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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字會消逝嗎?書法藝術會消逝嗎?這些疑問形成不安的情緒，逐漸在筆者心

裡滋長發酵，而原來生命中所堅信，不會改變的信念慢慢的崩解，反被巨大的疑

問與恐慌壟罩包圍著。 

    在書法藝術式微的今天，筆者漸漸覺得書法藝術可能是會隨時光流轉而消逝

的藝術，以如今工業現代化的社會來看，純粹手寫文字的時候越來越少，更何況

是被歸類為傳統的書法藝術，真正接觸與了解的人更是少數群體。筆者透過這段

解析自我情緒跌宕的歷程，進而轉變成創作過程，最後將情感感悟付諸作品，其

表現形式跳脫傳統對書法藝術的觀念呈現出來，進入突破自我並創造不同於之前

的自我創作。期望書法藝術不再只是少數群體自我欣賞的藝術，也能將書法藝術，

或是加入轉變元素的書法書寫藝術感知傳達給觀賞者，能引起更多的，在書法藝

術圈外的群體共鳴。 

    本文將從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

和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符號學理論視角來探

討筆者的作品表現。將文字符號化，文字或整篇文章的意義不再是其原本的意思，

而代表筆者賦予的意義，成為筆者想傳達的意涵。將心理的不安、徬徨、糾結情

緒融進作品裡，傳達筆者的感悟，作品欲以多元化表現形式與這個時代接軌，筆

者查覺到自己是現代社會上的一份子，創作者的作品就是是一個與大眾交流的最

佳媒介，而不是故步自封在自己的世界裡。 

    最後的自我解析回歸到，無論創作的形式，思想，理念的改變，都只是表象

的改變，不變的仍是自我的初心，所有的不在傳統書法藝術上的作品，其背後都

是因為有了入古才能出新的底蘊，才會出現新的、可行的，創新的，能進入現代

並與他人交流的書寫藝術作品。 

 

關鍵詞 : 符號、現代書法、入古出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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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l writing disappear in a foreseeable future? Will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fade away? 

These two questions have aroused negative feelings in the writer's mind. Witnessing 

the progressive crumble of the firm and unwavering faith in life, the writer is 

beleaguered by such a gigantic doubt and enormous panic.  

In the modern days when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is on the decline, the writer starts 

wondering whether Chinese calligraphy will be the next to disappear as time goes by.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writing by hand feels almost antiquated, not to men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which is only appreciated by a few groups of 

people. The writer tries to analyze her own emotions, and this self-analysis process 

turns out to be a process of self-creation, which is filled with emotions and sentiments. 

Its presentation is free from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and becomes 

a breakthrough which differs from the writer's previous works. The writer expects that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a minority of self-appreciating groups, 

instead it should be widely appreciated by more audience, and further attracts more 

attention and feedback from outsider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semiotics perspective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Swiss 

linguist, 1857~1913) and Roland Barthes (French semiotician, 1915~1980) to explore 

the writer's artistic creation. By signifying texts, the texts or the whole article no longer 

hold the original meanings, but the new meanings given by the writer, becoming the 

implications of what the writer is trying to convey. Infused with the writer's 

psychological states: anxiety, hesitation, conflict, the creation successfully transports 

the sentiments of the writer, and reconnects with the time in diversified forms of 

presentation. Meanwhile, in this process of self-exploration, the writer perceives herself 

as a member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realizes that the best medium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is through creator's works, instead of resting on his/her own laurels.  

Back to the self-analysis process, whatever changes with respects to creation forms, 

ideals or ideologies are only superficial, what remains the same is the writer's original 

intention. Thanks to the legacy of the old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new essences are 

developed, transforming it into the new, feasible, innovative and accessible modern 

writing art. 

Key words: symbol, modern Chinese calligraphy, give old art form a new lease of life, 

origin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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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猶記在一堂中國美術史的課堂上，教授拋出一個議題，「你覺得水墨會消失嗎?

｣，當時課堂上各有同意與不同意的聲音，雙方都提出自己認為為什麼水墨會消

失與不會消失的觀點，身在其中的筆者當下所持的的觀點也是「不會消失｣，水

墨當然不會消失，西方的油畫還不是一直存續到今日，那我們的水墨當然也不可

能會消失的…。 

    回顧現場各方的立場來看，覺得水墨不會消失的多是國畫組的同學，而持會

消失觀點的則多是西畫組和行政組的同學。西畫組有同學表示水墨所訴求的「意

境｣很難傳達給觀賞者，連在東方都並不算被大部分群眾所理解，要談與西方或

世界接軌就更難上加難了…；而行政組甚至認為電腦的數位化技術可以取代水墨

藝術…，整場議題討論下來，綜合認為水墨是較狹隘的，只存在某部分群體裏的

一門藝術…。這段議題討論結果於筆者的衝擊頗大，原來既使在美術體系下，水

墨在他人眼裡是如此小眾，而筆者反思後，確實也發現有很多他人眼裡的問題，

是筆者以前從未思考過的。 

    離開這堂雙方幾乎有點激辯的課堂後，這個議題不但沒有在筆者心中畫下句

點，反而越來越多的疑慮在腦海裡出現，不安的情緒與想法漸漸壟罩著筆者的思

緒，從「你覺得水墨會消失嗎?｣，到「你為什麼覺得水墨不會消失?｣，再到「如

果水墨會消失，那書法會不會也是正在消失的一門藝術呢?｣。 

    筆者發現自身的不安情緒，來自以往對書法藝術的創作多停留在傳統對書法

藝術的認知上，不論是表現形式或是交流的對象都略趨於封閉，而這個表現形式

和現代的大眾交流其實是很有有距離的。 

    在有感書法藝術漸漸式微的當下，筆者對書法藝術可能是會隨著時光流轉而

消逝感到不安與惶恐，正視這個不安與惶恐的情緒，進而想要有創新的，更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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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與更多發展空間的現代書法藝術創作，它是能和這個時代接軌，並和多數的

大眾交流。 

    期望書法藝術不再被認知是封閉在少數群體裏自我欣賞的藝術，將書法藝術

加入現代化與多元化的元素並能傳達給觀賞者，引起更多的大眾群體共鳴。 

    

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範圍 

    以如今現代化的社會來看，純粹手寫文字的時候越來越少，更何況是被歸類

為傳統的書法藝術，筆者透過這段解析自我內心的過程，進而轉變成創作內容，

將情感感悟付諸作品的創作理念，表現形式欲跳脫傳統對書法藝術的觀念，呈現

不同於傳統的創作形式。創作研究內容與範圍如下: 

 

一、題材內容 

    自我內心的解析，從封閉在傳統中的自我，到想與當代對話的心境轉變的四

個時期歷程:(一)我和我自己的內心對話； (二)我和你之間的對話；(三)為你的心

對話； (四)我的心對話。 

 

圖 1  筆者創作研究內容與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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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面營造 

    弱化對傳統書寫藝術的觀念，對書法線質、疏密、開合、章法…等不刻意要

求，也會故意使文字部分不清晰，模糊化，在畫面上的文字呈現也不需有完整性，

讓文字部分朦朧化，帶些迷離的感覺，給予作品有更多想像的空間。 

 

三、表現技法 

    不再只是純粹性的書寫，加入了後製的表現技法部分，作品呈現更向圖象化

靠攏。文字符號化，內容的閱讀性不明顯，能閱讀出來的文字字義也脫離原本文

章本意，全篇文字與文章只是一個意涵的象徵表現。畫面表現加入立體化，不侷

限於平面，利用空間呈現立體化的書法創作藝術，延伸書法藝術的多面向可能。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以符號學為理論基礎，藉由閱讀相關書籍與了解，再與筆者的創作研究連結

並分析說明。筆者的心理狀態表現，是形成不同創作面向的原因，而不同的符號

也代表當下不同的心態，這種心情層面的問題都是可以藉由符號學找到基石並了

解筆者創作的參考資料。 

 

