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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研究漢字書法做為水墨圖像互文性討論所進行的創作探討。期間

環繞著幾個問題：台灣於五六零年代的現代水墨運動，在激情過後，其背後意圖

是個人政治或純粹為藝術而藝術？走向創新手法與純形式構成的現代水墨，是否

將水墨由文人畫的筆墨極端，推向水墨媒材論的另一個極端？現代水墨的書法性

剝除，是否是改革激情的當下，對自身文化的不夠理解所產生的誤區？以漢字做

為創作元素的當代水墨創作，在釐清上述問題後，將以何種方式進行試探與實

驗？ 

在這些問題的引導下，論文首先的研究方法是透過文獻分析釐清相關議題的

發展而形成。藉由議題的討論，澄清過往可能的誤區，就相對性的角度找尋可能

的創作路徑與理論方法。 

參照文心雕龍與德勒茲根莖理論，找尋”之間”的美學實踐以及二值邏輯價

值觀的跳脫，在現有的水墨創作模態疆界中，生成多元流變的解疆域化。因而釐

清個人創作與母體文化的依存關係，成了主要的創作立基。重新審視漢字書法與

水墨圖像的互文性之其他可能，歸結出作品創作背後的三個理念建構：書寫的時

間性、材質的物質性、向上提升與建構的蒙太奇拼貼。以漢字書寫形塑作品第一

層時間序列，當下的時間綿延至觀者閱讀漢字形象時所產生的二層時間序列。材

質的物質性嫁接於書寫時間性之上，在異質媒材的相互拉扯中，凸顯水墨的物質

性格。圖像、文字、材質的拼貼，其背後向上建構與提升的蒙太奇意念，回溯創

作者與文化母體之本源關係，引導創作者於創作過程返回自我身分的認同。 

透過分析當代水墨創作等相關作品，思考比較不同觀點與理論意涵，歸結出

個人創作實踐的可行方向，以書寫、異質並置等技法的使用，回應通變、解域的

內在理念，製造出內外相符的作品。 

 

關鍵字： 

 

水墨創作、漢字書寫、根莖、逃逸線、解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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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at analyzing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creation based on the 

image intertextuality of ink painting. A few questions are of pivotal importance 

worthy of discussion. What was the true motif of the modern ink painting movement 

in Taiwa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as it motivated by political factors or by the 

idea “art for art’s sake”? Will the modern ink painting,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innovative techniques and pure forms, push ink painting from “wenrenhua” (i.e., 

scholar painting), one of the two extremes, towards the theory of Ink Monochrome 

Media, another extreme?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calligraphy stripping of modern ink 

painting is actually the erroneous result due to certain misunderstandings of its own 

culture?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questions answered, in what form will the Chinese 

character-based modern ink painting creation conduct its exploration and experiment?     

Through the contextually relevant questions, this thesis was first conduct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With all the ambivalence clarified, this thesis also makes 

an endeavor to find the possible method of cre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cepts.  

With reference to Wén Xīn Diāo Lóng, or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nd Gilles Deleuze’s theory of Rhizome, this thesis tried to discover the 

“in-between” aesthetic practice of the two concepts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dichotomy,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multiple deterritorization in the terrain of ink 

painting creation. Hence, explication of th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idiosyncratic 

creation and cultural matrix became the foundation. After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creation and the image intertextuality of ink painting, three major 

conceptions were founded: temporality of calligraphy, materiality of substance, and 

upwardness and construction of Montage.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creation 

constituted the first temporal sequence; meanwhile, the immediate temporality 

continued, thus forming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temporal sequence when readers read 

the imag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materiality of substanc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temporality of writing, interacting with the heterogeneous substance, and 

accentuating the material features of ink painting. The Montage of images, words, and 

materials enhanced the constructive Montage image; it further retrospected to the 

original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cultural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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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via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reations of ink painting and ex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contents that the final conclusion was 

reached. Namely, the potential methods of individual crea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writing and heterogeneous juxtaposition—all these responded to changeable and 

deterritorizational concepts, and thereby created artworks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rrespondence. 

 

Keywords: ink painting creation,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Rhizome, lines of flight, 

deterritorial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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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是奠定在筆者作品，及創作思辯過程中的省思與心得， 

由作品與自我主體為首要的考量重點。筆者作品的生成，依據個人主觀意識、想

法、概念，進行轉化嘗試然後實驗而來。因此，作品具備創作者本身的特殊性格，

同時區別了外在其他事物的普遍性。當然，與作者自身之經驗和主觀想法相關

聯。整體來說，是對於藝術創作有機體的探索歷程。 

 本文的動機，源自自身作品的生成，以一系列的創作過程進行實踐，最後才

能有極少的成果產出。期間，因個人作品所關注的主題，正是進行水墨創作思辨

所賦予而來的實驗。因此，體現了筆者思考材質可能性以及材料特殊性，在當代

社會語境下有何機會等問題。而這些作品所關注的主題，正是水墨發展上的重要

命題，即文字書法與繪畫圖像之間的關係。 

 文字書法與繪畫的關係，在近代水墨的發展，備受討論與檢討。書法性線條

的使用，在現實創作中，因書寫工具變革的時代因素，必須意識到電腦數位時代

的來臨，動搖了毛筆書寫的基礎，電腦打字凌駕了毛筆書寫。在中國社會環境裡，

早已不存在一個專門使用毛筆的文化階層。因此，毛筆的使用不若以往頻繁，使

用毛筆逐漸成了技巧性的藝術行為，書法已走向了專門藝術之途。另外，二十世

紀的現代水墨改革，針對文人畫書法性線條的攻擊，也讓書法逐漸不被畫家所重

視，在水墨創作上漸趨邊緣。這種落差是現實與歷史發展的不可逆，導致水墨創

作者須重新思考書法文字與繪畫圖像，在當代水墨創作領域裡，能否有其他多元

實踐的契機。 

 然而，作為一種符號，漢字書法在水墨的利用與表達上仍是大有可為，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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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帶來新面貌的異質性組合之可能。本研究試圖梳理書畫同源、以書入畫等問題，

探究水墨發展之過程是否存有對兩者關係誤讀之現象。此外，如何避免從二元分化

的角度，看待水墨中書法文字與圖像繪畫間的關係。然後進一步在兩者之間，尋求

多元的第三條進路。以這類型態作品的製作，去嘗試、摸索以及探索未知的世界。 

 文字作為一種符號在水墨上的陳述與表達，不僅不比其他藝術種類差，相反的，

它更能讓人識別民族身分。但問題是，當代水墨畫家在進行藝術實驗時，不僅需要

把握水墨畫的歷史屬性與文化內涵，還必須掌握當代文化環境中需要提問的議題。

也就是說，思索水墨圖像與書法文字間的問題時，無法忽略概念想法的重要性。因

此需具有觀念性之啟發，藉由中、西理論的探源比較，與借鑑前人創作之軌跡和方

法論，來達致概念性思維的啟蒙。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論述書法文字與圖像在當代水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困

境，以及探究背後可能衍申的理論。同時對於創作過程中所使用的材料、觀念，以

及借鑑根莖方法等為創作時所使用的內在引擎，進而推演出屬於個人面貌的新形態

作品，以落實理論與實踐間的理想狀態，達到創作上之觀念思考與內在意圖。 

 透過分析現代水墨發展之困境以及書畫同源、以書入畫等千年命題的爬梳，輔

以理論研究之根據，探討二元對立之外的其他選擇。在水墨與書法兩者搭配下，蘊

含著怎樣的歷史選擇；從創作方法的角度，重新給予文字書法在繪畫上的實踐機會。

嘗試表現出與過往創作全然差異與多元的作法，提供往後的創作場域一種可供參考

與思辯的方向與想法，藉此思考如何突破現有困境，以活潑的生成動力，體現多元

的想像世界。 

 受殖民之影響，臺灣於各項文化內容多少都帶有後殖民主義的色彩。加上複雜

的政治因素與歷史包袱，讓身處在這塊土地上之藝術工作者，對於自身文化價值及

身分認同，有著模糊不清、語焉不詳的內在情節。水墨畫之發展，不可避免地與中

國文化有著臍帶般的相連。卻因身分認同與政治因素，水墨的發展受到整體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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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壓。經歷了中原文化的延續、現代水墨的激烈變革、鄉土運動的回歸，最終返回

臺灣這塊土地的價值。多元並置的文化情境，讓水墨畫的面貌呈現活潑不羈的樣態，

有著各種樣式的表達。與各文化間的相互引用，對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疏離，使它

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得以持續的存在。 

身處在強勢文化主導下的世界藝術語境，水墨畫不可避免的必須消解自身的文

化語言。但是，縱使文化需具有開放性的特質，卻也不能把消解自我作為開放的前

提與目標。這其間存在一種風險，就是一言堂式的文化霸權。假如水墨開放至可以

允許它種文化來撥轉自我的生存指向，那麼，其自身的文化價值與歷史發展就已喪

失了生存之可能。現代水墨既以開放自身為前提作為延續本體藝術生命的籌碼，對

於自身發展脈絡下所積累的種種，也應當持開放的視野重新回歸審視。拒斥或無視

自我原有的本體價值，絕對的異化成它者，最後將導致對立衝突的僵化與失落。如

同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1925-1995)所指出的那樣，唯有將藝術作為一

種路徑，才能將它從個人記憶與集體理想中擺脫出來，真正達到釋放的可能性。 

 臺灣水墨藝術之發展，有來自中原傳統文化的延續，理所當然也包含了臺灣這

片土地特殊的文化情境。是由島嶼文化、多元民族之風土民情所共同發展堆積出來

的結果。雖與原生的水墨已不相同，但審視其延續之內容與差異為何，亦是本研究

在創作理論與實踐上所試圖探究的目標。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便奠基於，當臺灣的地理環境與文化內容以及政治氛圍所形

塑的邊緣性格成立時，相對於主流的中原水墨，地處邊緣與文化弱勢的臺灣水墨畫

家，如何從多元發展、文化殖民經驗裡，演繹出多種水墨藝術的可能。利用不同的

視角與歷史背景，重新審視水墨的過往、傳統、優勢、劣勢。區別主流發展和強勢

文化所主導的中原水墨，同時釐清水墨藝術與歐美藝術的差異所在。進一步確立水

墨發展的藝術獨特性，為其提供一條有可能的創作路徑，並豐富臺灣這塊島嶼的文

化與藝術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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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 

 

本研究透過筆者的作品，作為討論文字書法與圖像繪製的水墨之主軸。試圖 

從正在發展進行中及未定論的創作模態，來研究此間藝術類型的種種可能。研究的

過程與創作路徑，除了進行相關資料之蒐集與參考外，更擷取文獻資料中的相關理

論與議題。搭配以個人的創作作品，加上個人的見解與觀點，予以分別討論論述。 

 論文的安排將以五個主要章節做為分配。分別是：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當代水

墨的話語權流變與文化誤讀、第三章水墨創作路徑之理論與方法、第四章作為他者：

漢字書法在水墨畫中的其他可能、第五章作品分析、第六章結論。以上述的六個章

節作為本論文的內容鋪陳。而研究的內容概要分述如下： 

 第一章探討本論文所呈現的水墨藝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動機與目的等等的初步

試問。 

 第二章釐清現代水墨改革的現狀與困境，對書畫同源、以書入畫命題的重新闡

釋。此部分主要分成兩區塊申論，第一個區塊論述現代水墨改革的意圖與過激，造

就了二元分化對立的僵化體系；第二個區塊論述以書入畫與書畫同源的複雜關係，

提出文化誤讀的可能與方法論的思辨。 

 第三章探尋理論與概念想法的參照。主要的文本來自劉勰的文心雕龍與德勒茲

的根莖理論。分成兩大部分，如下簡述： 

(一)獲取文心雕龍於創作思辨上的方法，經由平時學養的養成，再以藝術表現形 

   式自然流露，方為創作之上法。 

(二)德勒茲根莖理論揭示了不同於二元分化對立的創作視角，借重植物學上根莖 

   的概念，強調多元生成的可能。 

上述兩部分的交集點在於，都是以一種多元視角看待世界，拒斥單一價值與僵化的

形式推演和模仿。 

 第四章作為他者：漢字書法在水墨畫中的其他可能，討論書法文字作為象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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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的水墨表現。涉及了作品的象徵意涵、閱讀方式等的方法建構。透過並置、拼貼、

重組等方法，演示書法與文字在水墨中的當代性意涵。 

 第五章作品分析與媒材應用等相關論述。分析作品中的元素、符號以及水墨媒

材特性和水墨媒材作為一種材質，於現當代的水墨創作上，有何更新更廣的嘗試與

呈現。主要分成兩個系列進行，一是「漢字符號的重構與再置」。這系列的作品偏向

著重文字的意涵性。第二個系列是「異種材質的拼貼與並置」。此部分作品則是關注

不同材質於水墨上的加乘效果，利用材質本身的優勢相互彌補，以拼貼組裝的方式

進行畫面的構成。最後一個部分，是除上述兩系列外，所作的延續與試探性作品。

有些承接了上一階段的創作主題，強調水墨暈染與層次堆疊後的物質特性；有些則

是針對時間性所做的嘗試，探討時間切割之後再重新組裝所構建的時間感。 

 第六章結論針對上述章節的研究與分析，總結現階段個人創作之心得，並嘗試

推演下階段的創作方向。歸納個人於創上的內在思維，以及實務創作面上的創作理

念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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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當代水墨的創作與發展，書法文字與圖像符號為其中可能之創作方向及探索內

容。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便是圍繞在如何開展此類表現的可能性上。從內部之

中的作品分析，和外部文獻的討論整理中，嘗試揭示這類處在發展中的藝術表現。

在發展進程與現今作品的呈現上，尋求怎麼樣在藝術作品之內容與藝術家個人之間

的互為過程，塑造出獨具個性同時又擁有代表性的意象表達。 

 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透過作品分析、文獻分析、歸納與統整等方式，進

行通篇問題意識之釐清。分項陳述如下： 

一、作品分析法 

藉由藝術創作與藝術作品進行理論研究。作品自然而成了想像與概念的起 

點，為整體研究提供了一個交互探討的場所，並呈現創作者個人的內在省思與外在

經驗。此類研究的開展，植基在創作者及其作品所形塑的場域內。因此主要分成兩

個塊面：一是圍繞著藝術作品進行構成分析與創作支撐的理論；二是創作者自身的

經驗、概念。前者偏向了外部觀察和構築，後者則著重在內部梳理與釐清。兩個塊

面交互影響，彼此介入、輔助、建構，最後完成整個創作理論研究之樣貌。以下為

本研究之作品分析方法： 

(一) 以筆者創作實踐與經驗開始 

本研究之主軸與開展，立基於筆者藝術實踐之作品及經驗。於外部形式上從 

水墨與書法之關係切入，進而成為本篇論文之問題意識。作品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之

問題意識，皆是一種自我摸索和尋找答案的過程。雖然是以作品開始，接著探尋理

論研究之基礎，最終又回到創作及作品之上。 

本研究之問題意識的起源，便是依著上述過程，所進行的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

出發點為創作者之作品，而後才導向了理論研究，終點再回到藝術作品本身，並指

向了藝術創作過程與行為。理論與作品及作者經驗之關係，既黏膩且濃稠，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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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相成，不停地相互共鳴。創作者憑此體現了自身的存有。也因為如此，它將有別

於純粹理論研究之論文，但也容易導致個人主觀意識之選擇偏好。在引證的材料和

方法、質量上，直接影響整體研究之方向。 

(二) 藝術家作品分析與創作論述 

本研究之出發點為藝術創作及藝術作品，因此針對作品的分析與討論，為本 

研究無法忽視與避免的部分。乃因為由作品為始，進行理論之探究，最終仍須回歸

作品之上。這個過程，須通過對藝術作品的觀察、對話以及概念與思維邏輯推演才

得以漸趨明晰。同時，舉出相關佐證之作品參照，亦是進行創作理論探索的重要工

作。這些參考作品，涵括過去歷史上之經典及同時代傑出藝術作品，皆是本論文理

論研究之另類文本。另外，這些參照作品之創作構思與經驗論述，同樣是不能缺少

的參考資料。如經典中所載藝術家本人之理念想法，當然，也包含他人之評論文字。

除此之外，針對藝術家所進行的訪談，皆在本文論述藝術作品中獲得重要的參照地

位。 

(三) 歷史與同時代的佐證對照 

藝術作品容易受到時代風潮之侷限。雖能反映出當時代的處境，卻也有陷入 

形式模仿的迴圈之風險。唯有對歷史及同時代作品的分析及對照，方能夠釐清當時

代作品之生成是否能成為作者之獨特創造。具有明確的獨創性，不會淪為過往歷史

的複製與重複。畢竟藝術作品根植於作者對時代的情境感知。作者藉由作品連結過

去歷史軌跡，並對文化傳統的反芻。因此，藝術作品的生成涉及古今對照與反省，

提供自我檢視檢討的參考。讓作者更能了解自我於當代情境與文化脈絡上的位置，

為下階段之拓展和傳承做出貢獻。 

二、文獻分析法 

經由大量的閱讀、分析、摘錄、歸結所進行的過程。整合文獻之相關議題， 

並歸納、統整、找尋、釐清問題所在，而後調整文獻使用之方式與路徑規劃。本研

究之文獻探討，集結了多方面項與各種學說言論，呈現出多元異質性。並同時指向

了過去之歷史回溯，現在之創作當下以及未來之可能性投射。分別是：(一)水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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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與以書入畫、書畫同源問題之再釐清。(二)藝術理論與哲學理論。(三)藝術作品及

創作論述和相關媒材理論。以下說明之： 

(一) 水墨改革與以書入畫、書畫同源問題之再釐清 

水墨改革為二十世紀以來，從事水墨創作及研究，所無法避免面對的議題。 

在近一個世紀的改革運動以來，累積了大量的資料文本。本研究是立基於水墨創作

理論之研究，無可避免地須對其作梳理探究的動作。 

 以書入畫與書畫同源之議題，在大多數文獻中，多著重於歷史脈絡之延續繼承，

較少碰觸議題轉化的新形態討論。因此，本研究所觸及的文獻資料，除了水墨藝術

範疇外，亦導入書法創作相關資料進行補充討論。 

(二) 藝術理論與哲學理論 

本研究以東漢劉勰《文心雕龍》中所談論的藝術創作論，與法國思想家德勒 

茲相關著作中所論述之根莖思想以及相關藝術創作論述，作為本研究個人創作觀之

理論參考。 

 文心雕龍強調作者多元的內在養成，利用平時積累的學養，以及作者內在情思

的融合，將創作導向了自然而然的本性流露與多元性的生成。 

 根莖思維將創作視為是多樣且開放的場域，有著多重的出入口，無絕對的劃分

與疆界之限制，著重在藝術作品的多樣性流變。 

 兩者的共同交集在於對多元世界的體現與追求，擺脫僵化的既定視野。對多元

的水墨創作及作品呈現，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 藝術作品及創作論述和相關媒材理論 

就廣義的文獻資料而言，藝術作品與創作論述，不僅能為創作者提供珍貴的 

經驗資料，更能補充理論研究進行時所沒能關注到的細處。可說是最為直接的訊息，

圖像與文字間相互補足了研究上的缺漏。 

 藝術作品所欲表達的內容，以及想要達致的目的，媒材使用是作品背後之基石。

透過了解媒材特性，與相關媒材使用之理論，更能洞悉作品與作者間的互為關係。

分析媒材長久以來的特性與理論，探索媒材新的表現可能，亦是本研究十分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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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畢竟，媒材藉由技法依附在作品之上，是作品中隱性的關鍵。更是作品在內

容、意義表述世界之外，另一個材質、物理特性的世界。 

 文獻分析乃重要的論文研究方法，對本研究來說，透過相關文獻的蒐集、摘錄、

書寫，進而能夠釐清與自身有關的連結。不僅在作品或是理論上，唯有以此方法，

方能發現更多的想像拓展以及問題意識。讓創作路徑更為清晰，藝術生命更能長久。

在廣袤的史料、藝術理論、評論與作品和創作自述上，進行複雜的統整、歸納與書

寫，充滿十足的挑戰。卻也發現創作和理論的相互參照，能讓藝術作品體現生生不

息的活力。因為，創作與理論並非只能侷限於一家之言，須利用多元的擷取和參考，

來形塑複雜、不斷累積、變化的藝術樣貌。而這些都奠基在文獻之蒐集、分析，以

及歸納思考後的實際創作上。 

 因此，文獻分析與探討，於本研究所指涉的方向在於，當代水墨的不確定性與

多樣性流變。對於水墨藝術之流變，只能是持續關注其發展方向與作品面貌。同時

輔以文獻及相關資料蒐羅，方能較明確的瞭解自身定位，並且獲致更為清晰的創造

性發展，不致陷入僵化的死胡同。 

三、統整與歸納 

 本研究在各個階段中，運用了歸納與統整的方法，兩者同為一體之兩面，但也

各自分屬各自範圍。以此拓展本論文之各階段的觀察和推演，主要分為文字準備的

摘錄工作，以及論文書寫上之概念思維的整合。以下分述之： 

(一)蒐集摘錄 

 藉由文本的蒐集和閱讀，進行的摘錄工作，是一項遞加累積的過程。廣泛的閱

讀和摘錄，逐漸蒐羅出本研究之範疇。在本研究之前導階段，由大量的摘錄整理，

將龐大的材料予以消化、分析、統整，使其導向問題意識之浮現。統合異質性與同

質性之元素，令其能準確的投向問題意識，而不至於失焦。摘錄工作乃為創作理論

研究之重要方法，能讓內在思維和外在文獻交互參照思考，釐清創作方向與問題所

在，給予理論研究上之精準提問。 

(二)概念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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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理論思考與創作思維之展開，奠基在文心雕龍與根莖論所共同指向的

多元啟蒙。經由理論與文本的催化，使內在思維和創作實踐往更加宏觀的方向發展。

這樣的方式是一種地圖繪製的方式，在理論與創作間同時並進，並時刻修正微調。

持續推演增殖，拓展思維之廣度與深度。因此，概念推演與作品實踐乃基於上階段

的文獻摘錄與彙整所進行的實作與驗證。透過理論與實作的相互辯證，逐步釐清創

作與研究之方向。演繹多元面貌的作品型態，投射出複合的藝術面向與不同的可能

性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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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名詞釋義 

  

各種研究與實踐，皆有無法預期以及尚待加強補足之處。創作理論之研究與方

式，畢竟還是存在著侷限與限制。除了是日後研究與參考改進的依據外，當然也為

本論文在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並重的道路上給予多元的省思。 

一、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範圍，肇發於筆者個人水墨藝術之創造與經驗。而藝術創作之方向仍

處在進行中的樣態，因此，各種不確定性也就成了本論文嘗試性的提問與不可掌握

的探索實踐。因而它既是研究上最大的限制所在，卻也是成功的可能性關鍵探問。

當然，還包括了研究過程上文獻資料之不足，或是未能全面地進行客觀的分析統合

等。茲將研究中所遇的限制大致條列如下： 

(一)專門研究之文獻量太過龐大、紛雜，於整理搜羅上易有疏漏。 

(二)水墨藝術發展的未確定性 

(三)新的創作方法之提出與落實，須待時間之考驗 

(四)水墨藝術創作之不穩定與參照作品的不足 

 本研究之水墨藝術創作，著力於文字書法與圖像並置之嘗試。因而過往的資料

太過龐大且複雜。對於問題意識的提取，需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空間。現階段只能就

能力之所及，盡可能的努力執行與嘗試。另外，當代社會環境下的書法，其書寫性

功能漸趨邊緣，也讓此類書畫結合的作品趨於少數。新水墨的藝術實踐者，多為年

輕一代藝術家。在臺灣多元並存的當代水墨語境裡，吸收了多種不同的、未成熟的

想法與想像，亦導致自身藝術創作的迷惘與不確定。 

 除此之外，本研究文獻收集之狀況，雖以就問題意識努力閱讀、摘錄，卻仍會

因個人思維之不周全，以及意識形態之盲點，而產生遺珠之憾。限於筆者現階段之

能力，無可避免地成為本研究之限制與局限。當然，這些不足之處，亦是筆者持續

努力的動機，希望能夠在日後的理論研究與藝術創作上，繼續加強、補充而日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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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二、名詞釋義 

(一)逃逸線(Lines of flight) 

 「逃逸線」(Lines of flight) 為德勒茲思想中的一個術語。揭示著棋盤格世界裡

的其他可能與路徑，同時也能為藝術創作指向更多的路線與實驗的精神。是一種對

已知世界中的既定價值、構成等知識結構所作出的一種對抗。此種對抗以一種逃逸、

叛逃的方式出現。因此，它時刻在世界當中的平實線上尋找缺口與突破點。德勒茲

在《千高原》中揭露世界中的三種線：堅硬固定的線(molar or rigid segmentary line)、

柔軟的線( molecure or supple segmentary line)、逃逸線(Lines of flight)，其中又以逃逸線

才是人類的解放之線，在這條線上才會感覺到真實與自由。 

(二)根莖(Rhizome) 

 德勒茲挪用一植物學的專有名詞為「根莖」，轉化為相對於樹狀系統的術語─根

莖(Rhizome)。主要的特徵是以域外來做異質連結與多樣性的連結概念。不是統一、

沒有固定的中心軸、不是不變的、是不連貫、不確定的。而德勒茲與瓜塔里認為由

外部來定義根莖系統，會發現它透過無數的逃逸線、抽象線條來達成解疆域化的定

義。因此，事物會改變性質，與其他多樣的事物達成多重性的複合體。逃逸線與解

疆域化界定了根莖的獨特形式，並且物自身在本體與他者啟動轉化的方式。 

(三)書寫(Write) 

 本指寫、抄寫，語出《后漢書·樊宏傳》：“ 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

毀削草本。”書寫是人類訊息傳遞的媒介，內涵著語言、情感、標誌、符號等。於

大多數的語言系統裡，書寫是言語或口說的補充。在本研究中，書寫並非是一種純

粹的語言，而是一種工具與行為動作。書寫結合不同的結構、符號與圖像，類近於

地圖繪製，關注軌跡與行進路徑，而非文字語言的意義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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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當代水墨的話語權流變與文化誤讀 

 

水墨藝術的表現，除了來自創作者身處的時代風尚，還包括個人現實環境中的

經歷，和對生命意義的省思或體悟等因素。然而，水墨創作者無法將自身的藝術脈

絡規避於水墨發展的大洪流之外，不管是任何的風格樣式或特異風貌，始終涉及複

雜的內、外條件影響。因此，水墨藝術的外顯，是結合了眾多的變因以及歷史的承

續和作者個人理念想法的綜合生成。 

現代水墨改革運動，為水墨的異質性開啟了先河。其破壞力與革命性為自己 

提供另類的可能，因而當代的水墨藝術表現，融合了西方現當代藝術的特質，呈現

出形式化與概念化的導向。就像過去的水墨風貌、時代風格一樣，現代水墨的發展，

展示的就是一種不穩定，持續變動的型態。看似具有無限的可能，可它並未為水墨

未來的路徑，提出可行的方法和走向。看似充滿了無限的可能，卻又帶著此種矛盾，

探究其中之原因，是本章亟欲著力的重心。 

因此，嘗試從以下四個部分，提出個人之觀察與分析，試著論證水墨變革的 

真正可能所在： 

一、現代水墨改革脈絡的重新釐清，是水墨創作研究的重要議題。探討劉國松等 

   人的現代水墨運動，其背後的目的與企圖。帶來不同於過往的激情與英雄式 

   崇拜，冷靜思考變革後的狀態和處境。 

二、水墨作為一種媒材，是現代水墨運動的發展必然。但以西方角度定義水墨為 

    媒材論走向，會切除水墨原有包含的精神、文化等形而上的價值。讓水墨成 

    為單純的材質試驗，與觀念呈現的載體而已。這般極端的表現，等同拋棄了 

    文化主體性。 

三、「書畫同源」與「以書入畫」是水墨改革引申出的子題。畢竟，重新梳理 

    兩者之關係，還原方法變革的真相。有助於重新肯定自我，提升文化自信心。 

    導引出水墨的新方向、新嘗試。 

四、從徐渭藝術中的書畫關係，反省書畫對立的路線缺陷。讓書法與繪畫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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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立的兩個個體。探詢兩者間的其他機會，擺脫二元對立，回歸”中庸”與” 

    之間”的尋覓，把握文化上之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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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代水墨的意圖指向：個人政治還是藝術？ 

  

二十世紀水墨由「現代水墨」運動舉起革命的旗幟之後，便進入了多元混雜的

局面。始終沒有統整成功，為水墨的發展指向新興的可能。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

後現代藝術語境多元並陳的必然。但筆者以為背後有著複雜的文化、民族與本位立

場等的種種因素，使得水墨藝術至今，仍是一片渾沌不明。 

 由朱德群、李仲生等人為代表所掀起的台灣現代畫浪潮，將西方抽象繪畫的表

現形式帶入，並於五零年代的五月畫會與東方畫會繪開花結果。不管是在油畫或是

水墨畫領域，皆進行了大量的抽象嘗試。不少水墨畫家投入抽象水墨畫試驗，如：

楚戈(圖 1)、吳學讓(圖 3)、徐術修(圖 2)等。這些藝術家的作品為當時水墨藝壇注入

一股實驗精神。原本從事西方抽象繪畫的劉國松，在轉進水墨畫領域後，以其激進

的言詞與作品，逐漸成為水墨改革運動的代表人物。 

 

 

 

 

 

 

 

 

 

 

 

 

 

圖 1：楚戈，〈原初的結構〉，1997， 

壓克力、水墨、布，150*153cm 

圖 2：徐術修，〈戰後〉，1970，水墨，50*60cm 

 

圖 3：吳學讓，〈構成之二〉， 

2005，墨彩紙本，36*6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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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抽象繪畫的消逝，在進步觀與線性前進的西方藝術史中，早在一開便奠定了

它曇花一現的宿命。現代水墨運動在肇始之初便跟隨這種進步史觀的路線，劉國松

曾提到： 

 

  繪畫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印象派的畫家們已經自覺畫家不應完全受自然 

的支配，在創作時應有自由發揮的餘地。於是倡導繪畫中要有「個性」，奠 

定了現代崇尚個性的繪畫基礎。二十世紀以降，無論野獸派、立體派、未來 

派、達達派以及超現實派的畫家，早已意識到自然「形」已無法表現今日的 

敏感的人心與日趨繁雜的社會，無不極力在擺脫以往一貫的具象形式，以求 

得畫家本身在創作上與觀者在欣賞上較大的自由。我們必須承認某種特殊的 

思想、意境、感覺或複雜的情緒，非具象繪畫可以表達的。1 

 

上述可知劉國松繼承了西方現代繪畫的立場，承接了進步式的歷史觀點。認為繪畫

必定是往抽象方向前進，同時顛覆與挑戰具象繪畫。但中國繪畫到了十九世紀清代

的發展，能夠被等同於西方藝術中的具象繪畫嗎？而清代中國畫家針對僵化的文人

體系、四王繪畫難道沒有進行自身繪畫上的調整嗎？金石畫派的出現與民初百花齊

放的中國畫壇，並不是以顛覆、挑戰面對過往的藝術。因為在文化藝術上，中國繪

畫始終不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演變。人文性格上也不同於西方文化。因此，永無止

境的前進與顛覆，並不能全然說服人們對藝術的疑問，更不能滿足各文化、民族對

自身藝術演化的期待。 

 探討劉國松於二十世紀所提出的革命口號及其藝術觀，不僅充滿激情，同時看

似與傳統決裂，有顛覆過去、走出新境的雄心壯志。它的藝術作品在形式上也異於

傳統，多了抽象繪畫的新鮮感，讓人覺得耳目一新。不管是革筆的命、革中鋒的命、

先求異再求好等激昂的口號和理念，或是發表文章筆戰傳統中國畫的支持者，皆帶

著個人鮮明的色彩與強烈的主觀偏好。但筆者以為，劉國松始終沒能像西方抽象畫

                                                 
1
 劉國松，〈現代繪畫的本質問題─兼答方其先生〉，《筆匯》，1960 年，4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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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樣，達到對傳統的顛覆。因為，他所選擇的路線，是西方抽象繪畫的路線。但

是現代水墨(或說劉國松的抽象水墨)與西方抽象繪畫，改革的對象卻全然不同(一是

中國傳統繪畫，一是西方藝術演進到 19 世紀的具象繪畫)。不禁讓人產生疑問：兩

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藝術，所遭遇不同困境、難處，用的卻是同樣一種解決的方法，

好比兩位不同病症的病人，醫生卻給了同樣一帖藥丹是一樣道理。 

 

 

 

 

 

 

 

 

 

 

 

 

 

 

 

 

 假如從作品層面來看。劉國松所提出的新式水墨技法以及其繪畫選擇的題材與

內容，都沒有能跨越傳統中國畫的藩籬。與他所提出的諸多主張多有不符。技法上，

抽筋剝皮皴、水拓法和捨棄傳統毛筆材料(替換成砲刷)作畫等，類似這樣的藝術表

現與創作方法，在漫長的水墨演進中，都能找到相互佐證的案例。不能說是劉氏獨

圖 4：13 世紀初，樑楷，〈潑墨仙人〉，紙本，48.7*27.7cm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5：(傳)五代，石恪，〈二祖調心圖〉，紙本，35.5*129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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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與實驗而出的新形式技法。如中國禪畫(圖 4、圖 5)利用非毛筆物質進行創作，或

是現代水墨技法的創作，徐術修使用水拓法要早於劉國松等。都可證明在技法上，

並未達到真正的創新。李振明認為： 

 

古來水墨嘗試以紙筋、蔗渣、蓮房作畫的例證，或是禪畫一脈不拘常法、

隨緣自在的書畫傳世作品中，不乏水墨創作的他者可能，毛筆不過是許多繪畫

表現工具中的一種，中鋒又不過是諸多用筆技法中的一種。2 

 

