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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日常器物的色彩選擇

一、產品與色彩

工業產品的形式美是由造型、色彩、圖案、裝潢
等多方面因素綜合而成的。但在眾多的因素中，色彩
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它能最先引起消費者的注意，
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可見，產品的色彩美是產品價
值增值的一條重要捷徑。

產品色彩效果的好壞關鍵在配色上，成功的色
彩設計應把色彩的審美性與產品的實用性緊密結合起
來，取得高度統一的效果。

色彩的選配要與產品本身的功能、使用範圍、環
境相適合。各種產品都有自身的特性、功效，對色彩
的要求也多有不同。從共性角度看，食品強調清潔衛
生，與食品相關的電冰箱、電鍋、切肉機、熱水瓶、
廚房用具大多要用象徵清潔的白色等色；地毯、機械
設備的設計強調安定穩重感，一般採用較深的暗色。

隨著生產技術的日益進步，生產的含義已同18
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時代有了明顯的不同，當時生產
者追求的是盡可能大量地出產品，生產的關鍵在於產
品。而今天如果消費市場不景氣，大量生產就沒有意
義。因此，產品設計如何適應消費者的需要就成了至
關重要的問題。在消費者中，產品的色彩與形狀同樣
能一樣受到特別注意。一些機能優異，但外貌笨拙、
色彩陳舊的產品受到冷落。而那些外觀優美又實用的
產品卻頗受消費者喜愛。如孩子們喜愛的各種兒童玩
具，若色調鮮豔、明快，對比強烈而統一協調，寶寶
們一見就會笑顏逐開、愛不釋手；反之，若將玩具設
計成灰暗冷清的色調，就會被孩子們冷落。可見，色
彩對於產品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由於國際間經濟、文化交流日益活躍、深入，大
大開闊了人們的審美視野，崇拜時尚已成為大眾的審
美愛好，流行色自然成了新一代的寵兒。流行色從某
種意義上說，就是根據人們新的觀念和新的要求，使
產品通過色彩更新來強化時代意識，刺激消費。

企業要瞄準市場需求和社會心理傾向，抓住時代
脈博，設計出最佳的企業產品色。消費者要具備色彩
學相關知識，以選購適合自己，美化生活環境的各種
現代產品或器物。

二、汽車色彩如何選 

當你買車時，首先考慮的大概是車的品牌、類
型、性能、品質等等。但一旦決定了這些後，你面臨
的就是如何選擇顏色的問題。也許，當你選擇顏色
時，考慮的僅僅是「我喜歡什麼顏色」，這樣一個有
關個人偏好的美學問題。然而不知你還想過這樣一些
問題沒有：什麼顏色的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最少？什麼
顏色能使汽車顯得大一些？什麼顏色能使汽車顯得結
實而厚重？什麼顏色是流行色？什麼顏色的汽車在賣
二手車時能保值？等等。

1、色彩與車主個性

其實，汽車的顏色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美觀和個人
偏好的問題，而是一個頗有說法的且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顏色是車主個性的顯示。顏色不僅是汽車的包
裝和品牌識別的標誌，而且還反映車主的情感和身
份。

銀灰色
杜邦公司最新的汽車流行色彩報告指出，銀色

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新車顏色（圖13-1），因為它最
能反映汽車本質的顏色。看見銀灰色就想起了金屬材
料，這種顏色給人感覺整體感很強。科技讓單一色彩

左下：圖13-1  銀灰色轎車  TOYOTA-Camry  XLEV6  2400cc

右下：圖13-2  白色轎車明視性高較安全，也是最省油的汽車

右上：圖13-4  紅色摩托車，顯示活躍的衝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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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增加，帶來更多的視覺樂趣，也讓銀色與灰色
有了新的外觀，新的銀色可以看起來是紫色或如灰藍
色或是金屬綠色，甚至有珍珠光澤效果，是一種時尚
的表現。銀色車主顯示高貴、喜歡現代的外型、冷靜
的個性。

白色
白色是中間色，給人以清潔、樸實、純潔、清

新、明快、大方的的感覺（圖13-2）。容易與外界環
境相吻合而協調，白色車身較耐臟，但台灣濕度高會
累積污垢不易清理。另外，白色是膨脹色，容易使小
車顯大。日本車在80年代，有白色代表高級的說法，
白色車的銷量曾經佔到過總銷量的70％。另外，白色
車相對中性，對性別要求不高。白色汽車車主的性格
往往比較溫和，喜歡讓自己的車亮麗整潔，不愛惹是
生非，但有時愛挑剔。

