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結論與未來發展 

4-1創作研究發現 

    文字是人類生存溝通文化發展的智慧。「古者造書契，代結繩，初假達情，

浸乎競美」，這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本質特性敘述；由書契銘文的實用功能，演變

至「達情」、「競美」的藝術性功能。以當下的詮釋「達情」是人類情感的表現，

而「競美」則是透過形式符號來達到「達情」之目的。 
    書法藝術在漢代已成為自覺的、成熟的獨立藝術，蔡邕在〈筆論〉中提出：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也就是說，要培育感

情，進入境界，意在筆前，書在情後。強調「情」、「性」、「懷抱」在書法創作中

的先導作用；亦即中國書法藝術之特殊性。而作為這種特殊的形式，有諸多的名

詞出現；稱之為「線條的藝術」、「抽像的藝術」、「表現藝術」的定義……，各人
從自己的觀察角度出發，採用不同的論證方法，產生多元化的現象，尤其利用造

型藝術的手法及材料的滲入，作為書法藝術的表現手段而言，更是形式多樣且豐

富，故本文在探討研究之後發現，就現代書藝的名稱，亦有諸多不同屬性的範疇

及定義，日本稱「現代の書」，中國大陸稱「現代書法」，韓國稱「造形書法」。

名稱雖不同，但本質性的內涉元素，均以中國書法的範疇及書法質素作為創作的

媒材；故本文旨在探討漢字符號形式的轉化，作為一個藝術創作的命題，藉由現

代書法的創作方式，重拾傳統的書法思維。 
    美國美術史學家赫柏特‧里德(Herbert Read)：「中國書法與西方抽象藝術有
類似之處。不過西方現代藝術一般都缺乏像中國書法那樣明確的規律或法則，所

以常常得不到公眾普遍的承認。」「美不過是一種形式，一種表現在它最簡單的

關係中」(雨果)。藝術是什麽？是具有慧眼的人們在常人熟視無睹的世界中，透

視出用美的價值構成的另一個世界，並用文字音符、圖像、色彩等標記固定下來，

變成人類創造成的現實和人類的集體記憶。 
    藝術的精神是一種意識。正因爲它是一種意識，所以她才具有永遠超越現實

的張力。歷史上的每一次藝術變革，都不僅僅是形式的變革，更是思想的革命。

藝術實踐總是在藝術思想的指導下進行的。中國書法的發展歷史是人性不斷覺

醒、不斷張揚的歷史。不同的文化背景，塑造了不同的藝術家。 
    在書壇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書法藝術昇華到觀念變革的高層次，這無疑是邁

了一大步。書法現代性並不是簡單地取決於書法藝術的形式、結構、線條等外在

面貌，而是取決於內在精神的現代化。書法現代性的精神是指當代書法藝術所體

現、傳導的現代社會的價值趨向。 
    傳統是一個開放性的動態系統，它是在時空中延續和變異的。它連接著過

去，存活於現在，同時也包蘊著末來。中國書法藝術有深厚的傳統積澱，是一筆

可觀並且珍貴的文化遺産，其生命力不僅沒有消耗殆盡，而且仍然存在著被汲取

和開拓的內蘊。面對傳統書法藝術，我們應當找到將其植入現代精神的途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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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正是社會構成了文藝和文化活動的物件和環境，於是無論是文藝創作還是文

