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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成立於 1992 年，為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本會深信美術在
全人教育中至為重要，故一直致力籌辦各類型美術教育活動及出版相關刊物，以支援中小
幼視覺藝術科教師，造就美學素養與創造力兼備的新一代。本會曾因此三度獲頒香港藝術
發展局「 藝術教育獎 」。身為國際藝術教育學會（InSEA）的成員，本會亦時與海外藝術教
育工作者交流，務求持續地為香港的視覺藝術教育注入新力量。

伊斯蘭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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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先說一個關於書法和字體的小故事。

話說 1972 年，一個 17 歲的年輕人，入讀美國俄勒岡州的 Reed College。六個月後，
他因為找不到人生意義，也對大學課程不感興趣，加上負擔不起學費，所以毅然退學，
轉而旁聽自己感興趣的西洋書法課。課上他學到不同的書法字體及字母間距等應用知
識，他覺得書法很有歷史感和藝術氣息，自始對書法深深著迷。

後來他創立了一間電腦公司。有感於當時其他電腦程式和介面所使用的字體，只考慮功
能，全無美感可言，於是他在為自己的產品設計畫面字體和排版時，用上了在西洋書法
課中獲得的美感知識。此舉令人眼前一亮，公司業務隨即蒸蒸日上。之後的事，就人所
共知了：The rest is history。不錯，這個年輕人正是喬布斯（Steve Jobs），這間公司
名為蘋果公司（Apple Inc.）。

書法可謂改變了喬布斯的命運，也因而改變了世界。

書法在當代雖因科技一日千里而式微，但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仍無處不在。想想學校外牆
上的校名和地鐵月台的站名，不都是書法嗎？還有不少店舖招牌、商標、電影海報和廣
告的標題等，亦是書法。它們散發出濃厚的文化氣息，同時盛載著豐富的情感。

令人感嘆的是，在香港的中小學，書法並未在必修課程中佔一席位。筆者認識的許多教
育同工，對中西書法都不甚了了，甚至覺得書法非常沉悶，學生絕不會喜歡；也有些認
為書法很難上手，所以索性放棄。至於家長，則很可能會問：「 學書法有什麼用？」遇
上這種情況，筆者會反問：「 那學油畫、劍擊、柔道、鋼琴、豎琴等，又有什麼用？」
而且，學習這些技藝，難道就輕而易舉，不需要認識工具或學習任何理論？藝術，從來
都最好是自小培養，可惜現在很多老師在當學生時從未有機會學過書法，受過書法教育
的薰陶。

今期期刊的主題為「 字我探索 」，正是發掘一些字與人生的故事。我們很榮幸能請到在
書法、字體設計、平面設計、文字設計等領域獨當一面的藝術家、設計師和學者接受訪
問，並有前線老師和資深教育工作者與我們分享其精彩故事。盼各位教育同工能藉此重
新「 識 」字，思考書法及字體教育在香港教育體制內外可以有怎樣的出路。

梁德賢   陳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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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裡崎嶇，崎嶇不見陽光。」

這句歌詞出自電影《 倩女幽魂 》的主題曲，書法家徐沛之曾把整首詞以行書抄寫過，以紀
念一代巨星張國榮先生。歌詞本身自與書法無關，但借此來形容書法教育在香港的現況，
似乎也不為過。徐沛之慨嘆：「 由三十年多前我開始學書法到今天，情況基本上沒有變
過：師資不足，教學效率偏低。」

他說，自己算比較幸運，因為父母都對
書法感興趣，爸爸更剛巧和香港著名書
法家翟仕堯先生在長洲島上同一所小學
任教。「 有一次，翟老師在長洲的社區會
堂開班，媽媽帶了我和妹妹一同參加，
當時我五、六歲左右吧。」這樣的大班，
他記得參加過兩至三次；其餘時間，都
是在自學。「 但沒有非常認真，父母亦沒
有在旁督促，爸爸最多也不過是在我寫
字時偶然講兩句。」

徐爸爸做的一件事，倒值得一提。「 小六
時某個周末，爸爸拿了本《 顏勤禮碑 》
出來，叫我和妹妹照著寫。一星期後，
他帶我們去灣仔教協，我倆才發現原來
是去參加比賽！」兩兄妹的學界書法比賽
生涯，自此開始。

/ 訪問 : 王湧鑫、孔銘茵    
/ 文：王湧鑫

習慣成自然

徐沛之笑言自己從不十分在乎比賽，「 比
賽前，把字帖放在旁邊臨寫，練兩三個小
時就『 去馬 』。」話雖如此，他說自己很早
便意識到，要學以致用，「 無論是寫作業
或筆記，都想寫得跟字帖上的字一樣靚，
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比賽時只是順道
用上，並不覺得有甚麼大不了。」

「 古人也是隨手寫，不會先扎馬步，漲紅
著臉才寫。」對他來說，書法從不神秘，
合理地寫字，就近乎正確。「 現在叫學生
仿作，例如以唐人字體寫首宋詞出來，即
使是 open book，可以隨時參考字帖，他
們還是叫苦連天；其實只因他們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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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時，徐沛之正式拜翟仕堯先生為師。談及當
時上堂的情況，他說翟公教學風格自由。「 翟公
見我中學階段都集中寫某類字，擔心我之後可能
會較難過渡至其他書體，於是叫我改為寫魏碑。
但在寫的過程中，我愈發覺得魏碑和自己性格不
合，很痛苦，所以去了寫褚遂良的《 雁塔聖教
序 》。翟公也無所謂，任我自由發展。」他最記得
翟公勉勵他要「 趁早打好基礎，多讀些書，早點
建立自己的審美觀，然後走自己的路。」

徐沛之現於兩所大學擔任兼任講師。在他的學生
當中，大多數人均沒有書法底子。「 所以，我每堂
講一個朝代，每個朝代都至少教兩個字帖：一個屬
斯文型，另一個則屬力量型，讓學生根據自己的
個性而擇其一，集中練習。」他補充：「 每個朝代
都可以找到這兩大類型的例子，這樣學下去，學
生快上手之餘，也會對書法史有點基本認識，而
這非常重要，因為只寫字而完全忽略書法史和書
論的話，就等於不懂得中國書法歷來的玩法，學
習會因而變得非常被動；當然，只講理論、歷史而

不寫字，也是不行的。」他
認為，給學生知道可以怎
樣發展下去，是老師的職
責，而學生也應自覺，「 很
多時候，都是要靠自己。」

聽雨
2020 年 
水墨炭粉紙本 
34 x 67.5 厘米

給自己的信之四   人生路 
2018 年  水墨紙本  25 x 90 厘米

依個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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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而為

現代人愈來愈少機會執筆寫字，遑論用毛筆寫字。要使
學生對書法感興趣，徐沛之認為最重要的，是令學生
寫字時先有爽快的感覺。他試過教小學生寫《 泰山金鋼
經 》，「 任由他們拿支大筆，寫斗大的字，過程中鼓勵他
們『 畀啲力，撐落去 』，結果作品很有書法味，小朋友也
寫得很開心。」他解釋：「 如果一開始就寫九宮格，由於
小朋友寫字容易出界，相信他們很快便會氣餒，喪失學
下去的意欲。」

香港的書法教育有著日積月累的根本問題，非一朝一夕
就能解決。徐沛之有個心願：「 希望學生上完我的堂，會
發現寫書法原來可以是件樂事，即使他們未必有時間學
下去，但起碼能記住這份快樂，等他們某天退休後，有
時間再寫吧！」

本文以《 倩女幽魂 》的一句歌詞為引子，除了《 倩女幽
魂 》，徐沛之也書寫過由黃偉文先生填詞的《 單車 》，謹
以當中一句作總結：「 哪怕遙遙長路多斜！」

徐沛之另一位恩師，是他在中國美術學院讀博士班時的
指導老師王冬齡教授。他用「 好正 」來形容王教授的課
堂，「 都是閒談，到了博士班，不會再講太多書法和創
作，更多是關於做人處事的道理。」王教授擅長草書，令
同樣醉心於草書的徐沛之倍感親切。不過，他早就決定，
要走自己的路，「 完全按老師的風格寫字，一定沒有出
頭天，這是最愚蠢的學習方法。」王教授也只是叮囑他：

「 傳統書法，要繼續寫，但同時要以創作來回應當代。」
他慶幸自己在求學路上遇到翟公和王教授，「 好老師都能
幫助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東西，令學生得以發揮所長；
要知道有些人收徒弟，只為了壯大自己的山頭。」

會考卷
2021 年 
水墨絹本
60 x 40 厘米

徐沛之教小學生書法，右圖為學生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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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之是 1997 年會考美術科中國書法卷的考生，三小時
的答題時間，他花了個半小時便寫完，最後順利獲 A1 佳
績。我們帶來了當年的試卷，重新考一考他。他選擇了
一題他當年沒有選擇的題目作答。

徐沛之堂上示範：隸書臨張遷碑、曹全碑、史晨碑及仿作
2020 年   66 x 132 厘米

受訪者徐沛之與其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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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stands for ? 

