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作品解析 

3-3-1作品編號及名稱：比量 

 
(圖 3-14)《比量》陳建山，現代書藝裝置，2004。 
 
一種新媒體絕不是一種舊形式的增益，它也不會放過舊形式，直到為它找到新形

式和立場為止 (麥克魯漢，1964) 。 
 
【理念理論】： 
    內容是讓媒體之所以成為媒體的媒體格(media-hood)，所不可或缺的條件，

而媒體的內容有助於，我們了解媒體，媒體一但被新的媒體淘汰而成為該新媒體

的內容時，馬上會變成比較醒目及吸引人的研究對象(數位麥克魯漢，宋偉航譯

p27)，換言之，媒體之間有相互混合及交互作用，新媒體帶有舊媒體的部分內容。
舊媒體會成為新媒體的高姿態內容，因此，只要有新技術問世，即使是取代先前

技術一部分的功能而已，也會使得先前技術的運作模式，突然清楚起來，「而過

時的技術會成為藝術」，例如人類的書寫，就是在印刷術問世之後，而成為書法

藝術。而書寫的文本及印刷書籍共同的媒體格是漢字，兩種技術作用於相同的媒

體格，一種持續使用，另一種則成為藝術，分化了實用與審美功能的演化。 
麥克魯漢認為：「研究任何媒體本質的最好辦法，是研究它對其他媒體的效應，

因為可以在那裡看出它被明白陳述出來」(預知傳播紀事─麥克魯漢讀本，汪益

譯 P137)。 
    西方機械文化的每個層面都是印刷技術所塑造，但現代時代是電氣媒體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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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這些媒體鍛造出的環境與文化正相反於印刷技術所衍生的機械消費者社會。

印刷術把人從他的傳統文化母體中撕裂出來，一方面展示如何將個體堆疊在個體

上，堆積成衣個巨大的國家與工業力量的集結體；排字技術給西方帶來的催眠迷

醉一直延續到今天，而電子媒體的出現終於開始讓我們從這催眠中醒來。 
    以有序堆積的形式，對應書寫及印刷二者之間的媒體內容，其構成是書寫的
時序，由下而上依次累積，另一個面向是印刷品堆積，兩者相互指陳，相互陳述

作為媒體的發展歷程與分流，為漢字作為媒體格所產生的不同媒體型態。 
    所表現「比量」的形式材料是一個對等關係暗示，經由群組相對形成，經由

概約等同的對比形狀所表示，以紙本紙張置放方式代表時空分化，指涉承載所有

的媒體格，象徵書寫書法及印刷體品有著共同的文本，經由技術加工有著不同的

內容出現。 
    書籍將不再是自我表達的工具，而會變成對社會的集體探索(預知傳播紀事
─麥克魯漢讀本，汪益譯 P163)，數位時代植根於電話和印刷術的形跡，意識的

延伸從書寫到印刷再到網路，從傳統是的藝術再到新的一術形式。 
    鉛字是所有機器的雛型，保證了視覺偏向的主導地位，也完全宣告部族人類

的完結。線性、劃一、可重複性的鉛字，以無窮的量、以在此以前劇烈的速度，

複製了資訊，因而，眼睛視覺保證了人類感官關係統中完全統御的地位。作為人

類一種劇烈的感官延伸，它塑造並轉化人的整個生活環境(預知傳播紀事─麥克
魯漢讀本，汪益譯 P041) 
 
【內容形式構成】 
作品名稱：比量 
裝置尺寸： 
創作年代：2004 年 
素材：紙本裝置 
素材元件說明： 
書寫紙： 
以書寫過的紙稿堆積，作為一種陳套(原型)─漢字文化，有歷史傳承的脈動，透

過書寫得以流傳；通常我們對於緬懷歷史的記憶，來自其所累積的形象，也就是

相類於文字演化的約定俗成的方式。書寫所對應的是漢字從「第一形式」昇華為

「第二形式」有異於印刷的機械複製，代表了書寫所具有單一的靈光。 
印刷品： 
印刷術所提供了對於過去文字的一種巨大的新記憶體；用來傳播更遠。有朝一

日，正如麥克魯漢所言，隨著媒體從其獨立存在的傳統地位，變成網際網路的內

容之後，世人將這些舊媒體視為藝術品的比例，會等量增加，人類的書寫就是在

印刷術問世之後，而成為書法藝術；印刷品是否也會變成藝術品的可能？舊技術

從我們迷迷糊糊在用的東西，變成我們審美的對象。(數位麥克魯漢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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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理念】 
    書法看的就是線條、構圖、氣韻。書法說到底，是構圖和線條的藝術。書法

