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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微要妙，臨時從宜
論陳明德「非書法」

許遠達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己亥NO.1

點化走線，不著於象
在2013所出版的《縱橫之間-陳明德行草創作集》的畫冊
最後一張作品，陳明德放入了〈非書法〉(2012)的創作。
作品去除了書法中文字的意義與內容，而專注於實驗書法
筆墨、線條的形式之趣。關於非書法的核心概念，陳明德
在他《非書法I—陳明德創作集》(2016)的創作專輯裡的
論述提到：

超以象外  以古典書法質素為根基
遊走於意識與潛意識之間  甚或直墜潛意識中
解脫了漢字的桎梏  放棄了文詞的枷鎖
似字非字 似畫非畫
讓  創作回歸純真　讓  線條書寫滄桑
讓  噴墨釋放激情　讓  書為心聲心畫
使轉撞擊之中  充滿了未知與悸動
無意間，藉由畫面而迂迴發洩了心中隱言
當可能性充滿期待  一切的一切  回歸了本我  回歸了自然
我即是我  當下即是  夫復何求

從他的論述中可知，非書法主要概念，本於「古典書法的
質素根基」但「超以象外」，意思即是超脫書法內容、字
義的外在物象的限制，實驗發展書法筆墨的線條與墨色的
形式美學。蓋書法之藝源於書寫傳義的實用主義目的，而
之後因書體更迭，而逐漸發展出甲骨文、金文、篆書、隸
書、草書、楷書及行書等不同的書體美學。然，回顧書法
發展的歷史，縱以最為奔放狂走草聖張旭的「狂草」，抑
或是繼承張旭的草書，被唐朝人稱之為「醉僧」的懷素，
兩者被當朝人並稱為「顛張醉素」，雖兩者草書以「聞神
鬼驚」、「見龍蛇走」、「筆如驚電」著稱，將書法線條
藝術推展至幾近無人可觸及之境。但卻仍在書法字形、字
義的框架中書寫傳義，受制於字形，句構內容意義之限。
當然，就傳統書法本身而言，由最基礎字形本身的間架、
黑白結合字義，到句構形成的文意結合行氣到整篇的文章
意義與畫面編排，自有其發展深遠的文化深蘊及內容與形
式相互交融的趣味。時至書法發展極致的今日，傳統的崇
古美學縱有其古典的蘊涵，但陳明德試圖以單純的線條與
筆墨的形式試驗，超越傳統內容的限制，以「非書法」來
自書法底蘊，又超脫書法傳統限制的書畫實驗，展開形式
趣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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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NO.4

出符號結構之限
前段指出，古典書法藝術本身的美學在於內容與形式的相
互融合，也就是依字義的內容而走字形的形式。而陳明德
的「非書法」則企圖跳脫字義的框架，因字義需著符號的
象，必須攀緣著中文字體既定的符號而走，而因此在追求
書寫自由時有所阻礙，因此，他的非書法以「似字非字，
似畫非畫」為造型質素，創作方式「遊走於意識與潛意
識之間，甚或直墜潛意識中」。將原本需附身於字形字義
的線條解放，藉由書寫前有意識對漢字的鬆綁，再結合潛
意識的身體積累書寫線條。就筆者的觀點而言，這部分是
「非書法」的關鍵，應該說「非書法」的概念並非「反書
法」，而是在熟悉書法的筆具、紙張、筆法、筆墨及漢字
各書體後，摒棄字形及各自的筆法疆界，將古典的書法筆
墨納入記憶之海，不限一格地在書寫的當下就潛意識而
發，隨身體姿態而書，應是就此而名「非書法」。若僅僅
以線條墨色的律動而做，便屬抽象繪畫體系，所以陳明德
並非反書法，反而是讓古典書法在身體記憶中伺機而動，
隨書寫過程而發，是名「非書法」。
「非書法」的創作美學在陳明德的做法在於「解脫了漢字
的桎梏，放棄了文詞的枷鎖」，以免在書寫過程中，受
文字符號，抑或是文辭字義所構成的文意所限。文字作為
符號，自有其型與其它文字字形相異，藉以區隔其義。因
此，字形差異構成字義的差異，因而，在書寫過程需恪守
字形的疆界而自然影響畫面的構成的自由度。

