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永進 飛龍在天 2003 135×212cm 水墨、紙 
 筆墨淋漓狂野蒼勁的草書，飛龍在天4字，筆筆相扣，猶如多頭神龍翻滾在天，氣勢撼
人，迎接龍年的到來。

追求你的最愛」賈伯斯帶著他的名

言，自地球消失，飛上雲端。當各界紛紛

悼念這位曠世奇才時，走進台北當代藝術

館，踏進一處漆黑的廊道，竟驚見地面出

現一個撕裂的金色書法，每走一步，它步

步緊跟，如影隨形。

向賈伯斯致敬

這件名為〈幹得好！向賈伯斯致敬〉

的作品，是書藝家徐永進認為賈伯斯不斷

顛覆慣性，追求革新的夢想，不但重視科

技更重視設計，他一手締造的蘋果美學，

無以倫比。更令徐永進稱道的是賈伯斯早

年在里德大學修習英文書法所說過的一句

話：「書法的歷史與藝術，科學文明無法

取代。」

英文書法與中國書法都強調線條粗細

變化又深具律動感的優美線質，難怪浸淫

書法43年的徐永進有感而發，興起將傳統

書法與當代科技結合的數位互動書藝，向

賈伯斯說聲：「幹得好！」，獻上崇高的

敬意，就如踩在腳下的那個「幹」字，凡

■ 文、攝影／鄭芳和

 

走過必留下痕跡，也是科技與人文遇合的

痕跡。

從來書法總是給人傳統、嚴肅、高不

可攀、不可親近、敬而遠之的意象，然而

當生活中的ipod、iphone、ipad等數位科

技產品，早已蔚為數位化洪流，不斷在電

腦產業掀起滔天巨浪，引領世人走向更美

好的生活與全新的體驗時，透過科技的數

位書藝正是走在時代的趨勢中。

徐永進這件數位書藝，更是以「互

動性」為設計主軸，讓觀眾不經意地踏入

廊道，卻驚見腳下的書法尾隨其後，若不

仔細多踏幾步，便不可能辨識出那是個什

麼字，因為每一次的互動，每一次出現的

筆畫都只是字的不同局部，平面的作品只

能擁有一種面貌，而數位互動作品卻能轉

換成無限多的樣貌，它的曖昧性與不確定

性，正是這件數位互動書藝的動人處。

因而觀眾若有心一窺全貌，唯有不斷

踏著步伐，與它互動，才能揭開謎底，使

書法變得可親近、有趣、好玩，甚至觀眾

也成為作品的一部分，賦予數位互動書藝

科技人文與

遇合的徐永進

追求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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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新生命，因為沒有觀眾的參與，互動