藝鑒賞，關鍵就在於對社會和人的洞察、理解和感悟。 
    當代藝術有如下特徵：從表現物件看，當代藝術不像古典藝術那樣強調對客

體的模仿，而是表達對場閾資訊的新感悟、新創構；從創作主體看，當代藝術不

像古典藝術那樣由少數大師擔當人類文化成果的代表，而是藝術家與大衆共同交

流對人類大眾群體的新認識、新開發、新超越；從認知方式看，當代藝術不像古

典藝術那樣傾向認識論，而是傾向人、自然、社會優性調節的廣義本體論；從藝

術形態看，當代藝術不像古典藝術那樣完整，而是超越了一切狹隘舊觀念和混合

藝術門類的形式，以舊界限的跨越邊界，取代所有的現象。所以，書法藝術的現

代性，現代文化生活的引導下，根據時代需要創作總結提煉而成。在社會文化生

活中的人，只有具備了極高的文化與崇高的人格，才會使其創作出的藝術具有人

文內涵，才能表現出人的生命感覺。我們認爲書法藝術的創新，不是在傳統審美

的規範裏進行簡單模仿，更不能對傳統書法藝術橫加形式改變，而是運用傳統書

法藝術的一切方法和藝術形式，去表達時代精神、民族精神。重拾傳統的書法思

維，在此，就是在一個嚴肅的形式觀，接下來我們來看看現代書藝中所謂的傳統，

具有何種要素？而何種要素，在歷史長河中交相混融，完成書寫的演化任務。 
    書寫由「法」得「趣」，有關現代書藝的「法」就是文字與圖像的之間的原
型關係。本文結論即以「法與趣」為書法的二元論為中心，「趣」的形式範疇為

主要的結論探討方向，作為形式而言，以符號及訊息的論述，並且引用杜忠誥博

士的作品最為說明印證，最後歸結將冷媒體的法的形式，以多媒體工具的中介，

混成(mixed media)能量的交合，轉化成熱效應式書法媒體(High profile)。(表 4-1) 
 

書  法  形  式 

法 趣 
筆勢 章法 結構 形  式 

點  畫 符號 訊息 
書  寫 媒  體 
傳統性 現代性 
冷媒體 熱媒體 

 

(表 4-1)書法形式的「法與趣」二元論與媒體冷熱效應 

 

4-1-1現代書藝的圖像傳統原型(冷媒體的原型) 
    書藝是一種文、字與工具材料，透過人類創作行為所產生出來的文化藝術事

物，其間的圖像傳統可分幾個方向來思考： 
一、天地萬象的圖像描繪祖本：倉頡造字是仰觀於天，俯察於地，不但天地兩間

的萬物萬象難逃其形，連不可捉摸的鬼神，也是其造字的取法，所以倉頡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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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字，據說天雨泣、鬼夜哭，蓋天地鬼神無所遁其「形」也，有這種天地萬

象的描繪祖本，因此在造字之初始，與書藝的表現的特性，有同質性共構脈

動，即充滿圖像性原型，現代書藝家應當思考圖像表現的傳統為書藝創作的

基點。 
二、六書造字的圖像技術：一般而言，六書造象形字的象形、象聲、象事、指事

字的指事、指物，和形聲字、會意字的局部，都有一些事物的圖像描繪，而

就大的圖像概念而言，轉注假借字也是造字技術上的概念意象化的結果，字

的造形亦為一種點畫結構圖象，人們在寫字過程中，就是經過一層層的「抽

象」結構，而形成約定俗成的具象經驗文字。在象形字裏是把立體形象、線

質化、規則組合、多樣變化排比而成，所以現代書藝家也可以用現代事物來

象形造字，事實上商標設計即為現代造字行為，它有形有義，只欠發音指定

而已。 
三、原始繪畫塗鴉與岩畫、圖騰的書藝圖象性：原始繪畫、圖騰、岩畫、 
記號塗鴉等，都有相當的書意圖象性，因為它缺乏立體形象的光影寫實技

術，跟象形文字、圖畫文字一樣，含有濃厚的書藝表現內質，書畫同源在這

些原始文化中，可得到很多印證，就繪畫的歷史研究而言，中外學者很多都

只在表皮的探討形象所蘊含的社會生活意義，而忽略了抽象形象的書藝文化

性，以現代藝術的全面發展而言，應該以更寬廣的藝術範圍發論，就中國詩

文書畫印刻一體的歷史表現而言，一幅古代岩繪或陶文刻記，都含有這幾方

面的意義。再書畫合一的中國藝術上，所追求的是一種以線質生命為主的筆

墨表現，是極細緻的美感修為精神表現。 
四、民俗工藝、美術設計裏的圖文合體圖像表現： 
民俗工藝大都是一種豐富自然的生活藝術，其價值與士族文人的藝術是相等

的，民俗藝術是人民的生活風俗藝術專用語，我們可從中國的禮教周禮、禮

記、儀禮裡，看到風俗的高度文化性，像台灣的燒王船、搶孤、建醮所表現

的壯觀與豐富文化藝術內涵，比一些官式儀典還更具人文深度，而舊式建築

的花窗門柃，亦比現代的鐵門窗還有風格，因此民俗藝術是高貴有深度內容

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采風。  
五、書藝素材與表現形式的物體圖像依存： 
鐘、鼎、尊、爵、盤、彝、刀、劍、權、星. . . . . .等銘文的書藝表現，物體
形象與文字表現是一體的，所謂圖像是包括圖和象，即圖繪和形象，古代的

