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的觀看之道
CHINESE WAYS OF SEEING

古兆奉



1972年1月，由英國的文化評論家約翰．勃格爾（John Berger）主
持及制作的四集電視評論紀錄片《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
在BBC首播。稍後，由勃格爾主筆，與 Mike Dibb, Sven Blomberg, 
Chris Fox, 和 Richard Hollis 合著的同名書籍，也發行了 。



勃格爾的《觀看之道》在
美學界和美術界，引起很
大的回響。

勃格爾認為：「人們看到
什麼，跟他知道什麼有很
大的關係。」



BBC 電視紀錄片
1
從德國文化理論家華特‧班捷文Walter Benjamin《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產品》的
觀點出發，論証古典的大師油畫作品在再生產時，跟作品創作時的文化脈絡割斷了。

2
第2集討論女性的裸體畫。勃格爾認為，在歐洲油畫的傳統裡，只有20-30幅的裸體
油畫，是按照女性的真實形象來描繪，其他都是理想化或者主觀意欲的產品。

3
第3集分析，油畫如何可以成為一種描繪和反映藝術品贊助人的工具。

4
第4集討論廣告與宣傳，勃格爾認為彩色攝影，已經取代了油畫的角色，雖然語境
是倒轉的。觀察者(透過消費行為)，是代替了實際上在古典大師畫像裡描繪的人物。

書
書有7篇編了號的文章：4篇圖文並用；3篇只用圖象。
它探討女性對流行文化的閱讀，有文章針對女性是如何在廣告和油畫中被描繪。

勃格爾在2017年1月2日逝世，享年90歲，對流行文化如何理解藝術和影像，
有很深的影響。



中國文化是心的文化，傳統上有一套心學。對於客觀世
界，中國人也有一套仰觀俯察的方法。



月亮有圓缺變化，古人仰觀天象，亦將這些變化反映在卦象上。
例如陽爻、陰爻所在位置、數目上的變化。



《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周易卦爻體系的建立，是以天文氣象，地理地形，草木禽獸變化為依據的，
是以天地之道為準則而創立的，把天地萬物的變化，通過卦爻系統，有序
的展現出來，通過卦爻所蘊含的深刻道理，可以幫助人們深入理解並使用
它為人事活動服務。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變
觀測天上日月星城的運動軌跡及四時氣候的變化規律，察看地理草木枯榮
變化情況，從而掌握天地的規律，無非就是幽明變化，從易學來看，無非
陰陽變化而已，由陽入陰則幽，由陰入陽則明。



八卦是《易經》的基本概念，可代表一切自然現象的動靜狀態
每個卦由三個爻組成。「卦」有「懸掛」的意思，也代表將各種現象的
標示豎立起來以便於觀察。
八卦的項目組合，可代表各種自然現象或動態，分別為「天、地、水、
火、雷、風、山、澤」，卦名則稱「乾、坤、坎、離、震、巽、艮、
兌」。易經的八卦代表了古代中國的天文地理哲學等文化思想，其理論
還涉及到武術、中國音樂等方方面面。

若將八卦兩兩相重，形成六十四卦。原本八卦（三個爻）亦稱為八個
「單卦」，而相同的兩個八卦的組合（六個爻）則稱「重卦」。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地變化，在於時間和空間位置的變化，
向後追溯根源，則可探求萬物開始，向前
推演，則可預知萬物的終結，而萬物變化，
由此則知其生死變化的周期，周而復始。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氣為陽，精為陰，二者應天時地利而交合，
體合天地變化之道，則萬物成形，生命生
生不息，是為神；生命成陰陽之氣而成形
並活動，如精氣分離，氣升為魂，精降為
魄，陰陽分離則生命不存，萬物終結，是
為鬼。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易學之道是以天地之道為基準制定的，二者相似，都是講述陰陽變化之規律，易理
與天地之道並不違背。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易理涵蓋天地萬物變化之規律，通過周易之道，則能夠指導天下萬事萬物的正常發
展，利濟天下，易理用以指導各種實際問題時，不會發生任何偏差。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易學之道，可以適用於萬事萬物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變化，而沒有任何弊端。由此，
只要堅持易理反應的天地之道，了悟生命變化在易學上得以體現的規律，守天道而
能夠處事坦然，因此能夠做到無所憂慮。



