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㩄⽾䏃憕姇峄
$PUUPO1BTTQPSU適合隨身攜帶
所有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色彩，讓您在
商店裡、拜訪客戶或在工廠時，可以查看
布料色彩。

㩄⽾䏃䳑⏾㏆⌅
$PUUPO1MBOOFSġ適合辨公室內使用
棉布版策劃手冊包括 2,310 種市場導向的
色彩，採方便精巧的單冊形式，適合辦公
室使用，是熱門的桌上型色彩參考工具。

焈洩巏叭⫒婘
/ZMPO#SJHIUT4FU
21 種尼龍鮮豔色集中在便利的單一環圈
上。這些搶眼鮮豔色彩是經特別挑選應用
在服裝上，包括泳裝、外衣、運動裝、工
作服及安全產業。

藍色，但是是哪種藍色?彩通的便
攜式與桌上型色彩工具書讓您在
瞬間看到全部色系，以便為新計
畫精心選定正確的色彩。
憔‖⽠⋲懤䚣㜷;
• 成衣設計
• 家用紡織品設計
• 時尚配件

17.20

叭ヤ㒂ⓒ
$PMPS(VJEF

叭ヤ㏆⌅╅㒂ⓒ⫒婘
$PMPS4QFDJGJFSBOE(VJEF4FU

色彩指南以紙版漆面呈現 2,310 種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顯示顏色在產品上
的外觀。

套裝結合色彩指南 [Color Guide] 的可攜
帶性與色彩手冊 [Color Specifier] 的實用
性，是辦公室內與旅途上的色彩工具。手
冊包含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色彩的撕取式色票，用於與客戶及供應商
準確溝通色彩。

匕叭㒂ⓒ
4LJO5POF(VJEF
ੲᑂॊᐯเ༓ԧᇌϠө፲Кዴϼᇌ
ᅁቫ፲֒փ࢙ӲȄഺৎ֒ऎԓᅁᢜ፲
֒փ୨ሦȂ࣏Ϡ፲֒ߞ؆ᑋះணւȂ
Ꮛӡݺሃ፲֒हᝯߞԇ֣ҾඞȄ

݈၆೩ॎৱޟՓிࠢ



ᐭีཐ

ᚡ֒Ȃ࣏࣏֭৹ᇌᚡ֒@഼ߞ
៸Ցሃϯ֒Ѝۍ੩ᢰఋԴ
ᖠ༡ऻۖԑൊ֒ڀȂѽऎྲ
ᇟѕᓴܠӒፁߞ֒Ȅ

TPG 色彩頁
TPG Sheets

聚酯纖維色卡套裝
1olyester Swatch Set

閃光金屬色手冊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

TPG 色彩頁是用來顯示色彩在產品上的外
觀，每張色彩頁的背面印有網格，包含對
應的色彩名稱與色號。為產品設計師與產
品夥伴提供多樣化的色彩展現用途，用以溝
通、規格及評估色彩。

彩通聚酯纖維色卡套裝 [Polyester Swatch
Set] 提供了 203 種全新色彩，專門為服
裝、布料與居家紡織品的設計師與調色師
打造，放置在便利的收納箱。這套全新的
2” x 2” 迷你色卡依照色系排列，色彩持
久，呈現在 100% 聚酯纖維的雙層可活動
式布料。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手冊。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光輝，但仍
顯然出產品的真實顏色。靈活的形式包含可撕
取的紙版色票可用於主題氛圍板、產品草圖或
附在設計檔上。

閃光金屬色指南
Metallic Shimmers CoMPS(VJEF

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
Metallic Shimmers TPM Sheet

金屬色指南。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
光輝，但仍顯現出產品的真實顏色。指南
採扇形格式，每頁呈現滿版的單一色彩。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
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靈
活的大張頁面形式可用於溝通、指定及
評估您選定的金屬色彩。

憔‖⽠⋲懤䚣㜷;
• ֗ന
• ਛӡ૱ᚐࡡന
• ܥ୨Ԇ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
1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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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8㺼姇叭ⷐ㢖
1"/50/&7*&8$PMPVS1MBOOFS
提供季節的靈感，重要色彩方向，色彩搭
配建議以及材質與產品的應用。個
月前的預測展望。每年出版兩次。

1"/50/&7*&8ⴱⷀ婘橹 ⴟ⌀婘 叭ヤ嬻灙
7*&810*/5$0-063
䃝㺼姇叭ⷐ㢖
1"/50/&7*&8)PNF *OUFSJPST 色彩的季節性趨勢書。包括視覺圖像、材
提供  個月前的家飾用品視覺靈感與重
要色彩方向的年度出版品。特別適用於家用
紡織品、家居耐用品及塑膠製品。

質方向及趨勢預測。生活風格手法提供跨
越所有設計領域的全球視野。

瞬間單一的靈感就可能激發出最
好的點子。利用彩通的數碼工具
來抓住您周遭世界的色彩靈感；
此外，我們的趨勢預測出版刊物
會讓您對自己建立的色彩系列信
心十足。

⧌匛㮔䀑叭䏂
1MBTUJD4UBOEBSE
E$IJQT
大片的聚丙烯標準色片讓您得以檢視與
指定彩通配色系統 [1BOUPOF.BUDIJOH
4ZTUFN] 及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系統
的色彩應用於設計中。
17.203

ヤ憕⽠⃗⣅ J04䏃)
1BOUPOF4UVEJPGPSJ04
用彩通色彩來捕捉您的世界，建立色彩系
列，嘗試以%的材質與設計來呈現，並
且在您的$SFBUJWF$MPVE帳戶、社群網絡
以及和您的客戶一起分享彩通色彩。

