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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色彩意象的決定是商品設計時的一項關鍵設計步驟，因應現今重視
少量多樣客製化與即時性設計需求的趨勢，自動或半自動的設計輔
助措施日益重要。本研究針對這樣的新型態設計需求提出一個可能
的解決方案，透過人工智慧自然語言學習演算法的輔助，對一般客
戶非專業性的設計需求描述語言加以分析，進行專業性色彩意象的
辨識，根據辨識結果自動產生符合客戶需求的色彩組合，形成一個
完整的色彩計畫設計流程。
本研究第一部分應用小林重順的著作《Color Image Scale》中譯本
（Kobayashi, 2006）的色彩意象（Color Images）為設計參數，開
發「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及「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並建立
「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統」，將設計需求描述語句自動轉換為配
色並套用至商品示範應用設計中。第二部分為評估上述二演算法及
系統之精確度，使用問卷調查法評估所設計方法的成效，經由本研
究之結果，「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與「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
統」能夠提供相對滿足語言和配色的轉換需求，在色彩意象與配色
的對應上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中 文 關 鍵 詞 ： 色彩意象、自然語言處理、詞嵌入、詞轉向量模型、人工智慧、
計畫、商品設計
英 文 摘 要 ： The decision of color image is a key step of product
design. The automatic or semi-automatic design assistanc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trend of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customization and real-time
design requirements. This project propose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design for requirements of such a new type.
Firstly, a color image recogn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will be
deigned to analyze the non-professional requirement
description from general customers, to identify the terms
of color images used by professional designers
conventionally. Such identification result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color combinations that meets the customer's
original needs and forms a complete color scheme during
design process. A prototype application system of automatic
color scheme for product design will be developed.
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lor image (Kobayashi, 2006) listed
in the Color Image Scale (Kobayashi, 1991) as a design
parameter to develop a "color image extraction algorithm"
and "multi-images color harmony algorithm" to establish a
"parameterized color image and color scheme system".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algorithms and
the system, using questionnair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s. In summary, the "multi-images
color harmony algorithm" and the " parameterized color
image and color scheme system " can provide the conversion
requirements for language and color scheme, it is highly
feasible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lor images and

color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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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色彩意象的決定是商品設計時的一項關鍵設計步驟，因應現今重
視少量多樣客製化與即時性設計需求的趨勢，自動或半自動的設
計輔助措施日益重要。本研究針對這樣的新型態設計需求提出一
個可能的解決方案，透過人工智慧自然語言學習演算法的輔助，
對一般客戶非專業性的設計需求描述語言加以分析，進行專業性
色彩意象的辨識，根據辨識結果自動產生符合客戶需求的色彩組
合，形成一個完整的色彩計畫設計流程。
本研究第一部分應用小林重順的著作《Color Image Scale》中譯本
（Kobayashi, 2006）的色彩意象（Color Images）為設計參數，開
發「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及「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
，並建立
「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統」
，將設計需求描述語句自動轉換為配
色並套用至商品示範應用設計中。第二部分為評估上述二演算法
及系統之精確度，使用問卷調查法評估所設計方法的成效，經由
本研究之結果，
「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與「參數化色彩意象配
色系統」能夠提供相對滿足語言和配色的轉換需求，在色彩意象
與配色的對應上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中文關鍵詞： 色彩意象、自然語言處理、詞嵌入、詞轉向量模型、人工智慧、
計畫、商品設計
英文摘要：

