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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記號和藝術現象當中，書法是相當獨特的一種，它既非具象，亦非抽象，既是由

表意的文字所構成，又包含有趣味的知覺造型，它既似現象學所說的「表達J '又似是「指

號」。書法這種種難以定位的含糊性格，使之難以套用習常的美學觀念和理論來掌握。

本文嘗試循著現象學思路，重新對書法創造活動和書法作品作哲學分析與描述，並

初步勾勒出一門書法現象學美學的概要。本文的分析包含兩個部分。首先，我們會從靜

態的、結構的層次，透過對比於書寫及其他藝術形式，闡釋書法現象所涉及的「能所對

應J 的特點。其次，我們會從動態的、發生的層次，就意義建構的角度追溯書法在時間

性與歷史性上的統一性。我們的分析冒在揭示，書法藝術的發生乃指向於文字記號的「舉

止意義」之解放。

關鍵詞:書法美學，藝術現靠學，身體美學

一、別再

漢字書法乃相當獨特而難以定位的記號和藝術現象註1)它並非具象，卻又

難稱作抽象;它既有高度的實用價值，但又仿佛可以完全擺脫溝通之用，成為純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 cing@mx.nthu.edu.tw 。

1.本文的考察以中國傳統漢字書法藝術為焦點。為求行文簡潔之故，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文中使用「書法」

一詞皆專指傳統漢字書法，使用「書寫J 一詞皆專指漢字書寫。漢字書法一詞參考傅申所提出的主張 O

參傅申， <論漢字書藝及其創新取向> '收於 < r國際書法文獻展 文字與書寫」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暨

會議記錄}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1) ，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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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鑑賞之對象;它使用尋常的中文文字，卻在意指於意義之際，要求觀者流連於

記號的可感型態之上;作為可閱讀的文字語言，它是現象學所謂能夠表達意義的

記號 (Ausdruck ， expression) ，但在傳統書法鑑賞中，它又往往被視作直接展示

書法家人格的指號 (Anzeige ， indication) 。

書法藝術這種含糊性格所反映的，首先是建立有效書藝理論或書法美學上的

困難。中國書藝議論傳統雖然源遠流長，但古典論述的焦點，主要是集中在技法

示要、書品點題及意象比擬之上 D 近代學人受西方思潮之啟發，遂有建立書法美

學理論之嘗試，欲對書藝現象整體作概念化的分析與把握。惟西方美學思想乃哲

學體系之分支，並深植於西方文藝創作傳統之上，其理論與實踐背景，皆與中國

書藝及審美思維頗有隔閔 O 因而，書法論者在理論移植與概念挪用時，往往難以

掌握其要，甚至在解釋現象時立理限事，衍生出不必要的理論紛爭。(註 2)

當然，建立書藝理論上之困難不應成為貶抑書法藝術之理據。書藝現象難以

理論把握，或許恰巧意味著習常的美學概念並非自明有效:可堪質疑者，或許正

不是書法本身的「審美價值」或藝術地位，反而是西方傳統美學與記號學的理論

框架及其隱含預設。由此，要建立恰當的書藝理論，便應採取由下而上的進路，

避免理論先決，從面對實事的現象分析入手，進而抽繹把握書藝現象的基本概念

與理論 O

在當代哲學思潮中，強調面對實事，即事窮理，乃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創建的現象學之根本要旨。本文將循著現象學進路，嘗試對書藝活動

和書法作品進行基本的哲學分析與描述，並進而勾勒出書法現象學理論的概要 O

我們的研究有雙重目的:一方面透過應用現象學的洞見分析書法現象，試圖提煉

出一組基本概念，能予該現象以恰當的理論描述 O 男一方面則藉由書法的現象學

分析，充實與拓展傳統現象學的藝術和意義理論 尤其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 關於肉身的「舉止意義J (signification gestuelle) 

的理論 O

本文以下分析包含兩個部分。首先是對書法的靜態現象學分析 (static analy-

2. 關於在中團書法美學的發展史土，移植西方理論的正皮影響，參簡月娟， <書法美學研究方法論的省思> ' 

〈興大中文學幸帥 '18 (臺中: 2006) ，頁 220-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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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我們將探問:若與書寫及其他藝術形式比較，書法的意義建構在 Ir能思』

『所思』關聯J (correlation of noesis and noema) 上的特點為何?本文的第二

部分是演生現象學分析 (genetic analysis) 。書法除了是一個靜態的「能J I所J

對應結構外，還是一個動態地演生的現象:書法常被稱作具時間特性的藝術，書

藝的發展明顯具有歷史性 O 演生分析將在時間與歷史維度上，追溯書法的動態的

統一性。我們的分析將揭示，書法藝術的時間與歷史性乃整合於對書寫的 「舉止

意義」之解放。

二、書法之靜態分析

現象學的哲學關懷在於闡釋意義的本源 (origin of meaning) 。現象者，意義

之顯現也;某物顯示自身為某物 (Etwas zeigt sich als Etwas, something shows 

itself as something) ，乃現象內含的意義結構。(註 3)胡塞爾演示的典範分析將意

義溯源於現象中的「意義建構J (meaning constitution) ，而意義建構則歸因於主

體之意向性(intentionality) 作行之成就。意義建構之現象學分析包括動、靜兩

面。靜態分析旨在描述意義建構之結構環節，動態分析則勾勒其演生歷程。靜態

分析揭示的結構環節分為「能J I所」對應的兩端，能者即 「能思J (noesis) ，指

主體的意向性心智行動，所者即「所思J (noema) ，指經由這些心智行動而得以

建構與呈顯的意義。(註 4) I能思J I所思」互相對應，如是之「能」意向如是之「戶肘，

如是之「所」呈顯於如是之「能J '如知覺意向於所知覺，所知覺(作為當下存在)

經由知覺才能呈顯;回憶意向所回憶，所回憶(作為過去存在)經由回憶才能呈

顯 O 闡明某現象中能思、所思各自的特徵及彼此的對應關係，即對該現象中的意

義建構之靜態闡釋 O

以上概略引介了靜態現象學分析的基本規模，我們當下的問題是:書法現象

的 「能思」 為何?易言之，書法現象相應於何種主體意向行動?常言道:書畫同

3. Bernhard Waldenfels,“Abgeschlossene Wesenserkenntnis und offene Erfahrung," Der Spielraulη 
des Verhalte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amp, 1980), p. 86. 

4. Edmund Husserl ,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 hrsg. Karl Schuhmann, Husserliana Bd. 
III /1 (Den Haag: Martinus Nijho缸， 1976) , pp. 20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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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言則，書法是否經由「看」的活動而呈，顯?惟書法顯非具象圖畫，由是，書