$"1463&5.
從任何表面、材質或織物，甚至是小尺
寸、有圖案、多色的織紋和紡織品，都
可捕捉色彩靈感並快速準確地與彩通色彩
[Pantone Color] 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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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嘗試色彩組合，比對靈感
來源樣本，或是用來釘在主題氛
圍板上，彩通可取出式的色彩工
具，讓建立色彩系列變得簡單有
趣。知道進入最後生產階段時，
色彩會符合期望，讓您工作時信
心十足。

17.204

㩄⽾䏃叭䫣⫒婘
$PUUPO$IJQ4FU

㩄⽾䏃叭〦
$PUUPO4XBUDI-JCSBSZ

焈洩巏叭⫒婘
/ZMPO#SJHIUT4FU

這套裝是紡織、服裝、家居及室內裝潢設
計師用來建立色彩系列實惠的工具。這套
兩冊的參考工具含可取出的色票，容許您
將色彩並排放置，以選擇色彩系列、展示
及溝通色彩。

棉布版色庫是產品開發與建立色彩系列的
工具，適用於製作主題氛圍板與辦公室內
展示說明。wYw雙層可取出的色卡形式
提供特優的色彩視覺。

21 種尼龍鮮豔色集中在便利的單一環圈
上。這些搶眼鮮豔色彩是經特別挑選應用
在服裝上，包括泳裝、外衣、運動裝、工
作服及安全產業。

叭ヤ㒂ⓒ
$PMPS(VJEF

叭ヤ㏆⌅╅㒂ⓒ⫒婘
$PMPS4QFDJGJFSBOE(VJEF4FU

匕叭㒂ⓒ
4LJO5POF(VJEF

色彩指南以紙版漆面呈現 2,310 種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顯示顏色在產品上
的外觀。

套裝結合色彩指南 [Color Guide] 的可攜帶
性與色彩手冊 [Color Specifier] 的實用性，
是辦公室內與旅途上的色彩工具。手冊包含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的撕
取式色票，用於與客戶及供應商準確溝通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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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G 色彩頁
TPG Sheets

聚酯纖維色卡套裝
1olyester Swatch Set

閃光金屬色手冊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

TPG 色彩頁是用來顯示色彩在產品上的外
觀，每張色彩頁的背面印有網格，包含對
應的色彩名稱與色號。為產品設計師與產
品夥伴提供多樣化的色彩展現用途，用以溝
通、規格及評估色彩。

彩通聚酯纖維色卡套裝 [Polyester Swatch
Set] 提供了 203 種全新色彩，專門為服
裝、布料與居家紡織品的設計師與調色師
打造，放置在便利的收納箱。這套全新的
2” x 2” 迷你色卡依照色系排列，色彩持
久，呈現在 100% 聚酯纖維的雙層可活動
式布料。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手冊。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光輝，但仍
顯然出產品的真實顏色。靈活的形式包含可撕
取的紙版色票可用於主題氛圍板、產品草圖或
附在設計檔上。

閃光金屬色指南
Metallic Shimmers CoMPS(VJEF

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
Metallic Shimmers TPM Sheet

金屬色指南。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
光輝，但仍顯現出產品的真實顏色。指南
採扇形格式，每頁呈現滿版的單一色彩。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
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靈
活的大張頁面形式可用於溝通、指定及
評估您選定的金屬色彩。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
1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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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匛㮔䀑叭䏂
1MBTUJD4UBOEBSE
E$IJQT
大片的聚丙烯標準色片讓您得以檢視與
指定彩通配色系統[1BOUPOF.BUDIJOH
4ZTUFN] 及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系統
的色彩應用於設計中。

為塗層與塑膠製品提供穩健的色
彩選擇，橫跨兩種彩通色彩系統
[1BOUPOF$PMPS4ZTUFNT]，讓您
擁有設計時應用色彩的彈性，既
能滿足客戶的色彩要求，也能符
合預算限制。

1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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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Studio 設計師版
i1Studio Designer Edition

17.207

新的 i1Studio 設計師版是追求專業成果的
色彩完美主義者由始而終的色彩管理解決
方案。 i1Studio 分光光度計為您的顯示
器、投影機及手機螢幕校準色彩，彩通色
彩管理軟件 [PANTONE Color Manager] 則
幫助您建立色彩系列並直接輸入設計工具
內。您的最終產品會比您想像的更符合預
期。

$PMPS.VOLJ4NJMF

J%JTQMBZ1SP

ColorMunki Smile ऎఋߞϯݕ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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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㩄⽾䏃叭ⓜ
4."35$PMPS4XBUDI$BSE

焈洩巏叭叭ⓜ
/ZMPO#SJHIUT4XBUDI$BSE

叭ヤ㒂ⓒ
$PMPS(VJEF

具領導地位的棉布色彩標準。以準確的色
彩規格製成雙層布料呈現。所有其他的服
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產品都引用這個
權威的色彩標準。

尼龍色卡提供 21 種鮮豔與螢光色彩，經
特別挑選應用在服裝上，包括泳裝、外
衣、運動裝、工作服及安全產業。

色彩指南以紙版漆面呈現 2,310 種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顯示顏色在產品上
的外觀。

⋄峗㛳㙕
4QFDUSBM%BUB

焈洩巏叭⋄峗㛳㙕
/ZMPO#SJHIUT4QFDUSBM%BUB

叭ヤ㏆⌅╅㒂ⓒ⫒婘
$PMPS4QFDJGJFSBOE(VJEF4FU

對使用數碼色彩的人士，彩通提供所有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完整
的 QTX 格式光譜數據。

對使用數碼色彩的人士，彩通提供尼龍
鮮豔色系列所有 21 種色彩完整的 QTX
格式光譜數據。

套裝結合色彩指南 [Color Guide] 的可攜帶
性與色彩手冊 [Color Specifier] 的實用性，
是辦公室內與旅途上的色彩工具。手冊包含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的撕
取式色票，用於與客戶及供應商準確溝通色
彩。

