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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視覺岔開特徵與
漢字書寫的心麓幾何理論

高尚仁

原始文字的視覺空間特徵

漢字和古埃及的聖書字，以及蘇末人的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

字。迄今我們能夠見到的最早模形文字，是考古學家在烏魯克城發現

的，約出現於公元前3200年的泥板文書;最早的聖書字是埃及第一王

朝時期留下的碑銘體，約出現於公元前2100年期問;最早的體系完整

的漢字是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出現在公元前的00年前後。這些都是相

當成熟的文字;從這些文宇的成熟程度看來 3 它們均經歷了一個相當

長的發展演變過程。從蘇末人留下的泥棍和石根銘文可以得知模形文

字是由圖彤演化為符號的;聖書字的碑銘體則像實物的素描;甲骨文

中有許多宇也還保留著圖畫的痕跡。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它們的初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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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仁

態，可以想像它們是由圖畫文字演變而來。西方文字演變的另一個例

子，就是公元 1300至 1500年期問出現的瑪雅文化中的圖像文字。從

圖1. 1a 、1. 1b 、1. 1c裹這三種不同民族的早期文字看來，人類各地的

早期文字，經歷了實物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然後逐漸演變成

意音文字。在這演變過程中，人們逐漸學會將所看到的視覺形象以文

字的形式記錄和保存下來。因此，原始文字可以說是人類的視覺知覺

的外部投射結果。若仔細觀察這些原始的文字，我門發現多在這些人

類最早的書寫中，所有文字在形狀上皆有以下共同特徵:

1. 象形的

2. 傾向於封閉的

3. 傾向於平行的

4. 傾向於對稱的

5. 經常以不同的幾何圖形呈現的

圍1. 1 所舉的三個西方古文字的範例，充分顯出這幾個特徵。若

仔細分析，我們會找出其他視覺知覺的特徵。所以說，最原始的文字

也是最自然的文字。因此，封閉性、平行性和對稱性應該是人類視覺

特徵的最自然投射結果。換句話說，封閉、平行、對稱及文字呈現的

幾何圖形的空間視覺特徵，與人類的最自然的視覺特徵最相符。書寫

具有這些特徵的文字，應該是最適合並更有利於人類視覺空間能力的

發展。一個有趣的現象可以對此作進一步的補充和驗證:觀察兒童的

繪畫，會發現很多的封閉、平行、對稱或幾何圖形的文字形狀，它們

皆說明在個體發展的早期，視覺特徵也是傾向具備這些視覺空間特徵

的;這和整個人類的早期文字的發展非常吻合。

4 



漢字規覺空間特徵與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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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圖l.1b 古埃及象形文字，

約公元前 2100 年。
(資料來源:大英博物館，埃及館，

編號 614)

園l.1a 蘇末人的模形文字，
約公元前 3000 年。

(資料來源:大英博物館，西方古物館，
編號: 19124-21--4) 

圖l.lc 中美洲古代瑪雅圖形文字，

約公元 130。一1500 年。
(資料來源:大英博物館，人類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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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仁

代表東方文字傳統的漢字，其演變的過程與前述西方文字年期

演進的三個脈絡，有共遁的地方。漢字的主要特徵也是這幾種圓形

和幾何性的基本元素。圍1.2 列舉了幾!禎漢字演變的象形文字和早

期漢字字形的實例。圖1.2a是馬家書陶刻(繪)的符號文字。這里

明顯可見的視空特徵有封閉性、平行，性、對稱性及幾何圖形特性等

視覺呈現特徵。圖1.2b 所見是中國雲南納西象形文字的典型造型，

也包含了這四項視空知覺特徵。商代甲骨文字所展現的此類特徵，

更加多元和豐富。洗劍民(1986)分析甲骨文字的美感特色所得的結

論，最能說明甲骨文的視空知覺特徵及幾何性原則的運用。圖1.2c

所示，單從字的筆畫類別及字形的構造看來，點、直筆、圖筆三種

筆畫，以及方、菱、圓、精圓和三角等主要字形，無不充分代表文

宇符號的視空知覺的幾何特徵。它們與西方早期文字的幾何性質相

瞎了站立.
4三哥:.!:J(:)回村、 σ

間泣法l

x 品

圍1.2a 馬家害陶繪的符號文字;它們是象形文字與早期漢字演化的實例。
(資料來源:宋耀良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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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視覺空間特徵與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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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形象 2 其間展現多種視覺空間的特徵。
(資料來源﹒方國瑜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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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洗劍民 1986)



高尚仁

間，但卻更深化其他特徵的運用。從視覺功能上來說，甲骨文所代

表的特徵，更能擴大及發揮視覺的幾何性功能，並將其運用於漢字

的結構中。

現代漢字的視覺空間特徵

埃及的聖書字和蘇末人的模形文字到了後來均演變成拼音文字，它們

的象形面貌早已不復存在。只有漢字的發展是一個長期延續的獨立過

程，從黃帝時代一直流傳至今，沒有間斷。雖然中間經過遞變，象形

的原貌已經消失，但始終不失衍形表意文字的性質 3 通過現行真書，

可以上溯每個字的原來象形面貌和造字的意義。現行漢字仍保留象形

的殘骸，正可以說明它是原始形式的自然發展，是現今世界上僅有

的、保留著原始文字的視覺空間特徵的文字。

漢字獨特的視覺空間特徵的首要表現，是它以方框平面結構形式

出現，佔有寬和高的兩度空間。而世界上許多拼音文字記錄於一個詞

時，是用一串字母作線性排列，這只佔寬度的一維空間。平面型文字

和線性文字有很大的不同。線性文宇的宇母之間像線條般排列，自左

向右或自右向左橫向展開，又或自上而下縱向展開。漢字的構成成分

則是縱向和橫向同時展開，形成平面;這樣，筆畫的配合就可以比線

性文字的字母排列方式複雜 3 字形也豐富多樣了。以三橫一豎為例:

