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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精神與民族特色日益被重視的當代視覺傳達設計領域，中國書法

藝術提供了豐富的符號資源，不僅能達意，更可以傳情。在歷代書法評

論家的眼中，書法線條充滿各種層次的美感與深刻情感的表現，而一般

民眾在缺乏鑑賞訓練的情況下，是否也感受的到這些經典作品的豐富情

緒與內涵？就線條共通感覺的研究發現不同形態的線條引發不同的心理



反應，則造形變化豐富如中國書法，能傳達的內容將更加複雜。為了解

民眾對書法造形的反應狀況，特採用情感表達最充分的歷代經典草書作

品，以線條形態（包括質感）、佈局、動勢等三個面向的變化強烈與否

將其分成八類，各取一件具代表性且適宜進行實驗的作品作為試料，並

以台北市人口比例為配額、判斷抽樣，進行語義分析法問卷調查。 經由

一般民眾與筆墨使用經驗豐富的書法愛好者（本文簡稱愛好者）兩對照

組分別進行實地觀察與填寫問卷，共蒐集到台北市民眾 263 份及 34 份愛

好者的有效問卷，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藉由數據資料的仔細

觀察及交叉比對，發現： 一、民眾與愛好者對書法造形的反應，在「評

價因素」方面有較大差 異，「情態因素」及「形質因素」亦對評價有所

影響，總括而言： 一般民眾對於造形元素變化單純、動勢和緩，令人感

覺工整、圓潤、溫和、冷靜的字體如趙孟頫、董其昌、八大山人的作品

評價較高，對於造形元素複雜且動勢變化大的字體如傅山、懷素、倪元

璐的作品則給予負面評價；愛好者則對佈局變化大的字較有好感，且對

各種字體皆給予較正面的評價，但對動勢強烈且單字筆劃緊密、線條多

破碎的字體較無好感。 二、民眾對於書法作品中的情感反應相當敏銳，

冷靜、鬱悶的反應甚 至比愛好者更強烈。為有效掌握書法傳達功能的形

式原則，特根 據調查與分析結果製成「書法造形表現與視覺效應對照

表」以助於對民眾反應的了解及書法造形的應用。 三、一般民眾在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書法經驗、職業等自變項中 各族群對書法造形的

反應亦有不同之處。 四、民眾對線條形態、質感、佈局、動勢等書法造

形元素的各種變化， 產生與歷代評論家類似的視覺反應與情緒感受，印

證了書法藝術即使傳之千年，對於線條中訴說的真情，人們的感覺仍具

有共性。 這些調查結果對於未來的書法教育推廣方向、視覺傳達設計的

書法造形運用、視覺效應與藝術造形心理學以及將書法欣賞作為藝術治

療方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方向。相信這份初步成果可以提供設計

界、學術界與同好，作為書法造形創作、應用及後續研究的參考。  

摘要

(英) 

In the field of moder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hat highly values humanity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 provides abundant source of 

symbols that not only express meaning but also emotion. In the eyes of all 

generations of calligraphy critics, line of calligraphy are plenty of levels of 

aesthetics and expression of strong emotions; however, can general public that are 

lack of training of appreciation perceive rich emotions and essence of these classic 

work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synesthesia among lines discover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lines provoke varied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herefore, Chinese 

calligraphy with abundant variation of styles can express more complicated 

connot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people’s response to form of calligraphy, an 

experiment that samples generations of classic works of cursive style that can 

express emotions the best and put these works into eight groups based on intensity 

of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shapes of lines (including texture), space arrangement, 

and dynamic control. Later, one work that is representative and suitable for 

experiment is chosen from each group. Quota is decided depending on proportion 

of Taipei’s population, and then questionnaires are made by means of judgment 

sampling and method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Two contrast groups consisted of 



general public and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who often use brushes and ink who had 

observed the samples and asked to fill out questionnaires on site. Two hundred and 

sixty-three copies of valid questionnaire from Taipei’s general public and 34 

copies of valid questionnaire from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are collected in total. 

They are then analyzed by SPSS statistic software. By mean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bservation and cross-comparison of statistic data, it’s noticed that: 1、

In terms of responses to forms of calligraphy of general public and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there’s a greater difference in the “evaluation factor” aspect and 

also “emotion and psychology factor” and “shape and texture factor” are also 

influential to evaluation. In sum, general public appreciate simple, gentle dynamic, 

neat, smooth, mild, calm characters such as works of Zhao Meng-fu, Dong Chi -

Cheong, and Ba- Da Shan-ren. As for complicated and strong dynamic characters 

such as works of Fu Shan, Hu Su, and Ni Yuan-lu, the general public is negative 

about them. Instead,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appreciate characters with variation of 

space arrangement and are mostly accept about all kinds of styles of characters 

except for intense dynamic characters with narrow space , tattered lines. 2、The 

general public is more sensitive about emotions in these works; they react more 

calmly and depressed than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In order to fully grasp rules of 

styles of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calligraphy, “Look-up Table of Expression 

of Calligraphy and Visual Effect”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results of survey and 

analysis in hope of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public’s response and 

application of forms of calligraphy. 3、Different groups of general public have 

different response in term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experience of calligraphy, and occupation. 4、 General 

public’s response toward elements of forms of calligraphy such as shapes of 

lines, texture, space arrangement, and dynamic control are similar with generations 

of critics in terms of visual response and emotional feelings, proving that although 

art of calligraphy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 years, people still respond in 

commonality toward true emotions revealed from lines. These results of survey 

provide something to contemplate for direction of promotion of education of 

calligraphy in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styles of calligraphy for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visual effect and psychology of art and design, and 

research on applying appreciation of calligraphy on the field of methodology of art 

therapy. It’s believed that the initial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reference for 

the fields of design, academics, and enthusiasts in terms of creation, applica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of forms of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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