化為相關類科基礎

學理的學習，依據課程大綱的編定，色彩原理的教

課書應該要能兼具不同類科的學習需求，基礎理論

的介紹、廣泛的應用領域介紹，都該是教課書中必

要的編輯重點。

   

貳、國內色彩學專書內容分析

　　教課書的編輯，簡單來說，是一個對該學科的

知識計畫性地、區分學習程度的總整理，編寫者並

不一定是理論的研究者或發現者，但是應有瞭解

該學科全面性資訊的能力。教課書做為概論性地介

紹基礎知識，必然會廣泛地引用各種文獻資料或書

籍，以獲得最中肯正確的資訊。筆者在民國九十五

年一月的所發表的研究中，曾對國內學者或作者所

出版的色彩學專書做了以下的調查與分析，做為對

於國內色彩學理論與知識的建構狀況，結果如下簡

介：

 

一、色彩學專書樣本內容的計數與分析

　　研究中收集國內作者所出版或再版的色彩學專

書，至九十四年五月為止，共計有二十二本，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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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研究的方法是將上述書籍做為研究樣本，

依照內文寫作編輯的類別、字數、圖表數做出量

化統計，做為瞭解國內對色彩學知識建構的累積

指標。在書籍內容類別的分類上，民國八十六年

（1997年）之前所出版的色彩學書籍，以「視覺設

計類」為主要項目，其次是「總論類」，其它類別

則少見或缺乏。「視覺設計類」部分版本有二版以

上的出版量，此類書籍具有相當多的市場需求量。

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以後至今，色彩學書籍出

現了不同類別為主題的內容如「人文類」、「心理

學類」、「物理光學類」、「數位色彩類」，種類

逐漸多樣化。

　　所有書籍再依據內文的類別做出文字與圖表數

的統計，以總研究樣本作為母群，將各類目字數、

圖表數之統計結果，計算出每個類目在母群中所佔

的百分比，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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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代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分 頁數 總字數   圖表數