和音樂、繪畫、舞蹈等是姊妹藝術，書法應是可見的音樂，書法通過點、線、面

的變化運動，形成書法的韻律感，從而把觀賞者帶入一種美的藝術境界。抽象派

的畫大家也看不出像什麼，但抽象派的畫卻能給人帶來藝術感受，中國書法就像

抽象派的畫。這一點，通過與對中國書法感興趣的外國人交流感受更深，我在德

國、澳大利亞、日本時，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漢字不一定看的懂，但是他們非常

喜歡中國書法，為什麼？他們說，中國書法的構圖和線條非常美，正是中國書法

獨有的靈動性使他們能透過不懂的字形而感受到藝術的形式美。此外，書法藝術

也是作者心靈的反映，作者在生活中對生活情境的感受、想法、人生態度都應該

在作品裡體現，韓愈說張旭的草書：「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寫發之」，說的就是

這個意思。書寫有其靈動性，書寫文字視思想的空間化。 

對於現代書藝，我們所應關注「本體」問題，本體在學術研究上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觀念，因為一個區域中的文化現象走向現代化，或者當代化，這中間包含

許多文化問題，全球性與區域性問題，趨同求異問題以及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

權力辯證關係問題。但是當下我們也可以面臨一個富於挑戰性的可能和契機，也

就是說，本土文化的現代化，以及一種古老的冷調的民族藝術樣式，如何承載現

代文明的超文本，那麼現代書法的本體應如何與資訊物件連結。以反思的詰問：

什麼樣的形態才能夠體現當下文化脈絡以及資訊負載，書法的現代化可以是什

麼？─從書齋的案頭，走向視覺空間。 
    將書寫的時間質素放大，延伸到空間的視覺思維方式，書法視覺空間的形
式，傳統書寫論述有結體、章法，佈白(計黑當白)；而新的現代書藝的空間則可

以為結合現有媒體的特性，現代書藝的表達技法，自然豐富多元，加以材料的語

彙，以及各種符號的交互使用，將使現代書藝熱化，如同印刷術將文字字母熱化。 

 
【創作延伸議題】 
現代書藝空間表現方式 
現代書藝的材料語彙 
漢字作為一種藝術表現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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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作品編號及名稱：002書法地球村 

 
(圖 3-15)《書法地球村》陳建山，PVC輸出，書藝裝置，2004。 

 

新出現的電子互賴關係，會將世界改造成地球村的樣子(麥克魯漢，1962) 
 

 
唐 薛曜 夏日遊石淙

《二南堂法帖》 

 
宋 蘇東坡 

《二南堂法帖》 
 

《二南堂法帖》 

 
陳建山《國》2004 

(圖 3-16)《借古鑒今》的書體對應及同質異構的隱喻 
 
【背景理論】 
    麥克魯漢（Marshall McLuhan）在 60 年代提出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
概念，麥克魯漢從傳媒發展的思考出發，預見了未來的世界，將是一個天涯若比

鄰的去中心化(亦即沒有邊緣的空間)網絡世界，麥克魯漢認為，以前小村子的居

民，取得公共資訊的機會都差不多─鄉鎮的傳報人(town crier)喊出口的聲音，誰
都聽得到。印刷術發明之後，更擴大了資訊流通的範圍，「地球村」的概念，放

在媒體裡看，可說是一種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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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魯漢認為所有的媒體─只論其本身而不論他們所傳達的訊息─都在人

類和社會上施加了強烈的影響力。史前人類，也就是部族人類，存在於感官的和

諧平衡中，以同樣比重的聽覺、嗅覺、觸覺、視覺來感知世界，但是技術革新漢

延伸人類的能力與感官卻改變了這感官間的平衡，而這變革右必然改變了創造出

這技術的社會形貌。根據麥克魯漢的說法，過去的基本技術革新有三類： 
一、拼音字母的發明，把部族人類從他的感官平衡中拋出，把主導地位給了眼睛。 
二、十六世紀時的引進活字排版，又加速了此一過程。 
三、一八四四年的電報發明，作為將終於經過恢復人類感官平衡、而把人類再度