鐘鼎金石書藝，因素材特質而有不同的表現。 
六、文字字意敘述中的圖像描繪： 
書意圖象除了六書造字的造型圖像外，還有表意的具象與抽象的經驗意象圖

象，譬如：古代的「迴文詩」，從任何一個字的起始，都能夠連結成有意義

且附有形象性的詩句。現代書藝的文字字意圖象，可在現代詩、現代文學裡

也找到很廣大的發展空間。 
七、現代藝術裡的視覺文字與文字上的圖像裱貼：現代藝術裡用了許多文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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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字意，有的沒字意，有的若有若無，加上一些線質、色彩、色塊，構成

一種符號性的藝術圖像，也有在文字上裱貼一些圖片、色彩點、塊面，這是

很好的現代書藝圖象發展的例證和參考點。 
八、圖形的符號文字性指涉：像中國的無極、太極、八卦圖像，和一些幾何圖形，

都有一些符號文字性的指涉，日本古代的禪宗書畫大師先厓和尚

（1750~1837），就畫了一幅很著名的方、圓、三角形的作品，這種形象的基

本造型，連接著書藝與繪畫間的互通血緣，是很重要的啟示。 
以上這些列舉就是傳統圖像與文字之間的原始況味，我們從這裡出發找到傳 

統的原鄉，由這裡開始，接著我們來看創作的研究發現，也就是現代書藝的形式

風貌，也就是「趣」的形式探討之相關主題的論述。 
 
4-1-2書法是符號‧訊息的媒體 
    書法是一種線條符號，一種約定俗成的演化，從六書的創始，就已經發生無

法脫離的事實。皮爾士依符號和其對象的關係建立符號的三個層面：肖像

（icon）、指示（index）與象徵（symbol） 。這三種分法是現在符號學中運用
最廣的，它是按記號和其對象的關係建立，此分法所關心的不是把什麼當作記

號，而是考察使其成為該種記號的方式。書法作為符號，早期指意實用的功能明

確，經由印刷術的發明及大量運用後，書寫的藝術性逐漸增強，麥克魯漢說：『任

何媒體的「內容」總是另一種媒體』(麥克魯漢讀本，了解媒體 P183)。符號是書
法的內容，也是書法的媒體格，其中肖像部分(或稱圖案式符號)的層面使用上，

以古書體：甲骨象形的字類屬。書法符號的大量集中在象徵的運用上，這裡牽涉

到藝術的造形象徵與字意的象徵結合，例如：杜忠誥教授的《漎》(ㄘㄨㄥˊ)這

件作品，符號所涉的形象完全與其呈現字意無關，達到文字符號與意象形象的矛

盾。作為符號，書寫的空間，可以排除語義的成分，直接以其形式的趣味或是型

態的激化為主，達到所謂異質化的視覺效果效果。至於，所採用的策略可以是：

(《中國大陸現代書法藝術新潮回顧與展望》P115) 
  一、將對象間原有的意義和關係破壞和重組。 
  二、探索符號系統和符號之間的曖昧性。 

  三、原有特定意義的記號重組成其它的記號系統。 

  四、書藝對象的重置使其非常化。 

  五、改變觀者對書藝尋常物景象的認知。 

    其具體的做法：將某些漢字和漢字的部件處理成具有某種精神象徵的符號，

意即喪失文字的意涵，意即帶有書寫而無文字性。將線條的象徵形式增殖，像一

個有機的生命體，不斷繁衍，符號性書法帶有超現實主義的意味。(《中國大陸

現代書法藝術新潮回顧與展望》P102)。 
 
    書法所指涉的字意就是一種媒體訊息，涵意明確，所謂舒散懷抱，書者心也，
諸如一些立志為學訓勉之詞，都是一種訊息，而它的內容就是文字的含意，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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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漢說：「媒體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書寫的內容是文字，而抽
象畫代表的的，就是一種創意思考過程直接的宣示(麥克魯漢讀本，了解媒體