若按線性排列，只能有 ---1 ，--卜， - 1 - - ，卜- -四種排列
形式;而按平面排列，可能的配搭則至少可以有王，主，芋，主，

E' 豆， t ，且，王，王，等多種組合形式。如果加上筆畫距離的遠近

或筆畫的長短等因素，組合形式將更加豐富多采。然而，儘管漢字的

8 



漢字視覺空間特徵與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

圖1.3漢字所隱含的輪廓圖形

字彤如此豐富多變，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每一個漢字所佔有的兩度空間

是對稱的，且寬和高相等，形成一個方框，如圖1.3 所示。

筆畫指構成漢字的線條，是漢字構形的最小單位。寫字時從下筆

到提筆留下的痕跡叫一筆或一畫。筆畫的形狀叫筆形。張靜賢

(1988 , 引自蘇培成 1944) 曾統計了《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所收

的 6196 個漢字的各種筆形出現的故數。 6196個漢字的筆畫總數是

65535 畫， 其中，橫和豎出現的次數最多， 橫出現 18 143 坎，

佔 27.28% '豎出現 11 535 坎，佔 17.60% ，兩者相加共29678坎，佔

45 .28% 。其次是撇和點，各出現 10454坎和 8929次，分別佔 15.95%

和 13.62% 。這決定了現代漢字的方框形式和以直線為主、很少弧線

的特點。

因此，從根本來說，我們應把所有漢字看作是局限在一個規定方

框內的結構(安于介 1990) 。方框是一個宇的外形，它的空間不許被相

鄰的漢字侵佔，也就是說，一個漢字只能佔一格，不能佔兩格，也不

能兩個漢字佔一格。漢字與漢字之間因此確保了彼此的和諧與自主。

每一個漢字的重心通常必須與方框的中心相一致，使漢字具有視覺穩

定性。這種視覺效應是完全不同於拼音文字的。拼音文字通常沿著一

9 



高尚仁

條有形的或無形的水平線來排列，變化非常有限，這使它們看上去好

像無生命的物體，而漢字由於其方框平面結構所限，每一個漢字都是

眾中和獨立的，因而顯示其本身的能量和自主性。

雖然漢字的筆畫有大小、長短、高低和疏密的不同，但是不管它

們如何不同，都必須置於相同的方框裹，因而，筆畫之間就要相互配

合，注意協調，才能使字形穩當、勻稱、整齊和美觀。舉例來說，上

部有“〈\“矢"、“r>--."和

“r---. "和“r---.就要寫得寬闊舒展，如圖1.4a ;上部筆畫多，下部筆

畫少的字 3 上部要寫得緊湊，下部要寫得舒展，如圖1.4b 左右筆畫

數懸殊的字 3 筆畫少的要適當避讓，給筆畫多的部分騰出更多的位

置，如圖1.4c ;左右兩部分大小不均的字，左短右長的應該在字的上

方齊平，如圖1.4d; 左長右短的，短的應居中，上下都不與長的一邊

齊平，如園1.4e ;而右邊有據筆的則應在下方齊平，如圖1.4[; 如此

類推。

團團團輛輛國
a b c d e f 

圖1.4 由方框所限定的漢字字形例舉

安于介(1990)認為，漢字的印刷體是由一種以基本形式或筆畫組

合、充填在一個假想的方框而構成。在一本書中，這些正方形不論大

小都必須一致，這樣用在組合里的每一基本形式 9 會被壓縮進適宜的

正方形內。也就是說，漢字是由一些基本形式組合而成，且組合成分

又是被限定在一定的輪廓之內，以有限數目的筆形，有規則地排列起

10 



漢字視覺空間特徵與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

來。當一個漢字有幾個組成部分時，它們應佔據方框內規定的各自領

域。由一個有形或無形的方框所限定的漢字字形，通常並不是不規則

的。事實上，大多數漢字的構形都會遵循一定的模式。安子介(1990)

羅列出兩大類共72種模式。胡裕樹(1992)則歸納出漢字的九種基本的

構形模式 3 如圓1.5 所示:

@ @ @ @ @ 

日白日四日
例字: 臭雷 粗請 廟尼 連旭 句氫

@ @ @ @ 

日回回曰
例字: 同鬧 凹函 匹區 圍困

圖1.5漢字的基本構形模式

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漢字是以基本影式或筆畫組合和充填

一個有形或無彤的方框而構成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方框可謂是

一個完美的幾何模型;它是一個封閉、線性對稱、平行、連連、有方

向和四角相等的幾何形狀。這些空問特徵正與原始文字所展現的封

閉、平行和對稱的視覺空問特徵相吻合。由於漢字與方框之間的形狀

上有著緊密關聯，漢字的字形變化可謂來自其對方框空間特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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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符合或變化。因此，現代通用的每一個漢字或多或少皆保留了

封閉性、對稱性、平行性、連遍性和方向性等視覺空間特徵。由於這

些特徵跟人類視覺特徵有所呼應，因此書寫漢字對人的視覺空間能力

的發展應是有促進作用的。而更有趣的是，格式塔心理學和拓撲心理

學在闡述關於人類基本的視知覺特徵時，均不同程度地指出或強調了

這些漢字的內涵特徵。

漢字的視覺空間特徵

格式塔視覺心理的觀點與造型的知覺原理

格式塔心理學輝、於對知覺的研究。 Koffka 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他認為世界是心物的，觀察者知覺現實的觀念稱作心理場，被知

覺的現實稱作物理場。雖然心理場和物理場之間並不存在一一對應的

關係，但是它們在功能上是同型的，這即是說，經驗到的空間秩序在

結構上與作為基礎的大腦過程分布的機能秩序相同。也就是說，知覺

經驗的形式與刺激的形式相對應，但在大小和形狀方面並不等向。以

心物場和同型論為格式塔心理學的總綱，衍生出一項知覺的一般原

理:簡潔律。若簡要地定義，簡潔律是指人類心理活動的產物總是簡

單的，在條件允許的範閻內以最小的能量建立與刺激同型的心理組

織。這一原理將通過以下的特性而變得更加具體 (Koffa 1935) 。除了

古典格式塔所涉及的視覺原理及人的心理傾向之外，過去數十年

虹曲eim (1 974)在此基礎上發揮了這個學派的精華，將一些視知覺的

原理運用到美術及圖形的分析，對我們漢字的視覺特徵有看直接的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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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意義。下列舉出的是幾個最具體的視覺原理，讓我們試將它們用

於分析漢字的特徵。

最大和最小的特徵 (maximum-minimum properties) 

簡潔律的第一個其體表現是:處於不受時間支配的靜止狀態的一切過

程，分布向著最小能量轉移。將格式塔心理學的知覺觀點推衍到漢字

的視覺空間特徵，我們不難發現漢字也解決了一個最大 最小問題:

每一個漢字都獨立存在於一個有形或無形的方框中，盡可能佔據最小

的空間，同時又在這極小的空間里變化萬干，傳遞著極其豐富的信

息。有一個事實現在已得到普遍的認同:同樣的信息，若以漢字來表

達，跟拼音文字如英文相比，可以節省很大的篇幅。

形狀 (shape)

物體的形狀是由其周邊的界線所突顯出來的。物體在空間的位置、方

向及其附近的其他物件都不構成影狀的本質。我們對物件形狀的知

覺，是指於物體本身、光線及知覺過程中，知覺者當時的神經系統狀

況。一個物件的外形，不一定跟它物理上的形體外形一致，它真正的

外貌形狀是取決於其空間特性及結構 (Arnheim 1974) 。

漢字的字形基本上以方框的平面結構出現，其其體形狀可以是真

正的正方形，也可以是我們知覺過程中，將它知覺或想像成的正方

形。我們閱讀或書寫漢字，亦以字的方框為目標的。事實上，漢字字

形的演變，隨著字體的演化而有所差異，並非歷代皆以方正為依歸

的。甲骨文字有方、菱、圓、精圓、三角等幾種字形，各個文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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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所產生的書法漢字書體，也有正方、長方、扁方及非各種造型。

雖然如此，當代人對漢字的思維，仍然以框正四方為主流。

均衡 (balance)

藝術作品的呈現，講求所有相關的構成元素都能恰當地分布在作品

上，以達到一種均衡的狀態(s切的。客觀來說，均衡是指一個物件所

能承受的種種力量能夠互相補足的狀態，尤其以同等力度的兩種力

量，在相反方向上展開最具典型的簡單定義。所有的視覺圓形(pa位em)

都有引力的中心點。除了一般的形狀外，肉眼仍可最佳判斷物像的均

衡程度。理論上而言，若我們的視覺經驗要取得均衡知覺，我們的神

經系統中所有相應的生理能量必須達到互為補足的分配情境(Arnheim

1974) 。視知覺的均衡性，是人類追求高度穩定，各種要素的均勢同靜

止的狀態，以致其他變化不復存在的秩序感，是人類視知覺的基本要

求和傾向。它使部分能與整體的結構達到一種和諧的境地。

漢字的特徵亦求均衡知覺、和諧平穩。由於筆畫的複雜程度和個

別結構等因素的存在，漢字字形都展示出不同程度的均衡;有完全均

衡如“囂"、“回"、“田"部分均衡如“思"、“則"、“理"