性作品便無法展現。

草莽土俗混種新科技

而這件作品也是挑戰社會大眾的價值

觀。「幹」在國語文中是「做」的意思，

是苦幹、實幹、蠻幹、幹勁的正面意義；

在台語中卻是幹譙的語助詞，是負面用

語，一個字兼具國、台語，正、負面，充

分顯示出台灣語言強勁的生命力。

藝術從生活中出發，徐永進擷取街頭

巷尾我們常聽到的「幹」字，以狂野的筆

觸揮寫，在傳統書法中已是優雅書法的窩

裡反，再加上數位的互動，更是反其道而

行，直契當代藝術的精神。

我們對藝術作品的欣賞很容易不自

覺，先入為主的陷入道德的、禁慾的、清

教徒式的主觀批判，若能敞開心胸以直覺

去感受，才有可能與作品對話，也更能解

放自在地觀賞任何藝術，甚至從中會心一

笑，得到生命的體悟。

〈幹得好！向賈伯斯致敬〉這件數

位互動書藝，徐永進把草莽土俗與新科技

混種交合，誕生一種對主流價值的偏離，

對擺脫枷鎖的當下而活，十足充滿「嬉」

味，讓許多年輕人在展場玩得很快活，直

呼酷。這是數位藝術可以營造的詼諧感、

幽默感，甚至是荒謬感，不同於傳統書法

的嚴肅性。

當賈伯斯從超薄的牛皮紙帶，掏出

輕、薄、短、小，美麗又多功能的筆電

時，的確令人嘆為觀止。這位一生強調

「不要被教條所束縛，不要活在既定的思

維，不要被他人的意見所左右，要跟著自

己的感覺與直覺走」的科技巨擘，他的信

念正是一位優秀的藝術家不可或缺的人格

特質。

賈伯斯其實是以藝術家的性格創造他

的產品，從他主張「美學、品質是創作者

的一貫堅持」開始，他便把審美經驗偷渡

到產品裡，不斷汰舊換新，用一種豐饒又

極簡的美學塑造他個人鮮明的風格。徐永

進也在推陳出新，以數位性、科技性、互

動性的新媒體藝術向重現科技美學的賈伯

斯按個「讚」。

跨界─在液晶螢幕上揮毫

跨界已是當代藝術的一個特色，若說

傳統藝術只是侷限於一種面向的美，那麼

跨界的藝術至少是1+1＞2的美。一般書

家揮毫是揮寫在紙上，然而當紙不是紙、

墨不是墨，將會撞擊出什麼火花呢？徐永

▲ 徐永進 千萬保庇 2011 100×240cm 畫布、壓克力、膠水 
 先以膠水寫金剛經，再塗以金色、黑色，再書寫「保庇」，2字不斷重覆，彷彿口中不斷祈求
佛菩薩保庇。金碧輝煌的金剛經映顯出「見諸相非相」金剛經與保庇求福之間的辯證關係。

▲ 徐永進 生命密碼（左）2007、當下（右） 2011
 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作品深具個性與時代

感，完全迥異於傳統書法的造型、色彩或結構，

是書法又似畫又如篆刻，是書畫合一的當代書

藝。

▲ 徐永進 幹得好！向賈伯斯致敬 2011 
數位互動書藝 

 在漆黑的廊道上，書法與人互動，是

科技與人文的遇合，凡走過必留下鮮

明的痕跡，一如賈伯斯勇敢做他自

己，追求至愛。

進近幾次的揮毫，是把液晶螢幕當宣紙揮

灑，以金色的壓克力彩揮寫在正播出動畫

的螢幕上，又是科技與藝術整合的一大藝

術突破。

〈黑翻紅〉，一個金色的大草書翻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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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螢幕上，背景的動畫不斷出現黑、紅的

