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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許多研究開始嘗試探討重要的課題，那就是是否可以透過一典型程
序或數學演算模式來預測人們在某一特定的空間裡所感興趣的地方或位置。本研
究著重於探討人們觀看彩色圖像時的視覺反應歷程，並輔以心理物理實驗法之証
實方式探討影像色差與群集分析用於區辨出人們在觀看影像時的視覺焦點與區
域，並探討其間之關聯性。本研究嘗試以空間近似性之眼動訊息來探討人們觀看
色彩影像之視覺焦點特徵，研究結果與 Privitera 等人(2005)及 Santella & DeCarlo
(2004)所得結果不謀而合。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比較灰階圖像之結果，同時透過演算
法或數學模式之推導與建立，以增加預測人們在觀看圖像的視覺注視焦點之可行
性。
關鍵詞：色彩特徵、視覺凝視點、眼動追蹤法

Abstract
In recent year, many study has try to discuss visual progress of human with
cognitive issue by using eye tracking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how to predict region of
interest through typical process and algorithm formula had been discussed more and
more. In this empirical study that focus on human’s fixations of visual perception and
interests area when viewing color images through algorithm of color difference and
method of cluster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we try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r features of image and fixations of visual perception by using analysis spatial from
eye movement data. These findings are in line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at about Privitera
et al. (2005) and Santella & DeCarlo (2004) had demonstrated the physical color
features of image affect human’s fixations of visual perception. It is likely that resul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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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studies would hav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ortance.
Keywords: color features, fixation, eye tracking