法鑑賞莫非是某種類似觀看抽象繪畫的、純粹注意感性造型的「看」呢?抑或，

書法現象所要求的根本不是單純的觀賞，而是完全自成一格的「能思J? 若從另一

面考察，相應而言，書法現象之「所思」又為何?是徒具感性形式、高度抽象的

知覺對象?是單純形式性的線條遊戲嗎?顯然，解答這些問題，將有助於辯證書

法美學中諸多宛若自明的概念之有效性。我們以下將針對這些議題，逐步履行現

象學分析。

書法現象是一個多層次的、復合性的藝術現象 O 我們會先拆解其「所思」方

面的結構，然後以此為線索，進而勾提出與之對應的「能思」方面的意向性 O 先

需要表明的是，層次的拆解僅為論述上的方便，並不意味直接對存在或意義的奠

基次序有所論斷 O 首先談及的，未必就是在意義或存在上先行的，繼後談及的，

亦未必就是派生的。重點在於恰當分疏書法意義的復合性之條理，如實揭示其相

應的意向性，而不在於判定其「實然J 或「依理」的奠基秩序。

書法現象所呈顯者為何?首先自然浮現的答案是:書法作品。何謂書法作

品?書法作品是某種在知覺中展現的存在物;它具有某些與一般知覺對象 (per

ceptualobject) 無異的性質。例如，相對於不同的感官經驗，它會展現出不同的

感觸性質 視之則有象，觸之則有質感、間之則有味，諸如此類。上述事實顯

然易見，但同樣明顯的是，這些感觸性質並非同等重要 O 主導書法的意義建構者，

無疑是視知覺的內容 O 現代虛擬和複製技術精湛，書法作品純以視覺方式呈顯，

固然可能，甚至作品僅僅依此感觸性質而存在，也不難想像。(註 5)反之，不可見

的書法卻如同不可聽的樂曲一樣不可思議， (註 6)縱使我們可以構思出某些詭怪的

邊緣例子，這美頁想像的情況也似乎是屬於行為藝術的可能性多於書法藝術的實

踐 O

但值得注明的是，書法這種必要視覺性是異常簡約的，它往往是限定在幾種

特定的性質之上:主要構成元素是在二度的書寫平面上佈列的點與線:色彩變化

5. 關於由傳統書法藝術所延伸不同可能性的開拓，我們從 1999 年創辦，迄今已歷四屆的〈傳統與實驗書藝

雙年展}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中可以找到不少實例 O

6. John Cage 著名的 4'33" (1 952) 當然並非真的是完全無聲的作品，剛巧相反，演奏台上的靜默讓聽眾

發現聲音的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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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會出現，儘管鑑賞者可以看出墨色有焦、濃、重、淡、清等細緻差異，但

對比始終是高度克制的;同樣，筆觸的表現也是相對內斂的，傳統書藝更常強調

中鋒用筆與藏鋒為初學者的基本要領，追求如所謂「印印泥」 、「錐畫沙」、「屋漏

痕」的效果，而即使用側鋒以取研取態，露鋒以縱氣耀神時，也依然強調筆力凝

聚，卻非筆觸肆意外露的表現。最後，幾乎無庸言明的是，這些點線組合及其墨

色、筆觸變化，皆只著眼於在書寫平面上構成有趣味的視知覺內容。除了極少數

的情況外，書法裡的平面字符既無自然而然的表象 (representation) 功能， (註7)

其組合一般也非旨在於書寫平面上締造出表象三維實在的幻象效果。

書法作品這層視知覺物的含意是相對獨立的，它的呈現與建構只要求相應的

知覺行動 例如懂得保持恰當的觀賞距離、知道觀賞的重點何在、能夠將作品

與背景有效區分，等等。由此， r西方人可以不懂中文而欣賞書法」是完全可以設

想的。(註 8)某個觀賞者只要具備正常的視知覺能力與一定的文化常識，即使他不

通漢字，亦能對書法這層知覺含意有相應的理解 能夠恰當地建構出一個統一

的視知覺對象，並且能進一步把握和評價這些平面點線組合的審美趣味。(註 9)

隨著觀賞者本身的藝術素養與鑑賞能力之高下，他在知覺層面上對於書法作

品的把握和評價可以精粗不一:既可以相當膚淺、牽強附合，但也可以持平中肯，

甚至能見人之未見，對隱微細緻的形式美有所發明。基於此層相對獨立的知覺形

式美，書法美學的討論有時會強調書法之美的純粹形式性，然而需要檢討的理論

問題是，書法美是否僅具純粹的形式性?它是否如康德所說那類單純由紋飾的形

構而呈顯的「自由美J (freie Schönheit, pulchritudo vaga) 呢? (註 10)事實上，

7. 中文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與古埃及的書和兩河流域的模形文字並列。書藝論者往往順勢將書法美

奠立在圖象美、甚至象形美之上 O 持此見解的書藝論者多不勝數，然而，將漢字的歷史源頭追溯於「依

類象形」雖有文獻和考古根據，但如所周知，象形僅為 「六書」之一，而中文字中十居其八是形聲字。

〈說文解字〉全書收錄小蒙正體九千多個，其中屬形聲字者便超過八千，故此，形聲構字力之強大，實無

庸置疑 O 可設想的是，中文若無形聲及其他構字手段，而單靠象形，則其表達能力必會大大減損，甚至，

在眾多古老象形文字中，中文之所以能夠「碩果僅存J '或許也正因它擁有多種構字方式，而並非單靠「仰

觀天象、俯觀地文」而已。此外，象形漢字歷經時代演變然後定形，其外觀與原來所摹畫的事象實已相

距甚遠;不通漢字，固無法單憑其形而知其意，通漢字，亦已鮮有循其形而思其所指;因而無論通與不

通，辨識文字，進而觀賞書法之意識皆非觀賞圖畫之意識。由此，象形構字乃說明字源之原則，而並非

闡明書法美之原則。

8. 參熊秉明， {中國書法理論體系) (臺北:雄獅美術， 1999 '二版) ，頁 34 。

9. 在這個基礎，中國書法作品可以當作抽象繪畫般鑑賞。

10.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舟， hrsg. Wilhelm Weischedel , Die Werke lmmanuel Kan缸，

Bd. X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 p. 145 (~ A48/ 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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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書法作品的知覺形式美之相對獨立性，這並不能避免，局限於這個層次的鑑

賞始終只是對書法作品的抽象把握。就如，即使承認聽眾可以單從音色的優美上

欣賞一首歌曲，或依據外在的 façade 和造型來欣賞建築，這也並不意味歌曲之藝

術含意只在於其純粹聽覺的形式，或建築之美只在於其外在的造型。

書法作品並非單純的知覺存在物，而是具有援合的意義層次，而其複合性的

基礎在於，本來書家在書法創造時，就不只是旨在構作感觸層次的平面造型而已。

書法的點線構形不是任意的或單純追求平面造型美的組合，而同時是旨在結成一

個個的字符、寫出一行一行的字句，也就是說，這些組合是冒在意謂 (to mean) 

意義，它們指向超出感觸以外的、某個不可見的領域。簡而言之，書法是文字表

達，它是書寫。書法除點線構形外，還是字符組合，它既是可觀的，又是可讀的。

在觀者的閱讀活動中，書法建構它的記號性存在 (significative being) ，呈顯出

它相應的文字意義 O

書法作品具有文字記號|生一一這難道不是再自明不過的嗎?書法畢竟是書

寫，書寫當然旨在通過製作出肉眼可見的字符，以意指及傳達肉眼不可見的意義!

確實如此。但同樣相當明顯的是，書法不是一般的書寫，書法作品的鑑賞也不是

單純的文本閱讀。書法與書寫雖然同為文字意指系統，但兩者不論在「能指」

(signifier, signifiant) 一面，或是「所指J (signified, signifié) 一面，皆有關鍵

的差異。借用傳統現象學的術語言之，書法涉及跟書寫不一樣的「意向關聯」

(Intentionale Korrelation) 0 

就「能指」 一面而言，書法與書寫雖然皆使用文字或者字符，然而字符在三

者當中有著迴異的現象性格 O 在一般的書寫中，字符近乎是完全消融在呈顯「所

指」的功能之中。書寫流暢，則作者的意向焦點便完全在於意義的陳構和表達之

上，他寫下所謂 「他的思想J '而無需著意於字符的形構與選取 O 相應的，在正常

的閱讀中，讀者也一樣無需關注字符的外觀 O 他的心思直接穿過文字，專注於理

解它所表達的意義。(註 11)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一般的讀寫狀況中，文字似乎應該

如同鼻樑上的眼鏡那樣，保持「透明」 、隱匿，才算是理想的意義傳達媒介。海德

11. Edmund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帥， hrsg. Ursula Panzer, Husserliana Bd. XIX / 1 (Den 
Haag: Martinus Nijho缸， 1984), 2. Band, l. Te汀， pp.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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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分析日常性時指出，工具一般只有在贅餘殘缺時才惹人注目，同理，也只有在