黑色
黑色是一種矛盾的顏色，既代表保守和自尊，

又代表新潮和性感（圖13-3）；給人以莊重、尊貴、
嚴肅的感覺。黑色也是中間色，容易與外界環境相吻
合。但黑色汽車車身反而不耐臟，有一點灰塵就能看
出來。黑色一直是機關首長、公司老闆和黑道老大最
受青睞的顏色，高檔車黑色氣派十足，但低檔車最好
不要選用黑色，除非標新立異。黑色車主權力慾高，
不易受操控，喜歡高雅與古典。

紅色
紅色能激發歡樂情緒；紅色包括大紅、棗紅，給

人以跳躍、興奮、歡樂的感覺（圖13-4）。紅色是膨
脹色，同樣可以使小車顯大。紅色是別致又理想的顏
色，跑車或運動型車非常適合。紅色車主愛性感、快
速，充滿活力與鬥志。

藍色
藍色顯示豪華氣派、安靜的色調，但是感覺非

常收斂，個性不張揚，如同我們的星球的深邃和大海
的包容。藍色是最能體現其內涵的顏色，藍色同時非
常適合個性保守不張揚的人士，但藍色不耐臟（圖
13-5）。

黃色
黃色崇尚大自然本色，黃色給人以歡快、溫暖、

活潑的感覺。黃色是膨脹色，在環境視野中很顯眼，
跑車選用黃色非常適合，小型車用黃色也非常適合
（圖13-6）。計程車和工程搶救車都是黃色，一是便
於管理，二是便於人們早早地發現，可與其他汽車區
別。但私用車選用黃色的不多。香檳色是黃色派生出
來的金屬漆顏色，現在大行其道。

綠色
綠色給人環保和帶來沉靜和諧的氣氛；淺淡且

顏色鮮艷的綠色有較好的可視性，這是大自然中森林
的色彩，也是春天的色彩。綠色的金屬漆也一改以前
冰冷的色調，以溫暖的面貌出現，小車選綠色很有
個性，但豪華型車如果選用綠色，有點不倫不類的
感覺。綠色車車主通常處事中庸、行事穩當、性格堅
毅，保守、可信賴、講求平衡。

其他色
螢光和夜光漆的顏色能增強能見度和娛樂氣氛，

被廣泛應用於各種賽車、摩托車上，但不太適合普通
轎車，因為螢光顏色過於晃人眼睛。至於鮮紫色和桃
紅色，能表現出車主的活躍個性。

深藍、墨綠、暗紅和各種深色調的顏色，則隱
含精巧、細緻、高水準及達觀。如果車身顏色是淺色
系如淡紫、淡綠、灰棕或香檳色，則車主可能多愁善
感，有點憂鬱傾向。

大致看來：選擇較淺車身的人，多半是循規蹈
矩，工作慾望強烈的人；相反選擇亮麗顏色的人，則
多是野心勃勃，但更多的人多半喜歡享受生活中的樂
趣。

2、色彩與汽車車型

顏色的重要還在於能在人的心理上產生一種造型
功能。顏色的造型效果取決於其面積、明度、彩度和
匹配等因素。對於三度空間物體的轎車車身，由於其
形體、品質及色差所造成的這種影響就更為明顯，因
此要根據車型來選擇轎車顏色。　　

最上：圖13-3  黑色轎車，代表保守與自尊、新潮與性感，但較耗

                    油

上圖：圖13-6  黃色轎車，明視性最高，安全警戒性也最好

右圖：圖13-5  淺藍金屬漆的轎車，時髦，折舊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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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和彩度高的顏色能使車體顯得大一些，因此
適用於小型轎車（圖13-7、8、9）。對於大型和中型
轎車來說，採用明度和彩度適中的顏色較宜。買大型
轎車最好選擇低明度和低彩度顏色，因為這類顏色所
產生的壓縮效應使車體看起來較為緊湊和堅實。有時
車體豐滿的豪華車噴上一兩種顏色飾條，可變得「俏
麗苗條」起來。