或完全不均衡如“心"、“乙"、“戈"等字。這些均衡程度相異的

漢字字形，或可說是漢字字形均衡度與日常學習與應用漢字的效率，

它們跟視覺反應或操作難度都有關連，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題材。

形態的nn)

形態是內容的外見形狀。形狀則是事物的外貌，但非唯一構成形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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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Arnheim 1974) 。形態的涵意超過形狀，但卻透過視覺質素如“圓

潤"、“尖銳"、“強壯"、“脆弱"、“和譜"、“失調"等知覺

概念展示出來。它也可以說是我們生存條件下的種種意象(images) , 

其視覺的衝擊、直接、強烈而深入。古代書法論著記載有歷代書法家

的體驗和心得。有關漢字書法形象的描述，十分生動和豐富;例如

“美"、“秀"、“精"、“麗"、“動"、“靜"、“古"、“抽"、

“圓"、“厚"等基本彤象。它們與其他形象或彼此相互組合所衍生

的意象，不勝枚舉，都可說是展現書法漢字形態方面的發揮和精影例

于。若再觀察各代書體的變化，可以看出漢字的形態變化。雖然以

點、畫的長短、大小、粗細等因素組合而成，但其總體的視覺形態展

現，卻能充分印證視覺空間的本質和格式塔視覺原理的一般性真諦。

形態的運用，除個別單宇外，亦可應用到書法的行間、結體等作品的

大型結構上。

問合性 (closure)

在談閉合性之前，我們對另外兩個知覺特性作一簡單了解:相鄰性

(proximity)是指某些距離較短或互相接近的部分容易組成整體;連續

性(continuation)是指對線條的一種知覺傾向，即傾向於將一根連續的

線條知覺為一個整體，即使這根線條在中途與其他圓形有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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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容易被隔離開來。一般來

說知覺者心理的一種推論傾向，即把一種不連貫和有缺口的圓形盡可

能在心理上使之趨合，那便是閉合傾向。完整和閉合傾向在所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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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中都起作用，它為知覺圓形提供完善的定界、對稱和形式。閉合

區域是自足的、穩定的組織。閉合區比不閉合區更加穩定，亦因此更

容易形成。閉合性是知覺的一個很強的特性，多數情況下，它的視覺

能量勝過良好的延續性和相鄰性。

閉合性在漢字結構中也有充分的體現。許多漢字都具有視覺的閉

合性傾向，如“向"、“門"、“同"、“內"等等，而真正完全閉

合的漢字也有不少，如“口"、“因"、“目"、“圓"等，和完全

不具備閉合的漢字相比，如“少"、“之"、“正"、“此"等，具

備閉合性的漢字應該其有更強的視覺力量。

中心的動力 (the cen仕e)

Arnheim (1 988)認為人們對視知覺的形狀的組合有兩種普遍的傾向 o

一是中心性組合(centric composition) ，類似球體中心能量向四周均衡

的散放，所以最終會形成圓形的形體或形狀。另外一種視覺系統是非

中心性(eccen出c)的組合，不具中心性向外散發的能量，而是多個能量

中心之問的互動、收放所產生關係。由於平行進行，所以能量的形狀

呈現方形或方陣圖形。若兩者同時進行，則中心性與非中心性的組合

形成既圓又方的幾何形狀。這時 3 中心性的放射力量及非中心性的平

衡力量可同時進行，產生視覺刺激。我們對這些組合的知覺認識，就

是以圖像內容的圓形、方形或混合形式來展示的，這也決定視覺形狀

的吸引力。從客觀的藝術形狀的動力及吸引力看來，內容以盡量發揮

或運用中位位置為上策，所以西方繪畫特別講究作品的輪廓，通常見

到的有圓形、精圓形、正方形及長方形，但皆以中心位置為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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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形狀特徵以方框為主，也是目標。每個單字都以中心點向

外和平衡點向四方放散的方式，建立它的中心動力。也就是每個宇在

筆畫、結構、部分的關係上可以分劃其視覺刺激的價值，例如

“固"、“晶"的視覺印象，與“爪"、“心n 肯定是不同的。每個

漢字都有其獨特的結構特色和形狀特色，所以每字之間的視覺刺激量

也會不同。理論上說來，由於每個漢字的中心性與非中心性組合特徵

有別，我們在閱讀或書寫每個字時的視覺動感也會不同。如果我們承

受的每個字呈現的刺激量不同，那麼我們的知覺和認知活動，以及能

力的影響也會相異。漢字的組合特色對我們行為的影響，其根源可能

在此。

拓撲心理學觀點

拓撲學是關於空間關{系的最為一般的科學，它的基礎是“部分"和“整

體"之間的關係'是“包容"的概念。拓撲學的兩個概念是“連通區

域n 和“封閉區域"(Lewin 1936) 。

連通區域

我們從拓撲概念的“區域"開始。如果通過一條完全位於區域內的通

路，區域內的每一個點能夠和其他區域的點相連通，這稱之為“連

通"區域。人們能夠把下列事實作為拓撲等價的標準:通過一個連續

變換的過程，有可能把這些區域內任何一個變為任何其他一個，而沒

有改變區域內的連通關係，即使它伸展或彎曲，也不至於分裂。在拓

口
鬥
仆



高尚仁

撲學上，圓、精圓、規則的或不規則的任何邊數的多邊形，皆沒有甚

麼差異。同樣，球體、立方體、柱體和錐體之間，也沒有甚麼差異。

封閉區域

拓撲學區分“開放"區域和“封閉"區域。二維封閉區域的例子有:

一個帶有邊界的圓形，如果人們把圓周線作為區域的一部分的話。開

放區域的例子有:一個圓形的內區域，不帶邊界的區域，或者一個無

界平面。

將拓撲特徵和人類的視覺知覺特徵相聯繫，會發現視覺系統的一

個原始和一般的功能:它可能就在於其對刺激的一般拓撲特徵的知覺

(Chen 1982) 。研究已經證明，人的視知覺系統對於拓撲差異非常敏

感，而且對於具有拓撲學特徵的圓形的知覺，比那些不具備拓撲特徵

的圓形更為優勝(Chen 1982) 。譬如，一個實心的圓彤、一個賞心的三

角形、一個實心的正方形和一個空心的圓環，在非常快速呈現的條件

下，人們傾向於認為前三者之間無差異，因為它們從拓撲的連通區域

概念上來說是一樣的連通圓形，而圓環則傾向於被認為是與前三個實

心圖形不同的圓形，因為它的連遍性被中間的洞破壞了，拓撲的連遍

性特徵亦因此消失。

另一種知覺結果為連通和封閉的拓撲性質的視知覺優勢提供了進

一步的證明。在不同的快速呈現條件下，要求人們判斷細垂直線在視

野的左側還是右側，結果發現:當線條鍵般在一個封閉的、連遍的圓

形中時，若與被單獨呈現相比，其位置可以更容易被檢測出來。顯

然，漢字的視覺空間特徵與人類視知覺的基本拓撲特徵又一吹不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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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拓撲心理學的研究又進一步驗證了這種基本拓撲特徵所顯示的

