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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構成在繪畫上的運用

第一節 中國繪畫構圖理論與運用

有關中國在論及繪畫中有關於構圖運用諸多理論（註一），整理如下：
（一）明唐志契繪事微言：「凡畫山水，大幅與小幅迴乎不同。小幅臥看，

不得塞滿；大幅豎看，不得落空。小幅宜用虛，愈虛愈好；大幅則
須實中帶虛，若亦如小幅之用虛，則神氣索然矣。蓋小幅景界最多，
大幅則多高遠。是以能大者，每不能小；能小者，每不能大。亦如
書家之小字用手，大字用肘，細小運指者，然各各難兼也。總之，
大畫最難得好。」（中國畫論類編 735 頁）

（二）清蔣和學畫雜論：「山水篇幅，以山為主，山是實，水是虛。畫水村
圖，水是實，而坡岸是虛。寫坡岸平淺遠淡，正見水之闊大。凡畫
水村圖之坡岸，當比之烘雲托月。」（中國畫論類編 282 頁）

（三）清惲壽平甌香館畫跋：「用筆時，須筆筆實，卻筆筆虛，虛則意靈，
靈則無滯，跡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
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中國美術思想新論 296 頁）

（四）清笪重光畫筌：「⋯山之厚處即深處，水之靜時即動時。林間陰影，
無處營心；山外清光，何從著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觀；神
無可繪，真境逼而神景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
無畫處皆成妙景。⋯間色以免雷同，豈知一色中之變化；一色以分
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宜濃而反淡，則神不合；宜淡而反濃，
則韻不足。」（中國美術思想新論 295 頁）

（註一）此節受惠於：
1、袁金塔著《中西繪畫構圖的比較研究》的〈第三章 中西繪畫構圖法比

較〉，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初版。
2、蘇峰男著《山水畫構圖之研究》的〈第伍章 中國山水畫構圖之主要法

則〉，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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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孔衍拭石林畫訣：「樹石人皆能之。筆致飄緲，全在雲煙。乃聯貫
樹石，合為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煙虛筆也，
以虛運實，實者也虛，通幅皆有靈氣。」（中國美術思想新論 299 頁）

（六）清方薰山靜居論畫：「畫松古人立勢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為尚。發
枝亦須上下虛實得宜。主張勢有虛實，襯樹隨處生發位置。」（中國
畫論類編 913 頁）

（七）清秦祖永繪事津梁：「章法位置，總要靈氣往來，不可窒塞。大約左
虛右實，右虛左實，布置一定之法。至變化錯縱，各隨人心得耳。」
（美術叢書初集第六輯 48 頁）

（八）清蔣和學畫雜論：「大抵實處之妙，皆因虛處而生，故十分之三天地
佈置得宜，十分之七在雲煙鎖斷。」（中國畫論類編 278 頁）

（九）清蔣和學畫雜論：「樹石布置須疏密相關，虛實相生，乃得畫理。」⋯。
「近處樹石填塞，用屋宇提空，遠處山岸填塞，用煙雲提空。是一
樣法。」⋯。「樹石排擠，以屋宇間之，屋後再作樹石，層次更深。
知樹之填塞，間以屋宇，須知屋宇亦是實處，層崖累積，以煙雲鎖
之，須知煙雲之裏亦是實處。」（中國畫論類編 281 頁）

（十）清錢杜松壺畫憶：「邱壑太實須間以瀑布，不足再間以雲煙山水之要
寧空無實。」（美術叢書三集第四輯 71 頁）

（十一）清王翬清暉畫跋：「繁不可重，密不可窒，要伸手放腳，寬閒自在。」
（中國繪畫理論 109 頁）

（十二）清王昱東莊論畫：「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
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 58 頁）