所以，不以毛筆這種主要的工具進行水墨創作的模式，古代已有先例，不論是蓮房

或是蔗渣，都已證明水墨創作方法的多元性。透過上述可知，劉國松所推展的新技

法，不但沒能與傳統中國畫作出絕對的區隔，反而加強了兩者間的延續性關係。同

時，創作題材的選擇，劉國松亦始終無法走出中國山水畫的框架。因為假如拋棄山

水符號，那其藝術作品，便同西方抽象繪畫一樣，喪失了他口中所說的創新。淪為

其亟欲打擊的抄襲與複製。因此，劉國松為自己設下了一個矛盾的迴圈，不停地在

裏頭打轉，重複著矛盾與自圓其說。更將這樣的矛盾與不明，傳遞給了台灣中壯輩

的水墨畫家。這種騎虎難下式的繁殖，讓不少現代水墨創作者跟隨劉國松一同旋近

現代水墨的魔障中，長達五十年以上。對此，謝里法曾說： 

 

在『五月畫會』裡，當莊詰等人相繼退出之後，已成為灣唯一純水墨畫的

團體。水墨畫發展至此，或由於內心空靈的自我厭倦，或由於反覆運用多年而

爛熟了的技法的自我束縛，或由於加工製造過程的形式化，作品中充塞的裝飾

意味顯然霸據了畫面，終於在 60年代終結之前，『水墨畫』便趨於僵化而沒落

了。3 

                                                 
2
 李振明，〈革命與復興：劉國松繪畫從破到立建構水墨新傳統的使命〉，《「筆墨革命：歸素還真 

  再出新貌」國際水墨學術論壇 論文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2015 年，3 月。 
3
 謝里法，〈六○年代台灣畫壇的墨水趣味〉，雄獅美術，78 期，1977.8 ;後收入郭繼生編，《當代 

  台灣繪畫文選》。台北:雄獅圖書，1991，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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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證明現代水墨在近五十年的實踐上，恐怕也只是僵化的形式重複。 

 劉國松現象在台灣水墨界長時間的發酵，恐怕並非只是劉式的口號如何魅惑人

心。而是整個藝術界在文化認同上的不知所措。失去與傳統鏈結的國族情懷後，距

離傳統水墨給出的語境，只會漸行漸遠、共鳴度日益降低。劉國松所提出的現代水

墨革命，恰恰為當時水墨畫家找到一個可以反抗、切割中原傳統的絕佳出口。時至

今日，回顧劉國松所提倡的理念、口號和其藝術作品，似乎也找不到強而有力的雙

向連結。那種欲與過去切斷，走出新面貌的作品。透過對歷史文獻的重新找尋、探

究，只會在在顯露出劉國松的現代水墨技法與傳統水墨技法的深層血緣關係。同時

也才看清，五六零年代那波激烈狂飆之後的面貌，有著作品與理念的不對等關係。

使得日後的現代水墨發展，產生長久性的自我矛盾和衝突，更是不被全部的水墨藝

術家認同的根源。以下摘錄： 

 

綜觀 1950年代以降，從五月畫會與東方畫會開始強調的「東方的自覺」、

站在傳統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傳統」，將中國優厚的文化價值加以發揚，實

際上可以將之視為一種「東方優越論」。4 

 

因而可以了解，現代水墨改革運動背後的矛盾與衝突，來自內在心理文化優越論，

這種優越論是受到西方進步主義的影響，也才會有抽象畫比較進步、抽象畫才是純

粹的畫等言論與觀念誤區。5 

 針對這種矛盾的狀況，高千惠提到： 

 

  劉國松等其理論與作品失衡。在焦墨、黑墨趨於滿佈格局的九〇年代當 

                                                 
4
 林伯欣、周明麗、江敏甄、莊秀玲、張晴文，《戰後台灣美術的東方優越論》，台南縣，國立臺 

  南藝術學院，1999 年 3 月，頁 176。 
5
 劉國松，〈與徐復觀先生談現代藝術的歸趨〉。收入劉國松，《中國現代畫的路》。台北:文星書 

  店，1965，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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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水墨作品當中，其代表六〇年代的虛無，或許可視為另一存在過的水墨精 

神狀態吧。6 

 

上述認為劉國松等於台灣五、六零年代所掀起的一波現代水墨運動，在作品實踐與

其理論推展上存在著不對等的失衡現象。直至九零年代的現代水墨作品，其實都存

在著這般的矛盾關係。六零年代的虛無觀與作品樣態，應可以視為這段歷史時空背

景下的水墨狀態。高千惠所說的虛無，正是當時台灣從事中國繪畫畫家所遭遇的文

化認同問題所造成。在失了根卻又無法尋根的心理狀態下所造就的矛盾，可以解釋

為劉國松現代水墨運動理論與作品間失衡的原因。 

 既然劉國松其理念與作品間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那麼為何會如此堅持抽象形

式作品的製作與鼓吹？儘管抽象繪畫於台灣退場之後，他選擇進入水墨領域持續這

場假性的革命？除了台灣畫家面臨文化失根的無所適從與虛無之外，是否還有其他

因素是劉國松水墨革命背後的意圖？水拓法以及使用非毛筆性質媒材製作線條的技

巧與形式，早已被證明存在中國繪畫史很久。只是並不是主流文人所堅持和推崇的

技法。因此在以往並未能被人所重視，可是亦不代表其不曾存在。而劉國松所提倡

的這些所謂新技法、新試驗，充其量只能算是挖掘既已存在的技術，重新讓它獲得

該有的價值與意義。但不能說是創新。 

 藝術創作的技法與技術，除了是乘載作品和藝術家理念的重要媒介，背後更是

一個文化的歷史積累，關乎著當時代社會環境與人文之間的某種意識。廖新田認為： 

 

  技術不只是技術，技術是文化；創作技術與文化意涵是一體兩面的兩套 

互為交錯的再現系統。這個假設是否僅及於藝術理論層次的思考，無關創作 

論述？當然，就實際的狀況而言，創作者可以堅持創作來自純粹的美學與視 

覺造型需求，這個「秘密」不會被否定，事實上也是。水墨技巧的開發首先 

是創作的目的，但我有興趣的是啟動技法靈感的動機是否有其複雜，潛在而 

                                                 
6
 高千惠，《藝種不原始》，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4，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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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的來源，甚至是「非藝術的因素」，如政治、市場競爭等等。創作技法 

的啟動恐怕就不能以內部創作的原因來一以概之了，而要因著時代社會因素 

的辯證關係來分析了。7 

 

廖新田認為藝術創作的技術與文化是兩套相互交錯的再現系統，它是一體兩面的。

無法單就單純的理論層面與視覺造型來論述藝術，水墨技巧的選擇與開發也必須被

納入討論。而技巧雖關乎藝術創作，但廖新田以為，或許在藝術創作的藝術性、理

論性層面之背後，還隱藏著非藝術的因素。如政治、市場、社會等因素的影響。他

進一步提到： 

 

  由技術、美感出發朝向文化意涵者（第一、二模式）有「美學政治化」 

的傾向，亦即在「為藝術而藝術」之外，亦有「為生活而藝術」。由文化出 

發的模式（第三、四模式），相對的，有「政治美學化」的傾向。這和我在 

上述正統國畫論爭論文中結論的態度是一致的，我認為：「藝術在朝向神聖 

化的過程中高度依賴非藝術因素的運作，直言之，此刻要分辨藝術包裝的政 

治語言或政治包裝的藝術語言，或納入政治美學化、美學政治化的考量並不 

容易。」8 

 

廖新田以為若從技術、美感朝向文化的發展，它是屬於美學政治化傾向。代表了純

粹為藝術而藝術之外，存在著為生活而藝術的另一選擇。相對於美學政治化，也有

著政治美學化的另一路線。他指出藝術在朝向神聖化發展的過程中，亦須高度依賴

非藝術因素的操作。我們若想分辨藝術包裝政治或政治包裝後的藝術以及政治美學

化、美學政治化，在現代並不容易區分。而劉國松所採取的路線，在現在看來恐怕

                                                 
7
 廖新田，〈水墨技巧與文化召換：正統國畫論爭中的「氣韻」之用〉，《臺灣美術》97 期，2014 

  年 7 月，頁 12-15。 
8
 廖新田，〈水墨技巧與文化召換：正統國畫論爭中的「氣韻」之用〉，《臺灣美術》97 期，2014 

  年 7 月，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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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接近政治美學化。透過較多非藝術的的包裝與設計，將自己逐漸形塑為水墨畫

近幾十年的神聖人物。與抽象藝術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政治化是不一樣的方向。從

而可以觀察，劉式水墨革命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決中國繪畫之問題，而是個人主義

的利益導向。 

 水墨畫的衰敗是二十世紀以來藝術界對水墨發展的共同認知。在西方中心主義

的壓迫下，無形中中國轉而從被殖民進入文化殖民的處境。集體自卑心態的產生雖

可理解，更不乏諸多改革見解和行動，但卻也容易急病亂投醫。在對自我文化藝術

認識不夠深切之時，也未能找出弊病和解決之道。就進行批判式的決裂與攻擊，下

意識地以為自身所有的藝術生病了，唯有西方藝術和文化是解決病症的唯一解藥。

水墨改革運動於五六零年代在台灣開始便是這般現象，劉國松的偏執與錯誤也是源

自於此。 

 劉國松個人主義式的政治美學化路線，在進行批判時並非同康有為等民初衰落

論者一樣，指向四王僵化的繪畫形式，而是選擇了文人繪畫作為攻擊對象，他說到： 

 

  縱使口叫「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的石濤，也沒有 

真正的想到丟下筆，而採用其他的方法作畫。……六七百年的中國畫家，都 

掉進了文人畫的泥沼之中，捨本逐末，不能自拔，完全忘記或根本不知古代 

大師們創造「皴法」的本意。9 

 

大膽的批判六七百年間的中國畫家，都受到文人畫的毒害。失去創造皴法的能力，

並且進一步將文人畫之精隨「用筆」批判的一文不值，他認為： 

 

  文人參與繪事之後，他們用寫字的筆畫起畫來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隨 

後順理成章的提出「書畫同源」之說，……以寫字的方法來畫畫，畫也可以 

                                                 
9
 劉國松，〈當前中國畫的觀念問題〉，《北京國際水墨畫展論文彙編》，北京，中國畫研究院，1988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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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來。從此以後，文人畫家在題款時就變成某某「寫」了。由於寫字 

又多講究用中鋒，於是到了走火入魔的文人手中，更提出「不用中鋒就寫不 

出好畫來！」的論調。中國畫就在文人的「專政」之下，一寫就寫了七八百 

年，把整個中國繪畫的前途「寫」進一條死胡同之中，已經到了萬劫不復的 

境地。10 

 

這樣的主張將毛筆與毛筆使用的技巧打入冷宮。放棄毛筆的一切，同時拒斥書法在

中國繪畫裡的出現。但文人畫之「寫」，並非專指書法的「寫」。元代湯垕，《畫論》

提到：畫梅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卉之至清，畫者當

以意寫之。
11
可知文人畫的寫，其實比較多像是「陳述」、「表達」。同劉國松所認知

的書法性的「寫」，應存在著認知上的落差。姑且不論劉國松對「書畫同源」之認知

是否正確。將書法與毛筆性線條排斥在現代水墨之外的極端論調，讓水墨繪畫從原

本「筆墨」中心論的極端，帶向了「無筆無墨」論的另一個極端。從而中間的所有

可能，自然而然的不在現代水墨改革的選項裡。 

 時至今日，現代水墨的擁護者與支持者，對於毛筆仍帶有既定的偏見。而毛筆

早已逐漸從書寫工具上退場。對於水墨來說，重要性也已被劉國松所革掉。新形式

的水墨藝術早已不論筆墨，選擇貼近西方現代主義以來的文化強權之中。或許這又

是一種政治美學化的選擇，但就文化主體性與珍貴價值來看，這樣的極端與當初文

人繪畫僵化的堅持「筆墨」又有何兩樣？近幾年對於西方中心論與美國霸權式的全

球影響，已多有檢討的聲浪。各民族對於強權的抵制也屢見不鲜，在全球化浪潮之

下，各民族與文化雖避免不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影響，但也都積極轉化自身

文化與保存自身傳統的珍貴。潘安儀指出： 

 

  晚近對現代主義的檢討已經體認到即便是在西方中心，現代主義原初就 

                                                 
10

 劉國松，〈現代水墨畫發展之我見─並微觀當代香港與大陸的水墨畫思想〉，《台灣現代水墨二 

   十年(二)》，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3 年，頁 134。 
11

 元，湯垕，《畫論》，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10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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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度受到非西方文化影響的成分(如立體派受非洲原始藝術影響)，因 

之並沒有所謂的純粹西方現代主義文化。基於此，以現代主義而言，雖然導源

於西方，在任何地區的發展都有其挪用與轉化的過程，……。12 

 

上述認為西方現代主義中是受到其他文化影響才產生，並沒有所謂真正的西方現代

主義。西方藝術在汲取他文化之後，在自己原有的基礎之上挪用轉化出新型態的藝

術表現。因此，水墨勢必靠自身的轉化，形塑具有文化與時代的面貌，以融合文化

與時代風潮為迫切任務，而非依附強勢文化，謀求個人式的英雄主義。時代風潮會

因時間而改變，但文化積累卻是漫長而持續存在。以下摘錄： 

 

隨著現代主義品味退燒，有一項事實或許在今日比過去十年更真實，就是

水墨畫既不是、或許也不能為一般西方觀賞者量身訂做，而且這也不該是水墨

畫的使命。我們尚未看見西方收藏家與策展人，對水墨畫領域的興趣有任何明

顯的增長13。 

 

由上可知，隨著風潮的退卻，藝術的本體終將回歸自身文化，弱勢文化依附強勢文

化，最終只能淪為他者的附庸。因此，水墨畫的發展路徑，並不能同劉國松式的激

烈革命起舞，也不該以其推舉的現代水墨唯獨一尊。應更加挖掘自身文化形而上和

形而下的資源，挪用轉化其他各文化之美好，加深加廣水墨藝術在未來的可能性。

並且認同自我文化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強化文化自信心之建立。 

                                                 
12

 潘安儀，〈現代化與現代畫：劉國松革命的歷史脈絡與意義〉，《「筆墨革命：歸素還真再出新 

   貌」國際水墨學術論壇 論文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2015 年，3 月。 
13

 With the ebbing of modernist taste, it may be even more true today than in previous decades that ink  

   art is not and probably cannot be created to suit the tastes of casual Western observers, and that  

   should not be its mission. We have not yet seen a significant expansion of the interest of Western  

   collectors and curators into the realm of ink art. Julia F. Andrews，〈Guohua Revivals in an  

   Internationalizing Cultural Word〉，《匯墨高升:國際水墨大展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台北市，2012 年，7 月，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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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走向極端？水墨媒材論的終極走向 

  

現代水墨改革運動展開以來，除有「國畫」與「水墨」的論爭以及西方強勢文

化的持續影響與介入，讓水墨於二十世紀末走向”媒材論”。雖說主要受到西方思

想與概念的衝擊，但中國畫家沒能在自身文化系統尋求理論與創作反思，恐怕也是

水墨媒材論的必然。 

從劉國松將現代水墨與現代藝術掛勾後，水墨之發展很難脫離西方文化思維。

認為唯有將”水墨”從”國畫”解放，中國繪畫才有新的可能。而水墨一詞提出後，

水墨就能與同水彩、油畫、版畫等等畫種平起平坐，不再是封閉的畫種。此種現象

廣泛存在水墨創作者上。高千惠對此提出了觀察： 

 

  中國繪畫的山水、花鳥與人物的三分法，僵化了水墨發展的限度，在語 

文的意識分化之下，山水、江山、風景、景觀，切割了畫家使用水墨媒材的 

創作態度。……「水墨藝術」一詞，是否可以打破「水墨畫」的舊有意象， 

而把「水墨」當做一種材質、一種觀念，一種可以結合傳統精神、現世生活， 

一種可以與過去文化與現時文明統合的藝術表現途徑？而解放水墨舊有定 

義之後，會不會從水墨走向非傳統的不歸路，亦是水墨藝術的課題之一。14 

 

高千惠認為國畫並不等同於文人畫，而水墨畫與文人繪畫的傳統連結，在中國近代

發展的環境中其實存在著明顯的落差。而中國繪畫依照題材的分類法，阻礙了中國

畫的發展空間，畫家容易將自身思想限制於所選定的題材範圍之內，較無法全面的

思考與探索水墨就媒材上或觀念上的其他可能。在水墨朝向開放的路徑前進時，如

何結合傳統且又面向現實生活，同時能夠統合傳統與現代的歧異，是水墨畫的挑戰。

在面對開放之後，是否又會削弱自身藝術脈絡與文化背景的血脈關係，朝向一去不

                                                 
14

 高千惠，《藝種不原始》，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4，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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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現代、前衛、實驗性，則是水墨畫與其實踐者的另一個挑戰。姑且不論水墨畫

在媒材論之後的種種挑戰。水墨被作為一種材質、觀念，確實為創作者營造一個有

別於傳統中國畫的路線。並且因為與西畫概念較接近，能吸引年輕的水墨藝術創作

者。但是過於強調形式技法的實驗，真的就可以破除題材的侷限性嗎？筆者以為，

技法的開拓、水墨媒材化，雖能提升水墨畫的表現性，但就題材限制而言，反而是

另一種限制。如劉國松的現代水墨畫，始終沒能走出山水畫的藩籬。因此，現代水

墨的實驗性技法，於創作上是否有因單一技法的侷限，而同樣限制了繪畫題材開展

的可能？ 

 媒材論的提出讓水墨材質上的特性被彰顯，材質於載體上留下的痕跡，是水墨

媒材論在作品實踐上的特質。高名璐認為： 

 

不是關於怎樣尋找一種水墨畫風格或”繪畫性”本身的問題，而是把水墨

看作一種可以乘載觀念和意義的中性媒介──一種特定的”痕跡”。……它是

我們所說的”水墨”的界限。沒有這個界限，水墨的方法論也就無從建立。15 

 

由上可知，高名璐給水墨下定了一個界限，即媒材的痕跡製造。同時是水墨作品最

重要的關鍵。所以重點在於水墨如何製作痕跡？痕跡所代表的指向意義是什麼？而

不是如何建立一種水墨風格。水墨媒材化、材料化、概念化的趨向，結合西方現代

主義思潮以來的強勢文化理論。讓水墨在一瞬之間，躍上了國際版面，如徐冰、谷

文達等中國藝術家。在利用強勢文化理論的支撐，及中國經濟實力之崛起，水墨畫

儼然成了眾多中國畫家進入中國當代藝術、國際化的最好媒介。中國在二十世紀狂

飆的現代化運動，以及沒有經過現代主義的後現代潮流，使得水墨畫掀起第二波狂

飆”進化”。沈語冰提到： 

  

                                                 
15

 高名璐，《藝術大視野叢書 另類現代另類方法》，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市，2006 年 1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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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代藝術的情境之下，水墨，更多地是一種材料，而不是一種畫種和 

藝術類型……”原因在於，”在當代藝術中，重要的是藝術家賦予材料的觀 

念和思想，而不在於材料本身的本質主義特徵，水墨作為一種材料，正是現 

代水墨進入世界當代藝術格局的一個真正機遇。16 

 

可以知道水墨被視為一種材料的必然在於，當代藝術情境中需要的是觀念和思想，

而不是繪畫的畫種與藝術類型。沈語冰指出唯有中國畫家不再堅持水墨自身文化的

本質主義，水墨才真正地被視為一種材料，也才有機會進入當代藝術的大格局之中。

因此，傳統資源對於當代藝術家來說，成了創作上的龐大包袱，怎麼擺脫、轉化傳

統成了藝術家創作上的理念。從而在媒材論之後，進一步針對水墨媒材進行鬆綁與

顛覆，讓材質的領域上更加擴張。創作者創作時能使用的材料更多元，水墨畫朝向

概念化的水墨藝術前進。或許於某種層面上說來，水墨畫它再次的進化、再次的進

步。馮斌指出： 

 

  對如何利用傳統文化資源，以及如何把傳統文化資源轉換，使其在新的 

文化語境中得以更新而發揚光大，對背負太多太重包袱的”中國畫家”而 

言，或許是一種解脫之道。一方面，新的語境(這已是既成事實)要求中國畫 

要有所改變，有所適應；……。17 

 

馮斌以為，中國畫家在現今新的文化語境中，應該思考如何轉化運用傳統的文化資

源，如此一來可以卸下中國傳統水墨畫的沉重包袱。創作上便能有所改變，而這也

是新世紀中國畫家所必須要適應與思考。而他認為水墨畫這種由材料(媒材論)轉進

為概念(觀念論)是一項進步。他說： 

 

                                                 
16

 魯虹，《現代水墨二十年》，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49-250。 
17 馮斌，《從材料到觀念─材料表現藝術》，中國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4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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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的變革與觀念的轉化是互為因果的。當思想、觀念有變化的內在需 

求，必然會自覺地要求技術、工具的改進與轉變以及發展到一個與之相適應 

的層面，從而推動和提升一輪又一輪的發展進步，或者說是”進化”。18 

 

材料與觀念是一體兩面的存在。面對藝術創作者內在思維與概念呈現的需求時，材

料和工具的更改與自覺的選擇是必然的現象。馮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藝術的

進化。水墨媒材論的轉變與水墨藝術一詞之出現，恰恰正是劉國松推動現代水墨改

革以來，水墨畫依循西方進步論的步調，所達致的另一個極端面貌。 

 假若明代董其昌(圖 6)以及清代四王(圖 7)提倡的文人繪畫，被視為中國畫過於

保守、程式化、停滯不前的筆墨至上論。那麼，現代水墨改革運動將水墨畫的進展，

推向了另外的一個極端。那是前衛、形式化、狂飆進步式的，與西方藝術有著絕對

附庸關係的西式裝點水墨畫。 

 

 

 

 

 

 

 

 

 

 

 

 

 

                                                 
18

 同上註，頁 49。 

圖 6：明，董其昌， 

〈夏木垂陰〉，紙

本，321.9*102.3cm 

圖 7：清，王原祁， 

〈仿王蒙夏日山居圖〉， 

紙本，96.5*49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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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藝術一詞的提出，以及透過水墨藝術進入當代藝術領域，並不能算是一種

成功，它依舊是一項策略。同劉國松提出革命口號一樣，是政治美學化的操作。單

就水墨自身發展與文化脈絡來看。狂飆式、激進式的水墨改革。過於靠近西方文化

價值，很容易抹煞中國文化在水墨領域的積澱。同時，水墨藝術之所以會被西方世

界所接受，主要有兩個面向。一是中國繪畫的神秘面紗與精英筆墨技巧不出現在水

墨畫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可以閱讀的抽象形式與形上理念，或是其他西方藝術

的形式包裝，這對於水墨畫的宣傳與介紹，其實是有著一定的幫助。另一個面向是，

中國在經濟、武力上的崛起，讓全世界注意到中國國力的同時，不得不認同中國在

文化上的累積。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與觀察，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接受水墨藝術。

但上述的兩個面向，其實都與中國畫在文化民族脈絡底下的持續演變，沒有太大的

關聯性。因為它的政治性要大於文化藝術性。盧輔聖認為： 

 

既想超越傳統又想消解西方中心主義的後水墨畫，或者更確切地稱之為後

水墨藝術，即便不能說是以西方知識的話語強權入侵而導致的結果，也至少透

露出遵循後現代主義邏輯的思想理路──以一種媒介方式鍥入當代藝術這個普

遍主義的藝術語境，除了剪不斷的水墨情節，亦即通過水墨媒材和水墨性表達

的執著追求以對抗後殖民主義之外，已無法像傳統水墨畫一樣，保持其獨立不

羈的”能指”和”所指”了。19 

 

水墨藝術亦可以被稱作是後水墨畫，在文化上受到西方強權的介入與影響。雖然不

能全然用文化殖民的觀點來看待水墨藝術。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遵循著西方

後現代主義的思想脈絡，企圖用”媒介”的身分進入當代藝術的範疇。但是，其背

後所附載的水墨歷史、文化情結，使得水墨藝術沒能擁有獨立性質的”能指”與”

所指”，也就是水墨自身文化的消解。 

                                                 
19

 盧輔聖，〈水墨畫與後水墨畫〉，《朵雲》第五十一集，上海畫出版社，上海，1999 年，九月， 

   頁 21。 

 



30 

 

 水墨進步論的演變為水墨畫帶來相應的危機，首先是文化上的自我消解。因為

講求絕對的開放，以及絕對的多元試驗，讓藝術創作者在自我文化上的認同歸零。

不停的消解自身文化來擁抱外來的多元，以便能切進西方世界所主導的當代藝術領

域。就文化國族的立場來說，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必須也必然需要開放性。但此種

開放性假若最終導致了自我主體的文化喪失、生存指向的撥轉，那麼文化自身的獨

立性、獨特性將不復存在，文化開放的美好本意亦蕩然無存。邵琦認為： 

 

  文化應該具有開放性，但是，不能把消解自我作為開放的前提或目標。 

如果開放到可以允許他人來撥轉生存指向，那麼，我們的歷史文化就已經喪 

失了生存的可能。當然，對於中國歷史文化來說，這只是假設而已。
20
 

 

我們不需要一種文化一言堂的語境，在文化地球村中也無須將地球村文化塑造為一

言堂的局面，因為這將是無意義的。同時是將所有文化異化為單一價值的一種陷阱。

因此，如何在開放的視角之下，維護文化主體性，同時積累文化厚度，是藝術工作

者、文化工作者以及全人類所必須設想的問題。 

假若中國畫家喪失自己的主體性，一味講求開放，無法察覺自身被異化的可能

危機。那麼中國藝術終將被西方文化霸權所主導的西方藝術所收編，將無法繼續推

進與演化。這就是為麼單純形式上的抄襲與複製，會損害藝術與文化上的主體性特

徵。因為那套形式背後所存在的是西方的文化，而不是中國的文化。 

 水墨材料媒材化之後的困境與所遭遇的問題，高千惠提到： 

 

  將水墨視為一種媒材，是廿世紀末當代水墨的一個走向。……擴張中國 

文化裡的「黑」道玄思，對水墨特有材質與象徵個性，有關枯筆焦墨、濃墨氤氳等

情感再次詮釋而出，也是一條表現路線。然而此處面臨一個問題，如果用碳筆、壓

                                                 
20

 邵琦，《中國畫文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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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力顏料、油彩等，也可以表現出「黑」的力量，那麼水墨之為一種媒材，似乎也

顯不出特出意義了。21 

 

他觀察到二十世紀末的水墨發展，有將水墨視為材質發展的走向。此一走向所提煉

的是水墨作為一種材質，黑色背後所隱含文化的形而上象徵，透過「黑」彰顯中國

水墨與文化的個性、身分。如洪根深的黑畫(圖 8)。 

 

 

 

 

 

 

 

 

 

但此一路線所面臨的問題是，其他媒材所提供的黑色象徵，是否能夠同樣體現黑的

力量？假若可以，那水墨作為一種媒材或材料，如何獨佔黑色對於中國文化的藝術

語言象徵的地位？此處的另一個問題是：為甚麼需要”黑”這個象徵中國形上思維

的畫面元素呢？說穿了，其實正是因為外表的穿搭太像西方，假若內在文化底蘊不

能保有東方氣質，那麼這樣的路線是有問題的。然而，不管是台灣的水墨創作者，

或是中國的水墨創作者，其內在總是存在著文化殖民與文化分裂的傷痕。傷痕背後

隱含著主體性的失落與自信心的喪失和焦慮。對此現象楊衛指出： 

 

  回想起那場曾經轟轟烈烈的”新潮美術”運動要用短短十年時間抄襲 

了在西方發展了整整一個多世紀的藝術形式，完成了”超英趕美”的理想， 

                                                 
21

 高千惠，《藝種不原始》，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4，頁 98-99。 

圖 8：洪根深，〈都會男女〉，2002，紙本，壓克力，墨，180*90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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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有些心花怒放。不過，怒放之後，免不了又會有幾分失落。因為這種” 

多快好省”的行為雖然增強了一時的熱情，但卻並沒有從根本上樹立起我們 

存在的信念和信心，造成的局面應該說是有目共睹：不僅身體沒有安康，體 

態沒有恢復，相反，卻越來越加劇了我們對於藥物的依賴心理。這就如同” 

新潮”褪色之後的 20世紀 90年代，”後現代”乘虛而入，它被我們急不可 

耐地拿過來作為消解自我焦慮症的特效藥物一樣。回歸所謂傳統，從佛教、 

禪宗、道家以及陰陽八卦等等傳統文化中攝取資源，其實，也僅僅只是作為 

另一帖治標不治本的藥劑，被我們用來暫時性地安慰由於時代巨變而撕裂的 

內心傷痛。所有這一切都最終集合在了這樣一個事實中，那就是因為對於現 

代社會的不自信而重複產生了一次次對於主體性精神的揚棄。
22
 

 

中國面臨西方思潮強勢的影響下，產生許多令人興奮的新型美術式樣，不管是八五

新潮或是九零年代的後現代主義藝術，都是此時期所生的新藝術表現。但這種新美

術的熱情背後，反而帶來了失落與依賴。像是某種文化特效藥一樣，不斷的消解、

回歸自身文化傳統之中的養分與元素，都只是治標不治本，最後對於全體中國人內

在的文化撕裂與文化殖民傷痛還是存在。這一切都體現在對於現代性社會的不信任

與疑慮，所引申出對於自我的否定，和文化主體性揚棄與閹割焦慮。 

現代水墨既與傳統保持血緣關係，同時又借鑑西方現代藝術進行創作，創作者

在面對與傳統關係之維持，其實並非最大的困擾。而是借鑑西方藝術形式的同時，

這些前衛的水墨表現，很多都只是重複西方藝術的路徑，很難有自身水墨繪畫的獨

創性： 

 

對於一個現代水墨藝術家，最大的困惑還不是他的藝術是否能與傳統保持

一種邏輯關係，而是他探索的結果如何不重蹈西方的覆轍。可悲的是，水墨藝

術中所有這些富於前衛色彩的努力，因在西方早已成為”過去時”而失去了它

                                                 
22

 楊衛，《沒有靈魂的現代性》，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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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創性。23 

 

這正是現代水墨可悲的地方，看似前衛新穎的表現形式，其實只是西方現代藝術以

來的拷貝與複製，從而讓現代水墨在二十世紀以來，陷入文化殖民主義的危機。文

化獨立性逐漸失去的同時，亦被收編於西方繪畫的洪流中。臺灣則在日本殖民、國

民政府來台造就的種種文化殖民的環境下，藝術家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幾乎無根

可循。正因為台灣的後殖民現象，使得藝術創作呈現多元混雜的繽紛面貌，卻也同

時存在著很多的複製、抄襲，以及虛無的自我呢喃。缺乏宏大敘事的發展脈絡，集

中在小眾與個體的自我表述，正是台灣當代藝術對於尋找自我主體認同與自身歷史

脈絡的具體呈現。就後殖民的現狀來說，台灣無法也不可能產出屬於自己的大敘事。

政治、經濟上的邊陲限制，在面對崛起後的中國經濟體與強勢政治，恐怕在藝術上

也只能淪為邊緣的微弱聲響。水墨畫在上述語境中更是無所適從，只能就生存與曝

光進行策略式的游擊投機。李君毅在其創作論述中提到： 

 

  在藝術創作上充斥著唯西方標準與品味是從的現象，故藝壇俯拾皆為趕 

時髦東拼西湊的形式，或是隨西風左搖右擺的風格。這正說明在西方文化殖 

民化的作用下，很多臺灣藝術家心馳神往於歐美現代藝術的流風遺澤，遂罔 

顧民俗意識的泯滅與文化內涵的空洞，而曲意逢迎外來的標準與品味，同時 

利用趕上時代潮流甚至擠身國際藝壇的訴求為藉口，來掩飾其模仿行為及崇 

洋心態。但另一方面，藝術界仍有不少以捍衛中國傳統自居者，無視台灣本 

土文化存在的現實，而一廂情願地枝附影從於中原的「國畫」正統，苟延不 

合時宜的繪畫思想及作風。
24
 

 

                                                 
23

 賈方舟，〈現代水墨的趨勢與前景〉，《朵雲》第五十一集，上海畫出版社，上海，1999 年，九 

   月，頁 150。 
24

 李君毅，《後殖民的藝術探索─李君毅的現代水墨創作》，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15 年，5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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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李君毅點出台灣藝壇的兩個觀察，一是一味的迎合西方現代藝術的品味與標

準，將自身藝術形式轉換為西方現代藝術的附庸或換句話說。兩種方向皆是後殖民

現象所導致。李君毅自身的作品(圖 9、圖 10)亦體現此情境下的藝術創作。另一方

面則是固守自身中原文化正統，無視台灣本地的特殊地理、文化特質，自始至終都

待在中原國畫的脈絡底下，不願意隨著時代作出調整。那些只看到現代水墨與傳統

的差異，而看不到它們之間也可能存在精神溝通的頑固傳統派，和那些因為傳統派

有人反對現代水墨，因而全然鄙視傳統的創新派，其實都是淺薄的。25  

 

 

 

 

 

 

 

  

 

 

 

 

 

 

 

 

 

                                                 
25

 舒士俊，〈現代水墨與傳統:形式突破與精神回歸〉，《朵雲》第五十一集，上海畫出版社，上海， 

  1999 年，九月，頁 93。 

圖 11：楊茂林，〈熱蘭遮記事〉，1993，油彩、壓克力、畫布，

112*194cm，台北市立美術館 

 

圖 9：李君毅，〈花花世界〉，2016， 

紙本水墨，60*60cm 

 

圖 10：李君毅，〈兩相依〉，2015， 

紙本水墨，107*14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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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出中國畫變革過程中的兩種淺薄觀，一是絕對鄙棄傳統的前衛派，因為他們