二、資料蒐集 

   蒐集近代關於現代書法創作的作品，比較分析現代代表性書法家對「傳統｣和

「現代｣書法藝術創作表現出的不同形式。另外還有部分本身不是以書法藝術為

主要創作的藝術路線，但卻受書法藝術影響，進而衍生出的藝術創作形式也會在

此蒐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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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與歸納 

   分析蒐集關於現代書法創作的作品資料，也作為創作的參考途徑。歸納「傳

統｣與「現代｣書法藝術表現形式的不同與差異。 

 

四、創作與實踐 

   透過蒐集分析現代書法的創作資訊，吸收創新理念成為創作養分，再加入筆

者的情感元素，將其融合成為筆者創作內容並予以實踐。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符號 

   符號包羅萬象，包括手勢、臉部表情、口號、路標、廣告、衣著、徽章等，

都蘊含著符號的指示。符號可以是用文字的意義呈現，也可以運用類比或隱喻的

方式來表達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凡是可以傳遞，可以被感官接受或經驗的聲音、

圖形、動作、物品等都可以是「符號｣。符號的意義則是經由創造、製造、協商

而來的。 

 

二、心對話 

  「心對話｣是貫穿筆者此創作研究歷程的名詞，與自己的內心對話、與他人的

內心對話；與作品的內心對話。對話是相互了解的開始，有了對話的基底平台，

才能理解自身內在情感，也才有機會將訊息傳遞給他人與人溝通交流。 

 

三、現代書法 

   從時間的角度來看「現代」的定義，「現代」其實並不完全是現在正在進行的

時間，也有部份是過去的時間。在歷史學上的觀點常以時間分別遠近，「近代」

是距離我們較遠的一段時間；「現代」則稍微近了一些，而泛指我們現今則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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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這種依時間遠近的判斷，採用大家共同認定較無爭議的說法，一般認

為二次大戰後至今則稱為「現代」。 

    「現代｣與「傳統｣一詞相悖，好似離傳統越遠就越具現代感，這也和近代東

西藝術交流頻繁有關，不論是觀念或媒材都參和了西方的觀念與元素，現代書法

藝術呈現一種有別於傳統、更多元化的創新創作，也相對於二次大戰以前的書法

藝術規則、樣式、筆法、章法、裝裱裝飾來看，風格出現較大變化的書法藝術面

貌。 

 

四、初心不忘 

   《華嚴經》中有句經文：「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大意是說，一個修行者在

修學過程中，只有不忘記自己的最初發心，才能持之以恆，有始有終。 

   「初心」可以說是一個起始點，也是一個最原始的心願與想望。為了成就這

個想望，人們會在人生中有努力不懈的動力，朝想望的目標前進。然而這個往想

望前進的路上，有時會因恆心不足，或者做法不符合法理，偏離了最初的軌道而

無法得到想望的結果。因此，無論是以那種方法往想望的目標前進，「不忘初心」

就能提醒自己有恆堅定的走向自己的人生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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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漢文字的起源、演變與表現形式 

 

第一節 漢文字的起源 

   「文字｣可以說是人類用來紀錄事物、簡化圖像後而形成的書寫符號，是人類

用來溝通的符號系統，也是紀錄語言的一種書寫形式，一般認為文字是社會文明

化下所產生的標誌。人類文字在發展早期多是由符號文字來做溝通，其中古埃及

的聖書文；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古希臘特里克人的表形文字；中美洲

的瑪雅文字皆已失傳，僅有中國的象形文字沿用至今。 

    中國文字便是從象形圖象或數字符號漸漸演變而成的。在原始社會中，人類

使用象形符號來溝通對話，了解、傳達、並紀錄訊息。世界不同的地域都有著相

異的文字起源，漢字則是因為漢代開拓疆土與外族有了接觸，故以漢人所用文字

而命名「漢文字｣。 

    文字史學應建立在考證的基礎上，但在東方歷史上考證是近一個世紀的學術

研究。在此之前，有關於漢文字的起源傳說眾說紛紜，較為大眾所採納接受的有

神農氏結繩記事、契刻記事、圖畫記事與倉頡造字。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為了

幫助記錄事項，採用了各式各樣的記事方法。 

    結繩記事一說，是指在文字發明前，人們所使用的一種記事方法，即在一條

繩子上打結紀錄訊息。戰國時期的著作《周易·系辭下傳》中說：「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古人對文字起源的一種解釋。中國古文獻中，關於結

繩記事的記載亦較多，漢朝人鄭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說：「古者無文字，結

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

中也說： 

      「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 

       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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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中也將結繩記事的記載歸於神農氏，故之後提到文

字起源都會提到神農氏結繩記事。 

    契刻記事一說的主要目的是用來記錄數目。漢朝劉熙在《釋名·釋書契》中

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說明了契就是刻，目的是協助人們記憶數目。

在人們訂立契約時，數目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但也是最容易引起紛爭的因素，於

是，人們就用契刻的方法，將數目用線條作符號，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為雙方

的「契約」，這就是古時候的「契」。再後來，人們會把「契｣從中間分成兩半，

雙方各執其一，再以二者是否吻合作為憑證證據。 

    圖畫記事指的是，用畫圖的方法來幫助記憶、傳達思想。繪畫性記事也導致

了文字的產生。隨著時間的流轉，記事的圖畫越來越多，畫得也就不那麼逼真，

只要大概一個圖像就代表了它的意思，這樣的圖像便逐漸向文字方向靠近，最終

從圖畫中分離出來而成為文字符號的圖畫文字，再往前進一步發展為以圖象為主

的象形文字。 

    倉頡造字則是相傳黃帝的史官倉頡，他根據了日月形狀、鳥獸足印、創造了

漢文字。戰國時期亦有不少倉頡造字的傳說，並見於歷史記載多處。如《荀子解

蔽》中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奚仲

作車，倉頡作書…。」也說到中國的文字是倉頡創造的。有關倉頡造字的紀錄最

早見於先秦時期的《世本》一作，漢代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就是依據此書紀錄

的歷史而編寫。《世本．作篇》提到：「黃帝使倉頡作書。｣這個作書的意思就是

「造字｣。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裏亦有提到：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 

      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 

      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 

      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big5_12/end2.htm
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big5_12/end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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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漢文字的演變 

    文字的演變一般是緩緩的，慢慢的隨當時時代環境變遷漸漸改變而成的，並

不是新的字體一出現，舊的字體就消失，會有一段時光是新與舊的文字並存的時

間之後，接著才會由新的字體取代舊的字體將文字繼續延續下去。 

    漢文字的演變若從陶刻、石器以降來算，經歷了數千年的演變歷程，從殷人

敬事鬼神產生的卜辭甲骨文；周朝宣王時太史籀作《史籀篇》為大篆代表；秦始

皇統一天下後也統一文字產生了小篆；西漢早期的隸書至東漢越益成熟的八分隸

書；戰國時期和秦簡牘中零星見到的隸勢短撇的章草，進而再有去除隸勢短撇看

見今草筆法；與今草約略同步，因解散隸體而逐漸形成的行書與楷書。 

    筆者將漢文字的主要發展約略分為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草書、行書、

楷書等幾個發展階段，並列舉漢文字字體如表 1: 

 

表 1  漢文字主要發展階段的文體簡述 

文字文體 概            述 

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國商代時期，王室刻在卜卦用過的龜甲或獸骨上的紀

錄文，大約是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至一千一百多年間所使用的字

體，由於刻在龜甲與獸骨上，故稱為甲骨文。 

金文 金文又稱為鐘鼎文，是鑄刻在鐘上或鼎上的青銅器上的文字，有肥

筆出現也是金文的特點。 

小篆 春秋戰國時期後，秦始皇統一中國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一就

是統一全國的文字，廢除戰國時期區域性的異體字(六國文字)，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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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原來使用的篆書簡化後，推行到全國，這個經過整理的秦國文