（十三）明李日華論山水：「古人於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昃，無一筆茍下。
至於數重之林，幾曲之境，巒麓之單複，借雲氣為開遮；沙水之迂
迴，表灘磧為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
支分縷析，實無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偪塞，
寡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
得造化真跡耳。向令葉葉而雕琢之，物物而形肖之，與髹工釆匠爭
能，何貴畫乎？」（中國畫論類編 756 頁）

（十四）清鄒一桂小山畫譜：「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勢而言幅無大小，必分
賓主，一實一虛，一疏一密，一參一差，即陰陽晝夜消息之理也。」
（美術叢書初集第九輯 62 頁）

由以上之論說，頗能體會前人運用虛實手法、觀念在中國水墨畫中的
精彩表現。至於表現在形式上的構成法則為強弱、輕重、藏露、取捨、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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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疏密、佈白、動靜、繁簡、對比的交互運用（註一），簡要如下：
（一）強弱：一幅畫作，強的地方就是實處，反之弱的地方必是虛處。雖

然為了強調主題，將主題事物細心描繪，顯得明顯注目，但中國思
想中有著“宇宙萬物，自有虛實，虛為實之用，實為虛之體，虛實
相生，萬象自然生動而畜變化，否則便覺單調而乏韻致。”的影響，
移至繪畫構圖乃屬當然之理。畫面若全部太強，將令人透不過氣和
厭惡，如果全部太弱，也令人覺得輕飄而無根的感覺，若畫面構成
強弱能拿捏恰當，就能達到實虛相輔相成、相生相變的最高畫境中。

（二）輕重：畫中實處因著墨多，往往感覺重，虛處因簡筆或根本不畫，
而顯得輕。為了掌握國畫中輕重效果，就必須善用筆、墨和意間的
關係。墨色濃則具厚重感，淡則有輕靈感。筆拙即覺得重，巧則覺
得輕。但是山水畫裏的小舟船、人物、飛禽走獸等等，也許所佔的
面積不大，甚至很小，並且墨色也不濃，但是有了動的作用以加強
觀者的注意力，於是在意識上增加了份量，造成重量感。中國古代
山水畫為了平穩，大多構圖採上輕下重布置，顯出靈動感和氣勢，
直到宋元以後才漸有上重下輕的作品，配上中國特有的題款藝術以
平衡畫面輕重，遂產生許多新穎別緻的構圖方式。

（三）藏露：大凡藝術品藏則含蓄，露則有力，惟含蓄太過則弱而無力，
發露太過則近於粗劣。藏與露，即是隱與顯的同義語，唐代張彥遠
論畫法：「意在筆先，畫盡意在。」「筆不周而意周」（俞崑編「中國
畫論類編」37 頁）表示構圖先要立意，但不一定要有筆才能見到意，
「雖筆不周而意周」可也，「意周」就是意到筆不到的意思，就是國
畫製作中「藏境」的一種方法，也是「含蓄」的藝術表現方法。物
象隱藏到了極限便成為「空白」，雖為「無象」卻深藏豐富意象，如
同虛境並非全無物之意。

（註一）此節受惠於：
1、王秀雄著《美術心理學》的〈第三章 畫面之構成〉，設計家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再版。
2、袁金塔著《中西繪畫構圖的比較研究》的〈第三章 中西繪畫構圖法比

較〉，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初版。
3、蘇峰男著《山水畫構圖之研究》的〈第伍章 中國山水畫構圖之主要法

則〉，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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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捨：如同魚與熊掌之不可兼得，藝術家必須善於取捨創作素材，
否則構圖雜亂無章就不會是好作品了。以中國山水畫之構圖而言，
石濤說：「搜盡奇峰打草稿。」（于安瀾編「畫論叢刊」151 頁）「搜
盡奇峰」是尋找多數山川的精英，準備作為山水畫構圖的素材。「打
草稿」便是將收集來的素材，按畫者自己的理想，加以剪裁後，在
畫面上作有規律的整理，甚至誇張或削減，經過藝心的配置以達到
繪畫的藝術性。