部族化的電子革命的前奏。 
    電氣歷程轉化著現實，麥克魯漢認為電氣歷程主要效應是將心理與社會的結

構重新部族化(retribalize)，千萬人坐在播放有線新聞式(CNN)的電視機前，從權
威來源吸收著現代形式的教化，可密切類比於以前的威權教導與控制的部族關係

(汪益譯，預知傳播紀事，p27)。 
    網際網路的媒體事實上就是一種人類的再部族化的效應，也是電氣歷程通俗

文化的一種表徵，電子媒體正在把地球改造成一個地球村。人類的聚落由偷窺式

的單向式大眾媒體，轉化成互動式「權力分散」(decentralization)中心無所不在的

網路地球村。 
 
【內容形式構成】 
作品名稱：書法地球村 
裝置尺寸： 
創作年代：2004 年 
素材：透光式混合裝置 
素材元件說明： 
一、透光(light-through)的背景意義：是麥克魯漢所用二元對比的比喻概念，如電 
    視機、螢幕、電視牆、個人電腦等都是透光式的媒體形式，帶有「冷調性」， 
    相對於「打光」之電影、投影的熱調性媒體；而「未來」就是透光經驗的極 
    致，透光那裡有未知、蠱惑、召喚的未來，這就是他所說的「冷」調性。 
二、書體「國」字的意義(二十六個)：國字書體有古帖(體)的再運用，及當下書 
    寫兩者合一，含有歷史時間的延伸，借古鑒今的時空混合語彙，一種過往書 
    體貼附在冷調性的現代透光媒體上(牆)，新舊形式交匯，指涉對未來憧憬的 
    期待；而二十六個國字，所代表的是現今我國的邦交國。 
三、透光板支架：形成經、緯線的地圖，對應「地球村」的基調概念，所有的國 
    體覆載在經緯所構成的脈絡中，經緯位置的不同，國體的趨異性明顯，象徵 
    不同文化的有機生命體，有其地域性時空背景的殊異；用書法的有機書寫的 
    特性來說明國家發展及文化演進的同質同構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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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理念】 
    以「國」字的書寫(體)為創作平台，「國」著實傳達了現實與理想的矛盾氛

圍，以「國家」之名，意圖達到一種普遍呈現的理想情境，除了擁有將在地文化

呈現的區域特色之外，卻反映出地域國對「普遍性」、「全球性」這種語境的追求。

位於各地的國家、民族所追求的「夢想」無一相同，然而隨著全球化的腳步，面

臨著生活方式逐漸同一和相似的過程，「衝突」也在夢想陳述時同時浮現。「夢想

與衝突」並不是對立的二者，而是一個過程中的一體兩面。 
國字溢著的奇特氛圍，透露出國族的不同特性及意識型態。⋯⋯透過書法文

字的指涉，對於這個議題的陳述不只是哲思的，也是空間上的，也是媒體一種新

呈現方式「透光」與「打光」闡述，它複製了現實世界中實際地緣政治上的不平

衡。 
然而這個夢想卻因為各地文化背景的差異，實際上要比想像中複雜的多，而

藝術語言是將各地人們連繫在一起的共同媒介，然而不同地方的人卻訴說不同的

想像，文化差異在此顯現和彼此辯証；「國」字若說像個「文化地球村」指標圖

騰，它的樣貌與分佈，其實已經同時隱含了現實與理想之間衝突，如同全球化與

在地性之間文化的趨同求異。 
 
【延伸的議題】 
媒體由偷窺式到互動式效應  
電氣媒體取代機械性媒體效應 
資訊超載的省思─新中央集權體制 
再部族化─非視覺化的空間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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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作品編號及名稱：勁酷文本冷熱比 