以中醫學為例，「望、聞、問、切」是問診的手段，是認識疾病，
收集資訊的的方法。收集了資訊之後，還是要回到「易、八卦、
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來診斷、辯証施治。

周易、八卦、陰陽、五行、相生相克，可以說是中
國人觀看事物的框架



古人把天地當做一個大的系統來看待和認識。這個大系統是三維的，
由天、地，以及天地間人生存的空間所構成。

但我們知道，其實人間還有時間這樣一種變量存在。三維空間加上時
間縱走向的這個變量，就構成了我們人所存在的完整的四維空間。
為了認識這個四維空間的狀態，古人發明了一套陰陽五行的理論，來
進行具體的度量和描述。這種探討的方式因為符合自然規律，從而真
實地揭示了天道運行的規律及對人世間生命和萬物的影響。

而中醫則是承襲了易經的這一認識四維空間的思路和理論，把人體看
做一個小宇宙，把易經中陰陽五行的理論對應人體世界來做度量和描
述，從而揭示了人體世界裏的奧秘和規律，並針對來進行疾病的診斷
和治療，以及生命系統的保健和維護。



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



《易經》認為，世界的本源是「道」。
「道」的本質表現在於「陰陽」，「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概念體現在中國
畫中處處可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中國畫同樣經歷了從簡
到繁的過程，由簡單的刻劃記事變化為
能表達人類複雜內心活動的繪畫，經歷
了從無到有的生發。

中國畫的生成和演變，如同易
的生成和演變



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人合一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孔子：「仁人而愛物。」「順於天而應於人」
無論是道家的“齊物”或是儒家的“人文”，都一樣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

https://baike.baidu.com/pic/%E5%A4%A9%E8%A1%8C%E5%81%A5%EF%BC%8C%E5%90%9B%E5%AD%90%E4%BB%A5%E8%87%AA%E5%BC%BA%E4%B8%8D%E6%81%AF%EF%BC%9B%E5%9C%B0%E5%8A%BF%E5%9D%A4%EF%BC%8C%E5%90%9B%E5%AD%90%E4%BB%A5%E5%8E%9A%E5%BE%B7%E8%BD%BD%E7%89%A9/7883647/20459575/a50f4bfbfbedab64cfef5083f736afc378311ed7?fr=lemma&ct=cover


對時空關係的理解

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中國人對宇宙的認識，必兼看時空兩軸。 橫看關係，縱看變化。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
客。 " 



時間是“變”的因素
即使是以空間呈現的繪畫、雕刻、中國藝術家，還是會把時間因素溶于其中。
在繪畫裡面，成就了結合了時間因素的長卷。
《韓熙載夜宴圖》，是長卷傑出的代表作。 展卷讀畫，神遊其中。





整體意識，全面視野

中國人看事物，以至看世界，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評論一幅畫，要看整體
畫面。
看畫也會注意局部細節，但絕不以此下定論。 我們強調"從大處著眼"。

《富春山居圖》
水墨長卷的觀看角度

《富春山居圖》原畫畫在六張紙上，六張紙接裱而成近七百公分的長卷。推
測每一張紙約長一百公分至一百二十公分不等。黃公望並沒有一定按着每一
張紙長度構思結構。 《富春山居圖》是元朝畫家黃公望的作品，創作於1347
年至1350年，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

古代文人觀賞長卷畫，兩手拉開一段，右手慢慢收捲，左手慢慢展放，這種
瀏覽、重疊、移動的視點，或廣角闊遠，或推進特寫，視覺觀看的方式非常
自由，觀看的角度也千變萬化。
中國長卷結構不同於西方單點透視構圖，不是被強迫從單一視點看風景，而
是任憑個人自由悠遊於山水間，可近可遠，可俯可仰，可介入，可疏離，如
章回演義，推陳出新。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正是把中國長卷美學，發
展到極致巔峰的精彩傑作。