字就是小篆，小篆是中國文字史上，第一次規範化的字體。 

隸書 秦代除了通用小篆的同時，還通行了隸書書體，隸書是從較草率的

篆書轉變而來的，可以說是由正體簡化的過程。 

草書 有文字以來，各種字體都有其較草率的寫法，到了漢代時「草書｣

便成為了一種字體的專有名稱。草書打破了漢文字的方塊形狀和

書寫的結構筆畫，許多原來的筆畫和偏旁變成一筆就能代表。 

行書 行書大約是在東漢末年產生的，介於今草和楷書之間的一種字體，

可以說是楷書的草化或草書的楷化。 

楷書 楷書又稱為真書，也是現代通行的字體。楷書是由筆和畫組合而成

的方塊形符號，擺脫了古代文字的圖象形狀。楷書興起於東漢末

年，魏晉南北朝後就大大的流傳，一直到現在，楷書仍是漢字的標

準字體。 

 

第三節 漢文字與書法 

   「書法｣是建立在書寫漢文字的藝術，漢文字的起源、結構與演變都與毛筆

書寫的藝術有相關，所有歷代代表的文字都可以以書法藝術性來表現。以漢文字

為創作媒介來看，書法是一種獨特的視覺藝術。 

  書法是一種依附於漢文字的藝術，漢文字雖是起源於圖形，但卻不僅僅是一

種象形文字，從早期出土的甲骨文、銘文、簡帛等文字都可以感受到早期書法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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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成形的蹤影。而漢文字除了歷代演變的各種文字文體，再加上文字字體本身筆

劃的組合變化萬千，依循漢字的結構，形成更多類型變化的組合。 

    再者，書法藝術是使用毛筆書寫揮運，毛筆的圓錐形設計與搭配的硬毫與軟

毫的不同屬性，使書法線條質感有了特殊性，再佐以墨色的濃、淡、乾、溼、飛

白，讓漢文字富有更多造形，可以展現出千姿百態的書法線質，創造出不同面貌

和趣味的書法藝術。 

    中國在五代以後印刷術開始發展並盛行，版刻的書上較為規範的字體已經不

能稱之為書法。從歷代書法字典上來看，可見到不同書家的不同書風與字體的不

同造型結構，但不見版刻書上的文字，如「仿宋體｣、「細明體｣等，由此可知漢

字與書法的分流與差異。 

    書法藝術還有文字內容可閱讀性的迷人處。傳世的有名的書法帖，除了本身

書法字形與書法章法獨特外，動人的還有書法帖中的文章意涵，如《蘭亭序》是

東晉王羲之友人，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禊時，聚會上各人作詩，王羲之

再爲他們的詩寫的序文。《蘭亭序》中記載了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時的歡樂

之情，但也抒發了作者認為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文章富含真摯感情、書

法筆法結構完美。這時書法不再只是一種單純使用的文字書體，一篇文章同時具

有了歷史、文學和藝術價值。  

    傳統書法的作品行列整齊布局完整，而現代的書法藝術作品則把字變成畫，

也把畫變成字，畫面結構型式新奇，捨去傳統的行列章法，但依然兼顧了視覺的

美感藝術。何懷碩認為: 

     「藝術主要在反映一定文化環境中之個人的心聲，這裡面包括了對歷史的 

      繼承與批判、對人生之新體認、對時代之批評、對未來的憧憬。」1 

以筆者創作領域來看，能藉由文字書寫藝術多元化發展，進而抒發對生命之新體

認，是一種創作思想的表達，也是筆者此研究歷程探索文字藝術創作的思想表現。 

                                                       
1 何懷碩，《苦澀的美感》，臺北市：立緒文化事業，1998 年 10 月初版，頁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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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傳統漢文字的藝術表現形式 

   傳統書法藝術體現在漢文字上，書法是依據漢文字結構隨年代逐漸發展茁壯

的文字書寫藝術，字形從甲骨文、大篆、金文、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

等文字字體都可以運用表現。傳統書法藝術強調書寫線質的重要，線質又可秀雅、

可剛強、可蒼茫、可飄逸…等；結構的大小、正偏、虛實，另外還有章法布局、

開合疏密、墨色濃淡…等都是傳統書法藝術所看重的。傳統書法藝術也看重所書

寫的文字內容意涵，整篇文章所要傳遞的是書寫者的心情感悟，如《蘭亭序》、

《祭姪文稿》、《寒食帖》…等。 

    除了文章內容外，傳統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也有很多種類，在此舉例我們生

活中較常看到與孰悉的表現形式，見表 2: 

 

表 2 生活中較常看到的傳統書法表現形式 

 概    述 

中堂 古人用來佈置官衙或居所處的廳堂故名「中堂｣，一般為全開以上的單獨

書畫作品。  

條幅 比中堂小，約長宣紙之直式對開，或比直式對開再大一些，若寬度窄於

對開，則稱為琴條。 

對聯 通常以兩幅為一組，是在對開條幅或琴條條幅上分別書寫上、下聯語，

也稱「對幅」。木刻的對聯稱之為「楹聯」，用於門上為「門聯」，春節用

紅紙書寫吉語對句為「春聯」。   

 



12 
 

聯屏 亦有稱「屏條」「條屏」或「屏幅」。是以中堂、條幅、琴條等相似的大

小尺寸書寫，且依文詞長短寫成多數的條幅。通常為四幅上以之雙數組

合，如六聯屏、八聯屏、十聯屏、十二聯屏等。聯屏間無布邊而且幅幅

相連的作品，稱為「通景」。                                        

橫幅 橫幅是將中堂、條幅或四開等長條表現形式改成橫向書寫。 

斗方 「斗｣為古時之量器，是為正方形，大小不一而近正方形的書法作品稱為

斗方。 

手卷 亦稱「橫軸」或「長卷」，書寫內容比橫幅長數倍，並且為一連貫的格式

文章。此形式不方便懸掛展示，只能於平面物上攤開觀賞閱讀或用於收

藏之用。       

冊頁 將較小幅的作品裝裱以便翻閱，再將其合之成冊，故名冊頁。其內容可

相互連貫，也可單獨成立。 

尺牘 古代書信通稱為尺牘。最初是指古人書寫的工具，古人長者稱簡，短者

稱牘，用於書信文書，通稱「木簡」或「竹簡」的木片或竹片，最後發

展為書信的代名詞。 

扇面 團扇或摺扇。其種類很多，有圓形、橢圓形、長方圓角形及葫蘆

形、扇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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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現代漢文字的藝術表現形式 

    現代書法藝術打破「書法是文字的書寫藝術」這個概念，不再以能辨識的文

字為唯一表現，弱化了以漢字內容意涵為主要的表現方式，將文字發展過程的抽

象符號與象形符號運用在作品當中，作品強調畫面的氣氛營造，呈現多元化的書

寫藝術。 

    從時間的角度來看「現代」的定義，「現代」其實並不完全是現在正在進行

的時間，也有部份是過去的時間。在歷史學上的觀點常以時間分別遠近，「近代」

是距離我們較遠的一段時間；「現代」則稍微近了一些，而泛指我們現今則稱為

「當代」。這種依時間遠近的判斷，採用大家共同認定較無爭議的說法，一般認

為二次大戰後至今則稱為「現代」。 

    現代的書法創作形式仍持續在發展與改變中，現代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有別

於傳統、相對於二次大戰以前的書法藝術，其規則、樣式、筆法、章法、裝裱方

式…等來看，風格與傳統都出現較大的變化，現代書法藝術風格邁向更多元化的

創新創作。列舉近代兩岸發展創作現代書法的藝術家，見表 3: 

 

表 3 列舉近代兩岸發展創作現代書法的藝術家 

人物 / 年代 現 代 書 法 藝 術 創 作 

王壯為(1909~1998) 

 

圖 2  王壯為〈亂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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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佛庭(1911~2005) 

 

圖 3  呂佛庭〈文字裝飾畫〉 

史紫忱(1914~1993) 

 

圖 4  史紫忱〈彩色書法〉 

王冬齡(1945~) 

 

圖 5  王冬齡〈心經〉 

徐永進(1951~) 

 

圖 6  徐永進〈Taiwan〉 

谷文達(1955~) 

 

圖 7  谷文達〈毛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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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代勒(1957~) 