The decision of color image is a key step of product design. The
automatic or semi-automatic design assistanc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trend of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customization and real-time design requirements. This project
propose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design for requirements of such a
new type. Firstly, a color image recogn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will be deigned to analyze
the non-professional requirement description from general customers,
to identify the terms of color images used by professional designers
conventionally. Such identification result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color
combinations that meets the customer's original needs and form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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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color scheme during design process. A prototype application
system of automatic color scheme for product design will be developed.
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lor image (Kobayashi, 2006) listed in the
Color Image Scale (Kobayashi, 1991) as a design parameter to develop
a "color image extraction algorithm" and "multi-images color harmony
algorithm" to establish a "parameterized color image and color scheme
system".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algorithms and
the system, using questionnair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s. In summary, the "multi-images color harmony algorithm"
and the " parameterized color image and color scheme system " can
provide the conversion requirements for language and color scheme, it
is highly feasible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lor images and
color scheme.
英文關鍵詞： color imag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ord embedding, word2vec
mode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or schem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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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年來隨著消費市場趨勢的變化已經對設計產業造成非常革命性的衝擊，電
商平台的興起助長 了極大量又多樣化商品銷售的設計需求，短時間內完成巨量
的客製化設計是傳統設計程序難以負荷 的，自動化將是不得不發展的新策略，
此外，以往不符合一般經濟規模的少量個人化、個性化、小眾 文化、特定情緒
性商品的需求，也是近年所謂文化創意產業所建構出的新型態商業模式，基於時
效商 機的考量，也對快速多樣化設計造成推波助瀾的效果，更進一步由於大數
據時代的來臨，各種數據的 彙整與呈現形式導引出資訊圖示（Infographics）這
個領域，以設計師先行規劃好的套版進行即時性資 訊呈現，再再都說明了未來
世界中設計師在商品設計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有非常大幅度的變動，這 一切
現象都直指著一個核心的議題，那就是設計自動化的時代已經接近了！
時效性是今日幾乎所有商業活動的必備需求，傳統的設計過程大多由設計師
本人或專業代理人與 商品業主密切互動而共同完成，但實務上卻經常由於溝通
不良，或設計師偏離業主期待的自我要求，往往導致設計目標錯誤或流程曠日廢
時，雖然合理的設計程序理所當然應該透過設計師與業主對商品 理念的充分溝
通，實務上也常利用所謂的情緒板（Mood Board）作為輔助，再由一系列的原型
設計 （Prototype Design）
，反覆地回饋與修正，最終得出符合雙方期待的設計作
品，然而，在時效性壓力 之下，此程序其實是很難落實的，如何在商品業主與
設計師之間強化溝通效果，一直以來就是設計實 務上所必須面對的困難所在。
在設計自動化的目標下，有兩個主要的設計階段是需要首先被關注的，一
是需求的理解，一是快 速的原型設計，一般而言需求理解是透過語言的溝通來
達成，商品業主對該項設計的期待，利用描述性的語言，一次性或反覆地設法傳
達其內心的真實想法，由於業主並非設計專業技術的擁有者，通常 沒有辦法利
用精準的設計語彙來表達需求，常常造成習慣性以專業術語或思維模式進行溝通
的設計師 有不必要的誤解，這種一直以來存在於設計過程中的問題，始終困擾
著業主與設計師雙方，顯示有必 要在一般人所運用的需求描述與設計師專業語
彙間建立有效的轉換介面，另一方面，為了要能夠快速 進行原型設計，有效的
原型設計作品生成也是自動化流程中不可或缺的一環，儘管對於商品設計的學
理探討與設計實務早已為學術界、產業界所熟知，然而，相對模糊又經常非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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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的設計原則是很難作為原型作品製作的演算邏輯的，這些都是為達成設計自
動化目標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設計需求理解本質上是屬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自然語言處理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範疇下的議題，將設計需求由一般口語化
的表達轉換至專業的一個或多個設計參數 的辨識，本質上在 NLP 的領域裡稱
之為多標籤文字分類問題（Multiple-Label Text Classification） （Mirnczuk, &
Protasiewicz，2018）
（Wang, Chen, & Suia，2018）
（Wang, Liu, Yang, Chu, Yao, Zhao,
& Zuo，2017）
，目前學術界的作法大多是以監督式機器學習（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作為分類的基本策略，然而，真正的難處就在於監督式學習所仰賴的
大量訓練樣本事實上是根本不存在的，特別 是對於如此特定領域所謂的設計需
求描述與設計參數間的正確對應關係樣本，這些設計語料和訓練樣 本的收集本
身就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所以，非監督式機器學習（Un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可能才是現階段比較可行的策略，利用詞嵌入（Word Embedding）技
術建立詞彙相似度（Word Similarity） 是目前對這類問題的常用作法（Musto,
Semeraro, de Gemmis, & Lops，2016）（Chen, Hua, Chang, Wang, Zhang, & Kong，
2018）
，另外，Google 公司所提供的詞轉向量（word2vec）模組是一個運用詞嵌
入原 理而被廣泛運用的詞彙相似度建立工具（Mikolov, Chen, Corrado, & Dean，
2013）
，透過這個工具的協 助與設計語料的收集，再進一步將詞彙相似性擴充為
設計需求描述對設計參數的關聯性，才能真正成 為整體系統中需求理解的基本
單元，這也就是本計畫預計要去銜接與克服的問題。
接下來，針對商品設計實務中的快速原型產生而言，色彩計畫（Color Scheme）
的決定為設計活 動實施的一項核心步驟（鄭國裕，林磐聳，2007）
，本研究以色
彩計畫的決定作為自動設計的初步應 用主題，雖然色彩計畫實施已經是業界熟
知標準作業程序的一部份，通常透過調和配色理論的指引來 完成，為了力求精
準有效，多年來仍然有許多關於色彩學在設計應用方面的學術研究或操作技術被
提 出，由早期日本學者小林重順為色彩計畫的需要而建立了色彩意象尺度
（Color Image Scale）與色彩 意象詞彙資料庫（Color Image Word Database）
（Kobayashi，1981）（Kobayashi，1991）開始，為標準 化、數值化的情緒與色
彩或色彩組合奠定學理討論基礎（許多學者對於色彩意象詞彙這個設計概念使
2