 
(圖 3-17)《勁酷文本─冷熱比》，打光裝置，2004。 
  
【理論背景】 
    麥克魯漢的「冷熱比」，借用自爵士樂，爵士樂把熱鬧、喧嘩、淹沒一切、

酣暢淋漓的大樂團音樂，稱作為「熱」的；另一種幽忽、飄緲、輕盈、靈動教性

靈為之沉溺、無法自拔的音響速寫，就叫「冷」的。麥克魯漢在 1964 年《認識

媒體》這本書裡提出「高解析度」和「低解析度」這個二分法，依據他的想法，

是「熱」調性的媒體，傳播資訊時會展現響亮、鮮豔、高姿態等特色，但很快會

使的我門厭膩；而「冷」調性媒體的豐采，則具有模糊、輕緩、低姿態等特色，

婉約召喚我們沉浸其中。而「冷」和「熱」，不只是兩種媒體的比較而已，「冷」

和「熱」也是人類使用媒體會出現的特性。 
基本上，熱媒體排斥(exclude)，冷媒體涵括(include)；熱媒體在觀眾的參與

或補足程度上低，冷媒體的觀眾則參與度高。熱媒體是以高解析度來延伸某一單

一感官的。高解析度是指媒體完全填充所有數據，而不須觀眾的熱切參與。例如

照片就是高解析度，也就是熱媒體，而卡通是低解析度的，也就是冷媒體，因為

那粗略的輪廓線只提供很少的視覺數據，而需要觀看者填補，或自己完成這影

像，在冷媒體中，觀聽眾是觀看或聆聽經驗的一個積極成分，在由此產生的低解

析度的影像中填補細節(汪益譯，預知傳播紀事，p45)。 
【內容形式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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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勁酷文本─冷熱比 
裝置尺寸： 
創作年代：2004 年 
素材：複合裝置(Complex Art) 
素材元件說明： 
一、陳套書寫(紙本物件) 
書法原生的形象就是書寫漢字，它所沉澱的是文明的演化，象徵一種典型，以堆

積的方式，所呼應的是《比量》這件作品的增益，作為相對的圖像對置，以造形

石代表「書體」相應。書寫是有機的，隨著時空因素推移，我們的視覺因此展開。 
二、有機造型石(成形物件) 
造形石是多樣的統一，個造型不同，經由置放組合之後對應在陳套的底層意識，

事實上，它才是原型的象徵；一種有機性的成形結果，塑造成一個文化的結晶物。 
三、物件機底及表層 
整件作品底部是以舖石為基底，以白色宜蘭石為材料，以白色的虛空襯托整個物

件存在，象徵書法文化的傳統書寫的其中一個基底載體─紙張(宣紙或絹布)，它
所負載陳套的「書寫」及「漢字造形」二大歷史文件。 
四、打光(light-on)的形式意義 
目視所見的東西大部分都是以打光的方式呈現，電影、照片、繪畫都是打光，投

影更是一中心媒體的呈現技術。麥克魯漢的媒體理論理：「透光」有未知、蠱惑、

召喚的未來，具有冷調性；而「打光」反射到觀者的視線，銀幕上鮮明的熱調性。 
    書寫堆積與造型石併置，打光的「自由書寫」與書寫的紙本併置，物件的底
層意識與負載的陳套併置，以媒體特性的冷熱效應，來隱喻書法所構成三組對立

融合的群組產生新的物件─「勁酷冷熱比」。 
 
【創作理念】 
    裝置藝術（Instal1ation）是一種通過物件來展現三維的空間藝術。它的特點

是在物件呈現出的現實關係中，通過物件自身的意義和物件與物件的關係引起聯

想來闡述新的概念和說明某種社會意義。它不同于一般雕塑之處在於它的視覺連

續性，擁有更開放的三維空間，給人更強烈的空間感，更具參與性和交流性。這

種空間已不是單純的自然的空間，而是社會學的、心理學的空間。觀衆在這個空

間之中，感受著作品的“場＂的作用。裝置藝術的展現，通常是在真實空間和虛

擬空間的關係中，借助連續的視覺形象敍述一種美學的觀念。  
    書法的符碼，歷史與傳統，由契刻到書寫，由陳套美學的物件形式，表現為

對當下現代書法美學轉化的關注，藉由書寫堆積與造型石併置，打光式的「自由

書寫」與書寫的紙本併置，物件的底層意識與負載的陳套併置，以媒體特性的冷

熱效應，來隱喻書法所構成三組對立融合的群組產生新的物件─「勁酷冷熱比」。 
書寫的有機性，以及所承載的漢字訊息(文字)就是它「勁酷冷熱比」的元素，書

法媒體經由冷到熱效應，一種新的形式產生，冷與熱辯證；法與趣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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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作品編號及名稱：《老媒體會成為新媒體的內容》─互動迴文詩 

(圖 3-18-19)《老媒體會成為新媒體的內容》陳建山，互動迴文詩，2004。 

 