無視傳統與現代的鏈結。另一個是固守傳統無法接納創新的頑固保守派，原因是他

們始終看不到現代水墨與傳統水墨在形而上層面的契機與溝通可能。這兩種態度對

於水墨畫都是有害的。 

然而，強調台灣本地的文化與風土特色，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經歷過

這麼多政權的統治，以及外來文化的有形與無形的殖民，台灣的文化主體性與自我

的身分認同，早已在台灣人心目中，成了一個十分模糊且不願意碰觸的領域。藝術

家多半也只能就台灣的歷史作出不同階段的回應與質問，如楊茂林的〈熱蘭遮記事〉

(圖 11)。真正要以文化角度切入並尋找台灣自身藝術發展的未來願景，對藝術家來

說，恐怕不是單純的藝術問題，而是政治層面的強弱問題。西方殖民主義帶來的影

響，對於各個文化被殖民國來說，自身的傳統文化必定面臨保守、守舊、無法跟上

時代趨勢的批判。西方強勢文化或日本文化則代表著一種進步的視野與絕對的超

前。也就是說，殖民主義背後伴隨著另一個意圖，那就是現代與進步觀的植入。水

墨傳統而言，現代水墨無庸置疑具備前衛性，但這樣的前衛限於一個困境。在創作

方式與圖樣的使用都充滿西方趣味，恐怕有被殖民文化所牽制之虞，所以總是顯得

尷尬無所適從。回頭反觀一下現代水墨的處境，放在中國文化傳統的背景上，它是

一個破壞者，而放在西方文化的生態上，它是個邊緣者。26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

水墨或水墨藝術一詞的說法，就是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的一種妥協與低頭，同卻

又必須認同這種妥協的必要性與正確性。最終，它也可能只是政治意圖的操控與工

具，對於文化藝術自身的延展和生成，是否有正向的幫助則有待觀察。 

綜上所述，水墨被視為一種材質、概念，拓展了創作的多元面向，能帶來不同

於以往的視覺經驗衝擊，也因為背後的邏輯思維和藝術理念，受到西方影響太多，

很容易陷入複製、再現西方藝術發展的老路。 

 

                                                 
26

 羅世平，〈西方解構語境下的水墨生態〉，《匯墨高升:國際水墨大展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2012 年，7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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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人的水墨畫而言，如果片面追求西化，又不打算融入西方價值體系

之中，那麼在評價上必然陷於困境。作者在接到各種反饋之後，必定會調整自

己的方向。這就是水墨畫的開放性是有限的，水墨畫離不開國畫的陰影，最終

要回歸國畫的原因。27 

 

水墨畫為甚麼無法徹底離開”國畫”？因為在開放的過程，既無法絕對西化，融入

西方價值體系，又不能絕對的切割”國畫”材質文化上的臍帶關係，所以它的開放

性是被限制的，最終只能回歸於中國繪畫之中。我們或許可以說，水墨藝術的樣貌

與西方現代、後現代藝術絕對不同，但這並非是討論外在形式的問題，而是內在思

維與主體概念喪失的問題。因此，水墨藝術假如不能解決主體性喪失、形上思維改

造與精神層面的深度探尋，最後只是將中國畫拉向另一個極端路線，對文化藝術的

積澱和演化並沒有太大幫助。 

                                                 
27

 潘耀昌，〈作為有限開放概念的水墨畫〉，《朵雲》第五十一集，上海畫出版社，上海，1999 年， 

  九月，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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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化誤讀？現代水墨的書法性剝除 

  

在文人畫飽受批評的二十世紀，從徐悲鴻、林風眠等人的中國畫改良運動，一

路發展至劉國松等人的現代水墨運動，中國畫的現代變革，可說已經趨近完成。改

革漸趨遲緩，表示水墨畫的問題，經由這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探討，已有逐步的成果。

盧輔聖等人提到： 

 

中國畫要在 21世紀有新的發展，不但要繼承傳統，而且要批判、捨棄傳統

中的不良成分，很多人之所以指責中國畫，甚至因此對中國畫作全盤否定，其

實是針對傳統中的糟粕而言，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西方文化的優勢壓迫

下，造成了對中國畫的全盤否定28。 

 

水墨改革後所換上的新裝，看似光鮮亮麗又有新鮮感。對傳統的批判破壞恐怕要大

於繼承。同時卻也產生了一個法障，就是引薦西式的方法、圖式成了前衛代表，承

接傳統就是落伍沒新意。 

 此波改革由破壞水墨自身價值開始，推展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引西潤中說，

而後達到破壞的高峰，有「筆墨等於零」、「革中鋒的命」等激進說法。不管如何，

對於水墨原有的價值體系，皆造成不可逆的衝擊與破壞。尤其現代水墨改革，以攻

擊舊有價值，奠定自己地位為手段，營造改革的必要性。因此需要一個改革的對象，

這個對象便是文人畫系統。文人畫成了首當其衝的箭靶。一時間文人畫中的淺降設

色、書法用筆、符號語言成了現代水墨畫家極力去除、棄之如敝屐的對象。這其中

又以書法性用筆所產生的毛筆線條，為主要的消解目標。如吳冠中(圖 12)、劉國松

等人主張創作應使用其他異於毛筆的工具來製造不同的線條。不應再以書法性的毛

筆線條，作為水墨創作上線條的唯一。劉國松與吳冠中所帶出的問題，或說自己所

                                                 
28

 盧輔聖、徐建融、谷文達，《中國畫的世紀之門》，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年，5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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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正是在強烈質疑與反對傳統價值與傳統筆墨後，水墨該何去何從？對

此，劉驍純認為： 

 

劉國松、吳冠中兩人反傳統的主張是最為激烈的，他們都討厭別人談筆墨，

又恰是他們把筆墨拉向前台的過程中，將現代水墨畫筆墨上的劣勢加倍地放

大。這樣說絲毫不貶低他們在美術史上的地位，而是說新一代人是否應該在他

們對傳統提出反題的基礎上再提出反題？他們是否需要進行深刻的衰年變法？

29 

 

只能說無論是質疑筆墨、討厭他人談論筆墨，無形之中都將”筆墨”問題提上檯面，

而提出此一議題的改革者，同時也肩負著解決筆墨問題的責任，但劉國松與吳冠中

等人，對筆墨問題的反省，始終選擇擱置或避而不談。 

在質疑傳統筆墨的同時，卻擴大了現代水墨筆墨上的缺陷。於美術史上的地位

被確立後，他們似乎對於現代水墨之走向與自我超越沒能做出解答，仍停留在革命

呼喊的那個當下。而新一代的水墨工作者，是否應該跨越激情的呼喊與盲從，在筆

墨革命之上提出再質疑？同時劉國松等人，是否也應進行再次的變法？ 

之所以將書法性線條作為推翻的文人畫元素，乃因文人畫對於用筆與書法有著極高

的要求，好像書法不好畫也無法畫的好一般。因此，現代水墨改革以來， 

                                       

 

 

 

 

 

                                                 
29

 劉驍純，〈對現代水墨化的回顧與思考〉，《朵雲》第五十一集，上海畫出版社，上海，1999 年， 

   九月，頁 35。 

圖 12：吳冠中，〈紫

藤〉，1997，彩墨紙

本，53*6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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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書法性線條與其象徵的筆墨價值，皆無不大力抨擊。彷彿只要破除書法線條與

筆墨思，中國畫便有了希望，便有了新方向，便能與西方一較長短。 

 問題是，文人畫是否就含括了中國畫的全貌？文人畫的價值是否就代表了整個

中國畫的價值？文人書法性用筆是否就包含中國書法的所有面向與特徵？而過於講

求書法性線條，有沒有可能來自知識分子對自身藝術發展與歷史脈絡的誤讀？這些

種種，都是水墨進行改革的同時所需釐清與思考的問題。整體而言，這些問題多環

繞在中國書法與繪畫的關係上。兩者在工具材料上的同質性，以及歷史發展上的密

切聯繫，讓人無法避免的將兩者一起比較。筆者以為，假如現代水墨將書法性線條

視為改革的對象，乃是因為它是文人畫的價值之一，而文人畫的書法性堅持源自文

人畫對書畫同源一詞的理解。那麼釐清書畫同源說之觀點，將有助於重新了解中國

書法與繪畫的關係，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知識分子的誤讀？而此一問題的誤讀又是

否造成現代水墨改革的二次誤讀？ 

 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提出了書畫同源之說，自此，中國知識分子便將書

法與繪畫視為同體同源的雙生藝術。《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 

 

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

觀垂象。因儷烏龜之迹，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

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30 

 

張彥遠書畫同源的論據在於文字肇始之初，是由倉頡觀萬物之形體，模擬繪製而來，

所以一開始的文字應是繪畫性的文字，也可以說是畫的字。接著又說： 

 

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

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

                                                 
30

 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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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31 

 

在這裡正是從書畫在早期的象形模擬階段之同體、同源角度去分析二者關係的。在

卷二”論顧陸張吳用筆”中，又從用筆方法角度談二者關係:  

 

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張僧繇點、曳、

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鈎戟利劍森森然，又知書

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故、陸，後不見來者，授筆法於

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32 

 

上述張彥遠的書畫同源理論，認為中國書法與繪畫是同宗同源，肇始於皇帝時代的

倉頡造字。而書法當中所謂的一筆書，張彥遠將其與陸探微的繪畫連繫再一起，稱

陸亦作一筆畫，所以書畫用筆同法。同時再舉畫聖與草聖在筆法上的師承關係，進

一步確立其書畫同源的觀點。因此，透過理論上的連結，張彥遠將書法與繪畫以造

型與技法相結合，定義兩者的起源是一致的。筆者以為，雖說在造型上，文字一開

始模仿外在事物而有了圖像的形式，但那只是個過渡，因為就實用性的角度上看，

畫字所消耗的時間太久，並不實用。另外，繪畫上的原始意圖在於裝飾而非象形的

模擬： 

 

由最早的彩陶花紋來看，這完全是屬於裝飾意味的系統；它的演變，是隨

被裝飾物的目的，及關於此種目的的時代文化氣氛而推動。所以它本身沒有象

形不象形的問題。
33
 

 

於是乎，中國繪畫早期的動機並非是偏向實用性，而是以裝飾性作為出發點與文字

                                                 
31

 同上註，頁 27-28。 
32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論顧陸張吳用筆》。 
33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6，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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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有著動機上的差別。而且在造型上一開始，也並非是針對客觀事物進行形象的

模仿，所以也不能稱為象形。 

 

許慎的敘述，吸收了繫辭中的意思，繼承了文字起源於結繩的傳統方法，

又突出了文字創造語卦象的聯繫，於是，就形成了一種中國人的文字起源觀。

相對於流行的文字學觀念，它具有兩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一、文字並不起源

於繪畫，而是起源於畫卦語結繩這樣一些抽象符號；二、文字具有獨立於有聲

語言以外的起源。34 

 

許慎對於文字起源的觀念，是吸收了易經繫辭的內容。就此脈絡上來看文字並不起

緣於繪畫，而是畫卦結繩的傳統抽象符號，同時又是獨立於聲音之外的一種文化起

源。換句話說，當敘述文字發展的過程時，我們會從漢代的六書開始，文字與繪畫

的交集點，不過其發展上的一個過渡。反之，論及繪畫發展的歷程，會從先民裝飾

性繪畫開始，與文字上的交集點，恐怕也是繪畫發展上的一個過渡。因此，首先應

打破傳統的書、畫同源，或說書出於畫的似是而非之說。
35
只能說中國書法文字與繪

畫的關係，在一開始的發源有些重疊，但在動機上，存在明顯差異，張彥遠之書畫

同源說，雖不能忽視其存在，卻也無必要過度的放大。 

書法與繪畫於肇始之初的快速交集之後，各自演化發展成獨具特色的藝術，書

法儘管走向了藝術化的表現，但由於文字性格的關係，始終不脫實用性特徵： 

 

由甲骨文的文字來看，這完全是屬於幫助並代替記憶的實用系統；所以一

開始便不能不追求人們所要記憶的事物之形。等到約定俗成之後，便慢慢從事

物之形中解放出來，以追求實用時的便利。文字的演變，完全由便於實用的這

                                                 
34

 高建平〈"書畫同源”之源〉，邱振中主編，《書法與繪畫的相關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10，頁 20。 
35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6，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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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所決定。36 

 

另一方面，繪畫則由裝飾性過渡到實用性，最後走向純粹的藝術性表現。兩者最終

雖都邁向了藝術化的發展，但在起始的動機與演變的過程並不相同。所以文字與繪

畫的發展，是在兩種精神狀態與兩種不同的目的上進行。書法因文字實用性的原因，

快速地提升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文字書寫與識別成了早期中國社會的階級

象徵，擁有識別與書寫文字的能力，就是領導大多數民眾的知識分子。因此文字的

地位十分崇高。繪畫上因其裝飾性與後來的功能性特質，在中國的社會地位，早期

只能稱是畫工、畫匠。同熟悉文字書法的文人知識分子，在社會地位上有著顯著的

落差。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書畫同源說，打開了畫家在社會地位提升的一個契機。

試圖將繪畫與書法，於社會階級上拉抬至同一位置，並於文人畫開花結果。 

文人畫中的書法性線條，濫觴於元代畫家趙孟頫(圖 13)。為了一改南宋院體畫

柔美謹細的繪畫風格，他提倡復古運動。認為繪畫應上追晉唐風範，提出了以書入

畫的主張。趙孟頫在理論實踐上，透過提出「以書入畫」連結「書畫同源」，創作上

將書法性用筆帶入其繪畫上的技巧使用，「石如飛白朮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 若

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便是畫史上著名的經典。企圖藉由晉唐繪畫與

書法的風韻，來擺脫南宋院體畫的窠臼。為了復歸古典，特別強調書法的線條，從

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成就了元代文人畫的美學理論和筆墨體系，確立了中國傳統文人

畫的審美範式。書法在繪畫上的展現，此時出現在兩個部分，一是用筆技巧、一是

畫面布局： 

 

書畫關係在宋、元之際的成熟融合，並非只是為了使繪畫表面出現書法性

的文辭，或對於空間章法的補充；而其實，筆意的痕跡對於表達特定情境的默

契一致，以及語言屬性的內在相融，才是書畫”一體”的根本。37 

                                                 
36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6，頁 147。 
37

 沈偉，《中國當代書法思潮─從現代書法到書法主義》，中國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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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入畫所開展之書畫關係的同源同體，並非在於畫面上書法的文學性。也不是在

整體章法布置上的結構考量，而是在兩者藝術語言上的內在連結。透過用筆的軌跡

達到對特定情境的內在融合，才是書畫同體的根本。所謂文人畫的書法性線條指的

便是用筆技巧。「書畫同源」在此時發生了用筆技巧上的美學轉向，已不再是動機、

實用的功能性意指。當然，這樣的轉向與兩者操作工具同為毛筆，有著絕對的關聯。 

 

 

 

 

 

 

 

 

 

毛筆的發明與改良加快了書寫的便利性，而後隨著技術的改良，讓線條產生多

樣性的可能。毛筆的改善為書體沿革創造了條件，而書寫藝術對筆觸的發掘，則為

繪畫超越工筆粉本的描繪而以水墨徒手揮寫，提供了經驗。38工具材料的改善，造就

了特殊的線條型態，不僅讓各式書體有了形成的條件，也拓展了繪畫發展的範疇。

在書法與繪畫上，書法在用筆的技巧上要多於繪畫，與兩者在功能性的目的有關。

為了因應快速繁雜的文字書寫，除了硬體上的毛筆改進，同時搭配著不同書體的成

熟發展，讓書法在毛筆行進間的變化，演示出多種變化的可能形態。這是繪畫所無

法企及的。並非是繪畫無用筆之法，而是兩種藝術在動機開展上所無法違逆的必然。

                                                                                                                                                   
   年，頁 30。 
38

 Xin YE，〈在書法與繪畫之間 筆觸審美三題〉，《「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書寫」學術研討會論 

  文專輯暨會議紀錄=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words and writing》，施淑萍主編，台中市，臺灣 

  美術館，2000 年，頁 178。 

圖 13：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局部)，紙本，28.4*90.2 

台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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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與繪畫都具有筆法上的要求與特徵，運筆的技法是一種由微觀到宏觀的運動過

程，只是在線條的變化性與多樣性來說，書法要多過於繪畫。也因此用筆的技巧，

書法也就相對的比較多，筆法上的成果，書法也多是早於繪畫。邱振中提到： 

 

一種控制筆鋒的運動方式，總是首先在書法中成熟，經過很長時間以後才

在繪畫中得到運用。繪畫史上，認識到筆觸豐富變化的可能性，大約是在元明

之際。39 

 

所以說毛筆筆鋒的運動方式與用筆方法，在中國書畫領域中，總是先在書法領域裡

成熟，之後再被運用到繪畫系統當中。趙孟頫的以書入畫就是一個例子。筆者以為，

正是在這一點上，趙孟頫的以書入畫強調的是一種創作方法的改變，而不是針對書

畫同源所作的理論延伸。傳統書法與繪畫注重毛筆行進的軌跡，透過軌跡產生筆觸

的體感和力量。並且對於整體筆觸所營造的結構與運動生成的氣勢，更是創作上最

為重要的關鍵。比如寫字時，用筆需有落筆、收筆、藏鋒、露鋒等考量，更重要的

是利用筆勢、結體的相輔相成，讓整體線條能筆斷意連，通篇章法氣脈能貫。繪畫

時的整體氣質展現，以及畫面氣勢的營造，一樣是藉由每一個筆觸所堆疊出來。但

儘管都是由毛筆筆觸所構成的藝術型態，卻也不難發現在操作毛筆與製造筆觸上的

複雜度，書法的確多於繪畫。所以將書法的筆法帶入繪畫中，首先發生衝擊的當然

就是繪畫上毛筆使用的方法。書法性用筆影響了原先的繪畫性用筆，讓繪畫原先的

創作方法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更奠定了文人畫日後書法性線條的美感要求。所以，

文人畫所謂的「寫胸中逸氣」的「寫」字，代表的是創作方法的變動，較不是因為

書畫同源這種本質論議題的探究與延伸。 

綜上所述，「書畫同源」探究的是書法與繪畫本質上的問題，「以書入畫」或是

文人畫所謂的「寫」，則是創作方法上的探討與實踐，不能簡單地將兩者畫上等號。

以書入畫並非是為了結合書法與繪畫，所以假若單純的將以書入畫視為是書畫同源

                                                 
39

 邱振中主編，《書法與繪畫的相關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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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容易過於簡化書畫關係，產生理解上的誤差。 

 

但是書法和繪畫，就是是不同的東西……草書上線條所表現抽象的意義和

急就的觀念，移到繪畫上來，如有一筆書，便有一筆畫的創造，無形中便促成

繪畫上第三期初期的變化了。40 

 

林風眠提到，中國繪畫與書法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書法是以實用性做為出發的一種

藝術形式。而中國繪畫在面對二十世紀的情境，自然寫實或是山水花鳥的描繪，已

無法滿足時代趨勢。他認為中國畫的唯一出路，便是抽象一途。而抽象的來源則可

借用中國書法的草書線條，讓中國畫產生新的改變與面貌。而書法性線條之所以容

易被當成文人畫的唯一表徵，而招致批評與攻擊，乃肇因於文人畫家的偏重。徐復

觀亦認為： 

 

宋以後，有一部份人，把書法在繪畫中的意味強調得太過，這中間實含有

認為書法的價值，在繪畫之上，要借書法以伸張繪畫的意味在裡面。這便會無

形中忽視了繪畫自身更基本的因素，是值得重新加以考慮的。41 

 

因此，無視於以書入畫背後的意圖，簡單的解讀成書畫同源之下，書畫間的相互結

合，導致過於強調書法用筆，是文人畫凋零的原因。以書入畫並不是為了在繪畫中

展現書法，也不是為了藉由書法來陳述繪畫的意味，而是利用方法論上的改變，造

就出繪畫的新樣貌。 

 

書畫結合並不一定代表筆墨的獨立，書畫結合也並不一定是”自律”的標

誌，甚至，筆墨的獨立表現也與西方的”自律”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美術史

                                                 
40

 林風眠，〈中國繪畫新論〉，何懷碩，《近代中國美術論集 5》，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1， 

   頁 42。 
41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6，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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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書畫關係有著複雜的合與分、分與合的漫長進程，……。42 

 

書畫關係並非是單純的書畫同源、書畫結合的關係，就歷史上看來，書畫有著複雜

的雜揉關係，是一個由再現邁向表現，分分合合的漫長過程。假若忽略其中演化的

關鍵，就容易造成創作上的觀念誤讀，也容易過猶不及，將創作路徑推向極端的選

擇。 

因此，書法性線條被視為是文人畫的標誌。乃因後來的文人畫家對於張彥遠「書

畫同源」，以及趙孟頫「以書入畫」的誤讀。造成了後來文人畫的僵化，因而引發二

十世紀現代水墨運動的第二次誤讀。現代水墨攻擊文人畫過於講求書法，認為書法

的地位高過於繪畫。狹隘的以為唯有好的書法才能有好的繪畫，但這其實是錯誤的

誤解。因為以書入畫一開始便不是為了抬高書法在繪畫中的地位，而是一種創作方

法的變革。是創作上的重大突破： 

 

張彥遠提出書法用筆的原則，乃是說用筆法去描摹物形，應像用筆法去書

寫文字一樣生動自然並且有力，才能使形似全其骨氣，這絕非後世理解的用書

法代替畫法。43 

 

筆者以為，現代水墨對於「以書入畫」、「書法線條」、「寫」等價值的拋棄，與晚期

文人畫只講究書法、用筆等形式一樣，都只是把中國畫推向形式僵化的極端。也就

是說，不能簡單地將書法與繪畫兩者相對立起來，以強弱關係來作取捨，這種二元

分化的觀點，除了不是書畫關係的本來樣子外，也與中國美學觀相牴觸。假若太過

絕對，將會喪失多重、多樣性的可能，讓創作方法僵化，藝術作品將不再是活潑、

有生命力的有機體。 

                                                 
42

 林木，〈從書畫同源到筆墨表現─書畫藝術分合辨析〉，邱振中主編，《書法與繪畫的相關性》，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93。 
43

 盧輔聖、徐建融、谷文達，《中國畫的世紀之門》，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年，5 

   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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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改革源自對文化自信心的失落，希望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認同的同時，急於

換取一張國際通行證。認為只要將自己的文化圖式簡單的換成西式裝點，就能被認

可，擠身前衛藝術之林。也因此對於傳統的承接較為短視。然而： 

 

一種藝術形式是否在國際上獲得有效的傳播，並不僅僅在於該藝術自身的

文化價值和邏輯，而是在於它是否匹配接受者本身的需求。它不是強制性的賦

予，而是自覺性的接受，這取決於接受者(西方或世界)所生活的現實環境和對

世界的想像。44 

 

因此水墨的發展，假如只是跟隨強勢文化之口味，最終將淪為其藝術的附庸。喪失

自我主體性，也不利於文化的發展與延續。水墨因此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在改革過

程中所借用的西式現代。此西方即現代的誘導，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是否有被他人

文化掣肘的嫌疑。此路線的作品發展，雖能脫出古典的範疇，但也應理解此種方法

下的侷限性，水墨始終只能仰人鼻息。 

                                                 
44

 崔燦燦，〈移動的觀念:中國現當代水墨的話語流變與問題意識〉，《匯墨高升:國際水墨大展暨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2012 年，7 月，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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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徐渭書畫為例，再看書法與繪畫的相互應用關係 

  

趙孟頫「以書入畫」方法論的變革，讓水墨畫在宋畫之後進入了寫意畫的高峰，

將書法的用筆方式帶進繪畫的創作方法裡，並成熟於明代。書法與繪畫間的關係變

得十分黏稠，畫面中既有具象又有抽象，營造出新的審美品味。徐渭與陳淳(圖 14)

是這波方法論變革後的成功代表人物，明代更有「青藤白陽」之譽。尤其徐渭在書

畫的結合上十分突出。在他的繪畫裡，書法與繪畫的關係相對於意韻、筆墨，趨向

狂草線條的力量連結，以及筆墨形式的越出。其藝術表現逸出了傳統形式的框架，

以「力」作為終極追求與實踐，因此，可以說書寫時便是在書寫力自身，繪畫作品

亦是在描繪力的模態。確切來說，書法與繪畫是他捕捉力量的媒介，而力量則不斷

的穿梭在媒材與承載物之間，這｢之間｣產生巨大的共鳴與震動，穿越了形式與傳統

對於書畫審視的終極判準，指出一條犀利且震撼人心的創作路徑，同時也是方法論

變革後所能指出的創作新路。 

 

 

 

 

 

 

 

 

 

 徐渭的書法與其繪畫有著深刻的連結；不僅在書法上，徐渭落實了自己的創作

意圖，同樣在繪畫上也看到相同的延伸。在眾多的研究裡，偏重書畫兩者於筆墨上

同源同種的臍帶關係，並且將其與中國哲思融合，較少關注兩者經由激烈線條變奏

圖 14：明，陳淳，〈雜花圖〉(局部)，紙本，28*37.9cm，中國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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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產生的力量形態。徐渭內心的禪學修養與境界，是其藝術創作的原動力，這個

原動力透過草書線條落實於寫意畫。草書線性是徐渭繪畫最成功的地方，書畫的成

功融合，延續元代趙孟頫「以書入畫」的創作觀；草書線條所構成特殊的時間感、

速度感，是草書入畫的要訣所在。線條的分布讓畫面產生力量流動，異於傳統｢氣韻

生動｣的黑白布局，而是充斥著｢力｣的竄動，形構出新型態的力韻。徐渭透過筆法連

接了繪畫與書法，以筆法為兩者之橋梁，崇尚創作時的意趣展現，期望在畫面裡呈

現具有能量與活潑的張力。筆法作為一種動力技能的橋樑，由徐渭繪畫指向草書，

同樣，筆者相信除了在繪畫上，徐渭受到草書筆法的影響，他在書法創作上也應該

會受到繪畫的幫助，從書寫的整體空間佈局看，確實有強烈的繪畫張力。因此，兩

者是互相滲透與介入並存，經由徐渭獨特的線條動力展現，落實對｢意韻｣與｢力量｣

的實踐。徐渭對於畫面力量之追求，藉由線條實踐在書、畫表現上。 

在眾多書法性線條裡，徐渭選擇了狂草線條，這種線質讓作品產生粗糙感，而

工具與載體摩擦绞轉之後所造成的物質感，成功表達了激烈速度和富有動態的活潑

作品。〈雜花卷〉展示了草書線條所構成的動態感與活潑性，將作品帶往不同於形象

之外的境地。 

 

 

 

 

 

徐渭在繪畫上所呈現的活潑趣味，是來自線條的節奏變化，與狂草書法的線條

相同，具有激烈的速度，而激烈的速度在畫面留下的強烈軌跡，給予獨特的畫面張

力與線條動力。筆者以為，這除了是書畫透過線條相互連結的證明，也可看出其繪

畫同書法一樣，均經由草書線條指向徐渭創作的意圖，即是力量場域的形塑。狂草

線條為他的寫意畫帶來活潑與速度。作品本身透過輕重、虛實、頓挫、轉折等草書

筆法，形成一股急馳的狀態，這狀態由當中的各個草書線條的｢切面｣(提按、頓挫、

圖 15：明，徐渭，〈雜花卷〉(局部)，紙本， 30×1053.5 cm，中國南京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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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白等用筆的連貫性)構成，筆者認為這些｢斷切面｣是律動的來源，也是組裝速度的

元件。這些組裝速度的筆法｢切面｣，頻繁出現在繪畫上，能看到徐渭精湛的書法功

力實踐在繪畫上。此線條往往讓人著迷，順著線條的走勢律動而下，常會忘卻物體

外在的輪廓，進到某種特殊的時間與空間(藝術創作產生的神馳現象)，｢線性｣變成

了繪畫的重點，成功嫁接了書法與繪畫的共性－線條的動力。 

 水墨畫的畫面構成以虛實相生、陰與陽等哲學觀思考，此形式呈現，給人無限

的想像空間，搭配筆墨的濃淡、疏密、輕重，讓水墨畫意境的表現更加分。筆者以

為，所謂黑白、虛實、濃淡的創作方法與視覺呈現，皆是水墨畫在材質與理念彼此

呼應的結果。畫面乍看之下是｢對比｣，背後則蘊含了中國人對內在精神的追求。中

國水墨畫背後的精神性，結合了儒家、佛家、道家的哲學思想，並非是單一指向於

某一思維。這些哲思還須結合畫家長久創作累積的畫論(創作法)，然後以個人筆墨

技巧的能力，最後形成水墨作品。徐渭在作品裡的表現元素，是筆墨所共同構築的

綜合體，嫁接在書法與繪畫裡的隱性因子，其實是徐渭自己引以為豪的書法造詣： 

 

據明人陶望齡所載：｢渭於行草書，尤驚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

三、畫四｣(《徐文長傳》)。《圖繪寶鑑續纂》則云：｢(徐渭)能書小楷行草，亦

不下於祝枝山之奇奇怪怪也｣。清人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小傳：｢(徐渭)

草書奇偉奔放｣。45 

 

在王允端的觀點看來，強調的是書法與繪畫的聯繫關係，所以特別重視草書，並且

認為徐渭的書法與繪畫皆呈現寫意的美感，各自具有獨立的形式，能呈現主體的情

感。徐渭書法與繪畫的關係十分密切，彼此互相滲透影響，但也各自獨立形成各自

的體系與價值。繪畫中的寫意性，在時代的角度看來，是宋代寫意的延續，實際上，

仍脫離不了徐渭對於力量場域與該美感經驗的落實。觀看徐渭書法與繪畫，常能感

                                                 
45
 王允端，〈徐渭繪畫理論與創作實踐之探討〉，《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民 92，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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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他透過線條的布置與安排，將某種張力釋放在畫面。書法上他追求用筆的變化

與線條質感之呈現，繪畫則加入墨韻的應用進而達到筆墨並重的層次表達，最終回

歸到物理性的強烈力道以及狂野奔放的線條展示。 

徐渭於作品中總是給人一種｢無定法｣的錯覺，所謂的筆墨並重，其實是後人對

徐渭作品所做出的形式歸納，是對其藝術的約略概括，但筆墨終歸形式，假若太過

追求容易受限，唯有突破既定限制，逸出原本的形式疆域之外，達致個人追求的內

在目的，才足以樹立出新的面貌。對此，徐渭自己也曾於臨摹蘭亭序時，表達其看

法：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

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46徐渭認為書法在書寫時需直擊

個人內在的情感，臨摹亦是如此，假如對於臨摹太過追求相似度，會失去個人真正

的面貌。他指出歷來臨摹蘭亭序的人很多，真正於其中能顯露自己創作意圖的人，

才是真正的高手。蘭亭序作為強烈的典範，樹立明確的形式疆界，歷代臨摹學習者

眾多，卻都無法突破，故始終難有自我面目。徐渭直指箇中原因所在，那便是在王

羲之所羅織的蘭亭序棋盤裡，找到一條能夠躍出其疆域的軌道，這條軌道需有創作

者自身的強烈意圖，突破疆界的限制，才有機會形成新的典範價值。綜合上述之分

析，徐渭在書法與繪畫間的相互滲透，透過對於力量之韻的動態銜接，以及狂草線

條的互為貫串，最後達到對於筆墨形式的超逸。三個層面同時將徐渭作品投射到動

態的力量構築。不僅充滿激烈的速度、多層次的時間、擴張的力量，同時也經由書

法與繪畫穿梭在材料與載體之間。 

他的作品像是一個物質與物理性的場所，裡面同時存有不同指向的種種力量。

徐渭將書法與繪畫視為是力量發生轉換的地方，力量不停地穿梭在其間，書畫就像

一層薄膜，給予某些物質在此間交錯與通過。書法與繪畫，在此高密度與高頻率的

某物震動疾馳，產生高速共鳴的穿插底下連結與互滲。有別於過往的書畫表現，這

並非是輪廓的繪製，而較像是套住某種高速震動的力量的網子。筆者以為在書法與

                                                 
46

 (明)徐渭，〈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徐文長三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1968，第三冊，    

   卷十九，頁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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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中，徐渭並不需要對過往的筆墨形式或是哲學價值做出繼承式的反芻，因為這

並不是重新製造一種形式的問題，而是如何透過攻擊式的反芻達到全新路徑的探求

的問題。徐渭不只利用攻擊式的反芻繼承了傳統，更找尋到一條全新的路徑有別於

以往的複製與再現。徐渭的書法透過線條捕捉力量，讓原本就存在的東西更為可見，

企圖將此物提到人們的眼前，喚起觀者對此物的共鳴與感受。所以，徐渭的書法與

其藝術從未發明了什麼或創造了什麼，但卻也同時發明與創造了什麼。筆者認為徐

渭透過藝術創作表達其意圖，希望展示出屬於他個人的力量場域，但是這是種展示

的行為並非發明的動作，也就是如此，徐渭的創作才更顯得無法捉摸與毫無軌跡可

循。 

 徐渭藝術體現了創作方法變革後的最佳樣態，「以書入畫」在其作品上，沒有看

到任何僵化以及偏重的傾向，並且創造出新的藝術路線，提供之後的藝術做為參考。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中國繪畫的發展，「書畫同源」、「以書入畫」便不再被過往的既定

價值所框限，以另外一種視角閱讀「書法性線條」、「寫」等文人畫的特質，反而能

夠看到新的可能。中國書法與繪畫的關係，並不能用二元分化的方式看待，也無法

絕對的將兩者對立、獨立起來，書法與繪畫間的互滲，彼此交互參考創作方法，讓

中國的繪畫產生多樣的面貌。現代水墨改革的問題點也在此浮現─缺乏對於創作方

法的思考。高明璐這樣說： 

 

很容易倡導一種題材或形式，比如都市題材或抽象形式。但是，如果沒有

背後的方法論支持，它們只能流於表面的表現，不能形成可以為人們所共享的

方法但這方法或語言絕不是簡單的技巧問題，也不是指那種膚淺的運用”中國

符號”的把戲。
47
 

 

現代水墨的改革受西方現代主義與抽象繪畫的影響，這是既定的事實，對於西方新

                                                 
47

 高名璐，《藝術大視野叢書 另類現代另類方法》，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市，2006 年 1 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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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創作方法的介入，應持開放的態度，對多元創作方法的接納與參照，能讓水

墨畫有更多的可能。但這並不意味著，為了接納新形式的創作方法，就必須棄絕、

反對原有的優點。就好像以書入畫的方法論變更，並未絕對的揮棄原有繪畫的優點、

特色，也並沒有要將兩者對立起來： 

 

書畫結合並不一定代表筆墨的獨立，書畫結合也並不一定是”自律”的標

誌，甚至，筆墨的獨立表現也與西方的”自律”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美術史

中，書畫關係有著複雜的合與分、分與合的漫長進程，一個由再現向表現演進

的進程，由此而展開傳統美術形態由遠古到中古，又從中古到近古的轉換。48 

 