視知覺優勢。封閉區域、方塊字(口、田)或想像的方框具備此特

性。

其他拓撲原理

除了上述所談到的拓撲連通性和拓撲封閉性兩項重是要的視知覺特徵

外，拓撲心理學也探討另外幾個其有拓撲特徵的視覺空間現象。它們

是封閉單位數(number of holes) ，圖像的內外關係(inside/outside

relations) ，共線性(co-linearity) 、平行性(parallelism) 、大小(訂ze) 、朝向

( orientation)和對稱性(synu峙的r)等。

視覺圖像的封閉之單元數是指該圖像襄封閉或圖件的數目。例如

“口"、“日"、“目"三個漢字圖像，分別展示一、二、三個方“洞"

故有三個單元。又如“口"、“呂

“曲"分別有不同的洞數，如此類推。內外關係是指同樣視覺圖像的

部分的組合，可能構成“肉"、“外"兩種形態的關係，例如“回"、

“呂'，;“田"、“古"和“田"等。此外，還有另一重要的原則對漢

字的視覺分析擁有極重要意義的，那就是共線性。它代表線條的直線

或曲線呈現的方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謂的方筆線條與圓筆線條之分

別，引申到對漢字的分析。方筆畫的漢字表象，多見於方筆為主的楷

書及橡書筆畫線條。蒙、行、草書體筆畫的表現多以弧形、曲線或圓

筆為主。平衡性特徵代表視覺圖像的邊線或部件的平衡視象，例如

‘一"、“二"、“三"“干"、“廿"等字中的筆畫平衡特徵以

及“ g "、“串"、“羽"等部件呈平衡現象的漢字。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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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特徵裹的圖像大小是極易明白的視空現象，在同一圖像的呈

現上，只有大小空間尺寸的差異，不具其他方向變化 3 可按固定的比

率或隨意比率來改變大小。漢字的字幅大小變化不同於任何字體，這

所代表的視覺空間特色甚為普遍，瞄也是最具原始視覺行為的特徵，

在書寫行為方面尤其有特別的意義。

朝向性或方向與圖像物件的外表形狀(shape)特徵有關，如三角

形、長方形或圓形等。但更重要的是此外形在結構上的骨架及其在空

間的方向性意義。如將三角形或直立長方形向左或右傾斜時，就會給

我們在視覺印象中以朝向變更的視覺空間體驗。在漢字的各種視空特

徵里，有不少宇具有十分明確的朝向特性，如“巨"、“出"、“山"、

“匡"、“巾"、“干"和“川"等。

對稱性更是最常見的視空知覺的基本現象，其特點在格式塔心理

觀點中亦有提及。這類特徵出現在漢字中的例子 3 不勝枚舉，例如

“亞"、“其"、“卒n 、“申"、“門"等。若進一步細分，對稱

性還可以分為鏡象(mirror)對稱、中央(central)對稱及軸(axial)對稱等類

別，它們分別在漢字里展出許多例子，並可以指出這個及所有拓撲和

格式塔視空知覺的特徵，於我們對漢字的知覺心理，包括閱讀及書寫

活動的分析和研討，均具有重要的理論及應用上的涵義。

關於書法書寫有闋的認、知心理學研究

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來，書法書寫是書寫(handwriting)行為的一種特殊

形式，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探討這個書寫行為。一是認為書寫是由

知覺過程如字形的視覺形態再認(visual pa前em recognition)和認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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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語盲和系列動作協調)等過程組成，並認為控制性動作是由一種

內心行動計劃(action plan)或圖略(schema個)來指導的。二是認為書寫

主要是動作控制的過程，它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根據不同的字的大

小和筆畫順序有效地協調和組織于指、于腕和臂和肩部的感覺一運動

移動(sensor-motor movements) ;其次是控制身體其他器官的功能(如

呼吸以降低其對書寫活動的干擾。從神經心理學

(neuropsychology)的角度，探討書寫活動的大腦機能和結構與書寫活

動的關{系，以及大腦結構對書寫活動中知覺、運動、注意記憶、思雄

等心理活動的影響作用。我們目前將重點放在書寫動作、書寫知覺與

書寫認知這三方面討論。

視知覺心理與書法練習

知覺心理學的定義是人對周圍世界里種種現象的傳輸和處理的一種心

理過程。周圍世界裹的事物，通過人的感覺系統如視覺、聽覺、觸

覺、味覺等器官以刺激的形式進入知覺的心理層面，使我們經過信息

處理和認知歷程而產生對它們的辨別和認識。因為周閏世界的現象大

部分是通過視覺器官來傳遞的，所以視知覺在知覺心理歷程中佔有最

重要的地位。知覺心理學注重知覺的全體性，所以知覺的組織特性及

法則是探討的主要課題。例如，書法中常談到的“永"字，由八個不

同的點畫組成，這八個點畫各其特徵，互不相同，個別的筆畫基本上

是個長、短、粗、細、大小不同的點像符號。但我們在見到這八畫以

“永"字形態排列時，由於我們的視知覺對這些符號的辨認及處理，

所以才會認成“永"字。這里的知覺過程除了包含對這八個筆畫個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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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辨別之外，也對自身過去對“永"字的認識經驗做了內心的比較和

判斷，所以才能無誤的認出這個字來。這襄所提及的辨認和處理過程

就是我們所談的知覺行為。

本類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書法運作過程中 3 視知覺因素對書

寫者的行為變項所造成的影響。理論上，從所寫的字的刺激形態上

看，書寫中的知覺變項很多，如各類書體的變化、書寫不同的文字、

筆畫呈現之空實的變化等等。我們許多的實驗均對這些知覺因素進行

了研究。

首先，我們(高尚仁 1986)對書者分別以書寫空心宇(global) 、實心

字(detailed)和骨架字(skeletal)三類字體時的心生理反應做了測定。空

心字是用同樣細的線條描出一個閉鎖性的中空字形;實心宇是同樣的

字但將宇的內部填滿;骨架宇則是用最簡單的細線描出一個等粗線條

的字，三種書寫形態其有不同的視覺一空間知覺特徵。研究發現，

兒童書寫空心宇比書寫實心字或骨架字時所產生的心律幅度低，其差

異達(p<O.05)顯著水準，亦即見童寫空心宇時的心律比其他字彤為

慢。對成人而吉，實心字與骨架字的心律減緩程度顯著大於空心字。

這說明書寫涉及知覺的歷程，是由認知及心理動作歷程而產生的一連

串運動。而由於探索閉鎖性的符號的複雜特徵(空心字)是一種較原

始的注意方式(Treisman 1986) ，故實驗結果發現兒童具有此種特質。

為進一步考驗清空心字和實心字在書寫時的對書者的反應，我們

仍以空心字和實心字為主，檢視成人在書寫「永j 字時的心生理反應

(高尚仁 1986) 。結果發現，被試者書寫空心形態的字時，其心律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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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皆大於實心形態，且達到顯著水準(p<O.05) 。這也進一步驗證了