媒體在以另一種媒體為內容時，其效應就會變的更強‧‧‧如電影的內容是小說。 

《數位麥克魯漢，P78》 

 

【理論背景】 
媒體是人類感官的延伸(汪益譯，預知傳播紀事，p45) 
媒體的交配和混合(mixed media)會釋放出巨大的新力量與能量，像是核分裂或是

核融合一樣，媒介的混雜或複合，讓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來看出他們的結構

成分與性質。任何系統的突破，一個最常見的原因就是與另一個系統交配，如：

印刷術與蒸氣壓榨機，或是收音機與電影，亦即「突破邊界」，無窮無盡的逆反 (汪
益譯，預知傳播紀事，瞭解媒體，P215-218) 。 
    電腦螢光幕的出現，除了題供人接收資訊外，還能提供人主動製造資訊，而

進一步實現了麥克魯漢觀察到的另一個地球村現象，─就是電腦挾其散剝資訊強

大能力，正在創造新的權力結構，一種「中央無處不在，邊際無可處可尋」的新

權力結構。這個新的變化是由收音機和無線電視網啟動。(數位麥克魯漢，P30)。 
    數位時代的權力分散(去中心化)的狀況，其形雖是虛擬─其量卻是無限。以

低姿態的媒體以混合的交配，突破單一媒體的邊界，然而，邊際無處可尋，這也

是熱媒體的效應即特性，這也是麥克魯漢對於媒體混成體的效應：舊媒體會成為

新媒體的「高姿態」內容。 
媒體四大律的效應同都具有複合的特性 

    電腦網路及多媒體(multimedia)技術的發展，正在催生著一種新的藝術門
類——網路多媒體藝術。許多人認為這種藝術門類的最大特點是：傳統意義上的

各種藝術形式、種類的創作、欣賞、傳播與數位處理技術、現代通訊技術、網路

傳輸技術、多媒體技術等新技術融為一體。 
網路作為一種新的資訊交流手段，可以擴大並增強藝術家、藝術機構和欣賞

者之間的交流和聯繫。通過互聯網，藝術機構可以更廣泛、更迅速地選擇和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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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藝術家也同樣可以更廣泛、更迅速地選擇和聯繫藝術機構。藝術機構、

藝術家還可以更直接、更全面地收集欣賞者對藝術作品的反應，隨時掌握欣賞者

的趣味變化，保持與欣賞者的緊密聯繫和及時溝通。 
目前比較流行的觀點是：網路多媒體藝術是指運用電腦技術的新發展，尤其

是資訊、傳播、圖像等研究成果，進行藝術創作的形式和過程。 
    綜合起來看，能稱得上為“網路多媒體藝術”的作品一般具有下列特點：（《藝

術教育》雜誌，趙文娟） 
一、具備能在網路上傳播的可能性。 
二、具有「互動性」。 
三、具有虛擬性質。 
四、大眾化——人人都可以參與。 
 
【內容形式構成】 
使用語法；Macromedia Flash的 Action Script 
程式的順序分別為 

1. 一開始即要電腦亂數算出 1至 20這二十個數字的隨機排列，程式碼如下。 
先建立一個名為 myarray的陣列，共 20個陣列成員，成員屬性為 1到 20的
數字，再給予比對，若與先取出的數字相同，則跳回再亂數決定一次，直到

20個成員分別決定，且彼此不同。 
2. 建立 20個隱形按鈕(淡藍色方塊)於畫面上如下圖，分別指定程式在按鈕
上，讓游標劃過按鈕區域時，自動按照先前取出數字找尋檔案夾中相同編

號的字，例如：第一順位的號碼是 5，當游標移動到第一個隱形按鈕區域時，
電腦會自動尋找資料夾中編號 5號的字，讀取進檔案中顯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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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予花瓣數條不同路徑，如下圖，再按照不同的時間和速度飄過畫面。 
 
 
 
 
 
 
  

 
 
 
 
 
 
 
 
 
 
 
 
 
 
 
【創作理念】 
數位藝術的新美學觀 

數位科技的進步，不只是帶來新的媒體或工具，而人類的行為模式與哲學辯

證，包括藝術創作最根本存在問題，都必須重新思考。 
藝術創作的因子，由物質空間轉化到網際空間，而傳統美學的思維，不再適合現

代人的目光，舊思維中與新媒材語彙的對話，形成新的美學題材。 
    根據法蘭克(H.K Frank:Computer Graphics-Computer Art)一書的說法，人類創