偶發的反常狀況中 比如書寫工具出了毛病、字跡可讀性太低、等等 ，字

符的存在才會引起我們的關注，字符本身才會向我們顯現。反之在書法中，字符

雖也有所意指 宣紙上方圓折轉的線條、濃淡枯潤的筆墨組合的確是文字

，但書法字符在意指意義時，卻非但不隱匿自身，反而以十分獨特的方式讓

其存在閃耀，讓我們的目光為之攝引。

當然，對於書寫，我們也有刻意將焦點轉移在「能指」之上的能力。然而，

上述針對書寫的字符與書法的字符而指出的隱顯差別，卻並非僅為意向焦點的問

題，而是根源於兩額字符間不同的存在或現象模態。一般的書寫自然也關乎到形

構個殊、具體的字符，然而，在書寫的情況，真正發揮意指功能的卻不是這些個

體性的字符自身，而是超越這些經驗形構的某個普遍的、理念性的字符(ideal

character) 。這點胡塞爾言之甚詳。(註 12)例如，每個「日」字的具體書寫事例都

或多或少是型態各具 寬窄、高矮、正偏各有不同，然而，就如胡塞爾說德文

“Lδwe"(獅子)一字縱有無數用例，但這個字在德語中嚴格而說只出現了一次，

同樣， I 日」這個字作為能指在中文裡面也只有一個，它單一地對應於「日」這個

含意，屬於某種「理念形式」或「含糊的形態典型J (ideal forms or vague mor

phological types) ，(註 13)或者更吊詭地說，屬於某種 「精神的肉身性J (spiri tual 

corporeali旬， geistige Leiblichkeit) 0 (註 14)而能夠從樣貌繁多的「日」字的字符

與聲符事例中，辨識出同一個「日 」 字來，這類能力顯然屬於正常的中文使用者

必備的基本能力。(註 15)

12. Edmund Husserl , Formale uηd transzendentale Logik , hrsg. Paul Janssen, Husserliana Bd. XVII 
(Den Haag: Martinus Nijho缸， 197 4) , ~ 2, pp. 鈞一26.

l3.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口äischen Wissenschajt and die transzende仰的le Phänomeno 
logie , hrsg. Walter Biemel, Husserliana Bd. VI (Den Haag: Martinus Nijho丘， 1962) , p.368. 關於「理
念形式J 或 「含糊的形態典型J ' J acques Derrid且 ， Edmund Husse斤 's Or恕的 01 Geometry: An Intro
duction , trans. John P. Leavey, JR.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 89 , n92 

14. Edmund Husserl ,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仗， p. 25. 
15. 在這裡，理論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援引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洞見，嘗試徹底拇棄任何對「能
指j 同一位的前設。於是，對於具體的經驗實項之超越，便不再翻上一層為某理念實項之設定所抵消。

字符之所以擁有某個特定「值J '完全是因為其在所屬記號系統內與其他記號間的差異性: I 日」之為 「 日」

端在於它能充份與「日」 、 「月 」或「 目」等等字符有所區別。參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 trans. Roy Harris (La Salle: Open Court, 1992), p. 117 f 然而，胡塞爾與索緒爾的記號理
論之評價是遠超出本文範圓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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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一般書寫中，字符的眾多個別的、具體的性質一一它的構形結體、

筆墨線條在提按徐疾中的動感和節奏感、乃至行列間的氣韻、整體的縱橫佈白等

等 ，皆無關於發揮意指意義的功能註 16)在書寫中，作為個體的字符可說名

符其實地是“in-significant" 。而恰巧與此相反，上述種種元素在書法中卻顯然至

為關鍵。

書法要意指如此之 「意境J '就必要透過如此之筆墨形構。個殊的書法字符正

是在其具體感知內容當中展開其「能指」的功能。具體的、此時此地的個體字符

沒有被超越，反而自身成為「意指」的重要根據。每個字符彷彿都是不可替代的，

每篇書法彷彿都是獨一無二、不可重覆的。對於這種依於物質的、感觸的存在的

單一性 (Singularity) 之強調，使得書法在存在模態上近於繪畫與雕塑，而遠於

小說或電影;甚至某程度上，書法比繪畫與雕塑更加不可重覆，其創作更完全地

是一次性的事件。(註 17)我們可以鑄造出另一尊相同的雕塑，重畫同一幅繪畫，而

要再寫出同一篇文章，更加是輕而易舉的事，更且，上述藝術類型的創作過程中，

修改、斷續、逆反乃司空見慣，並非特例:與此相對，書法創作則強調不可逆反、

重視一氣呵成，以至在許多時候，我們嚴格來說無法重復寫出同一篇書法。

總、括而言，在「能指」方面，書法與書寫有著根本差別的現象性格。書法的

「能指」是在經驗字符底具體個體性中開展，後者在知覺中呈顯出的每個感觸細節

皆具有意味 (significant) ，它們滲透著書法整個的意指系統，仿佛要意味如此這

般的意境，就離不開呈顯如此這般的筆墨 O

書法字符的意指功能不離於其個體性的具體筆墨構形，而反過來說，亦意味

書法經驗的知覺性不離於其讀與寫的記號性。知覺之即是閱讀之，閱讀之即是知

覺之，作為「閱讀的知覺J (a reading perception) 或「知覺性的閱讀J (a percep-

16. 現象學雖然致力於去除預設，但其概念描述與理論架構亦難免依賴傳統提供的語詞和概念，用 Eugen

Fink 的著名說法，現象學描述總有其非論題化的「操作性概念J (operative Begriffe) 。誠如一位匿名
審查者指出 ，本文在描述書法現象時反覆使用了「氣」、「氣韻」、「氣象」等傳統概念，而並未加以論題

化的解釋。事實上，對於或會引發類似的詰難，筆者在行文時雖已有所憂慮，但由於本文使用這些概念，

原來只欲藉其相對自明的含意，以點出相闊的現象，而並非以之為基礎，建立本文理論的主要關節， 古文

筆者最後並末刻意迴避此等素樸的概念使用。傳統書藝中的「氣」的概念，乃書法現象學的進一步反省
的重要課題，這自不待言。

17. 不少書法美學的論者會提及書法創作一氣呵成性、不可重複的一次性的特點，例如棄秀山， (書法美學引

論) (北京:寶文堂書店， 1987) ，頁 94-101 '並常常進而將書法藝術與表演藝術如音樂演奏、舞蹈等相

提並論。但書法並非直接就是「時間性的藝術J '詳見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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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al reading) ，書法經驗較之書寫經驗更具有知覺與記號的雙重性，或者我們可

以這樣說，書法的「能指」恰巧發生於這個雙重性不再是截然兩面的地方，它恰

巧開展於理念與感性糾纏交織的空間中。(註 18)

對應於書法的「能指」的複合性，其「所指」一面一一書法的含意、意蘊一一

也有著同樣的曖昧性格，也同樣是既與書寫類似，又與書寫有著關鍵的差別。然

而，如何正面闡明書法這種曖昧的含意?書法所表達的到底是什麼?若在傳統書

藝討論中尋找答案，則我們會馬上碰到諸如「氣韻」、「意境」、「神采」 等等一整

組饒有趣味、但又甚難掌握的概念。以下，我們會嘗試動用一些較嚴密的現象學

理論，直接針對書藝現象本身作分析，以澄清當中所彰顯的意義維度的獨特性，

並對上述傳統用語提出一概念解釋。我們動用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胡塞爾及梅洛

龐蒂現象學中對於表達 (Ausdruck ， expression) 的研究。

在〈第一邏輯研究〉的記號理論中，胡塞爾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學區分，

即「指號」和 「表達」之畫分。(註 19)在指號情況，記號是一個實存物，它所指示

的則是男一個實存物 (actual existence, wirkliches Daseiendes) ，例如，實存

的煙指示實存的火，煙是火的指號:反之，在嚴格意義的表達中(例如語言表達) , 

記號則不是單純指示某個實存物，而是意謂 (to mean, meinen) 某個非實存的、

理念性的意義(ideal meaning, ideale Bedeutung) 。正因為表達有別於指號，故

此，即使一個非實存的 (non-existed) 、例如想像中的語音也完全足以表達意義，

而意義則是足以跨越無數多的表達實例而維持其理念同一性，並能夠一再被重新

作出的表達實例所意謂。

胡塞爾在這對區分上著力甚深，然而，顯然易見的是，在具體的語言溝通活

動中，表達與指號是互相糾纏的:講話在傳達某些概念內容時，必然須訴諸具有

節奏起伏、音調抑揚、話速徐疾的發音，並伴隨著種種有意或無意的、或相干或

不太相干的表情、姿態、手勢等因素;同樣，文字一一至少在自然書寫中一一也

必然牽涉到力度、筆跡、行列風格等等因素 O 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回溯於說者、