《富春山居圖》是
元朝畫家黃公望的
作品，創作於
1347年至1350年，
以浙江富春江為背
景，山和水的布置
疏密有致，墨色濃
淡乾濕並用，用墨
秀润淡雅，但气度
不凡、極富變化，
是黃公望的代表作。
總長約690公分，
畫作非一氣呵成，
黃公望在題跋提到
這幅畫從至正7年
一直畫到至正10年，
他會隨身帶著依興
致添加筆墨，反覆
畫了好幾年，使
「富春山居圖」前
段和後段不盡相同。





中國人欣賞一幅畫作叫「讀畫」，從右到左。最近也有學者提出
要整幅畫，像寬銀幕般整體的看。這樣，這空間段落就連成一氣
了。這畫類叫「長卷」，畫圖的空間慢慢的展開。這是《 千里
江山圖》的一段。

唐代張璪提出：「外師造化，終得心源」
造化，即大自然，心源即藝術家內心的感悟。也就是說，藝術創作是藝術家
主觀之意與現實生活之境辯證統一的結果，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畫家要經
過長時間的磨練，才能把自己的心靈感悟和自然生活的物象融為一體。



《 千里江山圖》另一段
這是北宋王希孟(（1096年－1119年）留下的唯一作品，長11.9米。他在18歲(1113年)
時完成，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畫作。被認為是偉大的作品，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這幅畫的空間意識啟發了不少藝術家，包括建築家王澍。它代表了中國人的觀看之道。
空間是連續不斷的，一個段落連接著另一個段落，就像現在VR的Walkthrough。 宗白
華先生稱這之為「游」的美學。



《 千里江山圖》另一段

王希孟 擅長青綠山水，北宋有名的宮廷畫家，是宋徽宗親授的弟子，死時23歲。



中國人很自覺注意不要「以偏概全」

中國畫家不會只從一個視點去看事物 ,而是從多個視點觀察。 中國畫是
"散點透視", 與西畫的"焦點透視"恰成對照。

焦點透視的方法，
對影像也會有扭
曲的。

說明透視其實是
一種表像
Representation
是一種假像
Illusion.



西方兩點透視法：

不同的觀看位置會改變
圖像的構成和形相

由高處俯視

由水平處看

由低處看

由潛底處看



西方古典油畫Gillis van Coninxloo -
Mountain Landscape with River Valley 
and the Prophet Hosea
焦點透視的分析



Gillis van Coninxloo - Mountain Landscape with River Valley and the Prophet Hosea



畫面空間的比例



畫面的層次







單點透視



谿山行旅圖 范寬 960-1030 宋代

《谿山行旅圖》
為五代末北宋初畫家范寬的作品，使用絲質
的絹作為畫布，縱長206.3公分，橫寬103.3
公分。以淺淡的色彩作極為精緻的構圖，舉
凡山川流水、高山岩石，都能細心勾勒且呈
現出立體的空間感，至於人物、馬匹亦能夠
在尺寸極為渺小的限制下，活靈活現。

明代董其昌評價此畫為「宋畫第一」。現收
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國古代文人畫家「 以心取象」、
「以形寫神」的獨特遊歷方法來積
累名山大川的胸中丘壑,不僅靠視力。
很多時憑記憶取象，來繪製自然景
物。用「借物寓志」來達到「以形
媚道」的目的。這種觀看方式構成
獨特的空間意識體現了中國演出者
以「 一管筆,擬太虛之體」，從「目
有所極,故有所不見」的狹隘的視野
和實景裡解放出來。 宗白華在中西
繪畫比較中指出:透視學是站在一個
固定地點看出去的「主觀景界」，
看似逼真地畫出自然形象，但與自
然界的存在還是不一樣的。因為視
網膜成像是透視理論內在決定的,視
點變化是「錯覺」造成的真實視覺。
按照西方焦點透視點的原則,如視點
的移動變化,僅會改變視覺物件與視
域的範圍。