作一件藝術品作品時，牽涉到二個部分： 
其一是記號媒介(sign carrier) 
其二是安排(arrangment) 
記號的媒介是一種物理的手續，以數位的程式製作，與傳統書法美學形成對

比，但其記號的使用卻「重拾」文字效應的「音響空間」(acoustic space)；以迴
文詩的題材出現，而書寫的文字也是一種物理手續，唯書法在書寫的過程中，亦

帶有心理的情境在其中，書法的文字就指涉意義明顯，任何人對文字的含意均無

法「指鹿為馬」，除非是特定的辯證思考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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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安排則是非物理的手續，它可以是構想、意念、意象等，以新工具的「熱

媒體」形式，對「冷媒體」形式的交合，利用隨機的移位，就像迴文詩本身所具

有的隨機組合均有意義。索緒爾符號學所強調符號的意義，建立在符號元素之間

的相互關係上，有隨機的影像呈現，對應即時的文字意象出現，從操作者的時序

中表現出不同的是意象空間。數位科技的日新月異，對於技術的極端，是個無止

盡的洪流，隨著時空的變化，所有的媒體仍會不斷的轉化，像螺旋(spiral)，如同
數位麥克魯漢作者保羅‧李文森所稱為媒體演化的四大轉輪(TetradicWheels)，正
朝我們而來‧‧‧您是否做好了準備？老媒體會成為新媒體的內容。 
 
【延伸的議題】 
後視鏡(Rear-View Mirror)與重拾 
傳統文件與新媒體的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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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作品編號及名稱：現量-線量 

 
(圖 3-20)《現量─線量》陳建山，書法裝置，2004。 
書寫文字是思想的空間化(麥克魯漢，1954) 

 

 
(圖 3-21)《現量─線量》之基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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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背景】 
19世紀著名的物理學家包括：法拉第（Michael Faraday）、赫茲（Heinrich Rudolph 
Hertz）、赫姆候茲（Hermann L. Helmholtz）等多位，他們在電磁學與重力場的領

域獲致十分顯著的突破及成就。在歷經許多次的實驗之後，他們提出了一個假

設：在物理世界裡存在了一種所謂的電場、磁場與重力場，在場中的所有元素會

因為某種形式彼此共鳴的力量（sympathetic force）而凝聚在一起，場中的元素
與元素間會彼此影響。它們不是彼此互相吸引，就是彼此之間互相排斥。這種彼

此相互牽引的力量受制於元素之尺寸、質量、位置及靠近等因素。Dr. Max 
Wertheimer之視覺研究受到當時新發現的物理學定律影響，他認為和物理世界的

「場」一樣，在人類的知覺世界裡應該也有一個極為類似的「場」存在。相對於

人類視覺世界的便稱為「視覺場」（visual field）；和人類生活、學習等情境相關

的是「知覺場」（perceptional field）。人們知覺到此一場地，並加以利用再把握這

個整體，而至完形（Gestalt），因此「完形」心理學被稱為「場地論」（field theory）。 
    「完形」在「視覺場」中的定義是：在「視覺場」中的各種力量組合成一個

自我完滿而平衡的整體。在一個「完形」中，任何元素的改變都將影響整體以及

各部份之本來特性，因此整體是大於或不等於部份之總和。而「完形」法則證實

了 Dr. Max Wertheimer的視覺觀點：一個物體被人們感覺的方式由它存在於「場」
的狀態或條件所決定。也就是說，人類「視覺場」中的諸多元素，不是彼此吸引

形成一個整體（grouping），就是彼此排斥而各自獨立（not grouping）。「完形」
心理學所歸納的認知結論，其實就是描述在「視覺場」中整體（grouping）的認
知如何形成。除此之外，心理學家 Kurt Lewin及 Fritz Perls 利用「完形」理論與

法則，研究發現潛藏在人類知覺系統內某種群體化的動力，因而建構了一套臨床

心理學之完形治療法（Gestalt Therapy），在心理治療上是一種嶄新的觀念與嘗試。 
在任何一個「視覺場」中（也許是一幅畫或某一場景），能否把其中的幾個視覺