若將文字本身看成是符號將有助於我們理解，陳明德所謂
的限制為何。符號學(Semiology)，是研究如何透過符號
傳意義的學門，符號學分析符號(sign)系統如何運作，研
究人類如何透過記號，使意義在溝通過程中被生產與傳
遞，藉由符號所形成的系統，藉系統性的規則形成結構，
而形成共同的理解。索緒爾(1857－1913年)，是符號學
的奠基者，他將語言學看成是符號學的一部分，認為符
號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結合。簡單的來
說，以漢字來說「書」的讀音及字形就是能指，也就是符
號的形狀與聲音，而「書」的概念也就是所指，這兩者的
加總就是符號。但以符號學來說，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係
是任意的，也就是為某民族、文化或國家被指定的。並且

這些符號的個別，就是靠相互間的差異而產生意義，而被
理解。但，這需要系統性的建構差異，進而形成結構，進
行溝通。而結構必須要經由系統性的認識，這樣的系統性
認識是經由諸多的差異所構成的，因此，必須藉由學習與
亦步亦趨地隨著系統的差異。而這樣的意義認知限制過
程，就是陳明德在《非書法I-陳明德創作集》中創作自述
所言的漢字的桎梏與文詞的枷鎖。陳明德企圖以線條筆墨
的自由，表達書法的特性，而符號必須鑲嵌於語言的系統
結構方得具有意義，因此意義與字形緊扣著形式，無法超
脫自在。所以陳明德思索著「非書法」的可能性，不為符
號的外象所限，企圖以本我的潛意識為基，讓線條筆墨結
合身體與記憶，展現與自然文化自由融合之姿。

既是「非書法」何來書法
前文提到陳明德的「非書法」並非是「反書法」，而是企
圖更進一步地延伸書法的奧妙，精煉書法藝術，擴展書
法的自由疆界。但，陳明德的「非書法」何來書法？從作
品上來看，應在於形式上的筆法與墨色。從書法的書論看
來，鮮少有談論到個別的字形內容，大多談論的是筆法。
如衛夫人的《筆陣圖》運用筆鋒出入斬斫的陣勢圖的橫、
點、撇、折、豎、捺、刁，緣起於東漢的側、勒、弩、
趯、策、掠、啄、磔之永字八法，抑或是清蔣和《書法正
宗‧筆法精解‧指法名目》中談論筆法運行的筆數：「宜
疾則疾，不疾則失勢，宜澀則澀，不澀則病生。」此等關
於古典書法中的筆法墨色形式的，抑或走筆速度的敘述，
正可描繪陳明德「非書法」中形式筆法等關於經典「書
法」的部分。他將這些屬於古典書法的底蘊練就，成為身
體記憶深埋於潛意識，於書寫時的當下綻放，隨意走筆，
任筆墨流淌記憶，筆法融合於當下的筆端。在「非書法」
中筆法從粒粒分明的有招融合為出筆無招，有著大音希
聲， 大象無形的意思。

陳明德的「非書法」來回於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筆墨表現
當下由潛意識所吐露的心境，潛意識的概念來自，奧地利
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為精神分析的創始人。認為人的心

理分為本我、自我、超我等三個部份，本我要求自我欲望
滿足，超我則要求本我壓抑欲望。而自我則居中協調，依
環境滿足自我與壓抑慾望。而這些在正常情況下不能成為
理性意識的慾望被壓抑成為了潛意識，而成為心裡水平面
下的巨大冰山，是真實的慾望自我。