（五）賓主：每一幅畫都應該賓主相輔，配襯得宜，若有主無賓會令人感
覺單調、寂寞、無變化。若沒有主有賓，則是烏合之群集，難以傳
達畫的主要內容。再者，賓主二者的搭配須力求分明也要和諧，因
為二者均負有為表現並豐富主題思想的任務而相互存在，這種符合
多樣統一的原則，使畫面賓主之間的關係能達到和諧的要求。

（六）疏密：中國山水畫向來著重在筆墨之運用，用筆又偏重在點與線的
交錯運用，開始由一點一劃運筆，終至無窮的點、線相組合成的完
整畫面。疏是可疏到極疏，密亦可密到極密，正如古人所謂：「密不
通風，疏可走馬。」的極致。但是疏密若處理不當，太密則易成死
板糾結、暗沉苦悶，一點也沒有光彩，太疏則凌亂、鬆馳畢現，毫
無重點。因此做到古人所謂「疏密有致」方為得宜。

（七）佈白：虛實運用是否得當，佈白是個決定因素之一。佈白是中國水
墨畫的一大特色，西方繪畫一直到二十世紀，因受東方禪理和書法
的啟迪，才出現空白，之前西畫都走求像、近自然的形式，予人「實」
的感覺。佈白雖然不著筆墨，但空白處能讓觀者的性靈與思維恣情
奔馳，而獲得無窮的妙悟；更是欣賞者與創作者會心微笑之地。

（八）動靜：在現代西方，慣以人類知覺「張力」理論，說明畫面構成元
素（包含造形、色彩）的動與靜，是由張力的均衡否所形成。抽象
畫家康丁斯基和克利都有深入的研究，影響近代繪畫理論甚鉅。在
中國則以「勢」來說明動與靜。「勢」係指態勢、情勢、氣勢、大勢
和趨勢等，在心理上有向外擴張和延伸的意象。簡單的說，勢是指
物象在畫面形成的運動現象，與構圖有密切關係。

（九）繁簡：繁是指眾多、茂密、豐富、多樣而言，簡是指單純、稀少、
簡單之意。繁與簡是相對性的概念，繁比較接近「實」體，簡則比
較接近「虛」意，因此繁處常成為主題，簡處成為背景。但是畫面
若是構成元素太過繁複難辨，反而簡處因突出反轉而成為主題。

（十）對比：又稱「對照」，即是將兩物排在一起，以強調它們彼此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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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使兩物各畫其美，以增強畫面的效果。對比法則思想根源可追
溯至易經所謂的“一陰一陽謂之道”始，而老子道德經云：「天下皆
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
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更是闡發宇宙中自然而然有對照的
現象。中國藝術家常用的手法有疏密對比、縮放對比、大小對比、
色彩對比、動靜對比⋯等。畫面因有強烈的對比，使主題形象性格
特別顯著，又因視覺刺激感強，容易產生感人的力量和活力，是繪
畫構圖重要原則。

但無論內容轉化為外在形式（造形）如何的變化，必然在形式的皮層
中，裹有中國人最基本的“氣”的宇宙中心思想，而這正是美學的最根本
源頭，更是中西方藝術形式表現相異同的關鍵，值得探討和研究。

第二節 西方繪畫構圖理論與運用

西方繪畫理論因受實體宇宙觀的影響，是分析性的，是邏輯性的，理
念非常明晰與絕對，與中國論畫喜以整體性的模糊詮釋，有極大不同。因
繪畫作品必須靠人的知覺，知覺又依賴視神經傳至大腦的視覺區，才能產
生光線與色彩的感覺，因此探討外界事物與人類本身條件變化的關係就成
為重要課題。其中之一「圖與地」的知覺理論被適時提出。