一、前言
人們每天於日常生活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感覺訊息處理是透過視覺來感受
外界光線的變化。藉由視神經傳達至大腦以進行物體環境的辨識，並透過以往的
認知與經驗來對當時的情境作出行為反應。孟子離婁上篇記載，孟子曰：
「存乎人
者，莫良於眸子；眸子不能掩其惡。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不正，則眸子眊
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這意味著觀察眼睛的活動可以反映出人
們內在的心理反應。
近年來，藉由觀察眼球運動來探討人們心理歷程的研究逐漸受到廣泛的討
論。其中，認知心理學者 Rayner (1998)於近二十年以來的研究成果發現，透過觀
察人們的視覺反的確應可以直接推測人們大腦高層的認知處理(Cognition processs)
過程，例如：觀察人們於觀看事物時的視線軌跡可以反應人們的視覺注意焦點
(Antes, 1974) 或 記 錄 眼 球 瞳 孔 反 應 可 以 推 論 人 們 的 態 度 與 偏 好 (Hess & Polt,
1960)。由於眼球在視覺系統中扮演第一個接收視覺訊息的角色，所以當我們想了
解某人正在注意或觀看那些訊息時，眼球的位置與動作將成為被觀察的重要指標
之一。1935 年 Busell 指出透過眼動追蹤的方法來探討人們在觀看藝術創作圖像時，
將有兩種主要的眼球運動行為，分別是觀看影像時其凝視點的順序(sequence of
fixation)分佈以及凝視時間(fixation duration)。Busell 透過觀察 200 名受測者在 55
張影像上的眼動訊息，發現以上兩種眼動指標可以反映人們有興趣或想注視的區
域(引用自 Babcock, 2002. p.8-9)。近年來，隨著電腦運算科技的發展使得影像處理
速度大幅提升，大量而且高取樣頻率(sampling rate)的眼動追踨儀器結合演算法與
影像擷取技術，促使眼動追蹤技術在實驗與操作上趨於穩定、精準等特性，故視
覺注意力與人們的眼球運動研究與相關的議題也開始倍受廣泛的討論。而且跨越
了許多不同的領域，舉凡人工智慧、認知科學、心理物理、神經生理等，其探討
的議題大多是著重在文字閱讀(Wolverton & Zola, 1983; Rayner, 1998)、影像瀏覽
(Babcock, et al., 2003)等研究。尤其是，近期研究中 Privitera 等人(2005)指出，眼球
的運動是人們在觀看事物當中是一種非常複雜且由內在認知所控制的機械活動，
由上而下的過程即為其中的例子之一。此外，觀察人們的眼球運動的關鍵是透過
眼 球 運 動 可 以 有 效 的 (efficient) 而 且 即 時 的 (timely) 獲 取 人 們 複 雜 的 視 覺 認 知
(visual-cognitive)歷程(Henderson & Hollingworth, 1999; Duchowski, 2003)。許多研究
亦透過實證性研究法而證實人們眼睛所凝視的位置與注意力分佈的空間範圍以及
個人喜好、主觀態度存在著強烈的相關性(MackWorth, & Morandi, 1967; Shimojo, et
al., 2003; Lee, et al., 2005; 唐大崙等人，2005)。
相對的，近年來許多研究開始嘗試探討重要的課題，那就是是否可以透過一
典型程序或數學演算模式來預測人們在某一特定的空間裡所感興趣的地方或位置
(Privitera, et al., 2005; Santella & DeCarlo, 2004)。例如：預測人們是如何觀看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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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以及他們所興趣的區域位置。特別是透過演算法之計算，以預測人們在觀看
圖像的視覺感知歷程。Privitera (2005)曾以一系列的研究來預測人們的視線軌跡，
該研究使用空間幾何(geometrical spatial kernels)及線性模式(linear filter models)分
析計算出的算術區域(aROIs)1來預測人們觀看影像時所注視的區域(hROIs)2，惟其
所採用之刺激圖像皆以黑白或灰階影像為主。但是，人們於日常生活中藉由視覺
系統所觀看的影像皆是彩色影像，對於上述相關研究所得成果是否能完整推測人
們的視覺焦點則有待進一步的釐清。根據視覺心理研究，
「色彩」只能由透過視覺
機制來偵測與感知，而且相較於一個物體的表面質感、形狀、大小、以及空間深
度的物理特徵而言，色彩是純粹由人類視覺系統所產生的知覺(孫慶文，1999)。許
多研究亦指出，色彩除了影響人類心理，也同時對生理產生作用。亦即，在一般
的情形下，人們對色彩的感知遠較形態來得快而強烈。而且，就現代視覺行為及
其所對應的心理歷程研究仍處於探索性研究法，許多藉由視覺行為之觀察來推論
人們心智歷程的實證性研究仍限於實驗室階段，對於預測人們在觀看圖像時的視
覺焦點則應該有相當多的論述與實證，以符合科學研究所需之精神。為此，本研
究特別針對人們觀看圖像的行為進行探討，尤其是以往較少受到討論的彩色圖
像，本研究進一步探討色彩特徵與視覺焦點並詮釋其間之關係。

二、研究設計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人們觀看彩色自然圖像時的視覺反應，故以實驗
室實驗法進行研究規劃與設計。為確認正式實驗之程序以及圖像呈現時間之合適
性，本研究分別以前導實驗(pilot study)與正式實驗兩階段進行。
1.受測者
前導實驗之受測者採方便選樣選取實驗室 5 位受測者自由觀看圖像；正式實
驗同樣以方便選樣選取 8 位設計學院研究生(未包含參與過前導實驗的受測者)，每
位受試者均通過 Ishihara’s Test 色盲檢測。而且，所有受測者皆未看過本實驗之刺
激圖像。
2.實驗刺激圖像
實驗刺激圖像之選取主要依據主題式挑選具有明確之主題或具有明顯之色彩
變化與差異的影像(如圖 1 所示)，分別為ａ.山地、b.民宅、c.荷花、d.石滬，每張
影像皆以 768 x 768 pixels (視角約 26 x 26 度)隨機呈現。

1
2

透過空間幾何演算法預測人們將可能注視的區域(aROIs, algorithm Region of Interesting)
人們觀看影像時所注視的區域(hROIs, human Region of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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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實驗刺激圖像(由左至右：ａ.山地、b.民宅、c.荷花、d.石滬)