書畫關係並非是單純的書畫同源、書畫結合的關係，就歷史上看來，書畫有著複雜

的雜揉關係，是一個由再現邁向表現，分分合合的漫長過程。況且： 

 

書法的抽象表現性在繪畫中，一直受到具象造型功能的抑制，書法的抒情

表現性在此階段始終未能轉化為筆墨的獨立表現性。筆墨的獨立表現必須在擺

脫形的糾纏的條件下才可能實現。49 

 

也就是說，在水墨畫中書法的筆墨獨立性，必須受到繪畫本體造型功能上的牽制，

而不能以其自身獨立的筆墨形式作展現，因為畢竟兩者雖有同源之處，但方法論上

的參照，仍是有主體、客體間的差異。熊秉明提到： 

 

自從西方出現了抽象派繪畫以後，往往有人說中國書法就是抽象畫。這話

不能說說完全錯， 因為書法誠然不摹寫實際事物，而用點、線、黑、白來構成

美的效果，西方人可以不懂中文而欣賞書法，許多西方抽象畫家從中國書法中

                                                 
48

 林木，〈從書畫同源到筆墨表現─書畫藝術分合辨析〉，邱振中主編，《書法與繪畫的相關性》，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93。 
49

 同上註，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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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抽象主義的理論根據，並汲取創造的靈感。50 

 

中國書法在西方抽象繪畫興起之後，常被視為是抽象繪畫，這種說法並沒有絕對的

對錯，就點線面構成來說，書法的確可以被視為是抽象繪畫的一種，很多西方抽象

繪畫的藝術家，都曾從書法汲取創作的靈感與建構自身的抽象繪畫理論，如 Franz 

Kline(1910-1962)。 

 

 

 

 

 

 

但書法不能脫離文字，具有約定俗成的規律，如:內容、文字可讀性、筆畫的書寫順

序、字的結構組成等。就造型上說，其規律也是束縛，但就書法藝術的觀點上看，

這些規律與特點加深了書法藝術的內涵，讓它更有層次、更有文學性，使之成為綜

合性的藝術表現。 

 參照方法論的同時，必須把握自身主體性，主體性的喪失，代表著自我身分的

消解，最終容易落入似是而非的尷尬境地。水墨畫有著漫長的歷史與特徵，其創新

與前衛，不能等同於西方藝術的前衛，水墨是必然作為當代藝術的存在，只是這種

當代藝術的樣貌以及背後的思維模式，與西方當代藝術一定不同。假若為了爭取當

代藝術話語權而喪失自我身分，只不過又是落入西方文化霸權的陷阱裡。易英認為： 

 

不論水墨畫在中國現代藝術中的位置如何，水墨畫作為民族身分的符號和

禮儀，其媒體本身構成了水墨畫的本質特性，是不可互換和替代的，它是中國’

文化生物鏈’中的一環，這是具有象徵性的，一旦水墨材質失落，也就意味著

                                                 
50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台北市，雄獅圖書，2006 年，頁 34。 

圖 16：Franz Kline，

〈Crow Dancer〉，1958，

oil on canvas，

198.1*175.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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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生態災難’的降臨。51 

 

水墨畫內在的本質特性，無可避免的連結中國文化民族身分的符號與禮儀，它是沒

辦法被摒除在中國文化生物鏈中的藝術。也因為如此，水墨才具有文化的象徵性，

假若揮棄水墨材質的本質特性，必將讓中國文化失落一項在藝術上的獨特類別。當

代藝術情境中需要的是觀念和思想，而不是繪畫的畫種與藝術類型，觀念與思想的

改變，正是創作方法的改變，就像以書入畫作為一種創作觀念，讓水墨作出重大的

轉向。 

當然，水墨藝術的符號表達仍是大有可為，且更容易彰顯文化特質與民族身分。

但當代水墨畫家必須了解水墨歷史屬性與當代文化的脈動，同時在觀念與想法上，

把握自我身分的特殊性，呈現出中國文化屬性的創作思維和方法。魯虹指出： 

 

水墨在利用符號表達觀念上是大有可為的，它不僅不比其他藝術種類差，

反而更容易體現民族身分。問題是進行當代藝術實驗的水墨畫家不僅要掌握水

墨畫的歷史屬性，還必須掌握當代文化中最有價值的問題。在這方面，中國當

代水墨畫家與中國當代油畫家相比，尚存在一定的距離。52 

 

上述認為水墨藝術的符號表達仍是大有可為，且更容易彰顯文化特質與民族身分。

但當代水墨畫家必須要水墨歷史屬性與當代文化的脈動，在這一點上，魯虹以為中

國的水墨畫家尚不及油畫家。因此，審視自己的文化內涵，找尋可供創作的圖示與

符號。是當代水墨畫家突破的缺口所在，也是本研究嘗試的創作路徑。畢竟，對於

漢字，進而對於書法，我們並不是如想像中的那樣，把握得很多並熟悉於它的文化

特性，相反，我們面對的卻是瞬時間的陌生與失語的茫然。53書法在當代的困境之一，

                                                 
51

 魯虹，《現代水墨二十年》，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 年，1 月，頁 252。 
52

 同上註，頁 300。 
53

 沈偉，《中國當代書法思潮─從現代書法到書法主義》，中國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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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我們對於它的陌生感。我們並沒有像想像中那樣熟悉書法背後的文化性。相反

的，我們逐漸在面對它的時候顯得茫然與失語。真正問題，不是書法藝術與水墨藝

術在發展上的困境與何去何從，而在於整體社會環境對書法的認知和思維模式已漸

行漸遠。現在的水墨探索，不過是在撿西方過時的舊觀念。所以我想，進行水墨探

索，必須把握好中國畫自身的東西，另外就是關注目前世界的發展趨勢，把這兩個

極端把握好。54找回自身文化的元素，結合整體發展的趨勢，便不會重複它文化的復

輒。在尋求主體文化意識的時候，也不會因此顯得失語、不知所措。規避二元分化

的絕對價值，找到多元的「之間」可能。應是下階段水墨進化的完美途徑，如何轉

化內在涵養與結合外在潮流形式，是藝術家所面對的艱難挑戰。亦是文化藝術突破

累積的關鍵點。 

                                                 
54

 盧輔聖、徐建融、谷文達，《中國畫的世紀之門》，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年，5 

  月，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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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整理二十世紀水墨發展與改革的歷程，文化認同是此波運動的主要問題。

藝術與其自身的意義和價值，皆退居於政治與社會之後。在本章節的研究與討論中，

可以歸結出，現代水墨於當今社會的改革現狀。從二十世紀初之變革，著眼於中國

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伴隨整體民族自信心之喪失。而後的現代水墨改革運動，則

逐漸往個人英雄主義的路線前進。此時，藝術與美學的方向，由國家民族轉向了個

人主義，水墨改革走往了政治美學化的調性。從而在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水墨逐

漸導向了媒材論，整體之主張與對題材疆界的無限制開放。加上西方強勢文化的介

入與影響，讓水墨由原本僵化的筆墨至上極端，過渡到形式至上的極端。此二極端

之間所失落的其他可能性選擇，因大時代潮流因素，容易被忽略與無視。假若欲發

覺此間的可能與突破之切口，則須回到水墨原本自身脈絡裡，肯定過去的積澱，重

新給予新的詮釋與轉化。 

 因此，重新回到以書入畫、書畫同源的中國繪畫美學命題上，以方法更迭的視

角，給與書法線條和文字書法的於水墨中的價值肯定。歸納整理出中國的書法與繪

畫關係，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不應以對立的視點審視。必須尋找兩者間的其他可

能，溯源自身文化主體性，確立群體背後的文化價值，塑造個人之文化認同與自信。 

 後現代語境的多元性，為時代趨勢必然之現象，而地球村時代的來臨，重新肯

定各民族文化間的獨立性價值。作為抵抗文化霸權與殖民的方法，就是回到原有的

文化體系，持續演繹其間之可能。後現代看似混雜的多樣性，存在著主流文化與次

文化之差異。然就各文化累積與持續發展上看，需以更寬廣的視野，進行跨越強勢

與弱勢文化的主體性耕耘。 

 水墨畫之近現代變革，給予筆者的啟示在於，應當回到上述的兩個極端之間，

尋求多元嘗試的拓展，並重拾文化自信，認同文化主體之價值，體認多元並陳的意

義，如此方能持續積累文化之厚度與廣度。 

 



58 

 

第三章 水墨創作路徑之理論與方法 

  

現代水墨改革的問題意識在於，如何擺脫二元對立的模式，將矯枉過正的極端

拉回”之間”的狀態。同時也是中國哲思的精華所在，一種自然的真實呈現。在外在

形式與內在涵養性格之間取得平衡點，同時又能保有自己的文化本質，而不是它者

文化的複製與殖民。 

 在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是個思想活躍的時期，對於藝術創造的方法與概

念敘述，呈現蓬勃多元的面貌。首先體現在文學的表現上，劉勰的《文心雕龍》即

是重要的代表。因為時代的環境，讓這部著作整體上充滿著各家不同學說的內涵，

也因此，具備了多義性的特質。對於水墨的創作思維，以及未來路徑的鋪陳，都有

可供參考之處。 

 德勒茲的思想觀與文心雕龍一樣，都有著多義性的特質。差別在於德勒茲是有

意的將書寫目標指向多元的意義生成。因此，在其思想論著中，可以找到突破既定

價值的多元路徑與方法參照，亦可為現代水墨創作激起創作思維上的想像與實驗精

神。同時，中西學說上的立基點，均不是為了強化對立價值而存在，反而是希望以

繁多性、多樣性、通變的思維來落實創造。 

 本章節上就中西不同學理之提取，尋找其中的共性，作為水墨創作之理論啟發

與方法借鏡。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進行探討： 

一、劉勰文心雕龍創作方法的啟示。以多元的養成和內、外間的相輔相成，作為 

    突破二元對立的切口。於創作論中的創造方法，強調個人內在養成，與外在 

    時代風格的融合。尋求通變貫通的創作方式，讓藝術作品與創作過程同為活 

    潑的有機產物。 

二、一種”之間”的美學實踐。文心雕龍的通變說，為藝術創作的靈活與活用作 

    了提示。藉由通變達致內、外養成的相互關係，避免單一價值的偏廢。為水 

    墨本體論之建構，提供了中國美學價值上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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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勒茲的根莖論以多元性的生成相對於樹狀的單一價值。對於絕對中心的價 

    值、二元對立、疆域化的拒斥，顯露了德勒茲的藝術觀。就水墨創作上看， 

    根莖與文心雕龍的多元本質有著相應的連結處，能為創作思維提供方法上的 

    嘗試。 

四、多元生成的解疆域化。能打破已經僵化的體系與價值。經由對根莖特徵的歸 

    納與萃取，利用其特質與相關思辨，追求對藝術創作現狀的擺脫，以期對既 

    已僵化的系統注入新的可能與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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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劉勰《文心雕龍》創作方法的啟示 

 

中國藝術從實用性開始逐漸演變為擁有高度審美價值的藝術型態。這種從實用

性出發的藝術，具有活潑的多元樣貌，各項之間難以絕對的劃分。隨著時間以及各

藝術類別的獨自蓬勃發展，體系越趨龐大也自成系統。彼此之間仍存在內在性的關

聯，以及美學價值上的相互參照跟影響。 

一個文化藝術之所以能夠長久延續，與其廣大的多元發展和包容有關。除了社

會環境的時代風尚，藝術家個人內在涵養與知識學養亦是重要組成。總地來說，藝

術的多樣性是自身能延續多久的關鍵。中國知識分子體現了中國藝術多元性的特

徵。無論是詩、書、畫、印、琴、棋等不同的藝術門類，在早期中國知識分子身上，

都能看到多元能力的養成與薰陶。陳衡恪認為：殊不知畫之為物，是性靈者也，思

想者也，活動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單純者也。55便是強調知識分子內在涵養的重要。

水墨畫同樣在此脈絡體系中建構出屬於自身的多元體系。傳統詩、文、書、畫樣樣

精通的文人畫，對於一位藝術家有著嚴格的要求。時至今日，一位水墨畫家或是藝

術家，須具備多項專業能力，儘管在結構組成上有不同的地方，但仍不脫內在涵養

與知識學問的兩大範疇。也是中國對於藝術家必須”才”、”學”兼備的初衷與要求。 

梳理自身文化歷史脈絡，會發現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藝術蓬勃多元的時代。尤其

體現在文學領域上，除了謝赫《古畫品錄》第一部畫論問世之外，還有曹丕《典論

論文》首篇專論文學的文學批評文章。鍾嶸的第一部詩論專著《詩品》以及劉勰《文

心雕龍》第一部文學批評著作的誕生。雖與當時混雜紛亂的時代背景有關，但同時

也可發現，由於各項學問的蓬勃發展，讓知識分子有著多元豐厚的土壤能夠滋養，

因此產生了相當具代表性的藝術。 

 

在西洋文學史中，文學批評常與文學創作齊頭並進，相剋相生。我國則只

                                                 
55

 陳衡恪，《文人畫之價值》，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10 月，頁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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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朝有此現象。劉勰、鍾嶸之後，文學批評復趨消沉。宋以後雖多詩話、詩

說之作，什九缺少系統與條理。56 

 

南北朝可說是藝術蓬勃發展的時代，之後雖有無數的文學藝術作品，卻大多與這時

期的經典脫離不了聯繫。因此，考察《文心雕龍》與其作者劉勰，應可為藝術創作

理論與實踐，提供方法的參考。同時比較東西方文藝理論間之差異，作為水墨創作

增多元參照的深度與廣度。 

劉勰認為當時的文壇創作，大都是偏愛奇巧新穎的文章。考查這些作品的體制，

乃是從訛濫新奇這種錯誤趨勢造成的。由於厭棄舊有的雅正文體，所以便穿鑿附會

追求新奇。劉勰指出探究這些新奇作品的創作來由看似很難，其實並無奧妙，只是

反對正常的做法罷了。如《定勢篇》中說：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

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

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
57
 

 

藉由文辭故意違反正常用法成就了新奇。想要新奇的面貌，最方便快速的方式就是

顛倒字句。把上面的字放到下面，把中間的詞放到外面。這樣顛倒不正常，輕易的

就能有新奇的色彩。指出了藝術創作要有新的面貌最快的途徑，便是把原有的形式

進行顛倒與破壞，這與水墨現代化變革講究純粹創新的現象，有著相似的地方。 

 為求嶄新面貌的出現，現代水墨創作者往往藉由西方繪畫之形式，來對傳統中

國畫進行破壞式的顛覆。雖是時代之必然，但對於絕對的棄置與無視水墨漫長發展

脈絡與延續關係的角度上看，此類創作處在尷尬模糊的地帶，找尋不到延續性的蹤

跡。創新面上也無內涵與概念上的深思熟慮，只能算是個人囈語式的呢喃。創作是

                                                 
56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 上冊》，台北，學生書局，頁 199。 
57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定勢，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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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作者內在涵養與外在表現形式的綜合活動，藝術作品則是此綜合活動的有機

體。對於內在涵養與外在形式的表現，發動的主機則在於藝術家個人的內在。不同

的作者其內在所具備的學養不同，便會產生不同的藝術作品。優秀傑出的經典作品，

往往能在外在形式的背後，看到涵義深厚與韻味悠遠的內在思考。由於創作者的才

華和性格有所區別，因而作品的風格也會呈現多種多樣。但形式與手段只是次要的

枝葉，作者的內在情志才是藝術作品主要的骨幹。所以劉勰才在《體性篇》中說：

贊曰：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

真，功沿漸靡。58藉由衣著服飾的例子來說明，個人內在的氣質才是所應追求陶冶的，

太過講求外在的華麗，反而顯得紛亂而趨向柔弱而萎靡不振。藝術創作上作者的才

華和氣質可以陶冶而成，不過需要長期地觀摩浸染才見功效，卻是創作者應該且著

力的地方： 

 

他既然重視「陶染」的作用，那麼鍛鍊文章的「風骨」也可以在思想修養

上下功夫。鍛鍊的方法，「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體性》)。他

認為文章的「風骨」可以學而致之，只要「能研諸慮」，則其道不「遠」。(《風

骨》篇說「何遠之有哉」)。59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多次提出內在薰陶對於藝術創作的重要性。他並沒有否認外在形

式與時代風格的影響，但是個人在藝術涵養與學問累積上，是藝術作品是否能自然

表露與傑出的關鍵。 

 「才」、「學」是藝術創作主要生成的內在主體。「才」便是涵養、氣質，「學」

則是學問、知識。兩者皆能透過文章、知識、概念、理論、生活經驗、人生體悟來

進行積累。多元的吸收與廣博的學習，長時間下來便會內化到個人的內在。當進行

藝術創作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在作品裡表現出來。《神思篇》：是以陶鈞文思，貴在

                                                 
58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體性，頁 9。 
59

 詹鍈，《文心雕龍的風格學》，台北市，正中書局，1994 年，4 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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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

60提到了醞釀文思，著重在虛靜心志，清除心裡的成見，寧靜專一。必須要努力學習，

積累學識來儲存內在的珍寶，要斟酌辨析各種事理來豐富增長自己的才學；要研究

閱歷各種情況來進行徹底的觀察；要順著作文構思去尋求恰當美好的文辭。把虛靜

作為一種陶鈞文思的積極手段，認為這是構思之前的必要準備，以便藉此使想想感

情更為充沛起來。《養氣篇》贊中所說的「水停以鑒，火靜而朗」，正可作為他的虛

靜說的自注。61虛靜是創作前的準備關鍵，凝神靜思整合個人內在的才情與學養，在

內心清明的狀態下進行創作，最能完成理想的藝術作品。因此，平時需不斷的培養

自己的學識，並透各種廣博的學習來累積內涵與深度。然後在創作之前，凝神靜氣

的進入虛靜的狀態，讓內在情思與外在體悟合而為一，最後透過作品呈現出來。 

劉勰的創作模式，或說他理想中的創作方法與過程，主要著重在個人內在學養的積

累。這有賴平時努力的學習與薰陶。明代唐志契，《畫事微言》中說到： 

 

昔人評大年畫，謂胸中必有千卷書，非真有千卷書也。蓋大年以宋宗室，

不得遠游。每集四方遠客山人，縱談名山大川，以為古今至快。能動筆者，便

令其想像出之。故其胸中富於聞見，便富於丘壑。然則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

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士夫勉之，無望於庸史矣。62 

 

同樣提到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對繪畫的重要性。而在創作生發的當下，藉由虛靜的

前置準備，融合外在形式、時代潮流、內在情思等綜合變因，讓藝術作品能成功達

致作者內在自然的表述以及作品外在經典形式的呈現。此兩者是一體兩面、無法絕

對切割。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作者平日的個人氣質養成，是劉勰

創作論上最為重要的關鍵。《神思篇》說：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

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

                                                 
60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神思，頁 1。 
61

 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台北市，書林出版，1993 年，12 月，頁 119。 
62

 明，唐志契，《畫事微言》，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10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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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63便是在強調平時需加強修養的重要，以及創作前的虛

靜準備。接著又說：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

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

殊，並資博練。64他認為創作上不管是文思敏捷者，或是疑慮較多須斟酌再三者，只

有快慢與難易上的差別。但兩者都需要廣博的學習與熟練的技巧，再次強調平日的

學問養成在劉勰的創作過程是絕對的重要： 

 

作家在別人司空見慣的生活素材中傾注自己的審美體驗、評價與理想，通

過藝術構思，加以提煉、概括、加工、改造，而後才熔鑄成有豐富的意義與完

美藝術形式的作品。如此，具有形象性、感染性、典型性的藝術美，纔能使文

藝作品有更集中、更強烈、更普遍性的反映效果。65 

 

藝術家進入創作模式的實踐時，外在世界與內在心靈總會產生融會交流的現象。一

方面內在想法會隨著外在世界與物質轉變，二方面外在物質世界亦會隨著內在想法

做出各種可能的延伸，不能簡單地化約為心物二元論。而應該視為一個廣大整體，

擁有各種可能的整體。隨著每個創作者內在的晶圓不同，所產生的外在作品亦會不

同，所以劉勰才會強調平時的學養功夫。藝術作品講究創作者內在思想與外在形式

媒材的相互融合。因此劉勰在《文些雕龍》裡把個人內在的情感思想視為文章創作

的骨髓。通篇文章的氣勢與韻味表達則屬「風」、「氣」。 

骨，是文章系統的結構、骨幹，也是藝術家內在的想法、概念；風，是藝術作

品外在表情生動與活潑的面貌展現，同時也是作品所散發的特殊風致、風韻。關於

兩者，劉勰在《風骨篇》這麼說：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63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神思，頁 1。 
64

 同上註。 
65

 王義良，《〈文心雕龍〉文學創作論與批評論探微》，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 年，9 月，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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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66他

認為如果文辭藻艷豐富，而風骨不能飛動，那振振的辭采是暗淡而不鮮明的，也不

會有聲韻之美。所以運思謀篇，務必充分保持充沛的生氣，剛健的文辭切實地表達

思想感情，文章才有新的光輝。「風」、「骨」對文章的作用，好比健飛的飛鳥使用有

力的雙翼一樣。當創作的時候，最主要的就是要有情感和思想，這本是文學的骨幹。

彥和之名為「骨」，是很適當的。捨此骨幹，絕難構成優美的文學。67內在的思想感

情便是「骨」，假若沒有它，自然無法有好的作品發生，在此又可看出內在的思維想

法是劉勰創作論上的重點。 

中國繪畫理論對於內在的「骨」，與外在的「氣」、「風」早見於謝赫的《古畫品

錄》，《古畫品錄序》說:「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

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氣

韻生動」是創作上各種要素的融合，也是謝赫六法首先提出的要點。可見對於謝赫

來說，作者內在與外在的複合能呈現「氣韻生動」，在作品上佔據重大的地位。創作

上要達到氣韻生動，首先需要作者內在豐厚的涵養，接著再透過第二法「骨法用筆」

的筆力來進行呈現。《圖畫見聞志》中說：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

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68對於

內在氣質的強調，要先於外在形式之表現。「氣韻生動」具備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個

人內在的學養力量。另一方面是連綿逑勁的用筆，用筆需要具有骨力，「骨法用筆」

就是生動逑勁的筆致。具備了上述兩個要法，面對任何的對象、任何想表達的形象，

遂能順利的進行表現。中國繪畫理論對於內在的「氣韻」，與外在呈現的「骨法」同

劉勰一樣相當重視。那麼謝赫是否認為作品中作者內在、作品意圖也是繪畫創作的

關鍵呢？其實審視謝赫評判作品高劣的標準，可知道他相當關注作品內在與創作意

圖。《古畫品錄序》說:「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

千載寂寥，披圖可鑑。」所以可以知道，謝赫評判一件作品之高下，主要還是以作

                                                 
66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風骨，頁 13。 
67

 詹鍈，《文心雕龍的風格學》，台北市，正中書局，1994 年，4 月，頁 39。 
68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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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內容為主。作者要有崇高的道德想法，經由藝術作品進行闡述，達到個人意圖的

實踐。 

《古畫品錄》作為中國繪畫理論的經典，有著啟發後代繪畫理論的重要地位，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解釋謝赫的畫論說: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

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

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

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

矣。……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

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

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至於傳模

移寫，乃畫家末事。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

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69 

 

張彥遠所謂的「骨氣」與「氣韻」就是謝赫所謂「風」、「骨」。謝赫或是劉勰都強調

風、骨的重要性，認為創作時的內在思想與外在呈現必須要相互輔助。外在形式能

夠呈現內在想法的完美面貌，讓觀者觀看作品時可以看出藝術家的觀點與想法。這

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磨練，看似簡單卻難以維持。《風骨篇》提到： 

 

若夫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

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

成經矣。70 

                                                 
69

  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頁 32。 
70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風骨，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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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經典的規範來創作，吸取過去所傳承下來的創作方法，了解個人內在的情感與

想法，詳盡的知曉過去的體制，之後才能創造出新穎的作品。另外，了解創作上的

變化，能知道什麼樣的作品充滿新意卻又合乎法度。假如在內在涵養與外在型制都

不夠成熟與透徹熟悉的狀態下，想要超越舊有範疇，追逐新穎的作品表現。雖然有

時會獲得成功，但失敗的機率也非常高。任何的偏廢，會讓創作導向某方面的極端，

進而造就二元對立的創作方法。 

《文心雕龍》與《古畫品錄》採取的是中庸之道，不論內在學養或是外在形式

之追求，都不能有任何的偏廢。兩者重要性相當。假若太拘泥在內在或是傳統思維

的磨練，容易讓作品顯得沒有朝氣。雖有深厚的內在含意，缺乏吸引目光亮點。反

之，只有外在華麗的形式表現，缺少深厚的內在底蘊。雖能在一瞬之間得到關注，

但長久之後，便會顯得淺薄而不耐看。因此，藝術創作強調的是綜合性的能力，除

了要承繼傳統，薰陶自我的內在。也要磨練技巧，融會古今表現形式，作品方能有

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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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種”之間”的美學實踐 

  

水墨作品的本體論問題，離不開”水墨是什麼？”與”什麼是水墨？”後者往往是

站在藝術定義的角度來看，而前者則是探討水墨作品是怎麼樣的一種事物。正如托

馬森( Amie Thomasson)指出的那樣： 

 

藝術本體論研究的主要問題是:藝術作品是哪種實體? 它們是物理對象、理

念種類、想像性實體或別的什麼嗎?各種藝術作品如何與藝術家或觀賞者的內心

狀態、與物理對象，或者與抽象的視覺、聽覺或語言結構相聯繫?在什麼條件下

藝術作品開始存在、繼續存在，或者停止存在?71 

 

藝術作品是一種複雜的集合體。可能是某種物理對象的集合，也可能是理念或想像

性的實體呈現。同時連接了作者與觀者間的心理狀態，對於藝術作品的本體，應該

同其自身所敞開的那樣。面向未知領域進行提問：自身的存在、與感官的相聯繫、

何時消失？或者是持續性的存在。於是我們會發現藝術作品總是處在一種”之間”

的狀態。就事物的物理狀態來看，它是客觀存在的”物理對象”。而就藝術家個人

內在精神層面上看來，它卻也是存在作者內心靈的某種”想像對象”。處於上述兩

者之間，並夾雜更多模糊不確定的討論，這便是藝術作品。 

 劉勰《文心雕龍》並沒有刻意要彰顯內在、外在兩者誰較重要。認為兩者皆須

兼而有之，不能偏重其中一類。其美學導向不同於西方一分為二的形上學，強調兩

者融合的自然之境，把人與藝術放在廣大的層面中，訴諸一種更為真實的存在世界。

於是乎，要容納繪畫、雕塑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們必須放棄在外在於心靈和內

在於心靈的實體之間作簡單的劃分，承認那種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同時依靠於物理世

界和人類意向性的實體的存在。72也就是說藝術無法簡單的視為是外在世界的再現，

                                                 
71

 托馬森，《藝術本體論》，載基維主編:《美學指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65。 
72

 同上註，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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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內在情緒思想的陳述。應該是同時包含著兩種面向，且作品自身又能進行繁

多性的增殖。《文心雕龍》正體現著這樣的美學模式，不同於西方二元分化的形上學

思維模式。儘管我們或許可以勉強地將”道”、”神”、”韻”歸為是抽象對象或

心理對象；把”骨”、”形”歸結為物理對象或具體對象。但這些都無法完整陳述”

道”、”神”、”韻”、”氣”、”骨”等真正的樣態。不能被簡單的區分為”一”

或”二”，反而應該以”多”來看待 

中國文學藝術所展示的美學世界觀。劉勰觀察到這種廣袤的”多”，了解雖然

在藝術創作上有既定的一些體材規範，也有著經典的技法展現。但創作者必須先了

解了這些原有的基礎與範疇，然後通過”變”來達到新領域的開拓。因此，他在《風

骨》篇中說道： 

 

若夫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

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

成經矣。
73
 

 

鎔鑄經典的體材典範，吸去過去諸家創作的方法，洞悉情感的變化，明白文章的體

制，如此一來便能有新意。藉由了解各種體制與通曉創作上的各種變化，讓作品產

生新意卻不顯雜亂無章，技法雖然奇巧但也仍不違背舊有的手法。但假若個人的內

在涵養，以及知識學養上還沒有充足成熟，相關的表達方法與技巧亦尚未提煉，就

想超越原有的領域疆界。以好高騖遠的心態追逐創新，雖能在外表形式上有所斬獲，

然而，也容易招致失敗。同時作品顯得沒有內涵而單薄。 

劉勰認為使用新奇的語言、字句，造就出謬誤的文體，是不能被當作經典作品

來被看待。同後現代主義語境下的水墨試驗一樣，一昧的講究破壞與一意孤行的反

動。雖能獲得短暫的識別度，最後卻仍流於空洞、索然無味。林章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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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風骨，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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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作品因為「解構」符號形式的個人主義而流於孤芳自賞。藝術

家若一意孤行，脫離社會群眾而存在，一味迷失在「後現代」表面玩弄手法之

中，徒求破壞而無建設，即使譁眾取寵，藝術終將無所依歸。74 

 

對於沒有經過個人內在涵養與轉化的藝術表現，徒求形式與新奇特異，缺法傳統的

連結滋養，最後還是無法成為經典。儘管能夠有曇花一現的效果，卻多容易招致失

敗。理由很簡單，因為這類的藝術突進，求的是自我的表現，而非藝術軌跡和歷史

文化的積存。為了穿梭於傳統與流行形式之間，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體現了中國”

變動無常”的美學價值觀。凡是沒有絕對的優與劣，因此主張在創作上不能有所偏

廢，同時必須把握”變”的原則。《通變》篇說：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

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

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75
 

 

雖然在創作上的體裁有著一定的規範，但是創作方法的變化卻沒有一定的標準。劉

勰發現了這個道理。他認為過往的這些既定文體，名稱與規範在大部分是必須繼承

的。說明了創作仍有一定的常規。但作品所散發出來的氣勢與力量，則因為人平時

所積累的強度、厚度不一，加上創作上講求自然而然流露作者的概念想法。唯有變

動無常的創作方法，才能產生不同面貌的藝術作品，且能因應不同時代的潮流趨勢。 

劉勰在創作上講究靈活變通，既能與過去的傳統相連結，在創作上的變化革新亦沒

有絕對的框架。參考過去與現代的作品，穿梭於新舊之間，讓創作能夠無窮無盡。《通

變》又說：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

                                                 
74

 林章湖，《「後現代」與台灣當代水墨》，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 年，3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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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通變，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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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制奇，參古定法。76指的是藝術創作的法則因為時代不同，就會有所變化。每個時

代都有無數的藝術成就，因此藝術必須擁有創新才長久。同時也須有善於繼承傳統

創作規律的長才，這樣才是永不貧乏之道。作者在創作中，由於不同的情感基礎，

而有不同的文辭表達形式，遂形成不同的文氣風格，此「無方之數」，則須「憑情以

會通，負氣以適變」，不能一味摹擬仿傚，故謂「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77劉勰

點出了藝術創作的個人方法：就是適應時代追求創新，面對機會果斷無所膽怯。勇

敢面對身處的時代努力做出有新意、感動人的作品，不停的參考古人、延續創作法

則與規律。石濤曾說： 

 

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

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眾法也。夫

畫者，從於心者也。78 

 

主張靈活運用各種創作的方法，由內在的心靈主體啟動，相應於外在的藝術表現。

這是創作上靈活通變的方法，讓藝術作品成為活潑的對象，讓美學型態脫離二分法

的侷限。 

與老莊哲學有相通，認為事物都存在一體兩面，表面上雖被簡單的分為美醜，

實際上對於本體來說，都只是其中附屬的某個樣子。所以中國美學上並沒有絕對的

美醜，對於某家某派的風格，雖有主流、次流之分，卻無絕對美醜的終極判准，所

以《道德經》才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

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就是認為凡事皆有

數個面向，就算是美與醜，也只是物體其中之一而已。對此朱良志指出： 

 

                                                 
76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卷六通變，頁 18。 
77

  王義良，《〈文心雕龍〉文學創作論與批評論探微》，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 年，9 

   月，頁 13。 
78

 清，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 年，10 月， 

   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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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醜來質疑“美”。我們認為一個“醜”的東西，不一定就是醜， 

因為我們所認定的那些“美”的東西並不可靠。美醜是一種知識的見解，這 

樣的見解造成對人真性的遮蔽。二是以醜來規避“美”。傳統美學出現的以 

醜為美說，與其說是追求醜，倒不如說是排斥美一不是對美的事物的否定， 

而是對所謂“美的秩序”的規避。79 

 

就美學的探究上，美與醜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管是研究美醜中的任何一項，總是

會提到另一方。但在西方藝術領域，醜並非是主要探討的重點，因此在西方美學上

著重在美的展開。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美學認為我們無法真正確定什麼東西是絕

對的美，因為它同時伴隨著醜的存在。假若單純的追求美而忽略醜，那將會與真正

的美背道而馳。美醜是相對性的存在，單純的認定某類事物是美或醜並不可靠。因

為兩者只是一種定義與見解，而人往往容易被這類的定義所遮蔽。中國美學甚至出

現以醜為美之說，來駁斥絕對美的追求，但與其說是反過來追求醜，倒不如說是對

絕對追求美的拒斥。之所以會有這類美學型態的生成，與中國天人哲學有絕對的關

係，畢竟中國人講求自然與崇尚道，對於絕對的價值與絕對的理性分化帶著懷疑，

雖未有強烈的反駁，但總是盡量規避這種絕對。在老子看來，相反相成，是知識構

成的特性，但並非世界本身所具有。人為世界分出高下美醜，是在下判斷，以人的

理性確定世界的意義，這樣的知識並不符合世界的特性。80這是中國哲學與美學的重

大核心，不習慣以一種絕對的二分法將事物分成兩個塊面，而是提醒人們在事物相

對的兩個面向上，仍從屬在事物的本體中。與二分法不同的點在於，它讓我們知道

事物除了二層面向之外，還有其他第三種層面、第四種層面。並且大多都是相對而

言的存在，事物本身是”多”的事實並不能用單純的二分法來化約。 

 

老子認為:美和醜、善和惡都是相對而言的;人們說這個東西是美的，就有

                                                 
79

  朱良志，〈關於中國美學中”醜”的兩個問題〉，包兆會主編，《中國美學》第一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出版社，2010 年，7 月，頁 115。 
80