用不同的用語來表示，如：色彩語意、色彩感知形容詞、情緒詞彙等，在本計畫
書中為方便理解，統 一採用小林重順的說法）
，Ou 等學者在論文中討論單色色
彩對情緒與色彩喜好度的關係（Ou, Luo, Woodcock, & Wright，2004）
，數年之後
又討論雙色的色彩組合與情緒之間的關係（Ou, Luo, Sun, Hu, Chen, & Guan，2010）
，
接著又在論文中說明了消費者的期待與調和配色理論間的交互影響（Wei, Ou,
Luo, & Hutchings，2014）
，此外，Nooree 等學者檢視了各種白色對情緒特徵的相
關性（Nooree, & Suk， 2014）
，雖然已有這些研究成果，但是，所討論的色彩意
象詞彙或情緒形容詞的數量很有限，就實用性而言是非常不足的，同時，在不同
文化背景下，語言的差異也導致不可能直接運用其研究成果，中文語言體系下的
色彩學研究對產業運作實務而言絕對是獨特且必要的。
有關中文色彩意象詞彙與色彩或色彩組合的學術性討論相對地並不多，其中
日本色彩學者小林重 順的著作 Color Image Scale 中譯本（小林重順，2006）儘
管有所疏漏，卻也提供了一套相對完整的中 文色彩意象詞彙（Color Image Word）
對單一色彩與三色色彩組合（Color Combination）的對應關係， 此外，郭文貴教
授在指導郭永慶的碩士論文中建立了較為明確的色彩意象與單一色彩 CIE
L*a*b*色彩 空間座標的轉換規則（郭永慶，1999）
，郭教授與魏裕昌教授在指導
李宗侃的論文中則建立了色彩意 象與色彩協調性之間的預測關係（李宗侃，
2012）
，學者謝翠如在研究中也討論了色彩詞彙與色彩空 間之間的關係（謝翠如，
2009）
，戴孟宗等學者則說明了感知形容詞與主要色彩之間的量化分布（戴 孟宗、
廖信、楊宜瑄，2010）
（戴孟宗，2013）
，這些研究說明了單一色彩與情緒或感知
形容詞之間的關係，或者是提出多色色彩組合的協調性預測，這類基礎色彩科學
的論述對人類設計師而言的確非常 有價值，且可作為在實施色彩計畫時的指引，
然而，由於詞彙的數量相對不足，也由於單純的敘述性 統計數據只呈現了概念
或趨勢性的理解（戴孟宗、廖信、楊宜瑄，2010）
，並沒有對商品配色所需的 色
彩組合有更直接且明確的可運算操作規則（Computational Operating Rules）
，對電
腦運算而言，是不 足以作為自動化設計用途的演算步驟的，這就是目前基於中
文的自動化色彩計畫運作所遭遇的困境， 也是本研究計畫預計要突破的關鍵。
在這些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上，本實驗室（Digital Communication Contenia，
DCC Lab.）多年來針 對色彩計畫、色彩語意分析、設計自動化有非常豐碩的研
3

