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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ies for Describing Visual Phenomena  

描寫視覺現象的詞彙  
 

Line線條  

straight 直的 curved 曲的      

horizontal 水平線的 vertical / upright 垂直的 

wave-like / wavy 波浪似的 diagonal 斜的 / 對角的 

zigzag 之字形的 /曲曲折折的 jagged 有缺口的 / 鋸齒狀的 

continued / continuous 連續的 discontinued / discontinuous 不連續的 

fluent  流暢的 hatching and cross-hatching 排線的 / 交叉排線的 

contour 輪廓的 / 輪廓線 gestural 示意動作的 

implied  示意的 / 假設性的 expressive  富表現性的 

thick / bold  粗的 thin / light  幼的 

strong  強的 weak  弱的 

wide  闊的 narrow  窄的 

light  輕的 hard  硬的 

long  長的 short  短的 

soft  柔和的 sharp  硬朗的 

elegant  優雅的 unrestrained / free  無拘束的 / 自由的 

natural  自然的 unstable  不穩的 

orderly 有秩序的 chaotic / clutter  欠秩序的 / 散亂的 

 

Value 明暗度  

bright / vibrant 明亮的 / 鮮明的 subdued / diffused 柔和的 / 散佈的 

strong / bold 強烈的 / 顯著的 subtle / pale 隱約的 / 淡的 

light 亮的 dark 深的 

harsh 刺目的 diffused 散佈的 

 

Colour 顏色   

primary colour 原色 secondary colour 二次間色 

tertiary colour 三間色 complementary colour 互補色 

neutral  中性的 intermediate  間色的 

saturated  飽和的 achromatic 非彩色的 

harmonious  和諧的 dissonant  不和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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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ous   近似/類似的 contrasting 對比的 

dominant  主要的 / 主宰的 diffused 散佈的 

pure    純色的 blended 融合混色的 

warm  暖的 cool 冷的 

strong / bold 強烈的 / 顯著的 subtle / pale 隱約的 / 淡的 

light 亮的 dark 深的 

dull  濁色的 subdued 柔和的 

bright  鮮艷的 / 明亮的 gloomy / dim 昏暗的 / 陰沈的 

simple 簡約的  colourful 色彩斑爛的 

vivid / vibrant 活潑的 /鮮明的 /顫動的 fresh 清新的 

transparent  透明的 opaque 不透明的 

fluorescent 螢光的 muted   啞的 / 柔和的 

white 白色 ivory 象牙色 / 乳白色 

pale 粉色的 / 白的 / 灰白的 grey  中灰 

light grey 淺灰色 dark grey 暗灰色 

black  黑色 gold / golden  金色 / 金色的 

silver  銀色 red 紅色 

magenta 紫紅色 autumn red 深紅色 / 棗紅色 

rose red 玫瑰紅色 pale red 桃紅色 

pink 粉紅色 orange 橙色 

peach  桃色 beige  棕灰色 / 灰黃色 

bright yellow orange 明黄橙色 vivid / moon / canary 

yellow 

鮮黄色 

yellowish  帶黃色的 lemon yellow  檸檬黃色 

cream  奶油色/淡黃色 ochre yellow  土黃色 

gold mustard  芥末色 olive  橄欖色 

tan (yellowish brown) 棕黄色 bronze 青銅色 / 古銅色 

brown 棕色 / 褐色 greyish brown  灰褐色 

camel  駱駝色 coffee  咖啡色 

green  綠色 vivid green  鮮綠色 

deep green  深綠色 light green  淺綠色 

pale green  粉綠色 emerald green  翡翠綠色 

dark green  暗綠色 grass green  青草綠色 

yellow green  黄綠色 mint green  薄荷綠色 

cyan blue  原色藍 bluish  帶藍色的 

sky blue  天藍色 deep blue  深藍色 

pale blue  粉藍色 cobalt blue  鈷藍色 

marine blue  水手藍色 indigo 靛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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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quoise blue  藍綠色 royal blue  皇室藍色 

navy blue  海軍藍色 purple / violet  紫色 

purplish  帶紫色的 vivid purple / mauve  鮮紫色 

deep purple  深紫色 light purple  淺紫色 

pale purple  粉紫色 greyish purple  灰紫色 

 