選購汽車顏色，還應考慮不同經緯的日照量及地
區的光強和濕度。在低緯地區（如台灣、東南亞），
日照時間長，光線強度相對較強，因此車身的日照面
與背面顏色的反差很大，如採用柔和的中間色調就可
消除這種反差，而在高緯度地區（如大陸北方、北
歐），日照時間短，光線強度相對較弱，反差小，可
採用強烈的高彩度色調以加強車身造型效果。

3、色彩與行車安全

顏色更重要的是在安全方面的作用。近來，科學
的研究表明，轎車行車安全性不僅受其操作安全視線
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身顏色的能見度影響。心理學家
認為，明視性好的顏色能見度佳，因此把它們用於轎
車外部以提高行車安全性。明視性主要與下列因素有
關：顏色的進退性。即所謂前進色和後退後。比如使
紅、黃、藍、綠色的轎車與觀察者保持等距度，在觀
察者看來，似乎紅色和黃色轎車要近一些，而藍色和
綠色轎車要遠一些。因此，紅色和黃色稱前進色，藍
色和綠色稱後退色。前進色的明視性較好。顏色的脹
縮性：將相同車身塗上不同的顏色，會產生體積大小
不同的感覺。如黃色感覺大一些，有膨脹性，稱膨脹
色；藍色和綠色感覺小一些，有收縮性，稱收縮色。
膨脹色與收縮色明視效果不一樣，據日本和美國車輛
事故調查，發生事故的轎車中，藍色和綠色的最多，
黃色的最少，可見膨脹色的明視性較好。　　     

顏色的彩度：顏色在人們視覺中的鮮豔度是不同
的，可分為高彩度色調和低彩度的暗色。紅色和黃色
為高彩度色調，明視性較好，救火車是紅色，計程車
是黃色，中小學生校車也是黃色調，就是著眼於其明
視性。黑、藍、綠是屬低彩度的暗色，和車型看起來
會覺得小一些、遠一些和模糊一些。

從安全角度考慮，轎車以明視性好的顏色為佳。
有些明視性不太好的顏色，如果進行合理的搭配，也
可提高其明視性。如藍色和白色相配，效果就大為改
善。螢光顏色和夜光漆能增強能見度和娛樂氣氛，因
而被廣泛應用於各種賽車、摩托車等。但對於轎車來

說，目前選用這類顏色的僅限於概念車。由於螢光顏
色過於強烈，因此在未來應用中必須有適當的管理辦
法來加以控制。

4、色彩與汽車經濟

車色與省油有關係
中華民國能源會四組二科科長翁素真表示，顏色

淺的車輛會比顏色深的車輛省油，主要原因在於淺色
系可讓熱能有效折射，不致於讓車內空間溫度上升太
快，因此可減少冷氣負荷而減少油耗，以國人選購車
輛前三大色系的銀色、黑色與白色為例，白色的轎車
油耗率就比黑色低 2% 左右（聯合報2004/3/12）。

色彩與二手車的價值
不同顏色的車在賣二手車的時候，價格相差甚

遠。據克萊斯勒品牌專事色彩、材質及主要設計等工
作之總監Margaret Hackstedde表示，銀色及各種藍色色
調是2003年以來的熱門車色選擇，非彩色和中間色
的二手車比個性化顏色的二手車要價高些。或許將來
一輛淺藍金屬漆的轎車（圖13-10）在買入時只比深
藍色、綠色的轎車貴70美元，而在賣出時卻要比同
類其他顏色的轎車貴500美元。因此，你在購買轎車
時，除滿足自己的偏好外，還應考慮轎車賣出時顏色
的殘留價值和增加值。要想使自己的車在轉賣時，不
至於比相同的車跌價，那麼你就應該研究一下汽車的
流行色及有關汽車顏色的學問。關注汽車流行色，預
知未來什麼樣的顏色會大受歡迎，也許顏色能幫你賺
錢呢！轎車顏色專家忠告，在轎車外形日趨類同化的
今天，顏色已成為區別轎車造型最關鍵的要素之一。
顏色最能影響轎車用戶的購買行為，顏色是轎車廠商
最重要的市場戰略。造車人和買車人都應懂得這個道
理：顏色就是效益。

右上：圖13-7
糖果綠的小汽車
右中：圖13-8
麻辣紅的小汽車
右下：圖13-9
Remix系列的小汽車
左圖：圖13-10
淺藍色金屬色轎車
2004年台北汽車大展發
表的新款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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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用器物的色彩