提起 ABC，你未必會立即聯想起

西洋書法，但只要談及西洋書法在

香港的立足和發展，你就絕對繞

不開它。Alpha Beta Club（簡稱

ABC）是香港西洋書法協會的正式

英文名稱。這個成立於 1988 年的協

會，作風一向低調，多年來在藝術

教育界默默耕耘。是次請來協會主

席 Brenda、副主席 Cosmo 和導師

Lolita 為我們介紹協會的歷史，以

及暢談西洋書法教與學的心得。

這個宗旨，至今不變。

就從ABC說起…

香港首位西洋書法家是誰？這有待考證。可以確信的是，
當包緯國先生 Derick 於七十年代初剛接觸西洋書法時，
在香港認識西洋書法的人，可謂少之又少。包先生憑努力
自學成家，並於 1985 年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首個個人展
覽。1987 年，他與中國書畫家鄭明先生合著的《現代中西
書法──觀念與技巧》出版，成為互聯網普及前，本地西
洋書法愛好者一本必不可少的入門書。包先生亦曾在香港
藝術中心、教育署及香港理工學院等地開班授徒，而 ABC
正是他和其學生在一次聚會時決定成立的，時為 1988 年
1 月 2 日，地點在今天已不復存在的利園酒店咖啡廳。根
據 Brenda 珍藏的協會創刊號會訊，協會的成立宗旨如下：

It is a club for people who love and appreciate the art of 

western calligraphy; it is a club where people with similar 

interests can get together to exchange ideas and information. 

Our general aim is to elevate the standard of western 

calligraphy through workshops and practices;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and awareness of calligraphy to the general public of 

Hongkong; and to have fun with calligraphy!

“
“

不一樣的

訪問香港西洋書法協會

哥德體（書寫者：Brenda）

/ 訪問：孔銘茵、王湧鑫
/ 文：王湧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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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da 在 90 年代初經學校老師介紹而加入 ABC。
當時她就讀中五，但對西洋書法的興趣其實早已萌
芽。「 中三時，有次見到英文老師用 marker 寫的
字，覺得好靚，旁邊的同學說：『 會考美術科有西
洋書法卷。』我是為此才選修美術科的 ！」協會早
年的活動以出版會訊和舉辦展覽為主，她仍記得當
時和美術班的同學去了參觀，「 見到大哥哥大姐姐
的作品，真是大開眼界。」

“

訪問香港西洋書法協會

ABC 會訊創刊號，後排右二
站立者為協會創辦人包緯國先生。

受訪者（左至右）：Cosmo, Lolita, Brenda

協會早期會員人數不過一百，而活躍的只有十多
位。至千禧年，網上社交平台興起，協會便以此取
代會訊來發佈消息，並取消會員制，惟保留年度展
覽，又嘗試與其他地區的書法協會合作，邀請外國
知名書法家在訪問亞洲時順道來港開設書法班。近
年，西洋書法因文青風潮而人氣急升，協會也就順
應潮流，多舉辦了像手寫聖誕卡和在飾物上燙金寫
字等手作工作坊，務實地實踐協會的宗旨。 

意大利體（書寫者：Chri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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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好ABC？

協會副主席 Cosmo 也是自中學起便學習西洋書法。「 當年學校
的美術室在午飯時段會開放給學生，我看見美術科老師在示範
英文書法，覺得好有型。」那時他在圖書館唯一能找到的參考
書，便是包先生那本著作。相比之下，他說現在學西洋書法當
然方便得多，但亦帶來另一問題，即資訊太多，易令初學者眼
花繚亂，無所適從。協會導師 Lolita 深有同感，她較晚才接觸
西洋書法，當初在網上摸門路時就撞過板，「 試過在網上找到
一幅作品，未知是甚麼字體就跟著臨寫，結果當然錯漏百出。」
她特別提醒初學者，別以為凡是好看的歐文字體
就是西洋書法，因為那也可能是畫出來的美術
字（lettering）或電腦造出來的字型（font）。她
解釋：「 傳統而言，西洋書法可以粗分為以下幾
大類：羅馬體（Roman）、安色爾體（Uncial）、
卡洛林體（Carolingian）、哥德體（Gothic）、
意大利體（Italic）和銅版體（Copperplate）；每
種字體都是因應時代環境及書寫工具而演化出
來的。近期雖然流行規則較為寬鬆的現代書法

（modern calligraphy），但要寫得好，仍必須以
傳統為基礎。」

如果嫌這些名稱不好記，一時三刻搞不清楚，
Cosmo 建議大家不妨先以工具劃分，即以寬嘴
筆寫的字和以尖嘴筆寫的字，「 像羅馬體和意大
利體便多數是以寬嘴筆書寫的，比較適合初學
者。」不過，亦有人從難處入手，並樂在其中；
Lolita 笑言自己就是由尖嘴筆寫銅版體學起，「 最
重要的，還是興趣，有興趣，自會鑽研下去。」

那麼家長應盡早安排子女學習西洋書法，培養他
們對西洋書法的興趣嗎？Brenda 坦言，西洋書
法比較適合中學生學習。「 如果是初小學生，可
能連寫錯字的意識都還未有，而不斷糾正他們，
只會令他們感到沮喪。」至於小學生在寫英文
copybook 時，是不是已經在學寫西洋書法？三
人均認為裡面所謂的潦草字（cursive）在結構上
大有問題，算不上是書法，但為免小朋友感到困
惑，不得已只好暫且忍耐。 現代書法（書寫者：Co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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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止ABC！

跟學習中國書法一樣，要學好西洋書法，
掌握不同的字體，臨摹是必經的階段。在

行外人看來，這無異於抄書，未免沉悶；對
執筆者而言，卻可以是修心，也是無價的享

受。Lolita 更因此在幾年前辭去原來會計一
職，全心全意投入西洋書法的世界。她說，在

教學過程中目睹學生由「 唔得 」到「 得 」，尤
給她帶來莫大的滿足感。

正職為藝術治療師的 Cosmo 則將西洋書法應
用於本行，讓學員藉認真寫字而靜下心來，「 和
自己重新接軌。」他本人亦不時以創作來抒發
情感，內容可以具體如一句金句、歌詞或電影
台詞，也可以抽象如一幅當代畫作，改變了西
洋書法一向給人偏工藝、屬設計範疇的觀感。

斯賓塞體（書寫者：Lolita）

羅馬體（書寫者：Sunny）

香港西洋書法協會 Facebook

想欣賞到更多不一樣的 ABC ？協會將於今年九
月舉行年度展覽，Brenda 誠邀各位讀者屆時蒞
臨指教。詳情請留意協會的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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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記

從心看 字
從「 辵 」，「 兆 」聲。「 兆 」是「 逃 」的初文，「 兆 」字
甲骨文表示洪水來了，兩人相背逃走，後來增加表意偏
旁「 辵 」。「 逃 」的本義是逃亡、逃走。

以上是文字學家對「 逃 」字的釋義，從中可一窺先民的世界觀；而
今人又是怎樣看「 逃 」字呢？在平面設計師區德誠（Benny）的「 看
字 」系列裡，「 逃 」字由一個在斜坡上奮力攀爬的小孩詮釋 ——說
不定是在逃避如洪水猛獸般的功課？Benny 的作品言簡意賅，耐人
尋味，這次請他來與我們分享他的創作心得。

逃
宋  蘇軾
三希堂法帖

逃：

/ 訪問：鄧雪廸、王湧鑫     
/ 文：王湧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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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說漢字的圖像故事

感覺是創作的起點

遇到合心意的場景，Benny 會立即按快門拍下
來，待回到工作室，再翻開書法大字典，精挑細
選一個與畫面匹配的字體，最後在電腦裡將兩者
合成。這類筆畫代替法，他認為也大可應用於書
法及字體教育。「 小朋友一定會覺得臨帖好悶，那
不如試試叫他們在家中找一件物件來代替字體的
某一筆畫，然後影張相，再在相片上把其他筆畫
補上。」他希望學生能藉此練習對漢字另眼相看，