P185)。以藝術來說，藝術是文化的表現系統，對於環境轉變相當敏銳，在今日，

「訊息」可以成為藝術的一種形式，藝術帶有一種「傳播」(Communication)的
概念，透過藝術家對於概念的編碼，將訊息隱藏於作品中，經由觀賞者桿之產生

結果。藝術是有目的地傳達創作者觀念與感情，雖然藝術的訊息無新聞傳播的直

接與明顯，但它的曖昧性與模糊性，卻產生了美感的經驗的質素。(范宜善，民
89)而影像的符號則由符號、形象、文字、色彩等構成組成元素，在其中文字的
效應佔有很大的效力，而這種視覺化的表徵中，文字產生無比的主導佔有。就書

法的創作而言，文意性與書寫性，兩者，缺一不可，以杜忠誥博士的作品《山鳴

谷應》為例，在結構書法理，把字型的結構為最優先的視覺形式，結合篆字書體

的嚴謹書風，將篆字的縱橫意象，直觀表達出來。對於書寫，筆勢的筆力，旨在

表現筆勢張力，那種雄勁的書跡，似山谷中的回音，迴瀾整個谿谷，《山鳴谷應》

就文字意象而言，以具有堅硬厚實如同鋼板的意象，加以篆字的特色，與創作者

的心理情境相呼應。以直而強有力的線條，在畫面份量較重的右上方營造視覺主

題印象，這是完形理論中，對於視覺均衡的知覺最重要形式概念的認知。畫面經

營分布，整個重心有傾向下移令人覺得雄壯且穩定，上部左右以不同書體方式呈

現，強調形式對比的張力；篆體字的橫直配合圓弧狀的筆勢，千鈞氣勢，具體化

了《山鳴谷應》這四個字的「訊息」；集結了符號、文字形象、意韻所有美感經

驗的總合。文字的意象就是一種「訊息」，書法繼承延伸了，文字先驗的特性。 

 

4-2未來的發展 

4-2-1形式的重構 
    書法的轉化，首在對傳統形式─「法」，進行重組與重新構建，而傳統的形

式是什麼？我們可由以下二個課題來探討： 
  一、書寫的直接結果。 
  二、書寫結果的承載方式。(意即書寫性及文字性) 
    書寫的結果是關於漢字的字體及書體，而「字體」就是其核心所在，是書寫
這個命題的文本所在，至於「字體」所指是篆隸楷行草的五種漢字的形式。而這

種字體所表現的形式，要藉由一種物質載體來呈現，或條幅、對聯、中堂、橫披

等外觀形式的架構，我們可以把這五體書稱為「內在形式」，而把條幅的這種形

式稱為「外在形式」，而所謂「形式的重構」即在二個主軸線上延伸轉化，意即

以傳統形式的媒材來表現新的書法藝術，而「內在形式」「外在形式」即書法藝

術中「書寫形式」的基本內容。 
    書寫是中國書法的主要特徵，本文是透過書寫的這個手段，它是改換書齋式
的傳統裝幀方式的表現，不僅僅是文字書寫而已，將其屬性改變，以一種展場藝

術，是供人觀賞的視覺形式，並使用電腦輔助多媒體的展覽方式，在既有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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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中再作現代意義上的闡釋與追加，也就是工具性功能的增益(amplify)。 
而對於形式的意義對現代的社會發展或是文化傳衍其形式意義為何？形式的意

義反思： 
  一、實用的屬性改變為藝術的目的，也因為是這個命題，所以基本上書法的  
       現代觀，可以植入所有涵蓋作為藝術作品的條件及其承載的形式都值得 
        我們思考？ 
二、書法成為藝術作品中的創作文本是什麼？捨棄漢字及書寫是否構成書法藝 
術？其主要意義又什麼？ 

陳振廉在《線條的世界》一書中，對於書法藝術的創作，提出了三個原則： 
一、主題先行 
二、形式至上 
三、技術基點 
    主題概念的提出，以及用主題來主導形式、技巧的做法，意義的追問一切形

式的指向，用來表現一個有意義的主題，以新的形式所承載的「主題」與「構思」， 
兩者之間相輔相成。形式的重構建立在主題本身的所要表達的意義上。 
    羅青在《後工業書法美學基礎，2001》論文當中指出：書法的後現代特質是