  1 色彩認識論 林書堯 台北：三民 1977初版 198頁 121,251 76

  2 色彩學概論 林書堯 台北：三民 1980增訂八版 282頁 127,300 164

  3 實用色彩學 歐秀明 台北：雄獅美術 1983初版 128頁 31,325 157

    賴來洋

  4 色彩理論 谷欣伍 台北：武陵 1988初版 188頁 23,873 64

   與設計表現

  5 色彩基礎 何耀宗 台北：東大 1990五版 110頁 27,327 68

  6 色彩學講座 李蕭錕 台北：藝術家 1996初版 120頁 27,461 205

  7 色彩計畫 賴一輝 台北：新形象 1997初版 163頁 36,771 287

  8 色彩學 鄧惠芬 台北：正文 1997初版 105頁 38,260 68

    翁金燕

  9 色彩計畫 林文昌 台北：藝術圖書公司 1997再版 198頁 43,533 328

  10 設計的色彩心理 賴瓊琦 台北：視傳文化 1997初版 287頁 71,700 429

  11 色彩計畫 林磐聳 台北：藝風堂 2002二版 224頁 82,127 508

    鄭國裕

  12 色彩的科學與文化 曾啟雄 台北：耶魯 2003初版 370頁 211,339 55

  13 色彩理論&數位影像 鄧柏左 台北：新文京開發 2004初版 264頁 61,649 150

  14 生活色彩搭配 歐秀明 台北：雄獅美術 2005初版 158頁 27,377 267

    林文昌

  15 色彩原論 林昆範 台北：全華 2005初版 192頁 122, 296 201

註：以上順序依出版年分排列 

表1　國內色彩學書籍出版資訊一覽表

表2　國內色彩學書籍內容分類的字數與圖表排序表

排序 類目  百分比

 1 ca.7 心理學類 22.23%

 2 ca.11 色彩計畫方法 20.52%

 3 ca.8 藝術設計類 13.33%

 4 ca.6 表色系統 12.11%

 5 ca.2 生理學類 8.73%

 6 ca.3 物理學類 7.81%

 7 ca.5 社會人文類 6.47%

 8 ca.12 色票 4.46%

 9 ca.1 總論 3.81%

 10 ca.4 化學類 0.39%

 11 ca.9 生物學 0.07%

 11 ca.10 印刷相關 0.07%

 排序 類目  百分比

 1 ca.7 心理學類 18.58%

 2 ca.6 表色系統 12.09%

 3 ca.2 生理學類 11.81%

 4 ca.5 社會人文類 11.61%

 5 ca.11 色彩計畫方法 10.96%

 6 ca.8 藝術設計類 9.04%

 7 ca.1 總論 7.79%

 8 ca.4 化學類 7.30% ca.4 化學類 7.30%ca.4 化學類 7.30%

 9 ca.3 物理學類 7.27%

 10 ca.10 印刷相關 1.89%

 11 ca.12 色票 1.03%

 12 ca.9 生物學 0.36%

圖表數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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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樣的排序來看，可推論出：國內色彩學專

書作者對色彩學內容的知識關心程度，在文字上以

心理學類別最受重視，心理學類主要是在說明色彩

的心理感覺（對比、寒暖、前後、脹縮、軟硬、艷

濁）、共感覺（形狀、聲音、味覺）、明視度、注

目度、聯想、心理因素⋯等，是屬於色彩學基礎研

究的範圍，其建構的資料數最為豐富，圖表呈現的

比例也是最高的。

　　文字內容量其次為表色系統、生理學、社會文

化及色彩計畫方法類。表色系統為色彩三屬性、色

立體、Itten、Munsell、Ostwald、PCCS、NCS、三原

色等知識，在色彩學的研究與應用上已是相當成熟

的領域，其研究範圍是包含了物理及化學等基礎科

學的觀念，而自成一專業領域。在本研究樣本中，

幾乎大部分的書籍都有此類別的介紹，其圖表的呈

現量也不少。

　　生理學類為含視覺系統構造、知覺、對比、並

置混色等關於色彩的視覺現象，也是屬於色彩學基

礎研究的範圍，圖表數比例也不算少，排名第五。

社會人文類包含了色名由來、民族用色、色彩學歷

史等內容，由研究樣本中看來，該類別的資料只集

中在樣本10和樣本12，其內容對於色彩典故或傳統

色彩有較詳細的說明外，其他樣本中資料量很少，

圖表的呈現比例也就不算多了。色彩計劃方法是關

於色彩形象尺度、企業標準色、色彩計畫策略等知

識，其目的仍然是與配色的美感效果有關，但因為

其綜合了心理、藝術設計、商業行銷等手法，也自

成一專門領域，這類篇幅主要是出現在以視覺設計

為主題的樣本中。

　　再來是藝術設計類，調查樣本中根據出版目的

而言，該類目的是佔最多數的，可以顯示出國內對

於色彩學知識的需求，是以藝術設計類為最多數，

但是書中相關藝術設計的文字量，相對其他類別，

只是居中的排名，不過圖表的數量佔較多數量，多

半是以繪畫類、設計類的實際作品作為配色說明，

當然樣本中有此類別的呈現，也會與該樣本印刷與

紙張的品質有關，若是平裝單色印刷的書籍，也少

對此類多做說明，藝術設計的介紹必須依賴良好的

印刷品質才能有預期的效果。

　　接下來是總論類、物理類、化學類。總論類是

對色彩學的總體介紹；物理類是以探討有關可見光

波長、光譜、物體色等所有光學的物理現象所形成

的色彩的論點介紹及色材物理特性為主，色彩的形

成與光學關係緊密不可分，數百年來所累積出來的

光學研究成果，是色彩學基礎理論的根基；化學類

為探討有關化學元素、顏料成分及色材化學特性所

形成之色彩相關的論點介紹的內容，以色彩為主題

的書籍樣本中少有討論此領域，多半只是簡介顏料

的類別為主。這三類都是科學性的論述，文字分量

相距不遠，也為色彩學提供了更具權威性的研究與

說明，多半都是近三、四百年來的以驗證或尚待繼

續研究的論點與學說。

　　最後，印刷、色票、生物類別的知識關心程度

較低，建構的資料數最少，其中色票多半是以印刷

樣本圖樣為主要說明，圖表數的比例較多，而文字

內容相當少；至於印刷的知識、生物學等類別，在

本次樣本中並非論述主題，內容呈現自然也不多。

　　整體而言，本次調查之樣本的出版目的以「視

覺設計類」的書籍佔了最多數，國內對於色彩學的

學習與研究，多半是著重在視覺設計類，且國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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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國內色彩學書籍內容分類字數與圖表比例長條圖