「 從而慢慢進入，探索裡面看似最悶但亦最精華的
那部分；否則無興趣，等於夾硬拉牛上樹。」

相比技巧，Benny 更重視感覺，因為「 感覺才是創
作的起點，是學不來的。」他不反對學生模仿他人的
作品，以作為練習的一部分。「 不過如果他們能講出
自己的故事，習慣將自己對世界的感覺表達出來，那
會更好；世界有趣，是因為每個人的背景和經歷都不
同，各人都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精采世界。」

離
唐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

漢字的圖像意涵非常豐富，Benny 因其平面設
計師的身分，更是對漢字特別敏感，加上喜歡攝
影，會帶著相機到處走，久而久之，便對文字與
城市之間的關係感到好奇。他首先想起古人：「 古
人藉觀察身邊的事物而造字，看見家裡有隻豬，
就畫隻豬，有隻牛，就畫隻牛。」他繼而問：「 假
使他們來到當代，身處我們的城市，又會怎樣造
字呢？」尋思之際，適逢 2011 年第二屆國際字體
藝術雙年展（Typojanchi）即將在韓國首爾舉行；
Benny 是獲邀的參展人之一，他便藉此機會創作
了「 看字 」系列的首批作品。

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有不少字是以形表義，
只是後來為方便書寫，筆畫漸漸變得俐落和工
整，漢字的圖像敍事色彩也就愈發不明顯。Benny
的「 看字 」系列，正是重新講出漢字的圖像故事，
不過背景換作現代都市，字體也沒有用上古字，
而是以我們都毫不陌生的楷、行等書體為本，從
中翻出新意。

至於新意從何而來？Benny 說，有時在街上看見
某個場景，會靈光一閃，「 好像有個字就隱藏在那
裡。」這聽來神秘，但他解釋，其實更多是就地

取材，憑字寄意。「2014 年左
右，大家開始諗要走，有一日
送完機，等巴士歸家期間，抬
頭望見有架飛機飛過 ——我想
起個『 離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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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y 對事物另眼相看的能力，曾為他贏得多個設計
獎項，他也是著名的東京字體指導協會（Tokyo Type 
Directors Club）少數的海外成員之一。原以為他和許多
同行一樣，當初是因為喜歡設計才入行，卻萬沒想到這
一切，全因他教書的哥哥一個美麗的誤會。

他說自己當年不夠分數入大學，正和同學在九寨溝旅
行，心中盤算著回港後即投身職場，對此亦滿懷期盼。

「 哪知就在打電話回家報平安時，在電話另一頭的哥哥
說，已替我報讀設計，並促我快點回家！」Benny 的哥
哥安排他升學，自是出於兄長的關愛，至於為甚麼是設
計，Benny 事後得知，原來是和他的一幅劍蘭寫生有
關。「 中學時有位非常熱心的老師，在課餘時間教我們一
班同學畫畫，某次哥哥看到了我的寫生練習，覺得畫得
幾似，而他以為設計就是畫公仔！」

另類起跑線

Benny 與其最新作品系列「 光合 」。展覽場地就在他的工作室，他
將這個空間命名為 miniminigallery。

Benny 的設計之路從此展開。在正形設計學校畢業後，他加入了靳埭強先生的設計公司，同
時在香港理工學院的夜校進修，然後在 1994 年，他開設了自己的設計公司。他笑言自己與設
計「 並非自由戀愛的關係，而是盲婚啞嫁的撮合，只不過幸運地雙方最後都夾得來。」因此，
儘管事業順利，他說自己對設計始終有著某種莫名的距離感，而這種距離感往往令他對設計
有著與同行不大一樣的想法。「 看字 」系列便是他其中一個別具一格的思考成果，並在 2017
年成書出版，收錄了 70 幅作品。他近期另一個名為「 光合 」的作品系列，則嘗試更抽象地以
城市的黑白光影來呈現當中的文字和符號。

「 很多時，確要透過一些好傻的想法，才會有新東西走出來。」Benny 如是總結。

用心觀察，文字或許就會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枯
唐 禇遂良
淳化閣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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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隋  智永
真草千字文

從
隸辨

浮
唐  褚遂良
房玄齡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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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新蒲崗，你會想起甚麼？舊區？工廠大廈？或是曾幾何時抬頭便能望見的飛
機？細心觀察，原來新蒲崗仍保留了不少手寫招牌。當鄰近的啟德地皮一帶正經
歷天翻地覆的轉變，說手寫招牌是新蒲崗的特色之一，相信絕不為過。位於該區
的樂善堂王仲銘中學（簡稱「王中」）就在過去一年以此為題，邀請了駐校藝術家
曾德平（平平老師）和學生一齊搞搞新意思。本文分上下兩篇，先訪問平平老師，
後訪問負責統籌整個駐校藝術家計劃的梁敏婷老師。

平平老師近六、七年不時見報。自離開工作了逾廿年的香港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後，他和一班朋友在 2014 年創立了生活書
院，推廣生命教育，並曾受邀到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擔任視藝科
老師，開創了香港首個行為藝術課程。這次來到樂善堂王仲銘
中學——一所相對傳統的學校，學生的背景變了；不變的，是
他的藝術教育理念。

「 我想學生透過藝術創作，搞清楚世界的真相是甚麼，並藉著
美而達到至善的境界。我覺得如果學生上完堂，他們的心沒有
改變的話，那麼這節課就不算是成功的。講得老土一點，我做
藝術教育，是基於一種對生命的尊重；現在社會上有太多問題
困擾著我們的學生。」

以小見大

社 區 中 的 學 校 與 書 法
王 中 的 教 學 實 驗

上篇

/ 訪問：鄧雪廸、王湧鑫
/ 文：王湧鑫

/ 圖 :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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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字體重應用，近年漸多人認識的李漢港楷
即是其中一例。平平老師倒希望學生能暫時忘
記招牌字體的實用功能，而先去理解其底下深
厚的文化根基——中國書法。他很想和學生一
起探討一個問題：「 一個書法家在寫字時，其
實是在做甚麼？」他料想在短短幾堂內教學生
執毛筆寫字，成效非常有限，所以轉而教導學
生去理解何謂「 裝字 」。

「 原來李師傅在寫字時，除了要留意黑色的筆
畫，還要顧及因這些筆畫而創造出來的負空
間。」為使學生更易理解，他教學生把招牌字
體的局部放大，勾勒轉移至畫冊上，再於負空
間平塗，「 於是學生漸漸忘記招牌字的功能，
而進入了中國書法更深一層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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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老師的另類教學法不只旁及書法。訪問當
日，下學期已到尾聲，他正在王中教學生做麵
包。「 這是一個修心過程，和畫畫、雕塑其實很
相似。」他著重過程多於成果，並認為正是凡事
講求成果的功利心態，令香港近廿年的教育出了
大問題。他慶幸自己在八十年代中五畢業後，
進入當時的香港理工學院，便遇到蛙王。「 Poly
當年採用 Bauhaus 美藝合一的教育方法，並有
個不成文的傳統，會邀請新進藝術家入校教設
計。」蛙王的體驗式教育，令平平老師大開眼
界，但亦因此，學校以至整個藝術及設計教育體
制後來淪為文化產業的附庸，令他唏噓不已。

平平老師有時亦會感到無力，不過他說自己是個
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仍有很多事情值得做，可
以繼續做。」他希望自己能造就更多像他一樣放
石仔的人，在水面泛起漣漪。「 理想而言，有朝
一日，這些漣漪會邊貼邊，互相碰撞，最後波平
如鏡，天下太平。」

因為社區藝術體驗是王中是次計劃的重點，所以
下一步，就是將學生的創作帶出校園。平平老師
坦言對這類「 落區 」活動半信半疑。「 受我的老
師蛙王（ 郭孟浩 ）影響，我一直在實踐『 藝術即
生活，生活即藝術 』這個理念，相信生活裡的每
分每秒都可以創作，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將社區和
自己分開；既然學生和我都在這區活動，便已是
社區的一分子。」

因此，他沒有選擇一些他認為是自上而下、可能
較一廂情願的方案，例如反客為主替社區裡的
店舖重新設計招牌，而是借莊子「 逍遙遊 」的故
事，帶領學生將其畫冊上的負空間創作再放大，
化成一對翼，在新蒲崗這個曾舉頭便能輕易望見
金屬大鵬鳥的社區翱翔，並與街坊和環境互動，
組成一幅幅有趣的構圖。

逍遙遊

漣漪

平平老師說，王中的學生比他從前教過的中學生
乖和靜，令他起初有點擔心他們在進行社區藝術
體驗時，會否十分被動。不過，這些擔憂在出街
後即一掃而空。「 學生好似變了另一個人，有學
生甚至主動走到小巴停泊處，敲車門，邀請正在
車中休息的司機大佬一齊合照。」