生產階段往往最耗費心神，但是
您一點也不緊張。因為您設計所
用的彩通色彩都來自可單獨購買
的標準色彩，並提供色彩光譜數
據。色樣會更快速核可，減少重
製作業，減輕預算壓力。

1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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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匛㮔䀑叭䏂
1MBTUJD4UBOEBSE
E$IJQT

TPG 色彩頁
TPG Sheets

根據科學測量各種人類皮膚類型中數千種
實際膚色而建立。這個色庫為再現實體膚
色而配製，是人類膚色的完整視覺參考，
適用於與膚色相關的任何市場。

ЂѯߞᇸѴಛዾ֒ѯᢰఋఀѽᕭሃ
ࢽܠ഼୨֒ڀ\Pantone Matching
System^!фއႅȃਛ ܧ+ ࢈аႅⱕڀ
ߞ֒ᕕӡݺനКȄ

TPG 色彩頁是用來顯示色彩在產品上的外
觀，每張色彩頁的背面印有網格，包含對
應的色彩名稱與色號。為產品設計師與產
品夥伴提供多樣化的色彩展現用途，用以溝
通、規格及評估色彩。

聚酯纖維色卡
1olyester Swatch Card

閃光金屬色手冊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

聚酯纖維色卡提供了新的色彩標準，專為
服裝、布料與居家紡織品的設計師與產品
開發商量身打造。以雙層布料的聚酯纖維
布製成，符合準確的色彩規格。 這 203
種依據趨勢預測挑選的獨特色彩，能補充
現有的服裝，家具 + 室內裝潢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產品。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手冊。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光輝，但仍
顯然出產品的真實顏色。靈活的形式包含可撕
取的紙版色票可用於主題氛圍板、產品草圖或
附在設計檔上。

ऎఋߞӠಯᄰ֡ӒፁԳࢽ֒ܠ
କᕒׄఋߞന༶׀၃ჅӠಯϯ
ࣛȂদ᎑ӒЍ֯ሃӡิ
൵ֲȄԴቮঋ੮Ҟ൵ೣዹӎȂ
Ԑፁܠ഼֒ಯࡡබԴјȂ
ѽፁ࠲൵ೣಯࡡߞ֒؆ԑ
Ԫ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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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金屬色指南
Metallic Shimmers CoMPS(VJEF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
金屬色指南。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
光輝，但仍顯現出產品的真實顏色。指南
採扇形格式，每頁呈現滿版的單一色彩。

݈၆೩ॎৱޟՓிࠢ



ࠢҡ
ᇄຟեՓி
ऎఋߞӠಯᄰ֡ӒፁԳࢽ֒ܠ
କᕒׄఋߞന༶׀၃ჅӠಯϯ
ࣛȂদ᎑ӒЍ֯ሃӡิ
൵ֲȄԴቮঋ੮Ҟ൵ೣዹӎȂ
Ԑፁܠ഼֒ಯࡡබԴјȂ
ѽፁ࠲൵ೣಯࡡߞ֒؆ԑ
ԪȄ

17.210

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
Metallic Shimmers TPM Sheet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HI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
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靈
活的大張頁面形式可用於溝通、指定及
評估您選定的金屬色彩。

݈၆೩ॎৱޟࠢҡᇄຟեՓிࠢ



ࠢ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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ԴᏋညߞށఐϭᕭ֒ࠧ
௱দঋȂഺЖକፁ࠲ಯࡡԪง
ౕȄ഼ߞ֒ށሃໞ֤ಯࡡ
ᢰఋԴ੮Ҟ֒ࠫѕϩږȄ

17.211

䋢㞉㒂㮔帷%
%-JHIUJOH*OEJDBUPS4UJDLFST

ヤ憕ᾄ䮩⋄䀋䍃䴬
1BOUPOF-JHIU#PPUI%

ヤ憕䮩⋄䀋䍃䴬
1BOUPOF-JHIU#PPUI%

ࢽށዾڹӡўȂԴನྐߞށఐ
ϭȂیЈѯ֒૽ߞᛞ֒ྻ݃թԪ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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ߏȄጀᕢϘଠџԍȃਛܧфܸবށᖖᄩ
ຈУᇌԍ࿚നܠȄ