空心宇與實心宇對書寫者其有不同視空知覺效應的看法。

象、蒙、楷是傳統書法的三種不同字體，也代表書法的三個不同

發展階段 3 由於三者具有視覺上的差異性，故亦值得加以探討。我們

(高尚仁 1986)要求被試者以「描」的方式寫完以象、蒙、楷三種不同

字體分別呈現的魚、母、羊三個漢字。結果發現，寫書法時出現心律

減緩，其幅度以象形字最大，大象其次，楷書最小，確認了漢字視覺

因書體差異而引致的心理反應上之差別，亦即視知覺特徵與動作表徵

之間有正面的關連。

記憶、思維與認知歷程

心理學里對經過學習而取得的經驗的保存、鞏固和使用的討論，

屬於記憶(remembering)行為的範疇。其內涵包括最初學習的強弱度、

個人能力、採用的學習方法，以及在何種情境下，如何有效地從記憶

中提取(retrieval)已~T存的知識或經驗等心理因素及其間的複雜關係。

書法練習講求臨摹二種基本功夫。摹書將法帖放在紙下，習者直接用

筆盡量將字寫得與原蹟絲毫不差為原則;臨書把宇帖放於紙旁，學者

察看帖書中字的形態結構和其他特徵，於寫字時也務求達到與帖字相

似的程度為佳。這兩種習字方法對習字的人的視覺和動作協調，要求

並不一致，習者對兩種方法習字時的注意程序也迴然有別。經過這兩

種不同的學書方法後，字蹟的彤象和結構便都能準確地存入我們的記

憶，以便事後憑藉我們對字的原始印象(記憶) ，重新寫成書法。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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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方法所累積的記憶比較長久、比較精確，何種方法下的習字訓

練更能加強我們對字的記憶強度呢?要看學者對筆的掌握功力，或看當

初學習字形峙的用心程度而定。這也就是心理學所說的思維(thi血ing)

活動。也就是說在當初練習某字時，我們花費在對字的形態和結構的

分析，對字的粗細、大小的審視，以及我們習字當時的思考的鎮密程

度等等思考活動，都可能使我們對字的記憶受到影響。

古人常說，寫字的要領要求達到“心中有字，然後于上有字"的

行為境界。“心中有字"約可涵蓋寫宇的認知過程所要達到的目標，

而“手中有字"則是肌動及肌控過程的最終要求。書法運作在臨摹階

段，學者對心、于有字的要求，大致是分開進行的，一面先看字，一

面再寫字。這個過程的重點在視知覺對帖字的認識與思考，書寫動作

屬於被動狀態;但到書法練習趨於成熟時，會逐j漸斬脫離臨寫的階段而

走向純寫的境地，此時自的甘“心于有宇

的密切配合方面。創作性的書法運作，也屬這個“心于有字"的境地

的心理歷程，其間心中的字是在記憶已經肘存有關字的形態和結構基

礎上，經過思考和變化而產生書法的創新與求異。在這個創造的過程

中 3 思維和動作的關係尤其非常密切，幾乎於同時進行;狂草書法就

是最好的例子。

書寫時書者的記憶和認知(思維、組織)活動彼此密切關連。記憶

包括對字以及它的各種特徵和筆畫數、筆畫的大小、長短和組合、整

字的字形、筆順等等方面的視知覺記憶，和過去書寫同一字時所建立

有關書寫動作、肌肉活動、動作的順序與協調等方面的肌動記憶

(motor memory) 0 Keele (1968 , 1981)及 Schmidt (1 975, 1976)都認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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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本身，肯定包含在認知過程中把肌肉活動的故序及細節變成抽象

的動作計劃的階段。其間的認知活動要靠視知覺和肌動記憶來處理和

完成(Hulstijin & Van Galen 1983) 。在吹一階段，則將動作的幅度、輕

重、準確度和時間的分配，詳細地在內心加以確定。最後階段的工作

就是運用于指、腕、臂的肌動活動把書寫的任務完成。有關記憶和認

知在書寫行為中的作用和歷程，是近年來學者研究書寫行為方面，頗

為熱門的研討主題之一(Thomass凹， Kenuss & Van Galen 1984) 。談到

中國書法行為的研究，這方面基礎性理論亟待建立，這不僅對書法研

究的方向和其體的方法能起開導性作用，並對書法教學的原理和實

踐，提供客觀的依據。

動作控制與書法活動

另一方面，書法活動是借助動作進行的。國外的書寫研究大都是以肌

動論的觀點來展開的。對書寫中肌動論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三吹大戰

時期有關視覺搜尋和雷達解讀活動的研究。這些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的

探索，為書寫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敢發(Smith & Murphy 1963) 。肌動

論的研究主題是腦神經中樞的抽象符號或形象，是通過一些程序才轉

換成肌肉運動的行動的命令。若具體運用至書寫過程中 3 就是指探索

書者如何把字的意象變為書寫動作，從而展開一系列書寫活動。研究

者提出了動作的幾何性 (geometricity) 這一基礎性的概念，認為動作

的幾何性主要源於在確定特殊的縱軸(上下)方面運動控制之中的

姿勢，性反饋機制，雙邊對稱的感覺機制專司調整橫軸(左一右)方向

的控制，寫字過程中具體的運動形式則受制於觸點運動(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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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 的反饋機制 (Smith & Murphy 1963) 。書者在書寫時總是

按幾何性組織運動的各個階段或成份;這個幾何性是由運動和其感覺

反饋之間的空間差異所決定的。書寫肌動論研究的另一個方面是寫字

時肌動的編序。 Henry & Rogers (1 960) 和 Keele (1968) 認為，人們在

寫字時會把行動的物理因素，如動力、速率、動作時間以及運動時肌

肉序列等盡可能地首先編排至井然有序，然後用動作把意象具體地表

現成書跡。那就是說，寫一個字時的肌動編序不同於寫另一個字時的

編序。寫字動作的物理因素在書者腦海襄經過對文字的識別和書寫的

練習，會逐漸形成每個字所屬因素的特定組合，由此也就構成了研究

書寫行動的基本單位。動作的物理因素均受時間和空間的規範和影

響。書寫某個字或某個筆畫時，其書寫時間的長短和在空間中所佔的

幅度，就是我們對每個筆畫或每個字的分析基礎。

近年來，人們對肌動論的研究已不僅僅拘泥於早年的對肌肉活動

的關注上，而是越來越重視書寫行為中的認知活動， Stelmach 和

Chau (1 987) 曾指出，如若仍然以動作探討為基礎提出一系列書寫模

式，這種理論思想的前途有限 9 因為它難以說明中樞神經系統是如何

在書寫中發揮功能的。

另一個有關書法書寫動作與控制方面的理論稱作神經幾何論。神

經幾何諭 (neurogeometric the。可)是以現代神經生理學為基礎的動作

分類理論，其中談及寫字動作可分為巧控性 (manipulative) 動作，移

動性 (transport) 動作，以及姿動|生 (transport)動作 (Smith & Smith 

1962) 。巧控，性動作是以手指的控制動作為主，要求對筆的精確掌握與

細巧的控制移動性動作是以手、腕、屑的協調動作為主，要求對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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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肘部以及臂部靈活運用;姿動性動作則是指全身或半身性的軀體

移動，以配合寫字時的動作要求。

中國書法由於使用軟性的毛筆，因此較一般書寫有更高的肌動要

求和操作難度。中國古代書論文獻中，亦多有關書寫的姿勢與動作。

中國古代書論中有關書寫的姿勢與動作的討論十分廣泛及豐富，包括

了運指、提腕、提肘、懸臂以及全身力法等不伺原則，亦須配合字跡

對動作的不同要求而使用。若以古文獻中的運筆原則加以分類，則發

現與現代書寫動作的分類理論有相符之處，亦即隨肌動量的增加，動

作難度亦提高;而肌動量較小的動作包含於肌動量較大的動作中。

我們的一項實驗，高尚仁 (1986) 比較，“枕腕"(oblique)書寫、

“提腕"(upright) 書寫及“直立" (standing) 書寫三種書法動作，分別代

表巧控性、移動，性以及姿動性三種動作。就不同的書寫姿勢而吉，採

用不同書寫姿勢書寫時心律變化有顯著差異。其中以直立書寫時的心

律變化活動最為平緩，提腕吹之 3 枕腕又吹之。該項現代科學研究證

實了古代書家的經驗體會。

在書法運作的方式上，歷代書法論者都認為書法運作可分摹、臨

和寫三種方式。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三種書寫方式代表看不同的心理

活動。摹寫(仕acing) 是將範宇放置在習紙下面，書者用筆將宇填描出

來，所以也叫「描寫」。臨書 (copying) 則是把範宇或範帖放在習紙

旁邊，由書者邊看邊寫而成。自寫 (freehand) 則是由書者預想字的形

態和筆意，以于追蹤心中的範字來達到書寫的要求。我們另一項研究

(Kao, Shek & Lee 1983)證實了自寫和摹寫部分的差別。

我們又一項探討摹、臨、寫三種書寫方式差異的研究(高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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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發現不同的書法運作方式之間，被試者心律減慢的幅度也有相