SOHO一族的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化程
度的提高，家庭結構的巨大變化，飲食結構的調整，
使家用器物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人們以往擺放在臥
室、起居室的家用電器搬回了廚房，新的滿足各類功
能的電器的加入，使廚房終於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
空間，人們對廚房品位的要求不斷提升，廚房裏的家
電和櫥櫃一起，形成整體，共同營造出一個美麗的生
活氛圍。廚房家電最常見的應該有冰箱、微波爐、消
毒櫃、抽油煙機、電烤箱、電鍋、洗碗機、飲水機等
等。他們和廚房櫥櫃、灶台一起，即相對獨立，又合
為一體。因此，在考慮每一件廚房家電的造型色彩
時，更要從整體出發，考慮廚房家電色彩計畫。

受到家庭電器傢俱化和個性化的趨勢影響，目前
的家用器物色彩計畫有以下幾種傾向：

1、白色家用器物—永恆的主題 

一直以來，白色是家用器物的主打色，也是家
電的各個顏色之中最為常用的顏色，白色給人清潔爽
朗，乾淨利落的聯想。而且作為無彩色、明度最高的
顏色，白色家電使廚房顯得明亮，空間感變大，而且
能和任何櫥櫃傢俱、牆面地磚協調，不失為一個永恆
的主題，目前美國量販店賣的家庭電器仍以白色為主
（圖13-11）。

現在冰箱和微波爐相比其他廚房家電而言，白色
的運用比較成功。冰箱的白色有多種處理方法，有光
亮平滑的白色，有壓了紋理，質感鮮明的白色，有帶
花紋的白色，搭配局部彩色、深色、金屬色的點綴，
畫龍點睛，提升了產品的檔次。而微波爐大黑色透
窗，配合白色箱體，使白色更突出，更純粹，造型特
徵一目了然。

但不少白色家電的「白」並不純粹徹底。出於降
低成本的需要，不少塑膠件的原料中混入回收塑膠，
以至所謂的白色，不過是「灰白色」，始終給人不舒
服的視覺感受。索性可以再深一點，巧妙利用不同深
淺的對比和冷暖對比達到和諧，再配以少量的彩色或
金屬色，如面板、按鍵等作為點綴，於淡雅中顯出品
位和內涵。 

2、粉色家用器物—溫馨可愛好心情

可能是厭倦了周圍吵雜的社會，忙亂的工作，承
受的壓力，人們回到家希望得到放鬆和調節，更嚮往
溫馨休閒的生活。粉黃色的基調，襯托一兩處帶一點
灰調的橙色，暖洋洋的顏色，給人午後陽光的感覺，
十分有食慾，配上圓潤的外型，溫馨可愛，讓人的心
情也好了起來。粉色家用器物，不會給人生硬的機械
感，尤其是廚房家用電器，更多的是人的好幫手和好
夥伴。低彩度的色彩，不會太張揚，某種程度上減輕
了使用者的視覺疲勞，讓人得到更多的釋放。此類色
彩，又十分貼近女性的心理，女性特有的細膩、母愛
和生理特徵，使這一類顏色更受女性青睞，尤其是住
小面積套房的單身貴族。

手機是現代人必備的通訊工具，有些粉色系列
也很受年輕人的青睞（圖13-12），如粉紅色、淡青
色、淺黃色等。

右圖：

圖13-11

家電產品型錄，

可以看出大半是

以白色為主調

右上：

圖13-12

粉色系列的手機

左圖：

圖13-14

局部使用有彩度

色彩的音響，顯

的較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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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屬家用器物—最酷的選擇

隨著各類眼花繚亂的高科技功能的出現，新的家
用器物將成為資訊與技術的載體。 

例如藍芽技術將在未來滲透到人類日常生活的每
個角落，與人的家居生活、辦公工作、資訊傳遞、娛
樂休閒、醫療保健和運動音樂等密切聯繫，甚至家裏
的所有電器用品都將會相容藍芽的功能，下班回家，
各個電器將完成日常家務，打開視聽設備，自動調節
家居環境，甚至準備可口美味的佳餚（圖13-15）。 

金屬色迎合了這一類的時尚和風格，也是時下最
流行最酷的色彩，隨著網路技術深入生活，金屬色還
將延續很長的一段生命力，帶來外太空的遐想、宇宙
的神奇、科技發展無止境的感覺。金屬色又有啞光、
拉絲和鍍鉻等多種效果，有帶有色彩傾向的金屬色，
還可搭配使用，酷中又有人性化的一面。 