3.2$⢑≊⎁⋄叭⽩≻
3.2$4QFDUSPDPMPSJNFUFS

.VOTFMM叭ヤ嬑嬵㰝㾧乶们
'BSOTXPSUI.VOTFMM)VF5FTU

ѽዴፅўՑเ༓֒ѽ׀ះᇒನሃໞ
֤ȇ࢙Ӳ֒ዾᑂѽเ༓Ȃፁ࠲؆ຠ
ߞ֒ࡡᎳȄ

ಯዾૺߞเႏЍۍȂӡѽໞ֤ৎϠߞ֒
ᓰᝊକϧȄ׀ӡϘਇ 85 ৎ֒ڶहቍኧў
Ցᢏмߞ֒ทЄ۶ໞжഹԆڽፁሮఋߞᄥ
༤֒ះߞᓰᝊକϧȄ

݈၆Ȃড়ۨ ࡉϱ၆Ⱆ4."35ෝҀގՓњ
'BTIJPO )PNF *OUFSJPST4."35$PMPS4XBUDI$BSE 48$%5$9
㫽嫼
彩通4."35棉布版色卡!\1BOUPOF4."35$PMPS4XBUDI$BSE^!提供服裝、
布料及家用紡織品設計師與產品開發人員具領導地位的棉布色彩標準。彩通
棉布版色卡以準確的色彩規格製成雙層布料呈現，並包含完整的光譜數據
與一個防紫外線的外袋，以確保產品生產時的色彩準確性。所有其他的服
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產品都引用這個權威的色彩標準。
㦷り
t wYw的色卡以的府綢棉布製成
t 雙層可活動式布料夾附在不含光學增亮劑的紙上
t 防紫外線的外袋保護布卡不受光線與溼氣的破壞
t 不反光、平滑的表面提供完美的色彩可視度
叭ヤ
t 共 種色彩，包含系統中種市場導向的新色彩
t 彩通棉布版色卡染色的色差容許度在E&以內，是現有較準確的色彩標準，
可節省您於生產時所需的時間和金錢
t 每張色卡均有專屬色彩名稱與編號
t 每種色彩均提供染料配方
t 將光譜數據（單獨提供）與實體棉布版色卡相結合，可將首次批核率增加％
t 1BOUPOF的諮詢服務可以幫助您建立和優化您的數碼色彩管理工作流程
㍄䚣
t Ꮛӡݺҿਫ਼ȃއႅȃਛӡ૱ᚐࡡф࢈аႅⱕಯࡡ
t ӡݺᇟፁߞះ֒ໞ֤ȃԍᝉኇ֒ᡝۤф෩ڻӠಯᄰ֡ࢽ֒ߞܠ



產品生產與評估色彩

ѻᓸᘀᢩՓՓњ
/ZMPO#SJHIUT4XBUDI$BSESWCDTN
㫽嫼
Һᔷ֒ҙ\/ZMPO4XBUDI$BSE^෩ڻᇌᘿᣨሃᓈԍ֒Ȃ၃પࣄ־ᓴ
ᕕӡԴއႅϯȂҒࣁާႅȃҳ֗ȃႻஜႅȃЍ֯އфՉԑಯȄ
㦷り
• wYwߞ୫ᚐҺᔷҿ֒ҙ
• ᛕኸҞࣿஜՑҿਫ਼ࠢԴЙףԍᐯኧࠪᐗߞ૽ϯȂѽהૌ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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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ヤ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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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生產與評估色彩

Փிࡾࠒ
$PMPS(VJEFFHIP110N
㫽嫼
֒ࢽࡑ!\$PMPS(VJEF^!ѽᆗব૽ߍה ᇌއႅȂਛ࢈ ܧаႅⱕ!
\'BTIJPO )PNF+*OUFSJPST^!֒Ȃᢖӯᛞ֒ԴಯࡡϯߞҳᣍȄ֒ࢽ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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ϵ഼࣏އႅȂਛ࢈ ܧаႅⱕ֒ڀ!\'BTIJPO )PNF+*OUFSJPST$PMPS
4ZTUFN^!ႆᅁߞ៸ՑಯࡡȄ
㦷り
• یҊϘਇߞ៸Ցੈࡑࢽ؛
• ُϘবգϛ௺wYwߞ૽ߍ֒ೈȂ૽বళӡኸᆗਫ਼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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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ߞᆊ་ȂاেЏ၃ҝ୵519؍ፅ֒୨ўКݙգზфቝߞжȂ෩ـڻՉԑ
ሃᖖ࠲ߞಯࡡȄ
叭ヤ
• Ԓ ᇌ֒ȂҒࣁڀКᇌҾඞᐱԨ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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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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ᑬᢸྏ
ന
ಯࡡӠಯሃໞ֤֒

ՓிЙыЅࡾࠒৈ၆
$PMPr SpecifJFSBOE(VJEF4FUFHIP230N
㫽嫼
ਇႅຕԪ֒ࢽࡑ!\$PMPS(VJEF^!ߞҞ៸௲ݑሃ֒јҊ!\$PMPS4QFDJGJFS^!
ߞᅁӡݑȂ࣏ᓱг࢈аሃϯߞ֒ЍۍȄјҊҒ !ףᇌއႅȂ!
ਛ࢈ ܧаႅⱕ֒ߞዧۤՑ֒ೈȂӡݺሃࢉїфڻᕕፁ഼֒Ȅ
༵یЍۍൌళӡ51( 5FYUJMF1BQFS(SFFO ՑȄ
㦷り
• یҊϘਇߞ៸Ցੈࡑࢽ؛
• ඏҊࣿՑϯ૽ߍ֒јҊ
• ؍ፅ51( 5FYUJMF1BQFS(SFFO ߞ֒ళኸᆗਫ਼૽ব؛ՑȂ୨ўҝ୵১գ؍ፅ
519֒ႆߞზሃቝȂ෩ـڻՉԑሃᖖ࠲ߞಯࡡ

叭ヤ
• ֒ࢽࡑُϘবҒףϛᇌ֒Ȃُᇌ֒ऎwYwߞ૽ߍ֒ೈ
• ֒јҊُϘҒףϛᇌ֒Ȃُᇌ֒෩ڻб௺wYwҞዧۤ֒ೈ
㍄䚣
適用產業：家居耐用品、陶瓷品、紡織品、服裝、塗料、化妝品、時尚配件及
皮製品
適用於：色彩靈感、指定色彩與產品生產

17.533

ᑬᢸྏ
ന
ಯࡡӠಯሃໞ֤֒

݈၆Ȃড়ۨ ࡉϱ၆ⰖՓிЙыޟ၄шॲ
')*Color SpecifJFS3FQMBDFNFOU1BHFT')*131
㫽嫼
色彩手冊補充頁提供所有 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讓您以實惠
的方式補充常用的色彩。利用打孔式色票為建立色彩系列、演示，以及用
於生產時的指定色彩。
㦷り
• 三環活頁式色票頁面
• 打孔式可撕取的紙版色票，以單頁方式發售
• 每一頁面提供七種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每種色彩提供六張色票
• 每種色票均是wYw及使用採塗層漆料紙面形式
• 尾碼51( 5FYUJMF1BQFS(SFFO 的色彩採塗層漆料紙面形式，配方去除原有尾碼
519色彩裡的鉛與鉻，提供更安全與環保的產品