我們都知道圍繞在人們周遭環境的物品，有時候似乎很容易分辨出
來，如電視、書本、電話、床背單、花瓶、托鞋⋯等，我們也多習以為常。
但有時候卻有看沒有到，遍尋不著，就是置於眼前也盲然無覺。再者出到
野外，原本色彩鮮艷奪目，惹人注目的小鳥、令人賞心悅目的花朵，又何
以瞬間消失難尋，何以故？其實祇是背景和主題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結果。
原來這些主題物之「形」、「色彩」與「明度」，當異於它的背景時我們才能
視認出來；若類似或相同而融入於周圍之物（背景物）時，就難以辨識。
道理是當視覺明確就容易掌控，隱匿則為保護或偽裝自我，是大自然萬物
生存之道，上蒼所賜與的功能。

在視覺心理上，把視覺對象從背景浮現出來，而讓我們識認得到的物
叫做「圖」（Figure），其周圍之背景叫做「地」（Ground）。要視認出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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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這「圖」必須從其周圍之「地」分離出來，所以物視之條件完全在於圖
與地的關係上。最能說明圖與地關係變化的是「魯賓之杯」，（註一）畫中
表現出有名的水果盤與人頭的反轉，水果盤與人頭的反轉，則視個人心理
條件而定，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同時看清兩者。圖與地雖然是一種相互依存
的關係，但是圖有圖的，地有地的一般特性如下：（註二）

圖的性質：1、有前進性 2、密度高，有緊密性，凝縮性 3、令人視覺強
烈印象 4、有明確的形 5、輪廓線屬於圖的 6、不變性 7、
物質性 8、強固性。

地的性質：1、後退性 2、低密度、鬆軟性 3、視覺印象弱 4、無充實感
5、形不確定 6、無固有的輪廓線 。

由許多位學者的研究中，王秀雄教授歸納出「圖與地」關係的新原則
如下：（註三）
（一）被包圍的形、閉鎖的形成為「圖」，包圍者卻成為「地」。
（二）小面積者成為「圖」，大面積者成為「地」。
（三）密度高或有紋理描寫者易成為「圖」，反之成為「地」。
（四）兩形位於上下位置，而其面積、形狀相同，若只有色彩或明度有差

異，則位於下面之形易成為「圖」，上面成為「地」。
（五）對稱性之形易成為「圖」，反之成「地」。
（六）若相鄰兩形具有對稱形時，則凸形易成為「圖」。
（七）愈單純之形，就愈成為「圖」。又日常看慣了的形，亦易成為「圖」。
（八）形之方向與我們視野的水平垂直座標相一致者，易成為「圖」。
（九）有動感、旋轉感之形，易成為「圖」，靜止之形易成為「地」。

以上九條原則都被畫家綜合著運用，以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視覺效果。

（註一）參見堤浪夫原著／劉建國、劉子倩譯《造形的發想》，六合出版社
2002 年一版，第 7、8頁。

（註二）參見王秀雄著《美術心理學》，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再版，第 127、128 頁。

（註三）參見王秀雄著《美術心理學》，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再版，第 129∼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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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在作品中做到，將描寫的「物」從它的「背景」中引拉出來，使
得「物」與「背景」形成了空間感，另一方面從「背景」處還要有一股牽
制的力量，使「物」固定在它適當的位置，以使兩股力量形成調和感，則
是最難的工作。一般二流畫家作畫往往只把視線注意到有「圖」或有「物」
之處，而對其周圍空虛的空間容易忽略，畫面因而失去整體性的平衡和諧
調，變得不安定感。馬蒂斯（H‧Matisse）的作品中，常將背景處施以圖案，
使背景多少帶有「圖」的性格，以維持「圖與地」的平衡，是極為成功的
藝術家。

我們都知道，大部分在報紙上刊登徵才廣告的公司，為了節省經費，
往往將很小的版面排滿了文字稿，並與很多則它家的廣告版面緊密相鄰，
閱讀因而有如蒼海桑田中的一粟，讓人眼花潦亂，遍尋不著，這時所有的
版面廣告都成為「地」的模糊效果了。如果此時插入了一則四邊留有較多
空白的廣告時，反而更能突顯這則廣告帶有明顯「圖」清晰的效果。由此
能說明「圖」與「地」相互作用的效果是相對性質。「圖」可以變「地」，「地」
亦可以轉成「圖」。