5、深色家用器物—耳目一新的概念詮釋

人們習慣了淺色基調的傢俱和電器，是不是深
色家電就不好呢？其實歐洲的廚房家電以前都是深色
與不銹鋼的配合。深色家電本身具備穩定的體積感，
高科技的權威，簡約純粹的美感，又極富震撼力，男
性風格突出，適用於現今成功的單身貴族或是白領伉
儷，他們接受國外品味，崇尚返樸歸真。

IBM提出了新看法，他大膽地採用了黑色，運用
在電腦及其週邊設備上，並配上一些俏皮的彩色按
鍵，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視覺效果很好。它也適用
於越來越多的中性角色一族，沒有明顯的性別性格差
異。就象前面說到白色一樣，深色配上一兩處金屬色
或是彩色，也會立刻活躍起來，整體的無彩色傾向，
又使他很容易與周圍廚房環境協調，不失為一種高檔
的選擇。

高科技器物，不只是電腦，其他如電視、高價位
音響、數位相機（圖13-16）、錄影機等仍脫不了以
黑色系列為主流，因為黑色具有權威、穩重、成熟、
信賴之象徵。若遽然改成有彩度的色調，反而讓人有
輕浮、廉價、不耐用等感覺。 

3、彩色家用器物—讓生活豐富多彩 

看一下身邊的潮流，我們不難發現現在的二十多
歲的年輕人是伴隨著個性開放的熱潮成長起來的，在
未來的歲月裡，他們將成長為一群具有相當購買能力
的消費群，這一類消費群個性鮮明，開朗活潑，潮流
意識敏捷，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意識，因此才會有換
彩殼手機的熱銷，各類時尚精品的走紅。很多著名廠
牌都大膽地提出了色彩新概念  彩色家電出現了。國
內許多廠家推出了彩色冰箱（圖13-13）；有些小型
床頭或桌上音響，一改以往傳統的黑白配色，而是局
部用使用有彩度的色彩（圖13-14，p.79），讓人覺得
很可愛。

隨著這一代人的成長成熟，相信在未來的歲月
裡，讓生活豐富多彩的家用器物系列將成為色彩主
流。

上圖：
圖13-13  新款彩色冰箱  台灣大同公司  2005
下圖：
圖13-15  以金屬色為主的廚房設備
右下：
圖13-16  強調高科技性能的單眼數位相機D70型  日本Nikon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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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環境與色彩

一、都市環境的色彩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天、人關
係的命題，環保意識抬頭的今天，又重新被強調地提
出來了，目的是要人們認識「天」與「人」是緊密相
聯、不可分割的。這裏所謂的「天」，無疑是指「大
自然」、「自然界」 ，「自然」與「人為」是相通和
統一的。住宅建設中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求達到
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融合。

「以人為本」的問題被強調地提出來了。目的是
要人們認識社區建設必須圍繞「人」這個主體，一切
實施舉措都要為人的健康、舒適著想，為豐富人們的
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著想。社區環境的「審美」問題
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居住環境不僅要滿足人類對
遮風擋雨、生活起居的物質需求，而且還要滿足人類
對心理、倫理、審美等方面的精神需求。居住環境表
現了一個時代文化藝術的風貌和水準，凝聚了一個時
代的人類文明。無論是建造住宅，還是與其融為一體
的園林景觀，都既是一種生產活動，又是一種文化藝
術活動，因而也是美學研究的物件。

居住環境為人所造，又反過來通過它的「美育」
作用，來陶冶人的心靈和性情，來「造人」。一個好
的居住環境，它的藝術價值也如同一幅名畫、一首名
曲一樣，其美感歷久而彌彰。不僅美育當代，而且惠
及千秋。

美和醜是引導人們行為的重要原則分野。「美
育」是精神文明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居住環境對
人的「美育」作用尤為至關重耍。因為人們與居住
環境朝夕相對，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在優美的環境
中，人們會變得高雅文明。在感性世界的「自然美」
中，可以得到精神寄託或精神力量，達到精神的高度
超越。 

既然居住環境己成為「明星」般的審美對象。那
麼，在住宅社區創新發展的今天，研究和建立「居住
環境生態美學」的課題就值得我們去留意。本課程主
旨是認知與研究色彩，居住環境，特別是都市環境的
色彩，是我們需要特別去探討的問題。