Surface / Texture  表面  / 肌理  

smooth / glossy 平滑的 / 光面 rough / coarse 粗礪的 / 粗糙的 

soft 柔軟的 hard 堅固的  

thick  厚的 thin  薄的 

wet  濕的 dry  乾的 

rigid / stiff 堅硬的 / 堅固的  crisp / brittle 鋒利的 / 脆的 / 易碎的 

sharp / acute 尖的 / 銳的 dull / blunt 鈍的 / 不鋒利的 

fine  完滑的 furry  毛皮的 

spongy 海綿狀的 / 輕軟的 elastic  有彈性 

slippery 光滑的 / 濕滑的 flowing 流動的 

uniform / consistent  一律化的 / 一致的 faceted / broken 零碎的 / 破碎的 

 

Shape / Form / Structure 形狀  / 造形  / 結構  

two-dimensional 二維的 / 平面的 three-dimensional  三維的 / 立體的 

positive 實的 negative 虛的 

geometric 幾何的 organic 有機的 

concave 凹的 convex 凸的 

mechanical 機械性的 free form 隨意形狀的 

realistic 實在的 abstract 抽象的 

natural 自然的 distorted 扭曲的 / 變形的 

overlapped / overlapping 重叠的 silhouetted 顯出輪廓的 

rounded / bulbous 圓形的 / 球莖的 flat  平面的 / 平坦的 

cuboid 立方體的 cylindrical 圓柱形的 

open 開放的 closed 封閉的 

spatially extended 空間延伸的 self-contained / compact 獨立性的 / 緊湊的 

weighty 沈重的 light 輕的 / 柔和的 

heavy / bulky 重 / 龐大的 slight / delicate 輕微的 / 精美的 

solid 堅實的 ethereal 飄渺的 

massive 巨型的 modest / slender 適度的 / 細長的 

volumetric 體積的 wispy 纖細的  

angular 有角的 / 有尖角的 curvilinear 曲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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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id 精確的 / 嚴格的 plastic / pliable 韌勁的 

brittle 尖利的 elastic  有彈性  

 

Space / Architectural 空間  / 建築性的  

two-dimensional 二維的 / 平面的 three-dimensional 三維的 / 立體的 

symmetrical 對稱的 asymmetrical 不對稱的 

positive 實的 negative 虛的 

open 開放的 closed 封閉的 

empty 空的 dense 密集的 

crowded 擁擠的 oppressive 壓迫性的 

uplifting 超越的 earthbound 局限於土地的 

vertical 垂直的 / 豎的 horizontal 水平的 / 橫的 

contained / compact 內含的 / 緊湊的 expansive / sprawling 膨脹的 / 不規則地伸展的

harmonised with 

surroundings 

與四周圍環境協調的 placed in contrast 與環境產生對比的 

externally oriented 外在地安置的 internally oriented  內部安置的 

axially aligned 軸向地排列的 clustered  群組的  

airy 通風的 suffocating / oppressive 窒息的 / 壓迫性的 

  

Composition 構圖  

linear 線性的 painterly 塊面的 

multiplistic (multiple 

unity) 

多項連結性的 unified 統一性的 

planimetric 

(close to picture-plane) 

扁平的 

(圖畫接近平面的) 

recessional (distant) 後退的 (遙遠的) 

simple 簡單的  complex 複雜的 

symmetrical 對稱的 asymmetrical 不對稱的 

balanced 均衡的 / 平衡的 askew 歪斜的 

centrally focused 中心聚焦的 off-center 遠離中心的 

organised 有系統的 chaotic 混亂的 

static 靜態的 kinetic / dynamic 動態的 

restful 寧靜的  agitated 鼓動的 

flowing 流動的 choppy 突變的 

minimal 簡約的 detailed 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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