既「結構」又「解構」，這也是從「法」到「趣」的思維型態⋯ 
    書法之所以如此容易的與抽象繪畫的理念結合，是因為書法本身所固有的解

構因素使然。我們知道，語言文字是人為的抽象記號系統，脫離系統，文字語言

無從成立。而文字「本身」與其「指涉物」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樹」這個「字」

與自然界中那棵「特定的樹」之間的關係），是介乎結構與解構之間的。 

例如我們寫「樂」這個字，可以用輕快柔軟的筆法來寫，也可以用凝重剛強

的筆法來寫。而最後的成品在藝術上的好壞，還要靠形式上的各種條件，例如線

與線之間的均衡與對比，部首之間的安排與協調⋯⋯等等來決定。我可以用與

「樂」或「愁」這兩個字「內容」相應和的筆法來寫，但同時也可以完全把「內

容」與「形式」分離，創作出精妙的畫法作品。從這個觀點來看，書法之筆法與

所書寫之內容，其間的關係是可以「互相應合」，也可以「毫不相干」；比書法與

所畫的內容之間的關係還要自由。例如畫家就很難用激動狂放的筆法去畫一幅安

靜恬淡的忱潛式山水。而書法家則可毫無困難的用各種極端不同，甚至對立的筆

法來寫「桃花源記」。 

  後工業資訊社會書法創作之美學基礎是對書法的原素，做「實用語言學」的

分析，把書法的「書寫系統」與「法音系統（墨色系統）」，全部分析成「基本語

素」，然後再加以「記號學」式的重組。 

  中國書法的原料：字型：陶文、甲骨文、古文奇字、大篆、小篆、鳥虫書、

隸書、草書、楷書、行書、行草、狂草、草篆、飛白書、其他各種民間書體⋯⋯

等等。 

「書寫系統」： 

線：方、圓、長、短、粗、細、闊、窄⋯⋯等各種不同的線條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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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大、小、正、反、圓、方、扁、厚⋯⋯等各種不同的點之組合。 

面：大、小、寬、窄⋯⋯等各種不同的面之組合。 

「發音／墨色系統」： 

墨色：濃、淡、乾、濕、漲、焦⋯⋯等各種不同的墨色組合。 

速度：快、慢、疾、緩、澀、滑、戰動等各種不同的組合。 

節奏：輕、重、順、逆等各種不同的組合。 

綜合以上之歷代書法原料，配合當前多元化之後工業／工業／農業重疊社

會，當代書家可由下列兩方面來探討創造： 

    一、從個人出發：強調個人之個性、氣質、傾向、趣味⋯⋯等等。 

    二、從時空特質出發：強調個人時代特質，包括思考模式、思想方法、生 

         活方式之特色⋯⋯。 

（一）從個人出發：書法的創造可分為表達（自我自然流露的天性） 

表現（自我自覺得與古今對照） 

表演（自我之隱藏並串演各種角色） 

（二）從時空特質出發：強調時代的特質、包括思考模式、思想方法、生活 

方式之特色。 

後工業社會的特色如下： 
1.強調絕對單一。 
2.強調各元素之強烈對比及反差。 
3.強調解構，斷裂，分裂。 
4.能源力量之更新及爆發。 
5.分類界線模糊或融合，不安定。 
6.感覺及動作至上。 
7.拼貼組合再重組混合。 
8.材質本身即內容(內容即形式/形式及內容)。 
9.遊戲，幽默，反諷。 
10.無序，機遇，無言，即興，絕對個人。 
11.古今中外歷時互文(intrtextuality)。 
12.突變。(國立台灣美術館《中國大陸現代書法藝術新潮回顧與展望》，2001

現代書法新展望兩岸學術交流研討會論文集 P202。) 
    以上所談的從書法的點畫形式材料到從時空的角度來探討，介入所謂「趣」

的範疇策略；其次，我們在來看媒體的工具性能量，書法藝術轉化的中介形態。 
 
4-2-2書法的轉化─媒體與工具中介(熱效應) 
    我們生活的空間，網際網路(Internet)在今天的社會中已經形成一個錯綜綿密
而多姿多彩的世界。彷彿有意對照現實世界似的，網際網路通過電腦與資訊科技

的不斷演進，在現實世界之外另行建構了一個迷幻的虛擬之城，這個城市不是由

磚牆堡壘堆疊起來，而是由程式語言與電纜電訊架構出來，通過網站的架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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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的書寫以及電信的傳輸，它突破了國界、疆域、種族、乃至意識型態之間的藩