早期西方繪畫都是注重「圖」的清楚呈現，從西班牙北部阿爾塔彌拉
（Altamira）洞窟牛獸岩畫，一直到二十世紀前之繪畫止，一萬年來，不管
任何畫派都遵循著「圖」是必須明確交待的原則作畫。然而二十世紀卻有
很大的轉變，首先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喜用「圖與地」反轉手法以表現
潛意識之境界，並且揭露出二十世紀現今世界之不合理化、動亂不定之環
境、不可靠之社會、人與人之間不可靠與懷疑⋯等。由此實現了那「實又
是虛、虛又是實」變幻不定的不安意境的追求。接著由於物質文明、機械
社會使人類中心信仰失去依靠，加上東西思想之對立，政治決裂。世界秩
序崩潰、價值盪然無存，傳統權威不再，人類精神失去依托和歸宿。眼前
的世界只有懷疑、曖昧、頹廢、昏迷、不明確之東西。作為人類精神表現
的藝術，自然地必會引用那曖昧、昏迷、不明確之形像做為表現藝術的題
材，抽象主義繪畫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形成。這些藝術形式都具有逃
避現實世界，尋求彼岸另一世界之精神寄託意義。與中國繪畫中普遍追求
的抽象道境，似乎非常相近。

若要指出與西方「圖與地」關念相仿的中國繪畫創作理論技巧，應屬
「布白」，清人鄒一桂的《小山畫譜》有云：「愚謂即以六法言，亦當以經
營位置為第一」，如此看重空間和位置的處理，實屬明智。其實早期的中國
畫是很少留空白的，從張僧繇的沒骨法作品，和顧愷之畫雲臺山記中的「竟
素上下」（填滿之意），就知道「空白」是繪畫進步的表現，因「布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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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出中國繪畫特有的「虛」和「實」境，有似「圖與地」關係的處理和
效果，可知中西繪事均有相同處。（註一）

另外「圖與地」原理亦能運用到畫框上，一張傳統的繪畫應給觀者有
視覺的空間感和立體感，而其空間感要遠超過該畫之實際面積，如同看窗
外風景，雖被建築壁面窗戶大小所圈圍限制，但是我們仍會感知窗外的風
景仍是延伸上下、左右的。為了突顯繪畫作品本身的重要，並與真正的風
景有所區別，裝飾這窗框（畫框）使能襯托出畫作價值，便顯得必要。這
樣作法就能讓畫和框整體成為「圖」的性質而由牆壁的「地」性質裏跳脫
出來，不會讓人誤看為窗外真正風景。文藝復興至印象派的畫作，畫框愈
趨華麗，並且框之高度和寬度更為增加，就是這個道理。然而立體派以後，
情況卻不同，畫家已經不再模倣自然，轉向於由康丁斯基、克利、馬勒維
奇、蒙德里安⋯等現代大師所提倡的抽象主義繪畫發展，這些現代畫已經
不能帶給觀者窗外風景的感覺，同時因為畫本身已非常具有「圖」的性格，
畫框的重要性大大的降低，甚至為了不使畫框影響畫意，或能與環境密切
相融合，根本就捨棄用框，牆壁反而成為襯托和裝飾藝術品的主要角色，
受到相當的重視。（註二）

除了以上「圖與地」原理基本運用外，也有簡潔、均衡、群化、動勢、
大小、比例、對比⋯等形式構成原則，（註三）據以發展西方「實重於虛」
體宇宙觀的繪畫作品，分述如下：