叭ヤ
t
t
t

提供所有 種色彩，包含系統中種市場導向的新色彩
可撕取的色票有三邊的印色範圍延伸至頁邊，是理想的色彩評估工具
每種色彩均顯示專屬編號與名稱

㍄䚣

適用產業：家居耐用品、陶瓷品、紡織品、服裝、塗料、化妝品、時尚配件及皮製品
適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色彩靈感、指定色彩與產品生產
注意事項Ȉ這些補充頁屬於我們從  年至今出版的色票本版本，如果您要補充更
早版本的色票本，兩者頁碼並不相符，您收到的色票頁會與預期不同。如果您手持是
更早的版本，請利用找尋 1"/50/& 色彩來找到您希望補充的顏色在新版本的正確對
應頁碼。



激發靈感
設計
產品生產與評估色彩

ෝҀގᜌ
$PUUPO1BTTQPSUFHIC200
㫽嫼
便於攜帶的棉布版通行證 [$PUUPO1BTTQPSU] 納入所有 種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 ['BTIJPO )PNF*OUFSJPST] 色彩，讓您在商店裡、拜訪客戶或
在工廠時，可以查看布料色彩。棉布版通行證是一冊採摺頁形式的指南，讓
您得以一次檢視所有色彩並進行選色。
㦷り
•
•
•
•

一冊便攜式採摺疊形式的棉布版色彩參考工具
每一頁面有張wYw的棉布色票固定在無光學增亮劑的紙上
利用所附的白色分隔片可單獨分隔出每張色票，以利更準確的色彩檢視
摺頁形式的頁面讓您一次即可檢視全部 種色彩

叭ヤ
•
•
•
•

共 種色彩，包括系統中種市場導向的新色彩
所有彩通棉布色彩的配方都具可實現性且牢固
色彩依色譜順序排列，後方附有索引提供每種色彩的頁面位置
每種色彩都參考對應的彩通棉布版色卡，做為色彩準確性的標準

㍄䚣

適用於布料、服裝、家用紡織品及室內裝潢產品
用於色彩靈感、指定色彩及旅途中現場色彩查核

17.529

激發靈感

ෝҀ๊ގგЙы
$PUUPO1MBOOFSFHIC300
㫽嫼
棉布版策劃手冊 [$PUUPO1MBOOFS] 包括所有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系統
['BTIJPO )PNFBOE*OUFSJPS4ZTUFN] 種市場導向的色彩，以棉布製
作，採方便精巧的單冊形式，適合辦公室使用，是紡織、服裝、家居及室
內裝潢設計師熱門的桌上型色彩參考工具。
㦷り
•
•
•
•

單冊、三環活頁式桌上型參考工具
每一頁面有張wYw的棉布色票固定在無光學增亮劑的紙上
單冊檔案夾所佔空間不多，適合團隊與小型辦公室使用
每種色彩周圍的空白提供無障礙的視覺評估

叭ヤ
•
•
•
•

總共 種色彩，包括系統中種市場導向的新色彩
所有彩通棉布色彩的配方都具可實現性且牢固
色彩依色譜順序排列，後方附有索引提供每種顏色的頁面位置
每種色彩都參考對應的彩通棉布版色卡,做為色彩準確性的標準

㍄䚣
適用於布料、服裝、家用紡織品及室內裝潢產品
用於色彩靈感、指定色彩及實驗室或辦公室現場色彩查核

17.530

激發靈感

ෝҀގՓಉৈ၆
$PUUPO$IJQ4FUFHIC400
㫽嫼
棉布版色票套裝 [$PUUPO$IJQ4FU] 是紡織、服裝、家居及室內裝潢設計師
用來建立色彩系列實惠的工具。這套兩冊的參考工具包含服裝，家居 室內
裝潢系統 ['BTIJPO )PNF *OUFSJPS4ZTUFN] 種市場導向的色彩，可取
出的棉布版色票容許您將色彩並排放置，以選擇色彩系列、展示及溝通色彩。
㦷り
• 兩冊、三環活頁式桌上型參考工具
• 每一頁面有 35 張 1” x 1” 可取出的色票
• 每張色票以單層棉布固定在不會損毀的 YUPO 合成紙上
• 可取出的色票形式讓色彩比較與建立色彩系列變得輕鬆方便
• 每張色票均標明色彩名稱、編號及在色票本內的位置
叭ヤ
• 共 種色彩，包括系統中種市場導向的新色彩
• 所有彩通棉布色彩的配方都具可實現性且牢固
• 色彩依色譜順序排列，後方附有索引提供每種色彩的頁面位置
• 每種色彩都參考對應的棉布版色卡 [4XBUDI$BSE] ，做為色彩準確性的標準
㍄䚣

適用於布料、服裝、家用紡織品及室內裝潢產品
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展示色彩及內部色彩溝通

17.531

設計

ෝҀގՓ৲
$PUUPO4XBUDI-JCSBSZFHIC100
㫽嫼
ผҿߍ֒!\$PUUPO4XBUDI-JCSBSZ^!࣏നҿਫ਼ӡݺಯࡡ༟ሃ࢙Ӳ֒
ڀԕߞೣ࿂ЍۍȄϘਇϛҊߞЍۍѽwYwҞۤҍߞ֒ҙ؛Ցהއ
ႅȂਛ࢈ ܧаႅⱕڀݙգ ᇌҾඞᐱԨߞ֒Ȅผҿߍ࣏֒Ϙ
ਇళӡᛕኸҞࣿஜՑผҿߞ֒ணւЍۍȂ是色卡 [Swatch Card] 以外
ѽႵЂሃૌᅁߞՑਣُᇌ഼֒Ȅ
㦷り
•
•
•
•