在陳明德「非書法」的書寫過程中，他並非以李斯《論用
筆》當中所論及「夫用筆之法，先急回，後疾下，如鷹望
鵬逝⋯」所謂的鷹望鵬逝，鷹望即是落筆前筆法的預想編
劃，而落筆後需如鵬逝，不拖泥帶水。「非書法」不做當
中所指書寫前的筆劃預設，而是注重落筆的當下性，筆墨
當下的過去與未來的碰撞。所謂的過去，是陳明德以筆法
記憶中的潛意識，而未來則是書寫過程中，由身體於當下
與筆墨材料轉瞬結合後所書寫的自由書法。他將過去空間
編排、行氣、筆法、間架、墨色及行筆速度等的理性佈局
壓抑，也因此「非書法」的書寫圖畫不依傳統書法的字形
字義而走，他探索在招喚潛意識的當下，筆墨如何在現實
中成形，去除理性社會習俗的框架，企圖從自由走筆，隨
意點墨當中形成他的「非書法」書寫。頗有蔡邕於《筆
論》中論及書寫當下狀態的意思:「書者，散也。欲書先
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於書寫落筆當下，陳明德
「散懷抱」以去除心中理性的意念，將自身的社會性放
空，使潛意識流露遂以成形。這就是何以陳明德嘗試去除
字形字義的符號結構，當書寫時時須依照框架時，走筆便
時時受限，無法自由表現精煉線條之趣。

崔瑗《草書勢》中對於草書存在概念的論述 「純儉之變，
豈必古式。⋯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
宜。」或許可說明陳明德的「非書法」的書畫美學的陳述說
法。書法的變化，不須拘於傳統古老的體式。「就而察之，
一畫不可移」雖是說明草書的書寫筆法美學，卻也論及了線
條、筆墨形式的構圖配置，看似無章，卻有著其空間格局存
在的必然性。「而機微要妙，臨時從宜」則說明了線條造型
的當下性，也就是重要的是書寫的奧妙之處在於，當下的身
體與感受的臨機相對。「非書法」是書法的轉換與實驗，是
以記憶與身體及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碰觸點為懸置與落筆。
陳明德的「非書法」非意在筆前，然後作字，他讓速度解離
思索，讓筆回歸身體，意筆同走，與體同動。在不取字形字
義，而在筆意，點化走線，不著於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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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脫書法內容
字義的
外在物象的限制
實驗發展書法筆墨的線條
與墨色的形式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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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非書法以

似字非字 似畫非畫
為造型質素　創作方式遊走於
意識與潛意識之間
甚或直墜潛意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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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是反書法
而是企圖更進一步地 
延伸書法的奧妙 
精煉書法藝術 
擴展書法的自由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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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探索在招喚潛意識的當下 
筆墨如何在現實中成形
去除理性社會習俗的框架 
企圖從自由走筆　隨意點墨當中
形成他的「非書法」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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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台南縣學甲人
字遠揚　老筆　號六橋　中洲散人　齋館 　散懷堂

書歷
師承黃宗義、陳振邦、邱明星、江育民老師

學歷
台南師專輔導組、屏東教育大學初教系、
南大國語文研究所

經歷
2000．籌辦「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
2004．籌設「明宗書法藝術館」
 ．拍攝國小書法教學示範DVD　南一書局出版
2008—至今．擔任「明宗書法藝術館」藝術總監
2011． 拍攝「逗陣學書法」教學DVD  
 　漢華文教出版社出版
2013．擔任「高雄象線書法聯展」召集人
2014—2016．高雄市文化中心展覽審查委員
2015．廣東湛江市書畫交流團團長
2016．桃園市台灣書道館籌備委員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書法讚活動籌備委員
 ．台南市美展評審委員
 ．台南祇依然當代藝術春拍
2018．台南美展評審委員
 ．台南市政府「台南考古中心」題字
 ．教育部國教署書法教育審查委員
2019．高雄市文化中心展覽審查委員

2012．全國美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海硯雙年展〈國立國父紀念館．台北〉
 ．第三屆兩岸漢字藝術節〈山東棗莊．大陸〉
2013．海硯會聯展〈福建博物院．大陸〉
 ．國際書協書法聯展〈光州美術館．韓國〉
 ．國際書協書法聯展〈四川成都．大陸〉
 ．延墨書聯會〈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高雄〉
 ． 縱橫之間1—行草創作展〈東吳大學游藝廣場．

台北〉
 ．四屆兩岸漢字藝術節〈華山文創園區．台北〉
 ． 高雄象線書法聯展〈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高雄〉
2014． 台灣吉林—海峽兩岸書畫邀請展〈師大藝廊．