究成果，已開發出多項發明專利技術（如下 所條列）
，也有許多的學術性的發表
在這個研究課題上（如下所條列）
，隨著設計產業趨勢的轉移，研 究團隊的技術
能量累積也進入成熟階段，預計透過後續研究方法所述的設計與開發，為設計產
業開創 一條新的發展方向，或能解決許多產業此刻所面臨到的現實困境，也提
供新興產業未來發展的可能性。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開發「參數化色彩意象自動配色系統」，利用自然語言
處理、色彩調和等方式建構而成，將一般描述語句轉換成設計參數，再轉換為商
品配色，最後評估分析本系統之成效。本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1.開發參數化色彩意象自動配色系統
2.評估參數化色彩意象自動配色系統
三、文獻探討：
3-1 色彩的心理感覺
人們對色彩的感覺是生理和心理同時進行的，不同波長的光進入視覺器官反
應出色彩，也產生一定的心理活動，比如紅色使人血壓升高、脈搏加快，在心理
上也具有溫暖的感覺（瀧本孝雄、藤澤英昭，1977/成同社譯，1989）
，這些因色
彩而引發的反應會因不同年齡、生活經驗、文化背景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由於
人類的生理構造和生活環境等方面存在著許多共同性，因此相同的色彩刺激能夠
引起相同會類似的感覺。以下針對五種共同的感覺進一步敘述，分別是溫暖感、
距離感、重量感、形狀感及面積感。
色彩的聯想（Color Association）是指看到某些顏色時，因個人過去的經驗和
記憶產生連結（山中俊夫，2003/黃書倩譯）
，所以人們對色彩的聯想屬於後天學
習，會因不同年齡、地域、性別、環境、文化、職業與時代等因素而有所差異，
但仍有其共同性。色彩的聯想可分為「具體」及「抽象」兩種，例如看到紅色會
聯想到具體的「火焰」
，以及抽象情感概念的「熱情」
，不同的色彩對應不同的具
體聯想及抽象聯想，如表 2-1 所示，久而久之人們對這些色彩所產生的共同概念
情感成為色彩象徵（林書堯，1993）。
3-2 色彩意象尺度
小林重順與日本色彩與設計研究所（Nippon Color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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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利用語意差異法度量色彩及意象的關聯，開發色彩意象尺度（Color Image
Scale）
（Kobayash, 1981）。色彩以曼塞爾色彩體系（Munsell, 1912）為基礎發展
出與實用色彩體系類似的色相與色調系統（Munsell Notation of the Hue and Tone
System），是由 10 個基本色相組成，每個色相再分成 12 個色調，一共有 120 個
色彩，另外包含 1 至 9.5 階的無彩色（N1~N9.5）。
在這份研究中最大的貢獻在於色彩意象尺度的建立，建立的方法主要分為三個階
段，一是色彩聯想論（Color Association Theory）
、色彩意象論（Color Image Theory）
以及色彩－語意（Color-Language Semantic）
，經由語意差異量表建構色彩意象問
卷，如圖 2-7，並使用變異數分析、因素分析或群聚分析等統計方法，將結果映
射在三維空間中（Cool-Warm、Soft-Hard、Clear-Grayish）
，發展出色彩意象尺度。
3-3 自動配色方法
網際網路與生活密不可分，人們習慣在網路上搜尋解答或訊息，自動配色相
關的應用發展也已相當多元的方式在網路上呈現，配色方式多是基於色彩調和論
而來的。近年許多研究者提出各種自動配色的方法，多是利用色彩調和理論及機
器學習相關的技術，部分研究結合語意分析的概念作為具體分類的依據。
關於語言上的分類，就需要結合人工智慧及自然語言處理的技術，近年來因
大數據時代的浪潮，發展出許多實用的演算法來分類描述語句中的情緒或正負評
價，近年以 Google 開發的開源工具 Word2vec 的應用尤為盛行，其擁有免付費、
訓練速度快、能夠使用於中文語系等的優點，因此被許多研究者運用在相關的研