 同上註，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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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醜的概念相比襯;沒有美，也就沒有醜。有和無、難和易、長陽短、高和低、

前和後等也是如此。81 

 

那麼不要絕對的二分法，堅持站在相對而言的立場上，所欲追求與揭露的又是甚麼

呢？那便是中國美學的最高目標”自然”。”自然”在中國美學上代表的除了是天

地自然等外在世界之外，同時更是事物的整體、全貌，也是人的整體、全貌。因為

人雖是獨立的個體，但也存在於整個自然中。藝術創作服膺於此價值之下，創作者

藉由藝術作品，揭示世界與自然的真正樣貌。與西方再現自然的藝術表現不同，中

國藝術家所做的是揭開自然、進入自然。 

 《文心雕龍》對於自然之道的追求與拒斥絕對二元分化的分類法，與老莊的思

想美學有著相似的聯繫，體現中國美學之價值。但兩者在學說上的提出並非完全一

致，如劉勰的虛靜說與老莊的虛靜說恰恰成了鮮明的對照。老莊把虛靜視為返璞歸

真的最終歸宿，作為一個終點，而劉勰卻把虛靜視為喚起想象的事前準備，作為一

個起點。82兩者對於自然與道的追求雖是一致，但在方法上卻有所不同。前者似乎欲

與天地同歸於寂，但後者卻是以活潑的方式來呼應自然界的多元存在。老莊提倡虛

靜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無知無欲、混混噩噩的虛無之境；而劉勰提倡虛靜的目的卻是

為了通過虛靜達到與虛靜相反的思想活躍、感情煥發之境。83兩者存在著顯而易見的

差別，也是方法上的差別。一個消極，另一個積極，卻都有著同樣的終極追求。 

筆者以為，中國文學與繪畫有深厚的相通性，可於方法上相互輔助。按東漢許慎《說

文》云:作「文，錯畫也」。段玉裁注引《考工記》說:「青與赤謂之文」。但段玉裁

所謂的「文」，他認為應該是「彣」。 

 

《說文》云:「彣，戫也」。段氏注云:「戫，有彣彰也。是則有彣彰謂之彣。

『彣』與『文』義別。凡言文章，皆當作彣彰」。又注云:「以毛飾畫面而成，

                                                 
81

 同上註，頁 114-115。 
82

 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台北市，書林出版，1993 年，12 月，頁 119。 
8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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彣彰會意」。84 

 

透過上述可知，無論是「文」還是「彣」，都帶有繪畫或彩繪線條的意思，也就是說，

文學同繪畫一樣，都是透過描寫、描繪來激起人對於自然的嚮往，同時經由此一感

性的方式引起觀者視覺上的愉悅經驗。因此，從事藝創作當以劉勰積極的方法為參

照，以期能更接近自然的表達。《文心雕龍》在開篇便強調對於自然之境的追求，《原

道》篇： 

 

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

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

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85 

 

自然而然的表達個人內在的思想概念，是藝術創作所必須做的。而思想概念則須經

由平時的學養積累與經驗的磨礪，才能不斷的向上提升。人既然有了內在的思想感

情，且有表達的意圖時，就必須具有訴說的能力。如藉由文采、技法等進行訴說表

達，來滿足自我內在的需求。因為如此便有了語言、文字、文學、繪畫、音樂、舞

蹈等表達人心的藝術形式。這些藝術同天地自然一樣，生發在創作者的內在，結合

了學養、知識、經驗，以藝術品的形式自然而然地展現出來。 

 

劉勰在〈原道〉所強調的自然美，真正的意涵當在尊重美的自然性上，劉

勰以為任何「自然」，符合它自身的本性、目的，其性格自然發展的極致就有其

「自然性」，這自然就是美。
86
 

 

                                                 
84

 劉詠明，《劉勰的審美理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2，2 月，頁 20。 
85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8 年，4 月。 
86

 王義良，《〈文心雕龍〉文學創作論與批評論探微》，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 年，9 月，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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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當符合作者內在的本性，順著個人性格的發展，自然而然地展現平時所積

累的各項學識、經驗，這樣的藝術作品便是美、便是自然。 

 劉勰廣泛的吸收前代和當時各種學說的成果，根據自身對於文學、美學特性之

認識，加以重新詮釋，賦予新的觀點概念。《文心雕龍》便是這樣的一部著作，由各

篇各樣不同的意義章節組織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雖各自具有獨立的特性，但彼此也

都能相互連結呼應。作為整個思想概念系統的組成材料，並不會相互排斥，反而緊

密連結、環環相扣。正是上述的原因，以及時代潮流、風氣的驅使，使得《文心雕

龍》有著多義性的特質。它合成了各家學說抑或說是繼承了各家學說的優點，形構

出廣博而深厚的思想體系。 

 

《原道篇》所言之道的特點可以總結為「多義性」。所謂「多義性」不是指

含義模糊不清或各種意義簡單地湊合，平行地兼而有之，而是說，劉勰在兼採

各家學說的基礎上，建立起只屬於他自己的、自成一家之言的思想體系，又從

這種思想體系中抽象出「道」這個概念。87 

 

而這個「道」並非是單一價值的存在，也不存在二元歸納、分化的僵化系統，而是

具有多個層面。每個層面上還具有多種不同的意義，可說是多元並陳的整體。 

總結來說，劉勰的美學觀主要有以下幾種特徵： 

(一)體現道與自然的多義性 

(二)拒絕僵化的二元分化 

(三)內、外在的融合與自然流露 

(四)創作體現了活潑的生機論。 

正是這樣的特徵與有機整體，提供創作多重的視角與方法，讓《文心雕龍》成為劉

勰自成一家之言的美學思想代表作。當代水墨創作之本體表現，可借鑑上述文心雕

龍美學特徵，作為創作與理論的內在參照。才不會受到後現代流行的負面影響，只

                                                 
87

 劉詠明，《劉勰的審美理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2，2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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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標新立異的外在，缺少內在養成的內涵。藝術的多樣性，涵跨傳統現代、內在與

外在，既有豐厚的實質內涵，又有成熟的外在形式表現。當代水墨之表現應以此為

目標進行實踐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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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二值邏輯的跳脫：德勒茲的根莖論 

 

如何能夠擺脫二值邏輯的系統，就現代水墨畫的發展來說，應該是一大課題。

在進步式的發展論之下，水墨喪失了其他的可能性。劉國松受到西方柏拉圖式的二

元對立論影響，將現代水的發展帶向了另一個極端。但雖是借鑑西方，難道在西方

思想中，沒有超越二值邏輯思惟的其他參照嗎？筆者以為，德勒茲思想中的”根莖”

系統，相對於二值邏輯思維。對於水墨畫的進展，能夠提供新的想望，因此，分析”

根莖”系統，梳理它在德勒茲思想裡的特殊性，以及釐清其特性為何？是本章節的

主要任務。 

“根莖”是德勒茲思想與書寫相當重要的模式，同時也是一種方法。它散落在

德勒茲的所有著作裡，同時在《千高原》的第一章，特別敘述了這樣一種奇特的系

統。羅貴祥指出： 

 

「根莖」是《千高臺》的系統模式，它像埋在地下的馬鈴薯般，佈滿著 

網狀的無定向線路，向四面八方衍生擴展，打破因果的直線關係，改變時間運

行的概念，而強調多樣性互動關係。為了保持這個根莖系統的開放性，德勒茲

和伽塔利並不願意建立一個思想流派。他們甚至拒絕明確易辨的身分。88 

 

根莖模式打破線性的因果關係，具備強大的開放性，往各個方向增生拓展。就像是

無定向的蜘蛛網、無規則的根莖植物(馬鈴薯)，無法被辨識也拒絕被辨識，強調多

樣性同時也改變空間運行的原有觀念。 

那麼到底甚麼是根莖呢？它的重要性與特殊性又是甚麼？首先，”根莖”模式

是德勒茲用來對抗"樹狀”模式的系統，而樹狀模式的代表，則是自柏拉圖以來西方

哲學以及受西方哲學影響的文化主要賴以支持的模式。特徵就是二元分化。道格拉

                                                 
88

 羅貴祥，《德勒茲》，台北市，東大圖書，2008 年 1 月，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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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斯蒂文‧貝斯特(Steven Best)指出： 

 

“樹狀思維模式”指那種形構了植物學、信息科學、神學等所有西方思 

想的認識論。……德勒茲與加塔利認為，西方傳統還存在著另一個重要的隱 

喻，亦即樹的隱喻，認為心靈按照系統原則和層級原則(知識的分支)來組織 

關於現實的知識(由鏡子所提供的)，而這些知識都紮根於堅實的基礎(根) 

之上。這些隱喻使得樹狀文化建立起了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現性的主 

體為基礎的龐大的、中心化的、統一的、層級化的概念結構。生長在這棵樹 

上的繁茂的樹葉則被冠之以形式、本質、規律、真理、正義、權利、我思 

( cogito)等名目。柏拉圖、笛卡兒和康德是樹狀思想家，他們試圖從普遍 

化和本質化的圖式中剷除所有的暫時性和多樣性。89 

 

從上可知，樹之隱喻相對於德勒茲與瓜塔里所揭露的另一種隱喻。此種隱喻建立起

龐大的、中心化的、統一的、再現性的概念結構。如同樹根一般從下而上的支撐著

形式、真理、規則、本質等茂密的樹葉。這種隱喻的代表思想家包括了柏拉圖、康

德、笛卡爾等。他們的手法是企圖歸納出一種規律、準則，同時剔除不屬於規則中

的所有異質性、多樣性的雜枝。關於樹根系統，德勒茲的觀察是這樣的： 

 

  二元邏輯是“樹─根”的精神實在。即使是像語言學這樣“領先的”學 

科也仍然將“樹─根”保留為其根本的形象，而正是此種形象使它與反思的 

傳統聯結在一起(比如喬姆斯基和他的樹形圖:從一個點 S開始，以二元分化 

的方式衍生)。可以說，此種思想從未理解多元體:它必需預設一種根本的、 

強有力的統一，以便遵循一種精神的方法來達到“二”。從客體的角度來 

說，遵循自然的方法，人們無疑可以直接從“一”達到三、四或五，但卻始 

                                                 
89

 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著，張志斌/譯，《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年 11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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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必須預設一種根本的、強有力的統一，即(支撐著次級根的)中樞的直根的 

統一。這並不能使我們走得更遠。取代二元分化之二元邏輯的，只不過是連 

續的循環之間的一一對應的關係。無論是直根還是二歧根，都不能提供一種 

更好的對於多元體的理解。90 

 

德勒茲指出樹根(樹喻文本)預設了一種強而有力、龐大的統一，透過這個統一來達

到二、三、四或五。但這種方式並未能全面理解多元體，因為它始終還是以二元分

化的方式來達致”多”，仍是相對應的循環關係，未能提供更好的對多元的理解。 

在理解到樹狀模式這種僵化的二值邏輯侷限後，德勒茲提出了”根莖”進行反動。他

認為樹狀系統進行的只是一種對自然宇宙的模仿(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對自然的模

仿)。但根莖則不同。根莖進行的是地圖的繪製，透過無數個路線與出入口，向植物

學、動物學借鑒，翻轉了樹根系統的”再現”、”模仿”。回到物自身、宇宙自身、材

質自身。給出了一大片廣袤的平原(內在性平面)。在這之中存在多種的可能，沒有

中心、層級、統治的”非此即彼”的價值觀。而是充滿力量、活潑性、多重性的各種

生成： 

 

或許根莖最為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始終具有多重入口;在這個意義上，獸

穴是一種動物根莖，它往往包含著作為通道的逃逸線與儲藏或棲居的層之間的

明確區分(比如麝鼠)。一個圖樣具有多重入口，這與始終回到“同一者”的模

仿正相反。91 

 

相對於樹狀系統，德勒茲提出根莖來試圖擺脫樹種系統所賴以堅信的中心、層級。

反對絕對的分化，強調各領域之間的連接。他舉了精神分析與分裂分析兩種不同的

                                                 
90

 德勒茲、加塔利著，姜宇輝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 

   社，2012 年 12 月，頁 5。 
91

 德勒茲、加塔利著，姜宇輝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 

   社，2012 年 12 月，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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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來做比較，前者強調了能力的分級，後者則揭露慾望本身的生成。然而，當我

們把圖樣和模仿作為好的和壞的方面對立起來的時候，我們難道不是恢復了一種簡

單的二元對立?92因此，德勒茲同時也提到，假若只是把根莖單純的視為是樹狀思維

的相對，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這樣又陷入了二元對立的局限中，所以還是必須回

到根莖思維本身，將對外在世界的模仿拉回一種自由的地圖繪製。研究認為： 

 

德勒茲和瓜塔裡建立的塊莖思想，並非要對抗西方主導思想，絶不是樹與

塊莖的簡單對決。倘若如此，只會創造出又一個二元區分(區分孰是孰非)，……

塊莖思想不是一種對抗式思維模式，它並不打算一統天下。將樹放至森林中來

理解，也許才是理解這兩種思維模式的差異的最佳途徑。
93
 

 

根莖概念的提出雖然是針對二元邏輯的主流思考，但它並不是要與其對抗。不能簡

單的視為樹與根莖的對抗，如果這樣看待根莖這個概念，其實又落入的二元邏輯的

對抗之中。因此，應該更宏觀的看待它。如上所說，將樹放置在整片森林或整個植

物界、自然界來思考，才更能理解根莖思惟對傳統二元對立的突破點之所在。 

根莖是植物學裡面的一種分類，德勒茲與瓜塔里的根莖概念，源自一種水平生

長的植物莖。特點就是無根、水平蔓延。符合這種模式的事物，就是所謂的根莖模

式。與樹狀思维相對，舉凡所有的事物，假若在其內在生成或訊息展現出這種模態，

那便是正在創造─根莖。它就是正在體現根莖型態(rhizomorphic)。根莖思维源自於

自然界中的植物莖，透過根莖思维模式可以越過自柏拉圖以來的二元邏輯的思維方

法，打破因果關係、等級體制等統治西方社會與受西方社會影響的文化體系價值觀。

摘錄如下： 

   

                                                 
92

 德勒茲、加塔利著，姜宇輝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 

   社，2012 年 12 月，頁 16。 
93

 Damian Sutton、David Martin-Jones，林何譯，《德勒茲眼中的藝術》，重慶市，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6 年，3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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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莖”本指一種植物莖，可在地下水平延伸、生根發芽。很多禾本科 

植物具有塊莖，我們日常飲食中用到的一些普通植物，像蘆筍、生薑、馬鈴 

薯等，就是如此。……這種思維模式可以超越西方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思維 

方法。後者起源於古希臘時代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以因果關係、等級體 

系、二元結構(一/多、我們/他們、男性/女性等)為特點，統治西方社會已 

達數千年之久。94 

 

由上可知，根莖模式能夠超越佔主導地位的西方思維方法，打破柏拉圖與亞里斯多

德所建立的分級體系與二元結構。所以根莖系統的特色，定是相對於二元邏輯對立

論。 

德勒茲認為存在著兩種類型的樹喻文本，一是樹根系統，第二種是次級根或胚

根系統。在樹根系統裡面，有所謂的主幹、樹枝、樹葉、枝幹等等明確的分層組織，

它是線性成長、循序漸進、有規則可循的模式。而次級根系統雖然破壞了樹狀系統

裡的主根，但實際上它仍然從屬於樹根系統，認同與效忠那偉大的整體，並認為一

定有一個中心的存在。而此一模式，在漫長時間的積累與影響之下，已成為各領域

中(精神分析、語言學、結構主義)最主要的思維方法。然而這樣的問題是，樹喻文

本有著明顯的層級分化，它源自二元分化。而二元分化假設了一個預設的整體，德

勒茲對此整體懷抱著疑問，質疑它的真實性。藉由鬆動樹狀系統，德勒茲把問題揭

開：整體並非是我們所認知的整體，因為它是透過預設所假定的，如果要讓整體完

整呈現，必須要先擺脫二值邏輯、二元分化，讓整體自己顯現。 

 

為了反對“樹喻說”，德勒茲提出了“塊莖說”。“塊莖” (rhizome)概

念取自植物學，原指既不同於樹，也不同於根的另一種植物樣態。譬如，馬鈴

薯就是一種典型的塊莖植物。塊莖不是植物的根，也不是植物的胚根，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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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ian Sutton、David Martin-Jones，林何譯，《德勒茲眼中的藝術》，重慶市，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6 年，3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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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長於地下的球莖。它沒有中心軸、沒有統一的源頭，沒有確定的生長方向。95 

 

相對於樹喻文本，德勒茲擺脫了樹、根的植物學，他找上了根莖這種既不同於樹狀，

又不同於根狀的模態。是一種地下球莖，沒有起始、沒有中心、自由伸長的植物。 

 根莖試圖打破二元對立的標準，相對於樹狀結構，根莖希望多元性、多樣性的

散佈。因此，與樹狀思惟相反，根莖試圖剷除樹根及其基礎，肯定長久以來被樹狀

結構所排斥的多樣性與暫時性。為現實給出了流動的、非二元對立的新解釋。塊莖

之線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它們總是處於動態的運動之中;因而它們構成的多樣性

不具有任何認同或本質，當它們的線的構成發生變化時，它們的性質也就隨之改變

了。
96
也就是說根莖這種沒有起始、時時處在變動中的系統，因此是沒有辦法被單一

價值所認同收編，當解疆域的線重新組構的時候，本身的性質也隨之而變。所以根

莖組織沒有既定的型態，它是隨時處在運動與變化中的，也因為如此，它是多元、

多樣、無規則的系統，麥永雄提到： 

 

  塊莖(如藤和草之莖)的生態學特徵是非中心、無規則、多元化的型態， 

它們斜逸橫出，變幻莫測。樹狀模式則具有中心論、規範化和等級制的特 

徵。……塊莖是無結構、開放性的，構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 

逸線”。這種逃逸線(反對固定的原點)是典型的反中心或游牧思維的體現， 

與柏拉圖以來主導西方思想的樹狀邏輯恰成對照。在此意義上，塊莖和樹狀 

模式不再是生物學概念或文學隱喻，而是一種思想挑戰和哲學實踐。97 

 

根莖模式與樹狀模式是相對而言。在生物學上根莖呈現多元、無規則、無中心的型

                                                 
95

 程黨根，《游牧思想與游牧政治試驗:德勒茲後現代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9 年 6 月，頁 149。 
96

 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著，張志斌/譯，《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年 11 月，頁 111。 
97

 麥永雄，《德勒茲與當代性:西方後結構主義思潮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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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相對於樹狀模式的中心化、分層級、有規則的特徵。根莖所構成的多元性出、

入口，以及在其邊緣所產生的逃逸線，被德勒茲與瓜塔里拿來與柏拉圖以來的西方

二元邏輯相對照。因此它脫離了生物學語文學的隱喻，被提到哲學與概念層面的實

踐。德勒茲透過根莖模式達到對等級制、中心化的消解，借用根莖與獸穴多元結構

讓疆界瓦解，彰顯疆域邊緣的逃逸線，強調逃逸線所達致的解疆域化。為了相對於

樹喻文本，德勒茲擺脫了樹、根的植物學，他找上了根莖這種既不同於樹狀，又不

同於根狀的模態，是一種地下球莖，沒有起始、沒有中心、自由伸長的植物。程黨

根提到： 

 

從德勒茲對於塊莖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塊莖”，也就是指除

去了“一”(指總體性、整體性、統一性)的多樣性。它解除了根─樹結構的中

心化和層級化限制，自由伸展，不斷製造新的連接;它不斷衍生差異，形成多元

和撒播。這是一種增殖的、混沌無序的、多樣化的生長系統。98 

 

德勒茲所創造的多樣性(n-1 的多樣性)，是指去除了”一”的多樣性。而一所指的是

統一、層級、限制，它去除了樹狀系統的中心化組織，往不同方向進行生長。製造

異質性的連接，形成多元、增殖、無序的生成系統。所以，根莖並不是單純的植物

樣態。它向所有擁有中心論、明確的分層組織提出挑戰，同時透過不斷的解域與再

疆域，讓多元的可能與拓展增殖： 

 

莖狀系統就缺少統一或連結的原則，例如中心軸或不變的元素。莖狀系統

是不連貫或不確定的對象，「由外部定義:由抽象線條、逃逸路線或去領域化定

義。客體會據此改變性質(變形為其他事物)，並與其他多重性合,(Deleuze and 

                                                 
98

 程黨根，《游牧思想與游牧政治試驗:德勒茲後現代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9 年 6 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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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ttari，1987: 9)。99 

 

根莖系統的特色：不是統一、沒有固定的中心軸、不是不變的、是不連貫、不確定

的。而德勒茲與瓜塔里認為由外部來定義根莖系統，會發現它透過無數的逃逸線、

抽象線條來達成解疆域化的定義。因此，事物會改變性質，與其他多樣的事物達成

多重性的複合體。逃逸線與解疆域化界定了根莖的獨特形式，並且是物自身在本體

與他者間啟動轉化的方式。根莖作為德勒茲所倡導的思維模式，並不把是物看作是

有等級、有固定中心意義、具中心性的單元價值。而是把它看作是大自然中那些植

物的塊莖，以及沒有固定位置的動物穴。獸穴的多元結構與根莖的沒有起始、多重

入口，共同構築了能讓任何可能、思想馳騁的千高原。同時，他並不在意疆域與疆

域的邊界，反而強調在疆域邊界所產生的逃逸路線與逃逸後的解疆域化。因此，德

勒茲透過根莖模式達到對等級制、中心化的消解，借用根莖與獸穴多元結構讓疆界

瓦解，彰顯疆域邊緣的逃逸線，強調逃逸線來達致解疆域。 

 經由分析可知，根莖並非只是單純的一種自然界裡的植物種類。德勒茲利用這

類植物的特性，結合了其他如動物生態學(獸穴、胡蜂與蘭花)來表達這樣的一種實

體。一種沒有絕對的中心、明確的結構組織、統一性、整體感、層級制的實體才是

他所欲揭開的實體： 

 

他所構想的“塊莖”，決非單純地指大自然中存在的一種植物樣態，而是

指一切去除了中心、結構、整體、統一、組織、層級的後現代意義上的實體。

塊莖是德勒茲用以反對傳統的“樹─根結構”的後現代利刃，它有著強烈的反

結構、反再現、反中心、反總體、反系譜、反層級、反意指等傾向，而又有著

隨意性、差異性、異質性、多樣性、活動性、可逆性等後現代特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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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Elliott and Bryan S.Turner，李延輝、鄭郁欣、曾佳婕、駱盈伶譯，《當代社會理論大師》， 

   台北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373。 
100

 程黨根，《游牧思想與游牧政治試驗:德勒茲後現代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9 年 6 月，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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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莖並不是單純的指稱一種植物樣態，所有反對樹─根組織與層級的實體，都可以

是根莖。它是反結構、整體、中心等傾向，體現了後現代多元、異質、差異的特徵。 

樹狀系統 

特徵： 

具有中心、 

層級分明、 

二元對立、 

有明確的疆界、 

不易流動 

根莖系統 

特徵： 

相對於樹狀統、 

無中心性、 

拒斥二元對立、 

反結構、階層、 

具流動性 

圖 17：樹狀系統與根莖系統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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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多元生成的解疆域化 

  

根莖大致上來說可以概括出兩個大方向的特徵：一是異質連接的多樣性，二是

去中心化的非連續性。 

1.異質連接的多樣性：根莖的結構特徵使得其內在系統能夠與其他異質相連接，將

不同的理論、塊面、碎片集結在一起，使其生出新的可能與領域，造就不同的多樣

性生成。與樹狀系統佔領固定領域、遵守唯一秩序和規則不同，根莖要的不是整體

化和同質化的連接、拓展，而是對於把完全異質的東西連結在一起、散亂的拼湊的

渴望和期待。此種多樣性的生成，並不意味著是”一”的重複，也不是”一”生”二”的

增殖，而是沒有既定結構、規則的演化。主體與客體間的關係是模糊的，只有多樣

性、異質性能在此複合的連貫性平面上被嗅出。 

2.去中心化的非連續性：既然根莖能夠隨意地與其他異質性相連，便表示它具有塊

狀、斷裂的特質，不需要統一的蹤跡。而根莖的裂斷是無目的性、隨意的分裂，並

且可以透過多重的路線隨意鏈接產生新的可能。能夠隨時終止連續性。對於既定的

疆域、條紋化、中心化的分解，是伴隨著根莖所產生的解疆域化。當結構線被阻斷

而成為逃逸線時，根莖便產生裂斷，經由多重路徑(逃逸線)的探勘，再次對所遭遇

的一切加以重新組構，形成新物質、新可能，就是所謂的再疆域化。透過上述兩大

特徵的分析與歸納後，更加了解德勒茲藉由根莖所想勾勒出的意圖與輪廓，其中隱

含著他早期哲學探究所奠定的生成論101，筆者以為，德勒茲根莖思維所欲表達的，

是一種無止境的動力、力量、運動的生成。 

 既然如此，德勒茲透過甚麼樣的操作，讓根莖思維能夠彰顯力量與動力的生成？

那便是在根莖思維中佔重要的兩個關鍵:逃逸線與解疆域化，二者是根莖能塑造繁多

                                                 
101
 生成並不在於達到一種形式[辨認、模仿(imitation)、摹仿(Mimésis)]，而是找出鄰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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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也不是籠統的，而是無法預見、非事先存在的，他們因為在一個種群中顯現出獨特性而更 

   加無法在形式上被確定。Gilles Deleuze，劉雲虹 曹丹紅譯，《批評與臨床》，南京，南京大學 

   出版社，2012 年，1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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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原因，也是鬆動樹狀系統的利器。 

逃逸線與解疆域化散落在德勒茲鋪陳根莖思維的文字中： 

 

塊莖是一種變化的形態(不管是鳥群迅速變換的陣形，還是森林緩慢的擴

展)，它持續不斷地創造新的“逃逸線” (line of fight)，從而實現解域。沿

著逃逸線，塊莖就有潛力進入(和邁上) 新域。逃逸線來自塊莖形態的邊緣，在

這裡多元性體驗到一種外在性，然後發生變形和改變。102 

 

不停變換型態的根莖概念，透過逃逸線(line of fikht)進行拓展與解域。逃逸線來自根

莖的邊緣處，不停地四散與增生，不停地產生新的領域，達到外在於自身的多元性。

從而發生變化、變形。逃逸線是瓦解既定真理與基礎的通道，同時是根莖有著多重

的出入口的證明。因此它讓根莖成為流動性、動態性的實體。因為其針對的對象是

樹狀系統，所以相對於主體化的「客體優先」，陳瑞文提到： 

 

「客體優先」乃德勒茲所以擺脫同一性主體哲學，建立流變和遊牧思想之

關鍵。此客體優先的思想特點，在於理論者和對象之間的「不相稱」(disparit

é)。不同於主體哲學的同化對象和「觀念」塑造，客體優先的理論者完全朝向

對象物，以對象的殊異性為師，因為他知道對象殊異性乃勾破已知知識系統的

小裂縫。103 

 

德勒茲擺脫主體優先的關鍵，是他把握住了在已知知識系統裡的小裂縫，就是殊異

性。殊異性讓他朝向客體優先，以對象物的差異性為師，把握住不相稱的原則，建

構流變與遊牧思維。其載體與方法便是根莖以及根莖所具有的逃逸線、解疆域化。 

                                                 
102

 Damian Sutton、David Martin-Jones，林何譯，《德勒茲眼中的藝術》，重慶市，重慶大學出版 

   社，2016 年，3 月，頁 21。 
103

 陳瑞文，〈德勒茲的圖表史觀特徵〉，《中外文學》第三十七卷，第四期，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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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莖的生長是沒有邏輯與道理的，因此不容易被看見，同時也無法被預測。它

的根與樹根不同，是一種逃逸的根，為了逃離樹根系統的根： 

 

地下莖是一種生長於地底的植物，因此我們是看不到的。它的根是以一種

沒有「邏輯」或「道理」的方式，而非基於一可預測的模式或層級制，來向外

生長。因此它的根是一種「逃逸線」(the line of night)，即一種「逃離」，

而非由樹幹所支撐的樹枝。104 

 

我們可以將逃逸線視為是對樹狀系統的一種叛逃與逃亡，因為不願意再被終極價

值、一致性、中心論所束縛。因此必須與樹狀切割，逃離原有的疆域，尋求多樣性

的可能與發展： 

 

“逃逸線”是克分子實體中產生的逃亡線，它既是一條擺脫了克分子線的

轄域化管制的”勝利大逃亡”之線，也是一條擺脫樹一根結構束縛的慾望與生

命之線，是通向塊莖之線。
105
 

 

樹狀系統所形構的既定疆域，是擁有明確的組織、層級、中心的疆域，其中的所有

一切是被既定好的，只有承認中心的存在，才能在樹狀系統獲得生存的空間。此種

疆域形塑明確的邊界，裡面意旨無數既定的、固化的模式與方法。目的是為了將事

物條列化，以便於掌控與操弄。如在自然科學領域裡，通過分析、量化、計算等方

式來化約、掌控自然的未知；人文社會領域則藉由意識形態的操弄、算計來分配利

益，與造就彼此不同群體的爭鬥。西方主流的文化體系中，將事物規整化、棋盤化

是其主要的方法，經由各種量化、分析、政治計算、利益考量來對廣袤的時空進行

                                                 
104

 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陳以新、謝明珊、楊濟鶴譯，《從批辦理論到後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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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化。因此，疆域化是西方文化的必然結果，以保衛與計算來構成時間與空間內

的疆域。麥永雄提到： 

 

”轄域化”一詞源自拉康的過程分析理論，拉康認為父母對嬰兒的愛撫始

於母親的哺乳，由此劃定了兒童的口欲區，使特定的器官與相應的對象(如嘴唇

與乳房)之間產生性慾的驅動力與價值關聯。轄域化因此指一種將慾望與某種對

象的關係加以穩定或固化的過程。106 

 

藉由嬰兒的哺乳來劃定人類特定器官與相應對象的慾望關係，是拉岡過程分析理論

中”疆域化”的由來。它將慾望特定固化在某種對象中，所以它是既定的指涉也存

在著明確的邊界。德勒茲拒斥讓慾望僵化、侷限的種種，所以對於樹狀思維所構成

的疆域化世界提出質疑與反動。以根莖系統相對於樹狀系統，逃逸線相對於層級組

織的”根”，解疆域化則相對於疆域化。逃逸路線或去領域化是任既有裝配的決定

元素，原因在於兩者界定了為那個裝配獨有的創意形式，並界定了創意形式在其他

裝配或自身中啟動轉化的特定方式。
107

事物會改變性質，與其他多樣的事物達成多

重性的複合體。逃逸線與解疆域化界定了根莖的獨特形式，並且物自身在本體與他

者間啟動轉化的模式，繁多性的增殖因而生發。 

逃逸線對既有的疆域進行解疆域化，鬆動、擺脫原有價值體系的束縛，尋求多

重、多元的可能。在新的領域中重新疆域化，與此同時，新的逃逸線、新的解疆域

化隨之而生，循環不息的組構出根莖系統的動力生成。 

透過僵化、限制、分層達到對於慾望、流動力量的控制與局限。樹狀體系利用此種

方式掌控流動不息的力量，型塑龐大牢不可破的邊界。卻也同時讓我們喪失更為宏

觀的視野，對於未知領域的可能性探勘也因此受到侷限。”解疆域化”作為德勒茲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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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永雄，《德勒茲與當代性:西方後結構主義思潮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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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疆域化”的反動，為了解放被侷限的疆域化內的種種，尤其是運動、力量、生成。 

 

解域(deterritorialisation)─為了製造運動和生長而打破秩序、邊界和

形態。它尤其發生在以下場合:為了生存或創造新生命(即自然界中的情形)，或

者為了打破用來壓制人們的專斷的或社會的規則。108 

 

因此可以知道，打破原有的疆界，為了爭取生存與創造新的樣態、生命(自然)，對

於專制、專斷的規則進行反動(人類社會)，產生力量的運動與生長，就是解域。解

疆域化是逃離限制與結構化(疆域)的過程。與後結構主義的中心思考相聯繫。德勒

茲與瓜塔里借用精神分裂症來指涉逃離既定框架的一種最佳生存模式。 

 

此詞源於德勒茲與加塔利。‘解轄域化’一詞是與更為宏闊的後結構主義

解中心構想相聯繫的，指涉從所栖居的或強制性的社會和思想結構內逃逸而出

的過程。這些結構在地理學意義上可以理解為轄域。109 

 

然而，試圖定義解疆域化這個詞有悖於他們兩人的構想，因為解疆域化拒斥任何縮

減與僵化其增值性觀念的定義。約略可以形構出德勒茲解疆域化的模樣，它是與根

莖系統、逃逸線同時存在，經由前二者個驅動來進行對原有疆域的瓦解。這個瓦解

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同時隨著逃逸線的啟動，讓原有被侷限的可能性、動能

可以順利的離開原有疆域的束縛。因此，在根莖思維之下的解疆域化與逃逸線，幾

乎時同時發生、啟動。像偵測雷達一樣，逃逸線找尋了新的可能與異質連接，解疆

域化釋放了被囚禁的慾望生成。兩者相互配合之下，找尋到多種未知領域進行再疆

域化。解疆域、逃逸線、再疆域看似有前後發生的順序，但似乎也在同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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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事物生成的多重面向。透過這樣的過程，激發、推動運動的產生來達到動態

力量的生成。因此，它是一個活潑體、有機體、活體。 

 

解轄域化的概念與逃逸線的概念可以視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都強調擺

脫既定轄域或束縛的努力，旨在於創造新的流變、生成的可能性。解轄域化或

向自由逃逸之後，往往伴隨著某種重構或再轄域化。110 

 

逃逸線與解疆域化是一體兩面。兩者的共同目的是創造新的可能與生成，是力量的

流動與擺脫既有的限制與束縛。它是不停的流變著，當解疆域化或逃逸之後，在新

領域達成再疆域化，從而繼續解疆域與逃逸。 

《千高原》裡德勒茲與瓜塔里舉了黃蜂與蘭花的例子作為”解疆域化”與再”