 

圖 8  程代勒〈氣爆〉 

蕭世瓊(1959~) 

 

圖 9  蕭世瓊〈繩書系列〉 

王南溟(1962~) 

 

圖 10  王南溟〈字球組合〉 

邱志傑(1969~) 

 

圖 11 邱志傑〈重複書寫一千遍蘭亭〉 

柯良志(1980~) 

 

圖 12 柯良志〈謙卑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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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本身不是以書法藝術為主要創作的藝術路線，但卻受書法藝術影響，

並以書法藝術為創作元素，進而衍生出的藝術創作形式列舉表 4: 

 

表 4  受書法藝術影響進而衍生出的藝術創作 

雲門舞集(1973~) 

 

圖 13 雲門舞集《狂草》 

飾品  

 

圖 14  飾品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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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符號的意義與創作媒材運用 

 

第一節 符號簡述 

    「符號｣無所不在，符號可以是用文字的意義呈現，也可以運用類比或隱喻

的方式來表達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趙毅衡認為: 

     「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 

      是表達意義。2｣ 

 

一、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 

    符號學的源頭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教學講稿《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

爾將符號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兩個互為表裡的聯結，確立了

符號學的基本理論，被譽為現代符號學之父。 

   「能指」:是指符號的語音形象；「所指」:則是指符號的意義概念部份，再由

這兩部份組成一個整體，稱為符號。將「能指」與「所指」列簡表如表 5: 

 

表 5 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簡表 

符號 能指 所指 

･聲音 

･表達 

･概念 

･形成的意義 

     

    索緒爾將符號與意義的連接關係稱為「任意性｣（arbitrariness），能指和所指

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任意性」的，沒有必然關連。例如「花」的中文字的發聲因

約定俗成的習慣被指為「所有的開花植物｣。 

                                                       
2趙毅衡《符號學》，台北市:新銳文創，2012 年 7 月出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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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號的概念裡，若無相關經驗，則較無法了解符號所代表的延伸意義，而

這個相關經驗是需要經過學習才會有的認知。經過學習後，有了經驗，我們知道

古漢文字的「母｣和英文字的「Mother｣都是代表母親的意義，不同的「能指｣可

以是同一個「所指｣，列簡表如表 6: 

 

表 6  對比中英文的「母｣字 

能指 所指 

母(中國古字) 
母親 

Mother(英文) 

 

    而一個能指，在不同情況下也可能也有不同的所指。筆者再以漢文字「母｣

來舉例:「母」可以是純粹代表母親，但在文章中很多都會借來引申為大地、祖

國…等意涵，這裏是符號延伸出的「所指」意義。 

 

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索緒爾的「能指｣「所指｣概念影響後世不少學者，羅蘭．巴特是其中之一。

羅蘭．巴特又認為符號不只是語言文字，所有事物都可以是符號，例如馬路上的

紅綠燈、廣告招牌、標語…等，符號是無處不在的。 

    羅蘭．巴特認為「能指」:是指符號的外在具體形象，而這個形象是直觀的，

你看到什麼，它就是什麼，沒有多餘的延伸意義。「所指」:則是指符號所延伸出

來的意義，你所看到的外在形象並不足以說明它是什麼意思，它可能存在另外一

個意義，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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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羅蘭．巴特的符號簡表 

 能指（外在具體形象） 所指（符號所延伸出來的意義） 

代表 ･直接看到的 

･直接聽到的 

･事物的內在隱喻 

･因心情情緒形成的意涵 

      

舉例當我們看到一幅一個男子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畫面，它在「能指｣和「所指｣

中各有不同的意涵，如表 8 所示: 

表 8  男子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畫面不同意涵 

 

圖 15 基督圖 

能指 

（外在具體形象） 

所指 

（符號所延伸出來的意義） 

以歐洲古代刑罰來看，這

名男子是被釘在十字架

上的受刑人。  

這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男子

是耶穌基督，是救世主，他為

了救贖人類，而讓自己受刑，

體驗人類所受到的痛苦，用

自己的鮮血洗清人類的罪

惡。 

      

    羅蘭．巴特將符號系統的能指與所指建構成一個新的關係，並指出最後「能

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不再是「任意性」，而會是有必然關係，最終形成「系

統性｣。 

 

圖 16  能指與所指從任意性走到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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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近代藝術家的符號 

    對學者來說，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趙毅衡更認為： 

     「意義必用符號才能解釋，反過來：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解釋，也沒有 

      不解釋意義的符號。｣3 

但對藝術家來說，符號的形成它有更多的情感感悟在藝術家的作品裏，這個情感

也許在符號形成前就已經在藝術家的心裏產生，之後再訴之於創作的作品中而變

成代表藝術家的專屬符號，接著才有符號的意義出現，也才需要解釋。 

    列舉觀賞者看到某個圖形符號，就會立即聯想到創作者的近代藝術家有: 

 

一、草間彌生（1929~） 

    日本藝術家，1957 年移居美國紐約市，並開始前衛藝術創作，現居住在日本

東京。她曾與當代其他藝術家如安迪·沃荷、克拉斯·奧爾登堡、賈斯培･瓊斯一起

聯展。提到草間彌生立即會聯想到其最有代表性的圖形符號是「圓點｣，圖 17 和

圖 18 是草間彌生於 2015 年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出的兩幅作品4:    

                         

                 圖 17〈圓點執念〉                   圖 18〈星之消融〉 

不論是何種形式的作品，「圓點圖形｣都是草間彌生創作中最重要的元素。 

                                                       
3趙毅衡《符號學》，台北市:新銳文創，2012 年 7 月出版，頁 2。 
4草間彌生作品圖來源《夢我所夢草間彌生》，台北市: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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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冰（1955 年~） 

    中國當代藝術家，現居北京、紐約。其為人所知的大部分作品皆與文字有關，

有使用全新自創的「漢字」寫成的「析世鑒」又稱為「天書｣；還有以漢字思維

書寫英文單詞的「英文方塊字」創作。圖 19 圖 120 為「天書｣作品圖，圖 21 圖

22 為「英文方塊字」作品圖: 

             

                    圖 19〈天書〉                           圖 20〈天書〉 

 

           

               圖 21〈英文方塊字〉                     圖 22〈英文方塊字〉 

     藝術家和他們的符號實際上是可以互為「能指｣與「所指｣的。從「圓點圖

形｣來看，它本來只是一個圓點圖形，但因為草間彌生將其運用至創作上，所以

「圓點圖形｣和草間彌生間有了「任意性｣的連接關係，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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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圓點圖形和草間彌生連接關係 

反之，若從「草間彌生｣來看，因為藝術家將圓點圖形完全融入其作品，並深植

至觀賞者的腦海，所以「草間彌生｣和圓點圖形間有了「任意性｣的連接關係，見

圖 24: 

 

圖 24  草間彌生和圓點圖形連接關係 

因為藝術家的創作，所以「草間彌生｣和「圓點圖形｣有了「任意性｣的連接關

係，最後兩者也會形成必然的「系統性｣關係。 

 

第三節 筆者創作符號意涵 

    筆者在此創作研究過程中，除了將漢文字意義弱化成圖像，並在創作中加

入有其代表意義的圖形符號，其圖形符號代表意義解釋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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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筆者創作圖形符號代表意義 

創作圖形 創作圖形符號代表意義 

･直線與橫線條 
使用線條來代表時光的消逝，線條有時會遮住部分文字則是

隱喻文字可能隨時光消逝而不復返。 

線條也有直向與橫向的方式出現，直向代表時光的流逝，橫

向代表不斷交錯發生的情感、事件、悲歡離合…等，人生中

同一個時光裏，消逝的不只是時間，還有情感。 

･「母｣字 
老子有云:「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都有他的起

始點，而這個起始點就可以看成是天下母。以「母｣字來代表

所有人生中遭遇的一切起點，親情的、愛情的、友情的一切

情感。 

這個起始點「母｣，於每個人都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的是

人生中不變的生、老、病、死，而不同的則是每個人獨一無

二的觀點與人生。 

･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心經｣，其意思為:由文字聞修而

親證般若智慧進而超越生死輪迴，到達不生不滅的解脫境界。

這超越生死輪迴，到達不生不滅的解脫境界也是許多人人生

最後的想望。  

將全篇「心經｣用來代表心中「想望｣的那個夢想，愛情的、

工作的、健康的，想望達到的彼方、卻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得

到的夢想，還是只存在「想｣而已? 