究中，例如，Zeng 和 Dai（2016）利用 Word2vec 結合深度置信網路（Deep Belief
Network, DBN）提出一個中文的線上評論情感分類方法，作法是將收集來的語料
作資料預處理，之後進行 Word2vec 訓練模型並基於詞性標註來提取特徵，希望
能夠真實反映用戶對產品的滿意度。Liu、Wei、Yu 和 Wu（2018）分類汽車網站
評論的情感，他們以網路爬蟲取得 Autohome 上的評價，運用 Word2vec 將相近
語意分組，再用 SVM 等演算法分成八個面向並進行正、負情感分類。
四、研究方法：
4-1 自動配色系統開發
1.設計參數資料庫
運用小林重順的著作《Color Image Scale》中譯本（Kobayashi, 2006）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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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Color Images）成「色彩意象詞庫」
，共有 223 個，如楚楚動人、冷靜等。
2.色彩意象色庫
每一個色彩意象對應了相關的色彩，所對應的單色（共 130 個）或三色組合（共
1170 組，如圖 3-4）的數量並不平均，舉例如色彩意象「浪漫」所對應的單色有
10 個、三色組合有 5 組，而色彩意象「古典」所對應的單色有 14 個、三色組合
多達 13 組，如圖 3-5，收集這些相關的色彩建立「色彩意象色庫」。
3.設計參數語料庫
Word2vec 詞嵌入模型訓練的結果深受語料庫影響，本研究的訓練用語料庫
來源有二，一是維基百科語料庫（Wikipedia XML Corpus）
，二是色彩意象關鍵語
料。維基百科語料庫的內容是做為自然語言學習用途的重要選項，其內容主題廣
泛，很適合作為基礎語料，除了內容夠豐富之外，容易下載取得也是最大的優點，
但缺少一般口語的或情感的描述方式。
色彩意象關鍵語料是利用 Google 搜尋關鍵字取得，使用網路爬蟲（Web
Crawler）爬取 Google 網頁內容，Google 搜尋出來的內容擁有口語化的優點，這
種方式也能確保所有的色彩意象能夠有適當的詞彙關聯值計算，每個色彩意象分
別搭配相關關鍵字（感覺、情緒、設計、生活、色彩）進行 Google 搜尋，再爬
取搜尋結果的前 5 頁的連結內容，大約有 41160 個搜尋結果。
4.詞彙關聯值計算
語料收集完成後，先將文本轉成能夠表達意義的最小單位字詞，本研究使用
Jieba 分詞（Word Segmentation）
，並移除空格、標點符號等，再使用 Word2vec 建
構詞嵌入模型（Word Embedding Model）。舉例而言，色彩意象「古典」與另一
個在概念上相關而字詞完全不同的「文藝復興」的原始稀疏向量表達分別為：
（0,
0, … , 0, 1, 0, … , … , 0, 0）與（0, 0, … , … , 0, 1, 0, … , 0, 0），這兩個 1 的所在維
度可能相去甚遠，直接運算其間距離將沒有辦法表達語意相近的意義，利用「設
計參數語料」訓練後，在低維度空間中卻呈現為兩個相差不遠的向量。
5.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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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輸入描述語句，經過分詞，利用訓練好的 Word Embedding Model 擴展
成一序列相近的字詞，這些相近的字詞與每個色彩意象計算詞彙關聯值，再利用
方程式(2)計算設計參數值，最後抽取該描述語句所隱含的三個色彩意象。演算法
步驟如下所示。
步驟 1、輸入描述語句 S。
步驟 2、以 Jieba 分詞程式將 S 分詞成 s1, s2, ..., si, ..., sm.
步驟 3、進行詞彙擴展處理，將每一個分詞後的詞彙 si，利用訓練好的 Word2vec
詞嵌入模型，擴展成一組與 si 最相近詞彙組 e(si) = { e1, e2, … , en }.
步驟 4、計算描述語句 S 的總詞彙擴展集 E(S)，計算方式如方程式(1)：
𝑚𝑚