18. 關於閱讀作為書法經驗的建構性元素及其積極功能， Robert E. Harrist 在藝術史層次上有詳細的探討。
Robert E. Harrist,“Reading Chinese Calligraphy," in Harrist and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注raphy 介om the Johη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 Prin 
ceton University, 1999), pp. 3-27 

19. Edmund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 pp. 3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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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者的身體性。實際溝通中的語言和文字總是伴隨著一些身體表現，並因而與身

體本有的「自然表達力」糾纏。這個表達的身體維度，我們可稱之為「演示的肉

身|生J (performative corporeality) 0 (註 20)

在〈第一邏輯研究〉中，胡塞爾便已注意到語言表達中「演示的肉身世」的

維度，然而，胡塞爾始終認為，對於表達和所表達的意義而言，它們只是一些外

在因素，上述的糾纏只是適然的狀況，依據胡塞爾自己的堅持，這些因素只能被

歸為指號，它們只是指示出說話者的某些實存的身、心狀態乃至其實存的社會、

文化背景，卻與意義以及真正能夠意謂意義的表達，本質上並不相干。

關於胡塞爾的這組區分之實義，學界有不同的詮釋，但大體學者皆承認，兩

類記號現象的關係遠較胡塞爾所想的來得糾結 O 平常的語言活動不僅無法抽離肉

身演示的維度，而且其意義建構也無法與後者隔絕:我們如何說某些事情，不但跟

我們說些什麼同樣重要，而且或多或少，它連帶構成了我們真的說了些什麼。「說」

的肉身活動不僅是一個工具般的中介過程，導向一些外在的、既成的「所說」。

由此，若真體考察，則概念與概念間的連結便只是表達的意義的一個抽象片

面。在某些語用場合，這個片面會被剝出變成我們專注的焦點，甚至會被當作是

主導當下某個語言表達的最關鍵的靈魂核心。但事實上，這個抽象片面是最在一

個生機活潑的整體之內，交織於層層非概念化的、經由個別肉身演示所體現而無

法一再重覆的意蘊當中的。以後來梅洛龐蒂的術語言之，我們不應把語言表達及

其意向性化約為單純思維層次上的事情，歸根究底，表達也是肉身舉動 (bodily

gesture) ，其意義建構是裹在肉身的祠密中的意義建構。由此，表達除了「概念意

義J (conceptual signification, signification conceptuelle) 外，還有所謂「舉

止意義J (gestural signification, signification gestuelle) 0 (註 21)

20. “ Performative corporeality"是我的用語，就功能上的區別，肉身性在四個向度上介入表達的活動: (1) 
它為語言表達提供必要的「物質性的實現J (materialistic realization) ，例如振動空氣以成語音，刻記
符號以成文字。 (2)它將語言表達定鍋 (anchoring) 在世界之中，通過如手指的指示動作，為具體語言溝

通不可缺少的指索詞(indexical terms) 設定理解的脈絡。(3)它是伴隨著語言表達的肉體演示性 (perfor

mativity) ，例如表情、姿態、手勢等等。 (4)肉身性表現和演示自身可以締造出某種平行語言的非語言性

的表達，肉身可以從「語言的身體」的角色解放，以成就「身體的語言J (langage du corps) 。我的區
分源自瓦登爾菲 (Bernhard Waldenfels) 的構想，但他對於“intralinguistische" 、“semilinguistische" , 

“paralinguistische"和“extralinguistische Körperlichkeit" 的區分較為形式化。Bernhard Waldenfels, 

Antwortregist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pp. 466-477 
21. Maurice Merleau.Pon旬，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ρercψetion (Paris: Gallimard, 1998),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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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舉止意義基於肉身的自然表達性 (natural expressiveness) 。肉身不

但是知覺與行動的自然資具 (organs) ，能夠讓我們認識與改造周遭事物，它還是

我們自然稟賦的表達媒介，足以讓我們語言手段以外抒情傳意。當然，我們的表

情、姿勢、舉手投足並非總是意義自明的自然記號一一這點人類學的田野考察言

之甚詳，然而我們也不應忽略，約定俗成的記號系統同樣不是自爾有效的。如梅

洛龐蒂所說 r約定俗成是人與人之關係的後起形態;它預設了某種較原初的溝

通手段，而語言必須被重新置放在這種溝通之、流動當中J 0 (註 22)若語言學習、恰當

翻譯、親身對話等語言現象並非不可能，亦非不必要，則在既成的、正式的記號

系統之外便不會是一片空白，而必須存在著某種寓居於肉身舉動當中，隨其自然

表達性而展開的意蘊 o

舉止意義在肉身的演示中發生，在語言的感性形構中沉澱，在說話事件的字

裡行間彌漫 O 至少，就原生的、創造性的言說(Ie parole ongmai間， original 

speech) 來說， (註 23)舉止意義是第一序的，內在於(immanent) 言說的感性形

態一一其語音、節奏、韻律、仰揚頓挫的每個細節變化一一之中的意蘊，而超離

於記號的概念意義則是第二序的，它是承接舉止意義而進一步確立的。概念意義

無法將舉止意義完全翻譯與吸收，也無法完全擺脫後者之居有 (habiter) 0 r舉止

意義內在於言說之中，而概念意義則是從舉止意義透過某類去除 (pr已l色vement)

而形成的J 0 (註 24)

針對舉止意義的內在性，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ρercφetion) 將原初的言說妙喻為吟唱:說與唱皆為身體動作的獨特的可能性，

即通過發聲器官的巧妙使用，一且成功使聲音進入某種風格化的陳構之中，則某

種前概念的意蘊便會隨之突然從感性的世界內裡散發出來。意義首先不是純理念

化的存在，而是寓於語音的感性細節之中 r語詞、元音、音素實為吟唱世界的

眾多形式，而它們表象事物的功能並不 [ ...... J 基於客觀的相似，而是由於抽繹

22. Maurice Merleau-Ponty，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ρercψ的帥， p. 218. 
23. Maurice Merleau-Ponty，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ρerc吵的仰， p. 208 , nl.梅洛龐蒂又稱之為 「本真的言

說J (parole authentique) (參 Maurice Merleau-Pon旬，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etion , p. 207 , 
n2) ，即所謂進行 「首次陳構」的言說。梅洛龐蒂的例子包括「兒童牙牙學語、戀人抒訴衷情， r首個說

話的人』、或作家與哲人覺醒前於所有傳統之原初存活」的言說。

24. Maurice Merleau-Ponty，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ρercψetioκ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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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情感本質。 J (註 25) I在某語言中，元音主導，或在另一語言中，輔音主導，

以及結構性的和語法性的諸系統等，這些都並非代表著，眾多對於單一與同一個

觀念的任意的、約定俗定的表達方式，而是代表著，人體吟唱世界頌歌，以及最

後，是人體去親歷這個世界的多種方式。 J (註 26)

〈知覺現象學〉對「舉止意義」的分析是集中在言說 (parole) 之上，但梅洛

龐蒂的主要洞見對文字現象也同樣有效。書法之於書寫、文字，便猶如吟唱或詩

歌之於言說 O 若說，吟唱是針對語音的舉止意義的藝術，則書法便是針對文字的

舉止意義而形成的藝術。兩者皆關乎身體以其舉動，內在於聲音或字符最個體的

感觸形態中，形構出某種前概念的意蘊:當然，吟唱較直接訴諸身體的自然表達

力，故至其極端，可以出現如爵士歌唱藝術中的 scat 技巧那類全以無意義的音節

構成樂曲的做法，即完全回歸到人聲純粹的自然表達性上。書法則始終以有意義

的字符作中介，是較為間接的身體表達，若脫離字符，書家的手勢所形成的，便

只是筆墨遊戲，或只是舞蹈 O

說書法不離字符，是消極的講法，關於字符對於書藝的正面意義，有待演生

分析之闡明。我們先從上述的靜態的現象學分析總括出幾個要點:

(1)書法現象就其「所思」的結構環節而言，它不但具有感觸事物的知覺性，也同

時糾纏著文字的記號性 O

(2)書法作品作為文字與記號層次的存在，可進一步從「能指J I所指」兩面闡釋。

就其「能指」一面而言，書法與書寫有別，它意指意義的功能不離其字符的最

纖微具體的感觸知覺內容，突顯其個體性的經驗字符自身承擔起「能指」的工

作。

(3)就其「所指J 一面，書法作品藉由這種特殊的「能指」所欲表達者，並非超離

感觸領域的、概念化的意義，而是前概念的、在每個肉身動作的個別演示中孕

育與滋長的「舉止意義J 0 

(4)建構書法的意指系統的書法經驗 書法現象之「能思J '相應地亦是交纏於雙

25. Maurice Merleau-Ponty，戶hénoménologie de la ρercψetio仰， p. 218 梅洛龐蒂原文脈絡中強調「情感
本質J (I'essence 已motionnelle) 或「字詞的情感意義J (Ie sens 吾motionne!) 。但顯然，關鍵並不在於

「情感」與「理智」的對舉，反而是在於這類對舉之破除。當然我們是從概念化的、被思的概念意義，回

溯到前概念的、親歷的舉止意義之上，但後者特點卻正是意義之於感觸形構的內在性。

26. Maurice Merleau-Ponty，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ρerce少的仰，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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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意向性中開展。它既是意向於不可見的記號活動，但同時也是意向於個殊

感觸可見的知覺經驗。它是知覺的閱讀，也是閱讀的知覺。

三、書法的動態的演生現象學分析

先前的靜態分析闡明了書法現象的結構環節的獨特性。然而，靜態分析只是

對於現象的一個橫切面上的分解。整個書法現象內含結構環節不僅是靜態對列，

而是在一個具體的歷程或事件中動態地演生與統合的。書法的創作活動固然牽涉

到時間中具體發生與開展的身體動作，進一步更關涉到書家個人及整個書藝傳統

的歷史性，男外，書法創作成果(書法作品)自身便已具有相當微妙的時間性格，

致使在書藝美學討論中，書法常與音樂、舞蹈等藝術相較，甚至因此被視為時間

藝術 (temporal art) 的一種。

故此，我們的分析必須推進至一個動態的、演生的層次，方能對於何謂書法

現象，達致較為透澈的現象學把握 O 以下的分析會先從書法作品入手，在初步閻

明其時間性格後，我們會再進一步追溯書法創作活動之時間性及歷史性。

仟)書法作品的時間性格(註 27)

張懷璀喻書法為「無聲之音」、(註 28) 宗白華指書法裡「貫穿著舞蹈精神」、(註 29)

葉秀山視書法為「紙上的舞蹈」、「凝固的舞蹈」一一位 30)在歷代的書藝議論中，書

法與舞蹈、、音樂之類比十分普遍，而且，書藝歷史也提供了不少書法與音樂或舞

蹈互相啟發的實例， (註 31)佐證書法與時間性的表演藝術的密切關係。然而，書法

無法否認始終是平面的、靜態的藝術 O 故此，縱使上述的親和性存在，它所標示

27.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Laokoon: oder über die Grenzen der Mahlerey und Poesie. Mit 
b砂lä咐gen Erl伽terungen verschiedener Punkte der alten Kunstgeschichte (Berlin: C. F. Voß. 1766), 
Erster Theil. XVI , pp. 68 ff 

28. 見張懷璀， <書議): I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查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

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收於黃簡編， {歷代書法論文選) (上

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4) ，頁 133 。

的.宗白華， {美學與意境) (臺北:淑馨出版社， 1989) , <中國藝術表現裡的虛和實> '頁 323 。

30. 葉秀山， <說寫字。葉秀山論書法)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頁 212 0

31.著名的有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或懷素夜間嘉陵江濤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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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過是一個有待解明的謎題，而並不是已經完備的答案。我們的困難在於，

如何恰當地理解這種類比的基礎:或者說，如何準確掌握書法作品的時間性。

要釐清書法作品的時間性格，我們必須先理解何謂「時間藝術J (temporal 

art) 。西方藝文論述歷來有 「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 的對比，例如萊辛 (Lessing)

即以此區分詩、畫，認為畫之特質，在於摹狀各部分在空間中共時並存 (co-exist)

的可見對象 (object) ，而詩的特質，則在於表象各環節在時間中相續 (successive)

而生的行動 (action) ，萊辛的對比為後世美學所承接，惟多以音樂為時間藝術的

典範，而到了二十世紀，電影藝術興起，也有論者以之為最貼近時間如何運作的

藝術類型。(註 32)

猶如其他藝術類型學概念一樣， I時間藝術」並非吟域清晰，意義明確的概念。

然而在其多重含意中， (設 33)有兩點因為直接涉及「時間對象J (temporalobject) 

一般的存在模式，故而是最為根本的: (註 34) (1)首先，它的同一性(identity) 一一

這個對象之為這個對象 是內在地受其佔據時間廣度 (temporal duration or 

extension) 所規定的 o (2)其次，時間對象的各個構成部分是歷時性的 (dia

chronic) 。而恰巧在這兩點上，書法都顯示出迴別於音樂或舞蹈這類嚴格的時間

藝術的特性。首先，對音樂與舞蹈而言，作品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經歷了多久，

明顯皆於其的意涵及身份，至為關鍵。(註 35)反之，書法作品的同一性顯然不受其

時間廣度之影響。(註 36)其次，當樂曲的某個音符響起，上一個音符便可說已經消

失，而下一個則可說還未來臨。一首樂曲的每個部分前後相績，相繼而生，相績

而滅，並由此是歷時的;樂曲隨著第一個音符開始而發生，隨著最後一個音符的

32. Gotthold Lessing, Laocoon. XVI , XX; Jerrold Levinson and Philip Alperson,“What is a Temporal 
Art?"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ρhy ， 16.1 (1991) , p. 439. 

33. Levinson 與 Alperson 的分析就針對對象、經驗和內容三個向度，分疏出「時間藝術」十四個可能的合

意。 Jerrold Levinson and Philip Alperson,“What is a Temporal Art?" p. 446. 
34. 以「客觀性」或 「客體性J (objectivity) 理解或規定作品的存在 (being) 當然並非自明恰當的，我們這

裡只是為行文方便而沿用習常的術語，不意謂素樸接納這類術語隱含的存在假設 O

35. 有趣的是，即使連 John Cage 的 4'33" 這類罕見的極端例子，也在標題上間接承認了時間廣度與音樂作

品同一性的內在闢係。

36. 書法作品是物質性的存在，它是經歷創作而產生，亦會經歷自然或人為的毀敗而消失，但這種「生成有

時、毀敗有時j 的時間規定，顯然與書法作品同一性無內在的閱(系。同理，考證出某書法作品出於此時

而非彼時，雖然會影響這件作品的年代、學派或作者的歸屬，但不會讓眼前這件作品變成另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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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而完成。(註 37)反之， 一篇書法作品的各個組成部份則不是歷時的，而是共時