所謂都市環境色彩，指的是都市外部空間各種
視覺事物所具有的色彩。在一座都市中既有自然環境
如山丘、平原、盆地、河流、樹木，又有無數的建築
群、街道、人行道、廣場、綠地、公園、橋樑、交通
工具、招牌和號誌等。所有這些，除了其本身的形式
之外，它們的色彩對於表現都市的面貌有很重要的作
用，它們觸及人們的生存空間，深刻影響著人們的視
覺感受。

如果說，都市是交響樂，那色彩就是音符。簡
潔、和諧和舒緩的色彩環境，能給人們無比優美、悅
目和舒適的感受。色彩與人的心理健康息息相關，一
個都市建設得優美與否，雖然與都市設計規劃密不可
分，但色彩的運用是否得當，也不可忽視。 在人的生
活圈中，處處都離不開色彩。造物者賜予我們的天然
色彩是藍色的天空、綠色的森林、深藍的海洋，賦予
人類感官的是無比優美、悅目和舒適的感受。

我們在前面章節中已經探討過，不同的色彩給人
的心理刺激是不同的，會使人產生不同的情緒。色彩
能給人帶來冷暖輕重、活潑與憂鬱、興奮與沉靜、輕
鬆與疲勞、聯想與象徵等各種複雜的心理感受。

有些城市建設和裝飾缺乏對色彩的重視或研
究，在色彩運用上出現了不少問題，不僅影響了城
市美觀，也給人們帶來了較為嚴重的視覺污染（圖
14-1）。例如幾年前，日本東京就出現了一場市民的
「色彩騷動」，不少市民面對豔麗的、高彩度的公
車、計程車，以及色彩迷幻閃爍的霓虹燈、五顏六色
的廣告和刺眼的玻璃幕牆，而感到頭暈目眩、心緒煩
躁，為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迫使東京市政當局不得
不設法糾正色彩的偏差，消除市民心中的煩躁和不安
的情緒。   

 英國也曾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座黑色的橋
樑，每年都有一些人在那裏自殺；後來把橋塗成天藍
色，自殺的人顯著減少了；人們繼而又把橋塗成粉紅
色，此後自殺的人就沒有了。色彩對人的心理作用由
此可見一斑。

一個都市建設得優美與否，雖然與都市設計規劃
密不可分，但對色彩的適當調配和合理運用也不可忽
視，因為色彩與人的心理健康息息相關，對美化都市
能起到畫龍點睛的重要作用。

圖14-1 色彩騷動   街道色彩充滿迷幻閃爍的霓虹燈、五顏六色的廣告和刺眼的玻璃幕牆，而令人感到頭暈目眩、心緒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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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由於都市計畫對色彩缺乏重視和整體規劃，
而競相模仿、相互攀比，一味追求豪華與特殊性，反
倒形成了色彩上的混亂與無序，失去了都市和街道的
地方特色。有的將五花八門各種色彩生硬地拼貼在一
起，沒有系統規劃，毗鄰建築之間既無造型呼應，也
無色彩銜接，街道、社區大多無色彩區別；有的建築
只考慮自身商業效果，而不顧及與周邊建築的關係，
採用十分刺眼的色彩來裝飾建築外觀。不和諧的色彩
雜亂奪目，對人們的視覺產生了不良刺激，也助長了
社會的亂象。例如商業街招牌林立，廣告怪色突起，
給人以急促、喧囂和緊張之感，使逛街的人往往會因
此煩躁、不安。近年來建築容積率法令實施後，特別
是一些都市重劃區的新建築已有顯著的改善。

現代都市環境的色彩應考慮下列要素：

首先，應把都市顏色規劃納入現行的都市整體
規劃中，要有系統、科學、統一的設計，創造個性突
出、生動美觀的居住環境。都市建設部門還應從人的
心理、生理和健康角度來考慮建築物的塗色，將建築
物的色彩提高到與噪音、污染同等的重視程度，把色
彩有序地放入到都市景觀中去。例如，歐洲一些旅遊
小城，其建築色彩都比較豔麗，給遊客留下鮮活印
象；而歐洲的大城市，其建築色彩都比較淡雅，追求
一種寧靜的感覺，避免色彩火爆而形成「雜訊」。

其次，都市色彩應符合地方特點，要適應當地的
氣候環境，要尊重當地市民對色彩的傳統喜好，要注
重當地的歷史文化的延續（如圖14-2、3、4、5），
用色彩來體現一個都市的風格和氣質。