E(S) = � 𝑒𝑒(𝑠𝑠𝑖𝑖 ) = � 𝑤𝑤1 , 𝑤𝑤2 , … , 𝑤𝑤𝑝𝑝 �.
𝑖𝑖=1

(1)

步驟 5、計算每一個色彩意象𝑐𝑐𝑘𝑘 與 E(S)的設計參數值𝑟𝑟𝑘𝑘，該總詞彙擴展集中有𝑙𝑙個
該相近詞彙𝑤𝑤𝑙𝑙，𝑙𝑙為從 1 至𝑝𝑝，其中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𝑐𝑐𝑘𝑘 , 𝑤𝑤𝑙𝑙 )是𝑐𝑐𝑘𝑘 與𝑤𝑤𝑙𝑙 在 Word2vec 中計
算出的詞彙關聯值，如方程式(2)。
𝑟𝑟𝑘𝑘 = 𝑅𝑅(𝑐𝑐𝑘𝑘 , 𝐸𝐸(𝑆𝑆)) =

∑𝑝𝑝𝑙𝑙=1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𝑐𝑐𝑘𝑘 , 𝑤𝑤𝑙𝑙 )
.
𝑝𝑝

步驟 6、抽取出設計參數值𝑟𝑟𝑘𝑘 最大前三名色彩意象 cx1、cx2、cx3。

(2)

步驟 7、輸出色彩意象 cx1、cx2、cx3 及設計參數值。

以下舉實例說明演算過程：
步驟 1、輸入描述語句「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步驟 2、以 Jieba 使描述語句分詞成「不在乎」
、
「天長地久」
、
「只在乎」
、
「曾經」
和「擁有」。
步驟 3、進行詞彙擴展處理，將每一個分詞後的詞彙，擴展成最相近詞彙組：
「不在乎」擴展成「不在意」
、
「不介意」
、
「無所謂」
、 「不介意」
、 「無
所謂」
、 「沒錯」
、
「且說」
、
「看不出」
、
「沒見過」
、
「聽不懂」
、
「不算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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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搞不懂」等相近詞彙。
「天長地久」擴展成「金枝玉葉」、「未了情」、「綺夢」、「金玉滿堂」、
「未了緣」
、
「江山美人」
、 「似水 流年」
、
「彩雲飛」
、
「喜迎春」
、
「溫
兆倫」等相近詞彙。
「只在乎」擴展成「愛你愛」
、
「敢不敢」
、
「煞到」
、 「我賴」
、
「很愛很
愛」
、
「金倫」 、
「我問」 、
「我管」
、
「請原諒」
、
「要定」等相近詞彙。
「曾經」擴展成「曾」
、
「還曾」
、
「並曾」』 、
「曾多次」
、
「曾一度」
、
「從
未」、「從沒」、「經常」、 「多次」、「從來沒」等相近詞彙。
「擁有」擴展成「具有」
、
「有著」
、
「有着」
、
「具備」
、
「持有」
、
「享有」
、
「保有」、「有」、「帶有」、「展現出」等相近詞彙。
步驟 4、經由方程式(1)計算得到總辭彙擴展集E(S)：
E(S) = {「不在意」
、
「不介意」
、
「無所謂」……「有」
、
「帶有」
、
「展現

出」}.