學生忽然膽大，平平老師認為除了多得校服這面
「 免死金牌 」，也因為學生終於體會到藝術能充權

這回事。「 由負空間到正空間，這個空間是學生
自己創造出來的，等於是 empower 學生，令他
們明白，原來自己的創作也能豐富社區，從而建
立對社區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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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 逍遙字在水彩間 」是王中是次駐校藝術
計劃的回顧展覽，在閉幕典禮當日，吸引
了不少來自其他學校的視藝科老師前來參
觀。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在背後統籌整個
項目的梁敏婷老師，實是功不可沒。她與
我們分享了箇中心得。

為何會有這個駐校藝術家計劃？

學校過去一直有短期的駐校藝術家課程。謝校長
很支持學校的藝術教育發展，他建議今年長期與
一名藝術家合作，於是邀請了曾德平先生擔任一
年駐校藝術家。另外，因為課程以社區為本，所
以也邀請了方韻芝小姐擔任駐校社區藝術導師，
請她幫忙聯絡不同的社區伙伴。我們在上年八月
份開始討論課程，開了不下十次會議，籌備發展
一個全年駐校社區藝術課程，當中研究招牌字體
為教學主題之一。

您們三人是如何分工合作？

駐校藝術家課程中，藝術家、社區藝術導師及
老師各司其職。作為老師，我較了解學校的藝
術課程，所以負責規劃整個項目的學習架構，
務使學習內容既有藝術評賞又有藝術創作。方
小姐則協助我們在社區建立資源網絡，如請得
耀華製作室負責人李健明先生，為學生導賞新
蒲崗的手寫招牌及介紹李漢港楷，初步引領
學生賞析街道招牌的特色。而平平老師在課堂
上，會進一步引導學生鑑賞李漢港楷，並藉負
空間創作使學生認識字體結構及筆畫細節，再
以此延伸至社區逍遙遊的攝影創作。

初中和高中學生都參與了計劃嗎？

計劃涵蓋初中及高中，高中的課程是全年進
行，剛才提及的手寫招牌導賞和字體負空間創
作，都屬於中四學生的課程。中五學生另有主
題，他們觀察和記錄社區的野生植物，最後製
成水彩圖鑑。至於初中學生，我們安排了他們
在學習活動週參與工作坊，嘗試手作招牌，從
中認識新蒲崗的招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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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課程共有多少時數 ?

駐校藝術家的課堂屬課外活動，平平老師每星期來
兩天，星期一與中五學生畫水彩，星期四與中四學
生探索字體，各兩小時。為使學生在上平平老師的
課堂時能更投入，我會在常規的視藝課堂上引入相
關內容，例如平平老師在他的課堂上集中處理招牌
的局部，那我就在平時課堂上和學生分析整個招牌
圖像，使學生的學習體驗連貫而緊扣。

疫情對計劃有甚麼影響？

因為疫情，我必須彈性處理課時及活動安排。在
限聚令下，進行招牌導賞時亦有困難，要由六位
老師分組帶領。另外，學生只上半日網課，所以
如要上平平老師下午兩小時的實體課，便要專程
返校。感恩在疫情下，即使學生早上在家網課，
下午仍願意回校參與活動。他們的積極投入和回
應，是對我的最大支持。

這個計劃對學生的 SBA以至整體DSE成績會有幫助嗎？

首先，公開試是眾多學習評估之一，我認為在編制藝術課程時，不一定要以此作為唯一的評估準則，而
更應以學生的特質和需要去度身訂造課程。我校學生普遍內向、學習動機較低，那就讓他們走出課室，
進入社區，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接觸藝術，以培養他們運用不同的藝術語言去體驗創作，並藉一連串的
學習活動，擴闊他們的視野。如果學生能將所學的東西逐漸內化，相信會對發展個人 SBA 創作有所幫
助。不過，我覺得更為重要的，是老師在過程中觀察學生學習，並找到著眼點，帶入常規課堂討論，甚
至把它轉化成學習材料。

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嗎？

學校外牆的插畫創作，便是在計劃中後期延伸出來的，當初並不
在計劃之內。這些貼紙其實是字體負空間創作的放大版，每張由
43 張 A3 紙合併而成。我們邀請了擅長製作大型貼紙的插畫設計
創作組合 Graphic Airlines 合作，與學生一同將原來的負空間創
作化成外牆插畫藝術，以連結社區。

或許有人會看不明白貼紙的內容，會考究是甚麼字？我會反問：
這重要嗎？最重要的，應該是這件作品或這幅視覺圖像啟發到你
些甚麼。這裡頭發生了一件事，正好可以用來說明。話說學生在
學校外牆貼好第一層貼紙後，不到兩日，便遭破壞。可惜之餘，
我覺得這亦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於是，我把貼紙被撕
的相片張貼在我們的網上學習平台 Padlet，先問學生有甚麼想
法 ——有人認為只是小朋友多手，有人猜測是政治原因，也有人
推斷純粹是最初貼得不夠牢 ——然後一齊討論善後處理：作品遭
破壞後仍是藝術嗎？藝術家如 Banksy 是怎樣借一個被破壞的環
境而延伸其創作？過程中，樂見學生很努力想出各種補救方案。
最後我們決定以 Graphic Airlines 的「 阿肥 」標誌和樹葉來配搭
外牆那層被撕的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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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意推行駐校藝術家計劃的同工，您有甚麼建議給他們？

在規劃課程時，老師要充份認識學生和藝術家，一方面要認清學生的特質及能力，另一方面亦要考
慮藝術家的個性和專長，兩者結合，才能設計出合適的校本藝術課程。此外，過程中老師用「心」
陪伴學習，是非常重要的。當學生知道老師與他們共同進退，一起探索、開創、發掘、試驗，他們
便會願意學習，也更投入學習。 

「 逍遙字在水彩間 」 展覽期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歡迎預約藝術家導賞及工作坊，查詢電話：23820002 郭小姐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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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藝術溝通的藝術
譚智恒談文字編排設計譚智恒談文字編排設計

每天我們過目的文字，種類繁多，不過如要歸類的話，你會發現當中大部分都經電腦處理過。這類屬於
文字編排設計（typography）的產物，在我們生活中可謂無處不在；然而相信不少人對之只是一知半
解，即使我們經常用到像 Microsoft Word 等軟件來編排文書。是故我們專程請來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傳
意設計研究中心總監譚智恒（Keith），為大家好好介紹一下何謂「 文字編排設計 」。

/ 訪問：何毅盈、王湧鑫
/ 文：王湧鑫

Typography，常被譯作「 字體排印 」或「 字體
學 」，Keith 則一向稱之為「 文字編排設計 」或「 文
字設計 」。他解釋，typography 這個概念源於西
方的活字印刷，其時包括排字和印刷這兩工序，稱
為「 排印 」，自然沒有問題，「 問題是，到了今
天 screen-based 時代，當電腦桌面出版（ desktop 
publishing ）普及後，稱 typography 為『 字體排
印 』，是否還合適呢 ？」

在華文世界，typography 又經常被等同於「 字體設
計 」。Keith 提醒，「 字體設計 」其實是 typeface 
design 才對，與「 文字設計 」是不同的。「 文字設
計，在於應用和編排（ typesetting ），例如當我們
在處理一份文書時，便會根據文書內容、使用情景
和媒介來決定處理手法，而這就關係到文字資訊的
整體佈局、字體的選擇與配搭、字體大小、字重、
字距與行距等等。至於字體設計，則專指造字，例
如我們在電腦上經常用到的 Calibri 或蘭亭黑，就
是字體設計師含辛茹苦、一筆一畫設計和製作出來
的，而非自動生成 ！」他補充，字體設計往往要比
文字設計更花費時間，「 尤其是研發一套中文字體，
動不動就要幾年功夫，還要一隊人分工合作，才有
望順利完成。」

文字設計＝字體設計？

西方的活字印刷，由排字和印刷技工分別操作。
（圖：Wellcome Collection, CC-PD Mar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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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智恒談文字編排設計

Keith 是文字設計的學者，但對字體設計同樣熟
悉，因為他本人就攻讀過字體設計，其碩士畢
業作品 Arrival 更獲母校雷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選中，成為全校的導向指示字體。
不過，他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文字設計。「 本
來到 Reading，是去讀 History and Theory of 
Typography——冷門到聽到都驚 ——只因堂上
的學生實在太少，所以開學第一日已轉科。」他
笑言自己喜歡接觸人和不同的事物，而做字體
設計卻要不怕悶，「 整天都是對著電腦，推一堆
黑白線條，我唔得㗎！」