疆域化”的說明。可知兩者是互相關聯、不斷連通、彼此掌控的關係。當黃蜂在採

集蘭花花粉的時候，正在蘭花之上進行疆域化，但同時也被解域，化身為蘭花繁殖

器官的一部分。蘭花藉由黃蜂傳遞花粉來達到解疆域，透過傳播蘭花花粉，讓蘭花

在其他地方再疆域。他認為: 

 

  解域的運動和再結域(reterritorialisation)的進程怎能不相互關聯 

、不斷聯通、彼此掌控?蘭花解域而形成一個形象，一個黃蜂的仿圖(calque) 

；然而，黃蜂在這個形象之上再結域。但黃蜂也被解域，其自身變為蘭花的 

繁殖器官的一個部分;然而，通過傳播其花粉，它使蘭花再結域。蘭花和黃 

蜂─作為異質性的要素形成了根莖。111 

 

異質性要素的相結合正是根莖的本色，解疆域與再疆域可說是同時產生。異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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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並非相互模仿，而是讓彼此同處在一條變動不羈的路線上。不存在模仿和相似，

只有兩個異質性的系列在一條逃逸線之上的爆裂，它由一個共同的根莖構成，後者

不再能夠被歸屬予、從屬於任何不意之物。112不管是根莖或是解疆域、逃逸線、再

疆域等概念的提出。都可以讓人明顯感受到，這些概念似乎都處在一種晃動或震動

的狀態。假如想要把握它，必須將它們視為一個整體。發生地當下一股動能就已經

啟動，不停的運轉與增生。這也是為什麼根莖能夠始終保持多元、新生、創新的原

因，也是德勒茲生成論的最佳實踐： 

 

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會不安分地流動轉化，尋找存在的形式，亦不斷變

向他物。觀念本身有內在的變數，也有外在的變數(如其他事物的狀態、歷史時

刻等等)影響它的變向過程。創造一個觀念，正如擲骰子般，不可能預知結果，

只能製造多樣復合的可能。113 

 

觀念是具有生命的，不僅具有內在的變因，也能偵測外在環境做出變動，因為它擁

有自己的生命。我們無法預知，更無法為它限定一條既定的路線，它會不停的轉向

和流動，尋找自身多樣的存在形式。它只能是一種複合的可能，而不能是可預知的

結果。德勒茲與瓜塔里對於創造與生成的解釋是：不是從無到有、並非由單一主體

衍伸而來，透過流動、漂浮、鬆開既定事物，而產生的新的事物與關係。因此，在

他們認為，沒有所謂原創與派生，只有流動不止的漂流物。漂流物所代表的正是一

種新事物，在解疆域與再疆域的過程裡，生成的強度都在相互的流通與串聯。彼此

承繼、演變、增生來達到對原有疆域的拓展，每種生成其實都保證其中一方的解域

與另一方的再疆域。過程充滿著內在的相互連通，而正是這種連通讓解疆域化推得

更深、更遠。 

 根莖的生發伴隨著逃逸線、解域、再結域，此一連貫的過程讓根莖始終保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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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運動性。並且沒有絕對的出入口，從頭到尾都讓自身保持敞開的狀態。可以說

一個持續性的、運動性的區域，擁有永不止息的動能與力量的區域。沒有任何內在

與外在的目的性，只是純粹的敞開的區域，綜合起來就是根莖。任何想要保有持續

性的生成、活力的事物，都可以借鑒根莖，來對自身僵化的體系進行活化，尋求新

的、未曾關注、未發掘的可能。 

 德勒茲根莖論對於水墨創作的啟示在於，拒絕單一價值形式的收編以及抗拒二

元對立的價值體系。筆者以為，讓水墨保持一種生機勃勃的方式，就是利用根莖的

模式，讓水墨進出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同時進出在各種領域與價值之間、東方與西

方之間等等，但卻又不會絕對的跨過那條界線成為某主體的部分。以螺旋交叉的行

進路線，逐漸層疊出自己的樣貌與體系。關鍵還是在於，個人主體的把握。棄絕自

身的文化身分與傳統血脈，將自身異化為另一個文化身分，只會是殖民與被殖民者

間的關係。為有把握自身主體性價值，參照各領域文化間之精華優點，螺旋式的試

驗前進，將不失為一條可以投注時間心力的創作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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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經由劉勰《文心雕龍》與德勒茲的根莖理論交相借鑑，提供本研究

藝術創作的另類思維。這個思維拒斥二元對立，擺脫只求形式、忽略內涵概念的創

作過程。強調在極端與極端之間所空出的可能性試探，像是不停的增生與鼓盪。文

心雕龍為水墨本體論的美學建構，提供了中國式的範式，在”道”、”中庸”、”

自然”之間交互流動，呈現出通變無常的創作契機。德勒茲借用植物學概念所推衍

的根莖論，著重在多樣性的探索，不甘停滯在單一價值體系之下，不停地尋求異質

連接的機會，卻又不願歸類為某種式樣。在物體與物體之間，不停地尋求逃逸的缺

口，在企圖成為它者的同時，又瞬間的逃逸，可以說是無限的多樣性生成。 

 雖然文心雕龍與根莖理論，分屬不同的文化體系，卻都同時承認多樣性的存在。

不管是傳統或是前衛，都以思想概念上的有機複合性達到彼此的交流與融合。本研

究之創造性的可能便在於此。打破單一思維的呈現，企圖突破邊界但又不為另外的

邊界所疆域化，保有自身文化主體性，有意識的將水墨創作停留在它者與自身之間。

利用回溯、挪用、拼貼等後現代藝術手法，穿梭在水墨的過去與當下，期望能窺見

未來的可能所在。 

 臺灣的水墨藝術頻繁的借用西方當代藝術的表現手法，的確突破了原有的疆

域，以多種不同的新奇型態展露，的確達致了多元表述的目的。但這種拼貼挪用的

創作方法，本身並不為水墨體系所有。因此，假若在內在思維邏輯與概念想法的萌

生上，缺乏文化自身識別度的話，那麼，將只會被另外的一種疆域所限制。谷文達

指出： 

 

在國內的實驗水墨，畫家的探索精神是可貴的，但對其結果我並不樂觀。

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是西方已經拋棄的抽象表現主義，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用了水

墨與宣紙。如果從媒體上說，它還有存在的意義，如果從整體上論，他們不是

探索，而是回歸。形式上是西方已經拋棄的，在觀念上也沒有新的創造，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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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濃郁的民族情意結。不過，這些藝術家經常發表的卻都是非常偉大的話。114 

 

上述谷文達的觀察，指出了當代水墨作的困境。對於自以為已經脫離傳統疆界的水

墨畫家，假若遵循另一套西方價值體系來改頭換面，只會讓自己陷入另一個疆界而

無法逃脫。筆者以為，百家爭鳴的多元型態是當代社會情境的必然現象，對於多元

型態的追求，恐怕已非是創作者應該關注的重點。內在學養與外在形式的相輔相成，

其終極呈現應該在於藝術的內在性格。性格決定了藝術作品能否具有識別度的關

鍵。性格背後之養成，無非是對於自身原有的文化積澱和認知，作品呈現出的文化

識別度，最終將會決定它是不是國際性的語言。水墨創作除了媒材上的物理性格之

外，必須尋回在內的文化性格，在兩者之間找尋融合與跨域的可能契機。 

                                                 
114

 盧輔聖、徐建融、谷文達，《中國畫的世紀之門》，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年，5 

   月，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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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為他者：漢字書法在水墨畫中的其他可能 

 

 本研究的創作主軸與實踐對象，乃是企圖尋找與討論，漢字作為一畫面元素與

文化象徵，在水墨畫中與畫面經營上是否有其他可能。現代水墨的改革脈絡中，水

墨被視為材質，以媒材的角色作為藝術家創作的元素，雖能帶來不同於以往的視覺

經驗，卻也因背後的思想與理念過於西式，容易複製西方藝術的發展曲線。 

 本章節針對本研究的創作內容、主題，分成三部分定調現階段個人創作理念與

意圖。首先是文化母體的回歸。本研究的創作，環繞在漢字元素的構成。書法作為

一種創作的元素與內容，不論是文化或藝術上，都有其必要重回過往的水墨、書法

沃土中，找尋更多元的養分與資源。因此，創作上對於自身文化的回歸便顯得自然

與必要。 

 第二個部分則是找尋藉由漢字為畫面構成的藝術創作者與其作品，觀察討論其

創作的方式與手法，以此提供自身創作上的參照與分別。此部分分成兩個區塊，一

是以繪畫角度出發，融合漢字元素在畫面做出形式構成，舉出的藝術家有李穀摩、

林章湖、谷文達。第二個部分是從書法的角度出發，強調畫面的視覺形式構成，列

出的藝術家有程代勒、王鏞、沃興華。 

 第三個部分則是現階段個人作品中，藉由漢字書法的組構，形塑不同於個人以

往的創作樣態，作品背後所呈現出的理念與想法。首先是時間的疊合，作品雙重的

時間感來自創作當下的主觀時間，以及作品完成之後，觀者閱讀文字所產生的第二

層時間。水墨材質的特性與他者媒材的並置，在現階段創作上，佔據相當重要的地

位，透過積墨法與其他技法的相互堆疊，營造材質自身的獨特世界。最後是以拼貼

手法所進行的創作方式，一來回應母體文化的召喚，二來體現了後現代創作方法上

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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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作品在文化上與「國畫」的依存關係 

  

對於藝術工作者來說，水墨畫的提出與擴大表現範疇、材料、觀念等，具有吸

引藝術家的誘因─較無歷史壓力。因此能為更多年輕藝術從事者接受並嘗試。但同

時也引伸出相關的問題。在文化上受到西方強權的介入與影響，雖然不能全然用文

化殖民的觀點來看待水墨藝術。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遵循著西方後現代主義

的思想脈絡，企圖用”媒介”的身分進入現代藝術的範疇。但是，其背後所附載的

水墨歷史、文化情結，使得水墨藝術沒能擁有獨立性質的”能指”與”所指”。水

墨本身一直是個多元的有機體。對它而言，我們始終很難針對水墨給出絕對明確的

解釋與形象。在與西方繪畫接觸交流後，水墨面臨著雙重的困境：一是在進步主義

價值觀下，保留畫種特性，被歸為不思進取變革的保守藝術；一是吸納外來養分，

更改自身基因組成，拓展自己更寬廣的可能性。但相對而來的是，自身繪畫上的文

化精萃便無法像過往一樣，如此的純粹與具有絕對的指向性。 

 水墨畫一詞企圖將傳統國畫內的文化含義，取代成是材質與媒材。做為一開放

性的新興畫種。同時將自身擺放在傳統中國畫類的相對位置。因此，它的範疇被自

己畫約在一定的局限之內，既想開放卻又為自己劃定界線。但具體來說，國畫並不

能單純約化成是某類畫種，它是一複雜的綜合體。乘載著龐大的文化概念與媒材、

技法等等。水墨畫雖試圖於國畫範疇中進行解放，援引西方繪畫來達到改造國畫的

目的，可是卻又無法解釋自己與水彩畫形式上的差異。因此，內在的矛盾與尷尬，

使得水墨畫始終無法離開國畫，只能說是以國畫為基礎，參雜西方繪畫影響而成的

新型中國畫。潘耀昌說： 

 

就中國人的水墨畫而言，如果片面追求西化，又不打算融入西方價值體系

之中，那麼在評價上必然陷於困境。作者在接到各種反饋之後，必定會調整自

己的方向。這就是水墨畫的開放性是有限的，水墨畫離不開國畫的陰影，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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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歸國畫的原因。115 

 

由上可知水墨畫為甚麼無法徹底離開”國畫”？因為在開放的過程，既無法絕對西

化，融入西方價值體系。又不能絕對的切割”國畫”材質文化上的臍帶關係，所以

它的開放性是被限制的，最終只能回歸於中國繪畫之中。不管是水墨畫、彩墨畫名

詞的提出。它都是針對中國畫內部的反思。其對象是中國畫本身，而不是西方繪畫。

因此，水墨畫的侷限，除了在材質上畫定了界線，在文化身分上也無法做出突破。

它只能是特種的繪畫，無法說是新形式的畫種。因此，回歸到文化與媒材上，思考

如何彰顯文化內涵以及保留材質特性。是筆者以為的最佳創作方向。水墨畫一詞在

二十世紀的生成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繪畫等外來畫種於中國普及，而中國畫現

代化的需求需要新的名稱，來達致畫種與畫種間的平衡。水墨畫中的形式與藝術語

彙，是來自於水墨畫的媒材特質，也就是媒材自身的特性，文真姬以為： 

   

在單純的水墨筆下，所勾畫出來的水墨畫，尤其是在質料特色上，水墨 

畫內不可缺少的「墨」的物性，讓我們看到水墨畫中所寓含藝術「形式」。 

而水墨畫從古代一直發展到今，可謂是經過了好幾個時代、階段，才累積形 

成傳統水墨畫歷史……。116 

 

此處文真姬認為是「墨」的物性彰顯了水墨媒材的特質。而他認為水墨畫形式構成

的關鍵是在材料的特色上。水墨材質的特性如同中國文人的氣質，是隱匿的、內斂

的藝術形式。在特徵上，與西方媒材如油彩，有著極大的異質性與落差。就文化角

度看來，它是自然而然服膺於自身文化的生成，但在現今多元文化並存的世界中，

隨著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變異質變。即便如此，水墨畫的藝術形式，最終仍脫離

                                                 
115

 潘耀昌，〈作為有限開放概念的水墨畫〉，《朵雲》第五十一集，上海畫出版社，上海，1999 

    年，九月。頁 125。 
116

 《台水韓墨 當代水墨的兩地面相》，台北市，赤粒藝術經紀策展有限公司，2015 年，1 月，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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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媒材的特性，水墨媒材的局限與特性，造就了它獨特的藝術表現與文化身分，

也是藝術多元表現上無法被其他藝術形式取代的特質。其他材質能夠模仿水墨藝術

的外相，但卻無法取代其內在的文化精神表徵。各種情境中的水墨發展，都與中國

繪畫與文化有著密切的內在連結，面貌雖各自不同，但文化精神層面無可避免的被

存有於各地的水墨畫中。鄰近的日本與韓國水墨發展，亦是在此脈絡底下生成： 

 

  水墨畫是東亞細亞藝術中，通過唐代中世紀的書畫、字畫一路發展而來 

的。而在近代，水墨在藝術領域中，同時也當作回應近代西方藝術，即西洋 

畫的共存之物。近代以前，東亞細亞傳統藝術發展的共有性，乃是在以「中 

國」為其中心作為發展泉源，之後在諸如韓國或者是日本，本國來發展出屬 

於當地歷史主體性的藝術傳統，如同朝鮮時期便是一例。117 

 

由上可知，水墨藝術不再侷限於中國本地，在數個世紀的延伸與探討之後，已經在

東亞細亞形成一股藝術的表現形式與操作語彙。尤其在近代面對全球化文化浪潮的

侵襲，水墨藝術成了回應西方藝術的最佳代言人，儘管彼此間存在著不同的差異，

但卻可在重複性的水墨操作延伸下，找到異質並存中的共性。這樣的共性，脫離不

了水墨藝術的形式本質，那就是材質的特性和精神層面的神經連結。與日本畫藉由

種族主義進行文化藝術殖民手段不同： 

 

  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下，在東亞細亞各國由日本所主導的殖民主義的歷 

史過程中，把鄰國的藝術發展「同化」之，日本重新編寫了東亞細亞的藝術 

發展；且當初，日本為了普及近代藝術的立場下，採取建構「東洋畫」此一 

體系，主因就是用來對抗西洋畫的藝術思潮，……，水墨畫(書畫)乃是以中 

國為其藝術發展中心，來體現「天下同文」的世界觀，且任其書畫在各地成 

                                                 
117

 《台水韓墨 當代水墨的兩地面相》，台北市，赤粒藝術經紀策展有限公司，2015 年，1 月，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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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現象截然不同的，因為在「近代以後」，乃以日本為主體，透過殖民主 

義，重新編寫東亞細亞各國的藝術，而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此日本畫 

的發展中，日本畫對於西洋畫的對抗，都有極為明顯的政治意味充斥在這些 

殖民地藝術中。118 

 

文化與藝術會受到政治與國家的操弄，進而成為一種文化擴張殖民的手段和工具。

日本東洋繪畫的建構，主要是針對西方藝術強勢入侵的一種回應。同時也想複製西

方殖民的方式，將自身文化強加進東亞細亞各國的文化系統裡。與中國繪畫的藝術

觀不同，西方世界與日本，希望透過殖民主義的落實，對抗其他外來文化的入侵，

同時進行文化殖民的同化改造，它是單一價值的信仰，而非多元文化的尊重。當殖

民主義侵入藝術表現中，藝術將不再擁有客觀流變的話語權力。它將成為一種手段

與工具，遠離藝術的一切可能，將自身框限在政治之下，產生出畸形的胎兒，回過

頭來攻擊、侵蝕原生的藝術母體。水墨的發展則不是如此，而是以較為寬容的相對

性價值進行影響。 

水墨現代化的變革受到不少的批評與攻擊，也產生很多不同面貌形式的成果，

但就算是作為一種媒材，其內在意涵與文化仍需不停的保持與擴充，也就是不管形

式如何變革，文化厚度仍是水墨畫向內發展所必要的絕對成分。而各民族、國家、

人民在接觸到這樣的一個繪畫種類，可以就自身文化背景輸出新的表現形式與藝術

語彙，國族主義已隨著國畫這個名詞退散，以媒材為主要訴求表現的水墨畫，強調

的是材料、物的獨特性，以及透過此媒介物所建構出多樣的材質世界。白適銘提到： 

 

  從物質性或學科化的層面來說，水墨，指的是一種創作媒材、工具或繪 

畫類型，但在主觀或創作心理方面，卻可能是帶有特殊文化指涉、藝術家個 

人身份意識表徵的形式媒介。尤其是後者觀念的形成，在中國繪畫史上由來 

                                                 
118

 《台水韓墨 當代水墨的兩地面相》，台北市，赤粒藝術經紀策展有限公司，2015 年，1 月， 

    頁 10。 

 



101 

 

已久。119 

 

作為一種材質、工具、類型，是近代中國繪畫改革運動後的轉向，但雖是如此，作

為中國繪畫創作的獨特畫種，在創作者內在心靈層面，始終帶有特殊的文化、歷史

情結。而在國際化的現代社會，水墨更是文化身分的識別媒介，此種觀念與身分別，

早已內建於水墨畫家的基因之中。 

水墨畫背後的文化自然是含括了國畫名稱底下的中國身分。現代水墨再怎麼跨

界與越界，當藝術家走上世界一端與他者文化進行溝通交流的瞬間，上述的身分問

題便明顯地浮現。或許藝術家早就跳脫了「筆墨」之爭，也不再願意被框限在傳統

與現代之中，跳脫二元對立框架進行自由創作，以水墨媒材進行個人對人生、自然、

社會中的議題進行回應。看似不再將隱逸、自我修練作為水墨創作的終極價值，以

積極入世的態度切入當代社會與藝術創作上的種種面向，但這也不過就是另類自我

修練與大隱隱於市的變相文化拓展。因此，在本研究中，筆者個人創作上的出發，

一方面順應當代水墨畫的發展，企圖將媒材特徵作為材料表現的第一重點；在自我

身分認同上，則期望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回溯自身文化背景，以及中國畫漫長歷史積

澱的符號象徵，萃取選用符合自我創作之元素，進行相關的創作實踐。期望透過創

作的媒介物，傳導、嫁接作者內在心靈與外在物象，自我與媒介物兩者互相統合交

融，最後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後現代解構思潮的影響下，現代水墨的發展話語權並不在東方，而是以西方為

主軸進行的西式水墨。明顯的就是水墨裝置化、水墨行為化、水墨錄像化，這些種

種的表現形式，看似拓展了水墨畫的發展空間，卻也架空了水墨自身的價值。各類

型作品中的西方趣味與主張，雖脫離傳統水墨畫的古典規範，卻也顯示現階段水墨

發展的侷限與困境。那便是支撐現代水墨作為前衛藝術一環的背後理論與思想，其

實是西方後現代思潮及相關理論哲學。以解構作為創作的方法，形式表現以西式裝

                                                 
119

 白適銘，〈界域‧借喻─「象限化」與當代水墨的身分指涉〉，《界域 借喻 當代新象限水墨展》， 

   台中市，大象藝術空間，2015 年 6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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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呈現，企圖融入整個當代藝術領域，同時也無可避免的被後殖民主義套牢。羅世

平認為： 

 

  處在解構語境下的現代水墨，其尷尬的境遇說明，文化身分就是法障。 

因為過於在意西方意志的文化身分認同，於是中國的畫家才要抱定水墨，似 

乎失去水墨就失去了身分。所以文化身分實際是藝術家的緊箍咒，你越是在 

意它，它就束得越緊，放開眼量可能比執著於身分更加重要。120 

 

上述明確指出水墨進入當代藝術的尷尬困境，就是在於水墨材質背後的文化性與創

作者自身的文化身分。作為當代藝術家進到以西方為主導的語境中，唯有凸顯自我

文化身分才能與他人進行交流，也才能被關注與注意，如何能不在意自身的文化？

中國作為神秘的象徵在現代西方人眼中，仍存在相當程度的好奇，只有這樣的文化

身分才能引起他人對自己的關注。這是現今中國或臺灣藝術家的一大困境。於本研

究中，這亦是筆者身處創作當下所遭遇的一大問題。政治上，臺灣與中國的複雜政

治關係，影響了創作當下材料、圖示、元素採樣的選擇。政權上既非中國的一部分

卻在文化上與其連接，在國際社會上或藝術領域上，若想成為被重視的對象，無法

也不能對中國進行切割，就是這樣的文化失根與身分認同的模糊，讓筆者於現階段

創作過程上遭遇極大的思想困境。而「筆墨」在 21 世紀勢必進行再次的轉換，除了

是石濤所說「筆墨當隨時代」外，也是時代驅使筆墨定要產生轉換的必然： 

 

  書畫兩者理趣相通，並從實踐過程中不斷體悟斟酌自我的書風格調。平 

時習書則以草與篆書居多，有時兩體隨機混搭，內容文字多為閱讀經典或感 

時心境的寫照。「書畫同源」永遠是文化價值體認深淺的問題，在二十一世 

紀伊始之際，東方文化再度引發國際重視，而「筆墨」本身的永恆價值，正 

                                                 
120

 羅世平，〈西方解構語境下的水墨生態〉，《匯墨高升:國際水墨大展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2012 年，7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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媲美西方藝術，不啻凸顯東方身份與尊嚴了。121 

 

林章湖提到 21 世紀的當下，筆墨具有其永恆存在的價值，是東方身分的一種象徵。

其創作由內在心靈之體驗，再藉由筆墨外顯傳達，且在過程中混和草書與篆書兩種

書體，穿梭在書畫藝術之間。筆者亦認為穿梭在書法與繪畫間的筆墨，透過創作者

的自我身分認同，及文化意義的價值延續，隨著時間的演進，自然而然逐漸生發與

置換其內在的表述語彙。 

 因此，回歸文化層面的國畫尋根，同時拓展水墨材質在本世紀更多的發展可能，

是本研究著重的方向。避免二元對立的抵抗模式，逃脫「傳統/現代」、「新/舊」、「東

方/西方」的價值觀，以相對性出發，取代抵抗性和對抗性。所謂的「相對性」並非

是對立，而是同時存有、相互依存，如同德勒茲根莖理論相對於樹狀結構一樣。這

種相對性的關係，正視原有存在的價值，亦肯定未來的無限可能，如此才能如克利

(Paul Klee，1879-1940)「灰點」朝向混沌的可能前進。傳統藝術上，再次回到母體

「文化」中，找尋書法與繪畫互文的更多可能。對於書法進行個人式的溯源與學習，

以素人的態度重新進行誠懇的探求，範圍不僅侷限於形式、技法，更希望能進入精

神層次的涵養中。所以在本研究的創作實踐上，針對書法、漢字在繪畫上的多樣可

能進行嘗試，另一方面就文字表現而言，進行相關的試探與詢問；兩者的分別在於，

前者著重繪畫形式的試驗，後者則透過精神、勞動的實踐進行考察。 

                                                 
121

 林章湖，《問道無心：林章湖書畫展》，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2014 年 10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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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字與圖像的互文性探尋 

  

本研究的創作實踐，透過書法、傳統國畫的圖文關係，進行於文化上的溯源與

探尋。文化發展的必然過程是：尋根。這是因為人們思考自身往何處去的同時，必

定會有一相應的問題就是從何而來？當對未來的探知和發展越快，自我身分的源頭

問題就越加的切身，不論是”從母語出發”或是”從母題出發”，都是為了確認自

我價值同時延續自身的生命。這種對於文化溯源與考察的過程，是以相對性角度出

法，了解過去時空的面貌背景，並將自身置放其中交相對照。過程並不涉及絕對的

抵抗與顛覆，因此不是對立性的破壞革命，而是互文性的激烈鼓盪。以書法為水墨

畫畫面構成養分的水墨藝術家不少，多是現今台灣中壯輩畫家與教育者，其藝術養

成的背景訓練，來自臺灣第一代畫家的影響。當時的時空背景，書法作為中國文化

最為重要的藝術資產，自然於其藝術培養的歷程上，被賦予相當程度的訓練與要求。

不僅於政治上與對岸區隔，文化上更是需要被大力保存與復興的重點。因此，對於

書法的認知與了解，已是內化在這些藝術家體內，當欲尋求創作突破性的嘗試時，

能自然而然地取用與提取已經內在於身體之中的書法元素。 

筆者身為八零後的藝術工作者，在過去成長與藝術養成背景上，書法已逐漸趨

於邊緣，數位時代來臨之後，書寫被電腦取代，書法正式於實用性退場。回到純粹

藝術表現的書法藝術，除非是作為一種才藝被養成，很少是以文化傳承、興趣培養

進行藝術傳遞。所以在文化的連結度上，無法像師輩藝術家一樣，能夠隨心所欲的

了解與應用。雖然水墨的發展，書法已非唯一必須存在畫面上的元素，但假若因不

了解、不擅長而失去學習與運用書法於水墨上的可能嘗試，對於水墨的拓展與延伸，

不也是相對可惜？且當筆墨早已不再是文人們的遊戲工具，書法、色彩脫離繪畫，

不再是繪畫的陪襯與自然的再現，意味著古典意義逐漸退場的同時，新的視覺場域

將會被觸發，文化的內容與功用也會重新被定義。白適銘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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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質形式邊界不斷交混、越界的過程中，同樣導致書、畫二者自身邊 

界的模糊，或互為主體化、互為文本化的結果。換句話說，書畫「去意義化」 

的目的，即在於對其產生「再意義化」的結果，藉以重構具有當下意義、經 

驗的文化特質。122 

  

書法與繪畫在形式、材質的相互交換、越界的過程，彼此的邊界呈現模糊不清的狀

態，有時兩者互為參照文本，有時又是相互為主體。書畫原本的意義看似消失而無

意義，但卻是重新產生新意義價值的契機，同時形塑新的文化經驗。筆者以為，正

是如此，水墨畫在既有領域的疆界才能再次的突破與解域。現代水墨與傳統水墨是

相對而言，假如沒有傳統水墨，則現代水墨沒有任何立基點。在不夠了解傳統之下，

很難作對於現代水墨有所建樹的貢獻，而新價值與規範也必是建立在對舊有價值意

義的深刻洞見，因此，水墨改革需要的是學問深厚且有真知灼見的學者，而非像是

歹徒般的絕對抗與投機。 

 中國繪畫是一個有機整體，傳統文人畫如此，現代水墨亦是如此，只是現代水

墨取了傳統水墨中萬分之一的元素，試圖建構一個新的綜合體，並期望此綜合體能

夠治癒傳統水墨從古至今所生成的困境，因此，現代水墨應可視為是與傳統水墨有

著內在同構性與血緣一貫性之新形態的中國畫。水墨的物性之保持，應著重於水墨

材料的自主性，而不是以技巧、肌理來做為主要表現，不管是揉紙法、水拓法、噴

筆法等削去毛筆作用的技法嘗試，看來都處於畫面的肌理、特效等炫技層面，找不

到對應於材料、材質的思想與精神，簡單說來，物性材料與創作心靈並無直接的對

應。因此，假若太過重視這些新穎的形式與技巧，容易失去真實的創作樣貌，但卻

無法將個人內在的情感進行忠實表達。雖然能在短時間達到具有差異化的外在新

妝，但就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這最終不是創作最該著力與想像的地方。 

於筆者來說，書法是筆者內在心靈所欲探詢的文化母體，以此出發，作為嫁接

                                                 
122

 白適銘，〈即書即畫‧墨彩璇璣─程代勒彩墨創作的跨文化當代性〉，《墨韻新情：程代勒水墨 

   創作特集》，台中市，台中市文化局，2014 年 4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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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創作水墨作品的內在橋梁。書法藝術中的物我對應的中介物質，關鍵在於運筆，

由運筆的提、按、頓、挫、急、速、舒、緩等所形塑而成的氣、相、力、節奏、韻

律等情感的軌跡，便是書法藝術中的真實樣貌。也就是說它能夠真實的體現作者內

在的情緒與心性，具體化成線條的型態，以不同形式、面貌的軌跡呈現在外在世界。

張彥遠的書畫同源理論，提到中國書法與繪畫是同宗同源，肇始於皇帝時代的倉頡

造字。而書法當中所謂的一筆書，張彥遠將其與陸探微的繪畫連繫再一起，稱陸探

微亦作一筆畫，因此書畫用筆同法。同時再舉畫聖吳道子與草聖張旭在筆法上的師

承關係，進一步確立其書畫同源的觀點。雖說這其中存在著文化誤讀的可能，卻也

表明了當時的畫家與理論家，在繪畫創作上有借鑑書法元素的意圖。筆者以為，關

鍵正是上述已經提到的部分，那就是書法較繪畫更能表達創作者內在的情感與主

張。單就畫面圖像的傳統水墨畫來看，以山水畫為例，儘管為了達到可游、可居的

目的，畫家必須將外在客觀世界進行內在的轉換，可它終歸面對的還是客觀世界，

創作者難免被事物形態所影響，無法真實表達內在情感。文人畫所謂詩中有畫、畫

中有詩，應可視為最好的舉證。當畫家認為繪畫中的物體形象已無法乘載內在情感，

需要更多的元素來進行輔助，文字書法便自然而然的被提取使用。張懷瓘:「深識書

者，惟觀神采，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鑒，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便是書法體現

創作本體與內在精神的最好佐證。繪畫上參照書法，並非是以反動作為出發，而是

相對而言的傾斜。就是沒有要將兩者絕對的對立起來，但是卻希望能有一種傾斜的

槓桿，在書法與繪畫中哪一方傾斜向哪一方，便會造就出各自不同的新意與可能。

既然書法較能表達內在情感，繪畫進行相對應的參照便十分自然。就形式面說，兩

者於章法上亦互有相通： 

 

  夫惟畫有章法，奇奇正正，千變萬化，可與人以共見，而不同用筆用墨， 

好學深思者不易明。然非明夫用筆用墨，終無以見章法之妙。陰陽開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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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迴環，離合參差，畫法之中，通於書法。123 

 

黃賓虹認為書法與繪畫兩者相通，在章法上的奇正相生應用上可以輕易地被看到，

他更點出兩者在筆墨運用上也是一樣，但並不容易被發現。其實章法的運用源自用

筆用墨的筆墨變化，筆墨的起伏參差，讓通篇章法布局能有生動活潑的開闔變化，

因此，畫法之中通於書法，書法之中通於畫法。 

從作品上具體的看，不難找到藝術家在水墨作品上使用文字、書法的例子。李

穀摩透過王羲之所愛的「鵝」以及其經典作品「蘭亭序」，重新組構出別有意思的作

品〈亦將有感於斯文〉(圖 18)。畫面中「蘭亭序」脫離了文字書法範疇，以繪畫構

成的畫面元素佔據重要地位，而觀看作品的主角，由人轉換成鵝，為畫面饒添趣味。 

 

 

 

 

 

 

 

 

 

 

林章湖的〈無名尊者〉(圖 19)大量利用書法元素作為畫面的構成，同樣以文字為主

要的畫面營造，加上使用拼貼的方式，讓畫面顯得更有主次、輕重。另一件〈胡里

胡塗〉(圖 20)，同樣使用拼貼的方式，但在畫面上更強調書法線條的發揮與凸顯，

在抽象與具象間取得巧妙的美感表現。看似隨意塗抹，卻難掩其借用書法章法布局

的創作意圖。在創作自述中，就曾對此表達在創作上的實踐心得。並且認為書法的

                                                 
123

 黃賓虹，《虹盧畫談》，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60。 

圖 18：李穀摩，〈亦將有感於斯文〉，1995，彩墨、紙，143.6 × 300 cm，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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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結構，不管是知白守黑或是記白當黑，在形式層面與繪畫創作有著 

 

 

 

 

 

 

 

 

 

相通的地方。有時以書法的方式進入繪畫，能夠產生意想不到的優勢與結果，進而

生發新的意義。同時提到藝術創作的最終成就條件，還是在於作者本身的內在想像

與文化陶養。他說： 

 

  以書法「知白守黑」或「計白當黑」為基本結構。現代繪畫重視形式之 

美，有時，其創意即視同內涵理念一般。由書法原則中靈活應變，可以自由 

取得繪畫形式上的優勢，進而詮釋新的意義。124 

 

之所以能夠將書法作為繪畫的一種元素，除了理解到書法在內在心性流露的優勢

外，還有就是創作者個人的藝術涵養與背景薰陶。如此一來，內在心靈的想像，是

創作當下的主體，外在世界相對而言是客體，此內外交相互動激盪，以一種跨域的

模態，在作品上外顯呈現。 

書法內化在創作者個人內在的展現，同樣可以在谷文達作品上看到。〈遺失的王

朝〉(圖 21)系列作品，將不可識別的文字符號，以書法的樣態直接呈現在繪畫作品

上，並且用暈染的方式後製這些文字符號，令畫面完整統合於畫面形式中。谷文達

                                                 
124

 林章湖，《自在理想主義：試探水墨藝術的本心畛域》，台北市，羲知堂文化，民 96，頁 41。 

圖 20：林章湖，<胡里胡塗>，2005，水

墨紙本，52*54cm 

圖 19：林章湖，<無名尊者>，2014，水墨紙本

79*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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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80 年代就持續創作〈遺失的王朝〉，把書法和山水畫集合，將自創的偽篆字和