國內色彩學書籍內容分類的字數與圖表比例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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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色彩原理教學綱要草案（2007年2月修訂）

者編寫目的許多是以提供大專藝術設計相關

類科之色彩學教學用書為主。

　　本次調查並未涵蓋國外作者的相關著

作，其實截至目前為止，國內翻譯自日韓歐

美的色彩書籍越來越多，提供了色彩知識的

多元管道，也為出現了不同類別為主題的內

容，對於色彩理論中不同領域別的論述及資

料補充，算是逐漸彌補了欠缺的部分。

　　然而，筆者於九十五年的研究中對於業

界色彩相關人士的訪談裡，國內這樣的出

版書籍內容的編纂上，並不能完全符合產業

對於色彩能力的需求。對應到訪談結果中，

受訪者不論是曾經修學過色彩學課程，或是

在職中的自我進修上，皆有「國內色彩學書

籍出版量不足」的整體感受，尤其是在色彩

配色的應用上最讓人感覺不足，比較理想的

參考書籍或資訊，仍是必須尋求國外所出版

的資訊。至於其他專業領域的應用說明，更

是屈指可數，受訪者多半是靠工作經驗來累

積色彩能力，因此對於國內的出版書籍的評

價並不高，信任度也不足。這樣的觀點，也

可以做為日後教課書編纂的參考，畢竟技職

教育的理想是做為良好的職前訓練基礎，若

學生們在就業後發現了教課書與工作脫節甚

多，甚至沒有任何幫助，都是教學者所該瞭

解並檢討改進的。

 

參、高職色彩學教課書的編纂與建議
 

　　教育部於九十六年二月所公布高職設計

群的色彩原理與色彩應用課程教學綱要草案

如表3、表4所示。目前高職的教課書型態以

審定版本為主，色彩原理的教課書也是以開

放民間業者編輯的審定本型態，或許編輯者

偏重視野不同，教課書內容勢必以教學綱要

為依歸。

 

一、高職色彩學課程綱要與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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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認識色彩 1. 何謂色彩。

 2. 色彩與生活。

 3. 色彩的本質

    （1）光與色彩。

    （2）物體色。

    （3）色彩與顏料。 

    （4）色彩與視覺機能。

    （5）色彩與心理。

（二）自然與色彩 色彩觀察

     （1）環境空間色彩。

     （2）生態色彩。  

     （3）情境色彩。

（三）色彩體系 1.色彩三要素。

 2. 色立體之基本結構。

 3. 常用的色彩體系。  

 4. 色票、演色表簡介。

（四）色彩混合 1. 色光混合

　　　與原色    （1）光的分解與光譜。

    （2）色光三原色/加法混合。

    （3）並置混合。

    （4）旋轉混合。

 2. 色料混合

     色料三原色/減法混合。

（五）色彩對比 1. 色相對比。

 2. 明度對比。

 3. 彩度對比。

 4. 補色對比。

 5. 面積對比。

 6. 同時對比。

 7. 繼續對比。

（六）色彩感覺 1. 色彩之心理感覺

    （1）前進色與後退色。

    （2）膨脹色與收縮色。

    （3）色彩之冷暖感覺。

    （4）色彩之輕重感覺。

 2. 色彩的明視度與注目性。

 3. 色彩嗜好與色彩聯想。

 4. 色彩的共感覺。

 5. 色彩的感情效果與色彩意象。

（七）配色與調和 1. 配色與調和之原理。

 2. 配色之基本類型

    （1）以色相為主之配色。

    （2）以明度為主之配色。

    （3）以彩度為主之配色。

    （4）以色調為主之配色。

 3. 配色原則探討。

 4. 配色實例介紹欣賞。

（八）色彩之應用 1. 色彩應用之範疇。

 2. 設計的色彩計畫。

 3. 色彩計畫實例介紹。

分配節數

 

 2

 2

 6

 2

 6

 6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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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色彩應用教學綱要草案（2007年2月修訂）