范寬的《谿山行旅圖》視角由下而上，復由上而下。相當於電影攝影的上下搖
Tilt up & down。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長卷，視角是橫移的，相當

於電影攝影的水平搖鏡Pan 。另一類是展卷軸，像本圖。
這觀看，是加進了時間的因素和焦點的游移。



《清明上河圖》描绘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及汴河两岸的
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作品也是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
视的構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中。畫中主要分開
兩部份，一部份是農村，另一部是市集。



文藝復興後至印象派出現這三百多年 ,    西方繪畫追求的是科學性的“客觀
真實”。 而中國繪畫在新文化運動之前, 追求的是”師造化”,"天人合一"。



西方傳統繪畫和基督教關係太深,為教義服務，畫家的主體性降至很低。

西方繪畫要在19世紀印象派之後,才強調"我"的介入。 而且印象派也因為看到
日本畫和中國畫才注意到"主觀"的審美價值。 (主體意識) 

《查丁尼及隨從》
約六世紀



Michelangelo’s God in the Sistine Chapel at the Vatican. 米開蘭基羅《上帝》



Michelangelo Last Judgement 米開蘭基羅 《最後的審判》



文人階層到文人畫

因為西方在文藝復興前沒有“文人”(獨立
知識份子)這個階層。 直至文藝復興
之前,畫家都只是「畫工」 米開蘭基羅
也不過是教廷的畫工。

秦漢結束了封建的貴族政治和文化制
度,"布衣可以致將相"。 大部分中國老
百姓都是耕讀人家。 讀書人形成了"文
人"階層。 文人階層就是國家政治文化
的後備梯隊。 他們具有鮮明的獨立性
和自主性。 在繪畫也形成了「文人畫」
這一系。

宋梁楷《潑墨仙人》圖



北宋的郭熙在《林泉
高致》中，提出「三
遠法」：「山有三遠：自山下

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
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
平遠。」。
「三遠法」，就是一種時空觀，以
仰視、俯視、平視等不同的視點來
描繪畫中的景物，打破了一般繪畫
以一個視點，即「焦點透視觀」察
景物的局限。「三遠」的繪畫理論，
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畫家觀察世界
的方法。

郭熙《早春圖》



沈括《夢溪筆談‧以大觀小》：

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
見其榱桷。 此論非也。 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 若同真山之法,
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溪谷間事。 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
中庭及後巷中事。 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卻合是遠境。
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沈括(1031年-1095年),
字存中,號夢溪丈人,
是中國北宋科學家、
杭州錢塘縣(今浙江省
杭州市)人,隨母壽昌
縣太君許氏入籍蘇州
吳縣(今江蘇省蘇州
市) 。 沈括在物理學、
數學、天文學、地學、
生物醫學等方面都有
重要的成就和貢獻,在
化學、工程技術等方
面也有相當的成就。



折高、折远，自有妙理
我們把握三維的空間+時間，也需要想像。

慕尼黑奧運場館

雕塑家野口勇的園林模型

大自然群山景



中國電影的特點

1896年電影首次引入中國，第一套中國電影是《定軍山》( 1905)。
當時電影工業的中心是上海。第一部有聲中國片, 是 《歌女红牡丹》
, 採用配唱片音的技術，製成於1931。 對於中國來說，電影是舶來
品，是全新的藝術形式。電影理論研究工作者林年同認為，在形式
上：「中國電影是以蒙太奇美學做基礎，以單鏡頭美學為表現手段
的電影。」 蒙太奇(Montage)本來是建築園林的用語，這裡借用，
以說明鏡頭可以如何組接。中國園林，亦有「步移景遷」之說。單
鏡頭來自法語Plan Sequence，即段落鏡頭或長鏡頭，一鏡直落沒間
斷，或可稱為連續鏡頭，一鏡頭一場戲。

《定軍山》( 1905)