真篆字混合，令觀者在觀看作品時產生迷惘與疑惑，這種看不懂的狀態，他認為某

種程度上象徵著中國文化的迷失。 

 

 

 

 

 

 

 

 

 

 

上述的兩位創作者，他們的作品均有利用書法作為畫面構成的元素，此類作品在文

字與圖像之間，會因統整畫面的需要，兩者發生拉扯，在拉扯之中形成不一樣的視

覺經驗。在拉扯的狀態之下，作者與作品皆會進入渾沌之境，無法預知作品最終的

成果，只能在創作的當下，亦步亦趨的尋求畫面問題的解決之道。 

從繪畫出發，拉進書法作為創作參照，是水墨畫於 21 世紀發展的可能之一， 

同樣在書法的領域中，也逐漸可以看到繪畫性圖示構成的影響。程代勒的書法作品，

是此類風格的代表。直接在書法上能夠體現繪畫性圖示的元素便是墨法的擴大運

用，董其昌《畫撣室隨筆》說:“字之巧處在用筆，成應用墨。”包世臣《藝 

舟雙揖》說:“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也。” 董

其昌與包世臣兩人所說，說明在書法的表現領域中已十分重視墨法，亦即在書法創

作當中，墨法的使用已是重要的表現技法。尤其在現代書法的實踐中，更重視視覺

性，墨法的運用就更加重要。 

對於現代書法發展的未來方向，程代勒指出書法在當代社會環境的兩個發展可

圖 21：谷文達，<遺失的王朝〉局部，水墨設色，2011，96*59cm*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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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他認為一是把握書法自身的美學價值與形式語彙，搭配繪畫性的筆墨變化與書

法本身的可塑性特質，介入當代視覺藝術場域，建構形塑屬於書法的藝術場域。二

是擺脫形式束縛，找漢字特有的表述性，強調書寫者在觀念上的宣示，與觀者生發

雙向的溝通，離開視覺形式的框架，擺脫形式二元論的限制，找到書法應有的美學

特性。如〈氣爆〉(圖 22)、〈竹邊竹接屋邊屋，花外花連樓外樓〉(圖 23)兩件作品，

可以看出藝術家對於上述兩個主張所做出的努力與嘗試。 

 

 

 

 

 

 

 

 

 

 

 

 

 

 

 

 

 

他如此提到： 

 

  一是，如何藉由形式轉變激盪，重新檢視筆墨與書法造型的本質與其可 

圖 22：程代勒，（氣爆〉，2015，紙本，179*95cm 
圖 23：程代勒，〈竹邊竹接屋邊屋，花外

花連樓外樓〉，2009，紙本 135*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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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思考書法如何以獨特的彝語彙介入當代視覺藝術的場域，更應積極形 

塑屬於自身的場域，不依傍當代藝而淪為西方形式的東方代言。二是，書法 

如何藉由漢文宇內容的獨特佔有方式，擺脫形式的束縛，強化「表述」視覺 

外的特殊語境，藉由「語境」的宣示與獨白，強化書者觀念與意志的書法宣 

言，重新詮釋、分享予觀者，與觀者共同跳脫視覺框架的限制，擺脫形式操 

弄的二元對立，重新站回書法應有的美學地位。125 

 

不管是強調圖像視覺的新構成或是文本本身內容的文意姓，兩種方法都有可取之

處，但也都有各自的侷限，因此筆者以為還是需要採兩者綜合的方式。但此種綜合

的創作方式又不能是調和式的，而是一種兼而有之。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不能偏至，

二是要有主次，三是主次要隨時調整比重。這樣所生出的作品充滿糾結，並且是矛

盾的、非同一性的，是在兩者之間游移所生出的準確性。 

近幾年於中國書壇盛行的流行書風，可以視為是書法趨向視覺圖示轉變的範

例。沃興華(圖 25)與王鏞(圖 24)的作品是此類風格的代表。這種創作的模態很像德

勒茲思想中強調的「之間」，沒有偏向哪一種極端的價值，飄移在兩者之間的過程產

生事物存在的真正面貌。 

 

 

 

 

 

 

 

 

                                                 
125

 程代勒，〈再述從傳統到現代〉，《程代勒書法創作. 2009》，台中市，中市文化局，民 98，11 

   月，頁 5。 

圖 24：沃興華，<雲龍>，2017，200*4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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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對於水墨創作而言，墨法的使用已是重點，或許應當進一步的反思，在用墨

上已十足具有成效的水墨表現，經歷現代水墨運動的書法性剝除後，是否需要重新

找回書法的線性表現，做為另一面的交互參照？文字的可識別性造就了溝通 

上的模糊性，但卻也為此生出了另一個藝術發展面向。漢字因為是由象形文字逐漸

演變而來，不僅具備字義的閱讀性，也兼具圖像的符號性，讓漢字成為中國最具有

可能的藝術表現。 

筆者以為文字作為溝通的載具，在雙向溝通當中的模糊特質，使得文字具備了

某種程度的神祕感。漢字的圖像性在中國書法發展上，更演繹了一條道教的符籙支

流，結合宗教與儀式，漢字作為一種藝術表現，便自然而然的具備了神祕的儀式特

質。這就是為什麼在面做這類型的 

藝術作品時，觀者容易產生敬畏 

與虔誠的心理。在徐冰的《析世鑑》 

(圖 26)裡我們能夠看到這樣的儀式性 

，而在谷文達巨型的水墨作品〈遺失 

的王朝〉也透露出這種神祕感。台灣 

藝術家侯俊明的版畫作品(圖 27)更是 

 

圖 26：徐冰，〈析世鑑〉，1987-1991，綜合媒材  

裝置 

圖 25：王鏞，<節錄傅山詩句>，2013，

紙本，33*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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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強烈的宗教救贖情感。這是漢字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很獨特的東方特質，也是筆

者藝術創作中所驅動的內在精神。 

圖 27：侯俊明，〈新樂園〉，1996，版畫，190*216cm*7(件) 

 



114 

 

第三節 作品背後的三個理念─時間、材質、拼貼 

  

中國畫的終極追求並非是單純的美感追求，也非外在世界形象形似的模擬追

求，而是內在形而上的心靈探勘。自我修養的程度越高，作品所達致的高度就越高。

不管是運筆線條的要求或是構圖安排，以及造型上的法則，最終都無法離開創作者

內在心性上的修養。可以說心性修養啟發了氣韻生動，而氣韻生動支配著其他畫面

構成的原理原則。「美」始終不是中國繪畫的終極追求，畫面中的元素給觀者的刺激

植基於對形而上的「道」之感悟，所以繪畫的功能在於能夠幫助觀者達到對於現實

生活的超脫。透過繪畫能夠進入一種抽象性的思考時空，在這樣的時空裡人與物、

人與人的隔閡會趨於無形，進入形而上的天人合一的境地。美、形、色都只是心靈

體悟上的藝術外顯物質，畫家藉由這些中介物達至中國哲學中所說的坐忘、齊物、

天人合一等境界。此時的繪畫具功能性質，為服務創作者自身而存在的中介物質。

它是一種工具。用來表達作者內在的情感與形上思維。 

 因此，雖說中國藝術的表現，技法當然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最終仍是為了

思想與心性作服務。作品背後的形而上思維，才是作者想藉由藝術作品傳達的最終

目的。中國傳統思想之精華，經歷漫長的歷史累積，具備豐富且深厚的哲學、美學

特性。這些思想之精華，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重新給予意涵的延伸與轉化以及

理論上的考察和重置。如此才能為現今變動快速的社會情境所用。不少的理論思想，

在長時間的演化之下，早已失去原初的涵意而產生誤區。因此，如何轉化傳統理論

與考察其內在演變，是創作研究中所必須思辯的問題。邵琦認為： 

 

  理論指向上的偏差，不僅造成了理論和實踐的隔閡，而且加重了中國繪 

畫整體的迷惘。理論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隨著所謂的現代進程的不斷推 

進，理論的重要性得到更充分的肯定。在當今時狀語境中，理論不僅是總結 

性的、前瞻性的，而且，還是闡釋性的。許多現代藝術作品如果失去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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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撐，完全就是一堆垃圾、廢物。因此，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日漸緊密的 

當下時狀中，對中國繪畫的問題首先必須從理論上加以考察和澄清。126 

 

上述指出中國繪畫現今的困境，即理論上的不完整與偏差，現今的藝術作品與創作，

背後都需要理念與相關論述的支撐，中國畫倘若希望與現時的藝術環境接軌，勢必

在藝術理論上需要作出更為當代的考察與澄清。在本研究中，創作所涉及的三個理

念層次分別是時間、材質、拼貼，以下依序論述之。 

 中國書畫藝術具有明顯的時間性特徵，尤其是書法藝術。關鍵在於線條的使用

與繪製，讓書畫藝術的時間感非常明顯。筆者以為，書畫藝術雖都著重線條使用，

但繪畫之線條不若書法之線條連貫。因此就書寫的時間性來說，書法要明顯於繪畫。

而繪畫上的時間性特徵，在筆者看來，應是在材質滲染與積疊上進行開展。在筆者

的創作上，企圖將書法文字作為畫面視覺的主要關注對象，書法中的時間特性以及

線條律動所產生的韻律感，來自於於漢字書寫的筆順。書寫時的「不可逆性」非常

明確，此既定的時序感，讓作品產生書寫的時間特色。同時書法講究一次性書寫，

觀者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能明顯的感受 

到時間的流動。如我們在傳統經典懷素 

〈自序帖〉(圖 28)作品中，藉由閱讀而 

生出的時間性；以及藝術家在創作時所 

嶄露出的時間序列，邱志傑〈重複書寫 

蘭亭序一千遍〉(圖 29)近似於禪宗的修 

行。在時間上，由「名符其實」到「名 

實俱滅」最後到時間與空間的共同消逝。 

時間與空間的重複性，反而減弱了時空 

本身，終至歸零的空無境界。 

 

                                                 
126

 邵琦，《中國畫文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12，頁 108-109。 

圖 28：唐，懷素，<自序帖>，

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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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上的時間節奏，在書寫上以不同的墨繼切片組裝在作品上，墨繼是書法作

品中的時間單元，透過蘸墨與書寫讓書法作品中的時間以間斷和連續產生節奏感。

於是不同的字就形成不同的節奏感。書法本身的時間性，以書寫的當下產生第一個

時間軸線。待作品完成之後，因為線條延伸特性的關係，使得看似靜止的作品產生

了第二個時間軸線。這種時間經驗有別於一般的時間感，邱振中提到書法中的時間，

與哲學家、科學家所認知的客觀的量度時間不同： 

 

  科學家、哲學家為客觀時間的量度及其準確性費盡心力，但心裡時間根 

本不存在量度問題，它取決於主體心理狀態與客體的暗示之間的相互作用。 

同一種暗示雖然限定了感受的大致方向，如”迅速”、”滯緩”，但細微的 

體察卻存在相當自由的變化。書法作品中的時間便是無法度量的。此外，書 

法作品中所保留的運動痕跡不可能完全重現:任何摹寫都不可能重現反映運 

動特徵的所有細節─因此，嚴格來說，每一次書寫的字跡都具有自己特殊的 

時間序列。127 

                                                 
127

 邱振中，〈在第三維與的四維之間〉，邱振中主編，《書法與繪畫的相關性》，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10，頁 125。 

圖 29：邱志杰〈重複書寫蘭亭序一

千遍〉，錄像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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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時間是不可度量的，並且無法重現每次的運動狀態，因此，每次的書寫都是

專屬於當次的時間序列。書法藝術中的線，是其保留時間與空間幻象的關鍵元素，

透過線條的延伸，將運動清晰的留在作品，透過線產生了時間感，同時在推移的過

程，空間幻象跟著悄悄發生。書法的結體造型就整體上來看，重視各部分的統一與

協調，屬於封閉性系統；就局部而言，強調的則是變化中的不統一，使得字與字之

間能相互依存，相對而言是開放性系統。兩種不同的造型特徵塑造了新的美感內容。

這兩種造型特徵是以線條來作構建，線條的構建讓平面的視覺產生了音樂性，生發

出另外層面的美感經驗。如我們可從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草書卷〉感受到上述所

說的音樂性。 

 

 

 

 

 

 

 

 

 

 

從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草書卷〉這件作品中，不難看出書法藝術的音樂性特質。

來自書寫與線條延伸的時間節奏。同時，工具材料塑造了線條的不可重複、不可逆，

也因為如此，中國繪畫、書法有著歷時性的特質，而線條作為物質化的形式特徵，

承載的是中國藝術對於時間的展示。其中不單單只有音樂性，同時還有繪畫性。因

而作品是個擁有多重美感身分的複雜有機體，視覺上的繪畫性在書法中則經由空間

關係建構。對此沃興華提到： 

圖 30：北宋，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草書卷〉，392.5*37cm，日本京都藤井齋成舍有

鄰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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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以時間節奏來表現音樂性，以空間關係來表現繪畫性，並且在這個 

基礎上儘可能地將兩種視覺形式結合起來，讓線條不僅是空間造型，表現本 

身的形態和字形結構，而且也是時間陳述，表示一個連續的運動過程，讓書 

法成為時間與空間共生的藝術，融音樂繪畫於一體的藝術。128 

 

於是乎音樂性、時間性、繪畫性三者便在某個瞬間被統合起來，以自身型態和結構

進行表述，因而進化為一種綜合性的藝術表現。同時具備時間性的運動特徵與空間

性的繪畫特徵。在此時間層上，筆者順勢的嫁接不同材質的繪畫元素，強化畫面的

視覺空間，以及異質混雜的材質使用。 

因此，現階段的作品，以書寫文字作為基底，彰顯文字的時間感、節奏感，利

用畫面上繪畫性的視覺表現，將不同的視覺形象、符號建構在文字書寫之上，於視

覺形式上做出整合，希望能提出不同的閱讀經驗，讓觀者在觀看作品的當下，能以

文字閱讀作為優先，順著文字的線條延伸閱讀繪畫性的符號與圖像。這樣的閱讀順

序，有別於以往文人畫的閱讀順序，文字的序位被往前提升，線條的表現張力更能

強化畫面的視覺衝突。 

 筆者作品於本研究中的第二層理念，在於繪畫上的材質，也就是墨的物質性格。

水墨畫中的物質性格，透過積墨法來進行呈現。著重材質本身的性格，希望能夠將

繪畫中的敘事與再現剝除，將其還原到物質本身，這受到西方極簡主義(Minimalism)

繪畫主張的影響。 

極簡主義繪畫拒絕畫面中的內容以及敘事，希望作品以物自身展示在觀者面

前。代表藝術家 Stella(1936-)說到他自己的藝術便是一種呈現物質的藝術表現，他

認為所有的繪畫都只是物質，且最終也只是物質的這個事實。這代表著繪畫作品中，

藝術家極端強調物理性的物、材質、媒介，並給予且強調這些「物」的意義，去除

畫面中藝術家以繪畫語言「編碼」以及觀者觀看藝術作品「解碼」的過程。 

                                                 
128

 沃興華，《從創作到臨摹》，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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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物性表現，除了上述純粹物質性特徵的顯露之外，積墨法的表現讓作品

在物質之外生出另一層具有材質堆積的美感。積墨法是中國繪畫中的一種技法，也

是繪畫表現的語言之一，透過多次的積染，從二、三、四到更多層的層層遞加，使

筆墨於點、線、面上能由淺入深或由深至淺的疊加。一般是在墨色與墨跡半乾或全

乾之際，進行多次的積染附加。黃璧珍提到： 

 

「筆墨積微」為唐代的水墨畫畫法之一，這「積」字，說明積墨的起源 

最晚在唐代，甚至是更早於唐代之前，但令人惋惜的是張璪並無真跡留 

存以印證。129 

 

也就是說積墨法的運用在張璪以前就已存在，而積墨是筆墨相互融合之際，創作者

在皴、擦、點、染中以淡墨、濃墨、宿墨、焦墨、色彩，頻繁的點染堆積在紙張載

體上，在紙上交織出渾厚華茲的墨韻表現。近代使用積墨的藝術家代表，當推黃賓

                                                 
129

 黃璧珍，《史物叢刊 70 歷代山水畫積墨評析》，台北市，史博館，2014，12，頁 10。 

圖 31：Frank Stella，〈Hyena Stomp〉，1962，

195.6*195.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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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1865-1955)與李可染(1907-1989)。但積墨法在中國繪畫上的起源甚早，可上溯至唐

代以前。 

 

 

 

 

 

 

 

 

 

 

 

考察歷代對畫家對積墨法的使用紀載，則可以上推至五代。如下： 

五代，荊浩在《筆法記》中提到：夫隨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暈墨章，興我唐代。

故張璪員外，樹石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真思卓然，不貴五彩，曠古絕今，未之有

也。130 

宋，郭熙《林泉高致》說：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即墨色滋潤而不枯燥。淡墨重疊

旋旋而取之，為之斡淡。131 

元，黃公望《寫山水訣》：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

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132 

明，董其昌《畫旨》：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

                                                 
130

 (五代)荊浩，《筆法記》，收錄於俞劍華主編，《中國畫論類編》上卷，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6，頁 607。 
131

 (宋)郭熙，《林泉高致集‧畫訣》，畫苑補益本，收錄於楊家駱主編，《畫論叢刊五十一種》上， 

  台北，鼎文書局，1972，頁 27。 
132

 (元)黃公望，《寫山水訣》，元刻輟耕錄本，收錄於楊家駱主編，《畫論叢刊五十一種》上，台 

   北，鼎文書局，1972，頁 57。 

圖 32：黃賓虹，〈黃山湯

口〉，1955，171*96cm 

圖 33：李可染，〈春雨江南〉， 

1986，89*5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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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得之矣。133 

近代，黃賓虹《畫語錄》：積墨之法，用筆用墨，尤當著於落，則墨澤中濃麗而四邊

淡開，得自然之圓暈，筆跡墨痕，躍然紙上。如此層層積染，物象表現可以渾厚華

滋，且墨華鮮美，亦如永遠不見其乾者。134 

上述對積墨法的考察，可以發現在傳統中國畫中，早已存在物質性流動的質間

特徵。積墨讓物質自為的在紙上流動與堆疊，作者在創作當下所感受到物質的堆砌，

相互交錯編織生成專屬於水墨畫的媒材特性。這種層層積累所形成的材質感，可以

說是由物質向載體所形塑的空間，是向下的空間建構。在遞加的瞬間，創作者是媒

材的中介，於此當下，筆者感受到一種近乎修行的創作體驗。材質形構出作品的模

糊區塊，一種渾沌感，無法被明確界定的邊界描繪。在這樣的描繪過程，藝術家「編

碼」與觀者「解碼」皆不存在，材質成為了主角，散狀的分佈在作品上。這種材質

特徵在中國山水畫與現代主義音樂家梅湘(Olivier Messiaen，1908-1992)的音樂中可

以察覺： 

 

  從點狀系統的分子宇宙觀，德勒茲的重心便在聲音材質上，這如同山水 

畫的結構型式的不動性，山水畫家所能著力處集中在墨韻材質、筆觸或皴法 

上一樣。德勒茲要說的是，音樂史就是聲音材質的旋律變化史。135 

 

德勒茲用分子點狀系統的宇宙觀來詮釋音樂，將音樂史視為是聲音材質的變化史。

如同中國山水畫中的材質一樣，墨韻、材質、肌理、筆觸、皴法是山水畫家在山水

畫中著力最深之處。皴法的重複便是材質的疊加，山水畫中的山石，充分體現了水

墨材質在畫面上所形構出的材質世界。芥子園畫譜(圖 34)便是最好例證。也就是說

                                                 
133

 (明)董其昌，《畫旨》卷上，式古堂書畫彙考本，收錄於楊家駱主編，《畫論叢刊五十一種》 

   上，台北，鼎文書局，1972，頁 77。 
134

 黃賓虹著，陳凡輯，《黃賓虹畫語錄‧筆墨篇之一》，收錄於楊家駱主編，《畫論叢刊續輯》， 

   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22。 
135

 陳瑞文，〈德勒茲的雙重音樂系譜〉，《視覺藝術論壇》，第七期，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視覺 

   藝術學系，2012 年，7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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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的堆疊建構了山水畫的宇宙世界，觀者從而能清楚的看到物質點狀分布在作品

上的各個區塊。 

  

 

 

 

 

 

 

 

 

 

筆者創作上的第三層理念，是拼貼手法的使用。在目前的作品中，利用紙 

張的拼貼以及繪畫符號的拼貼並置，讓作品在文字與圖像上生出相互介入，互 

為主體的互文關係。這是電影中蒙太奇(Montage)式剪輯的影響，透過編輯整合 

畫面，產出個人的創作作品。雖說這是一種操作藝術作品的手法，但隱含筆者對 

於自身創作的要求與期待。蒙太奇(Montage)的這一指稱，在筆者作品中以異質拼貼

為呈現手法，在視覺技藝與意義生成上看，作品仍脫離不了藝術與思維的動態關係。

黃建宏提到： 

 

  「montage」就是以「monter」136進行並完成的工作，由於「monter」 

同時具有建造與上提兩種意思，「montage」也就意味著經由「建構」創造「上 

升」。 

 

也就是說蒙太奇式的操作，根本意義還是在於建構與上升。在筆者作品中，藉由文

                                                 
136

 聖約翰・德・拉夸在關於美的詩文中，曾用「猛的」(monter)來體現「不言可喻」的深刻。 

圖 34：芥子園山石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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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圖像符號、媒介物等組成部分，拼貼成一件作品，作品希望能達到提供新的視

覺語彙與個人陳述的自我目的，而其的基礎乃是筆者自身文化母體中的中國書畫藝

術。在後現代語境中，筆者透過此手法的運用，進行書畫關係的翻轉除了是自身文

化的回歸之外，同時也拓展了自身創作的廣度與侷限。在文化主體的思考下，透過

此一手法拼湊各種多元可能的元素，體現了後現代藝術環境的多元並置，達到兼具

文化深度與多元參照的藝術廣域，為現代水墨發展，開展出別有意味的表現形式。 

 因此，本研究作品中的三個理念，透過上述的論述，主要有三個層面，一是文

字書寫與閱讀的時間性。此部分包含漢字書寫的「不可逆」特質，筆順的時間序列

造書寫時時間軸線。同時也存在觀者閱讀線條的視角構建而成的時間軸線，經過線

條的闡釋而生的時間性。複合出文字書寫的空間幻象。第二個時間部分是水墨「物

性」的材質徵候，以積墨法的操作彰顯材質於載體上的特徵，塑造了材質向下疊加

構建出一種向下的材質空間，而作者作為中介所感受到的則是近乎自我修行的創作

試煉。第三個部分則是蒙太奇式的拼貼手法。以創作者自身的文化母體作為基礎，

利用文字、圖像、媒材等組成部分，對自身創作的實踐進行有目的性的探尋。以上

的三個部分，便是本研究在創作實踐背後的思維理念，實際作品與理念的相互印證，

激盪出現階段創作的樣貌，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思想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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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分析 

  

水墨媒材在宣紙上的滲透與拓展像是繪製地圖一般，材質的奔流與綿延同時拓

展自身的疆界。透過繪畫創作剖析自我時，呈現出來的作品並不是創作者自身，雖

然它也代表著作者可是卻已大相逕庭，它自為的能夠產生一種時間與空間特徵。如

果要說作品與作者有著什麼樣的聯繫，應該是它是作者的某種意識流的綿延，且生

成屬於它自己的意識流，這複雜的合成體充滿著無數個此時此地當下瞬間，同時也

存在著無數個時間的斷面，將這些複雜的斷面與生成並置在載體上，便是實際創作

的真實樣態。 

 如上一章節所述，本研究於現階段的作品實踐中，主要著重在漢字符號於畫面

上的視覺應用，此部分藉書寫的時間序列以及漢字符號的組成，豐富畫面的視覺強

度。第二個部分是材質的異質並存。以積墨法來呈現水墨材質的特性，讓陌生出縱

向的立體深度，並在其上加入其他媒材的使用，粉蠟筆、色鉛筆、紙張拼貼等媒材

的異質並置，彰顯不同媒材之間的拉扯與融合，讓材質與材質之間的差異性，於畫

面上各自發揮各自的優勢，同時又能達到某種程度的融合。最後一個部分是蒙太奇

式的拼貼手法，不管是材質的拼貼或是形象符號的拼貼，皆在本研究的作品中佔據

相當大的比重。此手法的運用，除了畫面經營的需求與視覺目的的達成外，更重要

的是對自身文化母體的回歸與自我提升。現階段的創作作品，便是環繞在上述三的

方向進行。主要分成兩個系列進行，一是「漢字符號的重構與再置」。這系列的作品

偏向著重文字的意涵性，文字的選擇與台灣目前的常民生活和政治相關。文字在畫

面上的構成，有別於以往文人畫趨於附屬位置不同，而是成為了直接能閱讀辨識的

視覺形象，企圖直接與觀者溝同，喚起共同的生活連結。第二個系列是「異種材質

的拼貼與並置」。此部分作品則是關注不同材質於水墨上的加乘效果，利用材質本身

的優勢相互彌補，以拼貼組裝的方式進行畫面的構成。兩個系列的作品，雖為了便

於討論與說明，將其歸納成兩個區塊，但其間的創作理念與手法的運用，因創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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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性的因素，彼此之間皆有相互影響與穿插的地方，無法絕對的分成兩區塊探討。 

 除了上述兩個系列之外，本章的最後一個部分，是作者於就學期間除上述兩系

列外，所作的延續與試探性作品。有些承接了上一階段的人像主題，強調水墨暈染

與層次堆疊後的物質特性；有些則是針對作品的時間性所做的嘗試，其中也有書法

文字的元素在其中，探討時間切割之後再重新組裝所構建的時間感。以下針對這上

述三個部分依序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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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漢字符號的重構與再置 

  

書畫同源一詞自唐代便逐漸於文人系統建構龐大的體系，時間一久便成為創作

上的唯一圭臬。五六零年代的現代水墨運動至今，其實也只是將繪畫從書寫中抽離，

拒斥書畫同源，將水墨導向另一極端，構築起另一個棋盤格世界。The Line of Flight

為德勒茲思想中的一個術語，揭示著棋盤格世界裡的其他可能與路徑，同時也能為

藝術創作指向更多的路線與實驗的精神。本系列作品，便是試圖於書畫同源架構下

的中國書畫藝術，找出其他與多樣的可能。 

書寫對於當代社會來說，其目的與價值逐漸被電腦所取代。因此，書寫(或說是

書法)在當代藝術語境的問題意識便指向了：書寫的當代意義？透過書寫可以達致什

麼目的？書寫的其他可能？在書法中，漢字符號是不可拋棄的元素，漢字乘載了書

法的基本意涵，但文字與文本的可讀性、文學性，於現今書法藝術領域中，逐漸被

視覺圖像所超越，此一轉向，勢必驅動書寫者於書寫行為裡發生改變；書法家面對

的問題不僅與傳統書法問題有關，也必須考慮圖像創作時代來臨之後的種種畫面問

題。因此，傳統書法中的筆勢、體勢、結構、章法、佈局等，將圍繞在當代書法藝

術視覺性趨向的問題上作出轉化，而書法家的實際作品與書寫行為，亦必須配合此

走向，將書法帶向當代人類生活的情境中。同樣借鑑當代書法的水墨畫，也需從當

代人類的生活中尋求共鳴，文字的可讀性，恰恰為圖像符號式的水墨創作，提供形

象與語意的養分。此系列作品，嘗試借用文字書法符號，進行一系列的試探與組裝。

將文字造型拉進畫面構成，讓文字的面積與可讀性大過繪畫。 

顛覆圖像與文字間的主客關係。其中的文字選擇，多為筆者生活中的流行語彙，

層面涵括政治、娛樂、網路等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常民用語。文字書寫方式，不希望

侷限在書法文字風格。而是以書寫文字這個行為作為出發，讓書寫更加能貼近常民

生活的情境當中。這系列作品便是以突現文字內涵與內容為主要目的，在書寫上的

可閱讀性與筆順，造就了作品的時間性意義。文字的取材，則是筆者個人的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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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觀察，加上個人喜好所做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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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35 CIRCLE(迴) 

媒    材：水墨紙本設色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4 

 

 

 

 

 

 文字的發想來自童年時的電視記憶，在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周星馳的電

影逐漸在港台嶄露光芒。其經典的電影作品，透過台灣有線電視台的循環撥放，長

時間且次數十分頻繁地出現在臺灣民眾的家庭生活中。只要是家中擁有有線電視，

幾乎都對周星馳電影的印象深刻。甚至到了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周星馳電影的重

播率幾乎是全台之冠。更有調查，在四年之間其某部電影重播高達二百多次，而電

影中的相關經典台詞，更是深刻地烙印在觀眾的心裡，在台灣與香港地區出現了所

謂的「周星馳現象」，筆者正是此現象的追隨者之一。周星馳電影中的台詞則成了創

作系列作品時所第一浮現的內容。這件作品的文字是「都是幻覺」，出自周星馳電影

「少林足球」。文字隱含眼睛所見皆是假象的含意，充分反映後現代社會快速、多元、

虛華的現象。同時筆者認為，其中應有佛教金剛經「凡所有象，皆是虛妄」的暗喻，

與我個人的內在心性修養和喜好相契合，因此便選定作為本件作品的文字內容。畫

面的構圖與形式組成，環繞在文字意義上。受到歐普藝術(OP Art)與極簡主義

(Minimalism)繪畫的影響，將水墨肌理作條狀式的切割，拼貼在文字上，形成迴圈

的視覺感受，並在迴圈的內環加上書法元素，與文字基底形成呼應。最內圈的人物

頭像，則是作者對於上個階段創作的符號連結。此時內在心理所設想的，是以頭像

做為個人創作的識別符號，在個人創作的脈絡中，以此作為創作上的延續與連結，

當然也存在著創作上個人的情感聯繫，對於上階段實踐成果的依依不捨，以及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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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試探的猶疑與徬徨。媒材的使用則全為水墨，條狀的水墨肌理與底層文字都

是經過多次的堆疊，紅色的底色亦是經過數十次以廣告顏料敷染，以黑紅色彩的視

覺呈現，呼應電視、影像時代的直接與強烈對比的視覺經驗。人物頭像則以積墨法

堆疊，與環狀的水墨肌理一樣，均有半自動性技法重複堆積，以及筆觸堆疊的質感

表現。 

 

 

 

 

 

 

 

 

 

 

 

 

 

 

 

 

 

 

 

作品名稱：圖 35 CIRCLE(迴) 

媒    材：水墨紙本設色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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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36 ROLE(角色) 

媒    材：水墨紙本設色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4 

 

 

 

 

 

 此件作品與「迴」是一組，文字發想的來源是周星馳電影「少林足球」中的台

詞。全句是「都是幻覺，吓不倒我」。文字涵義延續上句，認為所有的現象都是假象

與幻覺，並無法嚇倒自己。筆者以為背後的隱藏著自我意志的堅持與固執，同時亦

可跟金剛經中的「如如不動」相應和，與藝術家創作上的自我堅持和選擇有相契合

的地方，也帶有禪宗思想空無的意境。 

 這件作品的文字識別又更加得清楚與直接，文字本身的識讀意涵大過整體畫面

的繪畫構成。因此在閱讀上的時間序列，會先被文字所牽引，然後再回到畫面中的

圖像，最後再整合兩者。作品中的三個人物頭像，除了是創作上的延續與符號連結

外，選定對象的當下，是以當時台灣三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為對象。之所以選政治人

物作為作品構成的圖像符號，乃因台灣的政治活動十分頻繁，各政黨的政治人物在

活動與發言的時候，同時夾雜著太多的考量與政治算計，並非是真誠的願意為這塊

土地進行付出，反而常利用意識形態操弄族群之對立。各政黨更將經營的觸角延伸

至媒體，透過媒體不停的挑起對立、仇恨，更將政治上的問題延伸至教育、文化、

經濟等層面。以水墨與書法這類型帶有強烈中國文化的藝術，常無法得到正確的對

待，因而錯失很多在文化發展上的契機。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政論節目所說的這些言

語與所塑造出來的形象，對筆者來說，就如千萬的假象一般，有著華麗的外表包裝，

其實卻都隱含背後的利益算計和考量，「都是幻覺，吓不倒我」正可以表達筆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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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台灣亂象的想法與對應的態度。 

 技法上與上一件作品「迴」一樣，多次的色與重複刷寫文字線條，讓紅黑對比

顯得更為直接，三個人物頭像與花布，以拼貼的方式裱貼在文字之上，周圍框以有

書法線條的白邊，呼應底下大塊面積的文字刷寫。 

 

 

 

 

 

 

 

 

 

 

 

 

 

 

 

 

 

 

 

 

作品名稱：圖 36ROLE(角色) 

媒    材：水墨紙本設色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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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37 捕獲裝置-是個人才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6 

 

 

 

 

 

 這件作品的文字部份源自台灣的網路流行用語「丁丁是個人才」。源自一名網路

用戶在其網誌上發表的諷刺性文字，他使用了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視兒童節目「天

線寶寶」(Teletubbies)中的角色「丁丁」(Tinky Winky)以及 PlayStation 2 遊戲「真·三

國無雙 4」中的人物合成惡搞圖片，畫面中的諷刺意味十分強烈， 

圖中丁丁的實際能力是「腦殘」（亦即「笨蛋 

，但水鏡先生卻說「丁丁是個人才」，強烈的 

反諷引人共鳴，並成為台灣青年的網路流行 

用語。選用這樣的句子，搭配畫面上的兩個 

人物頭像，此兩位人物的選擇，是筆者生活 

周遭常被視為是人才的友人，但其實十分諷 

刺，因為其中一人至今仍無工作，四處打工 

維生，另一人則是因為多元性別的強烈主張 

而被社會所排擠。 

 技法上則開始使用粉蠟筆與色鉛筆在畫面上進行繪製與疊加，是現階段創作的

一個材質轉向。之所以會選擇這類媒材作為嘗試表現的手法，乃因各種材質與工具

皆有其擅長的領域與效果，水墨材質與毛筆工具在製作這類製圖性的線條時，難免

顯得力有未逮，而粉蠟筆與色鉛筆則正好能補足此方面的不夠，粉狀的材質感更能

▲丁丁是個人才 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

8%81%E4%B8%81%E6%98%AF%E

5%80%8B%E4%BA%BA%E6%89%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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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畫面上不同材質與材質間的差異感，也因為如此，開啟了筆者下一系列作品的