台北〉〈長春雕塑公園藝術館‧大陸〉
 ． 詩書共舞—台灣現代小詩書法展〈紀州庵．台北〉
 ．第五屆兩岸漢字藝術節〈江蘇常熟．大陸〉
 ．縱橫之間2—行草創作展〈蕙風堂藝廊．台北〉
 ．南瀛六人書法篆刻展〈梅墨生藝術館．北京〉
2015． 第六屆兩岸漢字藝術節聯展〈國立國父紀念館．

台北〉
 ． 海硯會揚州大學兩岸聯展〈大學美術館．大陸〉
 ． 海硯會廣東湛江兩岸聯展〈湛江書畫院．大陸〉
 ．絹墨流淌1—行草創作個展〈懷雅文房．台南〉
 ． 藝教館書法讚—當代名家聯展〈國立台灣藝術教

育館．台北〉
2015—2016．何創時傳統與實驗書法雙年展〈高雄市立美
               術館．高雄〉
2016．龍山書社聯展〈明宗書法藝術館．高雄〉
 ． 海硯會雙年雙城主題展〈明宗書法藝術館．高雄〉

〈國立國父紀念館．台北〉

 ．第七屆兩岸漢字藝術節聯展〈貴州．大陸〉
 ． 書法讚2—當代名家書法展〈國立臺灣藝術教育

館．台北〉
 ． 海硯會北高雙年展〈明宗書法館．高雄〉〈國立

國父紀念館．台北〉
 ． 陳明德當代水墨展—非書法1創作展〈祇依然藝

術空間．台南〉
2017． 絹墨流淌2—陳明德絹本斗方小品展〈蕙風堂

藝廊．台北〉
 ． 第十屆何創時傳統與實驗書法雙年展〈高雄市

立美術館．高雄〉
 ．龍山書社聯展〈蕙風堂藝廊．台北〉
 ．學而書會聯展〈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臺南〉
 ．絹墨流淌3—絹本行草展〈大雅堂．上海〉
 ．非書法2創作展〈東門美術館．台南〉
2018． 書法vs. 非書法〈本色美術館．蘇州〉
 ． 海硯雙年展〈太陽虹藝廊．上海〉〈國立藝術教

育館．台北〉
 ．廣州台南雙城書畫展〈大新美術館．台南〉
 ．第五屆兩岸書畫論壇暨展覽〈大世界藝廊．上海〉
 ．2018 兩岸漢字藝術文化節〈國父紀念館．台北〉
 ．府城國風書畫會聯展〈台南文化中心．台南〉
2019． 絹墨流淌4—陳明德行草橫披／條幅小品展

〈蕙風堂藝廊．台北〉
 ．第九屆兩岸漢字藝術節〈內蒙古美術館．大陸〉
 ．龍山己亥聯展〈明宗書法藝術館．高雄〉
 ．瀛風飄藝書畫聯展〈新營文化中心．台南〉
 ．書法vs. 非書法〈台南文化中心．台南〉

典藏
台南市市立文化中心、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世界宗教博物館、中正紀念堂、台南縣文化中心、
彰化縣文化局、福建美術館、台灣文學館、
韓國光州美術館、福建博物院、高雄美術館、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得獎
2008． 全國公教美展第一名、大墩美展第三名、南瀛

美展佳作
2009． 第十屆磺溪美展磺溪獎、台北縣美展全國組第二名
 ． 南瀛藝術獎桂花獎、第九屆行天宮人文獎書法傳

統類第一名
2010．大墩美展第一名
2011．全國美展第二名
2012．全國美展第一名  南瀛獎優選

展覽
2008． 差異‧存在—行草創作個展〈明宗書法藝術館．

高雄〉
 ．大墩美展「海外交流展」〈京都美術館．日本〉
2009． 海峽兩岸書法篆刻交流邀請展〈明宗書法藝術

館．高雄〉〈泰山美術館．山東〉
 ． 白黑—陳明德行草創作展〈台南市文化中心．

台南〉
2010．海硯書會聯展〈中正紀念堂．台北〉
2011．兩岸傳統與實驗雙年展〈國立國父紀念館．台北〉
 ．全國美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陳明德
簡歷

CHEN MI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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