Hou Hsiao-hsien 侯孝賢 侯孝賢

2015年的《剌客聶隱娘》，改編自唐
代的傳奇。導演侯孝賢回歸中國美學
的傳統，顏色構成，動作指導。特別
是表現自然的美。跟他合作的攝影師
李屏賓，構圖取景，很可能採用了北
宋畫家郭熙的「三遠法」。

侯孝賢生於1947年4月8日，是台灣的
電影導演、編劇’製片人和演員。他
是台灣電影新浪潮的主將。1989年他
的作品《悲情城市》拿得了威尼斯電
影節的金獅獎。2015年的《剌客聶隱
娘》，取得康城電影最佳導演獎。

他的敘事方式是帶省略的，喜歡用長
鏡頭，影機的運動極少，著重演員在
鏡頭內部的活動。他用很多即興的表
演，達成低調的真實效果。他的構圖
是偏離中心的，鏡頭之間的連接，並
不依據因果敘事的邏輯。



《剌客聶隱娘》攝製組，在中國大地找景。 畫面 如山水畫一樣，大自然成為影
片的主體和主角。

用國畫的「三遠法」去看該片的攝影，也很有趣。



三遠法是中國
人觀看之道的
基礎。郭熙在
其畫論《林泉
高致》中說：
「高遠之色清
明，深遠之色
重晦，平遠之
色，有明有晦。
高遠之勢突兀，
深遠之意重疊，
平遠之意沖融
而縹縹緲緲。
其人物之在三
遠也，高遠者
明瞭，深遠者
細碎，平遠者
沖淡。」

高遠： 自山下而仰山
顛，謂之高遠



《剌客聶隱娘》：晨霧與山巒
平遠： 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



深遠： 自山前而窺山
石後，謂之深遠。

中國畫家在畫山
水時，並不試圖
將他們看到的大
自然山水畫出，
而是將他們理想
的自然畫出來。
沒有人理會畫出
的山形、顏色是
否符合實物。
山水畫不是看世
界的窗戶，它們
是閱讀心靈的鏡
子，是哲思的車
子。
這電影也是。

中國文化是心的
文化。



張藝謀的電影，
在中國的藝術中
吸收了不少養料。

首先是色彩：
《英雄》色彩強
烈，很著重動感，
剛柔並濟。



張藝謀的2018年電影：《影》主要色調為黑、白、灰。色彩
上回到水墨的傳統。



非常強調明暗、黑白、陰陽的對比。







風景城市 Landscaped City 

中國有“半邊山水半邊城” 的說法。

這是南宋畫家李嵩 (1190-1230) 畫的杭州《西湖圖》，距今大概800年前。當
時的杭州，是中國的首都，人口一百萬。也許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你看那些人都藏到那裡去了！

王澍認為這是一個最值得採用的風景城市模式。湖、山、建築都美麗地融合
在一起。



王澍說：「這
不單只是水濱
和湖泊，這是
市中心。整個
城市是一片風
景。
究竟那裡是園
林？那裡是建
築物？是分不
開的。
城市是一個整
體，一處美麗
的景觀。」

這是最重要的，
中國的城市和
建築的和大自
然是融合為一
的。



李成 919-967 五化十國宋化早期《晴巒蕭寺》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王澍指出：「一百年前，這是中國的傳統：
城市和建築都以人為第一位，地理形勢自然
環繞，以山水詩意來做文章。事實上曾經有
過整個國家，是一個風景建築的系統，由天
地學、社會倫理、學者詩詞所構成。代表了
國家、家族和個人的秩序。

在這個系統裡，庭院是核心的。在庭院外有
公共的開放空間，庭院內有家庭的開放空間。
自然地理人文地貌也依次展開。



今天的杭州地圖



今天杭州的衛星圖片 人口： 9.468 百萬 (2017)



舊寕波

中國經歷了急激的社會變動和都市化的過程，
很多優秀的傳統建築物被推倒。對王澍來說這
對中國是負面的影響，他選擇可持續發展的方
式。他利用上百萬的被推倒建築的舊磚瓦，來
建造新的建築。



寧波歷史博物館位
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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