不同比例，忽上忽下，忽黑忽紅，暗諭著

金融大海嘯，人們時而活在黑暗的谷底，

時而又活在躍升的長紅，畫面黑紅的動

盪，也象徵著世人內心的動盪不安。

〈安自在〉螢幕上的揮毫是「安」

字草書，動畫播出的是天翻地覆、山崩地

裂，烏雲密佈，依序出現「天搖地動」4個

字的草書，一如皮影戲戲偶在螢幕上下躍

動，搖晃不已，而那個「安」字的綠色大

草書卻穩穩地鎮住畫面。

〈百壽〉動畫播出一扇古老的百年大

門，門上貼著福壽康寧門聯，門打開後，

黑漆的暗夜烘托著中央如滿月般的光暈，

不斷竄出紅色的壽字，與螢幕上的書法金

色的壽字真跡構成動、靜的平衡美感。

徐永進不再如前輩書家，以書寫於紙

上或用墨書寫為滿足，他勇於結合科技，

在傳統書法之外另闢蹊徑，他不是不追

求藝術的昇華，而是他更擅長跨界的搞破

壞，把書法做得更大，跨得更廣，印證他

常說的「書法不只是書法」。

書法如何定義劇場

平日在書法創作上，主張解放書法

的徐永進，其人溫文儒雅，很難令人與他

的書法連結在一起，他常說自己「外在溫

文，內心狂野」，更說書法必須寫得美麗

又狂野。他的這種爆破規範的書法美學，

正因有深厚的傳統底蘊，才能蓄積爆破的

能量，也是在極度規範之後的解放與越

界。

當書法越界到劇場，書法如何定義劇

場？含藏著筆墨線條的書法如何搬演一齣

戲，徐永進的〈台灣夢〉聲動書藝在環形

劇場的場域中，由優人神鼓氣勢磅礡的鼓

音揭開序幕，開展出台灣一段綿延無盡的

歷史詩篇。

300多年來台灣接納了移民與殖民，

變的是正統王朝的更替，不變的是台灣子

民漂泊流離的心境與主體的失落和安頓。

消散的記憶、離散的族群與破碎的譜系，

交譜出台灣位居邊緣的歷史亮光。

〈台灣夢〉環形劇場，徐永進以具有

呼吸節奏感的有機書法，結合數位科技的

光影變化與造型變異，搭配優人神鼓節奏

分明的鼓聲，讓觀眾走過台灣這塊土地上

所發生的幕幕場景，猶如一幕史詩劇場，

在聲光影像變化中，娓娓道出台灣的歷史

演義。徐永進以16幅書法訴說他對台灣永

不褪色的夢想，希望以當代書藝詮釋台灣

歷史，為時代留下顯影。

〈台灣夢〉聲動書藝環形劇場

〈台灣夢〉包含了3部曲，〈渡台悲

歌〉、〈災難重生〉及〈愛的祝福〉。冒

險犯難的台灣先民，橫渡黑水溝，在驚濤

駭浪中碎屍萬段，〈渡台悲歌〉、〈唐山

過台灣〉訴說著移民的拓荒血淚。 本著

〈漂泊、闖蕩、狂飆〉的草莽精神，在草

萊未闢的土地上，辛苦開疆拓土，闖蕩南

北，在安土重遷的民族文化中又夾雜著游

牧的邊緣性格。

台灣人勇猛精進〈狂野悚動勁爆猛酷

辣〉，生猛的爆發力與台客的美感品味，

隨處可見，〈TAIWAN台灣〉實在是好所

在，山高水長，物產富饒，台灣人熱情好

客，有情有義，喝交杯酒博感情，又阿嬤

抱孫，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樂，台灣真

是冒險家的樂園。

美麗的寶島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

板塊位移衝撞的地震斷層帶上，921大地

動，重創台灣，山河異位，〈天搖地動〉

改寫台灣山林原貌，令人驚懼，也見證台

灣人的生命韌性。88〈大水〉來勢洶洶，

土石夾泥帶沙，勢如破竹，銳不可擋，滅

族滅村，台灣已成為氣候極端化下的祭

品，果真將成為「正負2℃」影片所說的

〈漂浮〉之島？！

▲ 徐永進 百壽 2011 數位書藝 
 書寫於液晶螢幕上的金色大壽字與自螢

幕中心光源不斷輻射出的紅色壽字，輝

映出百年國壽盛典，是書法跨界的另一

展現。

徐永進 ＜台灣夢＞聲動書藝環形劇場2011
「愛之光」行書在藍色煙霧的烘托中，使書法的面貌突破傳統侷限化身萬

千，更能引起觀眾的共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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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人文的遇合