應的差別。三種書寫方式中以摹書所引起的心律減緩幅度最大，臨書

攻之，而自寫又吹之。此結果可以反映書者的注意程度對心搏的直接

效果。摹寫時的動作要求比較嚴格，同時書者所付出的注意力也較

多，因此才會產生最大的心律誠緩幅度。

三種書寫運作方式在平均書寫時間上的差別都其統計的意義。這

說明三者之問是因為書寫方式的差別而引發在書寫時間上的差異，其

間以臨書所費時開最長，摹書其坎，自寫最短。書者作書時的思維、

注意及其他相應的心理活動，以自寫時最不受頭部及眼部運動的干

擾，而且書者對外界的文字刺激所作的注意也以自寫方式最低。相對

來說，臨書時這類的心理活動的份量最多，其次則是摹書。思維活動

方面，自寫時以書者想到的文字意象為書寫的基礎，比臨書及摹書都

更為直接快速。所以三種書寫方式在書寫時間上的差別，確實有其心

理活動上的原因。

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論

(Psychogeometric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Writing) 

漢字書寫可以說是在視覺空間上對漢字的組成成分的一個建構過程。

漢字書寫的三個要素:結宇、結體和間架，是在一個想像的可細分的

方框中完成，結宇指特定漢字中筆畫的基本形狀及其組合，結體指每

個字的成形過程，而間架則指書法中字與字之間的結合和分佈。漢字

構形的目的，在於確保字和宇之間的和諧和自主，因而每一個漢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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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寫在一個有形或無形的獨立的方框中。因此，在中國，學生所用

的習字本通常是帶有一個個方框的，被稱作回字本。

中國書法是一種特殊的書寫形式，而其之異於一般的漢字書寫，

主要在於一般寫字採用硬筆為工其，而書法是採用筆尖柔軟的毛筆作

為書寫工具的。和硬筆相比，毛筆的特色首先在於其筆尖柔軟，因而

寫字時動作的力度控制的難度自然增加;其次，用毛筆寫字時，執筆

要求筆身與紙張垂直，從而形成一個三維的立體書寫空間;因此，中

國書法在書寫的肌肉控制以及書寫時的對認知狀態的要求上會更高。

結合國外關於書寫活動的研究，考慮到漢字本身的視覺空間特徵，我

們提出了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

1. 漢字書寫是書寫者的知覺、認知和動作的一個動態的整合系統。

國外的研究者就書寫活動中的視知覺、認知歷程和動作控制等方

面都已作了分別的探討。從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知道，書寫

者的知覺、認知和動作對於成功完成書寫活動都是重要的和必不

可少的。但是，我們認為漢字書寫，尤其是中國書法，可以說是

書寫者全身心投入的一項活動，包括對漢字的視覺知覺，對漢字

視覺空間模式的認知、計劃、組織和加工，對動作的控制以及調

動毛筆，使整個身體的動作與漢字的幾何形狀相符合。因此，漢

字書寫是書寫者的知覺、認知和動作的一個動態的整合系統。

2. 漢字書寫的知覺一認知 動作整合系統 3 還包括第四個要素:

漢字。

漢字書寫活動其實是書寫者對漢字的內部認知圖象的一種外在投

射與執行。因此，一個動態的漢字書寫過程實質上是腦、身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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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緊密結合。在這一書寫系統中，身體是指手指、手背、手

和整個身體的單獨或動態整合的運動，這種運動指導者相應的書

寫運動。身體運動又受腦指揮，腦是指書寫者對客觀存在的漢字

的視覺空間特徵的知覺與認識，而這些認識又發自於漢字的幾何

形狀本身。於是，我們借用了國外學者提出的“幾何性"一詞。

在這裹，“幾何性"指漢字本身由於有形或無形的方框所限定的

獨特視覺空間特徵，以及書寫者書寫時身體的動作跟隨漢字字形

變化所產生的幾何特徵。當用毛筆書寫時，身體和漢字的交互作

用變得最為直接和突出。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論則指在用毛筆書

寫漢字時，上述幾何特徵對書寫者的知覺、認知和動作加工的捲

入。這種親密的關係預示了書寫本身和書寫者的腦與身體活動，

以及書寫者的知覺和空間組織能力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應。

3. 漢字書寫者的身體與漢字處於一種互相鎖定的狀態。

書寫者的身體與漢字的互相鎖定狀態表現，跟身體的物理方向與

將寫的漢字筆畫的視覺空間方向緊密相對應。這種鎖定，是通過

視覺空間認知和動作反饋機制之間的相互影響來完成。而漢字的

視覺空間特徵的心理幾何模式則是這一鎖定狀態的根本。由於每

個漢字都被寫在一個有形或無形的正方形方框中，而一個正方彤

方框又是一個完美的幾何模式，擁有封閉性、對稱性、平行，性、

連通性、方向性等視覺特徵，從而使每一個漢字都具備了規覺的

穩定和自主性，且或多或少保留了方框本身的幾何模式。因此，

在書寫漢字時，書寫者的身體正是沿著漢字的這種穩定、均衡、

和自然的幾何模式運動 3 從而使書寫者的身體也傾向於保持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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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均衡的、和自然的運動狀態，進一步自然會促使身體放

鬆，保持平和、寧靜和安詳的狀態。這種狀態具體表現在各種心

理生理指標的相應變化，並且已在我們很多實驗中得到驗證。與

漢字的幾何形狀變化相關的書寫過程中的心理物理變化，包括心

率、呼吸、血壓、指壓、肌電 (EMG) 、腦電 (EEG) 和皮膚溫度

等。而在身體一漢字的交互作用中 3 那些更多反映或遵從視知覺

的基本特徵的視覺空間模式，比另一些更重要。因此，漢字書寫

的心理幾何理論預測，那些包括有或更服從於漢字建構的自然穩

定的視覺空間特徵的漢字，比那些沒有或缺少相應特徵的漢字，

對書寫者的行為影響更大，我們先前的實驗也對此進行了驗證:

在毛筆書寫練習中線性的漢字或封閉的漢字，比非線性的漢字或

非封閉的漢字，對心律、呼吸間距和血壓等的影響更為顯著。

4. 漢字的視覺空間結構的心理幾何模式也是認知變化的一個重要和

強而有力的基礎。

書寫者的知覺一認知一動作整合在一個動態書寫任務中，因此，

書寫過程中漢字的視覺空問特徵自然也會影響到書寫者的認知活

動。這種影響可以體現在多個方面;在我們已有的研究中，和漢

字的書寫相闋的認知變化包括文書速度和準確性、空問能力、抽

象推理、數目廣度、短時記憶、圖形記憶和認知反應速度。由於

漢字視覺空間特徵更符合書寫者的自然視知覺模式，因而可以使

書寫者的身體較少受到不自然和突兀的因素影響，並保持一種放

鬆與平和的狀態。這種狀態進一步可以令書寫者在書寫過程中，

精神集中，心無旁驚，注意分配合理。而漢字對注意力集中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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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作用，又進一步可以提高書寫者的文書速度和準確性及一般認