步驟 5、經由方程式(2)計算得出每個色彩意象與總辭彙擴展集的設計參數值𝑟𝑟𝑘𝑘
r1 = sim(楚楚動人, E(S)) = 0.5658.
r2 = sim(浪漫, E(S)) = 0.5334.
r3 = sim(清爽, E(S)) = 0.5019.
……
r223 = sim(坦誠, E(S)) = 0.5159.
步驟 6、抽取出設計參數值最大前三名色彩意象「瀟灑」、「灑脫」、「酸酸」。
r132 = sim(瀟灑, E(S)) = 0.6240.
r20 = sim(灑脫, E(S)) = 0.6144.
r131 = sim(酸酸, E(S)) = 0.6103.
步驟 7、輸出色彩意象 cx1、cx2、cx3 及設計參數值：
瀟灑：0.6240、灑脫：0.6144、酸酸：0.6103
從這個實例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的功能，輸入描述
語句「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經由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得到「瀟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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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脫」
、
「酸酸」這三個隱含的色彩意象，提供設計師進行適當的配色計畫和發
想。
6. 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
依照前一節中設計的「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的輸出結果，三個設計參數值
最高的色彩意象 ci1、ci2、ci3，利用先行彙整的「色彩意象色庫」中提取符合該意
象之色彩，各自隨機取出一色建立「三色組合庫」，再利用色彩調和理論篩選出
具調和特性的色彩組合。演算法步驟如下所示：
步驟 1、從「色彩意象資料庫」中提取色彩意象 ci1、ci2、ci3 的色彩，B(ci1), B(ci2),
B(ci3)，其中 B(ci1) = { bi11, bi12, … , bi1m }，B(ci2) = { bi21, bi22, … , bi2n }，
B(ci3) = { bi31, bi32, … , bi3p }.
步驟 2、各自隨機取出一色結合成三色組合並建立「三色組合庫」S0，S0 = { (bi1x,
bi2y, bi3z) | bi1x in B(ci1), bi2y in B(ci2), bi3z in B(ci3) }.
步驟 3、利用色彩調和理論，篩選出具調和特性的「調和組合庫」S1（且將明度、
飽和度相差過大和出現同色之色彩組合刪除）。
步驟 4、由 S1 中隨機挑選一組色彩組合(bi1u, bi2v, bi3w)作為輸出。
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實例：首先輸入描述語句「在森林學校來一場健康快
樂的大自然探險」
，
「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的輸出為：悠閒（0.56）
、自然（0.55）
、
健康（0.55）。
步驟 1、從「色彩意象色庫」中提取符合上述三個意象的色彩（RGB 數值）：
B（悠閒）= { (218, 248, 109), (208, 180, 176), …, (232, 157, 96)}.
B（自然）= { (213, 255, 236), (168, 198, 164), …, (198, 205, 156)}.
B（健康）= { (91, 189, 206), (152, 231, 203), …, (232, 157, 96)}.
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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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從「色彩意象色庫」中提取的「悠閒」、「自然」、「健康」所對應的
相關色彩
步驟 2、各自隨機取出一色結合成三色組合並建立「三色組合庫」S0 = { [(218, 248,
109),…, (232, 157, 96)]) | [(218, 248, 109), (213, 255, 236), (91, 189,
206)], …[(232, 157, 96), (198, 205, 156), (232, 157, 96)] }.
步 驟 3 、 利 用 色 彩 調 和 理 論 ， 建 立 「 調 和 組 合 庫 」 S1 =
{[(218,248,109),(179,208,89),(255,229,122)],

[(218,248,109),(179,208,

89),(255,168, 40)], …, [(232,157, 96),(228,200, 99),(255,188,104)] }.篩選出
具調和特性的色彩組合共 42 組，如圖 2：

圖 2 色彩意象「悠閒」、「自然」、「健康」的「調和組合庫」
步驟 4、由 S1 中隨機挑選一組色彩組合[(218,248,109),(179,208, 89),(255,168, 40)]
作為輸出，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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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調和組合庫」中的其中一組色彩
從上可知，「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意圖提供多個色彩意象及具色彩調和
美感的色彩組合。
4-2 應用系統實作
本研究為達成快速原型產生之目的，使用 Adobe Illustrator CC 製作，因馬克
杯及指彩組較無特定商品情緒，所以選擇此兩者為對象繪製，所設計之樣式版面
如圖 4 所示，將設計完成之檔案轉為 svg，再利用 API 網路服務平台處理資料連
結。