分配節數

 2

 8

 4

 6

 8

 8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色彩應用概論 1. 色彩應用的意義

  2. 色彩與生活

  3. 色票使用方法

（二）配色與調和 1. 以色相為主的配色

  2. 以明度為主的配色

  3. 以彩度為主的配色

  4. 以色調為主的配色

（三）色彩意象與配色 1. 對色彩評價性

  2. 對色彩活動性

  3. 對色彩潛在性

（四）色彩面積與配色 1. 色彩面積的結構形態及空間的配置

  2. 色彩三屬性與色彩面積之間的關係與影響

（五）美的形式原理與色彩 1. 統一與色彩的關係

  2. 對比與色彩的關係

  3. 重複與色彩的關係

  4. 漸層與色彩的關係

  5. 漸變與色彩的關係

  6. 律動與色彩的關係

  7. 平衡與色彩的關係

  8. 均衡與色彩的關係

（六）配色實務 1. 配色必須具備之基礎知識

  2. 配色前的分析與歸納

  3. 配色的要領

　　根據表3與表4的內容，依照單元分配節數分析授課內容比重，再以本文研究方式

類別歸類，高職色彩學課程內容的授課內容堂數分配如表5所示：

表5　高職色彩學課程內容的授課內容堂數分配表

 內容類別 生理、物理、化學類 表色系統 心理學 藝術設計類

 堂數 4 6 16 46

藝術設計類為課程中比重最高的部分，其次為介紹各種形成色彩的心理現象的心理學

類，表色系統的介紹關係到色票的瞭解與應用分析，也佔了一部分的課程；純粹理論

講述的生理、物理和化學類的內容集中在四節課完成介紹，內容篇幅和舊的課程相

比，內容減了不少。這樣的課程堂數安排看來，設計群的色彩學課程，做為實務課程



的規劃，的確是減少了理論說明，但是對於色彩所

引發的心理現象的認知，以及加強藝術設計類的認

知與練習，主要是為加強學生視覺傳達與設計美感

所訂定的。國內的色彩學專書在心理學類的知識建

構最為豐富，可提供許多合適的教學資料；藝術設

計類的知識建構量在比重排名上僅居中地位，圖表

數的總數量排名雖高，但依舊有成長及汰換更新的

空間，對於教科書的編輯上，必須擴大到其他更多

元的藝術或設計的領域來收集教學資料，才能滿足

課程內容的規劃與教學的目標。

 

二、色彩學教科書編纂的重點與建議

　　教科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是藉以達成教育

目標的重要途徑。蔡倩亨、詹志禹（2002）的研究

指出，任何課程改革的推動，從高遠的理想課程、

書面的正式課程，到成為師生在班級中實際運作的

課程，總是需要經過層層的詮釋和轉化，藍順德

（2003）研究指出，教科書編輯和審查的過程，則

是使課程理念轉化成師生具體教學經驗的主要聯

結，他提到了教科書發展是專業團隊合作的歷程，

包含課程規劃、教科書編輯、審查、核價、行銷、

選用、採購、評鑑等階段，審定本由民間書商聘請

學者或教師參與教課書編寫，藍順德（2003）的研

究中提到，在教育主管當局已制訂的課程規劃下，

透過傳播、對話、理性說服等知識流通的方式，使

課程理念合理轉化為多元教材內容，方有助於提升

學生學習效果。

 　　本文對於高職色彩學課程的教科書編纂提供以

下建議：「色彩原理」課程的教學目標在協助學生

瞭解色彩學之基礎知識、培養色彩觀察的敏銳度及

鑑賞能力，期能有效掌握色彩特性，提高用色能力

於設計行為中。該科重點在於基礎知識的瞭解，由

綱要看來，其內容包含了物理、生理、心理、表色

體系與一小部分的藝術設計內容，在理論學說的介

紹上，精簡扼要應是編寫重點。做為設計群學生的

學習教材，也需與設計或其他藝術領域相關主題的

範例搭配介紹，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色彩應

用」課程的教學目標在指導學生應用色彩學基本知

識、學習色彩計劃，藉由實驗與製作，來增進色彩

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能力，進而俱備表現美感能力與

提昇鑑賞程度的最終目標。該科重點在於各種色彩

論點的應用與實作，教科書要能提供清楚明瞭的主

題說明與製作程序，並且列有豐富良好的設計範例

做為學生發想的參考範本為佳。做為設計群學生的

學習教材，該教本要能成為學生良好的工具書，提

供充足的色彩應用的主題、方法和範例，為學習配

色奠下穩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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