ϛҊȃϬᖖࣿՑᓱг࢈ӡਇႅЍۍ
বϯ࣏wYwҞۤҍߞ֒ҙȂᏋԪӡ࢙ڽӲ֒ڀԕ
ُ௺֒ೈѽᛕኸҞࣿஜผҿўՑݺࠢ๑ԍᐯኧࠪᐗߞ૽ϯ
ѽҞۢϭߞћԆਇўՑהȂُϘћԆਇҒیףȂُϘবҒף27ᇌ֒

叭ヤ
•
•
•
•

Ԓ ᇌ֒ȂҒࣁڀКᇌҾඞᐱԨߞྲ֒
ݙգ഼ผҿ֒ߞ୨ўൌۍҞᅁݑѷ۽ٯ
֒֒ڶᝉ༶ؔవԕȂࢢўࠢգє෩ُڻᇌ֒ߞব֜၉
ُᇌ֒ൌணւᅆᕕߞ഼ผҿߍ֒ҙȂஇऎ֒ፁߞݑዾ

㍄䚣

Ꮛӡݺҿਫ਼ȃއႅȃਛӡ૱ᚐࡡф࢈аႅⱕಯࡡ
ӡ࢙ݺӲ֒ڀԕȃѹᛟޤඛޕȃਣӯ֒ф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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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ѻᓸᘀᢩՓৈ၆
/ZMPO#SJHIUT4FUFF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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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
1BOUPOF$"1463&RM200-PT01
㫽嫼
一個完整的色彩比對解決方案。從任何表面、材質或織物，甚至是小尺寸、
有圖案、多色的織紋和紡織品，都可捕捉色彩靈感並快速準確地與彩通色彩
[1BOUPOF$PMPS] 進行比對。$"1463&簡單易用、攜帶方便，其先進的圖像
捕捉技術並為掌上裝置的準確性和多用性設立了一個新標準。
㦷り
• 包括彩通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系統色庫 [1BOUPOF'BTIJPO )PNF
*OUFSJPST$PMPS4ZTUFN-JCSBSZ] (紙版與棉布版)。
• 包括適用於平面設計、印刷及出版的彩通1MVT系列 [1BOUPOF1MVT4FSJFT] 配方
指南 ['PSNVMB(VJEF] (光面銅版紙膠版紙)，彩通1MVT系列$.:,(光面銅
版紙膠版紙)，以及彩通(PF系統 [1BOUPOF(PF4ZTUFN] (光面銅版紙
膠版紙) (包含多媒體設計所需的T3(#、"EPCF3(#、)5.-、-BC及9:;數
值)。
叭ヤ
• 在手掌間瞬間比對色彩
• 預載超過 種彩通色彩 [1"/50/&$PMPST]
• 從任何表面、材質或織物，甚至是小尺寸、有圖案、多色的織紋和紡織品，都可
捕捉色彩靈感
• 快速準確地與彩通色彩進行比對
㍄䚣
• 儲存多達種色彩捕捉，並以語音錄音及時間日期標示註記色彩
• 在多個彩通色庫 [1BOUPOF-JCSBSJFT] 間輕鬆切換
• 與通行的設計應用程式同步，包括"EPCF¥$SFBUJWF$MPVE¥應用程式
• 透過$"1463&4ZOD自動更新色庫

17.548

激發靈感

$"1463&Ѕ݈၆Ȃড়ۨ ࡉϱ၆ⰖՓிࡾࠒ
$"1463&BOE'BTIJPO )PNF *OUFSJPST$PMPS(VJEFFHGC400
㫽嫼
$"1463&及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指南 [$"1463&BOE'BTIJPO 
)PNF *OUFSJPST$PMPS(VJEF] 包括所有 種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
彩的紙版指南，以及內含所有彩通色庫超過 種色彩的$"1463&裝
置。使用便攜式的$"1463&裝置從任何表面「捕捉」色彩，只需輕鬆按一
下鈕便可收集靈感，並和任何彩通色彩進行比對。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
彩指南是快速的實體參考工具，供您選擇與溝通彩通色彩。
⒀㑧
• 彩通$"1463&
• 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指南
叭ヤ
• $"1463&預先載入超過 種彩通色彩 [1BOUPOF$PMPST]，可放入您的手掌
之中，讓收集與準確比對色彩靈感變得簡單有趣
• $"1463&會自動更新並與通行的設計應用程式同步，因此使用者可以在自己的
標準工作流程裡操作
• 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指南是用以顯示色彩在產品的外觀
• 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指南以紙版漆面呈現所有 種色彩，是家居耐用
品、陶瓷品、塗漆、化妝品、時尚配件及皮製品的完美色彩參考工具

應用
使用$"1463&以收集與準確比對色彩靈感，建立色彩組合與定製的色彩系列，
以及提取色彩
使用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色彩指南以顯示色彩在產品的外觀

17.545

激發靈感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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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༭ጲྥՓа
1BOUPOF1MBTUJD4UBOEBSE$IJQTPQ
㫽嫼
彩通塑膠色片是建立色彩系列、溝通色彩及生產塑膠產品完整的色彩工具。
這個系統的色彩可對應彩通平面設計或服裝，家居 室內裝潢 ['BTIJPO 
)PNF *OUFSJPST] 色彩，即使跨越不同材質，也能同樣複製。每塊色片包含
光面與啞面、分層厚度及顏料配方，確保色彩的準確性與複製效果。
㦷り
•
•
•
•
•

色片以常見的塑膠材料聚丙烯製作
wYw大尺寸的色片，可使用光譜儀測量
兩層厚度分別為NN和NN，提供準確的色彩可視度
色片雙面分別為光面和啞面，提供準確的色彩可視度
右上角的環孔便於將色片組合成色彩系列

叭ヤ
• 個別色彩色片單獨發售，均有專屬編號可供指定
• 每塊色片包含對應的顏料配方以供準確製造
• 可以對應出與您的塑膠顏色相符的彩通平面設計 [1BOUPOF(SBQIJDT] 色彩，
指定應用在印刷品上
• 可以對應出與您的塑膠顏色相符的彩通服裝，家居+室內裝潢 [1BOUPOF')*]
色彩，指定應用在布料、皮革及化妝品上
• 可以對應出任何彩通色彩研究所 [1BOUPOF$PMPS*OTUJUVUF] 的定製色彩
㍄䚣

