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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作的學理基礎 
 

本章將對創作研究學理之依據做一系統性概述。第一部分為完形心理學知

覺法則的相關研究，就其組織原則的分類「圖形與背景」、「接近性和連續性」、

「完整和閉合傾向」、「相似性」、「轉換律」、「共同方向運動」分別敘述；

第二部分將探討中國五行相生相剋中庸思想的相關研究；第三部分將討論從三

維空間的實境轉換成二維畫面的過程以及相關研究。因此本學理基礎的架構大

致如下：（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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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創作的學理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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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完形心理學派的知覺法則 

 

「格式塔」（Gestalt）一詞源自德文，它有兩種涵義：一是指形狀（shape）

或形式（form）的意思，也就是指物體的性質；另一種涵義是指一個具體的實

體和它具有特殊形狀或形式的特徵。Gestalt如果用在心理學上，它則代表所謂

「整體」（the whole）的概念。而以Gestalt為名的「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於20世紀初發源於歐洲，它主要是在研究人類知覺與意識上的問

題。綜合上述兩種涵義，它似乎意指物體以及其形式和特徵，但是它不能譯為

結構或構造（Structure），「完形」心理學反對結構學派（Structuralism）
12以自我

觀察、自我描述等內省的方法分析意識經驗的成份，以及行為主義心理學派

（Behaviorism）過份強調動物實驗，完全排斥心智歷程的作法。此一學派在國

內有人以「完形」稱呼，也有人以其發音直譯為「格式塔」心理學。因此「完

形」心理學和「格式塔」心理學其實是同一名詞。 

 

「完形」心理學派是以心智歷程和結構為心理學的內涵，企圖以更科學的

方法來解析和瞭解人類在視覺刺激上產生的認知概念。此學派是以Gestalt作為

其理論之主軸，認為人類對於任何視覺圖像的認知，是一種經過知覺系統組織

後的形態與輪廓，而並非所有各自獨立部份的集合。易言之，「完形」心理學

的基本理論認為：「部份之總和不等於整體，意識不等於感覺元素的集合，行

為不等於反射弧的循環」13。在完形心理學家來看，知覺到的東西要大於眼睛

                                                 
12 結構學派（Structuralism）：十九世紀末，以馮特（W. Wundt）為代表的心理學派，提出綑

綁假說（dundle hypothesis）的元素說，認為複雜的知覺識簡單感覺的束捆，意識經

驗視各種簡單元素的群集。參見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

pp.11-12，昭明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一版，台北市。 
13 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p.11，2000年7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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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的東西；任何一種經驗的現象，其中的每一個成份都牽連到其他成份，每

一個成份之所以有其特性，是因為它與其他部分具有關係。由此構成的整體，

並不決定於其個別的元素，而局部過程卻取決於整體的內在特性。完整的現象

具有它本身的完整特性，它旣不能分解為簡單的元素，它的特性又不包含於元

素之內。因此整體不能分割；整體是由各部份所決定。反之，各部份也由整體

所決定（Kurt Koffka，1935）。由此一觀念推論，人們在欣賞一幅圖畫或一張

攝影作品時，人類的認知系統，把原本各自獨立的局部訊息串聯整合成一個整

體概念，畫面裡的每一個部份形成了各自獨立之視覺元素，如果想讓觀者留下

深刻的視覺認知，元素與元素之間必須彼此產生某種形式之關連。（圖2-2）
14 

 

 

 

 

 

 

 

 

 

 

 

 

 

                                                 
14 圖片引用Francis Crick著，《驚異的假說》p.55，1997年3月，台北市。 

圖2-2 部分的總合不等於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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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過去的經驗和深植在基因中遠祖的經驗，人們的頭腦必須積極地建立

完整的「個體」，找出何種物件組合起來之後，「看起來」最有可能符合真實

世界中物體的相關特徵。不同的物件之間的交互作用顯然很重要，完形心理學

家對於視覺組織系統中常見的交互作用，提出了許多有系統的理論，並歸類出

許多良好的組織原則，並通稱它們為「知覺法則」。庫爾特．卡夫卡（Kurt Koffka）

是美籍德裔心理學家，格式塔心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將這些組織原則分類為： 

 

（一）圖形與背景 

在具有一定配置的場內有些對象突現出來形成圖形，有些對象退居到襯托

地位而形成背景15。一般來說，能辨認出來的物體稱為「圖形」，而它周圍的

則是「背景」，圖形與背景的區分度愈大，圖形就愈突出而成為我們的知覺對

象，反之如果圖形與背景的區分愈小，圖形與背景愈可能形成一體都成為知覺

對象。如（圖2-3）16圖例：如果從來為看過這種圖，可能不大容易從圖中看出

任何可辨別的物體，但是注視一段時間後，可以看出圖中其實有一隻大麥町犬。 

 