3.實驗環境
本研究實驗於暗室環境下進行，並調整受測者座椅位置，使得受測者眼睛至
螢幕的觀看距離保持 60 公分。實驗儀器採用加拿大 SR Research 公司所研發的眼
動追蹤儀(SR Research Eye Link II) 3搭配 Barco 21 吋 CRT 全平面顯示器(可視區域
寬 40 cm x 高 30 cm)，螢幕解析度設定為 1024 (pixels) x 768 (pixels)以 85Hz 的頻
率顯示刺激圖像。
4.實驗設計
實驗程序則採用受測者內設計(Within subject design)，並透過實驗刺激圖像於
螢幕上呈現，讓受測者自由觀看之後簡單陳述所觀看到的影像，並同時輔以眼動
追蹤儀(eye tracker)記錄受測者在觀看刺激圖像時所反應的眼球運動行為。本實驗
執行程序先讓受測者閱讀實驗規則，並由主試者說明實驗程序；隨後，由主試者
協助配戴眼動追蹤儀器並同時進行儀器校正。在完成儀器校正後即開始進行實
驗。受測者觀看圖像過程中，每秒記錄 250 筆受測者眼動訊息數據資料，其中的
所 獲 取 的 資 料 包 含 凝 視 (fixations) 與 跳 視 (saccades) 所 形 成 之 眼 動 軌 跡 路 徑
(scanpath)。每一位受測者完成整個實驗約需 10 至 15 分鐘。實驗畫面之設計透過
Visual Basic6.0 撰寫實驗程式，實驗過程中，在每一個刺激圖像呈現之前，由受測
者自行將滑鼠指標(cursor)移至螢幕中心十字位置，以便控制受測者的視線，使其
專注在整個刺激圖像的中心位置，用以確認每個實驗嘗試的起始凝視位置皆在刺
激圖像的中心位置。每一個刺激圖像呈現之後，隨即顯示由隨機點(random noise)
所構成的雜訊(noise)畫面(圖 2)持續一秒鐘，以避免前一個刺激圖像產生補色殘像
(after image)效應。由前導實驗結果平均 5 位受測者觀看每張圖像的時間，其中山
地為 13.57 秒、民宅為 18.30 秒、荷花為 10.88 秒、石滬為 16.65 秒。為考量計算
分析與比較之方便性，本研究於正式實驗中，將每張圖像呈現時間固定為 20 秒。

3

由於 EYELINK II 的最大優勢為高頻率影像擷取，最高每秒可達 500 筆的取樣頻率，故可完全
記錄凝視、跳視等眼動訊息以及本研究所必須觀察之凝視點位置、視線軌跡等資訊。故本研究採用
SR Research 公司所研發的眼動追蹤儀－EYELINK II，進行眼動追蹤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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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驗刺激影像呈現順序

圖 3 刺激影像 L*a*b*值轉換(左圖為刺激
影像原始圖；右圖為刺激影像每像素點之
L*a*b*值分佈圖)

圖像色彩特徵分析部份，由於本研究著重於探討影像之色彩數值，故以每張
刺激圖像中的每一個像素點之間的色差(color difference)為因子(圖 3)，透過撰寫
Matlab 程式以擷取圖像每一個像素點的 L*a*b*值，並計算上下、左右之相鄰像素
點，以進行每個像素之間色差量的幾何平均數(圖 4)，同時進行圖像空間位置(fx, fy)
與色差數值(∆E)集群分析。眼動訊息分析部份，本研究透過 Visual Basic6.0 軟體撰
寫眼動數據分析程式，並繪製每位受測者觀看圖像的眼動軌跡以及分析空間位置
(ex, ey)之集群分析。

圖 4 刺激影像 L*a*b*值轉換(左圖為刺激影像
透視圖；右圖為刺激影像每像素點之 L*a*b*值
俯視圖)