文字設計的四種面貌

文字設計可以不同方式呈現，Keith 就曾在一篇
網誌中，將文字設計教學分為四個流派：「 求
新 」、「 求精 」、「 求效 」和「 求真 」。「 求新 」
以視覺概念行先，type as image，強調展示效
果，常見於平面設計和廣告，一般都很搶眼；

「 求精 」尚崇工藝傳承，對排版一絲不苟，注重
細節；「 求效 」則以用家為本，講求溝通和傳
意效果，例子有表格、導向標識系統等；「 求
真 」即知識探索，視文字設計為學術議題，例
如分析不同背景和年齡層的讀者對不同版面設
計的感知能力。

Keith 說自己教的那一套，比較接近信息設
計（ information design ）。他隨手翻開一本
書，「 很多人以為只有封面才需設計，但其實

裡 面 也 要 設 計 。 」他 在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有
一門名為「 為閱讀而設計 」（ Designing for 
Reading ）的專業進修課程，就是教學生因應不
同的閱讀目的而編排文字；這理念由已故雷丁
大學教授 Paul Stiff 提倡。他舉例：「 如果是沉
浸式閱讀（ immersive reading ），設計便要做
到好 invisible，使讀者盡量不受干擾，可以全
心投入故事當中；但如果是策略式或選擇式閱
讀（ strategic or selective reading ），那麼我們
便可能需借助不同顏色、大小不一的字體和版
面佈局來分類，使讀者可以迅速地找到所需的
資訊，而不是對著一堵 wall of text。」

「 做得差，會好明顯；做得好，則 OK，讀者覺
得正常，看得舒服，所以他們未必會察覺到文
字設計師的存在。」

雷丁大學的導向指示一律使用了 Keith 設計的 Arrival 字體。
這塊指示牌是他某次在校園建築物翻新時拾獲的，現在就放在他的辦公室，以作留念。

受訪者 Ke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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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設計中，甚麼時候加、甚麼時候減，絕對是一門學問。Keith 說學生偏向花巧，「 好像一定要做
點事才算是設計過，但有時真的最好 leave it alone，毋需太過『 姿整 』，始終內容最重要。」根據他多
年的教學經驗，常見的毛病有：

1.

2.

3.

無緣無故拉闊字距，在小寫字母之間加插空間，拉寬了整個英文字，也因而拆散了字的形
態，使人閱讀困難；

習慣把中英文皆左右齊行，問題是如果英文左右齊行而沒有用上連字號（-）的話，部分字會
被拉得太寬，而字與字之間的空間也會變得很不一致，影響觀感；

視覺上的編排決定與內容無關，例如所選的字體與內容違和。

字體課

Keith 訪問中提及的文字設計經典之作

文字設計的趣味

Keith 自小就對文字非常著迷。他的爺爺在海味舖當掌櫃，記帳等全用毛
筆書寫，練出一手好字，給 Keith 留下深刻的印象。母親亦十分注重寫
字，會留心他在功課簿上的字是否美觀得體。至於從事花布設計行業的父
親，則可謂其啟蒙者，率先教曉他文字設計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操作。有這
樣的成長背景，不難理解他小時候的生日願望，竟然是要一部打字機！

Keith 最後寄語讀者：「 不要忘記文字本身就是視覺呈現，文字除了字面
上的意思外，視覺上也能溝通，兩者加在一起，可以使文字的內涵更為豐
富，而即使字面上的意思和視覺上的含義相反，如果在恰當的場合組合使
用，效果也一樣可以很好。」

文字設計雖更像一門工藝，而非自我表達的純藝
術，但說它是一門溝通的藝術，應該絕不為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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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及早準備，結果就會很不同。例如 ⋯⋯
整體國民的「 美感 」。如果你也為整體國民的美感
擔憂的話，可以關注我們即將推行的計畫：小學
生也能懂的字體課。

不是說每個人長大都要當設計師還是美編。當小
朋友成為大人，在各行各業發揮影響力的時候，
就形塑台灣下個世代的樣貌。街道景觀與其說是
政府官員、規劃師的產物，更是國民美感的體現。

身為美感表現的一環，字體雖然不是這個社會中
最重要的問題，但至少是無法忽視的問題。打個
比方：南投歷史悠久的松柏嶺受天宮在 2000 年發
生火災，2009 年重建完成美輪美奐的新建物。受
天宮是台灣玄天上帝信仰的總廟，在重建時許多
細節相當考究。例如門神彩繪，便是名家之作。

字體課
也能學的

小學生

但是說到門楹樑柱上的題字，是海報體、綜藝
體、細明體⋯⋯除了多種美術字體、電腦字型
混搭，這些字體的風格並不適合傳統廟宇，也
無法與精緻的傳統彩繪相配。

民俗亂彈執行編輯溫宗翰指出，門柱的字體是
以擲筊杯確認，即神明自己所選。只是當初擲
筊杯時，廟方把電腦字體也列為神明的選項。
建成數年來廟方相當希望可以改變，但礙於建
築工法與防火考量，暫時無法進行。

這是頗可惜的事。（ 網路 ）鄉民多數認為相當
無奈、可笑，廟方也有自己的苦衷。一來一
往，大家吵了起來，也是傷害感情的事。這樣
的事以後還會繼續發生，但我們可以超前部署
來讓遺憾減少。

本文獲 justfont 授權轉載，原文出處：
https://blog.justfont.com/2020/11/typeclass-101/

「 小學生也能學的字體課 」是以
「 兒童美學文化體驗教育計畫 」所

延伸的內容文章。此計畫由國立
臺南生活美學館發起，美感細胞
團隊執行，美感光波製作教材，
justfont 擔任顧問。文章所提及的
教材屬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所有。
照片主要由美感細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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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不是灌輸小朋友所謂正確的字體觀
念，而是透過一系列活動，引導他們自己體會
生活中各種字體的特色，例如：唱卡拉 OK。

字體卡拉 OK 構想出於《 我們都被字型洗腦了 》
（Why Fonts Matter）。作者 Sarah Hyndman 

在多次的講座中都使用這種方式讓現場大朋友
破冰、拉近字體與一般人的距離。借用她的點
子，我們推出了中文版的字體卡拉 OK，請同學
暫時拋下偶包，由視覺的暗示，說出他們心中
相應的聲音表情。

唱卡拉OK玩卡牌
做自己的傳單和招牌

卡牌分組遊戲也派上用場。卡牌中有許多不同的
字體，展現同一個詞彙，如「 電影 」、「 老師 」、

「 炒飯 」等等。每組需要發想該字體對應特定
事物時，點出怎樣的關鍵特色。例如有小朋友
說：黑體的「 老師 」是公平公正的老師；毛楷則
是壯、高、帥的體育老師⋯⋯。藉由遊戲化的教
材，在課程的第一週就讓小朋友輕鬆地體驗不同
字體給人的感覺。

雖然現在已經不叫美勞課，但在中學仍是藝術與
人文領域的重要內容。老師請同學們想像自己
開了一家店，要在期中親自設計傳單。但在這之
前，老師們會先帶學生理解相當基礎的字體知
識。例如黑體、明體、楷體、圓體風格、字體的
骨架與肉、行距、字級等常識，做簡單的介紹。

後續甚至還有發想上的練習：帶同學觀察學校周
邊社區的街頭字體風景（ 較山區的學校則帶往
圖書館，看書背上的字體 ），引導他們紀錄自己

的想法，並將自己看到的字體大致分
類。最後才是整個課程的大挑戰：設計
自己的招牌。

經過調查，目前國小教科書裡關於「 字體 」相
關的內容極少。南一的 《 國語 》 六下在 〈 生活
中不同字體的功能與特色 〉 跨頁中提到明體、
黑體、魏碑體、海報體。翰林的 《 藝術與人文 》 
五下則是透過 〈 設計自己的 logo〉 稍微談到了
一點字體的變化。其他如翰林、康軒的國語課
本有部分是「 書法 」內容，但也佔極少篇幅。
換句話說，字體的教學內容有極大成長空間。

2020 年初，受美感細胞團隊邀請，我們擔任了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兒童美學文化體驗教育
計畫 」的顧問：搭配一系列的美感教育課程，
首次將小學字體課的雛形引進嘉義、台南、高
雄、屏東的五間學校，總共有 96 位小學生（ 包
含三、四、五、六年級 ），在課堂上體驗了為期
八週的字體課程。在上課之前，則共有 10 位第
一線教師參與了課前的研習。

你可能會想回去上這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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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的「 兒童美學文化
體驗教育計畫 」以及美感細胞團隊的邀請
與協力，我們才能將想了很久的國小字體
教育課程介紹給第一線的老師。在這個過
程中，我們也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在此
分享給我們的同溫層：