（二）接近性和連續性 

某些距離較短或相互接近的部分，容易組成整體。視覺通常會把彼此距離

較近的物體分成一組，而此現像是指「立體空間上的接近」，而不是在視網膜

上的接近17。物體與物體之間存有相互的引力，此隱藏於其間的力量，透過觀者

的視覺組織系統產生交互作用之後，進而形成相吸引的力量，此力量的大小與

                                                 
15 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3，2000年7月，台北市。 
16 圖片引用Francis Crick著，《驚異的假說》p.61，1997年3月，台北市。 
17 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3，2000年7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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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弱與其間的距離有直接的關聯。此概念可以在（圖2-4）18中明顯的看出來，

圖中的小黑點很有規律地排成一個矩形，腦會把它們看成垂直線，因為點與點

之間的距離，在垂直方向的距離比水平方向距離短；同樣的，我們可以在（圖

2-5）
19發現，距離較近而毗鄰的兩線條，自然而然地組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

連續性指對線條的一種知覺傾向，儘管線條受其他線條的阻斷，卻仍像未阻斷

或仍然連續著一樣為人所經驗到20。線條本身擁有延續與延展的力量，當觀者

的視覺組織系統對線產生交互作用之後，會將線條本身的力量作延伸而形成整

體，此整體的視象概念，不會因強度小於線條本身的其他元素而改變（圖2-6）

21。 

 

 

 

 

 

 

 

 

 

                                                 
18 圖片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5，2000年7月，台北市。 
19 圖片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5 2000年7月，台北市。 
20 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3，2000年7月，台北市。 

圖2-3「圖形與背景」圖例－你能看見圖中的大麥町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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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整和閉合傾向 

知覺印象隨環境而呈現最為完善的形式。彼此相屬的部分，容易組合成整

體，反之，彼此不相屬的部分容易被隔離開來22。有十二個圓圈排程一個橢圓

形，旁邊還有一個圓圈，儘管按照接近性原則，它靠近十二個圓圈中的其中一

個，但我們仍把十二個圓圈，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來知覺，而把單獨一個圓圈

作為另一個整體來知覺（圖2-7）23，又如（圖2-9）24，由於線條能產生遮藏的

效果，當近處的物體將遠處的部分擋住時，知覺系統將推論被遮住的部分，是

                                                                                                                                          
21 圖片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5，2000年7月，台北市。 
22 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4，2000年7月，台北市。 
23 圖片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5，2000年7月，台北市。 
24 圖片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5，2000年7月，台北市。 

圖2-4 「接近性」圖例 圖2-5 「接近性」圖例 

 

圖2-6 「連續性」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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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該屬於同一組。這種完整傾向說明知覺者心理的一種推論傾向，即把一種

不連貫的有缺口的圖形儘可能在心理上使之趨合，那便是閉合傾向。如（圖2-8）

25所示，觀察者總會將此視作貓頭鷹圖形，而不會視作其他分別獨立的線條或圓

圈。完整和閉合傾向在所有感覺中都起作用，它為知覺圖形提供了完善的界定、

對稱和形式。 

 

 

 

 

 

 

 

 

 

 

 

 

                                                 
25 圖片引用Francis Crick著，《驚異的假說》p.69，1997年3月，台北市。 

圖2-7 「完整和閉合傾向」圖例 圖2-8 「完整和閉合傾向」圖例 

圖2-9 「完整和閉合傾向」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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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似性 

如果各部分的距離相等，但它的顏色有異，那麼顏色相同的部分就自然組

合成為整體。這說明相似的部分容易組成整體。如（圖2-10）
26所示，○代表白

色，●代表黑色，觀察者容易將該列看作按直線排列，而非橫線排列。 

 

 

 

 

 

 

 

（五）轉換律 

按照同型論，由於格式塔與刺激形式同型，格式塔可以經歷廣泛的改變而

不失基本的特性27。例如，一個曲調變調後仍可保持同樣的曲調，儘管組成曲

子的音符全都不同。一個不大會唱歌的人走調了，聽者通過轉換仍可知覺到他

在唱什麼曲子。 

 

                                                 
26 圖片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5，2000年7月，台北市。 

27 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4，2000年7月，台北市。 

圖 2-10 「相似性」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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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同方向運動： 