延伸與嘗試。不同材質的相互碰撞，能讓作品的型態增添些許的活性，讓創作的過

程充滿驚奇與不確定，但其中卻又隱含生機勃勃的創作動力與活力探勘。 

 

 

 

 

 

 

 

 

 

 

 

 

 

 

 

 

 

 

 

 

作品名稱：圖 37 捕獲裝置-是個人才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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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38 捕獲裝置-且坐喫茶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6 

 

 

 

 

 

 泡茶是筆者生活中每天都會做的一件事，喝茶的習慣來自從小與父親還有外公

泡茶的記憶連結有關。父親因工作因素，每天都需要藉由泡茶來溝通協調，而外公

則是因為農家生活，常有很多叔伯來往，因此泡茶是其生活中的一部分。後者的影

響對筆者來說較為深層，它代表著是一種勞動行為之後的放鬆與中空。創作同農事

一般是一種勞動行為，在此行為過程中，重複著許多同樣的行為，但在心態與心念

上卻不同，創作期盼的是自我靈感的實踐，而農事則是為了收入而努力，但兩者對

藝術家與農人來說，都是再生活不過的一件事。 

透過煮水、溫壺、放茶、沖茶、聞香、飲茶等步驟，達到心靈真空與放鬆的境

界。這是筆者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自我修練與藝術創作實踐的一部分，將兩者

合而為一，化為個人日常的小確幸。這使人想到禪宗著名的「趙州茶」從諗禪師的

公案「吃茶去」，因此在文字的部分，便用且坐吃茶作為個人生活的連結，同樣利用

拼貼的手法將形象並置在畫面中，而類似網狀的細線，螺旋編織成某種器皿，彷彿

像蜘蛛網一般，在畫面上企圖捕捉某種陌生之物，這也是捕獲裝置命名的由來。捕

獲一詞也與本研究中德勒茲思想有關，德勒茲認為捕獲性徵著某種的模擬再生，過

程透過解疆域與再疆域達到雙向性的連結，應用在藝術創作材質異質並存上，代表

不同的材質與材質同時共生也相互擬態，形成雙向流通的甬道，再疆域成新型態的

流變之物。因此作品便不是對模擬與再現的追求，而是對生機和活力的企求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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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38 捕獲裝置-且坐喫茶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25cm X 125cm 

年    代：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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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異種材質的拼貼與並置 

  

本研究中的藝術實踐所形成的作品，是創作過程、作品、作者三者最為現實

(actual)的真誠體現。其間存在一個積極的意義，便是正在藝術作品生發的過程當

下，一種動態的、持續性運動的發生。在水墨畫中，這種運動狀態，於水墨材質漬

染與皴擦時產生。筆者以為水墨畫的珍貴處源於它的材質特性。在當代藝術情境裡，

這是水墨所無法棄守的本質。因為在材質背後所蘊含的內容，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材

料。就文化層面來看，水墨材質承載了中國繪畫的歷史與身分識別。水與墨在宣紙

上的滲染，造就了中國繪畫視覺的獨特感。墨水在纖維裡的快速跑動，是其他材質

所無法取代的特徵。遊走在可控與不可控之間的樂趣，是筆者樂於從事水墨創作的

原因之一。一直以來堅持水墨的材質與載體，乃因唯有堅持材質的本性，方能保有

其自身的獨立性，並且與其他不同的材質做出區隔。畢竟，在各種材料之間皆有「黑」

色。水墨畫並無其他理由能夠獨佔黑色情節。所以不能用「黑」來當作水墨畫的特

性，應當以「墨」來代表。 

從當前的水墨發展上看，對於媒材的侷限性促使藝術家容易棄守水墨媒材。如

果單純就藝術創作來說，藝術家理所當然能依其所想表達的內容來選擇媒材。我們

自然不能拿水墨來與錄像、裝置相比，因為這是不同的語言系統，能夠承載的語言

類型當然不一樣。強求水墨表達其材質所無法勝任的語言情感，就如緣木求魚一般，

難以實現創作者內心的希冀。或許有人會說，如此一來水墨畫家的發展性太過受限，

事實是，一旦藝術家選定了自我創作的路徑與媒材，自然必須承受該材質所給予的

侷限與特質。我們不會期待在油畫作品上看到會動的影像，而是期待看到油畫這個

媒材所承載的內容與材料的特性完美結合的結果，或是與其他疆域交混所產生的對

話與延伸。同理，水墨畫亦是如此。 

水墨媒材在宣紙上的滲透與拓展像是繪製地圖一般，無意識的奔流與綿延同時

拓展自身的疆界，在此疆界中帶入其他媒材進行對話，生成出新的語言符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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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的差異性被看見。因此，本系列作品利用拼貼與並置的方式，將不同的材質表

現與形象符號，拉進水墨、文字之中，彷彿地圖探勘一般，材質繪製了自己的行進

路線。再利用不同材質的層層疊加，累積材質於載體上的豐厚度。形而上概念來說，

建構作品成為一種多重時間的綜合體。因而本系列作品文字符號作為導引，內容並

非是主要訴求的對象，異種材質的並置是此系列探尋的重點。這類探尋多以拼貼組

構的方式進行，元素多為創作者體對文化母體溯源的符號應用。有的則是延續上一

系列作品，在文字語意和材質交相混用的中間過渡，也因此文字由語意轉向漢字符

號，成為畫面拼貼組構的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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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39 須彌山(Sumeru)系列之三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225cm X 225cm 

年    代：2018 

 

 

 

 

 此是須彌山系列的第三件作品，畫面中無明確的須彌山文字，而是以別開生面

作為文字內容。別開生面源自杜甫《丹青引贈曹霸將軍》詩，詩中云：凌煙功臣少

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原意是淩煙閣裏的功臣畫像本已褪色，經曹將軍重畫之後

才顯得有生氣。引申義為另外創出一種新的形式或局面。這是作者對於自身創作的

期許，希望在個人創作上能承繼過往另開新貌。媒材使用上，畫面中心裱貼個人創

作常用的花布語彙，加上粉蠟筆與顏繪具的使用，在畫面中央繪製出一個符號，此

符號參照須彌山結構加上個人的設計調整而作，對筆者而言，它象徵著廣大無邊之

意。畫面四周環繞梅、蘭、竹、菊四君子，同樣作為符號式的拼貼，這件作品的自

我溯源對象為文人畫題材的四君子。契機是源自筆者研究徐渭書畫藝術發展的時

候，體會到徐渭沒骨花卉的精彩之處，其花卉題材融合了草書的筆法與章法，同時

受陳淳影響，卻又更加的有個人表現的個性，而青藤白陽開啟中國繪畫沒骨花卉題

材的新面貌。筆者有感於自身於此部份養成的不足，在自我反省學習回溯的當下，

希望這類傳統的形式語彙，能夠在自己作品上有更為積極的應用。對筆者而言，創

作象徵著某種勞動與儀式，透過創作藝術家能達至類似宗教心靈的寄託與境界，尤

其在書寫這個行為上，更能體現這樣的經驗與過程。因此，作品中的儀式性、勞動

性，於現階段創作過程明確的被自我覺察。以這件作品來說，畫面中央的圖案符號，

類似某種宗教圖騰，可筆者在創作的當下，並無刻意營造與規劃，是自然而然浮出

畫面上的視覺符號。或許與個人的宗教信仰有關，但相信不管是藝術、或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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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透過某種儀式性的儀軌，達到相同的目標，最終目的或許不同，但之間混沌、

虛靜、神馳的未知領域卻是相同。藉由儀式性儀軌召喚內在心靈最為珍貴、有活力、

生機勃勃的部份，也是本件作品所欲追求與體現的終極價值。 

 

 

 

 

 

 

 

 

 

 

 

 

 

 

 

 

 

 

 

作品名稱：圖 39  須彌山(Sumeru)系列之三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225cm X 225cm 

年    代：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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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0 須彌山(Sumeru)系列之二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50cm X 135cm 

年    代：2018 

 

 

 

 

 

 這件作品是須彌山系列的第二件，因此在畫面的構成與 2017 年所做的相類似。

增加了山水圖像的使用，與幾何山石的形象，此件作品是個人對於山水的回溯與形

象符號的個人式精簡應用。將漢字書寫完之後，在下方加入山水符號，兩側一樣接

上阿彌陀經的經文文字。此時畫面形成虛實對比，畫面中央的文字部份為虛，而下

方山水形象部分因皴擦染色與畫面構成，顯得十分填滿與充實。為了針對此虛實作

出平衡，在畫面上利用山形符號的色塊與線條，交互出一個虛實構成，同時利用山

形頂峰的尖端視覺導引至畫面上下兩端金色的山水符號上。 

 此件作品除水墨媒材之外，同時加上了廣告顏料、岩繪具、粉蠟筆、色鉛筆等

不同的材質於畫面，以拼貼組裝的方式，對山水進行個人式的回溯與再思考。作品

不能算是山水畫的延續，卻是將傳統山水畫中的元素：山石、皴法、文字重新安置，

把關看的重點移轉到文字形象上，而其他部分則退居二線作為畫面的輔佐。蒙太奇 

(montage)的拼貼手法，雖然源自建築與電影剪輯，但筆者更為重視的是，montage

其字根所隱含的上升與建構之意，這樣的手法與個人自身所欲重新探索和建構的內

在訴求，應存在著密切的聯繫，並且應帶有正面積極、向上提升的正念態度。也就

是說，在此系列作品上，藉由蒙太奇拼貼式的手法，重新對畫面進行編輯，個人內

在訴求與所欲提升建構的對象，指向的是自身文化背景底下的中國書法與繪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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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0 須彌山(Sumeru)系列之二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50cm X 135cm 

年    代：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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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1 須彌山(Sumeru)系列之一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225cm X 225cm 

年    代：2017 

 

 

 

 

 

 Sumeru(須彌山)系列作品是筆者在文化母體溯源時所作的系列作品。當時思考

的是傳統山水畫在當代的語言轉向問題，同樣的題材卻能在中國繪畫領域形成經

典，如此浩瀚的藝術語言積累，無邊無際，廣闊如佛教中的須彌山一般，因而衍伸

出此系列作品。須彌山在佛教中是其神山，大乘佛教認為一切法空，因此須彌之中

能納芥子，芥子之中能含須彌。如同山水畫的疆界一樣，不管任何的表現與延伸，

山水畫早已跳脫成為中國繪畫或是文化的象徵。大能廣至文化民族與世界性的藝術

語彙，小則能小至簡單的山石符號與線條皴法，在小中能見大而大中能見小，萬象

不離其中。創作當下先書寫須彌山三個漢字，而後在兩側拼貼阿彌陀經相呼應，接

著在畫面上方利用粉蠟筆與色鉛筆繪製興從與人物圖像，象徵不管人類如何利用自

身能力探索世界，最後仍將無法看清與了解整個世界的原貌。相對來說，不管我們

如何理解山水畫，對於山水畫而言，終將是其領域與內涵的開拓，無法重現山水畫

在任何一個時期的生成狀況，只能說是在每次的重複裡存有差異，而差異衍伸拓展

山水畫自身的領域與疆界。 

 紅色花布紋路的拼貼，是個人創作語彙的延伸。自大學時期開始，這樣的花紋

樣式便常出現在筆者作品中，這源自個人過往的成長背景，以及孩提時期與祖輩居

住生活的童年記憶。藉由此花紋的使用，建構作品於時空的時間連結，算是對自我

的再認識，以及過去時空記憶的再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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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1 須彌山(Sumeru)系列之一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225cm X 225cm 

年    代：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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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2 知足者富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225cm X 225cm 

年    代：2018 

 

 

 

 此件作品文字部分為知足者富，出自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

不亡者壽。」而知足者富是提醒做人要知足，人能知足就是富有；強行者有志則是

提醒人時時刻刻應該要砥礪自己，勤勉行事才是進取有志。除了這四個漢字之外，

畫面中間一幅貼上唐寅落花詩拓片，落花詩是唐寅與沈周等人應合之作，內容多少

帶有個人惆悵，抒發胸中不平之意。選擇落花詩便是為了與知足者富相對應，形成

內容的對比，同時提醒自己時時刻刻知足，並且強行有志。 

 左右兩側各有長形怪石，中間文字之上則是由紅色線條所畫石頭符號，藉由紅

色線條的牽引連結，將三個畫面連結起來，並且形成某種空間關係。山石符號的使

用，同樣是個人對於山水文化自身回溯的歷程，畫面拼貼上去的塊面、線條，是畫

面形構構成的需求，也是象徵性的畫面節點。線條的牽引與節點的分布，營造作品

的節奏感與疏密關係。技法的使用上，本件作品使用相當多的拼貼，以及不同媒材

的表現，怪石部分則一樣為積墨法，加上大量的線條重疊。不同於其他相關系列作

品，文字成為畫面結構的一部分，異種材質的拼貼綜合，與塊狀、線性的空間拼貼，

成為作品主要的導引。不同材質的使用，以及材質自身、材質與材之間的拉扯扭曲，

都會凸顯媒材自身的特性與不同處。 

 當一個完整的形象被完成的時候，是十分複雜的合成體。有筆者的存在也有它

自己的存在，繪畫的過程就是某種運動狀態，形象並不是最主要被凸顯的對象，而

是在這些為數眾多的瞬間，與多重的材質並置之後拉鋸而成的作品─物。所以當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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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繪畫創作的這個媒介將自我創作的當下進行剖析時，所呈現出來的作品並不是我

們自己本身，雖然它也代表著自己可是卻已大相逕庭，它自為的能夠產生一種時間

與空間特徵。如果要說它與我有著什麼樣的聯繫，應該是它是我的某種意識流的綿

延，且生成屬於它自己的意識流，這複雜的合成體充滿著無數個此時此在地當下瞬

間，同時也存在著無數個時間的斷面，將這些複雜的斷面與生成並置在載體上，便

是實際創作的真實樣態。 

 

 

 

 

 

 

 

 

 

 

 

 

 

 

 

 

 

 

作品名稱：圖 42 知足者富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225cm X 225cm 

年    代：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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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考作品 

  

博士班期間所做的作品，除了上述的兩個系列之外，有的是碩士班研究所時期

的延伸，有的是其他嘗試性的摸索與試探，最後雖未能選擇形成系列，卻也是這段

時間的累積與研究。挑選出幾件作品，輔助釐清此階段創作的整體樣貌。 

 

 

 

 

 

 

 

 

 

 

 

 

 

 

 

 

 

 

 

 

作品名稱：(圖 43) 流動系列之時間控制者 

媒    材：水墨紙本 

尺    寸：138cm X 138cm 

年    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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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4) 流動系列之地圖繪製者 

媒    材：水墨紙本 

尺    寸：68.5cm X 68.5cm 

年    代：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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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5) 流動系列之 BLUE MAN 

媒    材：水墨紙本 

尺    寸：90cm X 90cm 

年    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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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6)流動系列之 RED MAN 

媒    材：水墨紙本 

尺    寸：90cm X 90cm 

年    代：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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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7) 切下的塊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38x150cm 

年    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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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8) 斷片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38x160cm 

年    代：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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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49) 橫斷面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25x125cm 

年    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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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50) 捕獲裝置-做好坐滿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25x125cm 

年    代：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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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圖 51) 捕獲裝置-英九管定 

媒    材：水墨綜合媒材 

尺    寸：125x125cm 

年    代：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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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的理念實踐與理論印證是以筆者的作品為對象，在創作過程中理論探討

與藝術實踐的相互激盪，透過自身作品的形式、理念、技法、媒材等等的釐清應用，

逐漸累績個人微小的點滴成果。在理論與實踐一來一往的過程中，釐清個人創作上

的方向，同時藉由對歷史、文獻、理論的研究爬梳，澄清水墨發展與水墨創作上的

某些論題，輔助自身於創作和理論研究上的堅持與持續不斷。 

 筆者以為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的同時進行，在當代藝術創作情境中，有其必要

堅持與存在的價值，理論性的研究、探討、回溯，有助於創作當下的釐清、選擇、

判準。創作者因此才能更為深刻的了解自己，且真誠的面對藝術創作，以及對整體

文明、文化更深層的理解與積澱。書寫造型藝術是筆者傳達個人理念與表達情感的

方式，現階段與下階段都會是以這樣的脈絡軌跡進行藝術表達，期待在此方向底下

逐漸形塑建構個人的藝術語彙。當然，這樣的創作模式勢必與材質密且相關。水墨

媒材雖是一古老且傳統的媒材，但在藝術表現與時代視野上，不同的表達方式將賦

予媒材不同的意義與新價值，這也是文化累積的必經過程。材質本身的特性是物理

性質的，以物理學角度來看，材料本身的組成元素千古不易，真正會起作用的是與

其他材料相互碰撞交混才會生發。因此，不能用新、舊這類線性思維去考量材質本

身，而應討論的是：如何與其他材質相互碰撞產生新型態的物質與創作，抑或是相

異性題材、符號、材質所建構出的異質創作模態。 

筆者創作的終極目標為突破長久建構下來的樹狀材質系統，化身逃逸線尋求異

質性的連結，解構自身疆域型態，在混沌領域中再疆域出新的可能。也就是說，材

質本身的延續或是題材表現形式的延續，是創作者個人在環境、社會、現實、經濟

等考量下所做出的決定，與材質、傳統文化、藝術的追求雖有一定的關聯，卻不是

絕對的相關。創作者與藝術領域工作者、藝評家、美術史家需要釐清的是，藝術家

的創作行為與媒材選擇，是政治美學化？或是美學政治化？這樣才能將公平性還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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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與藝術。 

回頭審視本研究的創作初始，源自對顛倒水墨畫文字與圖像主客地位的意圖，

從原本對於積墨材質的探尋，轉向圖示與文字關係的討論，但企圖將文字地位與圖

像地位進行換位，在實際創作過程遇到相當的難處，作品也呈現混亂、尷尬、未知

的模態。原因是當文字作為圖像附屬功能而存在的時候，其作用是畫面的填空與安

置，兩者並沒有相交鋒的地方，但當反過來操作時，狀態卻又不一樣。文字作為畫

面主軸並將圖像拉近線條之中產生交鋒，彼此的干擾程度會瞬間提升，卻也撞出異

種材質拉扯的可能性契機。在此同時德勒茲思想與文心雕龍創作論的理論輔助，對

筆者在創作探索與嘗試起著正向鼓舞的作用。 

確定異種材質並置的媒材選項後，文字內容的選擇，從原本具意圖性轉向裝飾

性。這是本研究創作上的中間轉向，文字內涵從筆者個人生活與常民文化著手選擇，

轉到文字作為一種畫面構成元素，近似與點線面構成，唯一不變的是時間性的書寫

序列。筆者個人的創作設定是，終將再次回到文字內涵與畫面構成的相呼應。此是

個人創作上的第三層轉向，但受限於時間與空間因素，在本研究創作實踐上未能有

所展示與印證。檢視本研究創作的成果，分成兩個系列作品，與未能歸納的其他部

分探索作品，過程中面臨眾多的轉折與停滯，卻也累積了個人現階段創作的經驗與

心得，以及未來有待開發與落實的方向。 

本研究創作實踐與理論爬梳之個人心得：「釐清文字與圖像在發明之初是各自獨

立的系統，直到張彥遠提出書畫同源之說以後，於文人畫達到表現的高峰與傑出的

藝術成就。而文人畫逐漸僵化，筆墨語彙成了制式語言後，現代水墨運動對此發起

改革的口號，打破書畫同源之說，朝另一極端發展，現代水墨因而拒斥書法性線條，

以及其他漢字書法於畫面上之可能。筆者透過的創作實踐，體認到文字與書法仍然

是中國繪畫重要的元素，雖然在現代水墨與當代水墨發展上看，兩者已是分道揚鑣，

但也因此無形之中喪失可能發展的契機。本研究之創作實踐便是企圖印證此觀點，

以實際的過程來探勘與挖掘文字與書法在水墨發展上的其他可能進路。」 

 礙於時間與空間，當前的研究與創作所能達致的面貌，就如本研究所示。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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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與意，在未來的創作上應可進一步的探討與發展。漢字的造型與書體千變萬化，

不同的書體造就不同的造型表現，因此在書法的應用與構成上，可以多方嘗試不同

的組合，增加畫面造型的多變性。漢字的語意也有無限的空間，不僅可以使用時代

社會的流行用語，或許也可以自行造出屬於自己的語言詞彙，並且讓文字與圖像關

係在造型與內容上能更深刻與更密切。上述便是筆者現階段的創作經驗歸結與未來

可以再深化落實的部分。 

 未來的創作發展方向，經過現階段創作理論研究之後，大致上有以下三點： 

 

一、朝向陌生之境─創作的解疆域化 

 

 本研究在創作過程並未設定固定的題材與內容，而是透過自身文化母體的溯

源，找尋相對應的研究對象，於創作實踐上進行陌生探勘。過程無法用單一主題、

目的進行概括，實際操作畫面亦是走走停停，作品自身決定自己最後呈現的樣態，

難以事先預期，創作內容不易詮釋。 

 

二、文化考察之必要─創作的追本溯源 

 

 創作與理論的同時並進，雖曠日廢時，然對於實際創作的個人位置、文化處境

卻至關重要。本研究作品的相對性便是奠基在對過往文化藝術的討論與研究，避免

盲目的追尋與錯誤的群聚式追趕，回歸純粹之境，期許自身於文化上有更深層的體

悟與認知，有朝一日或能回饋自身經驗與成果。 

 

三、創作主體性之堅持—材質特性的先後序位 

 

 主體性之堅持與創作者自身定位相關，此定位將會決定材質與創作樣貌的呈

現。書寫與水墨造型藝術的材質選擇，勢必與水墨媒材有直接與間接相關，堅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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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體性的水墨或書寫藝術創作，方能為自身領綠建立更多的內涵，也才能為媒材

與其他材質互為的可能性多擴充。 

 

 創作過程是一流變過程，藉由不停的轉折探勘與修正，為下一階段做出更準確

與有效的路徑判準，本研究之創作心得提供自身做階段性的總結與歸納，同時也為

下階段創作給出有效的修正與檢討。未來期望在創作與理論研究並行的模式下，針

對自我文化的再溯源理解，以創作行為和作品做出反芻，在書寫藝術與水墨藝術領

域持續堅持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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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2011) .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rinted in U.S.A 

 

Binary logic is the spiritual reality of the root-tree. Even a discipline as "advanced" as 

linguistics retains the root-tree as its fundamental image, and thus remains wedded to 

classical reflection (for example, Chomsky and his grammatical trees, which begin at a 

point S and proceed by dichotomy).  

This is as much as to say that this system of thought has never reached an understanding 

of multiplicity: in order to arrive at two following a spiritual method it must assume a 

strong principal unity. On the side of the object, it is no doubt possible, following the 

natural method, to go directly from One to three, four , or five, but only if there is a 

strong principal unity available, that of the pivotal taproot supporting the secondary roots. 

That doesn't get us very far. The binary logic of dichotomy has simply been replaced by 

biunivo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ccessive circles. The pivotal taproot provides n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ultiplicity than the dichotomous root.)  p.5 

How could movement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processes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not be 

relative, always connected, caught up in one another? The orchid deterritorializes by 

forming an image, a tracing of a wasp; but the wasp reterritorializes on that image. The 

wasp is nevertheless deterritorialized, becoming a piece in the orchid's reproductive 

apparatus. But it reterritorializes the orchid by transporting its pollen. Wasp and -orchid, 

as heterogeneous elements, form a rhizome.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orchid imitates the 

wasp, reproducing its image in a signifying fashion ( mimesis, mimicry, lure, etc.). But 

this is true only on the level of the strata-a parallelism between two strata such that a 

plant organization on one imitates an animal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At the same time, 

something else entirely is going on: not imitation at all but a capture of code, surplus 

value of code, an increase in valence, a veritable becoming, a becoming-wasp of the 

orchid and a becoming-orchid of the wasp. Each of these becomings brings about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one term and the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other; the two becomings 

interlink and form relays in a circulation of intensities pushing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ever further. There is neither imitation nor resemblance, only an exploding of two 

heterogeneous series on the line of flight composed by a common rhizome that can no 

longer be attributed to or subjugated by anything signifying.  P.10. 

The rhizome is altogether different, a map and not a tracing. Make a map, not a tracing. 

The orchid does not reproduce the tracing of the wasp; it forms a map with the wasp, in a 

rhizome. What distinguishes the map form the tracing is that it is entirely oriented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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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tion in contact with the real. The map does not reproduce an unconscious 

closed in upon itself; it constructs the unconscious. It fosters connections between fields, 

the removal of blockages on bodies without organs, the maximum opening of bodies 

without organs onto a plane of consistency. It is itself a part of the rhizome. The ma p is 

open and connectable in all of its dimensions; it is detachable, reversible, susceptible to 

constant modification. It can be torn, reversed, adapted to any kind of mounting, 

reworked by an individual, group, or social formation. It can be drawn on a wall, 

conceived of as a work of art, constructed as a political action or as a meditation.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hizome is that it always has multiple 

entryways; in this sense, the burrow is an animal rhizome, and sometimes maintain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ine of flight as passageway and storage or living strata (cf. 

the muskrat). A map has multiple entryways, as opposed to the tracing, which always 

comes back "to the same." The map has to do with performance, whereas the tracing 

always involves an alleged "competence." Unlike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competence (which confines every desire and statement to a genetic axis or overcoding 

structure, and makes infinite, monotonous tracings of the stages on that axis or the 

constituents of that structure), schizoanalysis rejects any idea of pretraced destiny, 

whatever name is given to it-divine, anagogic, historical, economic, structural, hereditary, 

or syntagmatic. (It is obvious that Melanie Klein has no understanding of e cartography 

of one of her child patients, Little Richard, and is content to make ready-made 

tracings─Oedipus, the good daddy and the bad daddy, the bad mommy and the good 

mommy─while the child makes a desperate attempt to carry out a performance that the 

psychoanalyst totally misconstrues.) Drives and part-objects are neither stages on a 

genetic axis nor positions in a deep structure; they are political options for problems, they 

are entryways and exits, impasses the child lives out politically, in other words, with all 

the force of his or her desire. 

Have we not, however, reverted to a simple dualism by contrasting maps to tracings, as 

good and bad sides? Is it not of the essence of the map to be traceable? Is it not of the 

essence of the rhizome to intersect roots and sometimes merge with them? Does not a 

map contain phenomena of redundancy that are already like tracings of its own? Does not 

a multiplicity have strata upon which unifications and totalizations, massifications, 

mimetic mechanisms, signifying power takeovers, and subjective attributions take root? 

Do not even lines of flight, due to their eventual divergence, reproduce the very 

formations their function it was to dismantle or outflank? But the opposite is also true. It 

is a question of method: the tracing should always be put back on the map.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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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 Deleuze. (1997) .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rinted in U.S.A 

 

To become is not to attain a form(identification,imitation, Mimesis) but to find the zone 

of proximity, indiscernibility, or indifferentiation where one can no longer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woman, an animal, or a molecule─neither imprecise nor general, 

but unforeseen and nonpreexistent, singularized out of a population rather than 

determined in a form. (p.1.) 

It is not succession that defines time, but time that defines the parts of movement as 

successive inasmuch as they are determined within it. If time itself were succession, it 

would have to succeed in another time, to infinity. Things succeed each other in diverse 

times, but they are also simultaneous in the same time, and they subsist in an 

indeterminate time [un temps quelconque]. It is no longer a question of defining time by 

succession, nor space by simultaneity, nor permanence by eternity. Permanence, 

succession, and simultaneity are modes or relations of time (duration, series, set). They 

are the fragments [éclats] of time. Consequently, just as time can no longer be defined by 

succession, space can no longer be defined by coexistence or simultaneity. Each of them, 

space and time, will have to find completely new determinations. Everything that moves 

and changes is in time, but time itself does not change or move, any more than it is 

eternal. It is the form of everything that changes and moves, but it is an immutable form 

that does not change─not an eternal form, but precisely the form of what is not eternal, 

the immutable form of change and movement. Such an autonomous form seems to point 

to a profound mystery: it requires a new definition of time (and space).   (p.28-29) 

Nature is inseparable from processes of companionship and conviviality, which are not 

preexistent givens but are elaborated between heterogenous living being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reate a tissue of shifting relations, in which the melody of one part intervenes 

as a motif in the melody of another (the bee and the flower). Relations are not internal to 

a Whole; rather, the Whole is derived from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a given moment, and 

varies with them. Relations of counterpoint must be invented everywhere, and are the 

very condition of evolution.     (p.59.) 

A cartographic conception is very distinct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conception of 

psychoanalysis. The latter establishes a profound link between the unconscious and 

memory: it is a memorial, commemorative, or monumental conception that pertains to 

persons or objects, the milieus being nothing more than terrains capable of conserving, 

identifying, or authenticating them. From such a point of view, the superposition of layers 

is necessarily traversed by a shaft that goes from top to bottom, and it is always a 

question of penetration. Maps, on the contrary, are superimposed in such a way that each 

map finds itself modified in the following map, rather than finding its origi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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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eding one: from one map to the next, it is not a matter of searching for an origin, but 

of evaluating displacements. Every map is a redistribution of impasses and breakthroughs, 

of thresholds and enclosures, which necessarily go from bottom to top. There is not only 

a reversal of directions, but also a difference in nature: the unconscious no longer deals 

with persons and objects, but with trajectories and becomings; it is no longer an 

unconscious of commemoration but one of mobilization, an unconscious whose objects 

take flight rather than remaining buried in the ground. In this regard, Félix Guattari has 

defined a schizoanalysis that opposes itself to psychoanalysis. “Lapses, parapraxes and 

symptoms are like birds that strike their beaks against the window.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interpreting them. It is a question instead of identifying their trajectory to see if they can 

serve as indicators of new universes of reference capable of acquiring a consistency 

sufficient for turning a situation upside down.”    (p.63-64) 

Only a conception such as this can tear art away from the personal process of memory 

and the collective ideal of commemoration. To an archaeology-art, which penetrates the 

millennia in order to reach the immemorial, is opposed a cartography-art built on "things 

of forgetting and places of passage." The same thing happens when sculpture ceases to be 

monumental in order to become hodological: it is not enough to say that it is a landscape 

and that it lays out a place or territory. What it lays out are paths─it is itself a voyage. A 

sculpture follows the paths that give it an outside; it works only with nonclosed curves 

that divide up and traverse the organic body and has no other memory than that of the 

material (hence its procedure of direct cutting and its frequent utilization of wood).    

(p.66.) 

A map of virtualities, drawn up by art, is superimposed onto the real map, whose 

distances [parcours] it transforms. Such internal paths or courses are implied not only in 

sculpture, but in any work of art, including music: in each case, the choice of a particular 

path can determine a variable position of the work in space. Every work is made up of a 

plurality of trajectories that coexist and are readable only on a map, and that change 

direction depending on the trajectories that are retained. These internalized trajectories 

are inseparable from becomings. Trajectories and becomings: art makes each of them 

present in the other, it renders their mutual presence perceptible. Thus defined, it invokes 

Dionysus as the god of places of passage and things of forgetting.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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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新田，〈水墨技巧與文化召換：正統國畫論爭中的「氣韻」之用〉，《臺灣美術》97

期，2014。 

 

……水墨技巧的開發首先是創作目的，但我有興趣的是啟動技法靈感的動機是否有

其複雜、潛在而深層的來源，甚至是「非藝術的因素」，如政治、市場競爭等等。因

而，創作技法的啟動恐怕就不能以內部創作的原因來一以概之了，而要因著時代社

會因素的辯證關係來分析了。另外，透過風格分析來確認水墨技法的意涵，也是可

行之道。總之，要釐清這些糾結，恐怕需要一種綜合的方法論視野與藝術詮釋可能

性的開放態度。 

 首先，我提出三個簡化的、互相牽動的概念：水墨技術、視覺美感、文化意涵(三

者的界定大體上可以從字面理解，下面也有一點補充說明)，它們有數種排列方式：

水墨技術→視覺美感→文化意涵，視覺美感→水墨技術→文化意涵，文化意涵→水

墨技術→視覺美感，文化意涵→視覺美感→水墨技術，也可以是一體兩面的模式：

水墨技術 / 視覺美感→文化意涵……。這些並非是數學的排列組合，每一種排列下

都差異不大，但是在我看來是有其意義層面上的不同。這裡，順序決定了我所企圖

剖解的議題。可以初步這樣大略推論解讀： 

水墨技術→視覺美感→文化意涵：水墨技術所開發的造型、效果創造了一種特殊 

                              的視覺美感形式，並因而構成一個集體的美學 

                              詮釋。 

視覺美感→水墨技術→文化意涵：一種新的視覺美感的需求，如「外師造化，中 

                              得心源」、筆墨功夫，讓水墨技術的發展有想 

                              像空間並有所因應，最終匯歸為文化的意義。 

                              上面這兩種順序可能是較為普遍的創作情況。 

文化意涵→水墨技術→視覺美感：這種組合說明首先是透過文化的召喚（不論善 

                              意或要脅，如正統國畫論爭）開發水墨技法以 

                              再現前者，技法實踐保證了視覺美感的要求， 

                               同時回頭呼應文化的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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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涵→視覺美感→水墨技術：也許有一種文化意涵首先有視覺美感的意識與 

                              想像，依此開創造型藝術以因應之。 

水墨技術 / 視覺美感→文化意涵：這種模式說明有種同時並進的組合，再如： 

                               水墨技術 / 文化意涵→視覺美感，視覺美感  

                                / 文化意涵→水墨技術等等。 

特別說明，由技術、美展出發朝向文化意涵者（第一、二模式）有「美學政治化」

的傾向，亦即在「為藝術而藝術」之外，亦有「為生活而藝術」。由文化出發的模式

（第三、四模式），相對的，有「政治美學化」的傾向。這和我在上述正統國畫論爭

論文中結論的態度是一致的，我認為：「藝術在朝向神聖化的過程中高度依賴非藝術

因素的運作，直言之，此刻要分辨藝術包裝的政治語言或政治包裝的藝術語言，或

納入政治美學化、美學政治化的考量並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