籬，像蜘蛛網一樣，四通八達並且肆無忌憚地進入每個家庭與視聽人的心靈之

中，並對全球的文化與個人認同產生了類似阿藍‧杜蘭(Touraine ,1994:168) 所說

的「文化服務已經在後工業會的生產核心中取代了物質財貨」的衝擊。通過多端

迷人的網路，電腦傳播產生了廣大的虛擬社群 (virtual community)，也宣告了資

訊時代的全球化趨勢的來臨，且因為它的「具有通達全球、並能整合所又傳播媒

體，及其潛在的互動性等特性，而正在改變著、且將永遠地改變我們的文化」

(Castells,1996；夏鑄九等譯，199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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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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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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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比較普遍性的觀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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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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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藝的創作更是需要以其他的藝術手段作為中介，並尋求「突破邊界」，而

產生混合的效力，然後使用現代科技的技術，以「網路多媒體藝術」開發那種創

新形式。 
    去中心化及突破邊界，異質化⋯已不再把書法的表現領域定位於傳統書法，

書寫當代現實社會生活場域的文化現象，書家或非書家共同書寫，各自汲取界外

的藝術活水，借鑒當代經驗，寫出當下的生命狀態，更寫出與全球化又具有在地

文化特色的現代書法，僅管它與傳統書法的面貌殊異，卻是由傳統書法的意義轉

化出來具有的熱效應式書法媒體(High profile)。如同日本的前衛派，混合了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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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主義的元素，將現代書藝與繪畫結合的變種。回過頭來，以後視鏡的媒體概

念來對應我們對現代書法的創作觀：「中國書法家經由他運筆技巧的力與美、靈

敏的構思、對佈局的獨特見解和創造的靈感，得以自由的表現藝術創作」，道盡

書法創作境遇的匯萃。(張恬君，科技與人文藝術的對話─電子影像創作觀)而「力

與美」，來自「法」的錘鍊；「構思與創造」來自「趣」的內化，兩者的交和混融，

透過以媒體特性為其形式抽離，表現出來的一種藝術創作。這個後視鏡的理念是

對於傳統的「法」，經過深化後的關照，也是一種屬於麥克魯漢式的重拾

(Retrieve)；舊媒體(傳統書法)會成為新媒體的「高姿態」( High profile )內容。對
於現代書藝，我們期待會有新媒體的形式出現。 
 
4-2-3現代書藝與數位藝術的美學觀 
    在當今多變的社會，去中心化的威權體制已解體，資訊的傳播無遠弗屆，藝
術家與當代資訊環境與消費社會共生共存，網際網路造成各國疆域模糊，文化混

合，思維多元趨向。所以當代書藝的美學觀是建立在當代，汲取當代社會所提供

的生活經驗，傳統與當代相互交合以消瀰淺盤化與斷裂。因此，我們不能生活在

重複歷史延續的現代社會，而必須活在存在處境的現代社會，與時代的發展產生

脈動，與時俱進，跳開傳統的約縛，通過文字文意與書寫性，本著自由創造的創

新精神，在技巧、工具、內容、材質、觀念、形式上超越邊界，而當下書法是傅

承書法「法」的精神，越界到結合當代藝術的多元形式的書法，尋求「趣」的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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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給書法的現代發展帶

來新的啟發與思考。也是一嶄新的創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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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的舊

思維是「法」(章法與結構、運筆)，新媒材乃是工具及材質的表現語言，或其所
交合的屬性，就是「趣」，那對於「趣」于數值化的解說應是如何？試且以下兩

點引述來說明新媒體的詮釋與解讀：(葉謹睿著，《藝術語言─數位時代》P30) 
這種數值化的再現(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一、所有的新媒體影音視訊都可以用數學來計算與解析。 
二、所有的新媒體物件都可以利用邏輯系統的演算來與修改。 
    這是一種交合與交錯展現，將書寫的文意性轉化成工具性突顯的數位邏輯，

加以媒體影音的演算同步，構成一種新的形式。電腦與網路賦予現代書藝創造一

個全新的可能性，及表現空間，或許，此次創作，只是運用書法的原質性元素來

創作，嘗試與將傳統藝術的本質與數位藝術接軌，與現代生活結合，體現一種當

代意識對舊有冷媒體的熱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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