再次，要強化管理，實現全過程監管。應加大力
度整頓雜亂無章的大小廣告和字標，還都市建築的原
色原貌；要抵制並最終禁止那些對人們的視覺有不良
影響的建築屋頂、外牆瓷磚、玻璃帷幕、廣場鋪裝等
材料的使用和生產。

二、建築物外觀色彩

色彩能給建築增添情趣，給人產生歡快或冷漠
的感覺。由於住宅建築體量不大，不宜著上太多色
彩，也不宜對比太強烈。色彩選擇應視地區不同而有
差別，但整體來說應是樸素、大方、淡雅，給人以寧
靜、舒適和悅目的感受。對整個社區來講，需要有差
異姓來識別，但又不宜差異性太強，應在統一中求變
化。

建築外觀的色彩要考慮整體：

基調色

這是構成環境整體背景的色彩，及天空、山巒、
樹木、土壤、岩石等地區獨自的自然色彩。

主調色

建築物外觀主要的色彩：屋頂面、壁面、路面相
當於此。

建築物外觀的色彩，東西方習性不同。在日本則
徹底利用素材固有色，或玩味其經過風吹雨淋後經歲
月變化的韻味(圖14-6）。在歐美，尤其外裝部分主要
以油漆塗面是很普遍的，通常每隔2、3年就要重新塗
裝一次（圖12-7）。在台灣，外牆貼磁磚是最多的，
高級一些的大樓底層或住宅則貼石材（圖14-8），鄉
村房舍已有很多人使用水泥漆塗刷外牆，效果不錯。

穿上在巴黎買的連衣裙漫步巴黎街頭，自己都
認為色彩實在好，但穿同樣的連衣裙回到國內街上行
走，常聽到「一點也不漂亮」的話。這可能原因，除
了因緯度造成的色溫度問題外，最大原因是構成人物
背景的建築物色彩。巴黎建築物的外壁色彩大半彩度
都很低，是發灰的色彩，灰色會襯出人物衣著色彩鮮
豔度，國內繁華街道一樓充斥直接擺放的五花八門的
商品，還有競豔的招牌，刺眼的自動販賣機，當然會
使漂亮的時裝黯然失色。

因此建築色彩應謹慎使用中間色，盡可能利用材
料本身的色彩，使之與環境背景相協調。

由左至右：
圖14-2  寒帶地區喜用紅色裝飾建築物，以增加暖意
圖14-3  日照少的地方用黃色裝飾建物，以增加明亮度
圖14-4  乾燥地區喜用綠色裝飾建物，減少沙漠的荒涼感
圖14-5  沿海地域愛用藍色裝飾建物，以求和海洋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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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色

使主調色更醒目，整體上加深的色彩。檐端、
門、窗框、扶手、籬笆、院牆、台階、步道、樹木
等。

強調色

賦予對象空間以生機，促進誘眼性部分使用。窗
簾、遮陽罩、標誌、花、旗幟、照明器具、外牆局部
色彩裝飾（圖14-9、10）等。

標誌（sign）的設計用語是指在視覺上傳達某種
意圖的設施、裝置、記號等。具體的如：招牌、霓虹
燈、垂幕、標示牌、導遊牌、說明牌、誘導標誌、信
號、交通標誌、禁止標誌、記號等。

都市的繁華，正是這類標誌氾濫的地方，尤其台
灣、香港、日本都是以吵鬧無秩序的標誌存在而聞名
於世。招牌、廣告物太多，這些大半是活生生地表現

紅、黃、綠、藍的鮮豔色彩，而且都搶著顯示自己，
結果總量太多，陷入互相減低效果，降低明視性（視
認性）。

是否要立法禁止這類標誌呢？見仁見智，因為如
果少了這些標誌，街道可能會缺少生機，有寂靜感，
所以令人進退兩難。歐美有些國家有立法限制，例如
招牌尺寸、安放位置、熟練掌握原色以外的配色法，
以及如何和建物相協調等機制。台灣，特別是台北市
已有立法規範，比以前好看多了，但尺度還是很寬，
喧鬧的氣氛依舊，只是稍有秩序多了，算是不錯的現
象。

基於這樣的分類，如何將適應該地區的特色表現
出來，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做到的，除了積累成功的經
驗和錯誤的教訓外，沒有別的方法。