的 (synchronic) 。誠然，我們也可以以字符接字符、行接行的方式，透過經歷相

續呈現的「偏影J (Abschattungen) 去觀賞一篇書法作品;甚至，這種綿延地開

展的觀賞活動對真正體會書法的藝術意趣是必要的。但我們原則上總是可能(例

如在適當距離)概覽整篇書法作品，而即使受現實條件所限，一時無法綜覽全幅

作品，我們也預期可以隨意觀賞或重新眾焦於作品的任一部份，而無需服從特定

的順序，這意謂，書法的每個部分實則上皆被理解為共時的，即「同時於當下在

現J (co-present) 的 O

由上述兩點對比可見，書法並非嚴格的時間藝術 o 然而，難道傳統書法美學

中書法與音樂、舞蹈的類比，皆為無稽之談?在鑑賞書法作品時為筆墨線條的剛

健、 1阿娜、飄逸、蒼勁等動態美所感染，為其行列間的波瀾跌若而心弦扣動，乃

至為其超脫字形之前申采、氣韻所吸引，難道皆為子虛烏有之事?的確，書法作品

並不直接包含其時間廣度之規定，其個別組成部份亦非歷時地存在，但同樣無可

否認的是，書法作品觀賞經驗確實涉及某種動態的整體之把握:書法作品的每個

字符與每部分的筆墨構形並非被當作只是偶然地結聚在紙張的平面之上，而是被

視為在一氣呵成的運筆當中，首尾相應，上下銜接的、所謂「相管領」的環節。

每一筆新的點、畫、撇、撩皆一方面凝眾與回應先前的筆墨，另一方面又呼喚出

後繼的筆墨;而每個字符之所以為如此寫出的這個字符，必須牽涉到它在整篇書

法的動態整體中所佔的地位，就如每個音符之所以為這個音符，必須牽涉到它在

整首樂曲中的位置一樣 O 書法作品具有某種動態的、可謂 「準時間J (quasi

temporal)的性格。這種準時間性格並不預設異常出眾的鑑賞素養，只需一般的

書法欣賞經驗，即可印證 o 困難不在於經驗之，而在於概念地掌握之 O

然則，書法作品是如何建構其準時間性格?要說明書法作品的時間性，我們

不能單純訴諸書法作品之抽象的知覺特性，而必須回溯於其具體的記號存在 O 書

法作品的時間是彰顯在對作品的閱讀的知覺之中 O 平面的筆墨構形之所以能呈現

出時間的律動，書法的文字記號性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點使得書法作品有別於

37. 當然更準確地說，在時間對象的知覺巾，每個新的「現在J (Jetzt) 的呈現並沒有單純揖消它的過去。事

實上，剛剛經歷過的「曾經J (Soebengewesen) 必須以某種模態保留在「現在」之中，否則，對於在時

間中延續的對象一一例如一首樂曲 的知覺將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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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繪畫 (action painting) ，或某些受書法啟發的抽象繪畫。這類畫作的確能夠

展示出繪畫行動的效應 I能畫」的行動之急躁、舒緩、靈巧、沉重等整體風格，

構成了「所畫」的部分乃至全部內容 O 然而，書法作品除了能夠表現創作行動的

籠統風格外，還能進一步細緻地呈顯出筆墨具體運行在時間中的分節陳構 (tem-

poral articulation) 其遲緩疾速、其停駐流連、前後顧盼、其婉轉曲折等，

而其細節變化之豐富，甚至能讓觀者宛如重臨創作現場，目睹書家運筆的真實過

程 o (註 38)這是如何可能的呢?書法作品若要呈顯上述的時間陳構，則書法鑑賞便

必須遵從某些特定的規範，以特定的範式進行其知覺活動，讓知覺內容在一定次

第順序的歷程中鋪陳展開 O 這個內在規範，主要是來自中文文字的讀寫傳統。

正由於書法知覺是滲透著文字傳統的軌約，於是，即使面對行列最整齊、章

法佈白最均稱、書體最方正的書法，我們也不至將之簡化為在靜態平面上的單純

點線組合，只懂得欣賞其空間上的構圖、設計與裝飾趣味。漢字的閱寫習慣使得

我們自然而然便會懂得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地欣賞每個字符的結體、運筆，由上

而下地追隨其行列當中的氣韻律動，由右而左地聆聽行列與行列間的前後呼應，

品味整篇虛實佈局的意趣。(註 39)

中文文字傳統之讀寫規範是漢字書法作品得以建構其時間性格的基礎。但光

是這個必要條件，仍不足以充分闡明此獨特的時間性的產生。首先因為這些讀寫

規範是普遍規約著我們一般的漢字經驗，當中自然也包括明顯與書藝無關的印刷

品之類的閱讀。其次，每個文字傳統或多或少皆有其約定的讀寫規範，但並不見

得每個文字傳統皆有書法藝術，而即使有相應的書藝傳統，也不一定發展出漢字

書法類似的時間性格。例如英文也有其書藝傳統，然而其書法作品卻是著重平面

空間上的形構和筆觸的意趣，而並未強調時間中綿延和動態的美感。

所以，漢字讀寫傳統的規範只是必要的基礎。書法作品自身也要呈現出一定

感知形態與組織，方能在書藝鑑賞的閱讀性知覺中建構其時間特性:筆墨線條必

38. 如姜愛你賣書譜〉中所言 I余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日剖，收於于玉安編， (中

國歷代書法論著匯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9) ，第 5 冊，頁 9 。

39. 學界提到中文「筆順」與漢字書法藝術的時間性或動態美有關者甚多，例如傅申， <論漢字書藝及創新取

向) ，頁 8 ;王波， <論書法藝術的時間性) , (台州學院學報~ , 26 .4 (臨海: 2004) ，頁 83-85 ;傳合遠，

〈論書法藝術的時間特性〉川書法研究~ , 5 (上海: 1996) ，頁 39-42 ; Lothar Ledderose,“Chinese 
Calligraphy: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η~en的tions ， 17.10 (1986) , pp.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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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有運動的綿延感，氣韻流通，筆斷意連:筆與筆之間需有承上啟下的應接，

呈現出筆意流動的方向;點畫的輕重、疾遲、歌側、對比，須有流暢自然的分節，

以呈現出筆意的節奏，甚至能夠進一步透過細緻組織和曲折變化，抒發相應的情

感。整體言之，筆墨的感性形態必須宛如吾人的肉身表達一般，能夠藉由可見的

姿勢、以體現某種筆墨以外的「筆意」 一一或者暫且說，體現某種不可見的「書

法意向性J (calligraphic intentionality) 。

上述的「宛如身體性」 當然並非新穎的觀念，它蘊含在傳統書藝論評對於身

體結構(如筋骨血肉卜體態(如豐映、瘦硬卜擬人詞彙的明顯偏好當中。(註 40)

然而，問題不在於事實上 (de facto) 的確認，而是在於其可能性的理上 (de jure) 

的依據。將書法的筆墨線條經驗為宛如在時間綿延開展的，表現出節奏、韻律意

趣的身體運動 這究竟如何可能?

依據先前的分析成果，我們不難找到回答上述問題的方向。先前我們指出，

書法鑑賞乃閱讀性的知覺，與此對應，書法作品呈現出舉止意義，而舉止意義則

源自肉身表達活動之演示性。由此，書法作品具有準時間特性，其筆墨組合呈現

出宛如身體動作般動態統一牲，便並非偶然，而是內含於書法創作作為肉身表達

活動的意向之中的。書法創作之為書法創作，正因它「旨在」將其肉身動作展現

在書寫當中，而不僅以之為實現書寫、建構概念意義的外在手段。更準確地說，

宛如肉身動作的筆墨表現乃肉身的揮運書寫動作之痕跡 (trace) ;書法作品的準

時間性，乃書法創作的肉身時間性在因果性與意向性的糾纏下的烙印。

本文的最後一節嘗試勾勒書法創作自身的時間性與歷史性的特點 O

已)書法創作之時間性

書法創造是人的意向行動，因此，它具有與書寫及其他人類意向行動一般無

異的時間性格。例如，它不是單純在自然時間中發生 (happen) ，而是在行動的時

間中、按一定的意義矢向和目的導引而展開 (unfold) 的;它的構成部分並非簡單

40. 典型例子如清人主樹《論書剩語﹒結字〉說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備

而後可為人，缺其一，行尸耳。」收於崔爾平編， (明清書法論文選) (上海:上海書店， 1994) ，下冊，
頁 596 。關於這種人體論偏好的形成和歷史發展，張忠良有詳細的思想史研究，參張忠良， <傳統書論中

的筋骨肥瘦概念> ' (高師大國文學報) , 2 (高雄: 1995) ，頁 145-173' 以及張忠良， <中國傳統書論中的

人體思維〉川通識教育學刊) '4 (桃園: 2000) ，頁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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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鋪陳的項目 (items) ，而是互相蘊涵的行動環節 (moments) 每個「現在」