圖4

(1)快速原型套用設計「馬克杯」；(2) 快速原型套用設計「指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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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 API 網路服務平台建立「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統」，利用 https
通訊協定提供色彩意象與商品配色的呼叫功能，如此就可以讓後續的設計應用開
發變得容易，也更具彈性。
4-3 問卷調查實驗
為驗證「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
、
「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和「參數化色彩
意象配色系統」的輸入輸出對應結果是否符合期望，本研究使用網路問卷調查
（Web Questionnaire）
。問卷調查實驗包含題庫篩選及建立、編擬初稿、問卷預試、
修正、定稿、施測與統計。
五、結果與結論（含結論與建議）：
5-1 自動配色系統開發成果
本研究應用小林重順的著作《Color Image Scale》中譯本（Kobayashi, 2006）
的色彩意象（Color Images）為設計參數，開發「色彩意象抽取演算法」及「多意
象色彩調和演算法」
，利用 API 建立「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統」
，將設計需求描
述語句自動轉換為配色並套用至商品示範應用設計中，快速的原型設計套用，有
助於少量、客製化、即時化的新形態設計趨勢需求，本研究商品示範應用設計有
二，馬克杯和指彩組，操作步驟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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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統」操作步驟示範。 (1)輸入描述語句「那麼我去
當香蔥烤雞肉串去了」
（出自某餐飲業廣告文案）
。 (2)輸出三個隱含的色彩意象。
(3)輸出對應於該三個色彩意象、且符合色彩調和特性的色彩組合。 (4)套用至商
品示範應用設計中。
5-2 問卷調查實驗結果
1.語言轉換的臆測結果與改進方式
在問卷調查「描述語句輸入、色彩意象輸出」的實驗結果中，精確度最高為
色彩意象輸出第一名即包含期望意象的部分，70%，而召回率最高為前兩名色彩
意象輸出包含期望意象前兩名的部分，55%，綜合兩者來看，「色彩意象抽取演
算法」的表現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並不表示本研究方法在這個部份的設計可
13

行性不足，也許可由改變材料來嘗試提升精確度，如上一章結果與分析討論所提
及，例如調整語料庫的平衡、簡化色彩意象的數量。
2.色彩意象對應色彩組合自動轉換可行性高
在問卷調查「色彩意象輸入、商品配色輸出」的實驗中精確度為 80%，可見
「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法」能夠大致滿足多個色彩意象及配色的轉換需求。不足
的原因在上一章結果與分析討論中有提及，人們可能會受較強烈的色彩意象影響，
而選擇擁包含關鍵色彩的的色彩組合，但關鍵色彩有可能會因色彩調和的規範下
被過濾掉，這是這個設計方法的缺點，不過從統計的結果來看優點仍大於缺點，
色彩調和的過濾可使色彩組合擁有複合性的色彩意象，並確保其有色彩調和的美
感。
3.描述語句對應色彩組合自動轉換可行性高
在問卷調查「描述語句輸入、商品配色輸出」的實驗中精確度為 80%，可見
「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統」能夠大致滿足自然語言描述及配色的轉換需求。不
足的原因與 B 實驗有相似之處，人們可能會被描述語句中強烈的色彩暗示影響，
且似乎比描述語句中原有的意涵更加影響色彩的選擇。
4.設計背景與非設計背景受測者實驗結果沒有顯著差異
在 A、B、C 三個實驗中，設計背景與非設計背景的受測者在問卷結果的表
現上皆沒有顯著的差異，說明「色彩意象抽取驗算法」、「多意象色彩調和演算
法」及「參數化色彩意象配色系統」的輸出結果普遍受兩方認同，如同 Lee 和
Qian（2004）的研究中指出，雖然色彩的心理反應變化無常，但仍有共通的感受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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