左下：圖14-6  日本傳統房舍慣用素材固有色

下中：圖14-7  舊金山的老舊住宅外觀塗油漆來美化建物

左上：圖12-8  高雄景觀不錯的愛河旁的大廈，主要以磁磚和底層部分用石材來

         裝飾建物

右上：圖12-9  建物底層外觀飾以黃色強調，上部樓層外觀也局部以相同黃色呼

         應，讓建物顯得生氣盎然。

右下：

圖14-10  

建物樓梯

外的玻璃

帷幕用漸

層色彩當

整棟建物

的重點強

調部分，

使整座建

物顯眼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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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常需裝置公共雕塑藝術品，相對於博
物館的藝術方式來說，公共藝術家們更需要有明確和
自覺的社會責任感，這是因為他們往往是新時代、新
生活、新觀念的創造者與表達者，其作品具有表現時
代精神的象徵和符號功能。所以，對於公共藝術家來
說，在一個固定的公共場所，創作一件永久放置又強
制公眾接受的藝術作品時，就必須充分考慮公眾的
意志和需要，協調好作品與環境的關係（圖14-13、
14）。

三、開放空間的色彩

庭院、街道空間、公園、河岸等廣闊空間叫做開
放空間。提高居住環境質量、自然保護、環境保護與
環境綠化等領域，是國際一致追求的目標。在生活環
境中考慮色彩時，綠色栽植是一非常重要的問題。植
栽是包括高樹、中樹、低樹、草花、草坪之類地被植
物的專門術語。在室外的近景、中景的情況，一般綠
色要素佔地上視野三分之一以上，其餘大部分是地面
和天空。

栽植在色彩變化上，要配合季節，某些樹會開出
花來，至於花草可隨時換植當季開花的品種，也可按
地區特性，栽植當地特有的樹種、花草，以表現特有
的地方色彩（圖14-11、12）。

左上：圖14-11  台北市敦化北路路中央的林蔭步道

左中：圖14-12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旁   社區住宅配以綠地公園，

                     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

左下：圖14-15  龐畢度文化中心  法國  巴黎  1972-77  建物外部的

                     扶梯、電梯、管線以及通風管，都以顏色區別。

                     空調是藍色，水源是綠色，電源是黃色，而扶梯和

                     電梯則是紅色。不僅便於管理，而且用色絢麗浪漫

右上：圖14-13  宜蘭冬山河畔的景觀設施

上圖：圖14-14  建築廣場中的公共雕塑藝術裝置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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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都市美化、亮化、綠化的需要，都市環境夜
景照明成為都市環境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環境藝術照
明作為夜景照明的主體，以其藝術性、裝飾性以及文
化內涵備受矚目。

環境藝術照明對光色、介質顏色、燈具色彩、
背景色彩、空間色彩的考慮應符合美學的基本要求，
符合人的審美習慣。例如紅的熱烈、藍的冷靜、綠的
平和、白的潔淨、黃的高貴；光色的混合與疊加所
形成的藝術效果，不同被照物體的材料反射的顏色
的定位等等，運用得當，可突顯特定的藝術風格（圖
14-19、20、21）。

法國巴黎的龐畢度文化中心（1972 ～1977，圖
14-15），創造出一個連續而互不干擾的內部空間，
有高度技術化的地下結構物，以便佈置展覽品和滿足
其他功能，最特別的是水電管道、線路、自動扶梯和
內部結構都呈透明化而暴露在觀眾眼裡，是環境與色
彩絕配的範例。

開放空間內的公共設施，必須達到美觀、安全、
舒適與衛生的環境需求，電話亭、廣告亭、候車亭
（圖14-16）、垃圾桶（圖14-17）、郵筒、公共廁所
（圖14-18）、公共座椅、人行道等如能精心設計，
呈現與環境相配的色彩，不但可以提供市民賞心悅目
的視覺享受，也可美化都市的景觀。

左上：圖14-16

候車亭  以黃紫二色搭配  

中國大陸

左中：圖14-17

垃圾箱  以色彩及文字標示

垃圾的分類  日本

左圖：圖14-18

廣告亭與公共廁所結合一起

是很有創意的公共設施

右上：圖14-19

台北台師大附近的人行道夜

間照明

右中：圖14-20

台北公館台大附近夜間街景

顯示招牌林立的熱鬧景象

右圖：圖14-21

紐約曼哈頓的夜間景象，感

覺燦爛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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