･圓圈 圓形線條圓圈，它代表著「循環｣一詞。人一生中會遇到許

多有關人、事、物的情感，或喜或悲，它總是循環不斷的在

生活、在心裏反複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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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多元媒材運用 

    隨著時代變遷，今時來看現代的書法藝術創作，在書寫時所採用的表現形式、

內容，都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表現的媒材亦不再只限制在傳統純粹水墨媒材的

運用，利用越來越豐富的現代媒材，也會讓書寫藝術有更多元化的面向，並產生

更多可能性，形成嶄新的面貌。 

    除了傳統書法藝術必定使用的毛筆、墨汁、宣紙等工具，在此創作研究過

程中，筆者還運用了一些傳統書法藝術上並不會使用到的媒材與工具，如表 10: 

表 10  創作媒材工具一覽表 

 媒 材 名 稱 使  用  作  品 

1 ．廣告顏料 

．壓克力顏料 

 

．作品三《逝･惘》 

．作品四《散氏迴》 

．作品五《母》 

．作品六《蘭亭不息》 

．作品七《十年》 

．作品八《憂患始?》 

．作品九《年華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2 礬水 ．作品四《散氏迴》 

．作品七《十年》 

．作品九《年華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3 噴漆5 ．作品七《十年》 

4 牙刷、紗窗 ．作品四《散氏迴》 

                                                       
5噴漆，人造漆的一種，用硝酸鉛維素、樹脂、顏料、溶劑等製成。通常用噴槍均勻地噴在物體         

表面，耐水、耐機油，乾得較快，用於漆汽車、飛機、木器、皮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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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母》 

．作品六《蘭亭不息》 

．作品八《憂患始?》 

．作品九《年華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5 止滑墊 ．作品三《逝･惘》 

6 金箔 ．作品九《年華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7 瓷碟 ．作品十《為您呈上的是…》 

8 冰塊 ．作品十一 《饗宴一--消逝》 

9 玻璃容器 ．作品十一 《饗宴一--消逝》 

10 寶麗容(製模) ．作品十一 《饗宴一--消逝》 

．作品十四 《饗宴四--不滅》 

11 花瓣 ．作品十二 《饗宴二--痕跡》 

12 瓷盤子 ．作品十二 《饗宴二--痕跡》 

13 樂高積木6 ．作品十三 《饗宴三--趣味》 

14 蛋糕容器 ．作品十三 《饗宴三--趣味》 

15 不雕花7苔蘚 ．作品十四 《饗宴四--不滅》 

16 熱熔膠 ．作品十四 《饗宴四--不滅》 

17 起司木盤 ．作品十四 《饗宴四--不滅》 

  

                                                       
6 樂高（丹麥語：LEGO）是一家丹麥的玩具公司，亦指該公司出品的積木玩具，由五彩的塑膠 

 積木、齒輪、迷你人型和各種不同其他零件，可組成各種模型物件。 
7不凋花原自法國，後來傳到日本。不凋花是運用無毒色素和保鮮劑技巧製作成不凋謝的花。特 

 殊加工後能保存半年到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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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說明與分析 

     

    將此次研究歷程的作品分為:一、我和我自己的內心對話； 二、我和你之間

的對話；三、為你的心對話； 四、我的心對話，四個系列。 

這是解析自我內心的過程，從封閉在傳統中的自我，到想與當代的大眾對話

的心境轉變，想傳達內心感悟而傳達不出的苦澀，到最後再次回到想望書法藝術

的初心歷程。 

 

第一節  心對話---我和我系列 

    在傳統書寫藝術中與自己內心的對話，對自我從未離開過傳統書寫藝術範圍

產生了疑惑，對曾經的信仰有了迷惘，對傳統與當代要如何接軌產生省思。另一

方面也對文字書寫藝術可能會消逝的現況感到不安，糾結矛盾的情緒在心裡不斷

發酵，漸漸累積出改變的能量與養分。 

 

作品一 

作品名稱 :〈 散･循環〉 

創作媒材 : 墨、紙本 

作品尺寸 : 70 × 7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將一篇文字(此作品裡選擇大部分群體較孰悉的心經一文)，將其不按照原有

的書寫章法寫在紙本上，並左右上下錯落的寫著。想像著本來預期應該在行上的

文字，從原本的行上向四面八方慢慢飛散出去，飛入四周的黑暗，並可能終會消

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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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與黑暗底的中間是一圓形的線條，它代表著「循環｣一詞，筆者對文字

隨時光消逝的一方面擔憂和另一方面的暗自期許文字的不消逝，循環不斷的在心

裡反複重現。 

   選擇以楷書書寫是因為這是現階段大家最熟知的字體，看得懂，也念得出，

而這篇文章的字都不在應有的行上，跳耀的寫法，欲讓觀賞者疑惑並想著:「這句

我知道，那它的下一句在哪裡呢?....。｣，甚至有的字已不成句，而是單字的存在

著，加強了觀賞者的疑惑度，而思考著：「這篇文章裡，真的有一篇完整的心經

嗎?｣ 

    

 



28 
 

 

 

 

 

 

 
 

作品一   陳思穎〈散･循環〉 墨、紙本 70×7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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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作品名稱 : 〈逝･晃〉 

創作媒材 : 墨、紙本 

作品尺寸 : 32 × 76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蘭亭序》，是書法家王羲之所作，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是晉代書法

成就的代表，在書法藝術作品上，亦是極重要的代表作品。不論大眾與書法藝術

的交集是多或寡，提到《蘭亭序》就會聯想到書法藝術。 

    此作品臨摹了兩篇完整的蘭亭序，一篇用的是黑墨，另一篇用的是淡墨，再

將兩篇臨摹的蘭亭序重疊一起並微微的錯開，造成疊影，看起來有眼花閃光且迷

離的效果。 

    想傳達的是書法藝術它正在晃動中，也許下一秒它就會從晃動中剝落，即使

大眾知道它是傳統藝術的經典，但若不能引起多數大眾的興趣，它終會從現在的

小眾而愈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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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陳思穎〈逝･晃〉 墨、紙本 32×76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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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作品名稱 : 〈逝･惘〉 

創作媒材 : 彩、墨、紙本 

作品尺寸 : 30 × 30cm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內文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般若經》的重點結集，其中「般若波羅蜜

多」其意思為:由文字聞修而親證般若智慧進而超越生死輪迴，到達不生不滅的解

脫境界。這超越生死輪迴，到達不生不滅的解脫境界也是許多人人生最後的想望。

而選擇書寫此文是因為大眾不論與書法藝術的交集是多或寡，提到《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多是熟知的，選擇此文章能和大多數的群體更親近一些。    

    此作品筆者書寫了完整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文，之後再用後製的方法

為這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覆蓋上一張網，這個網網住了這篇代表不生不滅解

脫境界的文字，讓文字極其不明顯，讓觀者產生迷惘，好好的寫了一篇文章，為

什麼反而要破壞它，讓它越益不明顯，讓人看不清楚呢? 這是引申出筆者對文字

即將消逝議題的迷惘與不安，且最後的想望是文字的不滅。 

   在最後的呈現形式只留下本文的中間一段，去了頭也沒結尾，欲讓觀賞者產

生第二層迷惘…。而這第二層的迷惘是針對熟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群眾，

雖然整篇文章沒有開頭和結尾，但熟知此文的群眾仍是能完整頌出文章內容，只

是沒出現的文字是出現在其心中，看不見它在作品裏。 

   沒有人能明確知曉熟讀此《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否真的能超越生死輪迴不

生不滅，流傳下來的解釋告訴我們會超脫輪迴，但真的會嗎?這是筆者埋下的第

三層迷惘，帶出筆者對文字書寫藝術是否真的會消逝的疑問?這個疑問能解答的

只有時間，但當時間給答案時，筆者卻不一定能知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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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陳思穎〈逝･惘〉 彩、墨、紙本 30×3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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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作品名稱 : 〈散氏迴〉 