不是僅僅一個接一個地相繼出現，而是在行動意向瞻前顧後的貫串下綻開，一方

面承接其「過去J '一方面籌畫及開啟其「將來J 0 

然而，書法既非一般的意向行動，也非一般的書寫，而其獨特之處在於，其

時間性與肉身活動有著異常密切的關係:在書法的創造活動中，上述的「承接過

去」和「籌畫及開啟將來J 的時間建構，皆是履行於身體性的中介之中。書法的

時間性是一種高度身體化的時間性 O

就籌畫未來的意向維度來說，傳統書藝議論雖有「意在筆先」之類的技法提

示，但所謂「筆意J '卻顯然不會是絕對先行和獨立於肉身動作的表象 (Vorstel

lung, representation) 或思想，而頂多是內在於肉身動作中的統領與調節力量。

書家絕非先在心靈浮現字符的確定形象和寫法，然後才巧手將之摹寫下來，正如

演奏家並非先存音像，然後才透過樂器將之複製於物理的聲音世界，而舞蹈家也

不是對於動作有早已了然於心的圖作，才利用身體動作將之外顯演示。筆意既不

是先行的理智規劃，肉身的揮運動作也不是後來的實現過程，就像梅洛龐蒂常說

那樣，存在著一種寓於「肉身行動當中的思想J ' (註 41)一種「肉身的意向性J '致

使書家書寫時的每個新的舉動，彷彿皆不過是其己然的肉身運動中內含的自然趨

向的繼續延伸，彷彿所謂書法的意向或筆意，皆不過是身體的物質動能的自然繁

衍而已 O 以中國思想傳統的用語言之，在書法的創造性書寫中， I意J I氣」是相

即相連的:我們不知到那裡為止，只是身體底自然之氣的運動，又從那裡開始，

突然泛起形外的意韻、神采。

誠然，這種自然與精神交融的關係並非書法所獨有，而是人類肉身行動一般

的特性。但書法所關涉者卻超越於一般的肉身領域，並能將整個活生生的交融關

係，結晶在一個可見的作品之中;不只狹義的身體運動，書寫工具作為書者身體

的延伸，其物質性也同樣介入了書法時間性的建構。首先如不少論者提到，書法

作品上的筆墨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不過就是書者運筆變化之因果效應。通過中國

傳統的書寫工具(毛筆與紙)的物質特性，書者揮運的輕重、疾緩、提按等等纖

41.梅洛龐蒂特別就言語的表達行動，論及某種“pensée dans la parole" 0 Maurice Merleau-Ponty , 

ρ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φetio況， p_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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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變化，皆相對精確地直接記錄在書法作品的筆墨形態之上 O 這種書寫媒介對於

書者身體動作之敏銳反應，是讓書者的身體意向之所以能夠傳遞至筆墨上，形構

造型以展現肉身底舉止意義的物質條件。其次，除此基礎條件外，書法的筆墨運

動亦刻刻處於與紙筆的自然性勢的互動之中，所謂「筆有自然之勢，順筆之勢則

字形成，盡筆之勢則字形妙」、(註 42) í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

勢逅相映帶，無使勢背J ' (註 43)其或「順」或「背J '所牽涉的層次可以是相當基

本的:書者運筆一氣呵成，然而其中每步究竟如何行止 其或逆或平、或頓或

蹲、或疾或澀 卻顯然並非任憑書者的意向單方裁決，而必然滲透著毛筆的軟

硬、紙的乾濕、墨的枯潤等等具體包圍著書法行動的自然性勢之影響 O

另一方面，就承接其「過去」的維度來說，書法的時間建構也是不離於身體

的中介。書法就如演奏或舞蹈這類表演藝術，每個當下的創作都是過去長期的身

體訓練的成果;宛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的筆墨運動，其實是身體精熟後的表現。

書藝的自然可說皆為「第二自然J (second nature) ，也就是說，是源於反覆演練

後的身體的「習慣化J (habitualisiert) 。就如掌握其他身體技巧的情況一樣，時

間的作用會讓掌握了的身體動作模式沉澱成為身體的習慣，它是身體既然的趨向

和潛在能力，可以被書家一再實現，並在實現時重新形塑。由此，每次書法創作

可說也是書家的書寫身體的重新打造，原來遺忘了的再次被熟悉，原來不可能的

被開拓成為可能。

(=)書法創作的歷史性

然而，書者的身體不僅中介著個人層次的過去，使其過往的訓練在當下的書

寫中發揮作用，其身體記憶也同時積澱著書法自身的歷史過往，乃至其肉身書寫

活動自然而然便滲透著書法歷史之作用 O 這裡所說的書法歷史，當然不是指記錄

一幅接一幅的書法作品的作品清單，或只是記載著名書法家的師承行狀的年表傳

記，而是指較之更為根本的、由每位書者之傳承與開拓而建構出的身體技藝 (body

technique) 的歷史。這段書法歷史包含了過去無數書法家的肉身表達的努力與嘗

42. 湯臨初， <書指) ，收於崔爾平編， <明清書法論文選) (上海:上海書店， 1994) ，上冊，頁 388 0

43. 蔡皂， <九勢卜收於黃簡編， <歷代書法論文選)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4)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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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他們的意向性凝聚為一幅接一幅的作品，結晶在一道接一道的墨跡之中。通

過臨摹前代墨跡，書者在當下重活 (reactivate) 那些已成歷史結晶的書法意向:

重覆的身體練習浮取出固化在書法作品內裡的「筆意J '並將之提煉成為自己的能

力;此能力讓書者能夠面對新的表達任務，並藉著新的書法創造，也就是說，藉

著自己的身體表達的努力和嘗試，書者讓所承接的、已往的書法意向朝向未來伸

延。書寫身體的重新打造與開拓，因而同時就是以身體行動繼往開來、建構書法

歷史的過程。(註 44)

當然，書法不僅是一般的技術 (techne) 訓練，其歷史也並非只有技藝的傳

承。在中國的人文傳統中，書法具有近乎與身體同樣繁多的功能與含意。首先，

就如其他身體技術(例如技擊、靜坐等等)一樣，書藝除了是身體能力的訓練外，

還可以進一步有養氣凝神、陶冶性情、人格與精神修養等等功能。中國傳統向有

身心互通、由藝入道的想法，由此，身體技術往往延伸至身、心其他層次的技藝，

乃至人生的實踐 (ρraxis) 的層次 O再者，前文己指出，書法的創作行動是身體性

的表達，形構所謂具審美意趣的筆墨線條，故此並非單純只是身體技巧的演練，

而是為了表達「舉止意義」。身體技藝傳承的歷史同時也是意義的歷史;書藝歷史

的建構蘊涵著舉止意義的歷史性 (historicity of gestural meaning) 的建構。

晚期胡塞爾曾經仔細闇釋，書寫的實踐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如何讓純

粹的理念意義(ideal meaning) 得以完全建構，使之能夠從經驗主體與經驗語言

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取理念存在的地位，而隨著理念意義的解放，人類歷史也

被提撕成為矢向這些絕對同一性的理性歷史。平行於胡塞爾的研究成果，我們可

以說，書法的實踐 (the practice of calligraphy) 即相應地是讓純粹的舉止意義

得以建構的肉身表達活動，它反過來讓舉止意義從理念和概念的支配解放出來。

(註 45)平常的書寫通常以傳達概念意義為主，舉止意義只是處於一個從屬的、烘托

44. 有關臨摹的學習方法對於中國書藝歷史的建構功能，進一步可參 Lothar Ledderose,“Chinese Calligra. 
phy: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 pp. 41-50. 除此能寫的身體因訓練而自然承襲身
體技術的歷史外，就如 Ledderose 所分析，書藝歷史的傳承還會因為中國書法作品流傳的特殊方式，而