一個整體中的部分，如果作共同方向的移動，則這些作共同方向移動的部

分容易組成新的整體。例如（圖2-11）
28，根據接近律，可以看作abc、def、ghi、

jkl等組合。如果cde和ijk同時向上移動，那麼這種共同的運動可以組成新的

整體，觀察者看到的不再是abc、def、ghi、jkl的組合，而是ab、cde、fgh、ijk、

l等組合。又如（圖2-12）
29我們所看到的草坪，由於漸層感的關係，草因為距

離的遠近產生近大遠小的情形，因此形成共同方向的運動力量。 

 

 

 

 

 

 

 

 

 

 

 

 

 

 
                                                 
28 圖片引用Kurt Koffko著，《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p.25，2000年7月，台北市。 
29 圖片引用Francis Crick著，《驚異的假說》p.69，1997年3月，台北市。 

圖2-11 「共同方向運動」圖例 
 

圖2-12「共同方向運動」圖例 
 

 



 16

第二節  五行相生相剋的中庸之道 

 

依據中國易經哲理之推想：「天地生育萬物，萬物之有生長發育，以致成

長與毀滅的變化，乃因萬物具備了陰陽的條件，陽氣推萬物而起，陰盡萬物而

止也」30、易經利用陰陽變化來闡述宇宙萬物的現象，蘊含了動極則靜，靜極

則動的變駁可能，讓人瞭解宇宙森羅萬象會因時間空間變遷而有所不同，無論

陰陽、柔剛、靜動都會變易而不易，複雜而簡單，矛盾而統一，對立而和諧，

這種間容而不刻板的精神，正是易學的中心思想（傅隸樸，1981）31。八卦即

四象，四象原兩儀，兩儀始太極，而太極在學者間的解釋眾多，唐孔穎達『正

義』所述:「太極者，方天地位分之際，混合為一之元氣也.」。此一元氣之說如

（圖2-13）32太極圖示：剛中有柔，柔中有剛而互不相消，則明示了相互相生和

諧統一的道理。 

 

 

 

 

 

 

 

 

                                                 
30 引用彭奕竣著，《醫鑰-揭開中醫的奧秘》，p.4，1993年1月，台北市。 
31 引用傅隸樸《周易理解》pp.3-15，1981年9月，臺北市。 
32 圖片引用陳冠廷（2003）2004年網路資料5月25日取自

http://ceiba.cc.ntu.edu.tw/th9_207/wwwboard/board/messages/218.htm 

圖2-13 太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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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間上、下、左、右與中心五點產生均衡的基本動能，分別以火、水、

木、金、土代表此五個動能現象稱之為「五行」，其升、降、擴散、收縮與穩定

的交互作用現象，能的生長為「陽」而消耗為「陰」，能的助力為「生」而阻力

為「剋」。五行相生相剋為氣動的均衡至中之理，是電與能的傳動，不是五行「相

生」更不是五行「相剋」，而是，即能如環無端且週而復始，五行不可太過亦不

可不及，失一則偏倚不能「中庸」。（彭奕竣，1993）五行哲學認為，世界是由

木、火、土、金、水五種最基本物質構成。自然界和人類的各種事物和現象的

發展，變化，都是這五種不同屬性的物質不斷運動和互相作用的結果。 

 

五行相生相剋（圖2-14）
33，互相促進又互相制約，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大千

世界。「金」可以傳送熱能同時可以吸收與散發熱能，當吸入呼出含有水份的空

氣，將蒸發水氣而生養水，因此，金是下降與導入氣的收縮作用，存有熱能的

「金」蘊含著無限的光華；「水」能降火所耗之能而助木能之消耗，水旺火自平，

水為氣的下降而生養木；「木」為氣的擴張，是熱能與活力聯結的支架，木強則

氣順火旺；「火」為氣的上升，火即為熱能，而萬物火化生成熱能，火旺則化為

土盛；「土」能滋養萬物，甘津之氣佈溢得以潤澤大地，金氣弱而元氣衰，土為

氣的穩定，土旺而金生。 

 

 

 

 

 

                                                 
33 圖片引用彭奕竣著，《醫鑰-揭開中醫的奧秘》，p.29， 1993年1月，台北市。 

圖2-14 五行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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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3D的實境轉換成2D的畫面 