適用於任何以彩色塑膠製成的產品，包括美妝、食品飲料、消費性電子、時尚配
件、家居耐用品、玩具、醫療設備等產品。
用於建立色彩系列、色彩溝通及塑膠產品的生產

1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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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G 色彩頁
TPG Sheets
㫽嫼
TPG 色彩頁是用來顯示色彩在產品上的外觀，以 8.5” x 11” 尺寸滿版的漆
面紙頁呈現所有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色彩。每張色彩頁的背面印有網格，包含對應的色彩名稱與色
號。TPG 色彩頁為產品設計師與產品夥伴提供多樣化的色彩展現用途，用
以溝通、規格及評估色彩，適用於家居耐用品、陶瓷、塗料、化妝品、時
尚配件及皮革應用等領域。
㦷り
•
•
•
•

8.5” x 11” 大小的色彩頁，包裝頁眉可移除
每頁一種 TPG 色彩
正面是滿版的色彩塗層，背面印有 1” x 1” 的網格，顯示色彩的名稱及色號
以和彩通其他 TPG 產品 (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色彩指南及手冊) 相同
的色彩標準與品質製作

色號尾碼 TPG (Textile Paper – Green) 代表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產品系列新
的演進。我們調整了某些上一代色號尾碼TPX的色彩配方，以提供更安全與環保的
產品。
叭ヤ
• 提供所有 2,310 種 TPG 色彩
• 硝化纖維素色彩塗層
• 每一色彩頁的包裝及背面均顯示對應的色彩名稱與色號
㍄䚣
• 適於對內與相關人員、對外與供應鏈溝通、規格及評估色彩之用
• 是時間緊迫項目的理想工具
• 適用於家居耐用品、陶瓷、塗料、化妝品、時尚配件及皮革製品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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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纖維色卡套裝
Polyester Swatch Set

FFS100
概要
彩通聚酯纖維色卡套裝 [Polyester Swatch Set] 提供了 203 種全新色彩，專門
為服裝、布料與居家紡織品的設計師與調色師打造，放置在便利的收納箱。
這套全新的 2” x 2” 迷你色卡依照色系排列，色彩持久，呈現在 100% 聚酯
纖維的雙層可活動式布料。內含三個可卸式展示盤，能輕鬆檢視、選擇及替
換色卡。這些依據趨勢預測挑選、依色系排列的色卡，是創造色彩故事與色
盤的理想工具。
格式
• 全新的「風格搭配」色卡樣式，底部的摺口能固定、保護布料，同時仍能輕鬆檢
視與使用
• 2” x 2” 迷你色卡，適用於建立色彩系列
• 雙層可活動式布料夾附在不含光學增亮劑的紙上，能如實呈現色彩
• 以可攜式收納箱保護色卡，內有能靈活使用的可卸式展示盤
• 低反光、低紋路的材質，能更加準確地評估色彩
• 使用 100% 不可回收聚酯纖維
色彩
• 203種依據趨勢預測選出的中性色、鮮艷色與粉彩色，染印在 100% 聚酯纖維布料
• 獨一無二的色彩，同時也能與彩通棉布版系統的色彩互補
• 所有彩通聚酯纖維色彩的配方皆具可實現性、重複使用性與持久性
• 色彩皆依色系排列，展示盤上均有色號，封面內頁印有可供檢索的圖表
• 每種色彩都有參考對應的色卡，作為色彩準確度的判別標準

應用
• 適用於用動休閒服、泳裝、襪類、睡衣、鞋類、青少年服飾、戶外運動、紡織品
及兒童服飾等產品
• 適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色彩展示及內部的色彩溝通

ᑬᢸྏ
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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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纖維色卡
Polyester Standards Swatch Cards

SWTSX
概要
彩通聚酯纖維色卡 [Polyester Swatch Cards] 提供了新的色彩標準，專為服
裝、布料與居家紡織品的設計師與產品開發商量身打造。以雙層布料的聚
酯纖維布製成，符合準確的色彩規格。彩通色卡提供數碼光譜數據及外袋
確保色彩在生產時的準確性。這 203 種依據趨勢預測挑選的獨特色彩，能
補充現有的服裝，家具 + 室內裝潢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產品。
格式
•
•
•
•
•

4” x 4” 的色卡，以 100% 聚酯纖維經編布製成
雙層可活動式布料夾附在不含光學增亮劑的紙上，能如實呈現色彩
外袋能保護色卡不受光線與濕氣損壞
低反光、低紋路的材質，能更加準確地評估色彩
使用 100% 不可回收的聚酯纖維，以降低紗線的差異

色彩
• 203 種依據趨勢預測選出的中性色、鮮艷色與粉彩色，染印在 100% 聚酯纖維布
料
• 獨一無二的色彩，同時也能與彩通棉布版系統的色彩互補
• 彩通聚酯纖維色卡染料的色差容許度在 dE 0.5 以內，是目前準確的色彩標準
• 每張色卡均有色號及名稱標示
• 每種色彩均提供染料配方
• 可另外購買光譜數據
應用
• 適用於運動休閒服、泳裝、襪類、睡衣、鞋類、青少年服飾、戶外運動、紡織
品及兒童服飾等產品
• 適用於精準的目測色彩評估、光譜儀色彩測量及提供生產夥伴指定的色彩
• 適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色彩溝通、色彩規格及生產
* 霓虹色及光纖白的色差容許度少於 dE 1.0

產品生產與評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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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金屬色手冊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