元素連結起來，看成一個有組織的外觀輪廓，端視這些元素之間是否存在知覺上

的某種關連性。為了找出元素間並不真實存在之關連性，完形心理學派找到了若

干著名的原理及法則，被稱為 Gestalt Law（完形法則）。它們有在前面已經敘述
過的「圖與地」之概念，還有對視覺創作十分有用的「相似性」、「對稱性」、「連

續性」、「封閉性」、「共同命運」及「異質同形」等法則。 
 
【內容形式構成】 
作品名稱：現量─線量 
裝置尺寸： 
創作年代：2004 年 
素材：現代書藝裝置 
素材元件說明： 
一、群組(基面、地底面) 
(一)、基面結構以黑色鐵條(垂直水平交錯)為載體，固定性的架構形式，代表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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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cliché)框架的束縛，暗喻書法形式章法結構的底層本體性質。 
     垂直與水平的概念，布拉瓦斯基也藉著指出「天體的垂直線」與「地 
     球的水平基線」，等同於垂直線是「男性本質」，而水平線是「女性本質」 
     之理念，說明了直角（Orthogonal）的理論。在布拉瓦斯基的觀念中，由兩 
     條線交會所構成的十字形，表達了對生命與不朽的單一、神秘的觀念。當 
     十字形被畫在正方形之中時，它即是「神秘主義者的根基」，直角的原理  
     構成蒙德里安抽象畫的中心思想內容。 
(二)、書寫紙本表徵(隨機覆蓋)，以可移動性的拼貼方式組構，象徵書寫約定俗 
     成的隨機性，這種書寫的紙本卻含有人為的制約成分，形成單個區塊空間， 
     利用拼貼方式以產生深度空間，上層另以亂序的繩線凌亂交置，與基面的 
     架構共同構成立面作品的主題，隱喻書法上承下載的演譯原型(archetype)。 
(三)、地底面是以線條結構作用原理所產生本質性與視覺性的對比，將立面的繩 
     線延續與底面隨機的「自由書寫」的紙本線條共同構成組件，形成與立面 
     共構，烘托不同視覺感受；立面視覺構成以靜態方式經營，底面則對比之 
     以動態的方式呈現，將群組以基面、底面組合相互呼應之間的對映關係。 
 
二、線結構形式作用原理： 
(一)、結構控制線條運動的方向。 
(二)、線條把空間分割成各種形狀的塊面，每個塊面都能表現一定的情調。 
(三)、被分割的單個空間(單元空間)，由於形狀可引起張力的不平衡，具有運動 
      的趨勢。 
(四)、線條的暗示空間與線條一起流動，塑造整體的視覺動態。(邱振中，書法藝 
     術鑑賞，P07) 
 
【創作理念】 
    書法中的時空意識，獨立形成自身的系統，作為書法構成的兩大元素，書法

的時、空意識在具體到某一作品時，它們是一個有機的化合體，互為交融產生書

法的形式美，這種交會融合的指涉，具有的媒體複合性，就是一種轉化。 
從空間到時間的感覺轉化，空間是一種較完整的視覺構造，時間則是相對單線條

的流動。從空間到時間的轉化，意味著從複雜的框架結構向單線流動的轉化。 
從時間向空間的感覺轉化，時間的進行，隨著筆線同時運作，而構成一個較大的

空間整體，由點線章法結體佈白轉化，時間的完續，即是空間的構成。 

由基面的象徵文字漢書藝的關係，是一約定俗成的表徵，交互錯綜是書體演

化的效應，由結繩記事的肇啟到書體的成熟定型，是文化演繹的精神結晶，所對

應的是地面的元素構成，自由書寫的有機性與具象線條抽象符號與繩索交相輝映 

如以媒體的冷熱效應來比喻，繩索是「冷媒體」，而書寫是「熱媒體」，兩者之

間既辯證又統一，統一在一個相同的「完形」下；繩索的「白」和書線的「虛」，

與書線的「實」線，構成一組既多元又統一的對立二元組。以本質性同構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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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的文本─「線條」(線條與繩索的交合如附圖)。 

 

 

(圖 3-22)《現量─線量》之地面圖：自由書寫的文本與繩索的交合 

 

書法的文本─「線條」(線條與繩索的局部圖) 

 

(圖 3-23-24)《現量─線量》自由書寫的文本與繩索的交合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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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作品編號及名稱：舊情綿綿 

 

(圖 3--25)《舊情綿綿》陳建山，書藝裝置，2004 

 