創作媒材 : 彩、墨、紙本 

作品尺寸 : 70 × 70cm 

創作年代 : 2016 

 

作品說明與分析: 

    散氏盤是中國西周時期所鑄，以其長篇銘文著稱，全篇共計三百五十字，銘

文鑄於盤內，內文描述兩國交戰，之後斡旋而使戰事不致擴大，並訂立契約和平

落幕的史實。 

   以歷史方面來看，因為有了這篇銘文的流傳，才讓後世可以得知有這段史實

的文獻。以書寫藝術方面來看，更是留給我們文字演變的樣貌，其線條與結構的

多元變化，不同的造型亦別具奇趣。 

    筆者將散氏盤銘文作為此作品的中心，表達對文字流傳下來的感動與讚嘆，

後面則隱約畫出散氏盤的圖形，將散氏盤的樣貌傳達給觀賞者，而前方的黑白線

條代表的是時光，黑色線條代表時間流逝的快速，白色線條代表時間流逝的無情，

線條刻意遮擋住部分散氏盤銘文則是喻意此銘文文字隨時光流逝近乎消逝不復

返的事實。 

    雖然文字會隨時光流逝而幾乎消散，但被記錄下來的文字終是會回饋給我

們當時的文明和曾經發生過的事，也因為有了文字的流傳，雖然流逝的時光無

法重來，但人們總可以循著文字的流傳找回當時歷史留下的痕跡。 

   在為回不去的時光感嘆時，同時也為留下的文字歡喜，悲與欣交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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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陳思穎〈散氏迴〉 彩、墨、紙本 70×70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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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作品名稱 : 〈母〉 

創作媒材 : 彩、墨、紙本 

作品尺寸 : 70 × 70cm 

創作年代 : 2016 

 

作品說明與分析: 

    老子云:「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都有他的起始點，而這個起

始點就可以看成是天下母。作品中的「母｣字，是以中國古文字來書寫，象徵文

字的一個起始點。再將「母｣字以多樣的面貌--大小、濃淡、疏密、乾溼…等不同

的形式呈現。 

   這個起始點「母｣，於每個人都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的是人生中不變的生、

老、病、死，而不同的則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觀點與人生。不同面貌的「母｣代

表在各自的人生所經歷各自的甜、酸、苦，箇中滋味只有自己能體會。 

    黑色與白色線條代表時光的流逝，在逝去的時間裡，不斷交錯發生的情感、

事件、悲歡離合…等，都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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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陳思穎〈母〉 彩、墨、紙本 70×70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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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心對話---我和你之間系列 

    反思自我內心的改變歷程後，想與旁人分享的心情，但想法感觸是自我本身

的，想傳達的心情傳遞不出去，或即使傳達出去了，旁人也只能接受到其一或二，

不能全然被了解的無奈心情，在彼此之間出現一道橫跨不過的空白。 

 

作品六 

作品名稱 : 〈蘭亭不息〉 

創作媒材 : 彩、絹本 

作品尺寸 : 107 × 143 ㎝ 

創作年代 : 2016 

 

作品說明與分析: 

    《蘭亭序》是書法家王羲之所作，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是晉代書法成

就的代表，在書法藝術作品上，亦是極重要的代表作品。不論大眾與書法藝術的

交集是多或寡，提到《蘭亭序》就會聯想到書法藝術。 

    《蘭亭序》整篇筆意流暢，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實際的文字大小約 1~1.5

公分左右，筆者將其放大成不同大小亦不減其字之美。在此作品中，刻意將其文

章頭尾寫在一起，似一循環，期盼雋永的文字藝術生生不息的流傳，不會被遺忘

在時光洪流中。  

    傳統對書法藝術的既有觀念就是白底黑字，筆者在此作品中沒有帶入一點墨

色，觀賞者似知道是書法藝術，但又找不著墨的痕跡，沒有墨色的書法藝術仍舊

是書法藝術嗎?這個問題不只筆者問自己，也是交給觀賞者的疑問題? 

    而以綠色為圖底也是寓意有文字大地回春，生生不息的意思。交錯的線條代

表時光的流逝，即便時光流轉不再回，經典的文字藝術總是會留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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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   陳思穎〈蘭亭不息〉彩、絹本 107×143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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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作品名稱 : 〈十年〉 

創作媒材 : 彩、紙本 

作品尺寸 : 45× 180 ㎝ × 4 幅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此作品背景採用宋朝詩人蘇軾《江城子》詩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

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

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

短松崗。｣  

    這是一首蘇軾追悼其亡妻之作，以記錄夢境來抒發對亡妻真摯的情感和深深

的思念，可卻永不能再相見的哀痛，即使在死別後，這份思念之情仍綿延不絕。    

這份情感不屬於現代的我們，但百年後，我們卻可以透過留下的詩詞文字內容感

受百年前蘇軾的感受，這就是文字的感染力。 

    筆者將同一首詩書寫兩份，第一份看起來文字較清晰，第二份則看起較模糊， 

然後再在表現形式上將其分成四幅，依序是清晰頭→模糊尾→模糊頭→清晰尾。 

其代表意涵的是百年前的作品隨時光流逝應該越變越模糊不是嗎?但百年後，它

不但留下來了，還可以感動後人，以為會斑駁消逝的文字，卻因為內容的雋永而

更清晰。這時候，時光的河流轉變得慢了，在我們被一首情感真摯的文字感動並

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時。 

    但筆者被此首詩感動之餘，可能換一個觀賞者的角度卻沒有這種相似的感受，

當筆者想和旁人分享自身的感悟，對方卻沒有如筆者的感受，此時清晰的一面則

又回到模糊的那一面，是雙方彼此之間互相觸不到的洪溝。 

  矛盾的是筆者和蘇軾並不相識，卻為了他的一首詩哭斷腸，筆者感受了蘇軾

的感受，但卻無法與身旁的朋友分享這份心情，這時筆者只能和自己的內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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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文字或創作，而和旁人之間的對話則是隔著一片空白。筆者想說與對方了解，

但對方感受不到我的感受，解釋再多都無法傳達心中的情感，此作品是我和你(他

方)之間矛盾揪心又無解的距離。 

    而以紅色為圖底是因為紅色一直是中國的情感象徵顏色，尤其是喜慶年節時，

大紅是寓意歡樂的意思。縱使斯人消逝，但曾經那麼美好快樂的回憶會存在記憶

裡。而這時的時光便變慢了，隨著回憶在心中，在腦裡慢慢的流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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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陳思穎〈十年〉彩、紙本 45×180cm×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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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作品名稱 : 〈憂患始? 〉 

創作媒材 : 彩、紙本 

作品尺寸 : 90 × 18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此詩出自蘇軾《石蒼舒醉墨堂》，全篇文章如下: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 

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為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 

    石蒼舒為蘇軾好友，其草書造詣在當時頗有盛名。蘇軾寫此詩其實是「明貶

暗褒」石蒼舒的草書之美，暗喻其功力之深。再往下閱讀，此詩雖看似明貶石蒼

舒總寫旁人看不懂的草書，其實卻是蘇軾憑藉好友書法之盛名，暗自舒發個人內

心牢騷的心境。 

    但因其用了「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作為全詩的開頭，若不

繼續往下看，可能會以為蘇軾是真的認為一個人一旦讀書識字，他的一生便從此

坎坷了，平常人只要認識自己的姓名便足已…。 

    以此角度切入思考，一篇完整的文章若不從頭到尾仔細閱讀，只看了頭便臆

測結尾，有可能與文章內容不符合。而這也體現在人與人的交流中，我想傳達給

你的有百分百的思緒，但你依照你的想法與當下的感知只接收到了百分之八十，

甚至只接收到了百分之五十、三十…不等，這都是人與人交流的盲點，因為每個

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你所認知的事實恰巧會是他人心中的疑惑點，十個人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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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會有屬於他們自身的十種解釋，如同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