知反應速度。此外，已有研究表明，跟拼音文字不同，單個漢字

的加工是由人的右腦進行的。西方研究者一般認為，大腦兩半球

在加工信息的內容和方式上也是有所不同的。左半球專責處理語

吉性材料，右半球則處理非語吉性材料;在處理方式上，左半球

是分析的、抽象的、符號的、時間的、邏輯的和理智性的，而右

半球則是綜合的、具體的、類推性的、空間性的、直覺性的和情

緒性的。因而人們提出，左半球有語言、計算和邏輯思維的能

力，而右半球則具有繪畫、音樂和形象思維、創造思維的能力。

我們的研究(高尚仁 1986 , 1995) 發現，書法運作過程中書寫

者的腦電活動率有明顯提高，且大腦右半球腦電活動率又明顯地

高於大腦左半球。這一重要發現進一步說明，漢字所其備的圖形

特徵，以及漢字書寫對大腦認知活動的影響力。因此，漢字書寫

對書寫者的空間能力和圓形記憶能力的提高不足為奇，更何況漢

字的這種圓形特徵比其他文字更加符合人的自然空間知覺模式。

另一點可以解釋的是，書寫活動是通過書寫的動作來完成的，心

理學關於記憶的研究早已表明，動作記憶(程序性記憶)比知識

性記憶的效果要穩固和長久，因此可以見得，漢字書寫對於書寫

者的記憶力也應是有所促進的。

5. 漢字的幾何性直接捲入書法者的動作之中。

我們知道，神經幾何理論對於動作的分類(巧控性動作、移動性

動作和姿動性動作)是有神經生理學基礎和實證根據的，而中國

書法對於動作的要求，可謂是這一分類系統的又一例證。中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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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運作時的中、小宇運用巧控的動作最多;大字、草書對移動動d性

動作的需求較大;而從一些特殊宇體所用的“全身力到法

可以體會到姿動性動作在書寫時的重要要，性了。一般來說，書寫時

所用的姿動性動作必須包含移動和巧控性兩種動作，移動性動作

必然包括巧控性動作，但巧控性動作卻並非必須包括其他兩種動

作。神經幾何理論只指出這三類動作的手、腕、肘、臂和軀體層

面的運動，卻沒有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動作的幾何性可以體

現在書寫者的眼動、頭動和身體動的不同層面。當用巧控性動作

書寫時，只有眼動層面是必需的，即書寫者的眼睛必須跟隨漢字

的幾何模式運動，進而指導書寫者的手部運動與之相協調 3 而頭

和身體卻不必參與運動;當用移動，性動作書寫時，書寫者的眼睛

和頭部都必須跟隨漢字的幾何模式運動，並進而指導手部運動與

之相協調;當用姿動性動作書寫時，書寫者的眼、頭及全身都必

須跟隨漢字的幾何模式運動，從而保證身體的運動與漢字的幾何

性相協調。由此可見，漢字的幾何性直接捲入書寫者的動作中，

並且因應書寫時的書體、大小和速度等因素對書寫的動作提出不

同的要求;這時候，漢字書寫實際已經對書寫者在不同層面上的

運動模式，以及運動的靈活性與協調性，進行了更多元的訓練和

影響，並具體表現在眼動、頭動、身體動以及它們與于動之間的

相互協調。

6. 漢字書寫是對書寫者的視覺空間能力的再訓練和提高。

事實上，漢字的心理幾何方法的根基，建於人類知覺與動作間的

基本關係上。書寫者對漢字的視覺空間特徵的投射，形成了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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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作為書寫動作參照的書寫者的身體運動 3 均發自漢字的

幾何形狀;因此，運動的相應模式可以引發相應的空間視知覺的

再加工和訓練，而身體在這一過程中則被視為書寫工具。我們之

所以強調漢字書寫對視知覺的影響，乃是源於漢字本身所具有的

最原始和最自然的視覺空間特徵，漢字模式中所保留的封閉、平

行、對稱、穩定和有方向等特性，正跟人類的最原始和最自然的

視知覺特徵吻合，也因此，在漢字知覺的基礎上，漢字書寫過程

同時也是訓練和增強書寫者的視覺空間能力的過程;漢字的幾何

形狀變化，不容置疑地對行為有突出影響:那些具有或有更多封

閉性、平行性、對稱性、穩定性和方向性等完美幾何模式的漢

字，比那些沒有和只有少數相應特徵的漢字，在對書寫者的視覺

空間能力訓練和提高效果上，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這已有大量

的實驗證賣了。

7. 漢字視覺空間特徵的多層攻關係使漢字書寫過程變化萬千。

懂得中國書法的人 3 或者親身體驗過用毛筆書寫漢字的人，一定

不會否認，書寫同一個漢字，簡單如“一用毛筆寫一千坎，

所寫的每一個“都和其他的“一"有所不同，因為毛筆的筆

尖十分柔軟，書寫者不可能每一次用完全一樣的力度。因此，漢

字本身的幾何學特徵，如大小、長短、粗細和方向等，都會因為

動作控制的變化而改變。至於結構複雜的漢字，其不同成分的組

合關係，部分的位置的擺放和形狀的構成等多層吹的空間關係，

更是在每一吹書寫時均有變化，這種變化並不是書寫者刻意成就

的;況且即使毛筆書寫者有意識地控制自己的動作，以求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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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多次書寫時均一致，結果仍會發現不可避免的變化。每一吹書

寫或多或少會與上一次書寫有所不同。因此，每一個用毛筆寫字

的人，其書寫的漢字都可謂是有創意的，是有別於其他人的，而

這種創意多數是書寫者自己沒有刻意追求的。這種無意識或許可

以解釋，為甚麼千百年來中國書法藝術似乎甚少變化的現象。中

國傳統文化提倡“師古人

表面上看來中國書法藝術仍在“師古人

知書法的變化實際上蘊含於書寫的過程，而非書寫的結果。如上

所述，書寫的過程實在是變化萬千的，這樣的變化，跟漢字視覺

空間特徵的心理幾何模式密切相關，同時也與漢字書寫工具一毛

筆一的運用特點分不閱。不容置疑的是，漢字書寫過程的萬干變

化，直接造成了書寫者的視知覺、認知和動作的無窮無盡和豐富

的變化特徵，對書寫者的知覺一認知和動作的動態整合系統，產

生了更多元的影響和促進，中國書法尤見精妙於此。

8. 漢字書寫過程的豐富變化為書寫者創造了豐富的知覺認知體驗，

以及創意的樂趣和思考。

中國的社會文化限制了書寫者有意識的和刻意的書法藝術創新，

這可能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文人在練習中國書法

時，本身可能並不看重書法的結果，創新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

反是書法活動的過程更重要。由於毛筆的立體書寫的空間控制變

化，以及漢字本身所蘊含的構形上的多層次關係變化，使得書寫

過程變化萬千。寫同一個字，每吹的結果都會不同，從而給書寫

者帶來的主觀體驗也在變化中。這種“同中創異"的經驗，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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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者來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也正因為如此，有書法經驗的人才