全球化時代，恐怖分子攻擊層出不

窮，〈驚爆911〉美國雙子星大樓遭受飛

機攻擊倒塌，全球治安更加盪亂，資本主

義發展到極致，全球金融海嘯，經濟陷入

黑暗谷底，人人期望〈黑翻紅〉翻出長紅

的曙光。

地球承受人類貪婪劫掠的極限，

瀕臨大崩壞，人類正面臨被劫掠者的反

撲，天災人禍不斷，活在躁動的未知恐懼

中。〈靜心〉將使人心沈澱，召喚靈性的

覺醒。祈請諸神庇佑世界各國〈國泰民

安〉、〈經濟騰飛〉，護佑地球上所有的

生靈物種，沐浴在〈愛之光〉的平和之

中。

徐永進生野粗獷的線條與震人心魄

鼓聲的節奏變化，相映相扣，營造空間劇

場體驗的多媒體藝術，不是優雅得不著痕

跡，而是結構大開大闔的生猛有勁，既融

入歷史也攪入文化，將書法留其形、變其

神，在幕起幕落之間，展現科技脈絡下的

當代書藝新品種。

 徐永進的〈台灣夢〉，由先民渡

台悲歌，血淚斑斑，到篳路藍縷，落土生

根，又遭逢災難重創，再度重生，但願國

泰民安，花開圓滿，把台灣變成一個更開

闊，有愛、有人文、有氣魄的夢想國度。

最愛的書法化身萬千

以狂野蒼勁的筆觸寫出電影「艋舺」

片名，及觀光局標誌「TAIWAN」而揚名的

徐永進，40多年來一直把書法當成他的最

愛，即使7年前因吃了超涼口香糖中風，右

半邊身體癱瘓，醫生宣布他再也無法用右

手寫書法時，他憑著一股求生的意志，竟

要求妻子為他準備紙、筆、墨汁，在病房

開始以左手寫書法，並素描窗外的景物。

 書法顯然已成為他生命的重要部

分，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刻，陪伴他度過生

命的艱難期，同時幫助他復健右手。經

歷病魔的折磨後，徐永進放慢了生活的步

調，更懂得享受「慢活」，只因他深深體

會從舉步維艱到跨步行走的生命痛楚與轉

折變化。就像賈伯斯說的：「人生有時就

像被一塊磚頭砸到，但不要因此失去信

心，你得找到你的最愛。」

 徐永進為他的「最愛」，提供一個

新的可能性，也讓它化身萬千，讓對書法

望門生怯卻身處數位新浪潮時代的年輕朋

友，透過他們所熟悉的電腦數位語言，親

近書法得到對話、互動與學習。

 不管是實體書法結合液晶螢幕動畫

的數位書藝，或是多媒體的聲動藝術，或

是數位互動書藝，書法與科技連結的力量

正逐漸震撼著觀眾的感知，也將開啟觀眾

的新視野與新審美經驗。

書法是書法家對生命的態度

儘管徐永進在媒材、技法上不斷翻

新，他的創作思維始終來自當下生活的經

驗，呈現他對當下生存場境的人文關懷。

當你欣賞徐永進的書法時，不管你

識得其中的字與否，那已不是最主要的關

鍵，關鍵在於你的當下感覺，有些人也許

被他書法的氣勢所震撼；有些人也許對他

線條的粗細變化感興趣；有些人也許看他

沒有線條的留白空間，或感受他筆墨淋漓

的痛快感。

而豆導鈕承澤對徐永進書法的看法，

或許可做為參考的意見。他說：那幅〈艋

舺〉，兩個字十分生猛、有力，我感覺充

滿了藝術家對生命的內涵與態度，也許一

般觀眾無法分辨那2個書法字的意涵，但

我覺得那是個「態度」，一種對生命的態

度，它其實具有無形的感染力。

是的，就是那個態度，對生命的態

度，從17歲寫到60歲，徐永進仍繼續在

寫，只是他不再如年輕時狂熱地奉獻生命

於書法，而是在緊、鬆之間尋得平衡，更

多的時候，他是放下書法，只是「坐看雲

起時」，與天地共遨遊，體悟天地自然的

存在所給予的智慧，讓生命回到原初的單

純，時時歸零。

▲ 當書法數位化，影像的魅力使書法的張力迸現，更易拉近書法與觀眾的距離。

徐永進 花開圓滿 2011雕塑 台北當代藝術館 
草書「花開圓滿」4字，字字相連，筆筆圓潤，
書法化為立體雕塑也是當代書藝的新面貌。徐

永進以花開圓滿祝福建國百年，國運昌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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