樣。 

    有趣的是，隨著時間的流轉，當初喜歡的認同的，有可能變成討厭的和不認

同的，以前很在意的，過不去的過去，隨時光流逝後，好像也沒那麼過不去那麼

刻骨銘心了…。 

   《石蒼舒醉墨堂》之於當時的蘇軾是人生中的某一首詩，某一刻的心情，但

隨時光流傳，這一首詩的痕跡，敲擊的卻是你我心中各自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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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陳思穎〈憂患始?〉 彩、墨、紙本 90×18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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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 

作品名稱 : 〈年華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創作媒材 : 彩、墨、紙本 

作品尺寸 : 180 × 90 ㎝ ×4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般若經》的重點結集，其中「般若波羅蜜多」其

意思為:由文字聞修而親證般若智慧進而超越生死輪迴，到達不生不滅的解脫境

界。這超越生死輪迴，到達不生不滅的解脫境界也是許多人人生最後的想望。而

選擇書寫此文是因為大眾不論與書法藝術的交集是多或寡，提到《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多是熟知的，書此文能和大多數的群體更親近一些。 

    將人生分為二十、四十、六十、八十這四個階段，這裡的《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代表了每個年齡層的想望，二十歲的青春黃金歲月，好似有揮霍不盡的時間，

只為學業、愛情煩惱著…；四十歲時突然感受時間流逝的快了，對事情的考量層

面多了，穩定的工作和追求夢想哪個重要?天秤的兩端搖擺著…；六十歲時，時

間流逝的更快了，擁有的珍惜，失去的好像也沒那麼後悔，當初覺得過不去的好

像也沒那麼過不去…；八十歲時，回顧人生的，就連曾經的遺憾也是美好的，平

安健康則是想望的基石。 

    四張圖一樣的大小，分別代表各二十年，線條代表時間的消逝，每個二十年

其實都是一樣的時間長短，但四十歲的二十年到六十歲二十年，再到八十歲的二

十年，時光的流轉感覺簡直是飛逝了。時間是最公平的對待每個人，在一樣的時

光裡，每個人的二十、四十、六十、八十年華都有不同的生活體會，那是不可複

製，專屬於其的唯一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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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九  陳思穎〈年華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彩、墨、紙本 

180×90cm×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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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心對話---為你系列 

    因為不被明白的心意，想要被了解的想望，進而轉變了創作的面向，區別以

往對傳統書法藝術的既定印象，試圖讓創作是有趣的，能引起觀賞者的興趣。這

時期的出發點全然是從為觀賞者而出發的創作。讓觀賞者參與作品的呈現，甚至

能觸碰作品，而不是只能用眼睛觀賞作品。 

 

作品十 

作品名稱 : 〈為您呈上的是…〉 

創作媒材 : 墨、碟子 

作品尺寸 : 180 × 36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蘭亭序》是書法家王羲之所作，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全文共三百二

十四個字，是晉代書法成就的代表，在書法藝術作品上，亦是極重要的代表作品。

不論大眾與書法藝術的交集是多或寡，提到《蘭亭序》就會聯想到書法藝術。 

    以三百二十四個小碟子呈現蘭亭序一文，就像為您呈上三百二十四道菜色，

每個字都能讓您細細品嘗，逐一品味。而其中有刻意將文字斑駁化的部分，只留

下淡淡的痕跡，是想讓觀者逕自體會，個別的字在個別的觀者心中的形狀，就如

相同的菜色，但不同的人嚐起來卻有不同的滋味。 

    斑駁化的字也代表了當時的心境，年輕時看《蘭亭序》只看到了「天朗氣清，

惠風和暢…｣，可隨著年紀漸長，卻只看到「情隨事遷，不知老之將至…｣。明明

是同一篇文章，卻可以隨觀者當時心情而改變心境。縱然寫下的文字會隨時光消

逝，但深埋在心中的文字是不會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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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十  陳思穎〈為您呈上的是…〉墨、碟子  180×36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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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 

作品名稱 : 〈饗宴一--消逝〉 

創作媒材 : 玻璃容器、冰塊、寶麗容 

作品尺寸 : 30 × 3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饗宴｣，從《說文解字．食部》：饗，鄉人飲酒也。字面上的意義就是「招

待賓客的宴席」。筆者為你(觀賞者)準備了一桌宴席，共有四道以時光為主題的菜

餚，請你入席來品嘗。時光是宴席主題，象徵起與始的「母｣字是主要時光元素，

融入至每道為你而設的菜餚。 

    第一道菜色是以冰塊製成的「母｣字，冰塊製成後呈上宴席，從開始到消逝

變成水的時間約二~三小時，這二~三小時可以觀察到冰塊製成的「母｣字漸漸融

化的過程，從冰塊製成的「母｣字，消逝到剩一灘水，這個人生中的二到三小時

光陰，每個入席者分別會想到了什麼，就是入席者各自的人生感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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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  陳思穎〈饗宴一--消逝〉玻璃容器、冰塊  30×3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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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 

作品名稱 : 〈饗宴二--痕跡〉 

創作媒材 : 大瓷盤、花瓣 

作品尺寸 : 30 × 3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饗宴｣，從《說文解字．食部》：饗，鄉人飲酒也。字面上的意義就是「招

待賓客的宴席」。筆者為你(觀賞者)準備了一桌宴席，共有四道以時光為主題的菜

餚，請你入席來品嘗。時光是宴席主題，象徵起與始的「母｣字是主要時光元素，

融入至每道為你而設的菜餚。 

    第二道菜色是以各種花瓣排列成的「母｣字，而用哪種花瓣則可依當時時空

環境下的心情而去改變。作品十二的圖是使用菊花花瓣，當時正是四月清明節前

後，筆者使用了菊花花瓣，菊花在東方代表對前人的追思，在剝下花瓣的這段時

間懷想過世的長輩，排列完成後也可以靜靜的欣賞使用菊花花瓣排列成的「母｣

字。也因為是用手將花瓣一瓣瓣剝下，在看圖時，也可以聞到陣陣的花香殘留在

手上。 

    而隨著時間的流轉，過幾天後本來新鮮美麗的花瓣已乾枯了，這時在大瓷盤

上可以看到之前刻上的「母｣的痕跡。若以花語來表達，菊花:思親、玫瑰:愛情、

康乃馨:母親…等，不論是哪一種情感，都有它的開始與結束，但曾經發生過的事

與接觸過的人，總是會在心裡留下他的「痕跡｣。 

 



52 
 

 

 

 

 

      

作品十二  陳思穎〈饗宴二--痕跡〉大瓷盤、花瓣  30×3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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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 

作品名稱 : 〈饗宴三--趣味〉 

創作媒材 : 蛋糕容器、樂高積木 

作品尺寸 : 30 × 3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饗宴｣，從《說文解字．食部》：饗，鄉人飲酒也。字面上的意義就是「招

待賓客的宴席」。筆者為你(觀賞者)準備了一桌宴席，共有四道以時光為主題的菜

餚，請你入席來品嘗。時光是宴席主題，象徵起與始的「母｣字是主要時光元素，

融入至每道為你而設的菜餚。 

    第三道菜色是以樂高積木堆疊而成的「母｣字，選用黑色樂高積木是因為從

墨而生的初心。樂高積木幾乎是現代不論哪個國家都知道的玩具，大部分人在孩

童時期也都接觸過樂高積木，甚至長大成人後也有一直在其中尋找找樂趣的。筆

者使用樂高來代表人生中的「趣味｣，在一生中接觸的人、事、物在心裡烙下痕

跡後，最後回想起來不論是快樂的、辛苦的、悲傷的…，千百種的滋味，都是人

們活著一生得到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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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  陳思穎〈饗宴三--趣味〉蛋糕容器、樂高積木  30×3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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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四 