（一）簡潔：塞尚的理論：「把自然把握成圓柱、圓錐、圓球，再去構成。」
這就是已經把握住宇宙萬物外形簡化的原則了。而野獸派更將色彩
尖銳化，使畫面產生單純、原始的感覺，亦是色彩簡潔化的結果。
其實繪畫上須將自然的本質純化，除了單獨形象要簡潔，整體畫面
結構更須簡潔，以達到視覺秩序化效果。因此多餘的元素應予以剔
除或簡化，使形式與內容和諧一致。

（註一）參見王秀雄著《美術心理學》，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再版，第 151 頁。

（註二）參見王秀雄著《美術心理學》，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再版，第 159、160 頁。

（註三）參見堤浪夫原著／劉建國、劉子倩譯《造形的發想》，六合出版社
2002 年一版，第 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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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均衡：是畫面以無形軸為中心，分置於兩方的形狀、色彩雖然不完
全相同，但在質與量上卻有相等份量之意。它比對稱形式較有變化
和活潑，給人優美之感與和諧之美。

（三）群化：如同中國畫中的疏密、聚散關係，群化可以造成主題和背景
的分別。多個構成元素若群聚緊密，則顯得突出而成「圖」的性質，
稀疏散亂則成「地」的特性。

（四）動勢：達文西說：「人像裏若缺乏這種動感（動勢），就是雙重的死
亡；最先是虛構上的死亡，再者它在觀眾之精神及身體上，均不表
示出運動感來的話，那就是再來一次的死亡。」（註一）可知古代藝
術大師總認為「動感」是創造美的最重要因素。至於動感的現象來
自何處，一則說是人們的運動經驗附加在看過的事物上所產生。二
則是說視覺形態本身就含蘊著「定向了的張力」，視覺刺激就能引起
力動的感覺效果。前者著重環境現象對人的影響，後者深入人的生
理結構做深層探討，各有所長。運用在繪畫上有筆法、筆觸、方向、
變形、重復⋯等方法。

（五）大小：在繪畫上通常大者都居重要意義，小者祗是陪襯而無足輕重。
但是大得必須實在，否則小而實的元素將更為明顯，成為重點。佔
有同樣質量的形，若放大則會變虛感，反之縮小會有更實的感覺。
如畫人像，當畫中的人比真人大許多，又未加強質感描寫時，此巨
人反而顯得虛化，看來模糊，但是卻會具有虛幻迷漓、超越現實的
特殊感覺。大幅畫令人側目、震懾、崇敬，小幅畫叫人隨心、適然、
把玩，各有擅長。因此畫意能否適切的表達，才是決定尺寸大小的
原則。

（六）比例：西方文化是以知識為重心，以理性為基礎，所以在繪畫表現
上，注重數理、秩序。因此「比例」被視為是非常重要的結構原則。
（註二）形成美的比例與數的關係很密切，有等差數列（如 1、2、3、
4⋯）、調和數列（如 1／1、1／2、1／3、1／4⋯）、等比數列（如 1、
2、4、8⋯）、黃金比（如三比五、五比八、八比十三⋯等分割）⋯

（註一）參見王秀雄著《美術心理學》，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再版，第 255 頁。

（註二）參見堤浪夫原著／劉建國、劉子倩譯《造形的發想》，六合出版社
2002 年一版，第 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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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以運用。因為數的變化是無窮的，因此要妥善的運用才能達到
盡善盡美。

（七）對比：係指兩種事物間所存在的相對關係，因並置比較下，產生明
顯的差異性。有形式上的對比，如大小、高低、方圓、曲直⋯等，
色彩上如紅與綠、黃與紫、橙與藍，在無彩色中如黑與白、明與暗、
輕與重、深與淺⋯等，（註一）運用以上形式和色彩差異性將事物並
陳，可以產生起伏變化、明快爽朗的效果。在西方，對比創作原則
都與「數」的運用有關，當我們畫石膏像時，總覺得明亮部與暗部
比例七比三是比較美的，這就是“數”的變化。善用數的關係變化，
可以創作出好作品。

（註一）參見袁金塔著《中西繪畫構圖的比較研究》，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981 年初版，第 1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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