會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書法活動不會導致疲勞和枯燥，即使同一

個字書寫無數遍，書寫者在書寫過程的無窮變化中，體驗到豐富

的知覺和認知層面的變化，對動作層面不斷地提出新的指導和對

肌肉作出更精細的控制，同時享受到“同中創異"的無窮樂趣。

進一步來說，當書寫者全身心投入於書寫過程的變化的樂趣時，

其身體自然地呈現放鬆與平和的狀態，其心理生理指標的變化便

由此自然發生，呼吸頓率會減慢，血壓降低和心跳變緩等。人們

經常說，中國書法“修身養性"其真諦應該在此了。

9. 漢字書寫的認知神經科學機制。

大腦皮層功能的可塑性 (functional plasticity in human cerebral 

cortex) 指人的大腦皮層是一個動態的、可變的系統，人的活動經

驗的長期經歷，對大腦皮層的功能其有塑造能力，它與神經元的

基本功能及其在大腦的組合與結構性本質有關。神經心理學的一

個基本原理是:正在發展中的大腦會產生遠遠多於實際需要的大

量神經元及神經元之間的連接，而其數目則會隨著大腦的發展成

熟而逐漸減少。在神經系統的發展過程中，神經元的形式、類

型、定位以及神經元之間的相互連接的方式，都可以因為學習而

改變。這為人的早期大腦發展提供了非常可觀的可塑性。不過，

即使進入成人時期，大腦發展已經達至相當成熟後，大腦皮層的

功能仍未喪失其可塑性，這也是人可以維持終生學習的原因。人

類某種長期的活動經驗，可以對相關的大腦皮層功能起塑造作

用，這一點己經得到很多的證明。以Neville (1 995)的研究為例，



漢字視覺空間特徵與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

他通過事件相關電位(ERP)和功能磁共振(削則)的技術，比較天

生聾人與正常人在大腦皮層的視覺功能區的差異，發現聾人的視

覺功能區的活躍程度是正常人的若干倍。

書法涉及視覺空間關係及漢字結構的繁雜成分，並直接接連

及促進腦神經元的連接本質。多元的視覺空間關係、組合、變

化、形異等現象，應能加強對大腦的刺激。我們已經知道，早期

研究發現漢字書寫具有腦認知激活的功能，這可能與大腦皮層功

能的可塑性質有關。當漢宇的視覺形狀在書寫者的神經層面形

成，書寫則構成視覺感知的重現、再造及加工，並因此於每次都

會引發激活作用，有利於認知活動的進行，進一步塑造和加強大

腦皮層相關區域的功能。

10. “心中有字"與“手中有宇"是漢字書寫的認知與動作的兩大基

石。

我們主張的知覺認知和動作的整體行為系統，為書法書寫的核心

動態概念，以書者面對“漢字"作為互動關係的。“心中有字"

所指的是書者對“字"的各種形狀、形態及其幾何關係的建立、

記憶提取、意象的投射等知覺認知活動，其間還包括有學習過

程、形象思維 (visual thinking) 、筆畫、字形和字體之預想的成書

過程策劃等系統的相關活動。所以“心字"是指書寫者動員認知

心理的所有層面，建立作字之前的全盤準備工作，這就是“動作

編序"(motor programming) 的工作，涉及大量內心的活動和認知

行為。

心中的字經過動作的手執行、修正和變化，以及掌握毛筆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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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才能製成宇蹟或書字，筆是于臂的延伸，手中的“字"在執行

過程里，經由于的動作，根據心字形態的要求，用“手勢" (ges如re) 將

字其體化寫了出來 (Billeter 1990) 。書寫漢字可以說是以筆加手結合

的一種姿勢，並在空間或平面表現出來，這就是“于中有字"的真正

意義。但是毛筆書法的書寫過程由於筆尖的柔軟特性，於書寫過程中

把其動作從硬筆書寫的二維平面操作，提升到毛筆的三維主體操作境

地。所以書法書寫的所講“于中有字"的製作過程，涉及動作的姿態

性表達和展示，以呼應心中宇的各種視空條件要求;三維立體毛筆操

作同時更在注意、空間思維、形象思維、動作思維及執行等方面，大

大加深了書寫的難度及操作上的具體要求。這涉及了動作行為的大量

增加和深化。整體來說，是動作行為在書寫過程的全程投入，構成了

肌動行為作為書寫活動認知活動以外的第二項關鍵體系。這兩方面的

知覺認知與動作書寫系統，在操作中都有其神經心理學方面的重要意

義，也是漢字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的核心思想。

總結

本章前一部分總結了書法心理與行為的理論依據及理論本身，首先提

及漢字演變的早期形式，當中的象形及圖形為主流特徵，符合人類視

知覺活動與空間關係及經驗的基本原理。這些漢字的早期特徵，恰好

也跟其他文字的早期形式所共通的視空特徵 o 漢字後來的演進繼續維

持了這些視空知覺的特徵，數千年未變，而西方文字後來的發展走向

了音符文字的道路，故其視空特徵不復存在，或只保留了十分有限的

特徽。中西文字之間的差異，在視空特質上存在基礎性的差別，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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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閱讀和書寫行為，也會產生不同的知覺、認知和操作上的分別。

我們對漢字書寫行為的分析，從人類視覺的基本特徵著于 9 所以

本章第二部分討論了視覺上兩大類別的基礎體系。格式塔心理學原理

所強調的幾種人類視知覺方向的知覺傾向，和拓撲心理學所看重的人

類空間知覺中最原始、客觀和恆常的視覺圖像及幾何性關係。同樣

地 3 這兩類的視覺分析元素雖然在本書中用來討論漢字的幾何和圖像

性，它們用於分析其他文字的空間組合與空間的幾何性質，也是完全

可行和有同樣的科學意義的。

在這個漢字的視覺原理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漢字書寫，尤其是

毛筆書寫的心理幾何理論，說明了漢字毛筆書寫的知覺、認知、動作

及與宇的互動體系和行為現象，其根源來自古代書論中的經驗心得及

書學理論、當代心理科學、認知科學和局部認知神經的新近思潮及研

究成果。這個理論體系為我們對漢字和書法行為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根

據 3 並為研究的思路、內涵及方向構成概念和實務上的重要指導。

我們過去二十年的證實驗研究，分三方面進行。第一方面的研

究，是對心理幾何理論的各項細節，以實驗的方法分別進行!驗證。這

里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漢字的視空及幾何性特色，在書寫時所展示的

視知覺、認知行為及操作行為上的相應變化。這基礎研究，重點在探

討漢字書寫的心理本質，迄今成果頗豐，初步證明心理幾何理論的有

效和正確，這份工作在積極進行中。第二方面的研究，重點在探究書

寫過程之中，書寫活動對書寫者的影響，其中以對身體(即生理的影

響)及對書者認知活動(即心理上的影響)為主要對象和內容。這方

面的成果亦相當豐盛，並累積成兩冊專著《書法心理學》及《書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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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本書接下來的一章，簡單地把該兩冊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介紹

和總結。這方面的努力，一直沿著書法書寫的理論架構開展進行。這

些結論及研究發現，敢發了我們將其推展至應用的層面，經過多年的

實證探討，果然印證理論性對書法實用功能的推斷。我們整體書法心

理研究的第三方面，就是本書第四章開始所敘述和討論的書法心理治

療的各個層面。這方面的發展及考驗，是科學研究的理論、實驗及應

用三結合;它的指導原則根源、於本章研討論的有關漢字特色、視知覺

的格式塔原則、拓撲原理及綜合性的漢字書寫心理幾何理論。本章內

容的指導性意義在上述三方面的研究範疇中確能得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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