作品名稱 : 〈饗宴--不滅〉 

創作媒材 : 起司木盤、不凋花苔蘚、寶麗容 

作品尺寸 : 30 × 4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饗宴｣，從《說文解字．食部》：饗，鄉人飲酒也。字面上的意義就是「招

待賓客的宴席」。筆者為你(觀賞者)準備了一桌宴席，共有四道以時光為主題的菜

餚，請你入席來品嘗。時光是宴席主題，象徵起與始的「母｣字是主要時光元素，

融入至每道為你而設的菜餚。 

    第四道菜色是以不凋花「苔癬｣拚貼而成的「母｣字。有明確記錄的苔蘚化石

已在南極和俄羅斯的二疊紀中被發現，且其中一件更是遠至石炭紀的苔蘚化石，

另外，也有志留紀的管狀化石是苔蘚的蘚帽中部份的殘餘，可見苔蘚這個植物在

世界上分布區域的廣大與時間上流傳的久遠。以苔癬來代表「不滅｣的意涵，期

盼文字的不滅。這個「不滅｣不受生命的消逝而結束，而是既使生命結束了，留

下的文字可以記錄你我的人生故事，文字可以很久很久，能生生不息的傳承至永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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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四  陳思穎〈饗宴四--不滅〉起司木盤、不凋花苔蘚、寶麗容 

  30×4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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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心對話---我系列 

   最後一個系列回到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走過這場研究創作歷程，筆者感受到

創作就像一個循環，沉澱心境、獲得養分、再出發。不論循環多少次的創作歷程，

所有的改變都是為了最終心理不變的初心，回到創作的原本的顏色，不忘初心。 

 

作品十五 

作品名稱 : 〈橫豎都是空無〉 

創作媒材 : 墨、紙本 

作品尺寸 : 依展示現場而定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大乘佛教理論裏的「中觀派｣用「緣起性空」來解釋世間的一切法皆是「因

緣和合｣所生之法，因為是「依緣而起｣，故不是「本來自在」的法，所以不真實，

是苦、是空、是無常、是無我。 

    將「空｣與「無｣從中提出作為作品元素後，再將「空｣與「無｣兩字以筆者設

定的時光線條符號直接在文字上做切割分解，原先同一個時光中所書寫出的文字，

卻因分解的動作反而不能分辨真實的字體為何，讓觀者有困擾，想讀出或思考看

到的到底是什麼字? 

   「空｣與「無｣兩字打散成長條型十六片(空與無字各八片)與正方形十八片(空

與無字各九片)，相加後共三十四個小框的作品，它們確實是「空｣與「無｣兩字，

但在分散後卻不能一眼就看出來。這三十四個小框會依展出場地而有不同形式的

展示。也會因展出空間牆面的底色不同而有不同的視覺感受。 

    每一片圖形上都會有一印章，「蓋橫的是空字，蓋直的是無字｣。這句子字

面上本來是很明確的意思，但實際實踐後發現只適用在長條型的字片，因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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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的字片兩邊是一樣長度，也就無法從印章上分辨是空還是無了。 

    就好像人生一樣，甲之蜜餞卻是乙之砒霜，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想望的

人、事、物，渴求了一輩子的事，到最後其實得到了和沒得到是一樣的，橫豎

都是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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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五  陳思穎〈橫豎都是空無〉墨、紙本  依展示現場而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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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六 

作品名稱 : 〈原色〉 

創作媒材 : 墨、紙本 

作品尺寸 : 70 × 7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人生中所經歷的一切，有喜有樂，有悲有哀，不論多快樂多苦痛，喟嘆了悲

歡離合一遭後，還是要回歸生活的原色。 

    使用最原始的無思考過的下筆筆觸，表現自然的乾、濕、濃、淡的墨色，這

是經歷了一個循環後再回到初心始現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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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六  陳思穎〈原色〉墨、紙本 70×70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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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七 

作品名稱 : 〈聚･循環〉 

創作媒材 : 墨、紙本 

作品尺寸 : 70 × 70 ㎝ 

創作年代 : 2017 

 

作品說明與分析: 

    將一篇文字(此作品裡選擇大部分群體較孰悉的心經一文)，將其不按照原有

的書寫章法寫在紙本上，並左右上下錯落的寫著。再想像著文字從四周黑暗的空

間，四面八方慢慢飛散進到中心，最後排列回到整齊的行句。 

    文字與黑暗底的中間是一圓形的線條，它代表著「循環｣一詞，筆者對文字

隨時光消逝的一方面擔憂和另一方面的暗自期許文字的不消逝，循環不斷的在心

裡反複重現。 

    作品十七〈聚･循環〉和作品一〈散･循環〉是同一件作品。〈散･循環〉是對

所有面對的一切感到迷惘、不安，是徬徨與疑惑；〈聚･循環〉是最後回到初心始

現的原點。在擁有生命的時光裏，每一個吸收養分，蓄積能量的時光，都是為了

下一站再出發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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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七   陳思穎〈聚･循環〉 墨、紙本 70×7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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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創作省思 

    在這段創作研究歷程中，接觸了許多新的認知，從最初的迷惘到反思，然後

重新理解了創作的涵義，到最後付諸創作實踐。這段創作歷程中的作品與筆者往

昔的作品有截然不同的呈現，此創作歷程是筆者創作的里程碑，它不是終點，而

是另一個起始點，開啟了筆者對創作認知領域的另一扇視窗。 

    藝術作品是生活的體會與表達，而作品就是一個與大眾交流的最佳媒介，而

不是故步自封在自己的世界裡。創作者的作品由心出發，若思想被自己侷限住，

很容易陷於象牙塔中，封閉在自己設的框架中無法跳脫。只有不為自已設限，先

沒有不可能，才會有更多有可能的作品呈現。 

    這場創作研究歷程，經歷了從前沒有過的經歷，淘空了內心，挖掘自己深層

的情感面，在思考創作前的崩潰，好像將自己瓦解了，再一片片撿起來拼湊出全

新的自己，是一場創作的蛻變。筆者追求的不再是一字一筆劃有多完美，而是在

作品裡投入的真摯情感，美是作品，破壞、遺憾、不完美也是作品，它們都是傳

達作品情感的元素，而作品裡蘊含的意義則是作品的主動脈。 

    從前筆者所思考表現的是傳統意義上完美的書法藝術作品，現階段則會想賦

予作品更多的時代性，與這個筆者生活所在的二十一世紀裏接軌。作品的表現形

式也不再只是侷限傳統式的卷軸、對聯…等，另外作品的使用媒材也不再只有傳

統的水墨材料(墨汁、宣紙…等)，書法藝術走到二十一世紀，應該有它在二十一

世紀更多元化的面貌出現。 

 

第二節 未來展望 

    無論創作的形式，思想，理念的改變，都只是表象的改變，不變的仍是自我

的初心，所有的不在傳統書法藝術上的作品，其背後都是因為有了入古才能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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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蘊，才會出現創新的、可行的，能走進現代，帶入現代元素，並與大眾交流

的藝術創作。 

    文字書寫藝術在現代裡，應該不再只是單純在創作者自身的創作過程中達到

心靈慰籍與滿足，建構創作一個書寫藝術的新方向，也是目前書寫藝術另一種發

展的可能性，更是現代書寫藝術另一種精神所在。 

    書法書寫藝術觀念都是源遠流長的保存至今，並非這些觀念皆是老舊、無處

可取的，相反地，能從舊有碑帖中吸取營養、汲取精華，進而發展更多知識與可

能，從中心出發，對於既有的知識能量作重新的詮釋，吸收本有的觀念，到之後

跳脫後而成為一種新面貌的美感概念。從傳統出發，尋找嶄新書法書寫藝術可能，

嘗試新的方式創作，不代表放棄傳統的創作，它們亦可以是同時並進的。 

    藝術創作的關鍵在於讓觀賞者感受到了什麼，作品感染力會因每個人不同的

情感經歷、生活沉澱、文化積累而形成各式各樣的延伸，藝術創作的作品只是引

子，而大千世界的感悟則在每個大眾的內心裡各自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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