六至八週的內容相當豐富，有部分老師甚
至覺得太多。我們未來會提出更精簡的正
式版課程素材與教案。也有提到因為現代
閱讀環境使然，同學更熟悉圓體、黑體，
但對受到書法影響的明體、楷體比較陌生，
也更難用手繪的方式學習。若太早使用此
教材，對於中低年級的學生更是較難理解。

另外受限於生活經驗，多數同學開的店是
飲料店、冰店。或許之後的教材可以引導
同學做跟校園生活較相關的題目，例如校
慶運動會的加油牌、園遊會時班級攤位的
招牌，甚至是教室佈置，也會很理想。（ 這
麼一來還可以配合校內的時間規劃，不會
排擠字體學習的時間 ）

參與計畫的老師

不過整體來說，參與計畫的老師們大多認為
字體課程的雛形對學生影響相當正面。有老
師指出，原本以為讓高年級同學設計燈箱文
字會是很大的挑戰，結果發現學生的能力
與可塑性比想像中高，「 只要給他們一點機
會，他們就會給你無限的可能。」。

也有老師從同學不斷的失敗、擦拭、重新描
繪的過程中，看見小朋友執著的耐力。參與
此計畫的甚至不只藝術與人文科的老師，也
有班導師將設計解說傳單的材料帶進國語
課，發現學生能馬上觸類旁通，通暢地表達
設計招牌的概念與想法。受訪的小朋友大多
表示，塗塗改改是蠻累的，但是因為有受到
明確的指引，也教他們發想的方式，反而在
創作後期變得更得心應手。

歡迎更多老師加入！

老師同學，你們怎麼看？

對 justfont 的字體課程素材及
教案感興趣的老師，可以填寫
這 份 調 查 表 單，justfont 將 不
定期寄出最新的成果給您。

這不是純然自由的創作——不是像畫一幅
「 夏天 」那樣自由揮灑。這個教材希望學

生先思考自己要開什麼樣的店，這間店要
取什麼名字、賣什麼東西、走什麼樣的風
格，都要自己先有個底。同時，因為最後
會配合國立臺南美學館的展出，也希望同
學限定版面字數。甚至規定不可以超過三
種顏色，以確立主題色系。最重要的是，
上台發表時，我們也希望同學可以分享自
己的創作理念、思考過程。

這整個計畫的成果在今年 ( 編注 : 2020 年 ) 
6 月底到 7 月底在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展
出，許多小朋友第一次體驗到身為創作者
的成就與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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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延伸訪問
讀完上一篇轉載文章，大家是否也覺得趣味盎然，意猶未盡呢？本會以電郵形式訪問了 justfont 的多
媒體設計師兼字體教育推廣專案的負責人陳巧育先生，請他為我們講解一下「小學生也能學的字體課」
的來龍去脈和具體細節。

為甚麼會選擇從小學生入手？雖說是「 超前部署 」，但會不會也太早了些 ?

我們認為在不同階段適合不同深度的知識內容。例如：小學我們著重在啟發，以生活觀
察啟發的階段，以及認識基本的明體、黑體、圓體、楷體。未來我們也希望針對國高中
階段安排課程，符合每個階段應該知道的知識。

「 小學生也能學的字體課 」的課時安排是怎樣的？

目前安排課程，一節課 40 分鐘，共八堂課。有些台灣國小美勞課一週兩堂，如果順
利進行，約一個月就可以完成八堂課。課程安排成約四週讓台灣的教師可以彈性安
插課程在學期間，促使老師可以使用這個教材。

現在的學生都超級忙碌，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學習書法會否更為合適？

我認為學習傳統書法，可以提升漢字美感和文字造型的掌握，單只有學習書法難以因應
這時代各種字體的應用情境。但是如果未來有志成為字體領域的專業人士，學習傳統書
法是很好的方式，兩者應該依照每個人所需而選擇和取捨。

目前 justfont 推廣的知識比較著重在現代印刷體的應用，字體的知識應用不應該只是少
數人的專業，而且我們相信在數位時代裡，人人都是字型工具的使用者，從小學到成人
不同階段，都有機會面對字體的議題，所以不同階段所需的知識也不同。我們所推行的
課程也會因應對象而有所調整溝通方式和知識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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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中提到 Sarah Hyndman 的字體卡拉ＯＫ，可以請您稍稍講解一下嗎？另外，還有其他國外的例
子值得分享嗎？

Sarah Hyndman 字體卡拉ＯＫ的活動，以聲音和視覺的聯覺應用，啟發我們延伸
出其他形式的活動。例如：由我們事先錄好的一段聲音旁白，現場的小朋友透過聽
覺來選擇適合的文字風格，讓學生可以感受到，字體風格與情緒表達非常有關係。

字體的議題本身存在於生活中，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經驗越相關，共鳴越高，
學生也較能吸收。由於授課對象主要是四至五年級，約九至十一歲左右，學
生的生活經驗有限，對於字體和生活議題的連結較少，所以舉例的內容也會
比較限縮。課程中也有一些進階排版觀念的教授，學生也比較不容易理解，
需要花更多時間解釋和引導。

5 在推行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甚麼？

授課以簡報為主，學生作業基本在紙張上手繪、剪貼。

6 上課時需要用上軟件嗎？

日本 NHK 的「デザインあ」節目，對象目標是國
小階段，裡面提及非常多字體風格認識、字體設計
師專訪、排版議題。節目大量透過生活經驗物品，
引發人思考。這也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對象。除此之
外，現在學童很早便接觸螢幕上的字體，一定會對
於寫法不同感到疑惑，據我所知日本的國語課本有
教導「 印刷字 」與「 書寫字 」的不同。

手寫 明體 黑體

心 心
八 八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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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如上述所說「 兒童美學文化體驗教育計畫 」是由台南美學館所發起，與美學館的合作
已告一段落。受到「 兒童美學文化體驗教育計畫 」的啟發，目前 justfont 正在開發適
用於國小五至六年級的教材，尚未公開，並在測試和修正階段，近期與台北市大直國
小美術老師合作實際執行課程。未來調整內容後公開課程資源教材，將釋出給全國教
師免費使用。未來 justfont 希望透過「 字體教育普及計畫 」扎根於基本教育。

中期目標：

• 開源的字體教材：將 justfont 專業字型設計團隊的知識、經驗編寫為文本，以實
體書本或網站等形式無償提供老師作為教學使用。老師亦就自身專業與教學現場
經驗回饋增進修改教材，使之更臻完善。

• 全面的字體教材：與教師社群、政府資源合作，編寫十二年國教不同階段的相關
教材。

• 教師社群增能：字體是橫跨設計、文化、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希望能藉由增能活
動，使各領域第一線教師關注字體議題，一同加入推廣行列，融入日常的美感教
育，提供學生跨領域探索的機會。

長期目標：

希望與第一線教師合作，共同完善台灣字體教育中缺少的關鍵環節，並將字體教育加
入基本教育內。

文中提及有十位前線教師參與了課前的研習，其內容大概是甚麼？

這個計畫的中長遠目標是甚麼？

課程研習的內容主要是針對課程，實際與老師討論演練過一次，
並與老師提出相關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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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監製，包含小學三年
級至六年級的書法課
本、示範影片及書法
練習簿等免費資源。

The Postman’s 
Knock 由美國書法家
Lindsey Bugbee 於
2012 年創立，網站至
今已累積了百多篇書
法教學文章。內容以現代西洋書
法為主，部分資源可供免費下載。

The Type 由華語世界一班文字設計愛好者獨立
經營，以科普角度介紹各種與文字相關的視覺文
化知識。另有 podcast「 字談字暢 」，為首家
以字體排印為主題的華語播客節目。

這個名為「 書道 Performance 甲子園 」的
日本全國高校比賽，結合了書法（ 在日本
稱為「 書道 」）與表演藝術。比賽以團隊形
式進行，由各校的書道部互相比拼，一較
高下。書法，原來可以如此青春！
不信的話，請看看 2019 年勝出學
校書道部的精采表演。

有沒有想過驗眼時，視光師叫你讀出來的那些字
母或數字，屬於哪款字體？又為甚麼偏偏是這款
字體，而不是其他的？如果你對類似的話題深感
興趣，這個網誌就絕不容錯過！

網上資源共享站

存有七百多張香港的霓
虹手稿，按範疇分類，
如食肆、時裝、雜貨
等。另有三位霓虹招牌
師傅的專訪。資料庫由香
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郭斯恆及其
團隊建立。郭教授著有《霓虹黯色——
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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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專欄