 
我們如何感知三度空間的外形，依據Marr(1982)的形狀認知模型（pattern 

recognition in model）是以從觀察者為中心到以物體為中心之綜合模型，但這種

識別系統似乎只有當以機械識別物體時才合理，而雙目提示、運動視差也是感

知深度知覺的線索，但是在二度平面的圖畫中要表現三度的空間便需要藉助其

他的方法。 

 

在一張只有二度空間的紙，我們如何把第三度空間放進去呢？有一個簡單

的解決辦法，那就是用鳥瞰的角度把街道、景色畫進去，但這只是描繪水平的

平面，垂直的向度便沒辦法畫出，不過我們還是會很自然的把一棟建築物看成

是立體的（圖2-15）
34。有時候是把不同視點的景物放在同一個畫面上，最著名

的是埃及的藝術，如（圖2-16）”Nebamun的花園”35，水池是用俯視，圍繞在

水池旁的樹木則是呈放射狀方式排列，而每一棵樹的視點又是側視，這樣每樣

東西都能從最能顯示它特性的角度來呈現（Combrich, 1994），而中世紀的藝術

以及中國古代藝術，則是逐個觀看各個事物，然後把物體描繪下來，如中國畫

中的平遠法、高遠法以及深遠法等，一直到文藝復興，西方藝術的基準才開始

以Brunelleschi（1377-1466）和Alberti（1404-1472），提出的單點透視法來畫一

個完整的景色。Brunelleschi的建構法則（costruzione legittima），主要是在探討如

何以適當的大小表現物件以及物件之間的聯繫。在當時，文藝復興的畫家們逐

漸發展了一套幾何空間，和笛卡兒哲學的數學空間互補。畫作的透視法，是把

一個平面投射到欲描繪的物體上來創造一個一對一的關係，使此平面與畫布上

                                                 
34 圖片引用 E. H. Gombrich（1994） "The Story of Art".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35 圖片引用 E. H. Gombrich（1994） "The Story of Art".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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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產生聯繫。Brunelleschi開始時是用建物，像是大樓、天花板與舖磚的地板，

這些可以輕易的對到投射面上的格點，接下來，其他的東西將會因此而被調整，

便形成利用幾何圖樣的線性透視法。（陳冠廷，2003）
36 

 

 

 

 

 

 

 

 

 

 

 

 

 

 

 

 

 

 

 

                                                 
36 引用陳冠廷（2003）2004年網路資料5月25日取自

http://ceiba.cc.ntu.edu.tw/th9_207/wwwboard/board/messages/218.htm 

圖2-15 地圖 

圖2-16 Nebamun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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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anofsky著名的文章「透視法的符號學形式」中，說明文藝復興之前，

畫作的重心擺在個別的物體，但他們所處的空間無法把它們聯繫、融合在一起。

空間在此只是簡單的疊加，只是一種非系統化的重疊。使用線性透視法我們有

了一個抽象的空間系統能夠排列物體：「僅管有那麼許多古老的空間理論，但沒

有一個成功地定義空間為一個系統描述高度、寬度以及深度之間的關係」
37。如

此一來，在『座標系』的偽裝之下，前與後的差別，這裡和那裡的差別，物體

和非物體間的差別，都可視為更高階、更抽象的三維概念的延伸。（陳冠廷，2003） 

 

但是Leonardo（1452-1519）認為單單只有研究線的透視是不夠的，所以他

運用大氣遠近法（透視法的一種，同樣產生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認為大

氣並非全然透明，隨著距離的加大，累積的空氣和水氣，會使離觀者越遠的景

物，越漸模糊。）、暈塗法等，所以他可以說是集所有透視法於一身的大師。

Leonardo和Alberti對於直線透視法的想法是相同的，都是想像一個窗口，藝術

家透過它，不移動目光把他們看到的東西畫下來。但是藝術家進一步希望觀賞

者忘了所謂投射面、直線、針孔，而迷失在作品中，好像透過一扇窗在看世界。 

 

19世紀末，藝術家紛紛質疑透視法的合理性，其中一個觀點是：繪畫並不

是要呈現三度空間，而是要回歸它本來的二度空間；色彩和線條也不是為了複

製實物的質感，而是為了呈現本身，終至無空間性繪畫的出現：如抽象畫、立

體派的繪畫等，但是藝術系的學生還是在學校裡接受嚴格的透視訓練，把這種

利用視覺上的認知和錯覺，製造空間深度效果的方法視為繪畫必備的技巧和準

則。 

                                                 
37 引用陳冠廷（2003）2004年網路資料5月25日取自

http://ceiba.cc.ntu.edu.tw/th9_207/wwwboard/board/messages/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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