直接表徵在書法作品之上，例如後來的書家與收藏家會在流傳的作品上直接加印、簽名甚至題跋等。

45. 本文論及書法現象的獨特面相，不少已見諸Lothar Ledderose (雷德候)在名著Tω Thousand Things 
({萬物))中，對於書法相當敏銳、精彩的探討。然而，觀察上重疊之處只是始點，我們的分析對這些面

相作出了進一步，或至少是不同的哲學詮釋。例如，雷德候在討論書法的審美旨趣 (aesthetic ambition) 
的篇章時，雖然也談及(1)漢字讀寫傳統的規範，並將之與另外兩組因素並舉，即: (2)書法涉及漫長臨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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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仿佛只是一股伴隨實際表達行動並隨之而生滅的氫氫氣韻而已。書法卻

將此主從關係倒逆 I如何寫」及由此而形塑出的意蘊變成焦點，至於「寫些什

麼」 則退居烘托的地位，造為意蘊綻放的背景 o (註 46)

就語言的語音方面而言，純粹舉止意義的徹底解放意味著某種不再承載概

念，卻單憑其自然的節奏、抑揚或分節便能有強烈表達功能的「語音」活動，例

如前述的爵士歌唱藝術中的 scat 的技巧。而就文字而論，舉止意義的解放使得在

字符組合即使無法構成意義時(例如書家是隨機寫下其字符組合時) ，整幅書法依

然可以表達出獨特的意蘊 O 甚至，即使我們無法辨識出個別字符一一在草書或裝

書的一般觀賞中不乏這種情況 也不會嚴重妨礙和中斷我們對整篇書法作品的

所謂審美鑑賞。

類似於書寫至於理念意義，書法在解放舉止意義之際，也同時建構出某種新

型態的歷史性:書法將肉身的舉止意義凝結成為作品上的筆墨結構，舉止意義便

由此擺脫了驟生驟滅的限制，而成為可以在一代一代書家之間傳承、演繹、轉化

的歷史真實。若說，書寫讓「理性的歷史」變成可能，那麼，書法則似乎恰巧是

讓「感性的歷史」成為可能，讓所謂「意境」、「氣象」、「神韻」等乍看甚為玄虛

之事，成為可以在生機活潑的藝術實踐中綿延的傳統。歷史不僅是理念的傳承而

已，還是感性存在的風格的繁衍。如宗白華所洞察，中國的書法地位如西方的建

築，是貫串中國藝術歷史的主線。(註 47)

四、結語

在第一部分的靜態現象學分析中，我們揭示了書法現象在「能J I所」對應結

學習過程，以及(3)書法技術、審美、風格有定準 (standard) ，但他似乎只是視之為制約書法實現其美學

旨趣 即探索不同的書寫字體造型 的「框架J (雷德候用詞為“framework") ，即視之為對書者自

由的限制，而其在較早的論文“Chinese Calligraphy: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 
中也僅就這些因素談論書法的社會功能。本文以上的分析卻旨在揭示，這些因素如何內在地、積極地建

構書法獨特的審美意義。

46. 這個重點轉移當然是相對而言，書法的欣賞總是閱讀性的知覺，由此總是夾纏著對於書法作品文字內容

的把握。

47. 參宗白華， {藝境}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 <書法在中國藝術史上的地位> '頁 124-125 。該文

原為替胡小石〈中國書學史〉緒論所做的編者後語，原載於 1938 年 12 月 4 日〈時事新報} ，標題為〈藝

境〉一書的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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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上的雙重性。書法經驗的「能思」 是即閱讀即知覺的活動，其 「所思」則是糾

纏於高度個體性的、感觸的筆墨造形中的舉止意義 O 在進一步的演生分析中，我

們闡釋了書法的準時間性與筆墨造形的宛如肉身的表達性格，並針對書法的創造

活動，從時間性與歷史性兩個層次勾勒了其生衍方式，並統合地將書法創作的肉

身行動的目標規定為舉止意義的釋放和相應的歷史性的建構。

無疑，舉止意義的釋放只是一組形式規定。在具體的書法創作中，所表達的

舉止意義有著各自的實質內容。在傳統中國書法觀中，這個實質內容往往與書家

的人格表現的功能關聯起來，於是有所謂 「書為心畫」的經典觀點 o (註 48)紙面上

墨跡某程度就如個人的簽名般「反映」了書者的個性 當然，書法的表現力遠

較個人簽名細膩，也更加強調法度與原創性，而且，它與書者人格的關係也遠較

筆跡學所設定的因果性來得援雜:書法不是單純傳達已有的人格，肉身的書寫除

了形塑和創造筆墨線條以外，亦同時在形塑和創造書寫的自我 O 這個書寫的自我

之建構開展於一個極其寬廣的生命脈絡之中，當中既包括書法本身傳統的積澱及

書者個人有意的書法風格追求，也包括因書法本身文字性及文學性而滲入的文學

與文人生活的傳統。(註 49)但進一步，舉止意義除了可以涉及個人境界的抒情表意

或人格的表達外，亦可以跨越人格乃至人文的領域，成為宛如天機之自然表現 O

如梅洛龐蒂常提到的，人的每個肉身舉動皆為屬我與異我、人與非人的力量交錯

之所，即使是肉身的表達活動，亦非例外。它既是人格內心世界之表達，也是自

然的符號。(註 50)

當然，以上初步的現象學省思僅止建立對於書法現象的基本概念把握，而無

法窮盡探究此門藝術可能承載的眾多文化功能與意義。然而即使扣緊書法現象學

的範圍而言，本文也只是一個基礎性的分析與考察 O 不但我們的勾勒架構包含尚

48. 這個觀點源自楊雄， <法言﹒問神): I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但楊雄所謂「書J '似乎是泛指文字，

而未必是特指書法。參楊雄， (法言﹒問神)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6 冊) ，卷 4 '頁 299 。
49. 這個複合的脈絡構成傳統的書法評價的複合性，使之往往越出鑒賞所謂單純的筆墨的造型美的層次。趙

孟穎的人格惹爭議，於是連累對其書藝的評價，而顏真卿的〈祭佳文〉反之雖然筆墨狼藉，依然備受推

崇，皆為著名的例子。

50. Maurice Merleau-Ponty，戶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ρetioη ， pp. 220-221.對中國的思想傳統而言，這
種j民滅身體內外、我與非我、人文與自然對立的想法當然並非陌生，因全域區別常被視作表本目，究極則為

一氣之流通。然而，中國傳統的氣論著重融貫性的、元素論式的一體化，其與梅洛龐蒂著重糾纏、交錯

關係的現象學立場相較，義理上存在諸多同異之處，仍待進一步的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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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澄清的細節，例如舉止意義的建構與其獨特的歷史性，皆為需要進一步思索的

議題，而且，書法作為肉身的實踐，顯然有超出以狹義的「意義建構」為焦點的

現象學維度，而伸延至更為寬廣的肉身之「存活J (Existence) ，乃至肉身之「存

有J (Sein, Being) 的領域。以現象學內部的分支來說，從梅洛龐蒂出發書法現象

學似乎應引入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關於此在 (Dasein) 的分

析，方能對此現象有更全面的掌握。但上述問題的實質探討將要求新一組的理論

工作，而必須留待另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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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 riting to Calligraphy: 

A Consider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Ng, Chon-ip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 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calligraphy is a very distinctive semiotic and artistic phenome
non. It seems to be neither figurative nor abstract; it consists of characters 
that express meanings which are ideal ,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omposed of 
perceptible forms which call for the viewer's full attention to their individu
alities; phenomenology draw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expression" and 
“ indication," but ca1ligraphy seems to be both at once. The ambiguit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makes it a perplexing theme for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eories. 

In this paper, 1 analyze ca1ligraphy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My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static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1 describe the “noetic-noematic" correlation of the calligraphic 
experience, contrasting it with similar art forms as well as with writing in 
genera l. In the second part, 1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calligraphy dynami
cally and genetic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of calligraphy will be 
traced back to the unity of ca1ligraphic actions on both temporal and histori
cal levels. It will be shown that the genesis of calligraphic art is a movement 
aimed 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gestural meaning" embodied in the phe
nomenon of writing. 

Key words: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phenomenology of calligraphy, bodily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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