仍
是
山 Ying’s Sound //

書
法
如
何
反
映
時
代

年輕人筆下的書法

作者 //  劉瑩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講師

這兩位女孩性格獨立，對藝術的執著和
對 香 港 文 化 都 甚 具 個 人 見 解 。 其 中 一
人 April 是我在 2014 年於北京讀書時遇
上的，當時她獨自一人到中國美術學院
和中央美術學院尋找書法良師。我見她
刻苦又執著，心中敬佩萬分，談話間知
道她曾選修中大藝術系的書法課程，只
是意猶未盡，故趁假期北上求學。回港
後，她礙於資金不足，未能報讀主動當
宿監，還請我參觀其斗室和為其習作點

書法教育具備藝術教育之內涵，除了能
發揮美感，更能成就德育之素養。在傳
統中國書畫教育中，評賞作品必與人品
結合，因此有「 字如其人 」的說法。然
而，在電腦普及的今天，字跡與書寫者
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傳統書畫培訓重視臨摹，在過程中可以
提昇專注力、鍛鍊耐性和觀察力。想要
寫出一手好字，就要留心文字的線條變
化與結構對比，並準確地掌握運筆的緩
急輕重。這裡頭包含了民族的審美觀和
情趣，所以學習書法除了能提高審美能
力，還能陶冶性情；這是傳統的華人藝術
教育經常強調的 1。

現在的香港教育強調批判思維，這是過
去二十年教改中致力的方向，在教授傳
統媒介時其實也應重視這方面的培育。
然而，又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書法可
以如何反映當下年輕人與香港文化的關
係？只有年青而具活力的文化，才能把
舊有的東西活化，延續其生命。認識兩
位中大建築學系畢業生，她們的言行和
對書法的態度，不禁讓我重新思考書法
與當代文化的關連。

評。從這孩子身上，我看到年輕藝術家對
生活和生命的熱切追求，以及在生活隙
縫中尋覓夢想的勇氣。April 外表溫文而
內裡倔強，其勤奮程度，相信亦會令不
少藝術系本科生汗顏。剛過去的六月中， 
April 通過面書邀請我看她中大書畫文憑
畢業展，方知原來她在短短數年內竟分別
完成了中大校外進修部和港大進修學院共
二十四個書畫課程，魄力可謂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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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則是深受不少文青愛戴的「 賣字 」小女孩
Clara。她早期課餘時曾在油麻地賣字，後與友人創
立「 賣字 」品牌。Clara 非常坦率，認為寫字與創作
是與生俱來的，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且一切都漫
不經心，用她的話來說，即「 用力地求其 」。她自
稱不按規則做事、自我和反叛，喜歡任何能夠撼動
慣性的事情，並拒絕充當免費勞工，認為自己的工
作值得回報。她的文字不追求可讀性，只在意每字
的點、橫、豎、撇之間的組合，以整體地呈現一種
視覺上的美；這無異是追求藝術的形式美。「 賣字 」
於 2013 年成立，Clara 一直以獨特的筆跡創作、
書寫，有時抄歌詞，有時作標語諷刺政治，有時寫
粗話，多年來一直深得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歡
心。年初她便以「 保持清醒 」為題，寫出文青心領神
會的祝賀語句。Clara 的字形風格獨特，常有聚焦點
或撇捺，似若干點、線、面的組合。她視書法為自
己生活的一部份，作品句子率性自然，記錄了作者
對當下生活的反思。我尤喜歡她的《 這個世界只有一
種鄉愁 》，那份夾在維多利亞港的情懷，不正正反映
了我們當下的共同情感嗎？既世俗又浪漫是香港其中
一項文化特質，在這兩年可謂表露無遺。

如果我們仍然相信藝術是文化和個人情、理
的結晶品，那麼當下年輕人在過去的日子裡
裏便以流水般的溫柔，為我們活現了堅強的
生命。只有見證過真正優秀而勤奮的年青
人，我們才能對教育仍抱有希望，才知道我
們的教育該如何走下去，知道我們的社會需
要怎樣的青年去延續我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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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會考書法卷

以上兩位女孩對書法的愛好，或許來自中學書法
教育的餘緒，因為中學會考視覺藝術科（ 之前稱
為美術科 ）在 2006 年前就曾有中、西洋書法卷。
翻查資料，原來平均每年約有六百人報考西洋書
法卷，而中國書法卷則有百多人 2。兩份卷皆要求
考生在三小時內完成三段（ 早期為兩段 ）字款及大
小不一的文字書寫。在考試制度下，中、西書法
的字款均以傳統審美意趣為標準，相對欠創意，
學生能發揮的餘地較少，所以任教的老師往往重
技巧而輕背景，偏向工藝培訓；這也看到上世紀中
以來香港美術教育較重視工藝技術的養成。

西洋書法卷要求學生用斜咀鵝毛筆、蘆桿或闊咀
筆書寫兩段分別為 50-80 字和 20 字的羅馬體或哥
德體或斜體文字，另加一組大字，可用任何書體、
顏色及工具書寫。在電腦未普及的年代，不少女
校的視覺藝術課程均包含西洋書法，只是大多不
會要求寫不同尺寸的字樣，而是配合賀卡或海報
設計等，甚至今天有部份學校仍以此為課堂練習。

至於中國書法卷：一為 10-40 毫米高的楷書文
句；二為 30-80 毫米高的行書或草書或隸書詩
句，最後是大字 150-250 毫米高的行書或草書
或隸書橫匾。一般報考此卷的學生，多是從小
就習字，並參加比賽，於是順便應用於考試。

從考試卷的報考人數，我們可以看出西洋書法
的教學較為流行。或者由於組合和書寫較多變
和方便，亦可配合簡單的彩色繪畫，西洋書法
似乎較切合年青人繽紛多姿的性格。也可見在
中西文化匯集的香港，青年人普遍熱愛西方文
化，但也有不排斥不同文化的包容性格。

文潔華（1997）。〈 香港繪畫美學與文化身份的反思（1940-1980）〉。  載《 思行交匯點──哲學在香港 》。香港：青文書
屋。頁 205-237。
吳香生（2000）。《 香港美術教育發展六十年，1939-1999 》。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李秀華（2003）。〈 九年一貫課程中書法欣賞教學在師資培育課程的反思 〉。《 花蓮師院學報 》，16，頁 195-211。
黃素蘭（2001）。《 香港美術教育口述歷史──從圖畫堂開始 》。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黃馨儀（2010）。〈 國小書法專長教師養成歷程之調查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國立臺南大學《 人文與社會研究學
報 》，44（2），頁 1-32。

參考

隨機以兩個年份為例。1998 年，共有 8,425 人應考美術科，當中 206 名考生應考中國書法卷，831 名考生應考西洋書法卷。2005 年，
共有 7,085 人應考視覺藝術科，當中 68 名考生應考中國書法卷，452 名考生應考西洋書法卷。

2

1998 年會考的考評報告

1  王曉玲，＜國小推動書法教育問題淺析＞，《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4），頁 153-157。

32



教
學
隨
筆  //字

海
尋
珍  

書
法
招
牌
及
牌
匾
的
消
逝

作者 //  潘子勳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副教授

我出生於香港上世紀動盪的年代，1985
年 17 歲移民加拿大，直至 2014 年回流
香港。這些年，每次回港，都有一種失落
感，就是眼前事物，像煙裊般於眼簾下流
逝，慨嘆事物變遷的同時，也隱約聽到大
都會在時代急劇轉變中的悲鳴。

回憶小時候跟祖母在西環街頭遊逛，戰前
唐樓下海味店鋪林立，唐樓柱上寫滿了不
同顏色的雄壯粗獷字體，滿目親切的文字
招牌廣告遍佈周圍，仿如置身於一片字海
當中。及後少年時代晚上遊經油尖旺，扭
扭的霓虹燈文字光管，林林總總，色彩豔
麗，映出奇幻的顏色。這種密集的絢麗字
海，之所以成為香港獨有的風景，皆因香
港地少人多，店鋪有如恆河沙數，商戶們
為了吸引顧客注意或使顧客容易找到，於
是紛紛訂製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招牌，
而又各出奇謀，高高懸掛於不同位置，就
是為了要搶得大眾的目光和視線。這些手
寫招牌和牌匾都跟傳統書法文化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製作招牌，首要是擬定字
體，在以前還沒有電腦排版的年代，直接
用毛筆書寫是唯一的方法，因此留下了不
少珍貴的書法墨寶。