圖 5 K-mean 群集結果分佈圖(白色部份
為色差分析群集結果)。

圖 6 實驗刺激圖像腑視圖(由左至右：ａ.山地、b.民宅、c.荷花、d.石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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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分析
圖像之色差值經由幾何平均法計算後，並將所得結果進行 K-mean 集群分析，
其中分析變項主要是圖像的空間位置(fx, fy)以及平均之後的色差數值(∆E)。就荷花
而言，其像素間之色差量分佈經由群集分析後與原影像進行疊合(overlap)，其中白
色部份為色差分佈群集結果。由圖中標示紅色區域發現該影像經由集群分析結果
共分為兩群，且皆分佈在荷花區域(圖 5 白色區域部份)4 5。

圖 7 受測者觀看刺激影像原始視線軌跡分佈圖(綜合八位受測者的凝視點分佈)，其中
不同顏色的點，代表不同群類

如圖 7 所示6，人們觀看影像過程中的視線分佈包含凝視點(Fixation)與視線軌
跡(Scanpath)。由於每一個凝視點代表受測者觀看圖像的視覺焦點，故本研究綜合
八位受測者的視線軌跡當中的凝視點資料進行階層式群集分析，以歐基里德距離
平方計算群中心與凝視點之分佈情形，其目的主要是將具有空間相似性與時間順
序之資料進行群組。結果顯示，綜合 8 位受測者觀看影像的凝視點，透過群集分
析所得結果發現，a 影像分為三群較為適當、b 則是四群、c 為四群、d 為五群。其
中，受測者在觀看 a 影像時，視覺凝視點大多數皆著重於前景的山岳尤其是右側
的山坡；b 影像則是著重於民宅，尤其是民宅的中間部份；c 影像則是著重於前景
與右後方的花朵；d 影像則是著重於前景的漁夫與畫面左側的右頭。該結果顯示，
影像內容之色彩特徵分佈區域與視線分佈區域之集群結果具有相當程度之對應，
雖然本研究之初探目前只針對色差值進行定性分析與主觀比對，但卻是有別於
Privitera 等人於 2005 年所執行之灰階影像系列研究，本研究嘗試探討色彩特徵因
子對視覺焦點之影響已獲得初步結果。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實驗室實驗法，試圖探討圖像色差值集群分析法用於區辨出人們
觀看影像視覺注意焦點的可能性。就圖像色差值分析後之影像以及眼動資料分佈
4

由於彩色圖像中，依據每個像素點所求得之色差值個數相當龐大，故本研究採用 K-mean 集群分
析法。
5
為方便分析與辨識，本研究將 K-mean 群集結果分佈(白色點)以灰階圖呈現。
6
原始視線軌跡分佈圖包含每秒 250 筆凝視點(Fixations)、跳視(Sccade)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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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確有某些契合之處，而且該結果與 Privitera 等人(2005)及 Santella & DeCarlo
(2004)所得結果不謀而合。但本研究認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以眼睛觀看四週影像
的視覺歷程中，並非是灰階的影像訊息，而是具有豐富細節與明暗變化的彩色景
象。所以，有別於以往採用影像空間頻率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嘗試以色彩物理屬
性中的 L*a*b*值來探討人們的視線軌跡資料來探討人們於日常生活中對於不同色
彩特徵的自然影像與注意焦點的關係，同時於本研究中發現，人們在觀看圖像所
留下的視線軌跡具空間近似性之特徵，而且該特徵與本文所探討之影像色差特徵
存在著部份之相關性。因此，我們推測影像中不同的色彩訊息與明暗變化，有可
能是吸引人們注意焦點的因素之一。此外，對於此部份議題的探討，本研究現階
段仍採定性分析來詮釋此部份之資料，而且並未探討影像內容之脈絡訊息與影像
之符號性意義。未來後續研究可考量並探討此部份的因素，並依據本研究之推論
進一步嘗試發展演算法，用以預測或評量人們在觀看圖像時的視覺焦點。此外，
可同時探討人們觀看圖像時的先後順序與圖像特徴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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