FHIP410N
概要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手冊 [Metallics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
這個富含金屬光澤的精選色彩系列提供範圍廣泛的閃光金屬表面效果，正是設
計師、產品開發人員及製造商所需。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光輝，但仍顯
然出產品的真實顏色。靈活的形式包含可撕取的紙版色票可用於主題氛圍板、
產品草圖或附在設計檔上。

格式
• 單冊三環活頁式桌上工具
• 每一頁為單一色彩包含 42 張 0.787” x 1.18” 打孔式可撕取紙版色票
• 尾碼 TPM (Textile Paper – Metallic) 代表屬於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的金屬色
• 色彩根據色系排列
• 每種色彩均顯示專屬名稱與編號
• 包含一頁色票存放夾，便於組織與存放零散的色票
• 色票補充頁 [Replacement Chip Pages] 可單獨售賣
色彩
• 200 種新的珠光與金屬效果色彩
• 精心策劃的時尚與核心色彩完整系列，滿足市場對塑造漂亮表面效果的需求
• 硝化纖維素塗層增添閃亮與光澤效果

應用
• 是產品設計、時尚配件、鞋類、包含日常用品在內的家居耐用品、個人護理、
室內裝潢、彩妝、科技/消費性電子產品、鈕扣與拉鍊等副料、外衣及服裝的
理想參考色彩
• 適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激發靈感、色彩溝通與指定及生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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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金屬色指南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Guide

FHIP310N
概要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指南 [Metallics Shimmers Color Guide]。
這個富含金屬光澤的精選色彩系列提供範圍廣泛的閃光金屬表面效果，正是
設計師、產品開發人員及製造商所需。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與光輝，但
仍顯現出產品的真實顏色。指南採扇形格式，每頁呈現滿版的單一色彩。

格式
•
•
•
•
•
•

單冊扇形指南包含 200 種色彩
1.75” x 6” 的頁面呈現單一滿版色彩
以硝化纖維素覆蓋在紙版上 (nitro-cellulous coating) 呈現的色彩類似塗料樣本
尾碼 TPM (Textile Paper – Metallic) 代表屬於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的金屬色
色彩根據色系排列
每種色彩均顯示專屬名稱與編號

色彩
• 200 種新的珠光與金屬效果色彩
• 精心策劃的時尚與核心色彩完整系列，滿足市場對塑造漂亮表面效果的需求
• 硝化纖維素塗層增添閃亮與光澤效果

應用
• 是產品設計、時尚配件、鞋類、包含日常用品在內的家居耐用品、個人護
理、室內裝潢、彩妝、科技/消費性電子產品、鈕扣與拉鍊等副料、外衣及
服裝的理想參考色彩
• 適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激發靈感、色彩溝通與指定及生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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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
Metallic Shimmers TPM Sheet

TPM
概要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 [Metallic Shimmers TPM
Sheet]。這個富含金屬光澤的精選色彩系列提供範圍廣泛的閃光金屬表面效
果，正是設計師、產品開發人員及製造商所需。靈活的大張頁面形式可用於
溝通、指定及評估您選定的金屬色彩。

格式
• 8.5” x 11” 的色彩頁，包裝頁眉可移除，存放於清晰的護袋內
• 每頁一種彩通 TPM 色彩
• 正面是滿版的色彩塗層，背面印有 1” x 1” 的網格，顯示色彩名稱與色號
• 尾碼 TPM (Textile Paper – Metallic) 代表屬於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的金屬色

色彩
• 200 種新的珠光與金屬效果色彩
• 精心策劃的時尚與核心色彩完整系列
• 硝化纖維素塗層增添閃亮與光澤效果
應用
• 是產品設計、時尚配件、鞋類、包含日常用品在內的家居耐用品、個人護理、
室內裝潢、彩妝、科技/消費性電子產品、鈕扣與拉鍊等副料、外衣及服裝的
理想參考色彩
• 適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激發靈感、色彩溝通與指定及生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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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Studio 設計師版
i1Studio Designer Edition

EOSTUDIODE
概要
新的 i1Studio 設計師版 [i1Studio Designer Edition] 是追求專業成果的色彩
完美主義者由始而終的色彩管理解決方案。 i1Studio 分光光度計為您的
顯示器、投影機及手機螢幕校準色彩，彩通色彩管理軟件 [PANTONE
Color Manager] 則幫助您建立色彩系列並直接輸入設計工具內。您的最
終產品會比您想像的更符合預期。
格式
• i1Studio 分光光度計 [i1Studio spectrophotometer]
• i1Studio 顯示器及投影機色彩特性設定軟件
• 彩通色彩管理軟件及快速上手指南 [Quick Start Guide]
色彩
• 黑及銀的分光光度計
• 保護袋/ 顯示器支架
• USB 電源線
• 小型色彩校正卡－經典色 [Mini ColorChecker Classic]
• 軟件下載 URL [Software download URL] 卡
• 彩通色彩管理軟件下載 URL 卡
應用
色彩完美主義者知道，在有效率的數碼工作流程裡，色彩經過校準與特性設定的
顯示器是關鍵元素。加強的特點包括：
• 先進科技、多功能的測量裝置
• 下一世代的 i1Profiler 軟件，用以校準與特性設定現代顯示器與投影機科技的色彩，
包括 LED 與廣色域 LCD 螢幕 [Wide Gamut LCDs]
• 白點、亮度、對比度、伽瑪校正等的無限控制
• 智慧型反復特性設定 [Intelligent Iterative Profiling] 的科技，測量與分析每一獨特
顯示器的色彩能力，以增加特性設定的正確性
• 環境照明聰明控制 [Ambient Light Smart Control] － 周遭照明情況的測量、補正
及持續性監督
• 閃光校正™ [Flare Correct™] － 顯示器表面閃光的測量與補正
• 顯示器自動控制 [Automatic Display Control (ADC)] 能調整顯示器的硬體，以加速過
程與免除人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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