中國書法具有獨特的精神面貌和藝術魅
力，黑白對比充滿張力，其用於街頭商標
及建築物牌匾，歷史源遠流長。上世紀的
香港，書法名家輩出，先賢墨迹隨處可
見。清末翰林遺老如陳伯陶、賴濟熙、朱
汝珍、岑光樾、康有為等，其墨寶皆呈現
學養之氣；民國學者名人如何香凝、陳寅
恪、梁寒操、葉恭綽、于右任、張大千的
字，也盡顯風度；另外還有從事文教事業
的蘇世傑、卓少衡、謝熙、羅叔重、陳荊

鴻、馮康侯、佘雪曼、黃維昌、何叔惠等
學人，其書法內功深厚，筆底勁力萬鈞。
他們或為友人邀請，或受輕金潤筆，揮毫
為商戶和建築物等書寫招牌、牌匾。這些
珍貴墨寶仍可在不少香港歷史建築物中見
到，並集中於中環、上環、灣仔等區。
 

1970 年代西營盤西湖里
（ 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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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們除了找文人雅士，也會聘請以寫字為業的專
業字匠代為書寫招牌，其中佼佼者，當數區建公先
生。區先生自五十年代起，以趙之謙風格之北魏碑
楷書書寫招牌而獨步香江。其北魏碑楷書風格強
烈，粗獷勁猛，有權威顯氣勢，特點是字體點劃勾
捺等拉長並且厚重，視覺衝擊力強大，加上結構變
化多端，比傳統圓潤的唐楷更容易吸引目光，所以
即使身在遠處，仍能清晰看到。傳聞掛上區先生招
牌字的商戶皆生意興隆，所以商戶們更是不惜以巨
額求字，可謂一字千金。這引來其他以寫招牌維生
的專業字匠爭相仿效，進而造就香港密集招牌字海
的潮流文化，並一直影響至八、九十年代。

在後現代社會，毛筆書法的實際用途減少，電腦文
書處理軟件與中文輸入法逐步取代傳統書寫。電腦
排版和充滿時代氣息的現代美術字設計等，也已取
代傳統手寫招牌，手寫字行業面臨式微。孩子學生
們，無論在校園抑或日常社交，都在使用電子產
品，而由是於以輸入法打字，以致他們大多對部首
和筆順意識皆甚為模糊。另外，不少中小學已完全
放棄教授毛筆書法，原因一來是師資不足，越來越
少老師懂得書法，二來是課時緊張，令相對不實用
的文藝學科遭到捨棄。

其實學習毛筆書法不單可以鍛鍊孩子的耐性和啟發
其創造力，還有助他們抗壓修心，並培養他們對中
國文化的認知感和認同感。希望教師校長們不要因
為貪方便而放棄中國書法；一起學習書法，一方面
把精緻文化傳承於下一代，另一方面也能自娛抗
壓，為自己增添書卷氣。有空或可帶學生孩子們
漫遊香港歷史文化及懷舊區域，細說當年的美好回

憶、趣事糗事等。一起尋找名家墨寶及特色招牌，
向孩子灌輸珍惜文化、愛護文化等正面觀念，也不
失為一個很好的週末本地遊娛樂活動。

香港保留最多手寫書法招牌及牌匾的地方如下：首
先是文藝畫廊及古董店舖林立的港島區上環荷李活
道文武廟一帶，文武廟內有清代光緒皇帝、翰林遺
老陳伯陶等人的墨寶，而沿西行，在兩邊街道店鋪
會看到不少香港及國內外名家的手寫招牌，如羅叔
重、沙孟海、方召麟、劉炳森、張大千等。之後南
行至皇后大道西、文咸街南北行、蘇杭街一帶，也
有不少傳統北碑風格招牌高懸。如果想欣賞清末民
國等文人書藝高手的對聯，請移玉步至銅鑼灣保良
局大堂內，兩邊掛滿佳作，供你細心欣賞。九龍方
面，則先到油麻地果欄，內有大量傳統木刻黑底簪
花掛紅金漆牌匾，蔚為奇觀。再經上海街或基隆街
等北行至旺角、深水埗一帶，沿途有傳統中藥材店
舖、傢俬舖、布藝店、鈕扣店、茶樓、香燭紙紮店
等，仍可見到大量五十至七十年代北碑風格的手寫
字招牌。賞字時可觀察書寫者的筆法、落款等，體
會其風格、感覺和年代，懷舊味道有待你去發掘。

日月如梭，芸芸字海已悄無聲息地流逝於都市間，
在懷緬美好歲月的同時，願大家也學會珍惜，把美
好的事物保留傳承，並嵌留於心中。
 

作者簡介：潘子勳老師  Mr. Felix POON

文化研究達人。畢業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美術學院。現為香
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副教授、聖言書藝社理事及藝文指
導、得見堂中國書畫顧問及特約講師。幼承家學。書法師
承黃維琩老師及何叔惠老師。現為加拿大中國書法家協會
會員、香港甲子書學會會員、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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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 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

2006 年灣仔（Roger Walch,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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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2020 至 2022 年執行委員會

會長
黃敏婷  (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副會長
葉煥鈴  ( 聖若瑟書院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副會長
梁崇任  ( 玫瑰崗中學藝術教育發展總監 )

財政
陳齊欣  ( 白田天主教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秘書
嚴穎彤  (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執行委員
吳崇傑 ( 現任社區導師 )

李鈺山 (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翁綺雯 (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陳麗森 ( 漢華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及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

梁德賢 ( 中學藝術教育統籌 )

潘儷文 ( 民生書院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蔡鎮業 ( 沙田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鄺啟德 (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藝術教育領域統籌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羅小燕 (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2020 至 2022 年顧問團

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
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女士

榮譽顧問
李慧嫻女士（ 康文署香港藝術館專家顧問（ 香港藝術 ））

沈慧林先生（ 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

金嘉倫先生（ 前香港中文大學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前主持 ）

胡樂士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副系主任 ）

徐秀菊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

高美慶教授（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前院長 ）

陳育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 ）

楊春棠先生（ 一新美術館總監 ）

楊懷俸先生（ 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前總主任（ 學校質素保證 ））

劉唯邁博士（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總館長 ）

譚祥安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 ）



在書法世界，除了東西洋書法這兩大宗派，就當數伊斯蘭書法。伊斯蘭書法在世界書法
史上舉足輕重，在香港卻甚少人認識。我們借此最後版面，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伊斯蘭書法以阿拉伯文字為本。阿拉伯文由右至左書寫，共有 28 個字母，每個字母的寫
法會根據其位置 ——在詞語中的開首、中段或結尾，或單獨書寫 ——而有所不同。書法
在伊斯蘭世界享有崇高地方，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伊斯蘭教的聖書《 古蘭經 》以阿拉伯
文字寫成，所以當教徒在書寫阿拉伯文字時，也必須畢恭畢敬，以表尊重；二是不少穆
斯林認為具像藝術（figurative art）有造像和崇拜偶像之嫌，而由於書法沒有這方面的嫌
疑，所以受到推崇。以下，我們一起欣賞兩件伊斯蘭書法的傑作。

花押（tughra）是鄂圖曼帝國統治者的簽
名和印章，用於帝國的所有官方文件，
歷代蘇丹都有自己的花押。左圖為蘇萊
曼一世（1494-1566）的花押，內容包括
他和他父親的名字、他本人的頭銜，以
及短語「 永遠勝利 」。作品飾以大量的
花卉紋，雖說是蘇丹的簽名，但無疑是
由宮廷藝術家代筆為之。

水墨紙本、水彩、黃金，23.9 x 32 厘
米，約 1500 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左圖的冊頁出自鄂圖曼帝國著名書法家
Shaykh Hamdullah（約 1436-1520）的
手筆，上面大行以較修長的 Thuluth 字
體書寫，下面細行則以較圓潤的 Naskh
字體寫成。作品給裝裱在精美的大理石
紋紙上，內容節錄自伊斯蘭教的先知穆
罕默德的言行錄《 聖訓 》。

延伸閱讀："Islamic Calligraph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 50, no. 1 (Summ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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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
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女士

榮譽顧問
李慧嫻女士（ 康文署香港藝術館專家顧問（ 香港藝術 ））

沈慧林先生（ 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

金嘉倫先生（ 前香港中文大學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前主持 ）

胡樂士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副系主任 ）

徐秀菊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

高美慶教授（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前院長 ）

陳育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 ）

楊春棠先生（ 一新美術館總監 ）

楊懷俸先生（ 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前總主任（ 學校質素保證 ））

劉唯邁博士（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總館長 ）

譚祥安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 ）

水墨紙本、不透明水彩、黃金，52.1 x 
64.5 厘米，約 1555-60 年，大都會藝
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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