我們總是透過後視鏡來看現在的一切，我們是倒著走向未來‧‧‧在面對新的情

況時，我們常會依附‧‧‧最靠近現在的過去事物不放。(麥克魯漢，1967) 

 

【理論背景】 

我們的媒體定律的用意是在提供一種現成的方法，來指認出由我們的技術和媒體

的各種性質，以及它們所施加於我們身上的各種作用。這些定律並不基於任何概

念或理論，而是實證的，並可作為一種實用的手段，來感知人類平常的工具和服

務的作用和效應。它們對所有人造物都成立，無論是硬體還是軟體。 

    麥克魯漢以為：不論那一種媒體，不論是對什麼效應，我們都可以問四個大

問題： 

我們的社會或是人類生活有哪些部分為這媒體所加強、放大(amplify)之處？ 

有哪些部分原佔優勢，但在該媒體興起之後甚至遭到淘汰(obsolesce)、削弱之處？ 

其於過去，於先前被淘汰的世界裡，重拾(retrieve)了那些什麼回來？ 

還有這「媒體四大律」於此就投射進了─未來其於潛勢消耗殆盡之時，又轉化

(reverse)成什麼？媒體的影響及發展有一種循環但前進式的連續體(continuity)關

係，也就是如保羅‧李文森所稱作「螺旋」(spiral)亦稱為媒體演化的四大轉輪

(Tetradic Wheels of Evolution)。 

    四大律的特點絕不是之前東西的反題或是反面，有一部分來自轉化時的會重

拾以前淘汰掉的元素，另一部分則來自新媒體或是效應，會以後視鏡(Rea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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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的做法，將前一個媒體的部分面向融入自身當中。 

 

【內容形式構成】 

作品名稱：舊情綿綿 

創作年代：2004年 

素材：現代書藝裝置 

素材元件說明： 

一、紙本 Ant 標籤，以顯性的拼音文字Ant 為文本，是西方文化自古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印刷技術出現後，人類出現重大的傳達方式改變， 

   將人類感官更加視覺化，印刷工業提醒我們文字具有圖畫的元素，但印刷的 

   工藝是以書寫為根基，是將分類的概念加諸於實用與書寫藝術分化後的結果。 

二、竹簍象徵的形象是中國民俗現成物轉化成一種文字情境空間，是一個營造漢 

    字發展的地域，文化傳承的表徵，可以視見文化的形象代表東方漢字文化的 

    主體。 

三、書紙糖果所對應於 ant 具有吸引的作用及涵意，糖的外廓是書寫的內涵精 

   神外化，西方的印刷技術代表技術極端的迷思，他們正尋求一種糧食，從四 

   面八方而來，視覺構成以書紙的糖為中心，盛裝於竹簍非密閉性容器中，ant 

   是隨機無序構成。 

 

【創作理念】 

    倡導書法現代性並不是全盤否定書法傳統。是通過風俗習慣、倫理道德、語

言文字、藝術作品而沈澱下來的文化傳統，是一種「重拾」的態度，正如麥克魯

和所言的「照後鏡」效應，向具有傳統的歷史溝通，具有歷史主義(Historicism)

的懷舊，無論它的表現是如何陳舊；另一方面，這種傳統力量又構成了社會發展

的一種惰性和阻力。因此，在社會發展中，不打破傳統，社會難以發展，但操之

過急，打亂傳統，磔損文化脈絡。 

這是理論上的悖論：社會越是現代化，傳統文化越是減少。但是，實際情況

卻恰恰相反：社會越是現代化，人們越是熱衷於傳統和原始文化，在藝術趣味上

更加體現出與現代生活完全相反的樣式。以至於在一定程度上可以從重視傳統文

化的程度上，來衡量一個民族已達到的現代經水平，而此時，現代社會中出現的

傳統文化樣式，究竟是現代文化，還是傳統文化，還是代表未來文化的文化新潮

呢？或是如麥克魯漢所言出現所謂的補救型媒體(remedial media)？ 

老子說：“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藝術從原始的多義古典和和諧，經過現代
的大裂變、新綜合，所發展的正是人類靈魂的分離─迷失─回歸的歷史主義途

徑，任何一個關注書法藝術發展的人，都心須關注現代哲學、現代社會，塑造書

法藝術的現代精神，確立書法現代性的價值基礎。這正成爲我們這個時代書藝和

書法理論家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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